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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專家簡介] 朱洪民博士，原香港中醫學會會長，1987年畢業於福建中醫學院，從事中醫骨傷科臨床工

作28年餘，是國家執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朱博士學驗俱豐，善於深入探研，先後獲得廣州中醫藥大學骨

傷科醫學碩士，南方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骨傷科醫學博士。由於朱博士善覽群書，醫理淵博，深為同業敬仰，

被聘邀為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香港中醫雜誌》編委，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學士、碩士課程

骨傷科兼職導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兼職講師，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骨關節病專業委員會副會長，海峽南少林

手法醫學協會常務理事。朱博士在臨床中善於探研與經驗總結，參與編寫專著3本，發表論文30餘篇，深得業界重視。 

[摘要] 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強調應以臨床證據為基礎，而這一證據的取得完全依賴於

以科學的方法對現有臨床資料進行收集和分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系統性評述。如何解決中醫科學化，相信

隨着對循證醫學的深入認識和運用，將給我們帶來良多的啟示。中醫科學化，首先應該是方法學的科學化。 

[關鍵詞] 中醫科學化；循證醫學；方法學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當時尼克遜的隨員中有一位叫雷斯頓的記者，患了闌尾炎要做手術，在他

的手術鎮痛過程中使用了針刺麻醉。回國後，雷斯頓在《紐約時報》上報導了他在中國針刺鎮痛的親身體驗，

中醫藥學、針灸打動了美國人的神經。此事亦轟動了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8年，上海市第一人民醫

院耳鼻喉科醫生尹惠珠在沒有用麻藥的情況下，用針刺麻醉成功地做了扁桃腺切除手術。針灸是疼痛的克星，

中醫第一部經典《黃帝內經》就有了系統的記載。二千年前的《八十一難經》清楚寫着，針剌「俞」穴，即可

止痛。世界衛生組織（WHO）1979年首批公佈針灸療效較好的病症有43種，其中包括了痛症治療。 

距離尼克遜訪華、雷斯頓《紐約時報》的報導，歷史已走過43年。西方已興起「針灸熱」，針灸可以鎮痛

已成定律。但是，從近年Cochrane協作網產生的系統評價（SR）來看，結果似乎並不令人滿意。Cochrane的系

統評價被公認是循證醫學評價防治性措施的金標準。在2002年Cochrane 圖書館上已發表的針灸臨床療效系統評

價有7篇，其中關於針灸治療痛證的有4篇[1]，現摘要如下： (1) 針刺治療原發性頭痛Acupuncture for 

idiopathic headache. 針刺療法和假針刺療法（安慰劑）的16個比較試驗中，有8個試驗報道針刺療法有明顯

差異，4個試驗顯示有一定差異，2個試驗無差異，有2個無法解釋。結論：現有的證據支持針灸治療原發性頭痛，

但是證據的數量和質量尚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此需要大樣本研究來評價針刺療法的效果和成本-效果的關係。 

(2) 腰背痛的針刺療法Acupuncture for low back pain. 評價了11個試驗，結果發現研究的方法學質量較差，

僅有2個試驗屬高質量的方法學。從8個試驗得出的有限證據表明，在腰背痛的治療上針刺療法並不比安慰劑或

假針刺療法更有效。結論：證據沒有表明針刺治療腰背痛有效。 (3) 網球肘的針刺療法 Acupuncture for

lateral elbow pain. 評價了4個小樣本隨機對照試驗，由於試驗設計的缺陷和試驗之間的臨床差異，資料不能

進行Meta分析。結論：在網球肘的治療中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針刺療法有效或無效，關於針刺治療網球肘的療

效評價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恰當的方法和足夠的樣本才能得出結論。(4) 經皮電神經刺激和針刺治療原發

性痛經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and acupuncture for primary dysmenorrhea. 該系

統評價的主要結果是高頻率的經皮電神經刺激（TENS）緩解疼痛比安慰劑TENS更有效，而低頻率TENS不比安慰

劑TENS更有效。一個小樣本試驗顯示了針刺緩解疼痛明顯優於假針刺和不治療。結論：小樣本試驗表明高頻率

的經皮電神經刺激治療痛經有效，沒有足夠證據表明低頻率TENS治療痛經有效；也沒有足夠證據表明針刺治療

痛經有效，既使有一個小樣本試驗顯示了針刺對緩解症狀有幫助。2014年10月，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2]刊

載了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希曼（Hinman）博士關於針灸治療膝關節疼痛隨機臨床試驗報告，作者得出以下結論：



對於50歲以上的中重度慢性膝關節痛患者，無論鐳射還是針灸，其對疼痛和功能活動的影響都和安慰治療相似。

對這類患者不建議採用針刺治療。這一結論顛覆了針灸醫師的經驗判斷與以往的研究結果：關節炎是針灸臨床常

見的適應症之一，許多研究已經證明針刺對其治療有明顯療效。英國普利茅斯大學半島醫學院的White Adrian博士[3] 

對希曼的研究做了質疑，認為希曼的研究結論應該是關節炎患者應該考慮採用針刺治療。香港大學中醫學院院

長勞力行[4]及美國佛州針灸學會會長何紅健、李永明等[5,6]，他們也從不同的角度去信JAMA，對此報告提出了很

多疑問。 

從以上的系統評價評價[1,2]可以看出，針灸治療痛證的有效性如按循證醫學的標準，其療效似乎有待重新確

認。這個結論給了我們帶來了困惑！讓我們再重溫循證醫學的有關內容。 

 

1 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的概念 

循證醫學即為「遵循證據的醫學」，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1972年英國著名的流行病學家Archie Cochrane

首先提出各專業應將所有的隨機對照試驗結果收集起來進行系統評價，並隨着新的試驗的出現隨時更新，為臨

床治療提供依據。這一觀點得到世界醫學界的強烈響應，於是，在80年代出現了全球跨國合作的對某些重要疾

病特定療法的系統評價，其研究結果對改變世界醫學臨床實踐和指導臨床研究課題的方向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

1990年，加拿大McMaster大學的Grodan Guyatt和David Sackett首先正式提出循證醫學概念，至1992年被公認
[7]。為了滿足臨床實踐和決策的需要，1992年底在牛津首先成立了循證醫學中心/Cochrane中心，1993年在牛津

召開了第一屇Cochrane年會，正式成立國際Cochrane協作網。現在, Cochrane已成為EBM的同義詞。 

循證醫學EBM既是一門臨床醫學的基礎學科，又是一門科學的方法學。它扼要而明確地概括了臨床醫學研究

的程序和方法，其定義為：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所能獲得的最好研究證據來確定患者的治療措施。它強調

應以臨床證據為基礎，而這一證據的取得完全依賴於以科學的方法對現有臨床資料進行收集和分析，以及在此

基礎上形成的系統性評述[8]。通過學習和掌握循證醫學，使人們在臨床醫療實踐中，能夠針對病人的問題，選

擇和應用當前最佳的證據，作出科學的診治決策，並付諸於臨床實踐，以此獲得最好的臨床療效，使臨床醫學

和自己的醫學水平不斷獲得提高。這同樣也適用於衛生行政的決策。循證醫學有三要素：(1) 最好的研究證據

（the best research evidence）；(2) 臨床專業技術（the clinical expertise）；(3) 患者的價值（the patient 

values）。其中，第一項是其核心。 

 

2 循證醫學的核心內容與中醫的關係 

在循證醫學中，中醫、針灸和其他民族醫學都劃歸為補充醫學（complementary medicine）的範疇。下面，

我們就其核心問題，作一個初步的探討。中醫學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經驗醫學，具有很強的臨床優勢。

其獨特良好的臨床療效，深受廣大病患者的擁戴。中醫學中的針灸作為一種獨特的醫療技術，已廣為世界所接

受，西方亦興起所謂「針灸熱」。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得到主流醫學的信任。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強而有

力的證據，即缺乏高質量的臨床療效對比資料以及進一步的理論研究。 

那麼，甚麼是最好的研究證據呢？循證醫學證據級別的評定是依據其真實性依次減弱[9]：Ι級，證據來源

於所有相關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的系統綜述。Ⅱ級，證據來源中至少有一

個試驗應用了正確的對照設計。Ⅲ-1級，證據來源於設計良好的對照試驗，但未用隨機方法。Ⅲ-2級，證據來

源於良好的隊列研究或病例-對照研究，尤以多個中心或多研究組為佳。Ⅲ-3級，證據來源於多個時間序列，或

有干預或無干預措施；無對照組但效果顯著的試驗亦包括在此級中。Ⅳ級，有威望的專家基於臨床經驗的描述

性研究或專家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縱觀科學研究的系統評價，隨機對照試驗（RCT）以其嚴格的臨床的科研設計和研究結果的真實可靠已成為

臨床防治性研究的標準設計方案。在中國，因受本土文化的影響，中醫藥在臨床應用廣泛。目前，大量的臨床

報導中醫藥的療效優良。但是，也存在問題：中醫強調辨證論治。就「辨證」而言，臨床中的「證」往往具單

一性；就「論治」而言，個體性強，重複性差。所以，辨證論治，既是中醫臨床治療的精華，又是中醫科研發

展的「瓶頸」。由於歷史等諸多原因，在臨床治療上，醫者們往往從各種角度推論某種方法「應該」有某種療

效，而不是經過嚴格的隨機對照臨床實驗來確定該方法是否有真正的臨床效果，因而對同一種疾病甚至同一種



證型的治療，臨床重複性差；在臨床科研上，臨床對照試驗敘述性研究和專家的評論多，而高質量的隨機對照

試驗、系統評價少。絕大多數報導都是「療效優良」，其治療結果的高陽性率受到了國外同行的質疑[10]。這樣，

就使中醫的學術理論和臨床經驗缺乏系統性和可靠的證據，RCT證據質量不高，尋找證據、分析證據、評價證據

的科學行為不足，方法學質量較差，以致論證能力較低，而使之缺乏真實性、可重複性和臨床指導性，即缺乏

所謂的「科學性」。因此，要使中醫學踏上科學化的道路，應重視和正確運用循證醫學的核心：最好的研究證

據。循證醫學的最佳證據來源於臨床隨機對照試驗（RCT）的論據，RCT已被公認為判斷臨床治療有效性的「金

標準」，而臨床療效評價方法對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採用不同療效判定指標，可以得出有效和無效兩種

截然不同的結論。目前，中醫的療效觀察缺乏「客觀」和「量化」。但是， 並不是任何東西都可以量化，尤其

是中醫藥。因此，我們應建立符合中醫診療特色的中醫證候臨床療效評價標準，盡量以客觀、量化來評價中醫

藥的臨床療效。 

一直以來，「中醫不科學」 ，始終是我們中醫界揮之難去的困擾。隨着循證醫學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良

多的啟示。如何解決中醫科學化，相信隨着對循證醫學的深入認識和運用，將會使中醫這一古老的醫學進一步

發揚光大。 

 

3 展望：挑戰和機遇 

現代醫學的新興學科—循證醫學的興起，給傳統醫學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和挑戰，但同時也帶給傳統醫學

良多的啟示和機遇。循證醫學和傳統醫學並不是互相對抗的術語 [11]。循證醫學並不否定傳統經驗醫學，而是脫

胎於經驗醫學，是經驗醫學的發展。隨着循證醫學的興起，臨床醫學亦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循證醫學的思想、

原則和方法，深刻地影響着臨床醫學的研究、醫療實踐和衛生決策，掀起了一場醫學的變革。 醫師的行醫模式

正由經驗醫學向循證醫學轉變。正如EBM創始人之一David Sackett 教授所說：「實踐循證醫學將會提高醫生的

權威， 因為權威來自知識；實踐循證醫學可使醫生保持知識的更新，跟上時代的發展」。 

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是中醫藥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科學地進行中醫研究的設計，如何採用正確的研

究方法，如何客觀地選擇評價指標，如何防止和避免出現的偏倚與進行統計學處理，是現今臨床醫生值得關注

的一個重要問題。著名醫學雜誌《Lancet》曾呼籲，發展傳統醫藥首要任務是展示其治療效果的科學證據。 

對於傳統醫學治療方法包括中醫藥、針灸有效性的探索，國內外很多學者應用臨床流行病學、循證醫學的

方法進行了研究，做了大量積極的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12]。盡管循證醫學是現代醫學的學科，不能完全

照搬到中醫藥的決策中，但其本身的核心理念、基本方法都可為中醫藥所用; 循證醫學的實質就是證據為準、

後效評價、與時並進，它對全面提高中醫藥的科學研究、臨床診斷和治療質量，將有不可估量的貢獻。現在的

循證醫學概念對我們來說可能還有些陌生，也許就像三十年前的「克隆」、「基因工程」等醫學術語，但現在

的「克隆」、「基因工程」，正領導着醫學的向前發展。循證醫學在中醫藥中的應用目前正處於探索、發展階

段，循證醫學將為中醫藥臨床療效的科學客觀化帶來挑戰和機遇。 

百花齊放總是春。讓我們且行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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