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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

鄭振鴻 /鄭振鴻中醫診所院長

前言

肝臟疾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藥物性肝病、酒精性肝病、遺傳性肝病、

脂肪肝等。近年來西醫以對病毒性肝病有良好成效，但抗藥性成治癒瓶頸，需要中西

醫來共同解套，而非各自為政。

酒精性肝病及脂肪肝是目前常見疾病 ，西醫未有成效中醫可發揮所長，應此對肝臟

西醫的生理肝病的生理病理學應該有所了解，才能激發中醫治療特色，發揮目前西醫

樂手無策，中醫以證論病的獨特方法尋求治療疾病法則。

肝臟疾病的中西醫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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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的生理和病理

(1)肝貯藏血

肝臟能貯藏血液和調節血量的作用，人體各部分的血流量，隨著不同生理情況下而增減。《內

經王冰素問注》肝藏血，心行之，人動則血運於諸經，人靜則血歸於肝臟，何也？肝主血海

故也。

      肝的藏血功能發生病理變化，一是肝血不足而致視物昏花、夜盲、經脈拘攣、屈伸不利

等。二是肝不藏血，肝血外溢而致吐血。

現代醫學觀點  肝主藏血

1、貯藏血液作用，人在臥時，肝臟可增加血流量 25%。肝的血液供給非常豐富，其一來自

粗大的肝動脈，其二來自粗大門靜脈，進入肝臟後，流入肝血竇中，裏面全是混合的動靜脈

血。整個肝臟系統可儲存全身血容量的 55%。正常人一旦有緊急需要時，肝臟至少可提供

1000~2000ml 的血液，來保證足夠的心臟排出量。“人動則血運於諸經，人靜則血歸於肝”，

說明肝臟有儲存血液和調節血流量的功能。

2、肝臟血流量受神經和荷爾蒙控制：調節血量作用，功能受核苷酸 (cAMP、cGMP) 的影響，

肝血管有 α 和 β 受體，α 受體興奮，cAMP/cGMP 比值下降，β 受體興奮，則比值上升；

使血管收縮和舒張來改變血流量。

3、肝細胞有調節凝血功能，肝藏血另一功能是防止出血，肝能製造合成凝血因子、纖容因

子、纖溶抑制因子等。肝細胞受損，則會導致凝血機能障礙，易於出血，出現肝不藏血的現

象。

                     

4、肝臟解毒功能影響肝藏血功能，去甲腎上腺素作用於皮膚黏膜和小血管上 α 受體，使 c 

AMP 水平下降，cGMP 水平上升，引起黏膜血管收縮。肝若有病，肝硬化時，肝解毒功能

減弱，此時神經介質增多，取代去甲腎上腺素，導致黏膜和小血管舒張，出現蜘蛛痣、肝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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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細血管搏動等肝不藏血的現象。

(2) 肝主疏泄

肝氣具有舒展開發、疏通宣瀉調暢功能，如情志的調達，氣血的流暢，飲食的消化與排泄，

水穀精微的輸佈與轉化等，總之，人體的氣、血、津液和精神都必須在肝臟疏泄功能的正常

運作下，才能發揮各自應有的作用。

 

 1. 維持氣血的正常運行 :

      氣血的正常運行，不僅需要心、肺、脾等臟腑的推動和統攝，更需要肝臟疏泄功能協助。

 2. 調節精神情志活動。

 3. 促進脾胃運化。

 4. 疏利三焦水道：三焦氣機通暢，能保障肺、脾、腎等臟腑調節水液代謝的正常運行。  

 5. 通盛沖任精血：婦女經血的來潮和排卵，男子排精等與肝疏泄功能有密切關係。

現代醫學觀點，肝主疏泄功能

 

１、與神經系統調節有關，肝的疏泄功能包括大腦皮質和自主神經功能調節。當肝有病變時，

單胺氧化酶降低或失活，一些胺類物質，未經分解而直接進入中樞神經，在腦組織中經非特

異性的羥化的作用形成苯乙醇去甲新福林。這些物質結構與正常神經介質多巴胺和去甲腎上

腺素極為相似，稱為假性神經介質，能取代正常神經介質的作用，又不能起正常神經介質的

作用，使神經突觸傳遞發生障礙，導致昏迷。

                

 肝昏迷嚴重程度與血羥化有關係，肝功能障礙引起腦組織內環核苷酸代謝紊亂，造成神經

系統病變，出現精神神經症狀。出現某些肝氣鬱結、肝氣橫逆、，肝陽上亢和肝風內動的病

理變化。

                

２、肝臟具有分泌和排泄膽汁的功能，肝臟在 24 小時內可製造膽汁約一公升 。膽汁排腸腔

後能促進脂肪乳化，激活胰腺的分解酶和加速脂肪吸收。，膽汁的分泌靠肝臟的細胞器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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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汁的排泄靠肝細胞的滑面的內質網作為戴體運輸，各種疾病導致肝系細胞損害都可影響膽

汁的分泌排泄。

肝疏利膽汁，促進飲食的消化，肝調節機體對糖、脂肪、蛋白質的合成和分解，促進新陳代

謝有重要作用，是人體新陳代謝的中心器官。說明肝的疏泄與脾胃消化功能有密切關係。

                

3 、內分泌賀爾蒙代謝有關，內分泌賀爾蒙與肝對賀爾蒙的滅活功能降低，是辨證為肝疏泄

失司內在因素有關。肝臟通過神經體液的作用也參與水的代謝過程，能抵消腦下垂體後葉 

ＡＤ H 的作用，保持正常的排尿量，肝疏利三焦通水道的作用與此有關。

4、與抗病解毒功能有關，肝通過免疫平衡及解毒排毒功能，使身體保持穩健狀態，而免疫

功能紊亂是肝失疏泄的病理基礎。

(3) 肝主筋

肝主筋，是附著於骨和關節肌肉的一種組織，由於筋和肌肉的收縮與弛張，牽動肢體骨骼、

關節而產生屈伸或轉側運動，由以膝關節為重要，有云：『膝為關節之府，為肝所主』。筋

膜的營養源於肝血，肝功能正常，肝血充盈，筋脈得養，運動有力，靈活而持久。

肝血虧少，筋脈失養，運動無力而遲緩，關節屈伸不利，容易產生疲勞而難以消除。

              

肝主筋是指全身肌肉的運動與肝有關係，肝血充盈，才能使筋膜得到充分濡養，以維持正常

運動。肢體運動能量來源，肢體運動耐受性全賴肝血充足及肝藏血功能正常，若乾的血氣不

足，則筋膜失養，表現為筋力不健，運動不利，不能耐受疲勞等，甚則導致筋脈攣急一類病

症產生，如手足震顫、肢體麻木，關節屈伸不利，一般稱動風。

  爪為筋之餘，筋之延後而顯露於外者故說肝其華在爪，即肝臟氣血榮華表現在爪，通過爪

的榮枯變化，則可了解肝臟功能的盛衰。

    

現代醫學觀點肝主筋其華在爪 

(1) 肝主筋與四肢筋骨，肌肉營養和神經調節有密切關係。，肝臟為物質代謝中樞，筋骨、

肌肉運動所需提供的能量和營養物質，需從糖、脂肪、蛋白質，分解在肝內氧化、乙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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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等轉換為 ATP，供應能量，使筋骨、肌肉運動強健。

(2) 血糖、核酸、脂肪代謝影響：肝臟是保持血糖濃度恆定主要器官，cAMP 是控制糖代謝

的關鍵。腎上腺皮質素通過增加肝細胞  cAMP 使血糖增加，胰島素通過降低 cAMP 使糖原

增加，而調節肝臟和血液中糖原和葡萄糖水平。肝臟能分解蛋白質為各種氨基酸，胺基酸可

轉化為糖原供能量。而 cAMP 能抑制肝臟胺基酸合成蛋白質一是肝為筋骨肌肉運動提供的

能量受核酸調節，如 cAMP 促進糖原，脂肪分解，這樣提供更多的糖原等營養物質輸送到

全身。

                    

肝細胞暨可進行脂肪分解又進行脂肪合成。肝細胞 cAMP 可促進脂肪酶活化，使脂肪分解

為脂肪酸和甘油。肝臟可將脂肪酸分解成乙醯輔酶Ａ，變成酮體，由血液運行至各組織再變

成乙醯輔酶Ａ，進入三羧酸循環氧化而產生能量，cAMP   可加速酮體形成，肝臟把甘油轉

化成葡萄糖功能。

                     

(3) 肝是氨代謝重要器官，在胺基酸代謝過程中，產生氨，進入血液，流經肝臟有毒的、游

離的氨全部進入鳥氨酸代謝循環，合成無毒的尿素，cAMP 可加速此過程，如 cAMP 失調，

肝功能衰退，血氨增加。尿素生成減少，會對神經系統產生毒素，導致神經系統對肌肉、四

肢和筋背控制失調，產生肝不養筋，肝風內動的病理。

                  

(4) 其華在爪

爪甲是筋膜的外候，肝血不足等常出現爪甲變薄、枯脆和血色蒼白等現象，這是爪甲末梢微

循環障礙所致 。

(5) 肝開竅於目

肝臟能把胡蘿蔔素轉化成維生素Ａ，若維生素Ａ超過身體的需要，則被肝臟儲藏起來，肝臟

儲藏維生素Ａ約體內總量的 95％。如果肝臟有病，血液中維生素Ａ下降，影響視力，特別

暗視覺，造成夜盲症，維生素Ａ缺乏症，還可引起乾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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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辨證

(一 ) 脇痛

脇肋痛是以一側或兩側脇肋部為主要表現的病證。多由於情志失調、飲食不節、外感濕熱、

勞欲久病或跌仆損傷等引起，肝膽失於疏泄條達而致本病。

現代醫學有下列諸病：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寄生蟲病、肝癌、急性膽囊炎、慢性膽囊炎、

膽結石症、慢行胰臟炎、脇肋外傷、肋間神經痛等疾病。

辨證施治

1、疼痛  注意觀察疼痛的部位、性質、時間及伴隨症狀、誘發因素等，注意是否有腹肌緊張、

板狀腹。

2、施治要點

(1) 注意臥床休息，選擇舒適體位，以偏向患側臥位為宜，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搬動；變動體

位要緩慢，避免體位的突然變動而加重疼痛。

(2) 輕者可適當活動，如散步、打太極拳等，做到動靜適宜，以不感到疲勞為度。

 ( 二 )  黃疸

 以目黃、身黃、小便黃為主要表現的病證。多由於感受濕熱疫毒，肝膽氣機受阻，疏泄失常，

膽汁外溢而導致本病。

現代醫學指下列諸病：肝細胞性黃疸、阻塞性黃疸、溶血性黃疸、病毒性肝炎、肝 硬化等

以黃疸為主要疾病。

(1) 陽黃 起病急，病程短：治以清熱利濕

(2) 陰黃 黃色晦暗，納少脘悶，或見腹脹，大便不實，神疲畏寒：治以健脾和胃，溫化寒濕。

(3) 急黃 發病迅速，深黃如黃金，高熱煩渴，胸腹脹滿，神昏譫語，衂血、便血或肌膚出現

斑疹：治以清熱解毒，涼血滋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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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施治

黃疸  觀察黃疸出現的部位、皮膚色澤的深淺、消長等變化。

施治要點

(1) 患者應注意休息，活動量已不感勞累為宜。

(2) 皮膚搔癢食物搔抓，可用手輕輕拍搔癢部位或外塗止癢潤膚藥物。

(3) 對傳染性的患者，要嚴格執行隔離制度，按時消毒餐具、衣物和居室；並限制患者活動

範圍。

(4) 陽黃中藥偏溫服，陰黃中藥偏熱服為宜。

( 三 ) 鼓脹

以腹部脹大如鼓，皮色蒼黃甚則腹壁脈絡顯露，四肢不腫或微腫為主要表現的病證。本病以

肝硬化、結核性腹膜炎、腹腔腫瘤為主要疾病。

辨證施治

腹痛、腹脹、腹水 重症患者應臥床休息，定時更換體位，防止壓瘡的發生；因腹脹而致呼

(1) 吸困難者，可取半坐臥位，輕者可是當運動。

(2) 大量腹水患者，應避免增加腹內壓的一切因素，如用力咳嗽、打噴嚏、便祕等。

(3) 便祕時推拿調護，或順時針方向按摩腹部。

(4) 皮膚搔癢時可用觸摸或拍打的方式緩解搔癢，避免使用刺激性洗浴產品。

(5) 中藥湯劑宜濃煎，肝腎陰虛、濕熱蘊結宜溫服；氣滯濕阻宜熱服；攻下逐水劑宜清晨空

腹服。

結 語

中醫臨床實踐中，強調人是一個以臟腑、經絡、氣血為內在聯繫的有機整體，強調人體與自

然界及社會的關係，進而實施整體調治。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獲取病情、個體狀況、心

理社會環境等信息，應用中醫八綱辨證的方法加以分析、歸納，確立病人的證型及存在或潛

在的問題，提出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辨證論治。非西醫一般性的治療，而是個體的特殊

性治療，建議以西醫的病理生理學融入到中醫基礎理論上發揮中西醫結合機裡上，促使“中

醫再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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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青主肝鬱致婦科病證用

藥思想及臨床應用

賴榮年 /中國醫院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副院長 

                                      中國醫院大學附設醫院 中西醫結合科 主治醫師

鬱症：是中醫辨證理論相當重要的課題。先後天的因素皆可導致鬱症的產生。「鬱」是由於

氣機鬱滯而引起的疾病總稱。《素問．舉痛論》：「百病生於氣也」。鬱症：實是綜合了氣

機鬱滯，或是氣血失調所導致的多種疾病的機理。

凡病之來 ~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三者而己

鬱症病因包括後天致鬱和先天體質等影響因素。

內因：主要是情志的因素。魏之琇《柳州醫話》：「七情之病，皆在於肝」。  肝主疏泄，

調節氣機。

外因：外邪侵襲形成瘀血痰濕，阻滯肝經，導致肝氣不疏。先天體質：每個人的先天稟賦不

同，先天的脾胃虛弱及腎精不足，皆能導致肝血虛，而間接造成肝氣鬱滯的病理。

“肝”對婦科的重要性

肝氣鬱滯在婦科來說，可能造成月經先後不定期、閉經、痛經、經前乳房脹痛、經行吐衂、

經行頭痛、帶下、不孕、陰癢陰痛、癥瘕、妊娠腹痛、子腫、子懸、難產、產後缺乳、產後

乳汁自出、乳癰、乳癖等症。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女子以肝為先天」。

女子以血為本，以氣為用，《移塘醫話》曰：「婦人普懷而多鬱，又性喜偏隘，故肝病尤多，

肝經一病，則月事不調，艱於產育…，婦科之症，強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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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鬱病因病機圖

《傅青主女科》鬱症條文所占比例超過四分之一

種子門及妊娠門

種子

“任通衝盛，女經調”是懷孕的條件。衝為血海，為十二經之海，而任脈主任養之本，為陰

脈之海，當腎氣充盛，天癸成熟必至時，衝任二脈互相資助、協調，血海按時溢瀉，則月經

按時來潮，為受孕的條件。

《秘本種子金丹》云：「產育由於氣血，氣血由於情懷，情懷不暢則衝任受傷，衝任受傷則

胎孕不受」，故對不孕症患者，實應注意情志的調治，臨床上常見久婚不孕的患者，盼子心

切，屢更醫藥，卻不能如願，往往心情焦慮抑鬱，這些精神因素不但直接影響排卵功能，亦

可能導致月經的不調，而造成不孕。傅青主種子門中提及胸滿不思食不孕、下部冰冷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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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滿少食不孕、身瘦不孕、少腹急迫不孕、嫉妒不孕、肥胖不孕、骨蒸夜熱不孕、腰酸腹脹

不孕、便澀腹脹足浮腫不孕等十症。

僅有身瘦不孕及嫉妒不孕兩症與肝鬱病機相關。

身瘦不孕

對於本症用很簡單的身瘦及一交男子即臥病終朝兩個主訴，就可以辨肝氣不舒之證。

因為瘦人多火，本來水就容易偏少，若再加上婦人有肝鬱的體質，則血不藏肝，更容易導致

血虛而致水益少火益熾的虛燥之火體質。

由於行房會泄腎之精，而腎為肝之母，母既泄精，不能分潤以養其子，則木燥乏水而火且暗

動以爍精，則腎愈虛矣，最終腎精空乏，無力以濟，表現出一行房則倦怠而臥，無法受孕，

即便是偶爾有受孕，也很容易流產。 

養精種玉湯： 

  ◆大熟地（一兩九蒸）。

  ◆當歸（五錢酒洗），白芍（五錢酒炒），山萸肉（五錢蒸熟）。

本證與年老經水復行之安老湯證之氣血虛極不同，年老之婦本質為氣、血、精不足的體質，

此為正值生育年齡的不孕婦女，故君藥去掉參、耆、阿膠，僅用熟地一兩為君。

不同於年老之婦氣虛極，也沒有肝鬱克脾，中氣下陷之虞，故不用白朮，輔參耆補益脾氣，

僅用當歸 (酒洗 )、山萸 (蒸 )為臣助熟地補血補精。

另外，本證制方觀念與經水忽來忽斷，時疼時止的加味四物湯亦有類同之處。

君熟地是傅青主對於肝鬱重症常重用的處方模式，臣當歸以“滋脾胃之陰血”，又制敵機先

的臣芍藥瀉木補脾以防木來凌土。

不同於加味四物湯為“治風先治血”的制方原則，本證著重在大補腎水，故加入有益精之效

的山茱萸五錢為臣藥，《雷公炮炙論》記載山萸能“壯元氣，秘精”，《藥性論》記載能“…

止月水不定，補腎氣；興陽道，添精髓，…”，助熟地滋腎養精。

傅青主特別強調「此方之用，不特補血，而純於填精，精滿則子宮易於招精，同類相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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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足則子宮易於攝精，二氣相感也。」故應告知不孕夫妻節慾三個月，讓身體用本方有一段

填精補髓的時間，才能精滿血足而有子。

嫉妒不孕

嫉妒不孕更是明白的指出肝鬱不舒所影響經絡、臟腑的機轉。

傅青主主張肝木不舒一定會下克脾土而致塞，於是腰臍之氣不利，進而氣不能通任脈而達帶

脈，帶脈之氣一旦受影響而塞，則胞胎之門必閉，即使是男精射到門前，亦不得其門而入，

當然就怎麼樣也不會懷孕。

開鬱種玉湯：

  ◆君：白芍（一兩酒炒）。

  ◆臣：當歸（五錢酒洗），白朮（五錢土炒）。

  ◆香附（三錢酒炒），丹皮（三錢酒洗），茯苓（三錢去皮），花粉（二錢）。

開鬱種玉湯為女科方劑中唯一，以酒炒白芍一味一兩為君的處方模式，非常特殊。

前文已討論過傅青主善用逍遙散的變方，但多為在熟地補腎、白朮補脾或當歸補血為君藥結

構下的搭配。

以白芍一味為君，意在凸顯白芍能理中氣，退熱除煩，利膀胱，治帶脈病苦腹痛滿，腰溶溶

如坐水中的特性。

臣白朮五錢補脾和中，利腰臍間血。

臣當歸五錢，與白芍搭配能平肝、補血。

茯苓三錢益脾助陽，滲淡利竅除濕。

為預防血虛化熱，用丹皮三錢以清熱涼血。

此症屬於肝鬱輕症，如前文所述，傅青主疏肝的主要結構為當歸、柴胡、白芍、茯苓等。

此方不用柴胡，而以香附調血中之氣，理氣開鬱，本草備要云：「能推陳致新，故諸書皆云

益氣」，香附行中有補，時珍曰：「凡人病則氣滯而餒，香附為氣分君藥」，又曰：「得參、

朮則補氣，得歸、地則補血」，李士材認為香附乃治標之劑，惟氣實血未大虛者宜之，映證

此方為肝氣鬱結之輕症，且酒浸炒能行經絡，通達任脈及帶脈。

以上制方類似治療鬱結血崩的平肝開鬱止血湯，鬱結血崩因肝木剋脾土、脾不統血而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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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以平肝、補脾、補血並重，白芍、白朮及當歸皆重用至一兩。

嫉妒不孕是肝木不舒下克脾土而致塞，於是腰臍之氣不利，氣不能通任脈而達帶脈，為脾氣

不能健運，未至脾不統血的程度，故白朮及當歸減為臣藥劑量，但脾虛健運失常，難免造成

病理產物的堆積，例如水濕不化而內停成痰，或水津不能正常敷佈而造成口乾舌渴的現象。

開鬱種玉湯方中使用天花粉二錢，能降火潤燥、滑痰解渴，可收一舉數得之效。

傅青主云：「此方之妙，解肝氣之鬱，宣脾氣之困，而心腎之氣亦因之俱舒，所以腰臍利而

任帶通達，不必啟胞胎之門，而胞胎自啟。」

現代醫學雖然配備精良及有實證科學做基礎，仍然對於部分檢查都正常的不孕婦女，看似簡

單容易成功的病例，也有不少多次失敗的案例。若從中醫解肝氣之之鬱，宣脾氣之困，而心

腎之氣亦因之俱舒，腰臍所以利而帶任通達，不必啟胞胎之門，而胞胎自啟的觀念或做法，

似乎可提供為解開這個謎團一個介入的方向。

另外，不少即便是有懷孕，往往胎死腹中、萎縮卵、或習慣性流產的婦女，傍惶不知所措，

補血填精、疏肝開鬱就是最好解決的治療原則。 

大怒小產

傅青主在小產門行房小產、閃跌小產、大便乾結小產、畏寒腹疼小產、大怒小產五症當中，

僅大怒小產與肝氣不行有關。

若孕婦大怒腹痛不已，乃是血不能藏，血門不閉，其血直搗於胞胎，胞胎之系，通於心腎之

間，肝血來衝，必斷絕心腎之路；胎因心腎之路斷，胞胎失水火之養，所以墮也。

症見不但流產而且腹疼如故，是因為傷肝氣而血不靜，因此持續腹疼，治療上不但引血入於

肝，而且要疏通氣逆不平的肝氣。

引氣歸血湯：

  ◆君：白芍（五錢酒炒），當歸（五錢酒洗）。

  ◆白朮（三錢土炒），黑芥穗（三錢），麥冬（三錢去心），丹皮（三錢）。

  ◆鬱金（一錢醋炒），甘草（一錢），薑炭（五分），香附（五分酒炒）。 

引氣歸血湯乃加味逍遙散加減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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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酒炒白芍用法與嫉妒不孕開鬱種玉湯的用意相同。

加當歸五錢與白芍同為君藥，與同為肝鬱化火的經水未來而腹疼之宣鬱通經湯證相同，在於

防熱極傷陰耗血，可兼收補血及防熱入血室的雙重功效；相同之處，還有兩方皆用香附、鬱

金等血中氣藥理氣開鬱、化瘀散滯止腹痛。

由於大怒小產屬妊娠期間，防逆氣克土，另加入土炒白朮三錢、生甘草一錢以健脾兼利腰臍

間血。

由於本證病機為血不能藏，恐血虛化熱，有血熱之虞，故用丹皮三錢以清熱涼血。

本證與宣鬱通經湯證不同之處，在於經水未來而腹疼為肝中熱火焚燒，故重用丹皮五錢，並

加梔子、黃芩大泄肝經鬱熱。

本證乃大怒血不能藏，熱勢尚淺，故加麥冬三錢，取其能滋養肺胃之陰而生津補肺氣的特性，

一來用為協同丹皮、當歸防病機轉為血虛化熱，一來為肺氣旺，又能制節肝血逆衝之勢。

最後，再加荊芥、薑炭引血歸經。制方使肝火不致上逆，而肝血得以歸經；此兩方可謂肝鬱

化熱時，如何拿捏用藥的經典範例。

妊娠

在妊娠病方面，常見的有惡阻、妊娠腹痛、胎漏、胎動不安、墮胎、小產、胎萎不長、胎死

不下、子煩、子腫、子淋、轉胞、難產等。妊娠婦女因生理上的特殊改變，為因應胎兒生長

發育的需要，會因氣血、臟腑傷損、飲食勞倦、七情所傷等原因，而導致妊娠病的發生。傅

青主在妊娠門提到：「夫婦人受妊，本於腎氣之旺也，腎旺是以攝精，然腎一受精而成娠，

則腎水生胎，不暇化潤於五臟；而肝為腎之子，日食母氣以舒，一日無津液之養，則肝氣迫

索，而腎水不能應，則肝益急，肝急則火動而逆也」。婦女一旦懷孕，原本應化潤五臟的腎

水部分轉為供生胎、養胎之用，每位婦女將隨其稟賦五臟強弱之不同而發生不同的懷孕症

狀，但肝血的旺盛與否，對胞胎的灌養亦十分，誠如傅青主所說：「養胎半系於腎水，然非

肝血相助，則腎水實有獨立難支之勢，故保胎必滋腎水，而肝血斷不可不顧」。

傅青主在妊娠門，列有妊娠多怒墮胎、妊娠中惡、妊娠腰腹疼渴汗燥狂、妊娠子鳴、妊娠小

便下血病名胎漏、妊娠跌損、妊娠子懸脅疼、妊娠吐瀉腹疼、妊娠口乾咽疼、妊娠少腹疼、

妊娠浮腫及妊娠惡阻十二症。其中，妊娠多怒墮胎、妊娠子懸脅疼及妊娠惡阻三症與肝鬱病

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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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多怒墮胎 

妊娠多怒墮胎因大怒而動肝火，使肝血不藏，且“壯火食氣”，腰臍之氣傷則無以養胎，故

致胎落。 

利氣泄火湯：

  ◆君：白朮（一兩土炒）。

  ◆臣：熟地（五錢九蒸），白芍（五錢酒炒）。

  ◆人參（三錢），當歸（三錢酒洗），芡實（三錢炒），黃芩（二錢酒炒），甘草（一錢）。

土炒白朮一兩為君：補脾和中，在血補血，在氣補氣，利腰臍間血，土炒以助脾，加之參、

草補益脾氣，氣足自能生血而攝血，氣足自能養胎攝胎。

白芍五錢：除與當歸養血柔肝之外，亦可安脾經、補脾胃、理中氣。

熟地五錢：用以滋腎水、補真陰，一使腎水能應肝木，一則補足所傷之精，合歸、芍“壯水

之主，則血不燥而氣得和，怒氣息而火自平”。

黃芩：為防氣旺而火不能平，加黃芩於補氣之中以泄火，《本草備要》云：「黃芩養陰退陽…

酒炒則上行，瀉肺火，利胸中氣」，因肺主氣，熱則傷氣，黃芩瀉熱所以保肺，又其為上、

中二焦藥，《本草衍義補遺》云：「安胎者乃上中二焦藥，降火下行也」，故黃芩亦有安胎

的功能，胎孕宜清熱、涼血，血不妄行則胎安。

芡實：能補脾固腎，助氣澀精，其功用雖與山藥相似，然山藥之補，本有過於芡實，而芡實

之澀，而有勝於山藥，此處乃藉其收澀之性斂欲動之血。

行氣藥的運用，是傅青主處方一絕，不同於，妊娠惡阻用下氣的蘇子，傅青主在妊娠脅疼用

行氣寬中的枳殼及行氣安胎的砂仁。

兩方皆為平肝解鬱，鬱開則木不克土，肝平則火不妄動，脾健則中氣不下陷，則惡阻自平，

子懸自定。

對於種子，有所謂“種子必先調經”的概念，實際上包括小產、妊娠諸症。

傅青主在種子門及妊娠門延續調經門的概念，重視經絡、臟腑、氣血之間的關係，對於肝鬱

所致的病機，以肝、腎二臟的相互影響為主，並擴及心、脾、任、帶、胞宮。

要減少種子、妊娠諸症，中醫師仍宜從調經入手，好好釐清病機並合宜診治調理，才為上工。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3 期15

外因

外感六淫

風為百病之長

風性善動，無處不到，變化多端

外感風邪沒有醫好，禍害無窮！

外因 -五行

	金 (呼吸系統 )生水 (生殖系統 )

	風冷之氣，克於胞中

	臨床經驗：大量使用治療外感的處方來處理不孕症婦女

外因 -病勢

不孕症婦女在中醫處方治療過程中，反而出現感冒的症狀？有上述反應，代表有風邪殘存在

身上！經過中藥調理後，身體改善，殘留的風邪由內臟或體內往淺層的皮膚或鼻子、氣管走。

是乘勝追擊的最佳時機！！！

免疫性不孕

錯失在剛開始時治癒感冒，會使外邪短時間內無法被逐出人體，再次感冒時，外邪有機會直

接攻擊扁桃腺，即直接攻擊淋巴系統的大門！

長期慢性發炎激發產生的抗體，攻擊身體無所不包！多次感冒沒處理好的慢性發炎即是點火

起頭破壞人體淋巴系統的主因。

自體免疫性疾病的產生：紅斑性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性綜合症等等。

抗磷脂抗體症候群

抗磷脂抗體症候群

外、內因 -五行

	火剋金，金剋木

	利用瀉火來防止火乘金；用瀉木來防止木侮金。使金的生水功能正常發揮。治療不孕

症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3 期16

肺癌病患接受標靶治療之中醫辨證分型研究
沈郁強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黃升騰 醫師、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研究員 

中醫將肺癌看作是全身性疾病的整體表現，治療上強調全面調整人體機能，通過辨證以治療

癌症。而肺癌的病情發展和病理演變是複雜而又多變的過程，因而不同病理階段的證型必然

產生變化。肺癌標靶治療有效延長病患的生存期，但其毒、副作用與傳統治療的毒副作用截

然不同，例如皮疹、腹瀉、肝功能異常，間質性肺炎等均限縮了標靶治療的優勢；臨床觀察

發現中醫藥可以有效減少因標靶藥物所引發的毒、副作用。本研究係以肺癌病患接受標靶治

療後所產生的各種臨床症狀，加以辨證分型。透過傳統中醫辨證論治，輔以中醫科學診斷如

舌診儀或脈診儀加以確認，並以現代醫學及分子生物技術探討其間的相關性；本研究結果提

供中西醫肺癌臨床治療之參考。

 

一、前言

 

惡性腫瘤一直以來位居國人十大死因的首位，而肺癌在近幾年更居國人十大癌症死因排行榜

的第 1 位。肺癌主要分為小細胞肺癌及非小細胞肺癌兩種。非小細胞肺癌約佔所有肺癌病

人數之 85% 以上，且多已經較為嚴重或有轉移。治療非小細胞肺癌主要靠手術、放射線與

化學療法。肺癌在所有腫瘤中往往預後不好，西醫治療也往往有很多的毒、副作用。最近幾

年發展出「標靶治療」，主要是利用癌細胞某些特殊構造在正常細胞裡缺乏的特性，用專一

性的藥物攻擊這些特殊構造來殺死癌細胞，但對正常細胞則不造成傷害或只有很低的傷害。

目前非小細胞肺癌的標靶治療藥物主要以抑制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上的 tyrosine kinase 活性藥物為主 [1-3]。這一類的藥物台灣目前有 2 種：一為艾

瑞莎 (Iressa®)，學名為 Gefitinib。另一為得舒緩 (Tarceva®)，學名為 Erlotinib。有近 50% 

的患者接受此藥的治療而延長存活期。「標靶治療」藥物的副作用通常比傳統化學治療低，

比較不會產生骨髓抑制，也比較不會有白血球、血小板低下或貧血的現象，但會出現一些不

同於化學治療的副作用，例如會使得皮膚乾癢、長出像青春痘般的疹子、甲溝炎、腹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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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病人的肝功能指數還會上升 [4, 5]。另外，大約有 1% 的人服用這類藥物會產生「間質

性肺炎」 ( 大多發生在開始服藥後的前 2 個月 ) [6, 7]，這是比較嚴重的副作用，病人可能因此

呼吸衰竭，因此服用此類藥物也會有呼吸困難、咳嗽加劇，發燒等症狀。

 

中醫將肺癌看作是全身性疾病的一個表現，治療上強調全面調整人體機能，通過辨證以治療癌

症。而肺癌的病情發展和病理演變是一個複雜而又多變的過程，因而不同階段的病情，其證型

必然產生變化。肺癌標靶治療有效延長病患的生存期，但其毒、副作用仍限縮了標靶治療的優

勢，臨床經驗與觀察發現中醫藥確實可以有效的減少因標靶藥物所引發的毒、副作用，但臨床

上仍需依照中醫的治療原則：辨證論治，然辨證是複雜的，各家說法不一，全球中醫界目前尚

無統一標準 [8]，但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辨證論治是根據中醫四診所獲得的資料進行綜合分析，將疾病的病因、病位、病勢等概括判斷

為某種性質的證，以達到準確論治的目的。中國大陸北京中醫大學王琦教授試著整理了中醫體

質學，帶領體質研究團隊，歷時 30 餘年對流行病學並利用問卷 (CCMQ) 進行調查，歸納出大

陸中國人群有 9 種基本體質類型 ( 單證 )，分為：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陰虛質、痰濕質、

濕熱質、血瘀質、氣鬱質及特稟質，建立了中醫體質分類標準，並對每種體質特徵進行描述 

[12]。而事實上臨床上許多病人是複合體質 ( 複證 )。本研究將以王琦教授所提出的中醫體質類

型辨別方法 (CCMQ) 與中醫辨證論治相互比較，觀察其間的差異，並佐以現代醫學診斷，舌

脈診與分子醫學等，探討其間的相關性。

 

本計畫係以肺癌病患接受標靶治療後所產生的各種臨床症狀，加以辨證分型。除了透過傳統中

醫辨證論治的原則外，更以中醫科學診斷方法如舌診儀或脈診儀加以確認，並以現代醫學及分

子生物技術探討其間的相關性。中醫介入治療不僅可減低腫瘤的復發與轉移，也可以提高患者

的生活品質和延長生存期；中醫藥治療雖各家說法不一，目前也無統一標準，但存在一定的共

通性；而肺癌的病因中主要是內虛，此外尚包括：熱毒、痰凝、氣滯血瘀 [9, 10]。再依據陳四

清 [11] 對肺癌辨證分型的 17 篇文獻加以統計分析，根據肺癌不同階段及治療手段，肺癌證候

分型有 31 種之多。因此在眾多的辨證分型中，本研究聚焦於肺癌標靶治療所產生的證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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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計畫研究重點。

 

二、研究方法

 

1. 收案 30 個病人

2. 當標靶治療的毒、副作用出現即使用傳統中藥介入

3. 臨床資料收集及評估量表

(1) 基本資料收集

(2) 病史紀錄 

(3) 臨床資料及數據收集 

(4) 中醫辨證論治 ( 四診 ) 

(5) 疲倦量表 (FACIT-Fatigue) 

(6) 生活品質量表 (SF-36, ECOG, EORTC-QLQ-C30) 

(7) 睡眠品質量表 (PSQI) 

(8) 憂鬱量表 (BDI- Ⅱ ) 

(9) 中醫體質問卷 ( 王琦 )

4. 中醫臨床症候的表現簡分為下列四型：

(1) 皮疹和皮膚病兆為主，主要為風團、紅斑、丘疹，屬於西醫學蕁麻疹樣藥疹範疇，起病

急驟，先發於軀幹及頭面上肢，焮熱作癢，搔起風團，或見濕疹皮炎樣藥疹、多形性紅斑樣

藥疹、大皰性表皮松解型藥疹及固定性藥疹，以滲出、腫脹、紅斑、水皰，甚則表皮剝脫為

主要表現，兼見於尿赤，舌質紅，苔薄黃滑膩，脈弦或數。屬於血熱生風夾濕證 ( 第一型 )。

(2) 腹瀉明顯反復發作，腹脹，大便稀溏，夾帶黏液或少量膿血，脘痞食少，舌質口淡黏膩，

肢體倦怠，舌淡、胖或邊有齒痕，苔薄白膩，脈濡緩。屬脾虛濕困型 ( 第二型 )。

(3) 間質性肺炎，少數病人在服用標靶藥物後出現急性肺炎、間質性肺炎和肺損傷。主要症

狀是咳嗽、胸痛、咳吐黃痰、氣短、發熱，嚴重時出現呼吸困難，喉中痰鳴，煩躁不安，發

熱口渴，或咳吐膿血腥臭痰，大便秘結，小便短赤，舌紅苔黃膩，脈滑數。屬痰熱壅肺型 ( 第

三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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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物性肝炎，少數病人出現肝區疼痛，以及肝功能改變。此乃邪毒鬱肝，疏泄不及。症

見脅肋脹痛灼熱，腹脹厭食，口苦泛惡，小便短赤或黃，大便不調，或身目發黃，舌紅苔黃

膩，脈弦數。屬肝膽濕熱型 ( 第四型 )。

5. 其他研究重點及其相關性概述如下：

(1) 證型與生活品質的相關性。

(2) 證型與 TNM (tumor-node-metastasis) 分期與病理組織的相關性。研究指出 TNM 分期，

T 代表腫瘤本身的大小或是侵犯範圍，N 代表周邊淋巴結侵犯及轉移，M 代表遠端轉移與

中醫證型的診斷標準和單證與複證的組合搭配上存在較大分歧和誤差 [13]，如 Ⅱ 期肺癌以

瘀為主，正虛程度多數並不嚴重；Ⅲ 期、Ⅳ 期患者，正虛和痰瘀並存。肺癌的組織學類型

不同，其生物學行為也有所不同，報告指出鱗癌以痰濕蘊肺為主，氣滯血瘀為次；腺癌則以

陰虛毒熱為主，次為氣滯血瘀；小細胞肺癌則以氣滯血瘀為主；肺泡細胞癌以痰濕蘊肺與氣

血兩虛為主 [9]，因此將對辨證分型與 TNM 分期及病理組織的關聯性進行探討。

(3) 相關報告指出肺腺癌病患於 EGFR Exon 18-21 (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表現子 18-21) 有變異

者，分析辨證分型與 EGFR 間不同 Exon 的變異之關聯性。

(4) 證型與腫瘤標誌物的相關性。腫瘤標誌物被認為是早期腫瘤可能發生的重要信號之一。

1968 年 Krupey 等人首先發表 [14]，CEA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腫瘤胚胎抗原指

數 ) 是一種與腫瘤有關的抗原，人類妊娠第三個月胎兒的內胚層含有高量的 CEA，主要是

在腸道。在正常族群中，有 99% 的個體其 CEA 濃度小於 5 ng/ml。對肺腺癌陽性率較高

（60％ ~80％），可能反映病情變化。因此觀察中醫治療後對於 CEA 影響。

(5) 證型與細胞趨化因子與發炎因子指標的相關性。證據指出，肺癌接受標靶治療，抑制 

EGFR-TKI (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 酪胺酸激酶 ) 經由促進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會引發

發炎反應。相關細胞趨化因子與發炎因子 (e.g., TNFα, IL-1β and IL-6) and chemokines 

(e.g.,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1 (CCL-2), RANTES (CCL-5), T-lymphocyte-

recruitment CCL-18, CCL-3, CCL27, CX3CL1 and CXCL14) [15]，對肺癌病患接受標靶治療

後所產生的各種臨床症狀，具有一定指標意義。以多項標誌物 ELISA 檢測系統測定受試者，

作為分析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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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摘要與討論

 

1. 根據王琦的中醫體質量表分類結果：本虛部分中，陽虛質 (43%)、陰虛質 (53%)、氣虛質 

(43%)；在標實部分，濕熱質 (33%)、痰濕質 (36.7%)、血瘀質 (40.0%) 皆超過三分之一。

2. 在脈診儀檢查之結果：發現大部分患者氣滯血瘀顯著，脈象夾有澀，特別是在右寸 (43%) 

和右關 (53%) 更是在五成左右，各部氣滯皆很明顯。

3. 舌診之結果：有 87% 的患者舌質偏黯，有 83% 的患者有瘀點，舌下絡脈亦可見到大部分

患者氣滯血瘀的現象明顯，舌下絡脈怒張佔 83%，所有患者皆有囊柱或囊泡，83% 的患者舌

下有瘀血絲， 63% 的患者舌下肉阜腫脹。另外在這群患者也常看到脾虛濕困與久病傷陰傷

精的情形，舌診在中根的部分呈現膩苔的情況明顯，在舌中佔 60%，舌根佔 63%，大部分患

者有明顯舌苔稍厚或偏厚，在舌中佔 73%，舌根佔 77%，收案患者大部分都是肺癌末期，可

想見其病情必定有一段時間的進展。另外在舌前和舌邊都有明顯薄少苔或少苔的現象，舌前

佔 53%，舌邊佔 73%。

4. 各量表的統計結果：

5D 搔癢量表 (5D pruritus scale)：60% 的患者為輕度搔癢，20% 的患者不受搔癢的困擾。

疲倦量表 (FACIT-Fatigue)：37% 的患者無疲倦的問題，30% 的患者有輕度疲倦，23% 的患

者為中度疲倦。

憂鬱量表 (BDI- Ⅱ )：大部分患者都無憂鬱的困擾 (83%)。

生活品質量表 (SF-36) 以及睡眠品質量表 (PSQI) 統計結果：發現有 73% 的患者生活品質都

還不錯，93% 的睡眠品質為良好。

5. 患者血液檢體檢驗之結果與各量表以 SA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結果：Eosinophils、IL-5、

IL-6、IL-13 與 5-D 搔癢量表有相關性 (P-value < 0.05)；IL-6、IL-13 與憂鬱量表有相關性 

(P-value < 0.05)。Eosinophils 與 SF-36 生活品質量表中的社會功能及精神健康有相關性 

(P-value < 0.05)。疲倦量表和睡眠品質量表則無發現顯著的相關性，不過由於收案患者人數

仍偏少，必須在蒐集更多的案例來比較分析，其準確度和可信度才能大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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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講究辨證論治，依診斷之體質症狀給予藥物治療，處方開立會依病人之臨床症狀不同而

有所差異，也就是因各種治療模式不同，及個別體質差異，出現不同的臨床症狀或是副作用，

因此病患仍須請教中醫師確實診斷用藥。健保資料庫的研究中發現，有非常多的中醫藥被採

用於肺癌病人輔助治療，包括：補氣血藥、清熱解毒藥、活血化瘀藥等等；在複方的開立上

主要有：百合固金湯、清燥救肺湯、補中益氣湯、散腫潰堅湯及歸脾湯等。肺癌高居國人癌

症死因之首位，治療上除了以西醫標準治療，中醫研究依據晚期肺癌患者出現之症狀及體質

給予中醫藥後，可以改善五年存活率增加約 5%，兩年存活率增加 13%，證實使用中醫藥治

療可以減少晚期肺癌患者死亡風險 [16]，因此中醫的治療對於肺癌是有幫助，除可以延長生

存期，也可減緩放化療及標靶的副作用，本篇文章可以提供中醫在肺癌病人之辯證之依據，

提供肺癌病患在中醫藥治療上之參考，中西合併治療，對於病患助益甚多，但仍強調由於辯

證治療非常專業複雜，必須詢問專業合格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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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氣不足如何調理

中醫認為肝“在志為怒”，所以七情中的“怒”與肝的關係最為密切。大怒傷肝，可導致肝

的疏泄失常，而出現心煩易怒、面紅耳赤，甚至吐血、不省人事等症狀。調節情志，化解心

中的不良情緒，使自己保持好心情則有利於養肝。

 

肝氣不足時會出現乏力、腹部隱痛、頭痛、目乾畏光、急躁易怒、脅肋疼痛等症狀時，一定

要到專業醫院找出病因，然後對症進行治療。 

　　

那麼肝氣不足吃什麼藥比較好呢？

　　1. 柴胡疏肝散：以疏肝理氣、和血止痛見長，亦在柴胡、香附等疏肝理氣藥中佐以杭

芍養血柔肝，以免耗傷肝體。

　　2. 白茯苓散方：茯苓（一兩）前胡（一兩去蘆頭）桂心（半兩）黃芩（一兩）白朮（一

兩）沉香（一兩）兩麩 ( 炒微黃）上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同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忌莧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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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和肝湯 

　　【組成】當歸 10 克，白芍 10 克，黨參 10 克，柴胡 10 克，茯苓 12 克，香附 10 克，白

朮 10 克，蘇梗 6 克，大棗 4 枚，薄荷 ( 後下 )5 克，炙甘草 6 克，生薑 3 片。

　　【用法】水煎服，每日 1 劑。

　　“和肝湯”是方老積多年臨床經驗，師 (( 傷寒論》小柴胡湯和解之法所擬的方子。本

方的應用範圍極廣，方老曾用於治療肝膽系統疾病、脾胃系統疾病、心臟系統疾病、泌尿系

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等，均取得了較理想的效果。當然，這些病的病機必須是由於各種原

因導致的肝血不足、肝氣不柔、肝氣鬱滯、疏泄不利、脾不健運、水濕內停或筋脈失養、經

絡阻滯不暢，除此無效。

　　4. 滋補湯

　　【組成】黨參 9 克，白朮 9 克，茯苓 9 克，炙甘草 5 克，熟地黃 9 克，白芍 9 克，當歸 9 克，

肉桂 5 克，陳皮 9 克，木香 5 克，大棗 4 枚。

　　【用法】水煎服，每日 1 劑。

　　在《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篇》補法九方的基礎上，方老自擬“滋補湯”作為補虛扶正的

基本方劑。在本方中，用四君子湯之黨參、茯苓、白朮、炙甘草補脾益氣，培後天之本；四

物湯之當歸、熟地、白芍滋陰補腎、養血和肝，固先天之本；另外，佐肉桂、陳皮、木香、

大棗溫補調氣、納氣歸元，使其既有四君四物之氣血雙補之功，又有溫納疏利之力，使全方

補而不滯，滋而不膩，補氣養血，調和陰陽。不管臨床表現如何，只要是氣血不足、五臟虛

損，均可靈活加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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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疼痛為什麼會是肝癌？

其實這 3個「跡象」，都可能是肝癌

在這個談癌色變的年代，人們對癌症都唯恐避之不及。一旦出現一些疑似癌症的症狀，人們

又會陷入擔驚受怕的境地，想去醫院做個檢查，又怕直接就確診了，但是不去做檢查，心裡

又一直不好受。當然，身體如果出現什麼不適，還是得儘快到醫院就診。

...

拋開這個不說，提到癌症的疑似症狀，大家可能會想到一些常見癌症的症狀，比如說黑痣變

大、不規則出血等。但還有個說法在網上流傳甚廣：肩膀疼痛是肝癌的早期症狀。這是真的

嗎？肩膀疼痛為什麼會是肝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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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疼痛為什麼會是肝癌？

肩膀疼痛一定是肝癌嗎？這個觀點太過片面了。應該這樣說，肝癌會引起肩膀疼痛，但是肩

膀不一定是肝癌。導致肩膀疼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說肩周炎、頸椎病等，還有一些腫瘤也

可能導致肩膀疼痛，如肝癌、肺癌等。

...

一般來說，肝癌導致的肩膀疼痛，主要是由於肝臟腫瘤的大小壓迫到肺部以下的肌肉神經所

致，這種疼痛沒有一個具體的位置，常表現為反射痛或牽涉痛，這與肩周炎或頸椎病的疼痛

雖有些類似，但仍可以區分。

假如大家突發肩膀疼痛，發生後持續多日，同時有肝病史和長期飲酒史，那麼就要引起高度

重視，這部分人最好儘快到醫院去做檢查，以判斷肝臟是否發生病變。如果是既無肝病史，

也沒有飲酒等不良嗜好和肩周炎病史的人群突發肩膀疼痛，也建議到醫院去做相關的檢查，

以免錯過治療時機。... 既然肩膀疼痛不一定是肝癌的早期症狀，那麼肝癌的早期症狀有哪些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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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三大症狀說明肝癌快來了

既然肩膀疼痛不一定是肝癌的早期症狀，那麼肝癌的早期症狀有哪些呢？

1. 肝區痛

肝區痛屬於肝癌常見的早期症狀之一，但很多人會將肝區痛和肚子痛混淆。一般來說，肝區

疼痛大多以鈍痛、刺痛為主，具有持續性和間歇性的特點。同時，患者還可能伴有血壓下降、

休克等不良反應，這是因為肝臟腫瘤擴大時壓迫到了肝包膜，肝臟出血所致的肝區痛。

...

2. 不明的消化道症狀

肝臟跟腹部離得很近，因此肝癌早期症狀在消化道上也會有所呈現。在肝癌早期，患者會出

現食慾下降，並伴隨有消化不良，甚至是出現腹瀉等症狀。如果出現這些不明原因的消化道

症狀，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視，這可能是早期肝癌的報警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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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刷牙後出血不止

刷牙後出血不止也是肝癌的早期症狀，但不少人往往會忽略這一症狀。因為刷牙後出血，人

們大多以為這是牙齦受損的表現，但其實刷牙後出血不止可能與肝細胞受損有關。肝臟具有

造血和凝血功能，因此在排除口腔疾病的影響外，刷牙後無故出血應懷疑是肝癌。

預防肝癌的七大原則

B、C 型肝炎、脂肪肝、肝硬化、酒精性肝炎等都是引發肝癌的常見原因。防範肝癌的原則，

除了避免感染肝炎，也應避免接觸其他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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楮實子 益腎清肝好處多
國醫大師朱良春對楮實子情有獨鍾，他說：「如此良藥，且處處有之者，竟爾廢用，實屬可

惜。」認為楮實子為虛勞及老弱之要藥，乃利水而不傷陰之妙品。臨床以楮實子配庵閭子為

主治療肝硬化腹水，前者兼能養陰清肝利水，後者「主五臟瘀血，腹中水氣」，二者相伍養

陰兼有化瘀之功，利水而無傷陰之弊。

中醫認為果實、種子類藥物多具沉降、收藏之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有補腎和收斂的作用，如

菟絲子、枸杞子、覆盆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櫻子、韭菜子、蛇床子、五味子、女貞子等，

古方秘傳十子丸、五子衍宗丸，中成藥八子補腎膠囊、七子補腎酒等均是以子藥為主的補益

之劑。而有一種「補腎良子」，卻少有關注，它就是「楮實子」。

楮實子為構樹的果實

楮實子為桑科植物構樹幹燥成熟果實，秋冬之交果實成熟時採收，洗凈，曬乾，除去灰白色

膜狀宿萼及雜質。古代有酒蒸、酒浸、酒拌、炒制等方法，現多直接用於配方，並無上述炮

炙方法。

構樹名「楮」，是因為構樹皮「可績為紵（紵，同苧，麻布）」，諧音為「楮」；因為其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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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有白汁如乳，「楚人呼乳為榖」，故又名榖，也叫谷漿樹；因其果實如小青桃，又名楮桃，

在沒成熟時象青楊梅，又叫假楊梅；構樹屬桑科，與桑樹形狀類似，所以也叫榖桑、楮桑。

前人誤以楮、構為兩種樹，而實際是雌雄異株。李時珍《本草綱目》有解釋 :「按許慎《說文》

言楮、榖乃一種也，不必分別，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葉無椏叉，三月開花成長穗，如柳

花狀，不結實，歉年人採花食之。雌者皮白而葉有椏叉，亦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

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種樹並易生，葉多澀毛。」

《水滸傳》中武大郞諢號叫「三寸丁、榖樹皮」，「三寸丁」言其個頭矮，「榖樹皮」則言

其面如構樹皮之駁雜而粗糙。後將「榖」誤為「穀」，又寫成簡化字「谷」，訛變為「谷樹

皮」便令人費解了。

構樹不能作為優質木材使用，又不結好吃的水果，少有人特意栽培，多半由它自生自滅，朱

熹說它是「惡木」。構樹生命力很頑強，溫帶、熱帶均有分布，不論平原、丘陵或山地都能

生長。

樹冠極大，可遮陽蔽日，能大量吸滯粉塵和吸收二氧化硫等有毒物質，可在大氣污染嚴重地

區栽植。嫩葉可作優質豬飼料。其皮可作造紙原料，因此楮又是紙的代稱，紙墨又稱楮墨，

宋金元時發行紙幣，用楮皮紙製成，故又稱楮幣，祭神鬼用的香和紙錢也叫「香楮」。

早在《山海經》中就有楮樹記載：「鳥危之山，其陽多磐石，其陰多檀楮。」《抱朴子·內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3 期32

篇·仙藥》描述取楮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

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

楮實子益腎清肝、利水明目

楮實子作為藥物記載始見於《名醫別錄》，「主陰痿水腫，益氣，充肌膚，明目，久服不飢，

不老輕身」，列之上品；後世本草多有記載，「壯筋骨，助陽氣，補虛勞，助腰膝，益顏色」

（《日華子本草》）；「健脾養腎，補虛勞，明目」（《本草匯言》）；「主陰痿水腫，益

氣充肌明目。久服，不飢不老，輕身。壯筋骨，助陽氣，補虛勞，健腰膝，益顏色」（《本

草綱目》）。

文獻對其功效記載不盡一致，有人對其補益作用持懷疑態度，「楮實，陶隱居、蘇頌、抱朴

子，皆甚言其功，而方書用之為補者，除楊氏還少丹而外，不多見。其他如《外台秘要》用

以敷治身面石疽，《機要》用以治水氣臌脹，《集簡》用以治喉風喉痹，《直指》用以治肝

熱生翳，無非涼瀉軟堅之義。則古本諸說，未可信也」（《本草從新》）。

有人則為楮實子為補腎良藥而少有人用而深感遺憾，「充肌膚，助腰膝，益氣力，補虛勞。

悅顏色輕身，壯筋骨明目⋯⋯赤者頻服，不老不飢，筋力倍增，行及奔馬。並載經注，決無

欺人。

奈何滋補藥中，用之稀少。惜哉 ! 惜哉 !」（《本草蒙筌》）

這個問題，清·劉漢基在《藥性通考》中給出了答案：「楮實子，陰痿能強，水腫可退，充

肌膚，助腰膝，益氣力，補虛勞，悅顏色，壯筋骨，明目。久服滑腸。補陰妙品，益髓神膏。

世人棄而不用者，因久服滑腸之語也。楮實滑腸者，因其潤澤之故，非嫌其下行之速也。防

其滑而以茯苓、薏仁、山藥同施，何懼其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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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文獻，楮實子益腎清肝，利水明目之效為大家共識，同時還是一味抗衰老、延年益壽和美

容佳品。其滑腸之性是醫家避之的原因，有醫家誡之「脾胃虛寒者不宜」（《本草匯言》）。

臨床使用時或配伍乾薑、丁香、茯苓、山藥等溫中健脾之藥，以制其偏；或和補腎陽的藥配伍

使用，以陰陽並補。其實，中藥之偏性即其藥性，若確有腎虛便干，其滑腸之性則正為適宜。

2010 版《中國藥典》記載其性味與歸經為：甘，寒。歸肝、腎經。功能與主治：補腎清肝，明目，

利尿。用於肝腎不足，腰膝酸軟，虛勞骨蒸，頭暈目昏，目生翳膜，水腫脹滿。文獻中伍用楮

實子的方劑也不在少數，如《太平聖惠方》楮實子丸以之配乾薑、牛膝、桂心、附子等，溫腎

壯陽，主下元虛冷憊極；《保命集》有楮實子丸，以之配白丁香、茯苓，治水氣臌脹，潔凈府；

宋《楊氏家藏方》還少丹，以之配伍熟地、山萸、枸杞子、五味、牛膝、杜仲等，是補虛強本

抗衰老的經典方；明《攝生眾妙方》加川斷名「打老兒丸」。眼科著作《銀海精微》之駐景丸，

《原機啟微》加減駐景丸、撥雲退翳丸均取之益腎明目之效。當今市場含有楮實子的中成藥有

還少膠囊、撥雲退翳丸等。

現代臨床報導，楮實子多用於肝病、腎病、不孕不育、老年痴呆、斑禿等疾病的治療，尤其是

在眼科應用廣泛。國醫大師朱良春對楮實子情有獨鍾，他說「如此良藥，且處處有之者，竟爾

廢用，實屬可惜。」認為楮實子為虛勞及老弱之要藥，乃利水而不傷陰之妙品。臨床以楮實子

配庵閭子為主治療肝硬化腹水，前者兼能養陰清肝利水，後者「主五臟瘀血，腹中水氣」，二

者相伍養陰兼有化瘀之功，利水而無傷陰之弊。

構樹除子入藥外，其葉、枝和白汁等均能入藥，葉能涼血、利水，治吐血、衄血、血崩，外傷

出血，水腫，疝氣，痢疾，癬疥；莖能治風疹，目赤腫痛， 小

便不利；皮間白汁能治水腫，外擦可治癬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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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

「確具辨識台灣中草藥能力人員訓練課程」

(第一階段) 招生簡章
課程目的：

1.訓練確具辨識台灣中草藥並有使用能力人員，培訓台灣中草藥教育師資人才。
2.開發台灣臨床有效中草藥，促進台灣精緻農業發展，減低大陸部分中藥材之依賴。
3.招生對象：中、西醫師 藥師，中藥房經營人，及對台灣中草藥應用有興趣人員。

場 次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109年
1月12日

09：30
︱

12：3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1)

1. 鍾錠全老師
2. 顧明津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4：00
︱

17：0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1)

1. 鍾錠全老師
2. 顧明津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09年
2月9日

09：30
︱

12：3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2)

1. 鍾錠全老師
2. 黃碧松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4：00
︱

17：0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2)

1. 鍾錠全老師
2. 黃碧松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09年
3月8日

09：30
︱

12：3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3)

1. 鍾錠全老師
2. 潘銀來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4：00
︱

17：0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3)

1. 鍾錠全老師
2. 賴鎮源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09年
4月12日

09：30
︱

12：3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4)

1. 鍾錠全老師
2. 林姿里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4：00
︱

17：0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4)

1. 鍾錠全老師
2. 林姿里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09年
5月10日

09：30
︱

12：3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5)

1. 鍾錠全老師
2. 鄭愛蓮秘書長臨床用藥心得

14：00
︱

17：00
常用台灣本土藥用植物(5)

1. 鍾錠全老師
2. 翁瑞文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09年
6月14日

09：30
︱

12：30
上山採藥與實務辨識

1. 鍾錠全老師
2. 謝福德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14：00
︱

17：00
上山採藥與實務辨識

1. 鍾錠全老師
2. 謝福德理事長臨床用藥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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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聘講師皆於台灣中草藥臨床應用經驗豐富

之資深醫師與台灣中草藥辨識專家於課堂講

授技不藏私。

分三階段授課，每階段課程36學時，

共計108學時。

每階段(36學時)課程完訓由本會頒發(3級，2級，1級)確具辨識台灣

中草藥能力人員證書。

凡全程參與訓練課程108學時完訓之學員，經評審合格由本會授予

「台灣中草藥師證書」。

 ◎上課場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12號8樓803室 (顧安會館) 

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確具辨識台灣中草藥人員訓練課程
(第一階段) 訓練課程報名表

姓名
身分
證號

醫師
證號

通訊
地址


電話
手機

備註   Email :

費用

報名費：1. 每階段課程 10,000 元。

2. 凡 年12月15 日前報名者學費優惠7,000 元。

劃撥帳號：50206475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

報名電話：02-37651191     傳真：02-3765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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