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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的抗癌應用
賴東淵 / 中醫兒科醫學會理事長

絞股藍／七葉膽
學名：為葫蘆科植物絞股藍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Makino 的根狀莖或全草。
性味：苦、甘、寒。主歸脾、肺經。
功用：健脾益氣，化痰止咳，清熱解毒。
成分：主要成分為絞股藍皂甙（gypenoside），現已分離出 80 多種。
此外還含有醣類、
維生素Ｃ、蘆丁、商陸素（ombum）等
黃酮類。
臨床：用於治療食道癌、肺癌、子宮癌等。

斑蝥
斑蝥（Mylabris）抗癌的應用，早在十三世紀，中國醫書仁齋直指方
論已記載斑蝥有治療乳癌及腹部腫瘤的作用。
近年來斑蝥體內抗癌有效成份斑蝥（cantharidin）已被廣泛研究，
由於斑蝥素具有較大副作用，因此臨床使用受到限制，為了降低其毒
性，尤其對泌尿道產生尿血的副作用，通過改變其化學結構，去甲基
斑蝥素（Norcantharidin）為經人工合成的新型斑蝥素類抗癌藥物常
被臨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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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皂苷 RH2
作用：
能抑制多種癌細胞的生長與繁殖。
增加癌細胞對化療藥物的敏感性。
減輕化療致白血球下降的副作用。
無抗癌化學藥物的毒性造成人體體質傷害的副作用。

人參中僅紅參中含有人參皂苷 RH2

人參皂苷中以 Rg3, Rh2 毒殺癌細胞作用效果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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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3, Rg5 & Rh2 為紅參主要抗癌成份

黃水茄 solanum incanum
主要抗癌成份：黃水茄素 solamargine（SM）
黃水茄素（SM）的抗癌作用機轉：
黃水茄素誘導癌細胞凋亡與活化腫瘤壞死因子受體（TNFRs）有關。
TNF family： TNF-αand TNF-ß
理論上腫瘤壞死因子（TNF）能抑制肺癌細胞株的生長，誘導癌細
胞凋亡。

白花蛇舌草
學名： Hedyotis diffusa Wilid 為茜草科耳草屬植物白花蛇舌草的帶
根全草，又名二葉律、羊須草、鶴舌草等。同屬植物水線草也作本品
入藥。其主要成分和作用與白花蛇舌草大致相同。
典籍文獻：本品味甘淡，性涼。《廣西中藥志》：治小兒疳積、毒蛇
咬傷、癌腫。
功用：功效清熱解毒，活血消廱。主治癰疽瘡瘍、咽喉腫瘤、下焦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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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外用治跌打損傷和
毒蛇咬傷。

成分：全草有效成分主要為香豆精類、三萜酸類、多醣類及白花蛇舌
草素（可能是一種新的
香豆精類化合物）。
臨床：抗癌
胃癌、鼻咽癌、肺癌、惡性淋巴瘤、腦膠質瘤。
刺激單核、吞噬細胞系統增生，促進抗體形成，使網狀細胞、白
血球細胞的吞噬能力增
強。
外治白泡瘡、蛇癩瘡，少數地區用治跌打、刀傷、癰瘡。
小鼠腹腔注射白花蛇舌草液可以出現鎮痛、鎮靜、催眠。

半枝蓮
學名： Scutellaria rivularis

是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並頭草的全

草。別名叫狹葉韓信草。半邊蓮是桔梗科多年生小草植物，藥用全草。
典籍文獻
甘，平。入心，小腸，肺三經。《江西民間草藥驗方》：“虛症忌用”。
相關醫療文獻：與抗癌藥 BZL101 提煉相關，治療轉移性Ⅳ期乳腺癌。
功用：清熱解毒、利尿消腫及祛瘀止血功效，適用於肺癰、熱毒瘡癰
及毒蛇咬傷、癌腫等病
症；又可用於肝腫大、肝硬化腹水及損傷出血。
臨床：除內服外，還可外敷；用治黃疸，水腫，膨脹，泄瀉，痢疾，
蛇傷，疔瘡、腫毒，濕疹，
癬疾，跌打扭傷腫痛。
抗癌
用於癌腫及腹水水腫，常與半枝蓮配合同用。兩藥用量相同。
實驗室測試動物和乳癌細胞，發現萃取物可導致細胞凋亡或癌細
胞死亡。
水腫
配白茅根，在增強利水消腫、涼血通淋作用，藥力和緩。
配金錢草，既能利尿解毒，又能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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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肝
配牛蒡子，二藥合用解毒力強。
配茵陳，利膽退黃作用增強。
外用治療癰腫、瘡毒。

半邊蓮
學名：為桔梗科植物半邊蓮
Lobelia chinensis Lour. 的帶根全草。
性味：甘、平。主歸心、肺、膀胱經。
功用：清熱解毒，利水消腫。
成分：全草含生物鹼、黃酮甙、皂甙、胺基酸等。
臨床：用於治療肝癌、肺癌、膀胱癌等。

丸仔草／骨消
學名： Sambucus formosana Nakai
通俗名稱是「 骨消」，分白、紅二色，葉脈和莖枝泛紅的為紅骨消，
而白骨消嫩枝成白色，老枝也是暗紅色，別名山丹花、廣麻，夏秋間
腋生圓球形長梗白花，花謝後成為深咖啡色球形瘦果，所以又叫「丸
仔草」。
典籍文獻：骨消性涼、味甘微苦。
功用：泰雅族總被視為療傷的靈藥，治療腰酸背痛、下腹漲痛、撞傷，
可作極佳肥料，藥用
有抗癌、消炎、潤肺、解熱、平肝、利尿等功能。
臨床：春夏之間可摘取嫩枝、嫩葉做精力湯，秋末拔取全草曬乾備用。
入肺經，主治感冒、氣喘、除肺熱，為肺病良藥。
入肝經，可治肝炎、肝硬化。
入腎經，且有消炎作用，所以對於腎炎、睪丸炎、淋病等有效；
有利尿作用，所以能消

腎炎水腫，並可當結石佐藥。治中暑、腹

痛、消乳癰、去腫毒、治乳癌、癤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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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樓／七葉一枝花
學名 ：Paris polyphylla Smith
典籍文獻：苦，微寒。有小毒。
功用
功能清解鬱熱，消癰腫，解蟲為疔瘡腫毒之要藥，對瘡癰腫毒和
各種癌症均可用之。
用於癌腫，常和石見穿、半枝蓮、夏枯草等配合。
用於熱毒瘡瘍，和金銀花、連翹等配合。
用於毒蛇咬傷和鬼針草等同用。
用於小兒高熱驚風抽搐，常和鉤藤、蟬蛻等配伍。
成分：根狀莖含甾體皂甙，稱為蚤休甙（pariden）及蚤休士寧甙
（peristynin），尚含生物鹼和胺基酸。
臨床：抗癌
對 s180 及 s37 等實體型肝癌有抑制作用。
抗病毒：對亞洲甲型流感病毒有較強的抑制作用，其他也有作用。
抗發炎：對於右旋醣酐所致 “無菌性炎症” 具有對抗作用。鎮靜、
鎮痛作用
呼吸系統：有止咳作用，對組織胺所致豚鼠支氣管痙攣有保護作用。

石見穿／紫參／華鼠尾
學名 ：Herba Salviae Chinesnsis
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的全草，又名小丹參、石打穿、石大、月下
紅、小紅參、華鼠尾草等。
典籍文獻：味苦、辛，性平。
功用：功能為活血化瘀、解毒散結。主治噎膈、痰喘、無名腫痛、瘰
癧、肝炎、赤白帶下等病症。
臨床抗癌：
臨床用於治癌，可配伍應用於多種癌症，少單用。
肝癌：蛇蓮石楞湯（白花蛇舌草、半枝蓮、石見穿等）
肺癌：石見穿複方
胃癌：中藥扶正抗癌方（石見穿複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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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丁香
學名： Ludwigia octovalvis

是水田或水溝邊常見的溼地植物；別

名水香蕉、水燈香、丁香寥，夏秋間腋生黃色四瓣小花，蒴果長條，
狀似香蕉，暗紫紅色，內有種子，於秋末採收種子直播於溼地即可生
長。
典籍文獻：性大寒，味微苦，主入肝、腎、肺三經，陰虛寒冷體質慎
用。
功用：全草有退火涼血、消腫利尿功效，嫩莖葉主治高血壓，有利尿
功能，可治腎臟炎、水腫；根幹可降血壓、利尿、解熱，主治
腎臟炎、尿毒、水腫、尿道炎、肝炎、黃疸、腸

炎、痢疾、

吐血、喉痛、風火牙痛、皮膚養、腳氣、癌症。
臨床抗癌：以水丁香、白花蛇舌草、半枝蓮、魚腥草等草藥合煮，並
以筆仔草、牛蒡、雨傘

仔（現平地已被殺草劑滅絕，山上可

得）、鈕仔茄等藥草汁作精力湯，每日飯前連渣服用。
治腎臟炎：用水丁香、土人參、野莧、貓鬚草、益母草、枸杞、車前
草、玉米鬚、酢醬草、烏甜仔等鮮葉，打汁空腹現作現喝，不要
去渣較好，可兼治尿毒和水腫，平時可以前述藥草加烏豆、茅根
煮水當飲料。
抗高血壓：以水丁香、紅竹葉、肺炎草、仙草、白鳳菜、山茼蒿、山
芹菜、貓鬚草，加西瓜、鳳梨、葡萄柚、柿子等水果作精力湯服
用。
外敷：刀傷、火燙傷、疔癰等。

日日春／長春花
學名： Catharanthus roseus
天天開花植物少有，“日日春” 為其中一種，到處可見， 又叫做長
春花、四季春、四時春，最通俗的名稱是「時鐘花」，雖稱為一年生
草木植物，但是氣候溫和的地帶，卻有二、三年生的情況，莖直立多
分枝，高可達一公尺，莖幹淡綠色者開白花，紫紅色者開紅花。
典籍文獻：日日春性溫或涼、味甘酸。相關醫療文獻：長春花含 vinblastine 用於治療淋巴癌的有統計上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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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
日日春加黑糖煮水服，可治腹痛、腸炎、下痢。
美化環境，家中栽植數棵備用，但是切記用量宜少。

日日春性溫或涼、味甘酸，有毒慎用！一般每次只採用二、三葉
入藥，用量宜少！
臨床
主入肝、肺、腎、胃、腸諸經，全草有抗癌、消炎、止痛、解毒、
消腫、散瘀、鎮靜、
安眠、安神、健胃、通便、利尿等功效。
主治胃痛、腹痛、腸炎、十二指腸潰瘍、腮腺炎、扁桃腺炎、咽
喉炎、高血壓、腦充血、
手足麻痹、袪痰、風濕痛、糖尿病、食道癌、胃癌、肺癌、血癌、
腸癌、乳癌、各種癌
症、肝硬化、心臟病、瘀血、貧血、青春痘、黑斑、霍亂、消除
疲勞、久年咳嗽等。

金剛纂／火巷
學名： Euphorbia neriifolia L.
大戟科，常綠小喬木或灌木。全株含多量白色乳汁。別名：火秧、火
烘、火烘心、霸王鞭、金剛樹、火巷、楊丫、龍骨樹、羊不挨
，原產地在印度、斯里蘭卡。
功用：籬垣、藥用。
臨床
專治：肝癌、子宮癌、乳癌、胃癌，特別是腸癌。全株具催吐、
重瀉之效（有毒），使用宜慎，孕婦忌服。其乳汁勿滲眼內。
乳汁中的樹脂接觸皮膚後造成發炎、起泡，入眼則導致劇痛甚
至失明；誤食小量時引起劇烈下瀉，大量則刺激口腔黏膜，引
起嘔吐、頭暈、昏迷、肌肉顫動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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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蕉
學名： Cannaceae
為「曇華」，又名連召。蓮蕉為多年生草本，高約一至二公尺左右，
莖圓柱形，節上生葉，葉互生，長橢圓形，總狀花序，頂生各種顏色
花，以花色分為紅花曇華、黃花曇華、白花曇華等三種，蒴果白綠色，
成熟後變為黑褐色
典籍文獻：整株可以入藥，味甘、性平，入肝、腎、脾三經，還具有
清熱、破氣、通血、解
毒等效果，所以被引用為治癌症配方。
功用：蓮蕉花又稱為「美人蕉」，早就已被當成園藝花材，花可曬乾
泡茶，紅花可美顏色，白花降氣消暑，當盆景、庭院花，觀賞、食用
兼藥用，具多重功能。
臨床：蓮蕉主治肝病、肝炎、黃疸症、瘰癧、喉嚨痛、高血壓、各種
癌症配藥。
花可治外傷、美顏色。
食療
治肝病：蓮蕉搭配、白鳳菜、白鶴靈芝、紅竹葉菜、河連豆草、六角
英、赤查某、山茼蒿鮮葉打汁，空腹服用。
治癌症：黃花、白花蓮蕉搭配半枝蓮、白花蛇舌草、白刺莧、烏甜仔、
赤查某、雲南白藥、小麥草、魚腥草等打汁，飯前現作現喝。
治黃疸：黃蓮蕉加上一支香、赤查某、含殼草、桑葉、竹葉菜、番麥
鬚等，加桑椹、西瓜、蕃茄、葡萄柚、柳丁等水果作精力湯，空腹服
用。

龍葵
學名 ：Solanum nigrum L
別名：天茄子黑子仔菜、黑甜、苦菜、老鴨眼睛草、救飢草、冬雲青、
飛天龍、天天果、白花菜。
典籍文獻
全草：苦寒。種子：甘溫。根：苦微甘、寒，入肺經。
功用：清熱解毒，散結，利尿。
成分：全草成分中含龍葵鹼（solanine）、澳洲茄鹼 （solas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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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茄邊鹼（solamarging）

等多種生物鹼。此外尚含皂甙，甙

元是薯蕷皂甙元 （diosgenin）和替告皂甙元（tigo

genin）及維

生素Ａ和維生素Ｃ等。
臨床抗癌：
清熱解毒活血消腫，主治疔瘡、癰腫、丹毒、跌打損傷、慢性氣
管炎、腎炎水腫。 食

之解勞少睡：龍葵菜同米煮稀飯吃。

外敷：止癢，治墜傷、背癰、天泡、濕瘡。
使用注意：脾胃虛寒者慎內服。

馬藍／大青葉
學名：為爵床科植物馬藍 Strobilanthes cusia (Nees) O.
Ktze[Baphicacanthus cusia(Nees)Berm] 的葉。
性味：苦，大寒。主歸心、肺、胃經。
功用：清熱解毒，涼血消斑。
成分：主要抗癌成分為靛玉紅（indirubin）及靛甙（即吲哚甙 , indican），另含異靛藍（isoindigo）等。
臨床：用於治療骨髓癌、白血病等。

狗脊
學名：為蚌殼蕨科植物金毛狗脊 Cibotium barometz (L.) J. Sm. 的根
莖。
性味：苦、甘，溫。主歸肝、腎經。
功用：祛風濕，補肝腎，強腰膝，溫補固攝。
成分：根莖含澱粉 30% 左右，另含鞣質類。甲醇提出物水解產生山
柰醇（Kaempferol）。
臨床：用於治療骨癌、骨肉瘤、脊髓瘤及腦腫瘤等。

八角蓮
學名：為小檗科植物八角蓮（六角蓮、鬼臼、八角金盤） Dysosma
pleiantha (Hance) Woodson [Podophyllum pleiantha Hance] 的根莖。
性味：苦、辛，平。主歸心、肺、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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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清熱解毒，活血祛瘀，化痰散結。

成分：根和莖所含抗癌有效成分為鬼臼毒素 （podophyllotonin）和
去氧鬼臼毒素 （de
hydro-podophyllotonin），分別占醇溶性樹脂中的 15% 及
33%。
臨床：用於治療皮膚癌、肺癌、食管癌、子宮頸癌、腸癌、鼻咽癌等。

蕺菜／魚腥草
學名：為三白草科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的全草。
性味：辛、微寒。主歸肺經。
功用：清熱解毒，消癰排膿，利尿通淋。全草含揮發油，內含魚腥草
素（decanoyl acetal
dehyde）及月桂醛（laurinaldehyde），蕺菜鹼（cordarine）、
月桂烯（myrcene）、癸醛、
香葉烯。葉含斛皮甙（quercitrin），花、果穗含異斛皮甙（isoquercitrin）等。
臨床：用於治療肺癌、喉癌、鼻咽癌、甲狀腺癌、肝癌、子宮頸癌等。

黃獨／黃藥子
學名：為薯蕷科植物黃獨 Dioscorea bulbifera L. 的塊根。
性味：苦、平，有毒。主歸肺、肝經。
功用：消痰軟堅散結，清熱解毒，涼血止血。含呋喃去甲基二萜類化
合物、黃藥子素 （di

osbulin A-H）、薯蕷皂甙（diasgenin）、D-

山梨糖（D-sorbitol）等。
臨床：用於治療消化道腫瘤、甲狀腺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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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新知 (CANCER UPDATE)

新發現癌細胞在體內生存之道
Cancer hijacks the microbiome to glut itself on glucose

廖炎智 / 三軍總醫院 核子醫學部
誘騙的伎倆：癌細胞如何奪取正常細胞養分
癌細胞細胞膜上的「葡萄糖轉運蛋白」（glucose transporter）表現量會大幅增加，使得癌
細胞能更快速將葡萄糖由細胞外運送至細胞內血癌細胞創造了一種類似糖尿病的生理狀態，
以減少葡萄糖進入正常細胞，如此一來就有更多葡萄糖能給自己用了。
研究團隊發現，血癌細胞會誘使脂肪細胞分泌更多 IGFBP1 蛋白，此蛋白會使胰島素促進
正常細胞消耗葡萄糖的作用力下降，當胰島素作用力下降時，人體可藉由分泌更多胰島素來
彌補不足，然而血癌細胞進一步抑制胰島素的分泌。
團隊在研究中發現，腸道（以及腸道菌）對調節動物體內的葡萄糖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血癌小鼠的腸道內微生物組成種類與健康小鼠不同，血癌小鼠的腸道中較缺少「擬桿菌屬」
（bacteroid）腸道菌，它是一類腸道益菌，當小鼠缺乏這類腸道菌時，腸道功能會受影響。
健康的人在進食後，血糖上升會刺激腸道分泌一種稱為「腸泌素」（incretin）的荷爾蒙，
進而促使胰臟分泌較多胰島素以使血糖恢復至正常水準。然而血癌小鼠的腸道功能已受損
傷，因而使腸泌素促進胰島素分泌的作用也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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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素（serotonin）是體內一種能使人感覺愉悅的神經傳遞物質，一些抗憂鬱藥物即是透
過提高體內血清素濃度來治療憂鬱情緒，而血清素對胰臟製造胰島素也相當重要。然而血癌
細胞也會使血癌小鼠體內的血清素活性下降。

抗癌防疫軍團

T 細胞、B 細胞、DC 細胞、NK 細胞

T 細胞
是淋巴細胞的一種，主要有
1. 細胞毒性 T 細胞 (cytotoxic T cell)
2. 輔助 T 細胞 (helper T cell)
3. 調節 / 抑制 T 細胞 (regulatory/suppressor T cell)
4. 記憶 T 細胞 (memory T cell)4 種。

T 細胞

分四類

1. 細胞毒性 T 細胞 (cytotoxic T cell)
表面帶有 CD8 的標誌，它的功能就像殺手或細胞毒素，會辨識和消滅腫瘤細胞。結合後細
胞毒性 T 細胞會釋放毒素讓癌細胞凋亡。因此，利用此特性可以讓它辨識癌細胞後，再透
過大量培養後，回輸至體內就可辨識和消滅腫瘤。
2. 輔助 T 細胞 (helper T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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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帶有 CD4 的標誌，會協助活化 B 細胞產生抗體，也可協助細胞毒性 T 細胞及巨噬細胞
發揮免疫功能。
3. 調節 / 抑制 T 細胞 (regulatory/suppressor T cell)
種類很多，目前被大量研究的是表面抗原為 CD25+CD4+ 的 T 細胞，因為在腦癌、肺癌、
頸癌、胃癌、卵巢癌和皮膚癌中，都發現有過量的 CD25+CD4+ 調節性 T 細胞。
在化療上的應用是透過抑制調節性 T 細胞的活性，來達到抑制腫瘤的功效，而近期也發展
出阻斷 CTLA-4 或辨識 CD25，直接攻擊調節性 T 細胞的試劑來抗腫瘤。
4. 記憶 T 細胞 (memory T cell)
受到細菌、病毒和癌細胞的抗原刺激後，會把專一性的訊息儲存起來，當在接受到相同的刺
激後，就可以分化成有對付同樣細菌、病毒和癌細胞的 T 細胞。
而目前科學家已經用基因改造的方法，讓記憶 T 細胞有攻擊腫瘤的能力，他們相信透過改
造細胞的方式，可以幫助人類一生都擁有抗癌的免疫能力。
B 細胞
B 細胞沒有攻擊感染細胞的能力，只能產生抗體。
當 B 細胞被刺激會產生漿細胞 (plasma cell) 和記憶 B 細胞，漿細胞是人體製造抗體的工廠，
可以產生抗體標記外來物入侵者的蛋白質，協助細胞毒性 T 細胞辨識入侵者。
記憶 B 細胞可以記憶入侵的抗原，若再次受到相同的抗原，就會迅速產生新的漿細胞和新
的記憶細胞，漿細胞再次產生抗體消滅抗原。
自然殺手細胞 (Natural killer cell,NK 細胞 )
自然殺手細胞可以馬上攻擊癌細胞並釋放激素標記及活化細胞。
在自然殺手細胞接近癌細胞時，會分泌穿孔素 (Perforin)，讓細胞膜破洞形成一個管道後，
再注入一種會讓細胞發生溶解或細胞凋亡的蛋白酵素，使細胞溶解出現細胞凋亡的成效。
在癌症的應用上，會由患者身上採血並分離 NK 細胞，經過體外大量培養後，可以利用點滴
回輸患者體內執行抗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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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突細胞 (Dendritic Cells,DC 細胞 )：

2011 年的諾貝爾生醫獎得主史坦曼，發現樹突 DC 細胞是人類免疫細胞系統的司令官，號
令主導免疫系統的各種功能。
樹突 DC 細胞的功能是吞噬、加工及呈遞抗原，將交手過的癌細胞特徵告訴輔助 T 細胞和
B 細胞。
樹突 DC 細胞指揮 T 細胞、B 細胞、NK 細胞、巨噬細胞對抗癌細胞 樹突細胞
(Dendritic Cells,DC 細胞 )：
接受樹突 DC 細胞指令的輔助 T 細胞，會活化細胞毒性 T 細胞、自然殺手 NK 細胞、巨噬
細胞和已經接受樹突 DC 細胞刺激的 B 細胞；
1. 細胞毒性 T 細胞會在辨識癌細胞後予以毒殺，少數的細胞毒性 T 細胞會被輔
助 T 細胞轉為記憶 T 細胞；
2. 自然殺手 NK 細胞會直接攻擊癌細胞
3. 巨噬細胞則會更容易分解所吞噬的癌細胞。
4. 至於 B 細胞會受到樹突 DC 細胞的指令，使生產的漿細胞製造最有效的抗體，
而產生的記憶 B 細胞則會大量增殖分化與迅速製造抗體，增加摧毀癌細胞的
效率。

2016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日本 - 大隅良典教授
Autophagy( 自噬細胞 ) 運作機制而獲獎，此機制讓細胞得以降解與循環再利用 (degrading
and cycling)- 其人體內的細胞組件再利用。
Autophagy( 自噬細胞 ) 是指細胞自體清理老舊蛋白質、失常胞器及入侵人體的微生物的作
用。
Autophagy( 自噬細胞 ) 運作機制而獲獎，此機制讓細胞得以降解與循環再利用 (degrading
and cycling)- 其人體內的細胞組件再利用。
Autophagy( 自噬細胞 ) 是指細胞自體清理老舊蛋白質、失常胞器及入侵人體的微生物的作
用。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4 期

17

在 1960 年科學家就發現
細胞自噬的作用：
Cell 細胞膜接受養分及氧氣 O2 不足的訊息→ ( 回報 ) 胞內蛋白質與脂質形成彎曲狀的雙層
膜構造體稱為吞噬細胞 (phagophore) → ( 增大 ) 含受損胞器或蛋白質包圍→自噬小體 (autophagosome)
Autophagosome 將與細胞內分解所需有機物質溶小體 (lysosome) 結合來分解老舊的胞器與
蛋白質小分子物質，若發現可再利用的物質 ( 如胺基酸 ) 就會回收再利用，並提供細胞的能
量，稱之為自噬作用。
麵包酵母菌研究來解釋自噬作用在細胞內運作的重要性。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18
2018 諾貝爾醫學獎：
抗癌免疫療法
癌症新療法 - 擋下抑制 T 細胞活動的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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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種模式抑制免疫系統的「煞車作用」（brakes of immunity），作為治療癌症的方法
之一，為對抗癌細胞開啟新的里程碑。
人類體內存在摧毀癌細胞的「T 細胞」，而免疫系統中有種蛋白質，會抑制 T 細胞的行動，
避免傷到正常細胞，這就是「煞車作用」，但有時癌細胞也有可抑制 T 細胞的蛋白質，導
致 T 細胞無法攻擊癌細胞。
壓制限制 T 細胞行動的蛋白質，能促使人體免疫系統出現轉變，打擊癌細胞。
目前癌症療法主要是手術、雷射及化學治療，因此艾利森和本庶佑的研究成果，為癌症治療
帶來第 4 種方式，對於臨床結果審慎樂觀，而他們發現的「免疫關卡抑制療法」（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帶來革命性改變，徹底扭轉今日我們控制癌症的模式。

各自找出主要蛋白質開創治療癌症里程
70 歲的艾利森證明蛋白質受體「CTLA-4」的抗體，可以阻斷 T 細胞抑制性訊息，達成活化 T
細胞殺死癌細胞的功能。
艾利森的團隊隨後製造出阻斷 CTLA-4 活性的抗體，並於 1996 年以動物實驗證明該抗體可
排除小鼠體內數種癌細胞，數年後成功研發單株抗體藥物，經臨床試驗證明對末期轉移性黑
色素瘤患者有顯著療效，2011 年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上市。
76 歲的本庶佑是日本本土博士，2017 年起擔任京都大學研究所副所長兼特約教授。他最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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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知的成就是發現「細胞計畫性死亡蛋白質 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並證實 PD-1 是 T 細胞的抑制受體，發現此蛋白質在癌細胞逃避機制上扮演關鍵角色。
專家認為，抑制 PD-1 和 CTLA-4 的阻斷劑深具潛力，且使用 2 者抗體治療癌症，已證實能
顯著延長病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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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篩選過程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4 期

21

細數中醫特殊給藥法
吳立明 / 河南省南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編者按：中醫治病選擇合適的給藥方法，是提高臨床療效的重要環節。清代醫家徐大椿言：
“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非特無功，反而有害，此不可不知也。”說明處方藥物對證
而不能奏效的重要原因，就是服藥的方法不對。中醫在漫長的發展史中，開創了許多特殊的
給藥方法，發揮著獨特的療效。
1. 舌下給藥法
舌下給藥法是將藥物置舌下自然溶解，通過舌下黏膜吸收進而分佈於全身的一種給藥方法。
如《金匱要略》治療屍厥“脈動而無氣”的假死現象時，用“桂屑著舌下”，以溫開心竅，
使心君能主神“泵血”，則氣血調暢，屍厥之疾自可復蘇。現代醫學也常用舌下給藥法治療
急症病人，如心腦血管發生意外是內科的急危重病症，處理不及時常危及生命，採用舌下給
藥可以迅速控制病情，爭取搶救時間。研究表明，口腔的黏膜薄、面積大，較皮膚更易為藥
物穿透，其黏膜下有大量毛細血管匯總至頸內靜脈，不經肝臟而直過心臟，避免了肝臟首過
效應，加快或延長藥物的作用，提高生物利用度，減少給藥次數。
2. 鼻竅給藥法
滴鼻法 是將中藥製成各種液體製劑滴入鼻中的給藥方法。如《金匱要略》中採用“薤搗汁
灌鼻中”或“雄雞冠割取血，管吹內鼻中”，以救卒死。《千金要方》中用“搗韭根汁，澄清，
以滴兒鼻中如大豆許”，治療黃疸病症。《名醫類案》中“以生薑自然汁少許，灌入鼻中”，
治療頑固性頭風痛；“用生萊菔汁一蜆殼，仰臥，注鼻中”，治療頑固性偏頭痛。《理瀹駢
文》以食醋煎紅花，令病人乘熱嗅其氣味，治療瘀血閉經及敗血沖心之神志昏迷。目前，滴
鼻法可用於臨床各科疾病的治療，如用銀翹滴鼻劑治療小兒風熱感冒，有較好的降溫作用；
用速效冠心滴鼻劑，能達到迅速解除胸悶憋氣、緩解心絞痛、減輕冠狀動脈痙攣所致的胸痛
及糾正心電圖 ST-T 改變的目的。研究表明，從鼻腔給藥，通過黏膜吸收，有類似舌下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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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的優勢，既避免胃腸消化液和肝臟對藥物的破壞作用，生物利用度高，又吸收快，作用
強，可迅速解除病痛，尤其在心血管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吹鼻法 是將藥物粉末吹入鼻中的給藥方法。如《金匱要略》以“皂莢末吹鼻中”救治卒死
目閉，以“菖蒲屑內鼻兩孔中吹之”救治屍厥；《普濟方》以黃丹、輕粉研末吹於鼻中，治
療麻疹入眼，眼生雲翳；《名醫類案》以梔子炒炭，研末吹鼻，可止血和蘇醒神志；《奇治
外用方》以瓜蒂為主製成各種適宜劑型，納於鼻中治療黃疸。
“鼻為肺之竅”，乃呼吸出入之門戶。吹鼻以通肺氣，諸凡卒死、息閉不通者，皆可用此法
治療。研究表明，氣味辛竄的藥物如皂莢、菖蒲、細辛、冰片、麝香、生半夏等，研成細末
吹入鼻腔，通過上鼻竇的黏膜，經嗅覺神經元等結構，透過血腦屏障，藥效可直接作用於鄰
近的大腦前額區刺激大腦使其啟動，從而使人蘇醒，可明顯縮短搶救時間，這在發生心搏、
呼吸驟停的情況下是非常重要的。

3. 臍部給藥法
臍部給藥法是將藥物做成適當劑型施於臍部，從而治療全身疾病的方法，是中醫內病外治的
精髓。如《名醫類案》載 :“膏血砂垢，每溺則其痛不可言……既而九日，便溲俱不通，秘
悶欲死。王即令用細灰於患人連臍帶丹田，作一泥塘，徑如碗大，下令用一指厚灰，四周高
起，以新汲水調樸硝一兩餘，令化，漸傾入灰塘中，勿令漫溢，須臾大小便迸然而出，溺中
血條皆如指大。”《續名醫類案》載 :“一人大小便，數日不通，用商陸搗爛，敷臍上，立癒。”
中醫學認為，肚臍是心腎交通的“門戶”，是先天之本，生命之根，與人體臟腑有著密切聯
繫，因此通過臍部給藥可以達到治療全身疾病的目的。現代醫學認為，臍部是人體胚胎發育
過程中腹壁最後閉合處，表皮角質層最薄，屏障功能亦最弱，皮下沒有脂肪組織，臍下腹膜
有豐富的靜脈網和胸、腹靜脈相連通，並有動脈分支，血管豐富，藥物易通過薄層皮膚彌散
而吸收入血，進而發揮藥物的全身治療作用。

4. 耳內給藥法
耳內給藥法即將藥液滴入耳內的一種方法。中醫學認為，腎開竅於耳，心寄竅於耳，手足太
陽經、手足少陽經、足陽明經等經脈均循行至耳部，耳與人身許多臟腑經絡有著直接或間接
聯繫。因此，通過耳內給藥，除可治療耳本身疾病外，還可達到治療身體其他部位疾病的目
的。如《金匱要略》採用“搗薤汁灌耳中”的方法，治療卒死目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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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滴眼給藥法
將藥液滴入眼內的一種給藥方法。如《理瀹駢文》以雄黃、朱砂、硼砂、冰片、麝香、玄明
粉研為細末，點於眼內治療胃氣痛；《驗方新編》以牙硝、雄黃、麝香研末，點於眼內治療
閃挫腰痛。中醫學認為，眼睛與人體臟腑經絡有著密切聯繫，五臟六腑之精氣皆通過經脈上
榮于目，“諸脈者，皆屬於目”，“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睛”。因此，通過眼
部給藥可以達到治療許多疾病的目的。

6. 擦牙給藥法
擦牙給藥法是用藥物外擦牙齒的給藥方法。如《名醫類案》中“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
各一兩，去皮子，入瓶中，黃泥固濟，炭五六斤，煆令盡炭，入僵蠶一分，甘草二錢，為細
末”，早晚揩齒，可堅固牙齒、止齒衄。《續名醫類案》中“四肢厥冷，冒不知人，牙關緊
閉……先用烏梅擦牙”，使昏迷口噤患者啟齒，以便於給藥。

7. 肛門給藥法
肛門給藥法包括栓塞法、灌腸法和熏洗法。從肛門給藥，除可治療肛門局部病變外，還可以
治療內、婦、兒等科多種疾病。如《傷寒論》中以蜜煎導方製成栓劑治療陽明病津傷便硬、
大便欲解不得；《金匱要略》中以食蜜作成栓劑納於肛中，並將豬膽汁和少許食醋從肛門灌
於腸內，治療津傷便秘、欲解不能；以一味雄黃為末，置瓦中火燒，向肛熏之，以達殺蟲解
毒、斂瘡止潰之效。
研究表明，肛門給藥的吸收機理，主要是藥物能夠溶於直腸分泌液中，透過黏膜而被吸收，
而直腸淋巴系統也是直腸吸收藥物的另一途徑。目前，直腸給藥劑型在栓劑和灌腸劑的基礎
上，發展到了直腸黏附製劑，它具有藥物保留時間長、刺激性小的特點。

8. 陰道給藥法
從前陰給藥多用於治療婦科疾病，包括陰中填塞和洗浴兩種方法。如《金匱要略》中用礬石
丸和蛇床子散作成栓劑納入前陰，分別治療濕熱帶下證及寒濕帶下證；用狼牙湯方煎湯熏洗
外陰，治療濕熱鬱積所致的外陰糜爛生瘡。研究表明，通過陰道途徑給藥可產生全身療效，
如激素替代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症等，也有人研究將肽類或疫苗進行陰道給藥。
陰道途徑給藥具有延長釋放系統的滯留時間、避免肝臟首過代謝、對有些藥物滲透性較高、
藥物不會被代謝而失活等優點，因此陰道給藥正逐漸被研究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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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皮膚給藥法
(1). 薰蒸浴洗法
是將藥物水煎薰蒸浴洗皮膚的一種給藥方法。如《金匱要略》中以百合一升，以水一鬥，漬
之一宿，以洗身，療“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口渴”。百合病日久不愈，陰津虧損，虛火亢盛，
則口渴不止。百合養陰潤燥，用百合煎湯浴洗周身，通過皮膚的吸收，達到養陰清熱，生津
止渴的作用。《金匱要略》還以礬石湯煎水浸漬足踝治療濕邪積滯腳氣沖心及壯熱卒死；以
敗蒲席煎湯浴洗治療墜馬及一切筋骨損傷。又如《本草綱目》以黃耆防風湯煎煮數斛，放病
人床下湯氣蒸之，使中風不語、脈沉口噤患者痊癒。此證牙關緊閉不能服藥，用藥湯的熱氣
薰蒸，使藥的分子從口鼻、皮膚進入體內而獲取藥效；況黃耆有補氣填宗之功，防風乃祛風
止痙聖藥，氣旺則血脈通暢，惡血除，腦絡通，血行風自滅。又如《名醫類案》以馬鞭草煎
湯熏洗治療瘡瘍，以蔥白煎湯熏洗輔助治療小便癃閉不通，以白礬湯浸腳治療小兒口腔潰瘍；
《續名醫類案》以紫蘇煎湯入大盆內，令病人坐上薰蒸，冷則添滾湯，外用鹽炒熱，熨臍上
及遍身腫處，則便通腫消。蓋由於熱氣的薰蒸，使皮膚毛孔開張，皮下血管擴張，促進局部
和全身的血液、淋巴迴圈，由此疏通經絡，加快新陳代謝，使體內正氣恢復，疾病容易痊癒。
(2) 敷貼給藥法
是將藥物製作成外用膏劑，直接外敷於身體某些特定部位，以治療相應的病證。如《續名醫
類案》載李時珍治療偏頭痛，以“蓖麻子同乳香、食鹽搗貼”，一夜痛止；以“搗蒜傅足心”，
治“一婦人衄，一晝夜不止，諸治不效”者痊癒。

10. 肌肉給藥法
肌肉給藥法是通過針對性的局部肌肉直接給藥的方法。如《金匱要略》中“病金瘡，王不留
行散主之……合治為散，服方寸匕，小瘡即粉之……”王不留行散具有很強的清熱活血、化
瘀消腫功效，大瘡可內服，小瘡可通過針對性的局部肌肉直接用藥，達到迅速治癒的目的。

11. 其他給藥法
中醫還有煙熏給藥法，是將藥物點燃，致生煙霧，經口鼻吸入，直接治療呼吸系統疾病，如
《續名醫類案》中以蜜炙款冬花點燃，煙霧經口吸入並咽之，治癒久嗽不止患者。鋪墊給藥
法，是將藥物鋪墊於床墊之下以治療疾病，如《名醫類案》以石菖蒲為細末鋪於床墊之下，
患者恣臥其上，使熱毒瘡瘍、痛不可忍病症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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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 . 新訊息
寒假旅遊旺季將至，民眾出國前先至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或旅遊醫學門診
諮詢，確保旅途健康
寒假及農曆春節為國人旅遊旺季，由於東南亞及南亞等新南向國家為國人經常往返的地區，
為加強民眾對當地傳染病疫情之警覺與認知，疾病管制署今 (14) 日再次邀請「新南向人員
健康服務中心」彭仁奎執行長出席記者會，向民眾說明出國前、中、後應落實哪些防疫措施，
確保自身健康。
疾管署表示，國內今 (2020) 年截至 1 月 13 日已累計 11 例境外移入登革熱病例，感染國家
為菲律賓 4 例、泰國及越南各 3 例、印尼 1 例。鄰近我國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及新加坡近
期疫情處高峰或流行期，且多高於近年同期；越南疫情仍高於警戒值；印尼進入雨季，預估
病例數可能增加；菲律賓及泰國疫情每週報告病例數仍在 500 例以上，提醒民眾前往流行地
區應加強防蚊措施。另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去年 1 至 2 月國人出境人數約 270 多萬
人，其中兩成前往新南向國家，但該期間境外移入重要傳染病病例中，近九成是於東南亞及
南亞等新南向國家感染，主要為登革熱、麻疹、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及阿米巴性痢疾等傳
染病，顯示國人前往新南向國家會有較高的感染風險。
彭仁奎執行長特別提醒，民眾如有身體不適症狀，建議暫緩旅遊行程在家休息；出國前、旅
途中及返國後，應注意以下措施：
1. 出國前可先至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或疾管署網站查詢當地疫情，或利用該中心服
務專線 (02-23123456#66607) 及電子郵件 (newsouthhealth@gmail.com) 瞭解預防措
施。另建議民眾可至該中心或全國 32 家旅遊醫學門診合約醫院向醫師諮詢預防接種
及用藥，以獲得充足的保護力。
2. 旅途中應留意飲食安全，避免生食生飲，並落實正確洗手、咳嗽禮節及防蚊措施等良
好個人衛生習慣，及避免接觸禽畜或野生動物，降低感染疾病的風險。
3. 返國入境時如出現發燒等疑似傳染病症狀，應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如有身
體不適，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以利及時診斷並獲得妥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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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養肝的運動方法 提踵顛足撞背握固
冬季是養肝補腎的黃金時節，很多人都會通過飲食進補來養肝補腎，其實進補不一定是要
吃，運動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進補效果，下面為大家介紹運動養肝的方法，大家趕緊行動起來
吧。
1、養生握固：將大拇指扣在手心，指尖位於無名指 ( 第四指 ) 的根部，然後屈曲其餘四指，
稍稍用力，將大拇指握牢，如攢握寶貝一般。握固可以固守精氣神在體內，平時走路、坐車、
閒聊、看電視時都可以握固。
2、提踵顛足：提踵時五趾抓地，兩腿併攏，提肛收腹，肩向下沉，立項豎脊，百會上領向
下顛足時身體放鬆，輕輕咬牙，先緩緩下落一半，而後輕震地面。提踵可以牽拉腰背腿部的
膀胱經腎經，輕震地面還可以按摩五臟六腑。
3、用腳後跟健走：邁開大步，腳後跟先著地，不要彎曲膝蓋。腿往前邁時，腳尖伸直如同
踢球 ; 前腳落地時，後腳腳尖踮起。腳後跟先著地，實際上就是刺激了“腎經”穴位。經常
用這種方式健走可以有效防治骨質疏鬆症。
4、摩腎腧：並腿坐於床沿，兩手掌對搓至手心發熱，分別按在後背腰部，上下按摩腰背腎
腧穴，至有熱感為止。可早晚各一遍，每遍約 200 次，可補腎納氣。
5、三元式站樁：兩腳分開，與肩同寬，兩手由身體兩側向前合抱於腹前，位置與臍同高，
兩臂抱圓 ; 同時兩膝微屈， 重心下沉，兩膝關節微微向兩旁打開。背略弓形，胸要含，背要
拔，腰背部略向後拱，命門穴打開。這樣前後、左右、上下都是圓，整個人顯得十分圓融。
這是一個 補益元氣的基本站樁法。常做能使腎元充沛、筋骨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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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熱水泡腳：泡腳最適宜的時間是每晚 7 ～ 9 時，這是腎經氣血最衰的時辰，此時泡腳、
按摩能改善全身血液迴圈，達到滋養腎和肝的目的。泡腳用的容器以木盆為好。泡腳水，不
能太熱 ; 以 40℃左右為宜。泡腳時間不宜過長，以 15 ～ 30 分鐘為宜。
7、深呼吸：做深呼吸時要選擇空氣清新的環境，儘量用鼻子吸氣。呼吸保持柔和、緩慢、
均勻、深長。以 6 次深呼吸為一組。然後平息調整，可以再做。
8、撞背：《黃帝內經》中有記載，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身放鬆，身體後仰，用整
個背部撞擊牆壁，用力適度，借撞擊的反作用力使身體回復直立，如此反復進行，每次撞擊
30 下左右，每天可以做 2 ～ 3 次。這樣可強壯腰腎、疏通經絡、循行氣血、平調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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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養生

別再咳了！淺談咳
嗽的中醫治療
蕭恆毅 / 振興醫院中醫科
在進入本文前，先提醒一個中西醫間非常重要的觀念差異：中醫常提及所謂的五臟六腑 ( 肝
心脾肺腎等 )，雖有同名的現代西醫用詞，但中醫所提及的臟腑，常是代表一部份機體功能
的歸類，而同名用語於西醫，則是指解剖學上實質器官，所以，雖然同樣的臟腑名稱，在中
西醫卻幾乎是代表完全不同意義。
咳嗽是指肺氣上逆作聲，或有咳吐痰液為症狀。咳嗽的中醫病變機轉，主要病變在肺臟，但
與肝脾腎亦相關，其特點為邪氣犯肺，肺失宣肅，故肺氣上逆而作咳，

中醫將咳嗽病因主要分為外感與內傷兩大類。
外感咳嗽：
指因外淫病邪侵襲呼吸道所致。多因天候寒熱失常、衣不保暖、人體調適不及、衛外功能失
調、六淫 ( 風、寒、暑、濕、燥、火 ) 邪氣或從口鼻而入，內犯於肺，導致肺氣失宣，故肺
氣上逆而為咳嗽。
內傷咳嗽：
指因臟腑功能失調，影響肺氣通暢故而咳嗽。如肝火犯肺，痰火煉液，耗傷肺津，見陰虛熱
咳。脾失健運，則聚濕為痰，導致痰濕犯肺。若病久不癒可致脾肺氣虛，甚至病延及腎。

中醫治療咳嗽首先要區別外感與內傷。
外感咳嗽：
多為新病，起病急，病程短，常伴肺衛表症，多屬實邪。
內傷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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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常較久，或反覆多時，病勢較緩，無兼夾表症，多為虛實夾雜，本虛標實之症。
其次在臨床上要注意病患咳嗽的發作時間、節律、性質、聲音及加重的相關因素。如咳而急
劇聲重，咳嗽時作，且白天多於夜間，或咽癢，則咳者多為外感風寒或風熱所致。咳聲粗濁
者，多為風熱或痰熱所致。
早晨咳嗽陣發加劇，咳嗽連聲重濁，痰出咳減者，多為痰濕或痰熱咳嗽。午後黃昏咳嗽加重，
或夜間時有單聲咳嗽，咳嗽輕微短促者，多為陰虛肺燥。
夜臥咳嗽較劇，持續不止，少氣或伴氣喘者，多為虛寒症。凡病勢緩或病程長者，常伴陰虛
或氣虛，咳而聲低氣怯者也屬虛症。
同時也要注意痰的色、質、量、味。咳而少痰者，多為燥熱氣火或陰虛症。痰多者多為濕痰、
寒痰或痰熱。痰白而質稀者屬寒重。痰白而質稠量多者屬濕重。痰黃或有腥臭味者屬熱。痰
白清透明泡沫狀者屬虛寒。咳吐血痰多為肺熱或陰虛致咳。
中醫治療原則乃是根據證候分類來作辨證論治，茲將咳嗽依其臨床病人症候表現歸納為數個
常見證候群，介紹其一般治療原則：

第一大類為外感咳嗽：
1. 風寒襲肺症；病人咳聲重而有力，痰白或稀薄易咳，伴有咽癢、鼻塞、流涕、 頭痛、身
寒、肢節痠痛、畏寒或發熱、舌苔薄白，脈浮或浮緊。治宜疏風散寒， 宣肺止咳。可用『荊
防敗毒散』加減。
2. 風熱犯肺症；咳嗽頻劇，氣粗、喉燥咽痛，口乾渴，痰粘稠或黃稠，鼻流黃涕，身熱汗出，
惡風，面紅頭痛，舌苔黃薄，脈浮數。當疏風清肺，止咳化痰。 方用『桑菊飲』或『銀翹散』
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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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燥傷肺症；病人乾咳，連聲作嗆，咽喉乾痛，唇鼻乾燥，痰少黏，痰難咳出，甚或咳劇
而胸痛，痰中夾血絲，鼻塞，頭痛、 微寒、身熱。舌紅苔薄少津，脈浮數。此風燥傷肺症
多發於秋季。當疏風清肺，潤燥止咳。方用『桑杏湯』加減。
第二大類為內傷咳嗽：
1. 痰濕蘊肺；症見咳嗽反覆發作，咳聲重濁，痰粘膩或稠厚成塊，痰多易咳，早晨或食後咳
甚痰多，進甘甜油膩物加重，胸悶、脘痞、嘔惡、食少、體倦、大便時溏，舌苔白膩，脈濡
滑。當健脾燥濕，化痰止咳。方用『二陳平胃湯』加減。
2. 痰熱鬱肺症；病人咳嗽氣息粗促或喉中有痰聲，痰多、質粘稠或黃、或有腥味，痰粘難出，
胸脅脹滿，咳時引痛，甚或咳吐血痰。舌紅苔黃膩，脈滑數。當清熱肅肺，化痰止咳。方可
選用『清金化痰湯』加減。
3. 肝火犯肺；病人咳逆上氣陣發，咳時面赤，口苦咽乾，痰少質黏難出，胸脅脹痛，咳而引
痛，舌苔薄黃少津，脈弦數。當清肺平肝，順氣降火。方選『加減瀉白散合黛蛤散』。
4. 肺陰虧耗症；病人乾咳，咳聲短促，痰白少粘或痰中夾血，口乾咽燥，聲音漸啞，顴紅，
午後潮熱，手足心熱，夜寐盜汗，形瘦神疲，舌紅少苔，脈細數。當滋陰潤肺，止咳化痰。
選方『沙參麥冬湯』加減。
5. 肺氣虛寒症；患者咳聲低弱無力，氣短，咳痰清稀色白量多，食少，神疲懶言，畏風、自
汗，面色白晃，舌淡苔白，脈細弱。當補氣溫肺，止咳化痰。方用『補中益氣湯』加減。
6. 寒飲伏肺症；咳嗽氣急，喉有痰聲，呼吸不利，胸膈滿悶，咳吐白色清稀泡沫粘痰，形寒，
背冷，喜熱飲，寒冬發作較嚴重，舌苔白滑，脈弦細滑。當溫肺化飲，方用『小青龍湯』加
減。
以上概述中醫治療咳嗽的一般原則，中醫因其時代背景，從藥物治療及病患的病狀反應觀察
中，結合古代當時的社會自然科學，歸納自成系統的醫病治療模式。但現代醫學進步，根據
現代的病理生理學，咳嗽有諸多不同病因；有呼吸道本身的病變，如呼吸道過敏、慢性非感
染性發炎、感染性發炎、腫瘤、先天器官畸形、胸壁疾患、外傷；或心因性咳嗽、縱隔腔器
官組織病變，如腫瘤、胃食道逆流，以及橫膈周圍臟器，如嚴重腎病或肝病所致，影嚮胸肺
部等皆為可能病因，故如長期久咳，仍應尋找專業醫師作確切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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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台灣經方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
合辦單位： 中華民國中醫癌症、抗衰老醫學會
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
時

間演

講

主

題主

講

人服

務

單

位

主持人 鄭宏足 理事長
09:30
10:20
10:20
10:30
10:30
12:30
12:40
14:00
14:00
15:00
15:00
16:00
16:00
17:00
17:00
18:00
18:00
20:00

活 看 柴 胡 證 與 少 陽 病
休
活 用 柴 胡 湯 與 瀉 心 湯
午

鄭宏足

中國醫藥大學 助理教授

息(點心)
鄭宏足

中國醫藥大學 助理教授

餐(會員大會報到)

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鄭宏足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醫癌症醫學會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黃碧松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洪淑英理事長

中醫內科、婦科、兒科、男理監事聯席會議
中醫專科醫學會聯春酒聯歡晚會

地點:台北凱撒飯店 3 樓
台北市忠孝東路 1 段 38 號

大會日期: 109 年 2 月 16 日

大會地點: 台大景福館 1F 演講廳 (台北市公園路 15 之 2 號)
【109 年度台灣經方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

申請積分

□申請 □不申請

執業院所
聯絡電話

中醫師證號

午餐

□一般 □素食

※可申請繼續學分 8 點，報名費(申請學分者/2000 元，不申請學分者/1500 元，學生/1000 元)
郵政劃撥帳號:19742508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
地 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30 巷 148 弄 14 號 2 樓 電 話:02-37651123 傳 真:02-37651194

*為方便前置作業,請於活動期 7 日前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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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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性癌症中醫治療之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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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胃病的中醫診治思維與方藥配伍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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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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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胃病的中醫診治思維與方藥配伍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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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性癌症中醫治療之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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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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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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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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醫兒科專科醫師訓練
課程表
日期

場

時間

課程大綱

授課講師

1

9:30~12:30

【呼吸系統及脾胃系統】
兒科常見病症耳穴臨床應用(含操作指導)

陳飛鵬醫師

2

13:30~16:30

3

9:30~12:30

4

13:30~16:30

5

9:30~12:30

【兒童泌尿科糸統】
頻尿、遺尿、血尿、腎臟病、泌尿道感染

裘惠萍醫師

6/28(日)

6

13:30~16:30

【兒童內分泌科系統】
小兒成長

柯大文醫師

109 年

7

9:30~12:30

【兒童皮膚科糸統】
濕疹、異位性皮膚炎、富貴手

翁瑞文醫師

8

13:30~16:30

【兒童腦神經科系統】
頭昏腦脹、失眠、腦神經衰弱

謝德福醫師

9

9:30~12:30

【臨床精華】
中醫臨床精華四十多年說帖

蘇三稜醫師

【兒童傳染病科系統】
急性腸炎、急性細支氣管炎、腸病毒感染

張東迪醫師

次

109 年
4/26(日)

109 年
5/31(日)

109 年

7/26(日)

109 年
8/23(日)

109 年
9/27(日)

10 13:30~16:30

11

9:30~12:30

【兒童消化暨營養學消化系統】
食慾不振、腹痛、便秘
【兒童血液腫瘤科系統】
小兒白血病臨床診治思維

鄭宏足醫師
黃碧松醫師

【兒童耳鼻喉科系統】
胡克信醫師
鼻竇炎、小兒鏈球菌扁桃腺炎、上呼吸道感染

【兒童胃腸肝膽科系統】

林宏任醫師

小兒黃疸、小兒腹痛、小兒腸胃炎
12 13:30~16:30

【臨床精華】
兒童成長遲緩及兒童外感發燒精華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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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電話:02-37651123

傳真:02-37651194

姚明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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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浮貼相片2張
2.附件:
身分證暨中醫師證
書影本1份

222020中醫兒科專科醫訓練課程【報名表】

6

4/10前報名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