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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懷念長者 - 鄭歲宗理事長
蔡金川 /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理事長
我在民國 75 年由高雄到台中，進入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開始接物觸中醫領
域，一切懵懂新鮮。學習過程中，除了中醫入門等初學知識外，也開始與中醫界人士的接觸。
最初是學校老師及職員，慢慢的擴及到校外中醫界知名人士，其中早期的認識中鄭歲宗理事
長是最先接觸的一群。
實習的日子裡北上全昌堂，認識了傷科手法與丹膏製作；在早期中醫實習的場域很少，
新六福堂、全昌堂是較完整的場所。每次到台北，便受到內婦兒醫學會前輩們的教導與招待，
深深印烙在內心深處。
出道落腳台中，也多次接受鄭理事長的資訊並加入中醫內科醫學會。深入認識這位積極
多元思路中醫前輩，並領會其慈祥與提攜後進心思。了解由大溪的六福堂演變至台北的新六
福堂中醫診所，之後開創全昌堂中醫醫院，歷任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理事長 (75-81 年 )、台
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84-87 年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理事長 (87-93 年 )、中華民國
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 (91-97 年 )、中華民國中醫癌症醫學會理事長 (98-101 年 ) 及中華
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101-106 年 )。
今年初在農曆年後，許中華理事長帶著我拜訪鄭理事長，而他給我們溫暖的提示期許，
我們將秉持中醫內婦兒醫學會的傳統醫學精神，繼續傳承與發揚。舉辦中醫內科醫學研討
會，加強醫學會間合作，提升中醫學術地位。邀請醫師與學者專家投稿中醫內科醫學雜誌與

一、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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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內科醫學會訊，以符合「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

將實證研究納入臨床課程及繼續教育，邀請專業講師提供優質的教育新知。推動中醫內
患的照護與生活品質，減輕健保醫療負擔，達到三贏的目標。
哲人已遠，典範長存。今提筆撰文，回憶往事，歷歷如初，願鄭理事長在天之靈，保佑
中醫內科醫學會長長久久，永續經營。

理事長蔡金川謹撰

一、理事長的話

科專科照護模式，對特定疾病提供治療及衛教措施，以預防、降低或延緩惡化，進而提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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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群報告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2019 年 11 月第 53 期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小雪後氣溫日夜驟變，提醒各位醫師要早晚要添衣保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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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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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的話：(P,01) 追悼中醫內科創會理事長鄭歲宗醫師追思感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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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務報導：（P.05) 鄭歲宗醫師長子鄭力維追悼父親一生事蹟。
4. 主題文章：(P.05) 感謝本會梅翔提供本期主題文章 --【乾燥症之中醫療法】。
5. 醫案探尋：(P.10) 分享涂華新先生之【中醫經方治療疼痛】之醫案，供同道學習參考！
6. 診斷探微：(P.10) 提供腰椎間盤突出症針刺白虎搖頭手法診斷文稿。
7. 醫藥新知：(P.25) 本期轉載中時報導中醫藥發展法三讀通過 強化健保中醫功能與角色
新訊息。
8. 季節養生：(P.26) 本期轉載當令節氣保健之相關知識，提供會員自己養生及患者衛教。
9. 友會活動：(P.42) 本期轉載全聯會、國內各醫學會或是各縣市公會於未來兩個月國內
外重要之中醫藥會議活動或是重大活動資訊，提供會員同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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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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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編輯群報告

張立德 .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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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喜樂

發行人

蔡金川理事長

總編輯

張立德

圓滿如意

副總編輯 何宗融、施宏昇、陳建宏、陳朝宗、楊斯宇（依筆畫排序）
謹上

二、編輯群報告

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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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務報導

** 鄭歲宗醫師 /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創會理事長 **

悼念我親愛的父親
長子

鄭力維 謹撰

我的父親鄭歲宗醫師，民國 30 年出生於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逝於 108 年 11 月 4 日凌晨，
享壽 79 歲。小時候因衛生狀況不佳，疔、瘡等雜病叢生，曾祖父鄭海自小習醫，利用隨地
可得的草藥為人醫治，常藥到病除，故盛名不脛而走。父親幼年時也親眼目睹曾祖父以中醫
經典醫方治療白內障的方法，是當時高難度的中醫療法，曾祖父更成為當時北部聲名遠播的
名醫之一。
曾祖父辭世後，父親承襲了一本泛黃的線裝書。這本可謂傳家之寶的線裝書，是由曾祖父以
毛筆逐字完成，內容包羅萬象，除了內、婦、兒科的中醫治療方法外，還包括各種傷科療法，
書中有詳繪圖表解說，可說是曾祖父畢生嘔心瀝血的結晶。
曾祖父精通醫術四處行醫，父親幼年便常隨曾祖父出門替人看病，因對其臨診的記憶影響深
遠，且傳承曾祖父傳家之寶的線裝書，從此埋下後來行醫濟世的種子，無形中促使他在服完
兵役後，興起選擇學中醫的想法。
父親投身中醫事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因幼年耳濡目染且家學淵源。遂於民國 63 年間，到文
化大學的中醫典籍班修習相關課程，65 年中醫師檢定及格，迅速於 68 年特考及格，更至中
國醫藥大學研習現代醫學相關課程。開業後，深感臨床之重要，於是邀集幾位中醫同道組織
了「長青讀書會」，每日於下診後互相交流研討臨診處方的經驗與心得，讀書會快速提升了
每位成員處方療效與水準。由於大家志趣一同，相知相識，打破長久以來中醫閉門造車的觀
念，不但造福鄉里社會，也是北部地區成立籌組中醫醫學會的起源，現在這群醫師也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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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開枝散葉，繼續在中醫界努力貢獻。
父親是母親眼中的好丈夫，也是我們兒女心目中的好爸爸，對祖母更是事親至孝，曾獲得模
其獨到的識人術，分別聘請醫術精良中醫師擔任院長與執業醫師，求診者絡繹不絕，故業績
皆能穩定成長，我與弟弟也分別擔任經營管理之職。感謝父親高瞻遠矚，為我們鄭家舖陳可
永久經營的良心志業。
親愛的父親，您可以放下重擔了，此後無病無痛，無掛無礙，安享天上極樂世界。我與家人
們一定會遵循您的教導，用心經營診所，孝順母親，孝育子女，為鄭家開枝展葉。臨別依依，
父恩浩蕩，不勝懷念，一路好走。

三、會務報導

範父親匾額一方。父親以企業方式經營中醫院所，在北部地區設立數家中醫醫院及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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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翔 / 時代中醫診所

【概述】
乾燥症候群又稱口眼乾燥關節炎或斯佐格林症候群 (Sjögren’s Syndrome, 簡稱 SS)，是一
種原因未明的罕見疾患，與自身免疫反應有關，主要侵犯唾液腺和淚腺，臨床表現以乾燥性
角膜結膜炎、口腔乾燥為主。

【流行病學】
本病見於 40 歲以上婦女，確診時年齡在 17~75 歲之間，女性發病率高達 90%，男女比例為
1：9。由於本病與結締組織疾病、淋巴瘤和異常蛋白血症關係密切，近年來已逐步引起廣泛
注意。

【診斷要點】
一、辨證要點
患者有眼內異物感、燒灼感、眼癢、眼乾、眼瞼沈重感，眼前幕狀遮蔽感覺或有眼痛、
畏光，均由淚腺病變和淚液分泌減少所產生的乾燥性角膜結膜炎所致。唾液減少，吞嚥乾的
食物有困難，需要飲水幫助，味覺減退，舌及口角碎裂疼痛，少數可因咽乾和食道乾燥而引
起吞嚥困難，部份患者伴關節疼痛，以膝和肘關節多見。
二、實驗室檢查
1. 一般血液學檢查：患者有輕度貧血和白細胞減少，嗜酸粒細胞和淋巴細胞百分比升高，
血小板亦減少。
2. 血清蛋白：多數患者蛋白減低、球蛋白增高。球蛋白增高為多株峰型，主要在 γ 球
白部分，亦有 α2 或 β 球蛋白增高。
3. 唾液蛋白質：患者唾液中 IgG 與 IgM 水平增高，以及 β2 微球蛋白 (β2M) 濃度較血
清中高。

四、主題文章

乾燥症候群的中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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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身抗體：本病最常的自身抗體為類風濕因子，多數為 IgM，抗核抗體陽性率為
17.4%~68%，本病抗核抗體是免疫熒光核染色類型多為混合型。常見的核染色類型有
5. 血清補體。SS 患者血清補體水平正常，但併發血管炎時可發生重度低補體血症，合
併 RA 增高。
6.Schirmer 氏淚液分泌試驗陽性。
三、病因病機
中醫的燥症有外燥、內燥之分，本病是屬於內燥的範疇。其病因多由陰虛體質，或熱
盛津傷，或汗、吐、下後傷亡津液，或失血過多，或久病精血內奪，燥盛不已，蘊釀成毒，
煎灼津液，其燥益甚。兼有關節痹痛者，往往氣陰不足，血瘀絡脈痹阻。

【治療方法】
一、辨證論治
1. 肝腎陰虛型
證候：眼內常有異物感，或灼或癢或痛，尤其以眼睛乾澀為多，少淚或無淚，目紅，目
珠頻繁眨動，舌紅少苔，脈沈細澀或數。
治法：養肝滋腎、潤燥明目。
方藥：杞菊地黃丸加減。方中熟地、山萸肉、枸杞子滋補肝腎，丹皮、澤瀉、菊花、清
肝明目，淮山藥、茯苓補脾腎，也可加味石斛、何首烏益腎明目。
2. 益氣潤燥型
證候：常見口腔乾燥、氣短乏力，納差腹脹，肢體酸軟，便溏或乾結，或有低熱，嗅覺
欠敏，易於外感，苔淨質胖嫩，脈浮虛大重按無力。
治法：兩益氣陰。
方藥：生脈飲加味。方中人參補氣生津，麥冬養陰清熱，五味子益氣生津，可適當加黃耆、

四、主題文章

均質型、斑點型、核仁型。周邊型極少見，均質型最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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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參等。
3. 腎陽虛衰型
證候：常有形瘦膚乾肌削，眼眶黧黑，關節疼痛固定，舌紫暗少津，舌下絡脈粗長紫暗，
治法：活血通絡。
方藥：桃紅四物湯、血府逐瘀湯加減。

【原方組成】
1. 杞菊地黃丸《醫級》茯苓、山藥、菊花、澤瀉、熟地、山茱萸、枸杞、牡丹皮
2. 生脈飲《內外傷辨》人參、麥門冬、五味子
3. 桃紅四物湯《醫宗金鑑》桃仁、紅花、當歸、川芎、白芍、熟地
4. 血府逐瘀湯《醫林改錯》當歸、桃仁、柴胡、紅花、牛膝、桔梗、甘草、川芎、生地黃、
赤芍

【參考文獻】
1. 陳貴廷．楊思樹主編，《實用中西醫結合診斷治療學》，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北京市，
1998 年。
2. 陳可冀主編，《實用中西醫結合內科學》，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
北京市，1998 年。
3. 林求誠主編，《中西醫結合診療手冊》，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福州，1989 年。
4. 秦萬章主編，《皮膚病研究》，知音出版社，台北市，1995 年。
5.《中西醫實用內科》，啟業書局，台北市，1980 年。
6. 游士勳．張錦清編著，《實用中醫方劑學》，志遠書局，1999 年。

四、主題文章

脈沈短小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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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頸背疼痛
涂華新先生醫案：徐某，女，76 歲，2015 年 5 月 15 日來診。自訴苦於頸背部疼痛久矣，
近來項背強痛加重，伴嗜睡，夜眠汗多，輕微咳嗽，飲食、二便尚可。查：舌淡紅，苔薄白，
舌尖部有散在瘀點，脈沉遲略細。辨：考慮雖有項背強之桂枝湯類方適應證，但脈沉遲細提
示還須兼顧少陰之裡。
處以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合真武湯：
制附片 30 克 桂枝 45 克 白芍 45 克 龍骨 45 克 牡蠣 45 克 炙甘草 30 克 茯苓 45 克 白朮
30 克 生薑 45 克（切片）大棗 12 枚（撕開）
5 劑後見本人，告知藥後已無不適。

二：肩痛手麻
塗華新先生醫案：葛某，唐河縣人，男，50 歲，2015 年 2 月 2 日來診。左肩部疼痛、
左手麻木已數年，汗出偏多。二便可，眠納可，舌淡紅，苔略膩，脈弦細。處以桂枝湯合真
武湯：
制附片 30 克 桂枝 45 克 白芍 45 克 炙甘草 30 克 茯苓 45 克 白朮 30 克 生薑 45 克（切）
大棗 12 枚（撕）
七劑。2 月 11 日複診，左肩痛、左手麻木均有明顯減輕，汗出多亦減。效不更方，上
方七劑。2 月 25 日複診，諸證均除。原方七劑，以資鞏固。

五、醫案探尋

中醫經方治療疼痛
醫案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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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肢節煩痛

中午 12：30 突然開始劇烈疼痛，至下午 1：30 後開始逐漸停止，初時尚能以止痛藥忍受一時，
近數日服止痛藥而疼痛仍不能停止。其淒慘哀嚎之聲、躁動不安之狀徹於門診內外。處以柴
胡桂枝湯加制附片（桂枝改肉桂）：
制附片 15 克 柴胡 60 克 制半夏 20 克 黨參 20 克 黃芩 20 克 炙甘草 20 克 肉桂 20 克 白
芍 20 克 生薑 20 克（切片）大棗 6 枚（撕開）
三劑，囑停服其他藥物。2 月 9 日來診，患者自訴僅昨天（8 日）未發生疼痛，其餘時
間仍發作疼痛難忍。查舌淡紅，苔薄白，脈遲緩。調整處方柴胡桂枝湯加制附片：
制附片 15 克 柴胡 60 克 制半夏 20 克 黃芩 20 克 黨參 20 克 炙甘草 20 克 桂枝 20 克 白
芍 20 克 生薑 20 克（切片）大棗 6 枚（撕開）
三劑。2 月 11 日三診，雙肘內側疼痛基本未再發生，僅偶爾有發作，但疼痛輕微，斷
續發生。以上方五劑後，疼痛未再發生，停藥。

四：腰痛、下肢冷涼
塗華新先生：塗某，唐河縣城關鎮人，男，50 歲。2014 年 11 月 17 日來診。自述腰痛，
晨起加重 ，腰及下肢冷涼，手腳關節活動微覺不利，飲食睡眠二便無異常，舌淡紅，苔略
白膩，脈沉緩。
處以桂枝湯合真武湯：

五、醫案探尋

塗華新先生醫案：趙某，女，67 歲，2015 年 2 月 5 日來診。雙肘內側疼痛月餘，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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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附片 30 克 桂枝 45 克 生白芍 45 克 炙甘草 30 克 茯苓 45 克 生白朮 30 克 生薑 45 克（切片）
大棗 12 枚（撕開）

覺腰困沉。值得一提的是病人述若一付藥分兩天服則療效較差。囑病人服金匱腎氣丸善後，
禁服綠豆類製品。
五：三叉神經痛
塗華新先生醫案：石某，女，52 歲，2012 年 12 月 17 日。右側三叉神經痛數日，經治
療服某藥後，變作疼痛麻木，自述服某藥尚且無效，不知中醫能治此重症否。體胖壯實，舌
苔黃厚而膩，脈沉弦滑。處方以大黃附子湯：
制附片 30 克 生大黃 45 克 細辛 30 克
二劑。12 月 19 日複診述，二劑藥後已經不再疼痛，再進原方二劑。後數日特來告知，
服完藥後因門診人多不願久等，遂憑記憶到院外藥店又抓二劑藥，且三味藥全部記成 45 克，
從初次來診前後共六劑，自覺數十年間，這幾天最為舒服輕鬆。2014 年 12 月 5 日從患者鄰
居口中得知，近兩年間此三叉神經痛患者疼痛從未復發。

六：腰椎間盤突出
周東升醫案：餘某，四川人，男，50 歲，2015 年 1 月 22 日來診，自訴左小腿靜脈曲張
五年餘，全身皮膚瘙癢一年餘，腰椎間盤突出一月餘，腰及左下肢疼痛，麻木冰冷，左小腿

五、醫案探尋

五劑。病人自述第一劑服完冷涼感大減 ，盡劑後一切症狀均消除，唯有長時間勞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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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痛。查：全身皮膚抓痕累累，血痂重重，左小腿浮腫，舌胖大，苔白厚膩，脈沉緊，舌下
靜脈怒張。處方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合麻黃細辛附子湯：

克 磁石 20 克 生大黃 20 克 大棗六枚（撕）生薑 20 克（切）麻黃 30 克 制附片 50 克 細辛 30
克
五劑。二診，五劑藥後體重下降 6 斤，皮膚瘙癢消失，但留有痕跡，腰痛消失，左下肢
疼痛消失，已不冰冷，左小腿浮腫明顯改善，稍有麻木。調整處方柴胡加龍骨牡蠣東加制附
片：
柴胡 60 克 制半夏 60 克 黨參 20 克 黃芩 20 克 肉桂 20 克 茯苓 20 克 龍骨 20 克 牡蠣 20
克 磁石 20 克 生大黃 20 克 大棗六枚（撕）生薑 20 克（切） 制附片 30
十劑（每日一劑 水煎服）。年後患者專程來報喜，十劑藥服完後，三大疾病皆癒。

七：踝關節疼痛
薛晶醫案：王某，男，76 歲，2015 年 10 月 17 日來診。左踝關節雞啄樣疼痛 20 餘天，
局部無紅腫，無麻木，雙下肢無浮腫，但走路時自覺沉重。胃納一般，睡眠一般，夢多，頭
腦有時自覺不清爽、沉重，伴胸悶不舒，二便可，舌紅，苔稍厚膩，脈沉。處方以柴胡加龍
骨牡蠣東加味：
制附片 15g 柴胡 60g 黨參 20g 肉桂 20g 茯苓 20g 黃芩 20g 龍骨 20g 牡蠣 20g 磁石 20g
生大黃 15g 制半夏 60g 生薑 25g（切片）大棗 6 枚（撕開）

五、醫案探尋

柴胡 60 克 制半夏 60 克 黨參 20 克 黃芩 20 克 肉桂 20 克 茯苓 20 克 龍骨 20 克 牡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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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劑。10 月 30 日複診，因外出學習剛回來，病人來複診，很開心地告訴我服藥兩劑後，
踝關節雞啄樣疼痛消失，雙腳有力；五劑後胸悶及頭沉、夢多的症狀已全無。又開原方五劑
以鞏固。

劉世尊醫案：張某，女，64 歲，2015 年 6 月 22 日來診。左膝關節無明顯誘因出現疼痛
半月餘，下樓梯更甚，睡臥疼痛減輕，平素四肢怕冷，伴有腰酸痛；舌質淡紅，苔白，邊有
齒痕，脈沉。處方補腎合劑加味：
制附片 30 克
懷牛膝 60 克

茯苓 45 克

生龍骨 45 克

白朮 30 克

牡蠣 45 克

赤芍 45 克

生薑 45 克（切）

肉桂 30 克

菟絲子 30 克

七劑，忌綠豆及製品，酸冷辛辣食物。後其家屬患病在我處就診，訴七劑藥服完，膝關
節完全不疼。

九：重症腰突
張樹偉醫案：王某，女，52 歲，2015 年 8 月 9 日來診。重症椎間盤突出，右下肢疼，
不能趴著睡，不能仰臥睡，只能側身睡，整晚上疼的不能入睡，已經一個月了。患者語音低
微，看起來非常虛。舌苔厚膩，口乾，大便不利，納差，脈浮大有力。本來想扎針會有效，
但是患者在很多醫院裡紮了很多次，針刀、銀質針、神經阻滯都做了，身體極度虛弱，所以，
只能考慮用中藥了。因患者口乾，脈浮大，舌苔厚膩，便乾，考慮大柴胡湯證（傷寒十餘日，
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處以大柴胡湯合桂枝茯苓湯：
柴胡 120 克 黃芩 45 克 白芍 45 克 半夏 60 克 枳實 60 克 大黃 30 克 桂枝 20 克 茯苓 20

五、醫案探尋

八：膝關節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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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丹皮 20 克 桃仁 20 克 生薑 75g 幹棗 12 枚
三劑。三天后複診，自己走進診所，滿臉堆笑，疼痛去了十之七八，要求再給幾劑，於
劑補腎合劑予以鞏固。家屬特來感謝，患者已痊癒。

十：腎虛腰痛
羅澤武醫案：顏某，男，39 歲，2015 年 3 月 24 日來診，自訴腰部酸痛半年餘，久坐和
睡久較甚，易疲倦，餘無不適。查體型中等，舌淡苔白，邊有齒痕，脈沉弦澀。診斷為腎虛
腰痛，處方以補腎合劑：
制附片 30 克 茯苓 45 克 白芍 45 克 白朮 45 克 生薑 45 克 菟絲子 30 克 肉桂 30 克 生龍
骨 45 克 生牡蠣 45 克 牛膝 60 克
五劑後特來告知，上述症狀全部消失。患者要求再開十劑繼續調理。

十一：膝關節疼痛
羅澤武醫案：呂某，女，60 歲，2015 年 4 月 17 日來診。自訴左膝關節無明顯誘因出現
疼痛半月餘，上下樓梯更甚，睡臥疼痛減輕，平素四肢怕冷，伴有腰酸痛。查：舌質淡紅，
苔白，脈沉澀。處以真武湯加味：
制附片 30 克 茯苓 45 克 白朮 30 克 赤芍 30 克 生薑 45 克（切） 石斛 30 克 丹參 30 克
白芍 30 克 牛膝 60 克 炙甘草 15 克

五、醫案探尋

是，處方不變，大柴胡湯一般量加上桂枝茯苓湯三劑。 三天后來複診，基本痊癒。又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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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劑。後其孫子患病來我處就診，訴七劑藥服完，膝關節完全不疼了。

陳阿亮醫案：許某，搬運工，男，28 歲，2013 年 9 月來診。患者長期搬運工作，始覺腰酸，
背後疼痛，可連及髖和大小腿均麻、痛，已經有一年餘。曾在某醫院拍片報告第五腰椎骨質
增生，診斷為“骨質增生性坐骨神經痛”。曾服用消炎，活血，止痛等藥物治療效果不佳。
而來我診所求治，檢查小腿外側有壓痛，雙腿抬高試驗陽性（抬高 45 度）伸腿壓膝時麻木
疼痛並放射到小趾麻木，走路受限。脈沉緊，舌苔白膩，質暗紅。考慮久病寒濕內盛，腎氣
不足。處方以補腎合劑加減：
制附片 15g
骨 45g

茯苓 45g

生白朮 30g

生薑 45g

白芍 45g

肉桂 30g

菟絲子 30g

龍

牡蠣 45g

七劑。二診時自覺疼痛減輕，可以忍受，抬腿伸直仍有麻木感。繼服上方七劑後來複診，
疼痛大減，可以走路、抬腿，足趾麻木已基本消失。繼續服用上方，十四劑後症狀基本消除，
因病人路程較遠，又主動要求再服十四劑。症狀全部消除後，為了感謝幫其解除了一年多的
痛苦，特送來錦旗一面。

十三：陰雨天腰背痛
祝俊波醫案： 女，43 歲，2015 年 6 月 8 日來診。體略胖，面色黯黃，上眼瞼微腫，腹
大充實，皮膚粗糙。訴陰雨天苦背沉乏力五年。脈弦滑，舌淡紅，苔白膩。處方以大青龍湯：

五、醫案探尋

十二：坐骨神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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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黃 30g 桂枝 10g 甘草 10g 杏仁 20g 生薑 15g 石膏 30g 大棗 6 個（撕）

十四：腰痛
韓冰醫案：丁某，32 歲，男，2015 年 11 月 3 日來診。腰痛二年，急性加重一周，4 字
試驗陽性，直腿試驗陽性，懷疑為腰突症。病人面黑體壯，脈弦沉，苔淡白。針刺腰 3-4、
4-5、腰 5- 骶 1、骶 1-2 及華佗夾脊穴。第二日病人腰痛加重，臥床不起，以腰無力、腰痛
為主。處方以小青龍湯加味：
制附片 30g 生麻黃 45g 芍藥 45g 細辛 45g 乾薑 45g 炙甘草 45g 桂枝 45g 五味子 45g 水
半夏 45g
一劑，囑下午 5 點以後不得服藥，以防麻黃興奮令病人不得睡眠。小青龍湯主治水飲，
病人因針刺產生腰痛加重、臥床不起症狀，是因為腰肌產生水腫後導致的，可惜第三天病人
反應服藥無效。好在病人對我非常信任，於是又開藥柴胡加龍骨牡蠣東加味：
制附片 30g 柴胡 120g 肉桂 40g 茯苓 40g 明參 40g 生黃芩 40g 龍骨 60g 牡蠣 60g 磁石
60g 水半夏 100g 生大黃 35g（另包） 生薑 55g 乾棗 12 個（撕） 牛膝 60g
一劑。服藥後，病人症狀大減，效不更方，原方五劑。月餘後病人專程來感謝，說一月
來沒有再腰痛過。我建議其做檢查，病人說若再犯病即做。

十五：心口痛

五、醫案探尋

五付癒。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53 期

18

劉立平醫案：李某，女，69 歲，2015 年 10 月 28 日來診。心痛一個多月，在兩家市級
醫院檢查：二尖瓣關閉不全。兩家醫院都要求病人做手術，沒有藥物可治。10 月 28 號來診，
訴稍動即胸口痛甚，有時不動也痛，頭汗，齊頸而還。雙下肢水腫二十年，心悸，眠差，心

柴胡 60 克 桂枝 25 克 乾薑 15 克 天花粉 30 克 黃芩 25 克 牡蠣 15 克 炙甘草 15 克
上方服十四劑後來診，諸症好轉，但活動幅度大時胸口還稍疼，原方加栝蔞實、薤白：
柴胡 60 克 桂枝 25 克 乾薑 15 克 天花粉 30 克 黃芩 25 克 牡蠣 15 克 炙甘草 15 克 栝蔞
實 30g 薤白 30g
十七劑。11 月 29 日來複診，胸痛消失，共服 31 劑。

十六：頭痛
劉德勝醫案：李某，南安梅山人，女，27 歲，2014 年 10 月來診。頭痛，項背強，怕冷，
小便夜頻，睡眠差時上述症狀加重，病情已持續數月，淡紅舌，薄白苔，脈沉遲。處以葛根
湯合真武湯：
制附片 30 克 葛根 60 克 麻黃 45 克 桂枝 30 克 炙甘草 30 克 白芍 30 克 茯苓 45 克 白朮
30 克 生薑 45 克（切片）大棗 12 枚（撕開）
五劑後，小便夜頻消失，他症均減。再診時以原方七劑，服藥後頭痛，項背強，怕冷諸
證均除。

五、醫案探尋

煩，納可，大便可，脈沉細。處方以柴胡桂枝乾薑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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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臨床常見病與多發病，近年來筆者針灸并用，針刺以白虎搖頭手法
治療該病 31 例，現報道如下：1 臨床資料 31 例患者皆為門診病例，其中男 19 例，
女 12 例；年齡最小 19 歲，最大 56 歲；病程最短 5 d，最長 7 a，所有患者均經 CT
檢查而確診。L4 ～ 5 突出癥 10 例，L5 ～ S1 突出癥 9 例，L3 ～ 4 突出癥 7 例，同
時有 2 處以上突出者 5 例。31 例椎間盤均向后突出 , 其中單側型 26 例，雙側型 3 例，
中央型 2 例。

症狀
腰椎間盤突出症又稱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症。其本是指組成椎間盤的髓核脫出或突出，
壓迫了神經和脊髓而出現的一系列臨床症狀。 本病易發於 20 〜 40 歲之間，臨床以 L4 〜 5
和 L5 〜 S1 之間的椎間盤最易發生病變。
( 一）發病原因
本病屬“腰痛”的範疇。是由於腰部閃挫或外傷，局部氣血瘀滯；或勞力汗出之後，衣著
濕冷風寒，或冒雨涉水，或久居寒冷濕地，寒濕之邪內侵，經絡受阻，氣血運行不暢而致
腰痛。另 外，腎虛是本病發生的內在因素，腰為腎之府，乃腎精氣所溉之域。《證治準繩》
中言：“腰痛有風，有濕， 有寒、有熱、有閃挫、有瘀血，有滯氣，有痰積，皆標也，腎
虛其本也”。
腰椎間盤纖維環在後外側較為薄弱，後縱韌帶在脊柱的全長中都無間斷，但自第 1 腰
椎平面以下，後縱韌帶漸漸變窄，至第 5 腰椎和第 1 骶椎間，寬度只等於原來的一半，腰
骶部是承受動、靜力最大的部分，故後縱韌帶的變窄，造成了自然性結構方面的弱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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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間盤突出症針刺白虎搖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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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易向後方兩側突出。
發生本病的原因有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內因是椎間盤本身退行性變或椎間盤有發育
上的缺陷；外因則有損傷、勞損以及受寒著涼等。椎間盤缺乏血液的供給，修復能力較弱，
和扭轉作用，因此容易發生萎縮、彈性減弱等退行性變化，這是本病發生的主要因素。
(1) 外傷：外傷是引起纖維環破裂的主要原因，特別是積累勞損。由於腰椎排列呈生理
前凸，椎間盤後薄前厚，當人們在向前彎腰時，髓核就向後方移動，由於受到體重、肌 肉
和韌帶等張力的影響，髓核產生強大的反抗性彈力，這力量與負重的壓力大小成正比，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椎間盤纖維環本身已有缺陷，反抗性彈力到一定程度就會使髓核衝破 纖
維環而向側後方膨出或突出，而引起神經根、馬尾或脊髓的壓迫症狀。
成年人在 20 〜 30 歲間，纖維環開始變性，彈性減小，應力加於這些變性或彈力減退
的纖維環，如果腰部扭傷，極易造成纖維環的破裂。這個年齡段中髓核尚能保持膠質狀態
和膨大，因此髓核必被擠於裂隙之間，以致影響裂隙的癒合，此時即使裂隙較小，髓核一
時未突破纖維環，但因裂隙繼續存在，日後也可能在不斷的活動和擠壓中有所發展。若扭
傷所造成纖維環的裂縫較大，突出的髓核即可引起急性的坐骨神經痛。在 30 〜 40 歲之間，
若髓核內纖維組織增多，但尚未引起椎間盤的變窄，則髓核對於變性的抗力，反而變得較
半液狀時期為大，髓核突出的可能性相對變得較小，故髓核的變性，從某些方面來看，是
機體的一種保護功能。到了 40 〜 50 歲以後，若髓核、纖維環和軟骨板的變性都很明顯，
椎間盤萎縮彎化廣泛，那麼受到損傷後，破裂和突出多是細小的，故不易引起典型的坐骨
神經痛。除非破裂的纖維環被擠於椎管內，否則不會引起急性症狀，若髓變性已至晚期，
而纖維環尚保持完整，則椎間隙有顯著變窄，以致椎體邊緣有骨刺或唇形變發生。
軟骨板構成椎間盤的上下壁，有半滲透膜的作用。經過軟骨板所交換的液體，可維持
纖維環和髓核的營養。故軟骨板受到損害後，可對纖維環和髓核造成不良影響。這些影響
是：在軟骨板的損傷處，纖維環因失去附著點而變弱，若髓核的嘭脹正常，則變弱的纖維
環便不能抵禦其膨脹力，因而容易發生突出，液體的交換減少，促進了纖維環和髓核的纖
維變性和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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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日常生活和勞動中，由於負重和脊柱運動，椎間盤經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擠壓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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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間盤在彎腰活動和受壓中可以變形，這時椎間盤可暫時降低其吸水能力，直至壓力解
除後，變形和吸水能力才能恢復。若積累勞損，髓核長時期不能得到正常充盈，則纖維環
破裂。
(2) 受寒：不少腰椎間盤突出患者，無外傷史及勞損史，只有受寒著涼。其原因可能是
椎間盤有發育上的缺陷，受寒後使腰背肌肉痙攣和小血管收縮，影響了局部的血液循環，
進而導致椎間盤的營養不足；同時肌肉的緊張痙攣，對增加對椎間盤的壓力，特別是對已
有變性的椎間盤，可造成更進一步的損害，致使髓核突出。
( 二）腰椎間盤突出的類型
(1) 根據髓核突出的方向分型可分為 3 種類型：
①向後突出：一般所稱的椎間盤突出皆屬此類型。因向後方突出的髓核可壓迫神經根，
產生明顯的 症狀，故為三類中最重要者。
②向前突出：不能引起特殊症狀，故無實際臨床意義。
③向椎體內突出：是髓核向軟骨板內突出，突出物壓人椎骨的鬆質骨，形成杯狀缺口，
經時較久後，缺口邊緣可以硬化，多發於青年期。
(2) 根據突出部位分型 向後突出者，根據其突出的部位可分為三型：
①單側型：臨床最為多見，髓核突出和神經根受壓只限於一側。
②雙側型：髓核向後縱韌帶兩側突出，兩側下肢皆有坐骨神經痛，但往往是一先一後。
當一側症狀出現時，另一側的症狀多已減輕或消失，似有交替現象。兩側症狀同時 存在
時，多是一輕一重，或最後一側症狀消失，一側存留。此種類型在臨床上較少見。
③中央型：椎間盤自後中部突出。若突出物較小，在突出平面既不能壓迫左側神經根，
也不能壓迫 ： 右側神經根，而受壓的是馬尾神經。 因此無論突出平面為 L3 〜 L4、L4
〜 L5 或 L5 〜 S1，受壓者為 3、4、5 骶神經，所產生的症狀多為鞍區麻痺和和大小便
功能障礙。除非突出很大，一般不會引起雙側的典型坐骨神經痛。與馬尾腫瘤的鑒別是
症狀出現快，在休息時症狀可有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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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髓核突出程度分型可分為三型：
①幼弱型（隱藏型 )：為纖維環不完全破裂，環自內向外形成裂縫，但裂縫不大，外
裂縫大，推間隙的壓力高，則突出物膨出就大；反之，’環內壁裂縫小，椎間隙的壓力低，
外界阻力大，則突出物必縮小或消失。所以其症狀有時輕時重、時好時壞的特點，這是
突出物大小變化帶來的臨床表現。
②成熟型（破裂型 )：即纖維環完全破裂，髓核從破裂纖維的斷處，自椎間隙向外膨出。
有的突出物上被以薄膜，從而與附近組織隔開，不致發生粘連；有的外無被膜，其突出的
斷端可能與附近組織發生粘連；也有的突出物與破裂纖維環的斷端以蒂相連，游離於椎管
內，造成對神經根壓迫位置的改變，以致發生脊柱腳彎忽左忽右的變換。有時破裂的纖維
環組織和髓核大塊突出，可壓迫馬尾神經，表現為中央型突出的症狀。
③移行型（突出型）：介於幼弱 與成熟型之間，纖維環接近完全破裂，髓核膨出也比
較大，可轉變為成熟完全突出或縮回椎間隙而消失。
( 三）症狀表現
(1) 腰部疼痛：多數患者有數周或數月的腰痛史，或有反覆腰痛發作史。腰痛程度輕重
不一，嚴重者可影響翻身和坐立，一般休息後症狀減輕，當咳嗽、噴嚏或大便用力時，均
可使疼痛加劇。另外，腰部活動在各方面均受影響，尤其以後伸障礙最為明顯，少數患者
在前 屈時明顯受限。
(2) 下肢放射痛：凡 L4 〜 L 5 或 L5 —S1 椎間盤突出者，一側下肢坐骨神經區域放射痛，
是本病的主要症狀，常在腰痛消失或減輕時出現。 疼痛由臀部開始，逐漸放射至大腿後側、
小腿外側，有的可發展到足背外側、足跟或足掌，影響站立和行走。如果突出部在中央，
則有馬尾神經症狀；雙側突出則放射可能為雙側性或交替性。若 L i ~L 2 或 L 2 ~L 3 椎間盤
突出者，則一側下肢可出現股神經和閉孔神經放射性疼痛感覺。
(3) 脊柱側彎：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腰脊柱側彎，側凸的方向可以表明突出物的位置
和神經根的關係。突出位於神經根的腋部，即神經根與馬尾成角處，脊柱為了使神經根躲
開突出物，乃凸向健側，反之，若突出物位於神經根的上方，則脊柱凸向患側，以避開突
出物對神經根的壓迫。較外側的突出，可以壓迫由同一平面所發出的神經根； 而較內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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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則可累及由下 1 或 2 椎節所發出的神經根。例如：L5~S1 椎間盤的外側突出可以
累及 :L5 神經根，較內側的突出可累及 S1 神經根，而一個後外側的較大突出可使 L5 和 S1
(4) 主觀麻木感：病程較久者，常有主觀麻木感，多局限於小腿後外側、足背、足跟或足掌，
中央型 髓核突出可發生鞍區麻痹。
(5) 患肢溫度下降：許多患者感覺患肢發涼，客觀檢査患肢溫度較健側降低，有的足背動
脈搏動也較弱，是由於交感神經受刺激所致， 須與栓塞性動脈炎相鑒別。
(6) 觸診檢查：可發現腰椎生理 曲度減小或消失，甚至腰脊柱後弓。 在 L4-5 或 L5-S1 之
間的棘突旁壓痛明顯，用力按壓時可引起放射性疼痛加劇，在居髎、環跳、委中、陽陵泉、
絕骨等穴處也有不同程度的壓痛。
(7) 特殊檢查：中直腿抬高試驗、加強試驗、屈頸試驗、下肢後伸試驗等均為陽性。腹壓
增高則腰痛加劇， 且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姆趾背伸或踱屈力減弱，突出的椎間盤壓迫 L3
或 L4 的伸經根，引起同側膝腱反射減弱或消失，S1 神經根受壓，則跟腱反射減弱或消失。
早期患側小腿後外側及足背外側的痛覺過敏，稍後為減退。感覺減退在小腿上外側及姆趾
根部，為 L5 神經根受壓；外踝及足背外側感覺減退，為 S1 神經根受壓。
(8)X 線檢查：可以排除其他疾病，如結核、腫瘤、骨折等，並可發現本病的症狀，如椎
間隙變窄、生理前凸減小或消失、骨質增生等。
( 四）治療方法
(1) 取穴
①背腰部：腎俞、三焦俞、命門、腰陽關、氣海俞、大腸俞、關 元俞、小腸俞、八髎、
胞盲、秩邊、志室、夾脊、阿是穴。
②下肢部：居髎、環跳、承扶、殷門、委中、承山、陽陵泉、三陰交、. 昆侖、太溪、湧泉。
(2) 手法
①脊柱軟組織手法：按法、揉法、滾法、推法、擦法、拍法。
②脊柱正骨手法：操作過程①術者用拇指或示、中二指依次點按患者背腰、下肢的穴位，
每穴約 1 分鐘。拇指點按腰陽關穴，雙手拇指點按腰眼穴，拇指點按環跳穴。②患者仰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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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者用搖腿揉腰法或按法放鬆其腰部、臀部及大腿的肌肉，時間為 10 〜 15 分鐘。術者
用肘尖或拇指彈撥和點按腰部肌肉的結節和壓痛點，時間為 5~10 分鐘，力量以患者能夠耐
受為度。術者用掌根橫向推擦患者腰骶部和膕窩（委中），以透熱為度；術者在命門穴區
〜 10 分鐘。③腰椎正骨手法：•俯臥後伸扳法。屈腿搖轉拉伸法：患者仰臥，雙腿屈起，
術者雙手掌按在患者雙膝上，左右搖晃下肢，帶動腰椎關節搖轉；術者雙前臂相抱在患者
雙膝上，以患者雙腳為支點，向前下方向用力，將患者腰臀抬起並向前拉伸。
•屈膝按壓牽抖法：患者仰卧，術者持其一側下肢屈膝屈髋，並向前下方用力推按，反
覆按壓幾次後，向前快速拉伸（牽抖力）患者下肢。
(4) 輔助療法
①灸法：患者俯卧，術者持艾條懸灸其腰骶部命門、腎俞、腰陽關，八髎、. 委中、承
山等穴區，時間各为 5 〜 10 分鐘，腰部時間可稍長，加用雀啄灸。或在患者命門、腰陽關
等穴施用艾炷灸，壯數為 20 〜 40 壯。
②拔罐：患者俯卧，術者用閃火法在其腰部、骶部、臀部、膕窝等處拔火罐 6 〜 12 個，
時間為 15~20 分鐘。
③刮痧：患俯卧，術者在其腰骶部和腦窩處刮痧，力量可稍重。
④熱療：患者俯卧，於其腰部用 红 外線治療儀照射，時間為 15~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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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2019/12/06 中時報導
為促進中醫藥發展，立法院今三讀通過《中醫藥發展法》，除強化中醫藥於全民健康照護功
能及角色，提升中醫醫療資源及品質，發展中西醫合作與具中醫特色之醫療照護及服務。同
時，政府也將發展、輔導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完善中藥品質管理規範，加強中藥上市後
監測，並輔導中藥產業開拓國際市場。
行政院於上月通過《中醫藥發展法》草案後，今進一步在立法院完成三讀。新法明定，政府
應保障並充實中醫藥發展所需經費；中央主機關應定期訂定中醫藥發展計畫，並遴聘中醫藥
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代表召開會議，諮詢中醫藥發展政策。
同時，政府應強化中醫藥於全民健康照護之功能及角色，提升中醫醫療資源可近性及醫療品
質，發展中西醫合作與具中醫特色之醫療照護及服務；也應發展及輔導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
植，完善中藥品質管理規範，加強中藥上市後監測，並輔導中藥產業開拓國際市場。
此外，未來政府應推廣與輔導保存具中醫藥特色的知識及傳統技藝，建置國家中醫藥知識
庫，整合產官學之研究資源，以發展中醫藥實證醫學。

黃怡超部長感言 :
“中醫藥發展法“今天（12/6 日）在立法院完成三讀立法，這是臺灣人民之福，中醫藥界
走上“正常發展”的康莊大道的重要里程碑。這是經二年多的研究計劃耕耘，大大感謝衞生
福利部陳時中部長一路來的加持玉成。也非常感谢計劃主持人施純全教授團隊之辛勤努力，
與中醫師全聯會二任理事長 - 陳旺全、柯富揚之鼓吹遊說，向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等重
要決策溝通說明，包括衞環委員會邱泰源召委、行政院林萬億政委，以及重要公會包括藥師
公會，尋求支持，化解阻力，因緣聚足，打出漂亮全壘打，為中醫界按讚，緣此更能造福眾
生。中醫藥司同仁能參與此歷史創舉，學習成長，是莫大福緣。感恩眾多貴人，天佑臺灣！

七、醫療新知

中醫藥發展法三讀通過 強化健保中醫功能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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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季節養生

冬季頭皮理療
頭皮 / 皮膚的組成與分類
頭皮通常被分爲 5 層。
第一層：供頭髮生長的皮膚（skin），布滿血管。
第二層：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位於皮膚之下，由脂肪和纖維組織組成。
第三層：腱膜（aponeurosis，或帽狀腱膜）是第三層。它十分堅韌的並布滿密集的纖維組織，
前至額肌，後至枕肌。
第四層：The loose areolar connective tissue layer 分隔開表面三層和底下的顱骨膜。在頭
皮 移除時，頭皮就在這一層被撕下。此層也提供了一個執行顱面手術和神經外科手
術的平面，也有時候被稱爲「危險區」，因爲感染物質可以輕易地通過這一層蔓延
到導靜脈，再進入顱骨。此層內的鬆弛疏松結締組織由隨機 1 型膠原束、3 型膠原
組成，並且多血管、多孔，氨基葡聚糖（GAGs）也十分豐富，組合成多接近於基
狀而非纖維狀。
第五層：顱骨膜是頭骨的骨膜，提供骨質的養分和修復的空間。它可從骨頭上被提起拿開，
以進行顱骨切開術。

頭皮會發生的狀況 :
 毛囊炎
毛囊炎的外觀是紅色的丘疹，具有些微的癢感或些微的疼痛，常常好好壞壞，有時會自
行消失。病因類似青春痘，主要是由於毛囊開口阻塞、皮脂腺分泌旺盛，加上細菌在阻
塞的毛囊中增生所造成的。壓力大、睡眠不足，以及戴安全帽都是造成毛囊炎惡化的因
素。治療的方式主要是口服或外用的抗生素藥水，也可合併使用外用的抗發炎藥物。
 結節性癢疹
結節性癢疹的形態是紅色或棕色，表面粗糙的結節，非常癢，病因是長期搔抓引起。治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53 期

31

療可以液態氮冷凍治療，或病灶內注射抗發炎藥物。不勝枚舉

 生理性頭屑
是我們皮膚、頭皮、表皮細胞不停地新陳代謝產生的，頭皮光滑，通常看不到明顯的脫
屑。
 病理性脫屑
則是頭皮上皮細胞過度增生，引起的臨床上一系列的疾病。在臨床上，我們根據頭屑的
多少，以及皮損的形態，來分不同的病。
主要原因：
1. 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是引發頭皮屑最主要的原因。常常出現在成年人群中，表
現為頭皮上有較厚的油性分泌物或者頭髮乾燥。
2. 頭癬：一般較厚而且較緊的附著在頭皮上，表面覆蓋銀白色鱗屑，常程斑狀分布。
3. 乾癬：有頭皮和頭髮的微菌感染引起，表現為頭屑和頭髮的破壞。嚴重時可伴有炎
症反應。一般常見於兒童，多由於衛生習慣不良導致。
4. 異位性皮炎：表現為頭皮瀰漫性干屑。常見於兒童，一般同時全身皮膚乾燥或濕疹。
其它導致馬拉色菌 ( 產生頭皮屑 ) 致病的原因：
1. 洗髮精沒洗淨。
2. 使用脫脂力過強的不良洗髮精。
3. 頭皮上的皮脂過多。
4. 飲食不當、飲酒、及刺激性食物。
5. 自律神經容易緊張。
6. 睡眠不足、疲勞。
7. 胃腸障礙，營養不均衡，缺乏維他命 A、B6、B2。
8. 使用不良美髮用品。
9. 內分泌不正常因素。
10. 季節轉換。

八、季節養生

頭皮屑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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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髮的成分
 頭髮的生理特徵和機能

八、季節養生
頭髮從下向上可分為毛乳頭、毛囊、毛根和毛干四個部分。頭髮的生理特徵和機能主要取決
於頭皮表皮以下的毛乳頭、毛囊和皮脂腺等。
毛囊為毛根在真皮層內的部分，由內毛根鞘、外毛根鞘和毛球組成，內毛根鞘在毛髮生長期
後期是與頭髮直接相鄰的鞘層。內毛根鞘是硬直的、厚壁角蛋白化的管，它決定毛髮生長時
截面的形狀。內毛鞘下部為三層：HUXLEY 鞘、HENLE 鞘和內毛根鞘表層。在毛髮角蛋
白化以前，內毛根鞘與毛髮一起生長，其來源均為毛囊底層繁殖的細胞。在接近表皮處，內
毛根鞘與表皮和毛囊脫開。
毛乳頭是毛囊的最下端，連有毛細血管和神經末梢。在毛囊底部，表皮細胞不斷分裂和分化。
這些表皮細胞分化的途徑不同，形成毛髮不同的組分（如皮質，表皮和髓質等），最外層細
胞形成內毛根鞘。在這個階段中，細胞是軟的和末角質化的。
皮脂腺的功能是分泌皮脂，皮脂經皮脂管擠出，當頭髮通過皮脂管時，帶走由皮脂管擠出的
皮脂。皮脂為毛髮提供天然的保護作用，賦予頭髮光澤和防水性能。
立毛肌是與表皮相連的很小的肌肉器官，它取決於外界生理學的環境，立毛肌能舒展或收
縮。溫度下降或腎上腺激素的作用，可把毛囊拉至較高的位置，使毛髮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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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的性質
毛皮質是毛髮的主要成分，由於毛髮長軸平行的細長細胞所組成。在這些細胞中有約 10 毫
其中 50% 的蛋白質呈螺旋狀結構，基質由含有豐富胱氨酸的非螺旋體蛋白組成。這些蛋白
質在毛囊下端合成，合成的最後階段的半胱氨酸轉變為胱氨酸。
毛髮的物理性質與其化學組成有關。將毛髮浸泡在水中，很快就會膨脹，膨脹後的重量比未
浸泡前乾重高 40% 左右，這種遇水膨脹現象說明毛髮中幾乎純粹是蛋白質成分，而脂質含
量很少。毛髮具有強的雙這性，這是由於細胞中細絲的排列與毛髮長軸平行的緣故。
頭髮的性質可分為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物理性質：
頭髮根部較粗，越往發梢處就越細，所以發徑也有所不同，可分一般髮、粗髮、細髮。

洗髮精的成分 :
 表面活性劑
作用是去除油脂和附著異物。過度脫脂會造成頭髮乾燥，所以洗髮精一般採用多種活性劑調
配，以達到適中的清洗力、泡沫性，而且易於洗淨。常用的有十二烷基硫酸鹽、十二烷基聚
氧乙烯硫酸鹽、椰油基兩性醋酸鈉、椰油基單乙醇醯胺。
界面活性劑溶入水溶液時會產生電解作用，而依據呈現出的離子種類可以分為下面四大類
型。１。陰離子系列界面活性劑：洗淨力及乳化力強，殺菌力則較弱。２。陽離子系列界面
活性劑：洗淨力較弱，而殺菌力、靜電防止作用、吸著力則較強。３。非離子系列界面活性
劑：洗淨力弱，乳化力、氣泡力強。４。兩性系列界面活性劑：洗淨力較弱，為具有殺菌力、
毛髮的軟化作用及皮膜形成作用。
一般來說，為了獲得洗淨力（汙垢脫落）及氣泡力（起泡），洗髮精中大都使用陰離子系列
或非離子系列，而為了獲得殺菌力（去頭皮痒）、對頭髮的吸著力（溼潤感），在潤髮精中
經常利用陽離子系列。再者，兼具洗髮、潤髮的商品則使用陽離子系列或兩性離子系列，而
其中洗淨力較弱的部分則採取增加洗髮精的使用量，即使最後都被水沖洗掉了，還是可以經
由它們的吸著力及皮膜作用達到保留水分的潤髮效果。

八、季節養生

米的張力細絲及纖維間基質 , 這些成分決定了毛髮的主要理化性狀。細絲由纖維蛋白所組成，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53 期

34

專家表示：「這些東西不管那一種都是合成界面活性劑，對頭皮會產生毒性這一點也沒有改
變，其中尤其以陽離子系列更要多加注意。殺菌力強也就是刺激強的意思，自認為是過敏體

 聚二甲基矽氧烷 Dimethicone 矽靈
吸附在頭髮表面形成保護層，使得頭髮光亮順滑，易於梳理。不過含矽油的產品使用過度，
反而會堵塞毛孔不利頭髮健康。事實上是表面活性劑的一種。
 調節劑
調節 pH、粘度。洗髮水多呈弱鹼性，但鹼性環境會減弱頭髮角蛋白內部連接的雙硫鍵。
 營養護理成分
營養成分可能包括：膠原蛋白、絲蛋白、維生素、植物提取物等。不過洗髮精與頭髮只有幾
分鐘接觸，這些物質達到的實際營養作用有限。特別是蛋白質之類的大分子成分，科學上認
為從皮膚、頭髮吸收的可能很小。
 其他成分
珠光劑、保濕劑、香精、色素、防腐劑、螯合劑如 EDTA 用來穩定組成，並能抵抗硬水。
界面活性劑既是洗髮精的靈魂，讓我們來看看它從何而來及其演進史：
1. 石鹼 (Clarins) ：呈鹼性，不適合用來當洗髮精基劑。
2. 石油系（Silica Gel Treated n-Hexane Extractable Material，簡稱 SGT-HEM）：市面
上所看到價格低廉的洗髮精極可能便是石油系物質所提煉，這類化學合成洗髮精去污力
強，但是對髮膚有不良傷害，也會造成環境公害。
3. 高級酒精系：洗淨力強，對髮膚有傷害，但是價格低廉，在 1970 年代被廣泛運用。
4. 兩性系（super absorbent polymer, SAP）：低刺激、潤絲效果佳，較不容易徹底清潔。
5. 氨基酸系：低刺激、低公害、潤絲效果佳，但是殘留性高，目前市面上看到的洗髮精大
部份屬於此類。
6. 酸性石鹼系：洗淨力佳、低刺激、低殘留、高生物分解性 [ 無公害 ]。
這是目前最先進的界面活性劑，此類洗髮精極少見，只有少數品牌獲此專利，如 Lebel NHS
自然美髮主義系列洗髮精即以此為基劑。也許您從未仔細想過所用的洗髮精是否適合髮膚？
是否溫和？是否有清潔力？會不會殘留？有無公害？現在您至少知道選擇洗髮精蠻有學問
的，並不是取決於價格高低。

八、季節養生

質的人或是感覺頭皮抵抗力較弱的人，第一要務就是避免選用陽離子系列的洗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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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提醒一點，建議盡量少用雙效洗髮精，因為洗髮、潤絲兩個作用是相互抵觸的，不可能
同時完成，而且一般雙效洗髮精為了讓洗後有柔潤效果，含有大量矽靈，長期使用會包覆頭

水 揚 酸（salicylic acid）、 煤 焦 油（coal-tar）、pyrithione zinc、 硫 化 硒（selenium
sulfide）、硫（sulfur），裡頭沒螢光劑，還有應該每種體質都可以用，即使是一般人也不
要常洗，洗多了對手的皮膚不好，一天洗少量幾次沒關係。
 酸鹼值的比例
毛髮的酸鹼度 (PH 值 )
何謂酸鹼度？與毛髮有何關連？
打個比方，台北火車站前有個噪音測定器，其單位以分貝計，在一定範圍內的音量對人體並
不產生傷害，但超出某分貝以上又加上長期處在這環境間，則會對人體造成傷害。酸鹼尺度
表 (PH 值 ) 也是一種對毛髮及人體表皮狀況的計算單位。頭髮成份內的氨基酸其平均 PH 值
在 PH4.0~5.5 間，稱之為頭髮的等電點，意謂頭髮正處在最佳狀態之中，若是超出或低於此
等電點，頭髮便處在受損的狀態中 ( 頭髮等電點之意：頭髮最健康的狀態點 )，而 PH 值的
數字限度 PH0~PH14，以 PH7 為中性，以下屬酸性，以上屬鹼性。
酸鹼尺度表與頭髮的關係
頭髮表皮鱗片因酸而合攏，因鹼而張開。
常見各產品之 PH 值：
I.

毛髮 PH 值 ( 東方人 )：PH4.0~5.5，西洋人：PH5.0~6.0。

II.

檸檬、潤絲精 PH 值：PH2.0~3.0。

III.

肥皂 PH 值：PH9.0~10.0，象牙皂 PH 值：PH6.0~7.0。

IV.

海水 PH 值：PH7.9~8.5，血液 PH 值：約 PH7.4。

V.

洗髮精 PH 值：PH4~8。

VI.

燙髮液 PH 值：PH8.8~9.6。

VII.

染髮液 PH 值：PH9.0~10.0。

VIII. 頭髮拉直液 PH 值：PH11.5~14.0。
IX.

營養保養油 PH 值：PH3.0~6.0。

X.
皮膚 PH 值：PH6.0~6.5。

八、季節養生

髮外層，造成頭髮厚重無彈性，甚或阻塞毛孔而有掉髮之虞，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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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頭髮基本成分角蛋白根源的良質氨基酸蛋白質。包括魚類，蛋，大豆或大豆製品，
牛乳及乳製品等。頭髮的主要成份是含硫氨基酸這種含有大量硫磺的蛋白質，在動植
物性蛋白質中含量很多。在日常的飲食中，一定要均衡攝取動植物蛋白質。
 促進甲狀腺功能，頭髮發育的含碘食品，包含海帶，紫菜等海藻類。
 促進血液循環，防止掉毛的維他命Ｅ，Ａ，Ｐ。維他命Ｅ含量較多的有糙米，胚芽米，
芝麻，堅果類，小麥胚芽油。維他命Ａ含量較多的有胡蘿蔔，南瓜，小油菜，菠菜等
黃綠色植物。維他命Ｐ含量較多的有檸檬，橘子等柑橘類，杏仁，櫻桃，蕎麥粉。
 促進頭皮新陳代謝的維他命Ｂ群，糙米，小麥胚芽，米糠，瘦肉，肝臟，鮪魚。
 能使頭髮充滿光澤，恢復彈性的含有膠原蛋白的食物，野山藥，長芋，小芋頭，蓮藕
等。
1) 鮭魚
鮭魚具有可強壯髮絲的維生素 D 與蛋白質；也含有豐富的 ω- 3 脂肪酸，有效促進頭髮生長、
維持頭皮健康。
2) 甜椒
甜椒具有比橘子多出五倍半以上的維生素 C ，維生素 C 可強化髮幹與毛囊，防止破壞損傷。
青椒又稱「甜椒」和「番椒」，青椒因含有椒油的特殊氣味，有些人不敢吃，但一經試吃，
就欲罷不能，愈吃愈愛吃。
青椒是蔬菜中合維他命Ａ、Ｋ最多，且
富含鐵質，有助於造血。其所含的維他
命Ｂ較番茄多的蔬菜，而所含的維他命
Ｃ又比檸檬多。用油炸的方式可增進維
他命Ａ的功效，炒的時間則不宜太長，
適合大火快炒或油炸。

八、季節養生

 可促進頭髮健康的食物有，飲食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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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Ａ、Ｃ都可增強身體抵抗力、防止中暑、促進復原力，所以夏天可多食用青椒，可促
進脂肪的新陳代謝，避免膽固醇附著於血管，能預防動脈硬化、高血壓、糖尿病等症狀。
腺產生淨化作用。
此外，青椒約有效成分可促進黑色素的新陳代謝，對黑斑、雀斑都具療效。而所含的胡蘿蔔
素與維他命Ｄ有增進皮膚抵抗力的功效，防止產生面皰和斑疹。
3) 生蠔
生蠔中含有豐富的鋅，適量攝取可讓頭髮恢復光澤與彈性。
4) 蛋
當人類缺乏生物素時就會開始掉髮，而蛋類能提供你豐富的生物素（biotin）與 ω- 3 脂肪
酸。但要特別注意，真正促使頭髮生長的是蛋黃而不是蛋白，生蛋白會阻止生物素被人體吸
收，而蛋黃的攝取也建議適量就好，過多則會造成膽固醇過高。
5) 葵花子
一小顆葵花子可提供你豐富的維生素 E，促進頭皮血液循環、加速頭髮生長。
6) 地瓜
地瓜是攝取 β– 胡蘿蔔素（beta-caratene）與維生素 A 的首選食物，不僅能促進頭皮健康，
更加速頭髮生長。但 β– 胡蘿蔔素與維生素 A 每日攝取不宜過量，因為攝取過量將有中毒
的風險。
7) 酪梨
酪梨古代被當成美容祕方，將它局部塗在頭髮和頭皮並靜置 10 分鐘，可有效刺激膠原蛋白
與蛋白質生產，助於強化髮絲。多多攝取這類富含生物素的食物也可以達到相同功效。

八、季節養生

青椒含有促進毛髮、指甲生長的矽元素，常吃能強化指甲及滋養髮根，且對人體的淚腺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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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季節養生

8) 杏仁
堅果類食物含有高生物素，一杯杏人含量佔人類每日所需的三分之一，可促進頭髮變長、增
量。你可以嘗試在飲食中添加堅果類食物，等待一、兩個月過後便可看到成果。
男人對幾乎所有主要營養成分的需要量都比女人多。下面介紹的 9 種維生素和礦物質對男人
尤為重要。
男女有不同的營養需求，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分別頒佈了不同的男女維生素與礦物質攝人
標準。男人對幾乎所有主要營養成分的需要量都比女人多。原因很簡單：男人的個較大。男
人的肌肉比女人多，消耗的熱量比女人多。對於那些喜愛運動的男人而言，對某些營養成分
的需要量就變得特別多。
不僅如此，某幾種維生素和礦物質對防治男人易患的疾病極有幫助，如膽固醇高、血壓高、
冠心病、中風、某幾種癌症以及膽結石等等。

飲食及照顧
 男性脫髮採用食療治療好處多
食療 1：
準備花生米、紅糖、干紅棗以及清水。先將花生米放入溫水中浸泡大約半小時後剝掉花生米
外面的皮，皮不要扔，然後將干紅棗洗乾淨，用溫水泡開後把紅棗和和花生米的皮一起放到
鋁鍋當中，再倒入剛剛浸泡花生米的水，再加入適量清水，一起用小火煎煮大約半小時後，
把花生衣撈出，在水內放入適量紅糖，直接服用即可。
食療 2：
準備適量黑豆、紅棗和紅糖。將黑豆洗乾淨後用清水浸泡大約十二小時，然後將黑豆放入砂
鍋中加入清水用大火煮沸後換成小火，直到燉熟後加入洗凈的紅棗和適量的紅糖，繼續再燉
20 分鐘左右一般即可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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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療 3：
煮熟後直接使用即可，每天可食用兩次。
食療 4：
準備側柏葉 15 克，槐花 50 克，粳米 100 克，冰糖 30 克，丹皮 10 克，把丹皮、槐花、柏葉
一起加水煮大約半小時後去掉殘渣，再把粳米放入煮，等粳米差不多煮熟時放入冰糖，煮熟
食用，每天一次即可。

飲食注意事項
1. 食用含有豐富含硫胺基酸，例如 : 半胱胺酸 (L 一 cysteine) 與甲硫胺酸 (L-methionone)
的食品。此胺基酸大多存在於動物性食品中 ( 蛋即是最佳的合硫胺基酸之來源 )、豆類
與包心菜。皮膚、頭髮與指甲是身體組織中。含大量堅硬蛋白質的構造，而這些蛋白質
分子內含有大量的硫元素。依照你的體型，適度地攝食動物性蛋白質，例如：獸肉、家
禽或九十至一百五十公克的魚肉，將可以提供你毛髮生長的必需蛋白質。然而，東方醫
學專家卻認為，過度食用肉類，不僅無法促使毛髮生長，反而造成毛髮脫落。因此，你
只能適度食用肉品，切莫求髮心切，反而得到反效果。
2. 減少甜食的攝食量。東方醫學家也指出，食用過量糖份，特別是果糖，將會造成前額禿
頭。根據經驗，糖份的確典禿頭有密切的關連。當禿頭病人減少糖份的攝取後，禿頭的
速度有明顯減緩的趨勢。甚至不再掉頭髮。
3. 多多食用含豐富維他命 B 群之食物，特別是膽鹼、環己六醇 (inositol) 和對氨安息香酸
(para-aminobenzoic acid，PABA)。蛋、小麥胚芽、豆類 ( 豆莢、碗豆和扁豆 )、燕麥粥．
和糙米都含有大量的膽鹼。卵磷脂、小麥胚芽、米糠、全麥和豆類都是環己六醇的最佳
來源。香菇、包心菜、葵花子、小麥胚芽、燕麥、菠菜與蛋，則富含對氨安息香酸。
4. 確定你的飲食中含有豐富的必需脂
肪酸。每週食用二到三次的魚肉 (
切莫高溫油炸調理 )。如果你的髮
質又乾又澀，你可以多多食用待宵
草油或精純冷壓榨或榨油機壓榨製
成的亞麻仁油 ( 購買用不透明容器
包裝，且放置在冰箱內保存的油品
)，來改善妳的髮質。

八、季節養生

準備黑豆和芹菜每樣各 30 克，山楂肉 15 克，桑葚子 20 克，將以上食材一起放入鍋中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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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天然中藥 / 精油 - 療法及手動舒緩
一般人在洗髮時注意的是頭髮、頭皮的清潔，護髮時注意到的是髮質的維護，但大部分的人
都忽略了頭皮的保養。
頭皮其實跟臉部的皮膚距離最近，膚質也很相近，很多油性皮膚者，也會有油性的頭皮，容
易出油甚至阻塞毛孔，變成毛囊炎；乾性皮膚者，頭皮也容易出現乾性的皮屑，我們的臉部
都知道要經常按摩才能促進血液循環，增加彈性，幫助新陳代謝，頭皮當然也不例外，頭皮
的按摩也有助於維繫的毛髮生長與頭髮的光澤、彈性。使用時機：可在洗髮後進行，或每晚
進行一次。按摩方法：用分線梳子將頭髮一個區域一個區域的撥開，露出頭皮部分，直接將
按摩油塗抹摩擦頭皮上。
百會穴 :
的主治疾病為：頭痛、頭重腳輕、痔瘡、高血壓、低血壓、宿醉、目眩失眠、焦躁等。此穴
為人體督脈經絡上的重要穴道之一，是治療多種疾病的首選穴，醫學研究價值很高。
風池穴 :
主治疾病頭痛，眩暈，頸項強痛，目赤痛，目淚出，鼻淵，鼻出血，耳聾，氣閉，中風，口
眼歪斜，瘧疾，熱病，感冒，癭氣，落枕。
天柱穴 :
的主治病徵為：頸椎酸痛、睡扭了脖子（落枕）、五十肩、高血壓、目眩、頭痛、緩解眼睛
疲勞等。該穴道是治療頭部、頸部、脊椎以及神經類疾病的中藥首選穴之一。有關此穴道的
指壓法列舉如下：按摩治療肩膀肌肉僵硬、酸痛、治療疼痛、麻痹等後遺症、治療宿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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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指壓法治療憂鬱症等。

Magic Posion
名稱
功效
氣味
羅勒
治療頭痛的一級品
香辛味
佛手柑 抗菌效果佳，可作為頭髮平日的保養 肅穆的果香
清潔
雪松
絕佳的護髮劑，能對抗頭皮屑，頭髮 乾淨的木頭香味
掉落，滋養頭皮組織
快樂鼠 尤其有利於頭皮部位的毛髮再生，淨 堅果味亦能激勵心情
尾草
化油膩的頭髮與頭皮屑
天竺葵 優異的護髮功能，能平衡油脂，讓頭 香氣迷人，展現女性
髮活力彈性再生
魅力
杜松
對付油性髮質特別有效
清爽的木味中帶著迷
人的莓果味
薰衣草 廣效性的護髮清潔，能促進細胞再 恬靜，清香甜美，最
生，平衡皮脂分泌，對禿頭有幫助 宜人的中性香味
檸檬香 調味用，並有些許殺菌效果
原野草香，輕快活潑
茅，甜
橙
香蜂草 可深層清潔油性髮質，並預防掉髮， 甜甜的草香，有一股
能規律與安撫經期不適
蜂蜜的活潑氣息
沒藥
對付諸多婦科問題有效，提昇免疫 幽雅的味道，但有一
力，並能保養髮質，埃及豔后相當喜 點藥味
歡用它保養頭髮
玫瑰草 有相當的保濕作用，協助乾性髮質功
效卓著
廣藿香 治療頭皮各項症狀，並具有收斂作
用，能緊實膚質，另有提振精神作
用，協助嗜睡的人改善
薄荷
清涼舒服，改善油性髮質，提振精 清涼甜美，深入髮根
神，煩惱與煩心都會一洗而空
苦橙葉 鎮定神經，安撫沮喪，協助失眠效果 相當有氣質而耐人尋
奇佳，適合睡前洗髮
味的香味
松針
優秀的抗菌劑，提昇免疫力，提供身 展現森林的氣息
體活力
迷迭香 優秀的中性洗髮劑，具有多元的療 清新的草味
效，氣味適合與各種精油搭配，能改
善頭皮屑並刺激毛髮再生
檀香
優異的護髮功能，並提供持久而迷人 公認為最與頭髮搭配
的香味（促進情慾效果佳）
的氣味，並有相當強
力的催情作用
茶樹
絕佳的抗菌清潔作用，對乾性髮質與 屬於藥效性的功能與
頭皮屑效果佳
氣味
馬鞭草 護髮效果佳，香味清新
依蘭

對各種髮質都有相當幫助，是廣效性 極其迷人的香味，
的洗髮護髮成分，香味迷人

建議搭配
建議與柔性芳香類精油併用，如天竺葵
可作為主味搭配其他陪襯性或藥效性精
油
可與草類精油搭配，如檸檬香茅
屬藥效性，建議調味
可呈現韻味十足的髮香
獨特的氣味
可作為個人獨特的髮香
適合煩躁或是夏天，也適合與其他藥效
性精油搭配
相當新鮮宜人的甜蜜草味，特別能表達
少女青春的氣息
建議調味，如香蜂草或薰衣草

建議調味，如天竺葵或薰衣草
相當獨特的味道，持久迷人。如與薰衣
草調味更有特色。
夏天最宜人的氣味
提供穩定而宜人的香味，適合跟任何草
類或藥效類精油搭配
收斂性的氣味，適合作任何氣味的基礎
味，但又不掩其獨特的感覺
適合與任何精油搭配

不需與其他精油搭配
建議調味
相容性高，適合與花類或藥效類精油搭
配

八、季節養生

精油的保養及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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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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

109年
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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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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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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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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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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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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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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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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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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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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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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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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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14：00

12：30
14：00
17：00
09：30

109年
3月8日

12：30
14：00
17：00
09：30

109年
4月12日

12：30
14：00
17：00
09：30

109年
5月10日

12：30
14：00
17：00
09：30

109年
6月14日

授課講師

︱

17：00
09：30
109年
2月9日

課程內容

12：30
14：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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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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
證號

姓名
通訊
地址

電話
手機


備註

費用

醫師
證號

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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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電話：02-37651191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
傳真：02-3765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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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醫內科第 5 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南區

日期

4/12

5/17

6/7

7/5

8/2

時間

醫師
講題
心臟血管內科疾病治療
心臟疾病的中醫治療
09:30-12:30
吳美瑤
林宏任
心血管腫瘤疾病的中醫治療
14:00-17:00
血液及腫瘤科疾病治療
09:30-12:30
陳建宏
1.癌症整合照顧計畫詳解 2.乳癌治療
14:00-17:00
邱鎮添
癌症的中西醫互補療法
消化內科疾病治療
09:30-12:30
陳俊良
大腸激躁症和胃食道逆流的中醫治療
14:00-17:00
李美櫻
胃與消化系統疾病的中醫治療
胸腔及腎臟科疾病治療
1.咳嗽經方與時方中醫論治
09:30-12:30
洪裕強
2.肺癌中醫論治
14:00-17:00
鐘文冠
金匱方治慢性腎衰
內分泌與新陳代謝科疾病治療
內分泌疾病之中醫診治思維與文獻回顧 I
09:30-12:30
馬易世
內分泌疾病之中醫診治思維與文獻回顧Ⅱ
14:00-17:00
張志浩
神經內科疾病治療
09:30-12:30

9/6
14:00-17:00

10/11

09:30-12:30
14:00-17:00

蔡文興

1. The failing heart –an engine out of
fuel. 心臟衰竭 v.s 少陰病
2. 奔豚症狀中西醫生理病理探討

老年人失智症、肌少症、衰弱症的中醫
觀點與診治
過敏風濕科疾病治療
陳朝宗
風濕病的經方治療
筆試/口試/結業式 頒發證書
黃伯瑜

醫師簡歷:

上課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大樓第 11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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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醫內科第 5 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北區

日期

4/19

5/24

6/17

7/19

時間

醫師
講題
血液及腫瘤科疾病治療
1.癌症整合照顧計畫詳解 2.乳癌治療
09:30-12:30
陳建宏
癌症的中西醫互補療法
14:00-17:00
邱鎮添
消化內科疾病治療
09:30-12:30
陳俊良
大腸激躁症和胃食道逆流的中醫治療
14:00-17:00
李美櫻
胃與消化系統疾病的中醫治療
胸腔及腎臟科疾病治療
1.咳嗽經方與時方中醫論治
09:30-12:30
洪裕強
2.肺癌中醫論治
14:00-17:00
鐘文冠
金匱方治慢性腎衰
內分泌與新陳代謝科疾病治療
內分泌疾病之中醫診治思維與文獻回顧 I
09:30-12:30
馬易世
內分泌疾病之中醫診治思維與文獻回顧Ⅱ
14:00-17:00
張志浩
神經內科疾病治療
09:30-12:30

8/16
14:00-17:00

9/20

09:30-12:30
14:00-17:00

10/18

09:30-12:30
14:00-17:00

蔡文興

1. The failing heart –an engine out of
fuel. 心臟衰竭 v.s 少陰病
2. 奔豚症狀中西醫生理病理探討

老年人失智症、肌少症、衰弱症的中醫
觀點與診治
心臟血管內科疾病治療
心臟疾病的中醫治療
吳美瑤
林宏任
心血管腫瘤疾病的中醫治療
過敏風濕科疾病治療
陳朝宗
風濕病的經方治療
筆試/口試/結業式 頒發證書
黃伯瑜

醫師簡歷:

上課地點: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00 號 9F 會議室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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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中醫內字第

19247173
1.浮貼相片2張
2.附件:
身分證暨中醫師證
書影本1份

一般內科會員費
內科永久會員費
※請勾選上課地點 □北區 □南區

2020中醫內科第五屆

3月15日前報名優惠

中醫內科會員
原內科永久會員
含非會員及中醫內科會員

19247173
02-37651195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02-37651194
內科專科醫師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