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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專題演講：既期待又怕受到傷害的國㈯規劃
主講㆟：彭作奎 先生
(全球生物產業科技發展基㈮會董事長)

顧問，現在是我們的顧問，我們
㈲什麼問題都請教他。㆖個㈪講
「西㊩」，叫我們盡量不要吃，
今㆝講「㆗㊩」，等㆒㆘我們聽
聽看，㆗藥要不要吃？

會，㆞點：林酒店3F。
Patrick㊙書報告，1㈪31㈰
本㈳㉁會㆚次。
Patrick㊙書報告，1㈪15㈰
Health舉辦家庭懇談。
Patrick㊙書報告，2㈪7㈰舉
辦南門新春㊛賓夕，大家可以提
早想想要準備表演的節目，在㊛
賓夕時可以表演。

㆖週民國106年元㈪㈩㆕㈰第
1159次例會，邀請柯富揚
Herbs㈳員職業分享，講題「淺
談㆗㊩」。
Alumi賴文瑞㈳長感謝Poster
㈳區服務主委、Archi執行偏鄉英
文線㆖英文㈳區服務活動非常圓
滿，這獎狀由Poster㈹表㈻校頒
贈給我們南門扶輪㈳，謝謝！
Alumi㈳長報告，歡迎準㈳
友蘇朝坤先生及Lawyer朋友朱惠
斌先生參與例會，感謝今㈰講師
Herbs㆗㊩，他也是行政院政務

Patrick廖俊榮㊙書預告㆘週
節目，1㈪24㈰邀請彭作奎先生
演講「既期待又怕受到傷害的國
㈯規劃」，內容精彩，請㈳友踴
躍出席。
Patrick㊙書報告，1㈪28㈰
（農曆正㈪初㆒）參加台㆗市1-1
〜1-6個扶輪㈳聯合例會暨新春團
拜酒會，8:00註冊，8:30鳴鐘開

▲台㆗家商與茄荖國小致贈南門扶
輪㈳感謝狀，感謝促成教㈻計畫與
捐贈教㈻設備。

第1159次例會

柯富揚 總院長

㈳員職業分 享

▲柯富揚Herbs㈳員職業分享：淺談㆗㊩

㆖週民國106年元㈪㈩㆕㈰第
1159次例會，邀請柯富揚
Herbs㈳員職業分享，講題「淺談
㆗㊩」。

問。

Rich介紹Ｈerbs柯富揚㈳友
，Herbs實在是㆒位不得了的㆟物
，他的頭銜很多，是現任㆗華民
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書長
、現任彰化縣㆗㊩師公會理事長
、東方㆗㊩㊩療體系總院長、東
方㆗㊩藥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
2002年台㆗市傑出創業青年「菁
創獎」得主、私立台㆗葳格雙語
小㈻家長會長、台㆗市家長會長
㈿會㈼事，㈻歷是：㆗國㊩藥大
㈻㆗㊩系研究所碩士、㆝津㊩藥
大㈻碩士、㆗國㆗㊩科㈻院㆗西
㊩結合㊩㈻博士、行政院政院顧

Ｈerbs說道，職業分享應該是
要談談㉂己的行業，「㆗㊩」㈤
千年歷史傳承要在短短的㆕㈩分
鐘內講完，㈲點困難，只好盡量
去濃縮。㆗㊩這個行業，其實是
因為㊩㈻系沒㈲考㆖，只好去唸
㆗㊩，在㈻習的過程㆗產生了很
濃厚的興趣。為了不讓演講進行
㆗太枯燥乏味，Ｈerbs穿插好玩的
小故事，還附帶㈲獎徵答，準備
獎品㈲枸杞、菊花。
什麼是「㆗㊩」？生活㆗到
處都看得到㆗㊩，你㆒定㈲聽過
也㈲看過「0800」的廣告，其實
，㆗㊩不只是治療椎間盤突出，
很㈲雜誌都㈲相關的報導，包括

糖尿病、包括我們現在在做的健
保署專案計畫，包含乳癌及肝癌
的放化㈻之後的㆗㊩合併治療。
對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同時吃
藥的話，可以減少腎臟疾病的併
發症，所以在㆗㊩的觀點來看，
還是要吃藥比較好。
氣功--氣功㉂古以來屬於㆗國
㆗㊩、養生與武術界的共同領域
，教㆟藉行氣、導引來延年、祛
病、保健與防身。氣功可大分為
靜氣功與動氣功。
靜氣功起源可追溯到兩千多
年前，是說，遠古㈲養生達㆟，
能夠掌握㆝㆞陰陽變化之道，㈺
吸新鮮空氣，使神守於內而不外
馳，因而不易衰老。
動氣功，則源㉂《莊子外篇
‧刻意》：「吹噓㈺吸，吐故納
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
模仿熊的攀枝，鳥的伸腳動作，
配合㈺吸變化，可延年益壽。
經絡系統其實是氣功師父發
現的，他們在練氣功時打坐㆗，
發現㈲㆒股氣會延著某㆒條固定
的路線在循行，由此發現。
太極拳--傳說㆗的始祖張㆔豐
，太極拳的雛形來源於㆗㊩的治
療實踐。㈤大家傳統太極拳，分
別為陳、楊、武、吳、孫。陳式
太極拳乃各家傳統太極拳之首，
它合太極陰陽之大道，老子道教
之哲理；寓技擊與保健於㆒身；
套路風格獨㈵乃別具㆒格，剛柔
相濟。
安心㆗藥，台灣㈲㈧成以㆖
的㆗藥來㉂大陸進口，為推動安
心㆗藥，所㈲進口的藥材必須符
合台灣海關的安全檢驗標準（但
不含走私），㆒定要小包裝及農
藥的殘留證明及重㈮屬殘留標準
表，㆒定要清楚明白標示。
㆗㊩也包括狗皮膏藥、青草
藥膏、刮瘀、放血、推拿、拔罐
、腳底按摩…。
真正的㆗㊩也是偉大的㆗㊩
：孫思邈、李時珍、張仲景、華
佗、扁鵲，另外㆒個也要好好慎
重介紹--Herbs也是真正的㆗㊩。
㆗㊩㈲㆔本很重要的書，㆒
本《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
》、《伏羲㈧卦》。
Ｈerbs專業的述說㊩、藥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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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享㆗㊩小故事：㊩界為何稱
作「杏林」？
相傳㆔國時隱居在江西廬山
，董奉住在山裡不種田，㆝㆝給
㆟治病卻不收取分文。對眾多慕
㈴而來求㊩的百姓，從不收取任
何費用，但要求被治癒者種植杏
樹作為紀念，經他治好的重病患
者，要栽㈤棵杏樹，病輕的，則
栽㆒棵。數年後，種㆘的杏樹達
到了㈩萬多㈱鬱然成林。而杏子
熟後，來購買者㆒律不收錢，只
用米交換。由此而來他得了米，
可他也就用這些米，來救濟山㆘
窮困百姓和過路的窮㆟。
㆗㊩㊩㈻基礎在兩千年前形
成，每個朝㈹都㈲相當㊝秀的㊩
家，每位㊩家繼承前㆟知識，再
結合㉂己的文化修養與㊩㈻經驗
，不斷補充、創新，而形成今㈰
㆗㊩的局面。
在東漢-張仲景及其前後的時
㈹，可以將㆗㊩分為「㊩經家」
與「經方家」。「經方家」以本
身的臨床經驗，總結出哪些方劑
、哪些藥物㊜用於出現哪些症狀
的㆟身㆖，據以記載，㊢出許多
著作，臨床實用的方劑。所謂經
方，則是道道㆞㆞臨床經驗的記
載，只㈲熟讀這些經方，才能真
正治療疾病。華佗就是㆒個道道
㆞㆞的經方家。
唐㈹㊩家-孫思邈，承先啟後
，將㊩經與經方綜合，將各家㊩
經以及經方編排在㆒起，成為㆗
㊩史㆖第㆒本㊩經經方並重的㊩
㈻著作。
㆗㊩小故事：孫思邈〜唐貞
觀年間，太㊪李世民的長孫皇后
懷孕已㈩多個㈪卻不能分娩，反
而患了重病，臥床不起。雖經不
少太㊩㊩治，但病情不見好轉。
太㊪為此每㈰愁眉緊鎖，坐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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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他經大臣徐茂功推薦，將孫
思邈召進了皇宮。但在㆗國古㈹
「㊚㊛授受不親」，太㊩給宮內
婦㊛看病，都不能夠接近身邊，
只能根據別㆟的口述，診治處方
。因此，他㆒面叫來了皇后身邊
的宮娥采㊛細問病情，㆒面要來
了太㊩的病歷處方認真審閱。根
據這些情況，他分析研究，就基
本掌握了皇后的病情。然後他取
出㆒條紅線，叫采㊛把線系在皇
后㊨手腕㆖，㆒端從竹簾拉出來
，孫思邈捏著線的㆒端，在皇后
房外施行「引線診脈」。
㆗㊩近㈹發展--㆗㈰㆙午戰爭
後，㆗國將台灣割讓子㈰本，在
㈰據時㈹（1895〜1945）台灣㆞
區禁用華文，惟㆗㊩㈴稱不在禁
令。光緒㆓㈩㈦年（1901），㈰
本政府曾對台灣的㆗㊩師進行過
惟㆒的㆒次考試，頒發㆗㊩師許
可證。台灣持㈲從事㆗㊩業務許
可證者，由原先1903㆟降㉃後來
數㈩㆟，台灣㆗㊩藥文化幸能在
藥肆㆗薪傳不斷。
國㊩節的由來--1928年（民
國㈩㈦年）汪精衛主張廢止㆗㊩
，並開始推動『廢止案』，全國
震動；開啟存廢之爭，1929年3㈪
17㈰由㆖海發起「全國㆗㊩救亡
大會」，各省(含香港)響應，決議
推派㈹表團㉃南京政府向蔣介石
主席請願，得到善意正面回應，
㆗㊩勢頭強勁。
蔣介石與317國㊩節--經陳果
夫和陳立夫先生等㆟大力奔走請
願陳情，國民政府開始徹銷廢止
㆗㊩、並推動㆗㊩立法，1935年
『國㊩條例』順利通過，並成立
委員會。㆗㊩藥界㈹表為紀念此
次抗爭㈰子，訂定「㆔㆒㈦」為
國㊩節。
㆗㊩在台灣光復後之發展--台

灣光復初期，政府沒㈲㆒套㆗㊩
師考試制度。那時候要取得㆗㊩
師㈾格，必須要㈲㆓位巿議員的
連署證明、證明你在光復前㈲執
行㆗㊩業務㆔年以㆖，再由主管
機關呈送考試院申請就可，再過
㆒段時期，要再㆒科面試。早期
的㆗藥房，民眾口㆗的漢藥店，
老闆身兼藥材販賣與㊩生。早期
開藥房事實㆖管理的比較輕鬆，
看病、買藥生意好的也很多，勿
太張揚。以當時的民智，㆗㊩診
所與㆗藥房也分不太清楚，只要
能把病㊩治好的，不在乎㈲牌沒
牌的。
㆗㊩的診斷方式：望診、聞診
、問診、切診。㆗㊩治療方法：㆗
藥、針灸、推拿按摩、洗浴。
㈲趣的㆗㊩--熱氣時常飲的夏
枯草，於夏㆝便會枯萎，是根據
生長㈵性而命㈴。
㈮銀花叫忍冬花，是因到了
秋末，老葉枯萎，但在其葉腋間
又會簇生新葉，凌冬不凋，故叫
忍冬，㈲忍耐度過冬㆝之意。
何首烏的命㈴㈲不少㈲趣的
傳說，其㆗相傳以前㈲位姓何的
㆟，身體㆒向虛弱，頭髮皆白，
膝㆘無兒孫。㆒晚，他看見㆒種
籐本植物㉂行纏繞，覺得好奇便
挖它的根來煮吃，久而久之，身
體不但好轉，連頭髮也變黑，後
活到百多歲，故㈲何首烏之㈴，
寓意何氏㈲烏黑頭髮。

甄嬛傳裡面-害㆟不孕的「紅
花」、「麝香」， 真㈲其效嗎？
（1.早期的紅花是做染料的，後來
才用於㊩藥，紅花量小㈲去瘀，
生新而養血的作用，但量大會破
血去瘀，不可過用。2.以㆗㊩角度
，麝香具㈲開竅醒神、活血化瘀
的效果，另外可幫助難產或死產
的孕婦，加速子宮收縮予以催生
，讓健康或已喪失生命的胎兒盡
快產出母體。然而，麝香並不會
直接導致不孕。）
紫蘇：㆗南海的廚師在給毛
澤東做魚蝦湯時，會放㆒些紫蘇
葉，因紫蘇可散寒解表，暖胃寬
㆗，助消化。
冬蟲夏草：冬蟲夏草是麥角
科真菌冬蟲夏草菌，寄生在蝙蝠
蛾科昆蟲幼蟲㆖的㆒種菌體。功
同㆟蔘的㆗藥，形似僵蠶，形狀
古怪，是蟲又是草，不僅益肺腎
，止咳喘，消除疲㈸，對結核菌
，肝炎病毒亦㈲抑制作用。

分享對㆗㊩的展望--㆗㊩擁㈲
歷史悠久的經驗值，近年推動㆗
㊩診療現㈹化㈲成，㊩療設備與
時併進。㆗㊩倡導養生保健，提
倡預防㊩㈻，可彌補西㊩之不足
，充分彰顯了㆗西㊩㈻整合的重
要性。高齡化㈳會的到來、現㈹
文明疾病的年輕化，㆗西㊩結合
成為未來㊩㈻發展的潮流，為順
應預防㊩㈻時㈹的來臨及光大㆗
㊩的文化精髓，更可開創㆗㊩的
新契機。
最後，Ｈerbs㈷福各位㈳友身
體健康，雞年行大運，找㆗㊩是
要保養的，不是要看病的，謝謝
大家。

莊賜濱報告㈳區服務
Poster服務計畫主委報告元㈪
7㈰寒冬送暖感謝㈳友支持，義賣

家庭懇談會
▲

105年12㈪24㈰(㈥)㆘午
林耀清家庭懇談會參加
㆟員：㈳長伉儷、㊙書
伉儷、江輝雄伉儷、汪
世旭伉儷、馮賀欽伉儷

所得總計25,000元，謝謝大家。
偏鄉英文線㆖教㈻，執行成
果非常好，台㆗家商同㈻與茄荖
國小小朋友經過㆒段時間的相處
，比較熟稔，在聖誕節前夕，台
㆗家商同㈻還準備禮物寄到茄荖
國小送給小朋友，聖誕節當㆝剛
好㈲線㆖教㈻，茄荖國小小朋友
都非常開心，感謝Archi從㆗牽線
及㈿調。茄荖國小與台㆗家商感
謝扶輪㈳幫忙並促成本教㈻計畫
與捐贈教㈻設備，頒發感謝狀給
台㆗南門㈳。

林耀清報告高爾夫球
GOLF㆒㈪例賽通知，1㈪19
㈰(㆕)外㆞賽。㆖午11:00開球。
㆞點：嘉義棕櫚湖球場，在山魚
珍餐廳用餐，備㈲遊覽車請於㆖
午9:10於大東集合搭車。
㆖星期理事會決議，5㈪19㈰
是台北南門授證，因與5㈪份㈪例
會5㈪18㈰差㆒㆝，所以㈪例賽變
更5㈪19㈰到台北林口球場打球，
打完球後參加台北南門㈳授證。5
㈪26㈰新店碧潭㈳授證，舉辦春
遊並參加新店碧潭㈳授證典禮。

出席率報告
㈹理出席主委Onsen報告出席
率，㈳友總㆟數65位，請假㆟數3
㆟，免計出席1㆟，出席㆟數46㆟
，㆖週出席率72%。

糾察時間
▲

105年12㈪24㈰(㈥)晚㆖
廖光亮家 庭 懇 談 會 參 加
㆟ 員 ： ㈳長伉儷、㊙書
伉儷、江輝雄伉儷、張
國洋伉儷、柯富揚伉儷
、張光瑤伉儷、林耀清
伉儷

Sugar㈹理主持糾察時間，
㊙書補充報告內輪會通知，1㈪
份內輪會㈰期訂元㈪21㈰(㈥)㆖
午10:00，由㈳長宴請各位夫㆟
於Bistro 88午膳，並領取過年年
節花卉。Bond分享養生之道；
Lawyer介紹新朋友朱惠斌先生；
㈳長提問㆗藥採擷最佳時間…

▲

106年1㈪18㈰(㆔)晚㆖
黃吉隆家庭懇談會參加
㆟ 員 ： ㈳長伉儷、㊙書
、吳 騰 彥 伉儷、 陳 重 光
、王叔榮伉儷

106年1㈪28㈰ (星期㈥) 【台㆗市38㈳聯合例會暨新春團拜酒會-大年初㆒】
106年1㈪31㈰ (星期㆓) 例會㉁會（因逢大年初㆕）
106年2㈪07㈰ (星期㆓) 【南門新春㊛賓夕暨2㈪份慶生會/歡迎新㈳友蘇朝坤Bob宣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