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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2019 年 05 月第 50 期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立夏時節苦菜秀，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台灣中醫內科醫訊敬祝先進同道診務昌隆、凡

事亨通！感謝所有幫助我們醫訊的先進醫師們，第 50 期的台灣中醫內科醫學會醫訊要和各

位會員同道見面了！

    本期規劃的重點如下 :

1. 編輯群報告：(P.03) 由本人張立德執行編輯負責撰寫，報告各位會員先進本期編輯綱

目。

2. 主題文章：(P.03) 感謝楊維傑教授提供本期主題文章 --【肺癌之中醫療法】。

3. 病例報告：(P.10) 由慈和中醫診所顏顗醫師提供病例報告 --【肩關節半脫位中醫療法

肝病的診斷】。

4. 診斷探微：(P26) 關豔麗運用經方治驗之 --【眼部水腫案】提供各位會員參考。

5.	醫藥新知：(P.28) 本期轉載最新之中醫藥研究，供同道了解最新的中醫中藥臨床研究。

6. 流行病學 :(P34)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佈之最新麻疹流行動態。

7. 食療養生：(P.39) 本期轉載當令節氣食療之相關知識，提供會員自己養生及患者衛教。

8. 會務報導：(P.42) 提供本會之理監事會決議、推動的中醫內科政策、中醫內科專科醫

師考試相關資訊、會員旅遊、春酒及拜年活動，讓同道了解本會理監事會之努力方向！

感謝所有中醫先進的分享及指導，您的高見及稿件是內科醫訊進步的動力！

     

編輯群報告

張立德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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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內科醫學會醫訊是屬於會員的園地，歡迎中醫內科醫學會會員或家屬提供內科醫學會會

員本人或直系親屬婚喪喜慶、金榜博碩畢業、開業執業異動之資料；各位會員您的讀書心得

或是任何輕鬆的生活經驗分享（譬如旅遊休閒、看診隨筆等）或是有關中醫內科健保申復碰

到的問題或是經驗分享，都歡迎您的投稿；也懇請您繼續鞭策我們，讓醫訊成為全國中醫同

道交流的園地！

 

     	敬祝			平安喜樂			圓滿如意

 

          發行人    許中華理事長    

          總編輯    張立德

          副總編輯  何宗融、施宏昇、陳建宏、陳朝宗、蔡金川、楊斯宇（依筆畫排序）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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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中醫療法
楊維傑 /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概述】

肺癌是目前臨床中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嚴重危害健康。近幾年來，肺癌的發病率

逐年上升，且死亡率較髙。大多數肺癌患者在確診時已屬晚期，手術的機會大大減少。對

於晚期肺癌的治療，目前尙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化療因毒副反應嚴重，晚期肺癌病人大

多一般情況較差而不能耐受， 而以中醫藥爲主的綜合治療，可以提髙生存率。中醫藥治療

肺癌已顯示出獨特的優勢。如何進一步研究探討中醫中藥對肺癌治療原則和方法，進一步

提高療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現就中醫對肺癌的認識及治療原則和處方用藥介紹如下：

中國醫學認爲肺癌栢當於中醫的「息賁」、「肺積」範疇。《難經》：「肺之積，名

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咳，發肺癰」。《濟生方》論述： 

「息賁之狀，在右脇下，復大如杯，喘息奔溢，是爲肺積，……其病氣逆，背痛少氣，」。

與肺癌淋巴管轉移而引起的腋下及鎖骨上淋巴結腫大的體徵頗爲相似。《素問•玉機眞藏

論篇》有：「大骨枯搞，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痛，身熱脫肉，破睏

……肩髓內消」。寫實地描述了晚期肺癌出現疲倦、乏力、消瘦、貧血、食慾不振等全身

症狀。

肺癌發病機理主要是正氣內虛，邪毒內結所致。與肺、脾、腎三臟有關，脾爲生痰之

源，肺爲貯痰之器。如外界邪毒內侵肺氣宣降失司，肺氣壅鬱不宣，脈絡受阻，氣滯血瘀，

痰貯肺絡。又如長期吸煙，熱灼津傷致肺陰不足，氣陰二虛，升降失調，外邪乘虛而入，

客邪留而不去，氣機不暢，血行瘀滯，則痰濕、瘀毒互結而成肺積。此外，七情內傷，脾

虛運化失司，痰濕內生，久貯化熱，痰凝毒聚，正氣內虛。而腎氣不足，亦能導致肺氣更虛，

而加重本病。

吸菸是導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除吸菸外，工業中接觸到的無機砷、石棉、鎳、煤

焦、煤、礦井空氣中污染的放射性物質如氡及其子體以及其燃燒產物所含有的苯砒一類多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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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烴物質等，均可導致肺癌。汽車以及其他有毒廢氣的排放也是城市居民患肺癌較多的一

個重要原因》此外，廚房油煙、油鍋氣霧、煤球煙薰，也都可能是肺癌致病原因。

肺癌在現代醫學組織學中，一般簡略地分爲鱗癌、腺癌、大細胞癌、小細胞癌、肺泡

癌等類，尤其是非小細胞型肺癌〈指鱗癌、肺腺癌〉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中國醫學按辨證

分型可分五型：即氣陰兩虛型、痰濕蘊肺型、陰虛熱毒型、氣滯血瘀型、陰陽兩虛型。

【流行病學】

肺癌可發生於任何年齡，自 5 〜 87 歲，但多見年紀較輕者，40 〜 70 歲患者約佔

2/3。男女之比約爲 2 〜 10 ：一般認爲 4 ： 1，右胸腔比左胸腔常見。發病率在很多國家都

有明顯增高的趨勢。肺癌在男性常見腫瘤中占首位，在女性常見脾瘤中佔第 2、3 位。美國

從 40 年代到 70 年代，肺癌死亡率在男性提高 18 倍，在女性提髙 6 倍。日本人 1950 年至

1980 年，肺癌死亡率在男性提高 10 倍，女性提高 7.5 倍。人們預期到 21 世紀中，肺癌將

佔多數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常見惡性腫瘤的第 1、第 2 位。

    肺癌的治療效果在近十年中沒有顯著的提高，總的治癒率爲 10% 左右。其中主要原因是

肺癌生物學特性十分複雜，惡性程度髙，80% 的肺癌患者在確診時已屬晚期。

【診斷大綱】

—、診斷要點

提高肺癌治療效果的關鍵在於早期診斷，從而及早給予有效治療。早期肺癌的常見症

狀爲咳嗽、發熱、咳血和胸痛等，但在門診中也有少數無症狀，而是在集體檢查或因其他

疾病作檢査時發現的。輕度胸痛也是肺癌的一個早期症狀，特別是肩部疼痛，有時提示癌

症已侵及胸壁，45 歲或以上的人士，如近期內有不明原因的咳嗽，尤其嗆咳、乾咳、發熱、

咳血、胸痛等症狀，就應警惕，早日就醫，作深入檢査。如再有胸悶、氣急、喘鳴、消瘦

及惡病質時，更應首先考慮到肺癌的可能。

     近年來，各地臨床醫家就本病的早期診斷，運用中國醫學理論爲指導，在舌象方面進行

了深入探討，發現肺癌患者的舌象具有一定特點。大量臨床資料表明：本病多表現爲舌質紫

暗，舌體胖大，表面有裂紋，邊有齒印，舌下大絡脈怒張、垮曲、舌苔多厚膩，與正常人及

其他癌症相比，有顯著差異。研究發現肺癌患者以紅舌爲多，而健康人紅舌僅占 21%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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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以黃苔、膩苔爲多，常與紅舌同時出現。病期同舌色有關，早期肺癌以淡紅舌爲主，隨著

病情發展，舌色有向紅舌和紫舌發展驅勢，晚期肺癌以紫舌爲多並有瘀斑；舌苔早期多爲薄

白，晚期驅向於膩苔或滑潤少苔》通過多例觀察，發現療效越好，舌象轉變越明顯。

上述硏究的結果有助于肺癌的早期診斷與臨床辨治，對 揭示肺癌的病因病理及其發

生發展規律與臨床立法遣方選藥 有重要應用與理論價値。

二、臨床表現

( 一）症狀：

1. 胸痛：爲瀰漫性胸膜間皮瘤的主要症狀。胸痛劇烈，呈持續性鈍痛、脹痛或刺痛，常

因疼痛而影響睡眠和飮食，一 般鎭痛劑難以緩解。若病變位於縱膈胸膜，則有胸骨後悶 

痛；若病變位於膈胸膜，則有同側肩胛區或上腹部疼痛。

2. 進行性氣急：胸膜間皮瘤病變，廣泛伴有大量胸腔積液時，患者可出現呼吸急促，頻

率增加，呈進行性加重，甚則出現呼吸困難。

此外，隨病情發展，尙可出現咳嗽、乏力、消瘦、厭 食、胸滿悶等症狀。上皮型胸膜間

皮瘤以氣短爲主，胸痛較輕；肉瘤型以胸痛爲主，痛較重，氣短則較少見，此爲兩類型

的重要區別。

( 二）體徵：

體徵檢査中，約 80% 的患者發現胸水，患側胸廓活動受限，叩診呈濁音，聽診呼吸音

減弱或消失：此外，尙可發現體表淋巴結腫大，腹部觸疹可觸及肝腫大、杵狀指等胸外體徵；

腫瘤持續增大，胸液吸收，患側胸廓可凹陷。

【治療方法】

一、辨證論治

       肺癌的中將藥治療，辨證論治始終是其主流。近年來，基本一致傾向於扶正和袪邪相結

合，辨證與辨病相結合，根據不同的分型採取不同的治則。但各地分型的數量、證名、辨

證依據多不統一，綜觀十幾年來肺癌辨證分型的主要文獻，並根據證型及類似證型出現頻

率高低，肺癌臨床常見證 型可歸納爲以下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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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陰虛内熱

(1) 證候：咳嗽、無痰或少痰，或泡沫粘痰，或痰黃難咯，或痰中帶血，氣促胸痛，口渴

心煩，便秘尿黃，脈細數，苔薄白、舌質紅。由于邪毒蘊結而致陰虛內熱。

(2) 治法：養陰清肺、解毒散結。

(3) 方藥：南北沙參、天麥冬、生地、玄參、鱉甲、桑白皮、杏仁、百部、浙貝、川貝、

瓜蔞皮、 半枝蓮、魚腥草、白花蛇舌草、仙鶴草、夏枯草、生薏仁、生牡蠣等。

(4) 處方：常以百合固金湯、沙參麥冬湯、青蒿鱉甲湯 加減。

2. 氣陰兩虛

(1) 證候：常見乾咳、或咳嗽少痰，喘促氣短，神疲乏力，面色胱白，自汗或盜汗，納少，

口乾不多飮，舌黯紅或紫，苔少或無苔，脈細數或促。病久熱毒耗傷氣陰所致。

 (2) 治法：治宜益氣養陰、軟堅散結。

(3) 方藥：黃耆、太子參、黨參、南北沙參、麥冬、百 合、五味子、黃精、夏枯草、海藻、

生牡蠣、生南星、半枝蓮、白花蛇舌草、石見穿等。

(4) 處方：生脈散、補肺阿膠湯加減。

3. 脾虛痰濕

(1) 證候：咳嗽痰多，懶言氣短，納少腹脹，乏力疲倦，面色萎黃，或有浮腫。大便溏薄，

舌質淡胖邊有齒痕，苔白腻，脈濡緩或濡滑。脾虛痰濕、痰熱犯肺而致。

(2) 治法：益氣健脾、化痰散結。

(3) 方藥：黨參、黃耆、白朮、茯苓、生薏仁、陳皮、 半夏、魚腥草、白花蛇舌草、石打穿、

扁豆、半枝蓮、浙貝、昆布、瓜蔞皮等。

(4) 處方：香砂六君子湯、瀉白散加減。

4. 氣滯血瘀

(1) 證候：咳嗽不暢，氣急胸悶或胸肋脹痛，痛有定處，大便秘結，失眠，唇舌黯或舌有

瘀點， 脈弦或澀》氣機不暢、氣滯血瘀、痰瘀互結所致。

(2) 治法：理氣化滯、活血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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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藥：丹參、莪朮、三棱、赤芍、桃仁、夏枯草、海藻、昆布、魚腥草、王不留行、杏仁、

桔 梗、枳殻、全瓜蔞、白花蛇舌草、生牡蠣 等。

(4) 處方：血府逐瘀湯、千金葦莖湯加減。

5. 陰陽兩虛

(1) 證候；咳嗽氣急，動則喘促，神疲乏力，腰膝酸 軟，畏寒肢冷，脈沉細，質淡紅，苔

薄白。多因久病氣血耗損、陰損及陽而致。

(2) 治法：益陰補陽

(3) 方藥：生熟地、天冬、枸杞子、龜板、鱉甲、仙茅、仙邇脾、肉蓰蓉、生牡蠣、鎖陽、

黃精、夏枯草、沙參、山豆根、石見穿、菟絲 子、冬蟲夏草等。 ，

(4) 處方：二仙湯、生脈飮加減

小按：上述分型是肺癌常見的主要分型，雖然有報導， 尙分肝火犯肺，肺腎兩虛…等

型，但基本上可以上述幾型交叉涵蓋。許多報導及統計，晚期肺癌在臨床辨證分型上以陰

虛、氣陰兩虛爲最多，約占 80 〜 82%。以上所舉分型，基本上反映了肺癌病情發展的某些

規律，對于指導臨床論治是舍實 際意義的。

二、其他療法 

1. 單驗方

雷公藤根〈去粗皮及內皮，用木質部入藥〉，每日 15 〜 21g，煎煮 2 小時，分 2 次服，

10 天爲 1 療程。適用於肺癌疼痛者。

2. 外敷方

(1) 癌痛散：山柰、乳香、沒藥、薑黃、梔子、白芷、黃芩各 20g，小茴香、公丁香、

赤芍、木香、黄柏各 15g，菎麻仁 20g 粒。上藥共爲細末，用雞蛋清調勻外敷乳根

穴，6 小時換藥 1 次。適用於肺癌痛者。

(2) 消積止痛膏：取樟腦、阿魏、丁香、山柰、蚤休、藤黃等量，分研爲末，密封備

用。根據肺癌痛部位，將上藥按前後順序分別撒在膠布上，敷貼於患處，隨即用

60° C 左右的熱毛巾在藥膏上敷 30 分鐘〈以不燙皮膚爲度〉。每天熱敷 3 次，5

〜 7 天換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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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症加減

治療晚期肺癌症情複雜，併發症較多，在辨證分型論治的基礎上，應酌情隨症選用下列

藥物，加強療效。

(1) 氣短乏力：黨參、黃耆、黃精、釵斛、太子參。

(2) 痰多：生半夏、生南星、白芥子、白前、礞石、竹瀝、葶藶子。

(3) 咳嗽：桔梗、瓜蔞皮、前胡、葶藶子、杏仁、馬兜 鈴、百部。

(4) 痰黃稠：桑白皮、黃芩、天竺黃、海浮石、海蛤殻。

(5) 痰血或咯血：白茅根、仙鶴草、白芨末、生地炭、茜草根、地榆、花蕊石、藕節炭、

蒲黃炭。

(6) 喘咳氣急：蘇子、佛耳草、平地木、蠶蛹、白石英。

(7) 低熱：銀柴胡、地骨皮、馬鞭草。高熱：銀花、生石膏、黃芩。

(8) 胸背疼痛：五靈脂、元胡、赤芍、絲瓜絡、全蠍、三 七、八月扎、乳香、沒藥。

(9) 胸腔積液：薏仁、赤小豆、車前子、川椒目、龍葵、 葶歷子、控涎丹等。

4. 專方應用 

許多學者根據自己長期的臨床實踐，摸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專方，這些藥方以扶正養陰

者居多，亦有活血化瘀、攻癌驅邪者。內容極爲豐富，限於篇幅，這裡 不再舉述。

5. 針灸

本病的針灸療法採用電熱提針從十二經井穴開始激發 循經感傳，使氣至病所，每日一次，

每次一條經。氣至病所後繼續治療 30 分鐘，能使臨床症狀體徵好轉， 肺部腫塊縮小或消

失。

另外採用針刺和穴位注射治療，其治療方法是 -

(1) 針刺百會、內關、胸區風門、肺兪、定喘及豐隆穴。

(2) 以 20 〜 50% 紫河車注射液 14 〜 16 毫升分注於足三里和大椎穴。每日或隔日連續治

療 15 次爲一療程，休息 3 〜 5 曰，再開始另一療程。

刺血對減輕症狀，延長壽命甚有助益。刺血部位爲太陽穴、尺澤穴及四花中穴、四

花外穴，每週點刺一次，每刺取兩個穴位。刺血後可配合在靈骨、內關、足三里、魚際

等穴 以毫針針刺，療效更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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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所述，中醫藥治療肺癌以辨證論治爲主，對於減輕臨床症狀、提髙生存質量、控

制癌灶的發展、延長生存期有一定療效。今後仍須進一步努力，更深入地探索和研究本病 

在經絡穴位和舌、脈等方面的定量性標準，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手段，摸索出更加確切有效

的防治方藥，做到未病即防，既病早治，努力達到痊癒之目的。

【預防與護理】

1. 完全控制吸煙，此乃預防肺癌發生的關鍵。對於吸煙者，要勸其迅速戒菸。

2. 有長期吸煙、慢性咳嗽和家族脾瘤病史以及接觸放射性物質、石綿塵、重鉻酸鹽等污

染物質的人，應作爲重點普查對象，最好每半年檢査 1 次。

3. 肺癌病人術後、放療或化療後均可行氣鍛鍊，採用放鬆功、太極拳、氣功通療法，以

增強呼吸功能，提高肺部呼吸。

4. 多到空氣新鮮的自然環境中去活動，勿至人多或空氣污染的公共場所，避免外感和呼

吸道感染。

5. 宜進富含維生素 A 及 C 的食物和清肺潤費食物如胡蘿蔔、葡萄、百合、炒杏仁、白果、

核桃仁、羅漢果、枇杷、梨等。忌食刺激性食物及生痰傷肺之物如辣椒、生蔥、生蒜、

肥 肉、螃蟹等。

6. 肺癌病人術後或放療後，應 3 〜 6 個月複査 1 次，情況良好者 可 6 〜 12 月複查 1 次，

並堅持服用益氣補肺、清熱抗癌的中藥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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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半脫位中醫療法

病例報告 

                      

基本資料

姓名：周○標    年齡：66 歲   職業：廚師    性別：男性    婚姻狀況：已婚

病歷號碼：5061XXXX    居住地：台北市

初診日期：103 年 10 月 28 日

訪問日期：103 年 11 月 4 日

身高：173 公分     體重：59 公斤   BMI：19.7

主訴    左上臂舉不高，已三個月。

現在病史 

 周先生是位 66 歲的男性廚師，在 103 年八月時，自述因為在差點滑倒時快速抬起左手想

維持平衡，造成左肩膀脫臼，脫臼形式不明，自行至國術館接受手法復位後 ( 手法不明 )，

至今左手抬高時會感到肩膀痠痛無力，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至我們門診求助治療。

在門診的檢查發現病人的左肩關節活動度受到限制，前舉 150 度，後伸 60 度時肩關節處

會感到痠痛無力而無法更加舉高。觸診左胸大肌肌腱近肱骨端處緊繃，壓痛。在受限制的

關節活動範圍以內並不會感到痠痛。患者平素左手需長期拿重物﹝鍋子﹞，偶爾會感到腰

痠。

過去病史    無特殊過去病史

家族史    無家族遺傳病史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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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四診 -望

神色：面色黃、偏枯瘦 

軀幹：瘦

四肢關節：無變形、無紅腫

舌診：舌紅偏暗，苔薄白，津平，有瘀斑、齒痕。

中醫四診 -聞

無特殊氣味

語音略顯無力

中醫四診 -問

全身：不怕冷熱。

情志：穩定

睡眠：眠少，約睡 12 點至 5 點。

五官：無眼乾、無視物不清、無耳鳴、無失聰、無口乾

頭項：無頭暈、無頭痛

飲食：納可

胸腹：無噁心、無呃逆

二便：二便可

腰背：偶爾會感到腰痠

四肢：左肩抬起時感到痠痛，活動度受限。

中醫四診 -切

脈診 : 脈弦細

觸診 : 左胸大肌肌腱近肱骨端處緊繃

現代醫學理學檢查

General appearance: thin, relax

Mental state: alert and well-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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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 signs: all within normal limit

Perfusion and oxygenation: nill

Heart beats and respiration: nill

Extremities: no edema, left shoulder of limitation on range of motion, slightly tenderness 

over left shoulder-trunk joint site

實驗室檢查    無相關實驗室檢查

整體回顧

患者為一位 66 歲男性，自述在 103 年 8 月因快要滑倒時的手部快速動作導致左肩肩

關節脫臼，經手法復位後現在關節活動度受限，前舉 150 度、後伸 60 度時會因肩關

節痠痛無力而無法更加舉高，觸診左胸大肌近肱骨端的肌腱緊繃，壓痛。

患者的面色黃、偏枯瘦，語音略顯無力。平素偶爾會感到腰痠，左手因工作需長期持

重物。脈弦細，舌紅偏暗，苔薄白，津平，有瘀斑、齒痕。

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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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病機分析

臟腑病機四大要素

病因 :   不內外因：滑倒

病位 :   中醫：筋骨

      西醫：左肩關節處肌肉韌帶 

病性 :

   主證 : 左臂抬高時，左肩關節痠痛無力，關節活動度受限

  左胸大肌肌腱近肱骨端處緊繃

  舌紅偏暗，苔薄白，津平，有瘀斑、齒痕。

  脈弦細

   次證 : 偶爾會腰痠

  面色黃，偏枯瘦

  語音略顯無力     

  

病勢

患者在快跌倒時，上臂的快速擺動超出左肩局部軟組織的負荷，因而肌腱韌帶無法維持骨

頭之間的相對位置而造成左肩關節脫位，局部的肌腱韌帶也因而受到過度的牽張而有拉傷

的表現。

經過手法復位後，因肌腱韌帶受到拉傷，患者左肩局部的經絡已受到損害，經絡為氣血的

通道，氣機不利則會產生氣滯的病理現象。《素問 • 陰陽應象大論》：「氣傷痛，形傷腫。」

患者就診時外觀沒有明顯腫脹，故形應無傷；關節活動時感到痠痛無力、關節活動受限，

所以應該屬於氣滯的表現。經絡不通，血行也會受到影響，不順暢的血行就是瘀的表現，

可以看到患者舌紅偏暗、有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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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病機圖

診斷

中醫病名 : 肩部傷筋

西醫病名 :719.41 關節痛，肩部

    中醫證型：氣滯血瘀。

治則

內科：舒筋活絡

針灸：動氣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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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及方藥

•	 針灸：右側陽陵泉 (GB34)，配合動氣療法。

 ﹝左上臂前舉、外展、後伸﹞

•	 103.10.28 方藥 : 芍藥甘草湯 5g   麥門冬 2g   疏經活血湯 5g   延胡索 1g   桑枝 2g

   TID*7

方針分析

右側陽陵泉：

陽陵泉：筋會陽陵泉。

《針灸大全》：難經曰：筋會陽陵泉。疏曰：筋病治此。

主膝伸不得屈，髀樞膝骨冷痹，腳氣，膝股內外廉不仁，偏風半身不遂，腳冷無血色，苦

嗌中介然，頭面腫，足筋攣。 

左側陽陵泉：

巨刺：左病右取，右病左取《靈樞 • 官針》：「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即人體一

側有病而選取對側經穴治療的刺法。《素問 • 繆刺論》指出巨刺用于「邪客于經」的病痛。

遠道刺：上病下取，下病上取「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腑輸也。」遠道刺是一種

病患在上，取穴在下，上病下治，引而竭之，以治療腑病的配穴方法。後世醫家則把下病

上治，內臟病取肘膝以下穴位，也稱為遠道取穴法。

方藥分析

芍藥甘草湯

【功效】調和氣血、鎮攣止痛。

【主治】肝陰不足、剋犯脾土、腹拘急而痛。陰液不足、筋脈失養、手足攣急。

 【方義】本方雖僅兩味所組成，臨床應用甚為廣泛，凡屬拘急引起之疼痛，不拘痛處，

皆可酌予使用。方中芍藥，酸苦微寒，益陰養血；炙甘草，甘溫、溫中緩急。二藥合用，

酸甘化陰，陰液得復。筋脈得養，則腳攣急自伸；肝陰足，自不犯脾土，則拘急自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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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門冬：

《本草思辨錄》：鄒氏云，麥冬之功，在提曳胃家陰精，潤澤心肺，以通脈道，以下逆氣，

以除煩熱。…麥冬補胃陰以通絡，而脈得所資則有之，亦非能徑復其脈。

《醫學衷中參西錄》：味甘，性涼，氣微香，津液濃厚，色兼黃白。能入胃以養胃液，開

胃進食，更能入脾以助脾散精於肺，定喘寧嗽，即引肺氣清肅下行，統調水道以歸膀胱。

蓋因其性涼、液濃、氣香，而升降濡潤之中，兼具開通之力，故有種種諸效也，用者不宜

去心。

疏經活血湯﹝萬病回春﹞

【組成】當歸 川芎 白芍 生地黃 甘草 蒼朮 牛膝 陳皮 桃仁 威靈仙 防己 羌活 白芷 龍膽草 

茯苓 生薑 

【功效】舒筋活血。

【主治】 遍身走痛如刺、左足痛尤甚、晝輕夜重及婦人血風勞。主舒筋活血，祛風除濕

止痛之效。

延胡索

《本草備藥》：辛苦而溫。入手、足太陰厥陰經。能行血中氣滯，氣中血滯，通小便，除

風痹，治氣凝血結，上下內外諸痛。癥瘕崩淋，月候不調，產後血運，暴血上衝。折傷積

血，疝氣危急，為治血、利氣第一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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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枝

桑樹的嫩枝，春末夏初採收。其性味苦平，偏入肝經，功擅祛風濕，通經絡，利關節，行

水氣。多用於治療風濕痹痛、四肢拘攣、水腫、身癢等證，尤擅療上肢痹痛。可煎湯或熬

膏內服，亦可煎水外洗。

病例追蹤

•	 103/11/04 回診

•	 患者表示左肩舉高時仍受限，但只會痠不會痛，左肩前有一處壓痛﹝痠痛﹞明顯。

•	 內服藥：黃耆五物湯 5g   麥門冬 2g   疏經活血湯 5g   薑黃 1g   桑枝 2g   TID*7

•	 103/11/04 回診

•	 針灸：R 陽陵泉 (GB34)、R 懸鐘 (GB39)、R 三陰交 (SP6)，

   L 風池 (GB20)、L 阿是穴

•	 103/11/04 回診

•	 針灸：R 陽陵泉 (GB34)、R 懸鐘 (GB39)、R 三陰交 (SP6)，

    L 風池 (GB20)、L 阿是穴﹝取針後艾柱灸，1 壯﹞

•	 103/11/04 回診

•	 針灸：R 陽陵泉 (GB34)、R 懸鐘 (GB39)、R 三陰交 (SP6)，

      L 風池 (GB20)、L 阿是穴﹝取針後艾柱灸，1 壯﹞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50 期 18

討論

1. 肩關節脫位。

2. 身體左右兩邊經絡的連結。

3. 動氣療法。

1. 肩關節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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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半脫位中醫療法病案報告

肩關節脫位多發生在青壯年、男性較多，按肱骨頭的位置分為前脫位、後脫位及下脫位。肩

關節前脫位者很多見，常因間接暴力所致。肱骨頭被推至肩胛骨喙突下，形成喙突下脫位，

如暴力較大，肱骨頭再向前移至鎖骨下，形成鎖骨下脫位。後脫位及下脫位則較少見，約占

全身關節脫位的 0.5%~4%。臨床上可見患者肩部腫脹疼痛，功能障礙，呈「方肩」畸形，搭

肩試驗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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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體左右兩邊經絡的連結

奇經八脈：任脈		督脈		衝脈		帶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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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左右兩邊經絡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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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上的支持：《解剖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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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上的支持：《解剖列車》

3.	動氣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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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關節脫位、半脫位及其治療：肩關節脫位以前脫位為主，其中又以喙突下脫位最常

見，後脫位及下脫位約佔人體全身關節脫位的 0.5%~4%。

	脫位後的治療：

•	 林文彬醫師：肩三針、拔罐、推拿、三角巾

•	 謝承運、林舜穀、吳勇璋醫師：針灸﹝ 血海（雙側）、三陰交（雙側）、

養老（雙側）、足三里（雙側）﹞

•	 本次病例：對側陽陵泉、動氣療法。

身體左右兩邊經絡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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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脈、督脈、衝脈、帶脈

透過臟腑的連結   解剖上的連結：

陽陵泉 -- 健側小腿肌群   前功能線         後功能線   患側肩部肌群

治療上的應用：巨刺：邪客於經    繆刺：邪客於絡

動氣針法

只要病痛部位可自由活動或易於按摩即可。

步驟：進針 -- 捻針獲得得氣感後 -- 一面捻針、一面令患者患部稍微活動肩關節周圍炎：對

側腎關、同側四花中，行針時令患者肩關節做前伸上舉、外展上舉、後伸、及前後迴旋的動

作。

巨刺配以動氣療法治療急性閉合性踝扭傷的臨床研究

治療組：對側外關透內關、後溪透合谷。進針得氣後，在捻針的同時，令患者活動患踝。

本次病例：對側陽陵泉，進針得氣後，請患者不斷活動患側肩膀。

肩關節半脫位中醫療法病案報告

患者就診前已經歷半年的肩關節疼痛，經過約 6 周 8 次的中醫針刺搭配傷科治療，不但疼痛

緩解，肩關節活動度得以回復，並且追蹤 6 周仍無肩關節脫位復發或肩部疼痛不適感產生。

肩關節半脫位中醫療法病案報告

肩關節脫位多發生在青壯年、男性較多，按肱骨頭的位置分為前脫位、後脫位及下脫位。肩

關節前脫位者很多見，常因間接暴力所致。肱骨頭被推至肩胛骨喙突下，形成喙突下脫位，

如暴力較大，肱骨頭再向前移至鎖骨下，形成鎖骨下脫位。

復位手法施行於針刺治療之後的原因是，依照經驗，半脫位的病人如果氣血沒有得到提升，

即便肩膀復位回去之後還是會掉下來。後來有發現鎖骨外側下有硬結，認為可能是舊傷的存

在，所以在鬆解胸大肌及臂內側肌群之後，硬結就變鬆軟了。

9/5 回診，治療主要也是處理患者虛的問題，所以取穴是以脾經（小腿內側）做處理。《靈

樞·根 》曰：「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太

陽與太陰互通則脾與小腸通，依照臟腑別通的概念，小腸經跟脾經相連，養老是在手太陽小

腸經，血海、三陰交為足太陰脾經，手太陽跟足太陰是有連結的；另外，從養老本身的穴名

亦可知其有濡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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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探微

眼部水腫案 --閻豔麗運用經方治驗

	王兵 /	中國中醫科學院

譚某某，女，62 歲。2007 年 12 月 9 日初診。患者自述眼部水腫已有半年，偶有下肢腫，

西醫檢查肝腎功能均為正常，眼睛經常流淚，夜間睡眠不實，夢多，白天嗜睡，睡醒則汗

出，喜飲，素來脾氣急躁。食可，大便偏乾，小便正常。舌胖大而暗，舌下有瘀斑，脈弦滑。

為高年氣血瘀滯，而致水濕內停，發為水腫。擬以當歸芍藥散合牡蠣澤瀉散加減，活血行

氣，利水滲濕，兼以養心安神為治。

處方：當歸 15 克，白芍 15 克，川芎 12 克，茯苓 15 克，澤瀉 15 克，白朮 10 克，牡蠣 30

						克（先煎），茯神 15 克，黨參 15 克，石菖蒲 10 克，遠志 10 克，夜交藤 30 克，

						澤蘭葉20克，炒棗仁15克（打），柴胡10克，炙甘草6克。7劑，水煎服，日1劑。

上方服至 14 劑時，眼腫大減，下肢亦未腫過，夢已不多，睡眠轉佳，但是入睡尚難。舌胖

大而暗，脈弦細。

處方：柴胡15克，黃芩15克，白芍15克，當歸10克，川芎15克，丹參15克，丹皮15克，

						茯神 15 克，梔子 10 克（打），黨參 12 克，茯苓 15 克，澤蘭葉 15 克，白朮 15 克，

						炒棗仁 20 克（打），夜交藤 30 克，炙甘草 6克。以此方為主，加減治療半月而癒。

按：水腫一證，多由肺、脾、腎、三焦氣化功能失調所致。氣不運行水濕，水濕聚而成腫，

聚於顏面而見面腫；壅於胸腹而見胸水、腹水；積於脛肢而見肢腫，此其常也。《金匱

要略》言“血不利則為水”，唐容川在《血證論》中亦言：“須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

但去瘀血，則痰水自消。”治取當歸芍藥散，此方原為仲景治療“婦人懷妊，腹中絞痛”，

“婦人腹中諸疾痛”之主方，後世根據其制方之理，應用于痰水互結之證，亦有良效。

本方由三味血分之藥和三味水分之藥組成。三味走血分之藥當歸、白芍、川芎養血活血

祛瘀，用以治療血液運行失調而致的瘀血病證；三味行水分之藥白術、茯苓、澤瀉健脾

行氣利水，用以治療由於血液運行異常導致的水液停蓄病證。南京中醫藥大學黃煌教授

認為本方其實可以看作半張膠艾湯與半張五苓散之合方，與膠艾湯相比，無出血之症；

與五苓散相比又無水氣上逆之症。此方確為治療瘀水互結的對之劑。另外水腫既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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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急祛有形之水氣，《金匱要略》牡蠣澤瀉散行氣化飲即為此而設，395 條雲：“大病瘥

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大病之後，抑或年高體弱，脾胃氣血俱虛，

不能制約腎水，水溢下焦而見腰以下水腫，水泛頭目而見顏面眼瞼浮腫。臨床應用牡蠣

澤瀉散時常常去其峻猛之商陸、葶藶子等藥，皆能有效。

結論

此案患者年高體虛，氣血漸虧，運行遲滯，凝結成瘀，而見舌下瘀斑，舌質紫暗。瘀

血既成，阻礙氣機運行，氣郁而致水停；加之年高脾胃虛耗，運化失職，氣不行水，水濕

內聚，二者共同為患，遂成瘀水互結之勢。水濕聚於脾胃，上泛胞瞼，故見眼部水腫，經

常流淚；脾主四肢，水濕侵及四肢，而見腿部浮腫。氣血虧虛，心神失養，而見睡眠不實，

夢多；水濕瘀滯蒙蔽心神，故見白天嗜睡。所以首診閻教授選取當歸芍藥散合牡蠣澤瀉散

化裁治療。當歸芍藥散、澤蘭葉活血化瘀，行氣利水；牡蠣澤瀉散去其性味峻猛之藥，只

取牡蠣、澤瀉二味甘寒之藥，使氣行則瘀得化，濕得祛，增強當歸芍藥散利水祛濕之力。

並且伍以柴胡調暢三焦氣機，同時加入黨參、茯神、石菖蒲、遠志、夜交藤、炒棗仁益氣

養血安神，補其本虛。二診之時，眼腫基本消退，腿亦未腫，但是入睡困難，脈象由弦滑

變為弦細，此為水濕瘀血已去，但氣血未複，故改用益氣養心，行氣補中之方藥調理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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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亞健康狀態」是既非健康又非生病的一種身心靈情況，亦稱為「第三狀態」或「灰色狀

態」，其定義是沒有生病卻不健康的存在情況，亞健康人的身體並不舒服，卻找不到疾病症

狀，若經過妥善調養，可以轉為健康人；但如果處理不當，假以時日，便會轉成疾病。亞健

康人常有睡眠障礙與高度罹患高血壓風險等未達疾病標準卻困擾生活的症狀發生。

 

睡眠障礙如今已成為現代人常見的生活困擾，包含了，失眠 [1-5]、睡眠呼吸中止症 [6,7] 等。

睡眠障礙的症狀常伴隨著生活品質的下降及情緒困擾 [8]，由於晚上無法入睡，導致白天會

增加小睡的頻率，使得白天精神不佳，容易在不合時宜的場合睡著 [9]，導致車禍等不幸的

意外發生 [10,11]。且另有許多近期的研究發現，長期睡眠障礙會提高罹患高血壓、中風等

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12-15]。

 

高度罹患高血壓風險 ( 即所謂的高血壓前期，prehypertension)，目前在台灣是較少注意的

問題，它就是高血壓病人由正常血壓漸漸轉為高血壓的過渡期，而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民國 

105 年的統計，高血壓位列十大死因第八名，因此若能在高度罹患高血壓風險時期就好好注

意，並積極調理身體，則極有機會可以延緩血壓的上升，甚至有機會能轉回正常血壓範圍，

變回健康人。

 

上述關於亞健康人的問題，屬於未達疾病標準之非特異性症狀，但這些症狀卻是典型的中醫

證型可以進行定義。在中醫證型診斷標準方面，目前研究上仍以問卷做為主要證型標準化驗

證的依據，可惜的是目前大部分問卷在臨床使用上仍不普及，且其信度的不一致性也是個很

嚴重的問題；另外，雖然目前證型診斷標準的內容有運用脈診的定性描述，但卻仍缺乏客觀

的生理參數佐證。因此如果能在證型診斷標準的內容中加入客觀的生理參數，將可提升證型

診斷標準的信度和效度。本團隊已研發出結合中醫體質證型與客觀生理指標的雲端中醫健康

管理初步模式，應用在亞健康人上，發現無論陽虛、陰虛或痰瘀的亞健康人證型，其心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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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甲 亞健康人的生理參數改變

律神經的副交感神經活性下降，同時也有脈診右尺頻譜功率往高頻改變的現象，從中醫的觀

點來看，亞健康人的生理改變是多因素產生“相火不歛”( 右尺往高頻 )，而進一步產生“心

腎不交”( 本團隊研究發現心臟副交感神經活性降低，右尺脈往高頻 ) 的狀態 ( 如圖甲所示 )。

 

目前對於睡眠障礙，與高度罹患高血壓風險的改善方法多運用藥物治療，然而，藥物的使用

常伴隨著副作用的產生，包括，嗜睡、頭痛、暈眩等 [16,17]，所以有部分人選擇以非藥物

的方式如運動介入對失眠、高度罹患高血壓風險等症狀進行改善，其中常見的運動包含：太

極、八段錦等養身氣功 [18]。八段錦 (Baduanjin)，整體功法簡單流暢，使初學者容易學習，

其動作舒緩而有節奏，對身體負擔較小，適合各年齡層的人嘗試與練習，其中的搖頭擺尾去

心火和雙手攀足固腎腰被中醫認為是能改善“心腎不交”的運動方式。並且在近幾年的研

究更指出八段錦有助於減低憂鬱 [19]、舒緩疲乏 [19]、降低血壓 [20]、改善自律神經協調功

能 [21] 以及增進睡眠品質 [22]。但先前在八段錦對於睡眠問題改善的研究中，採取的研究方

式多以主觀問卷進行調查，並且在受試者收取條件方面設定較為廣泛 [19]，同時缺乏長期的

客觀生理數據做為參考依據，難以確定八段錦實際改變了哪些生理參數進而改善整體睡眠品

質。所以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收集具有睡眠障礙或者高度罹患高血壓風險的亞健康人，進行八

段錦為主的運動介入，在進行主觀問卷調查之外同時採用由主持人郭博昭教授實驗室團隊開

發之雲端生理訊號監控系統，監測睡眠障礙者的生理參數，如血壓、心率、脈診測量訊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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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參數等，進行客觀的生理數據分析。本研究擬了解在八段錦運動訓練前與訓練過程中及

訓練完成後，血壓、自律神經功能與睡眠結構等各項生理數據的時序變化，確認八段錦是否

可以調整這些亞健康人的客觀生理參數，達到真正改善睡眠障礙與高度罹患高血壓風險之症

狀，並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二、研究方法

 

公開進行招收受試者，挑選出 30 位受試者於北投氣功教室進行實驗。受試者同意進入研究

後，填寫受試者同意書，詢問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包含疾病史、慢性病史、家族史、用藥

史，並測量身高和體重。受試者在進行八段錦運動介入前，需先接受生理訊號測量 ( 主要包

含血壓、自律神經功能及睡眠參數 ) 記錄及分析資料，本研究要求受試者在進行實驗期前一

週填寫台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WHOQOL-BREF 台灣版 )、中醫體質證型

問卷 (BCQ)、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愛普沃斯嗜睡

量表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貝克憂鬱量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second 

edition, BDI-II)、貝克焦慮量表 (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睡眠日記 (Sleep diary)、

路徑描繪測驗 (Trail Making Test, TMT)、簡易心智狀態問卷 (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e 

questionnaire, SPMSQ)、教練評估單 (coach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自我練習次數統計

表 (self-practice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並進行客觀生理數值的量測，於生理數值紀錄

當天早上 10 點以及下午 4 點時量測血壓、進行脈診分析，並配戴穿戴式自律神經紀錄儀，

紀錄 5 分鐘 HRV (Heart rate variability)、進行至少 24 小時受試者之心電訊號，同時在晚

上睡眠期間，使用微型多頻道生理紀錄儀與指尖式血氧儀，紀錄至少 2 天的睡眠生理訊號與

睡眠期間之血氧濃度，並請受試者在實驗期間盡量保持作息正常。

 

收集 30 位以失眠、OSA 及 ( 或 ) 具有罹患高血壓高風險之亞健康人，在實驗開始前一週將

對所有受試者使用問卷與移動式雲端生理儀器量測包括：血壓、血氧量、脈診資訊、自律神

經功能，其中受試者會再檢測睡眠模式，進行基礎身體狀況評估，進行為期 12 週的八段錦

課程。課程為每週一小時並且回家練習至少 5 次每次 30 分鐘，會在第 4、8、12 週對受試者

進行移動式雲端生理儀器量測包括：血壓、血氧、脈診資訊、自律神經功能，其中受試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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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受至少 2 天的睡眠檢測，同時請所有受試者填寫問卷，並在 12 週實驗結束後，對生理

及中醫證型影響等變化進行分析。

 

三、結果及討論 

 

(1) 主觀問卷方面，受試者練八段錦 90 天後，自覺生活品質各面向均有改善，同時亞健康量

表分數下降，睡眠品質和嗜睡狀況改善。情緒方面，練功後焦慮焦慮、憂鬱指標有下降，且

認知功能有提升。之前太極拳的研究顯示，太極拳可改善練習者的情緒和認知功能，本研究

顯示八段錦也有類似的效用。

 

(2) 體質問卷方面，受試者練八段錦 90 天後，陽虛、陰虛、痰瘀體質的分數皆明顯下降，表

示八段錦確實可改善體質程度，這是文獻上的第一個發現。尤其在陰虛和痰瘀分數改善明

顯，這與睡眠品質 (PSQI) 和血氧 (ODI) 的改善是吻合的。

 

(3) 在自律神經方面，5min-HRV 顯示練八段錦 60 天後，其心律變慢 (RR 升高 )、交感神經

活性 (LF%、LF/HF) 下降，這時 PSQI 和陰虛、痰瘀分數也在同時下降，表示自律神經在

練功後的反應可能有一定角色。但在睡眠 HRV 的分析則呈現隨練功時間的增加而整體自律

神經活性 LF 逐漸下降 ( 主要由於副交感神經活性下降 )，目前我們無法解釋睡眠時 HRV 的

變化，但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

 

(4) 在脈診方面，練八段錦 90 天後，呼吸和消化系統的血流代償 (SER10) 有減少，而肝腎和

命門的血流偏差下降。

 

(5) 在腦波方面，練八段錦 90 天後，各類型腦波 (α、β、δ、θ) 均有明顯上升，之前研究

顯示運動可以增加各類型腦波，我們結果與之吻合。此外，在客觀睡眠結構方面，練功後其

入睡時間，睡眠效率和醒來次數指標均有改善，可與主觀感受 (PSQI) 吻合。

 

結果顯示，練習八段錦氣功 90 天後，受試者在主觀方面可見到生活品質的上升，亞健康分

數下降和體質分數的改善，客觀方面可見到睡眠結構的改善，血氧缺氧下降和自律神經的變

化，由這初步結果可了解八段錦對亞健康人的益處，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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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

新確診 3例國內感染麻疹病例，民眾如與個案可傳染期間有共同活動史，應自

主健康管理 18 天

疾病管制署公布新確診 3 例國內感染麻疹病例，其中 1 例為北部 20 多歲男性，為 5 月 7 日

公布北部某酒館群聚個案之接觸者，衛生單位進行接觸者健康追蹤時，發現該個案於 4 月

25 日至 28 日間發病、出疹，經進一步採檢後確診，為該起群聚第 3 名確診病例。衛生單位

已掌握個案之接觸者共 57 人，該起群聚事件將持續監測至 5 月 23 日。 

 

另 2 例為北部 30 多歲女性及 40 多歲男性，近期均無出國史，亦非監測中之麻疹個案接觸者，

兩人陸續於 5 月 2 日至 6 日發病、出疹，經就醫檢驗確診，感染源待釐清；衛生單位已掌握

兩人之接觸者共 326 人，將分別監測至 5 月 24 日及 28 日。由於兩名個案可傳染期間有大眾

交通運輸或公共場所活動史（如附表），提醒曾於附表時段出入相關場所之民眾，請自主健

康管理 18 天；如有發燒、鼻炎、結膜炎、咳嗽、紅疹等疑似症狀，請儘速與衛生單位聯繫，

由其安排戴口罩就醫並告知接觸史，以降低病毒傳播風險。 

 

今（2019）年截至目前國內累計 92 例麻疹病例，62 例為國內感染（其中 44 例為接觸者），

30 例為境外移入病例（其中 26 例為本國籍民眾），感染國家為泰國 9 例，越南 8 例、菲律

賓 6 例、中國大陸 2 例、日本、印尼、緬甸、香港及韓國各 1 例；出國目的以旅遊 18 例最多，

其次為商務 7 例及探親 5 例。國際疫情的部分，日本疫情持續，今年累計報告 467 例，以大

阪府為多；泰國疫情略降，今年累計報告約 2,600 例，發病率仍以南部那拉提瓦府及北大年

府為高；菲律賓近期疫情下降，今年累計報告逾 31,000 例，高於去年同期，病例分布以大

馬尼拉地區、卡拉巴松區及中央呂宋區為多；美國疫情持續，今年累計 839 例確診，集中於

紐約州；歐洲地區以烏克蘭疫情最為嚴峻。 

 

疾管署再次呼籲，麻疹傳染力強，民眾出入醫院或人潮密集之公共場所，應戴口罩以降低病

毒傳播的風險。此外，避免帶未滿 1 歲或未接種 MMR 疫苗的幼兒至麻疹流行地區；如需攜

6 個月以上未滿 1 歲的嬰兒前往，可於出發前帶幼兒自費接種 1 劑 MMR 疫苗；一般民眾（特

別是 1981 年後出生的成人）如計劃前往流行地區，出國前 2 至 4 週可先就醫諮詢評估是否

需自費接種 MMR 疫苗。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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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0800-0019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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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層塔抗老防癌的 6機密

陳亭伃 / 三立新聞網編輯

在台灣相當受到喜愛使用的辛香料，「九層塔」應該算是排列前幾名，除了在家庭料理必備

之外，獨特的香味也常常讓它成為各種料理的配角，便宜、好吃，更驚人的是健康好處完全

讓你意想不到，現在就來盤點一下有哪些超級好處囉！

優點 1：美容抗老，還能去粉刺

九層塔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B2、維生素 B3、維生素 C、維生素 E，而這些都具有抗老化功能，

也能夠讓皮膚、血管、動脈的老化或是硬化減低，促進細胞新陳代謝，製造膠原蛋白，不但

可以維持皮膚跟身體黏膜的機能功能，還有美肌的效果，

優點 2：豐富的葉黃素，預防眼睛病變

季節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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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使用 3C 產品相當頻繁，而葉黃素和玉米黃素都能夠預防眼睛氧化，降低視網膜黃斑

部病變與視力退化的風險，因為人體是無法自己製造葉黃素，需要仰賴飲食攝取才能補充。

優點 3：紓解肩頸僵硬，讓身體降低疲勞感

維生素 E 能夠擴張末梢血管，促進血液循環，改善肩頸僵硬跟寒性體質，當壓力累積整天後，

再搭配可以放鬆肌肉的迷迭香、有鎮靜效果的胡椒薄荷，就能讓身體更加放鬆。

優點 4：抗菌消炎防感冒

九層塔含有跟苦瓜相同成分的「皂素」，可以緩解喉嚨痛和咳嗽，有著強大的殺菌功能，也

可以預防支氣管炎、口內炎、感冒發燒，甚至只要被蚊蟲叮咬，也可以搓揉九層塔葉片敷在

患部消炎。

優點 5：抗氧化，預防癌症

九層塔含有 β- 胡蘿蔔素，能轉化為維生素 A 保護雙眼，而沒有被轉化的 β- 胡蘿蔔素還能

提高免疫力，具有預防癌症跟動脈硬化的功能。美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甚至還將「九層塔」

列為預防癌症的食物之一。

優點 6：女性經期前的夥伴

九層塔富有鈣質、鐵質、葉酸可以預防貧血，香氣也可以調節自律神經、緩和焦躁情緒，有

安定心神的作用，經期前吃可以降低躁鬱感。但孕婦、嬰幼兒、重症病患就該減少食用或避

免。

九層塔可以延長 2 倍保存期限絕招，只需要一個塑膠袋，並用廚房紙巾將九層塔上的水氣擦

乾，將一個袋子充滿空氣，並且小心放入、葉片也不得碰撞要有間隙，接著放進冰箱。（注

意：只要葉片有損失就會爛掉哦！）

哪些人不適合吃九層塔？

1. 氣虛血燥的人

2. 懷孕期間的婦女

3. 普通人也不宜食用過多，否則會影響血液流通，還容易造成眼睛乾澀、有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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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選、儲存九層塔？

買九層塔時，要挑選未結花苞的九層塔，口感會比較鮮嫩。已結花苞或開花，代表已經成熟，

葉子的口感會比較老。另一方面，葉子完整、嫩綠、水分充足的九層塔比較新鮮，若已經有

折損、發黑，則容易腐爛，香味也不會太好。

常見的九層塔品種為青骨和紅骨兩種，青骨九層塔莖為綠色，葉片大，氣味較淡，口感較佳，

適合做煎蛋、蒸蛋；紅骨九層塔莖為紅色，葉片較小，味道較為濃郁，適合炒菜、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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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依中醫婦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辦理：106年 1月 1日前開始執業且執業滿四年者，雖未取得中醫

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完訓證明書，得參加中醫婦科專科醫師第一階段甄審合格後再進入專科醫師第

二階段甄試，合格後頒與中醫婦科專科醫師證書。 

 

日期 時間 醫師 講題 

西醫課程 

108/6/30 

09:00-12:00 劉崇賢副教授 
避孕藥物及賀爾蒙藥物介紹/人工輔助生
殖技術及療程 

13:00-14:30 阮正雄醫師 
婦科癌症的實驗室檢查與判讀/不正常檢

驗報告的處理態度 

14:30-18:00 陳怡斌醫師 
懷孕期間的生理變化/女性生殖神經內分

泌系統介紹/尿失禁 

中醫婦科一般課程 

108/7/14 
09:30-12:30 林立偉教授 婦科中西醫學期刊討論 

13:30-16:30 黃蘭媖醫師 中醫典籍研讀 

108/7/28 

09:30-11:30 謝佳蓉醫師 西醫婦科會診常見個案之臨床診療重點 

11:30-12:30 
蘇珊玉醫師 

中醫婦科臨床病歷寫作要點/中醫婦科四
診技巧及經帶胎產史問診特色 

13:30-16:30 中醫婦科常用方藥 

108/8/11 

09:30-11:30 吳慈榮醫師 西醫婦科會診常見個案之臨床診療重點 

11:30-12:30 徐明義醫師 中醫婦科緊急照會西醫之狀況(上) 

13:30-16:30 徐明義醫師 中醫婦科緊急照會西醫之狀況(下) 

108/8/25 
09:30-12:30 陳雅吟醫師 中醫婦科門診常見疾病之臨床診療重點 

13:30-16:30 嚴秀娟醫師 中醫婦科門診常見疾病之臨床診療重點 

中醫婦科核心課程 

108/9/8 

09:30-12:30 李靜姿醫師 
中醫在人工生殖所伴演的角色/婦女基礎

體溫之判讀與臨床應用月經週期療法 

13:30-16:30 李宜貞醫師 更年期調治/婦科炎症處理 

16:30-17:30  筆試/結業式 頒發核心課程完訓證明 

醫師簡歷: 劉崇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醫師 阮正雄/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陳怡斌/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生殖醫學中心醫師   黃蘭媖/黃蘭媖中醫診所．部定講師     

          林立偉/義大學士後中醫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謝佳蓉/謝佳蓉中醫診所 

          蘇珊玉/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婦兒學科主任    吳慈榮/醫林中醫診所 

          徐明義/華育生殖中心院長          陳雅吟/明雅堂中醫診所                       

    嚴秀娟/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院長                李靜姿/恩典中醫診所  

李宜貞/高雄市立中醫醫院婦科主任 

 上課地點:高雄鳳山馬光中醫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 122號 5樓會議室(捷運大東站 2號出口)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電子信箱:csm.k119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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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入會申請書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中醫師 

證  號 
 

英文名字 
 

 
生 日  電 話  

學 經 歷 
 

 
現 職  手 機  

通訊地址 □□□ 

E-mail  

郵政劃撥帳號:19247199 會 員 證 號 中醫婦字第         號 

□ .    1.浮貼照片參張 

□ 222   2.身分證正反影本  

 3.中醫師證書影本 

□ 2 

婦科會員分：一般會員或永久會員 

□一般會員  入會費 6000元＋常年會費 1200元 

□永久會員  入會費 6000元＋永久會費 20000元 

表單下載網址: 中醫專科醫學會 hppt://www.tcma.7v.ort.tw 

2019中醫婦科專科核心課程【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中醫師 

證  號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會員資格 38H 課程費用 + 審查費 總費用 ★ 6月 15日前報名優惠★ 

□ 非會員 15,000元 (無證書) 15,000元 12,000 元 

□ 中醫婦科會員 10,000元 + 審查費 5,000元 15,000元 13,000 元 

□ 新入一般會員 7,200元(一般會員)+15,000元 22,200元 20,200 元 

□ 新入永久會員 永久會員 + 審查費 5,000元 31,000元  

□ 甄審 5000元  1.本會會員  2.曾經在設有中醫婦科或中醫婦兒科之兩年負責醫師訓練評

鑑合格醫院擔任中醫婦科主治醫師 3年以上，或是兩年負責醫師訓練院所擔任中醫婦科指

導醫師 3年以上，不須經過第一階段、第二階段課程的資格，可直接申請婦專甄審考試。 

□ 可繼續教育學分申請 1.8/25(6 點/600元) 2.9/8(6 點/600元) 3.申請 12點特價 1000元 

● 郵政劃撥帳號 19247199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30巷 148弄 14號 2樓 

● 電話: 02-37651195 傳真: 02-37651194 電子信箱:csm.k119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