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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之際肝氣旺盛防疫抗茵要確實，中醫專科醫學會會訊祝先進同道診務昌隆、凡事亨通！

感謝所有幫助我們會刊的先進醫師們，第 56 期的中醫專科會訊要和各位會員同道見面

了！

    本期規劃的重點如下 :  

1. 主題文章：P1 感謝蘇奕彰醫師提供『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醫防治建議』臨床經驗敬

供同道臨床參考！

2. 臨床實證：P15 分享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梁信杰醫師『呼吸困難在“間質性肺炎”

及“慢性呼吸道阻塞”之鑑別及處置 』報告 1 則。

3. 識證用方：P33 分享馬培鋒老師識證用方心得『柴胡桂枝乾薑湯治療重症一例』P38：

全世建老師『小柴胡湯組方分析及臨床運用心得』。

4. 難病奇治：P41 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中醫基礎研究所朱進忠名譽所長分享『手麻的中

醫療法』。

5. 季節養生：提供您當季水果枇杷的水果食療。

6. 友會活動：轉載友會於近日將要舉辦之中醫學術活動與會議資訊，提供會員同道參考！

最後感謝所有中醫先進前輩會員的指教，您的高見及稿件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歡迎中醫專科醫學會會員或家屬提供會員本人或直系親屬婚喪喜慶、金榜博碩畢業、開

業執業異動之資料供會刊登載；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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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會刊品質越來越提升，進而成為全體會員及全國中醫同

道交流的園地！ 

                                                          敬祝    平安喜樂  圓滿如意                                                   

                                                    

總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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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醫防治建議

* 供中醫藥專業人員參考

蘇奕彰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

2019 年 12 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截至 2 月 4 日已經擴散

至全球，確診及死亡案例不斷增加。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乾咳，少數病人呼吸困難，胸

部 X 光片呈雙肺浸潤性病灶。2020 年 1 月 9 日中國通知國際：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

病毒。衛生福利部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告（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 號）新增「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WHO 後來的命名為「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 縮

寫為 COVID-19」」，媒體上習慣稱為「武漢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因應疫情發

展，有必要提供全國中醫醫院診所醫師作為面對民眾預防或病患治療之參考，在 2003 年台

灣中醫防治 SARS 經驗之基礎上，彙整 WHO、衛生福利部疾管署相關疫情資料、大陸（中

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疫情資料及國際學術論文（NEJM、Lancet、Nature、Science、

JAMA），提出本建議草案。

一、 「2019 冠狀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簡介 

（一）病原學特點 

病毒屬於 β 屬的新型冠狀病毒，有包膜，顆粒呈圓形或橢圓形，常為多形性，直徑 60-

140nm，基因特徵與 SARSr-CoV 和 MERSr-CoV 有明顯區別。目前研究顯示與蝙蝠 SARS

冠狀病毒（bat-SL-CoVZC45）同源性達 85% 以上。體外分離培養時，2019-nCoV 在 96 個

小時左右即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細胞內發現，而在 Vero E6 和 Huh-7 細胞系中分離培養需約

6 天。學界對冠狀病毒特性的資訊多來自對 SARS-CoV 和 MERS-CoV 的研究，冠狀病毒對

紫外線和熱敏感（56˚C，30 分鐘）、乙醚、75% 乙醇、含氯消毒劑、過氧乙酸和氯仿等溶

劑均可有效抑制病毒。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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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行病學特點 

1. 傳染源：目前所見傳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2. 傳播途徑：主要為呼吸道飛沫傳染和接觸傳染為主。該病毒具有較強的傳染性，人際傳播

指數（R0）在 2-3 之間。 

3. 易感人群：人群普遍易感。老年人及有慢性疾病者感染後病情較重，兒童及嬰幼兒也有發

病。 

4. 比較 2019-nCoV、SARS-CoV 和 MERS-CoV： 

傳染力：2019-nCoV ＞ SARS-CoV ＞ MERS-CoV 

致死率：2019-nCoV ＜ SARS-CoV ＜ MERS-CoV 

（三）臨床特點 

1. 臨床表現： 

目前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潛伏期 1-24 天，一般為 3-7 天，中位數 3 天。以發熱、乏力、乾

咳為主要表現。重型病例約佔 5％，多在一週後出現呼吸困難，嚴重者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

窘迫症候群、敗血性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也可為低熱，甚至無發熱。部分患者僅出現低熱、輕

微乏力，而無肺炎表現，多數在 1 週後恢復。從目前媒體及學術論文報導病例情況來看，多

數患者預後良好，兒童病例症狀相對較輕，很少數患者病情危重。 

死亡病例多見於老年人和有慢性疾病者，兒童和青少年不到 1%；有慢性疾病、年齡大的患

者容易發生重症和死亡。在類流感病例監測標本中已經發現有 2019-nCoV 核酸陽性；也有

無症狀之隱性感染證據；推測重症肺炎比例應低於 20%，致死率約 3%；由於完整人群感染

資料尚未明朗，實際感染母群體應該遠大於公佈數字，對於已公告之發病、重症、死亡案例

數字各國學者也存疑，多數學者推測重症率與致死率低於上述數字，真實狀況仍待後續疫情

發展得到完整資訊才能確認。 

2. 實驗室檢查： 

發病早期白血球總數正常或減低，淋巴球減少，部分患者出現 ALT、AST、CPK 增高；多

數患者 CRP 和 ESR 升高。嚴重者 D-dimer 升高、淋巴球持續下降。咽喉痰液、下呼吸道分

泌物、血液等標本中可檢測出 2019-nCoV 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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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胸部 X 光影像： 

早期呈現多發小斑影及間質改變，以肺外側帶較明顯。進而發展為雙肺多發毛玻璃狀浸潤影

像，嚴重者可出現肺實質化病變，但胸腔積液較少見。 

（四）診斷標準 

1. 疑似病例：結合下述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綜合分析： 

（1）流行病學史 

A. 接觸史： 

發病前 14 天內有武漢地區或其他有本病持續傳播地區的旅行史或居住史；發病前 14 天內曾

接觸過來自武漢地區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續傳播地區的發熱或有呼吸道症狀的患者。 

B. 有群聚性發病或與本病感染者有流行病學關聯。 

（2）臨床表現 

A. 發熱； 

B. 具有上述肺炎影像學特徵； 

C. 發病早期白血球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球數減少。 

有上述流行病學史中的任何 1 項，並符合臨床表現中任意 2 項。 

2. 確診病例：具備以下病原學證據之一者： 

（1） 呼吸道標本或血液標本即時螢光 RT-PCR 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性； 

（2） 呼吸道或血液標本病毒基因測序，與已知的新型冠狀病毒高度同源。 

（五）臨床分型 

1. 普通型：具有發熱、呼吸道等症狀，影像學檢查可見肺炎表現。 

2. 重型：符合下列任何一項 

（1）呼吸窘迫，RR ≥ 30 次 / 分； 

（2）靜止休息狀態下，氧飽和度 ≤ 93%； 

（3）動脈血氧分壓（PaO2）/ 吸入氧氣濃度（FiO2）≤ 300mmHg 

（1mmHg = 0.133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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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重型：出現以下情況之一 

（1）出現呼吸衰竭，且需要使用人工呼吸器； 

（2）出現休克； 

（3）合併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 ICU 監護治療。 

（六）鑒別診斷 

主 要 與 流 感 病 毒 (InfluenzaVirus)、 副 流 感 病 毒 (ParainfluenzaVirus)、 腺 病 毒

(Adenovirus)、 呼 吸 道 融 合 病 毒 (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鼻 病 毒

(Rhinovirus)、人類間質肺炎病毒（Human metapneumovirus）、SARS 冠狀病毒（SARS-

CoV）等其他病毒性肺炎鑒別；與肺炎黴漿菌 (Mycoplasma Pneumonia)、肺炎披衣菌

(Chlamydia pneumoniae) 及細菌性的肺炎等鑒別。此外，還要與非感染性疾病，如血管炎、

自體免疫導致的間質性肺炎等鑒別。 

（七）病例的發現與報告：（略）依照衛福部防疫公告。 

（八）西醫治療：（略）依照衛福部相關公告。

 

二、中醫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2019 冠狀病毒病）的認識

從疾病的發病病機來看，中醫認為外邪必須在人體正氣虛、抗病力弱時才能入侵人體發生疾

病。但當邪毒強盛時，則正氣略弱者染病率與死亡率均將大幅升高。由武漢肺炎臨床表現可

確認它是病邪較盛之疫疾。因一般人染疫病時病狀相似，因此，在一般外感與內傷病所強調

之體質辨證論治就較不重要；反之，因臨床傳變迅速，針對邪毒病因傳化之病程分期分證之

辨證論治就成為治療本病的關鍵重點。 

造成溫疫之中醫病因一般稱為癘氣或疫癘之毒，常見的病因有風寒、寒濕、風熱、溫熱、濕

熱、寒燥、溫燥之邪毒。2002-2003 年席捲全球的 SARS 病原為冠狀病毒（SARS-CoV），

發作於冬春之際，至夏天消退，其病因歸屬於寒濕毒邪，進入身體後化熱轉為濕熱溫病；

因武漢肺炎病原亦為冠狀病毒（2019-nCoV），也發作於冬春之際，疾病特性上應該近似於

SARS。然而新型變異之 2019-nCoV 之傳染力勝過 SARS-CoV，毒性卻略微降低，變異後

之中醫病毒屬性也應該加以修正確認，綜合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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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大陸衛健委擬定公告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

之武漢肺炎分期辨證，初期為「寒濕鬱肺」，即患者出現由「表寒濕邪入肺，造成肺氣鬱而

化熱」之證，再加上病人很少出現皮膚斑疹、及後期動風痙厥譫語等神經症狀，與傳統典型

溫熱或濕熱毒邪所致之溫病或溫疫表現不同，近似於前次冠狀病毒所致 SARS 之歸屬「寒

濕毒邪」，應可排除中醫歸屬為風熱、濕熱、溫熱等類病毒。 

（二） 依據 NEJM、Lancet、Nature、Science、JAMA 文獻資料顯示： 

1. 病毒傳染力較 SARS-CoV 強，致死率則較弱。 

2. 多數感染者症狀輕微，還存在無症狀帶原者。 

3. 主要症狀表現為「發熱、乏力、乾咳」； 

4. 鼻竅症狀「鼻塞、流涕」，以及濕邪所致之「身酸痛、脘悶、痞脹、便溏」較少見；

5. 理學檢查：Dry mucous membranes； 

6. CXR：雙肺多發毛玻璃狀浸潤影像，少見 pleural effusion； 

推論： 

1. 風邪特性明顯，寒邪特性次之，夾濕毒的特性不明顯。 

2. 病毒邪氣直接由肺系（氣管與支氣管）入於肺（肺泡）。 

（三） 肺炎形成後的「痰熱阻肺」在中醫病機上應該是「風寒入肺造成營衛津液停滯」的

病理結果。 

因此，大致上可以將 2019-nCoV 先行歸類為「風寒毒邪」導致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

漢肺炎）。「風為百病之長」四季流行，從患者臨床表現，可知其影響之經絡臟腑，主要為：

足太陽病（表證）→手太陰病（肺之證候） 傳化為「溫病」，形成「痰熱壅肺證」，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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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少數發展為重症之患者，迅速表現短氣、喘促之呼吸窘迫症，進而造成敗血症、呼吸衰竭，

昏迷厥逆，甚至導致死亡。部分報導懷疑病毒會侵入心臟或腦部造成病毒性心肌炎、腦炎或

腦膜炎，目前仍無明確證據可確認，因此臨床上出現中醫病機上入於心或肝藏象的病症，多

由於患者原來疾病體質狀態在感染 2019-nCoV 後所導致的變證，宜依照個別案例分析處置。

從東漢張仲景治療傷寒，到清代醫家治療溫病，已發展出透邪外達、截斷病勢，益氣涼血護

陰等有效方法與方藥，參與防疫的中醫師可在不同病程階段截斷或引導病勢朝向預防及康復

之路，應能協助現代醫學應付此一疫疾。 

三、中醫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策略與方法

（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預防

1. 做好環境及感染原控制：避免病毒擴散、傳播。

2. 建立正確保健觀念：調整與平衡免疫力，預防病毒入侵。

3. 養生法則：維持氣血循環正常，平衡陰陽以護衛避瘟。

身體生理機能是建構在臟腑經絡正常之營衛氣血循環上，當臟腑經絡機能正常時自能溫分

肉、實腠理，達到衛外而固，邪毒不侵之健康狀態。而營衛氣血運行是依照人體自然太極陰

陽生理時鐘之調節，配合飲食水穀精氣之攝入來維持恆定。當起居作息不固定、飲食無規律

與節制、身心經常過度勞作，必使經絡氣血循行失常，邪毒乘隙而入矣。尤其醫護人員在第

一線對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身心壓力極大，感染機會又高，必須長保精神飽滿愉快，在

正常規律作息、運動與飲食下，才能維持正氣不虛，邪氣不入，疾病不生之養生保健目標。

4. 生活飲食原則：飲食均衡、作息正常、不過度勞累。

一般認為陽氣虛體質易感受風寒邪氣、陰虛內熱體質易生溫熱病；脾失健運、內濕停滯體質

易發生濕熱病。武漢肺炎患者屬風寒病毒，發病後傳化為溫熱溫疫，因此在預防上要注意：

（1） 調節衛氣機能：

人體免疫機能應維持正常運作，不可盲目提升，必須因體質施用。特別針對免疫偏亢的免疫

風濕性疾病或過敏患者，不可一味提升免疫力，容易激發疾病惡化適得其反。

中醫認為人體機能由營衛氣血運行來維繫，其中的衛氣機能在通行氣血，抵抗外邪（相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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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通稱之免疫機能），能防病的人體必須「衛氣充足與運作順暢和緩」。

依照衛氣與營血的量與運作狀態，可以區分中醫體質狀態，陽虛體質身體機能及抗外邪力

弱，服用清熱退火中藥會更加惡化；陰虛體質服用溫補中藥易造成上火亢奮而消耗；痰濕體

質服用補養陰血藥常使運作停滯，不當的調補除了造成陰陽失衡的不適，感染機會與嚴重度

反而增加。

（2） 減少身體對病毒之易感性：

衛氣必須充足，不足則病邪容易入侵；衛氣運作需順暢和緩，衛氣外散太過，造成大量出汗

後反而體表虛弱。因此，避免過度勞累、飲食辛辣、冰冷以免身體陽氣耗損與波動，導致體

表黏膜防衛力下降而染病、發病。一般民眾需要起居正常、放鬆心情，在食療上可透過益氣

護衛方來輔助，如以少量黃耆、紅棗、黑糖、生薑煮茶，可達護衛氣避瘟疫的效果。

必須提醒民眾，勿因恐懼武漢肺炎，聽信網路訊息自行服用苦寒瀉火解毒中草藥，不但與新

型冠狀病毒風寒屬性不符合，也容易導致身體陽氣損傷，氣血不行，不但增加感染上呼吸道

與武漢肺炎機會，也容易損傷腸胃肝腎。

由於 2019-nCoV 屬於瘟疫病毒，仍須依照病毒中醫病因屬性與入侵之病機反應採用有效對

抗病邪（2019-nCoV）之藥物，達到「扶正拒邪」之目地。 

（3） 減少疾病傳變性：

中醫理論認為病邪入侵兩大特色「體虛則受邪，不虛則不受邪」、「虛則傳，不虛則不傳」。

病毒進入體內後，身體衛氣會與之交戰，導致衛氣津液停滯，氣蓄積則發熱，津液停滯則形

成痰；尤其對於陰虛體質更容易產生化熱現象，造成「痰熱滯肺」證；因台灣為海島型氣候，

經濟富裕，現代生活習慣使氣陰虛與痰濕體質比率偏高，因此在生活飲食保健上要注意減少

熬夜（若需要輪班熬夜，也必須要縮短輪班時間）、均衡飲食，避免冰冷、刺激性食物，阻

礙營衛氣循行化生。

5. 一般民眾建議處方原則

在戶外開放通風空間無感染風險，在無社區感染患者出現前，一般健康民眾不會受感染，只

要維持正常作息、均衡飲食、適當運動、精神愉快，不需服用預防性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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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慢性疾病免疫機能不佳，或工作生活環境需要接觸不特定群眾而有感染危險者，可依照

疾病及個人體質狀態擬定體質調理處方。必須提醒的是「預防性質之處方，不宜長期大量使

用治療急性發炎之苦寒性清熱解毒藥物，以免抑制胃氣及衛氣，如降低免疫力，反而易致感

染或生病變。」建議中醫院所醫師可以益氣固表加辛溫清宣透表解毒之中藥來處方。

黃耆三錢、桂枝二錢、甘草二錢、生薑三錢、紅棗五枚

荊芥三錢、桑葉三錢。

製備：藥材置鍋中加入 30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約 20 分鐘即可熄火，濾出

藥汁，代茶飲用。

功效：益氣護衛固表

6. 高風險感染機率者預防處方原則

對醫護人員、大眾運輸及公共場所高危險群人員感染病毒的機率較高，有必要給予武漢肺炎

預防性處方，處方建議如下：

黃耆五錢、桂枝二錢、甘草二錢、生薑五錢、紅棗五枚

荊芥三錢、桑葉三錢、薄荷三錢、板藍根三錢、魚腥草五錢。

製備：藥材置鍋中加入 30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約 20 分鐘即可熄火，濾出

藥液，代茶飲用。

功效：益氣固表、宣肺解毒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兩包，6g.BID。

A. 黃耆 1.5g、荊芥 1.5g、甘草 1.0g、生薑 1.0g  板藍根 2g、魚腥草 2g、薄荷 1.5g、桑葉

1.5g

B. 荊防敗毒散 8.0g、魚腥草 2.0g、板藍根 2.0g

（二）急性病症診治原則與方藥

由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被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因此對於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的可能病例的治療，必須遵守規定迅速通報採用隔離治療。因為中醫院、所防護隔離設

備不足，對疑似病患絕對不宜自行診療用藥，以防醫護人員遭受感染與疫情擴散。

而在各區衛生福利部指定醫院之隔離病房，中醫師可能將參與中西醫結合對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患者之治療，因此必須先瞭解治療方針。先前已說明嚴重溫疫之中醫治療原則中，較不

重視體質辨證論治（原有其他慢性疾病者除外），且武漢肺炎臨床傳播迅速，未來可能需同

時面對大量病患，因此，針對邪毒病因進入人體後傳化之病程分期辨證論治是關鍵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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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2003 年 SARS 期間海峽兩岸中醫對 SARS 患者之治療經驗，中醫藥早期干預，可以阻

斷病程發展，中藥並可明顯減輕症狀、縮短發熱和住院時間，促進炎症吸收，減少後遺症、

併發症及西藥毒副作用。由於武漢肺炎病毒近似於 SARS-CoV 病毒，但因經過變異或傳播

過程之變種，以及環境地域之氣候、人群體質特性不同，台灣國內病患病機表現與診治未必

適合大陸方案，以下依據 SARS 防治經驗，參考學術論文發表病案及診治資料，針對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患之中醫治療臨床建議以下方案（請依照臨床病患體質辨證調整）：

1. 病毒潛伏期（未發病）：

當醫護人員或民眾在防禦不全之狀況接觸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患者，極可能遭受病毒感染

之際，除了依規定進行標準的 14 天隔離觀察，避免疫情擴散傳染之外，對於被隔離的人員，

可依其意願配合處方使用，以期能阻斷病毒在體內之擴散，並阻絕團體間相互傳染。未發病

之隔離者臨床建議方劑如下：

荊芥三錢、桂枝二錢、藿香三錢、蒼朮二錢

桑葉三錢、板藍根五錢、魚腥草五錢、黃芩三錢

全瓜蔞五錢、厚朴二錢、甘草二錢、生薑二錢

製備：每日一劑，藥材置鍋中加入 12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成 300 mL 的藥汁，

早晚分服 150 mL 藥汁。

對象：極已可能遭受病毒感染之醫護人員或民眾。

目的：阻斷進入體內之病毒複製與發展。

時機：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剛入侵之潛伏期，仍未發作症狀或初發症狀時（發熱、咳嗽、

倦怠乏力）使用。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 3 包，5g.TID。

A. 荊芥 1.5g、蒼朮 1.5g、薄荷 1.5g、桑葉 1.5g、甘草 1.5g、板藍根 2.0g、魚腥草 3.0g、厚

朴 1.5g、生薑 1.0g

B. 九味羌活湯 10.0g、魚腥草 3.0g、板藍根 2.0g

2. 發病期：病患皆在醫院內接受隔離治療，不應在個人院所診治。

中西醫學合作治療是最佳選擇，宜與負責治療病患之醫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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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討論後，依照病程表現使用以下之建議處方。

（1）病毒複製期：

初起風寒發熱證：症見微惡寒，發熱或不發熱，乾咳、身倦乏力，口乾，無汗或汗出不暢；

部分患者或見納呆、噁心、嘔吐、便軟，舌淡紅，苔薄白或滑，脈浮略數。

進而發展表寒裡熱或兼夾濕證，治療上宜辛溫宣透佐以清化來宣散風寒、透邪外達。處方可

以藿香正氣散、荊防敗毒散、加減清涼解毒藥，熱重則加石膏。處方如下：

麻黃二錢、桑葉三錢、薄荷三錢、蒼朮二錢

魚腥草五錢、板藍根五錢、黃芩三錢、生石膏三錢

全瓜蔞五錢、厚朴三錢、甘草二錢、生薑二錢

製備：藥材置鍋中加入 12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成 300 mL 的藥汁，三餐分服

150 mL 藥汁，每日 1.5 劑，

對象：發病 1-7 天初期疑似病患剛發作症狀時使用。

目的：阻斷病毒在體內發展與擴散。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 3 包，5g.TID。

A. 麻黃 1.0g、荊芥 1.5g、黃芩 1.5g、甘草 1.0g、生薑 1.0g  板藍根 3.0g、魚腥草 3.0g、厚朴

1.0g、全瓜蔞 2.0g

B. 九味羌活湯 10.0g、魚腥草 3.0g、板藍根 2.0g

少部分患者往重症發展，出現痰熱阻肺證，可見濕熱蘊毒於肺，症見發熱，乾咳或嗆咳，胸

悶、短氣喘促，汗出不暢，納呆脘痞，口乾或伴有咽痛，口苦或口黏，舌紅，苔黃膩，脈浮

弦滑數。治療上以清熱化濕解毒，方選柴陷湯、清瘟敗毒飲、甘露消毒丹加減。處方如下：

麻黃二錢、桑葉三錢、全瓜蔞五錢、茯苓五錢

魚腥草一兩、板藍根五錢、黃芩三錢、生石膏三錢

薑半夏三錢、厚朴三錢、乾薑一錢、甘草二錢

製備：每日 1-1.5 劑，藥材置鍋中加入 10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成 300 mL 的

藥汁，分早晚或三餐，每次服 150 mL 藥汁。

對象：病患發作症狀明顯加劇，將進入細胞激素風暴期。

目的：阻斷病勢進入肺部嚴重瀰散性發炎。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 3 包，5g.TID。

A. 麻黃 1.0g、桑葉 1.5g、黃芩 1.5g、厚朴 1.5g、甘草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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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藍根 1.5、魚腥草 3.0g、生石膏 1.5g、全瓜蔞 2.0g

B. 柴陷湯 9.0g、魚腥草 3.0g、板藍根 1.5g、生石膏 1.5g

（2）細胞激素風暴期：

發病 7-9 天進入肺炎嚴重發展期，臨床表現為氣促、喘悶、倦怠乏力明顯，或伴有紫紺，重

者可出現氣竭喘脫。治療上在祛邪的同時必須扶正，選用清營湯，合生脈、復脈湯加減，可

佐以強心通脈、涼血活血、化瘀化痰藥，以阻止肺炎發展、吸收發炎痰液，降低呼吸窘迫、

衰竭與插管率。濃縮中藥藥力不足，以飲片煎劑為要。

生石膏五錢、黃芩三錢、魚腥草一兩、綿茵陳五錢

製附子一錢半、乾薑一錢半、甘草二錢、麥冬三錢

全瓜蔞五錢、薑半夏三錢、茯苓五錢、厚朴三錢

製備：每日 1 至 2 劑。藥材置鍋中加入 12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成 300 mL 的

藥汁，每 3-4 小時服用一次，每次服 100 mL 藥汁或由 NG 管灌。

對象：發病後 7-4 天肺炎嚴重發展期病患。

目的：阻止嚴重肺炎發展、吸收炎液，降低呼吸窘迫與插管率。

晚期患者嚴重時喘促煩躁，倦怠乏力嚴重，西醫除氧氣供應外，必要時需插管治療，中醫可

佐以清營解毒，益氣涼血藥方。而病況危急時，喘促，昏迷自汗，四肢厥逆，脈微欲絕。治

以益氣固脫，或兼以辛涼開竅，或加重製附子以拯救危逆，病人仍有希望逆轉。

（3）恢復期 : 

多在發病 14 天以後，有些患者逐漸復原，有些患者繼續發展肺纖維化，臨床上以氣陰兩傷、

氣虛挾痰、挾瘀為主，辨證治療強調益氣養陰、扶正透邪，並重視化濕、活血。

無明顯發展肺纖維化患者，治以益氣養陰潤肺、健脾化濕，如生脈散、沙參麥冬湯、參苓白

朮散加涼血活血藥來進行調理，仍兼見肺經證者，宜繼續隨症加減清熱透邪，務使邪盡。此

外飲食起居更應小心，以防食復、勞復，或重感外邪。

北沙參三錢、麥冬三錢、乾地黃三錢、茯苓五錢

桑葉三錢、全瓜蔞五錢、黃芩三錢、綿茵陳五錢

丹皮三錢、炒白朮二錢、厚朴三錢、甘草二錢。

製備：每日一劑，藥材置鍋中加入 12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成 300 mL 的藥汁，

早晚分服 150 mL 藥汁。

對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恢復期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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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促進肺功能及體能恢復、吸收發炎液。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 3 包，5g.TID。

A. 桑葉 1.5g、丹皮 1.5g、麥冬 1.5g、黃芩 1.5g、甘草 1.5g

綿茵陳 2.0g、厚朴 1.0g、茯苓 1.5g、全瓜蔞 3.0g

B. 沙參麥冬湯 9.0g、綿茵陳 2.0g、全瓜蔞 2.0g

厚朴 1.0g、炒白朮 1.0

發展明顯肺纖維化患者，治以益氣養陰潤肺加涼血活血化瘀祛痰治之，以炙甘草湯合血府逐

瘀湯、清燥救肺湯等加減化裁。

炙甘草三錢、北沙參三錢、製附子一錢、桂枝二錢

全瓜蔞五錢、黃芩三錢、乾地黃三錢、生玉竹三錢

綿茵陳五錢、丹皮三錢、赤芍三錢、桃仁二錢

製備：每日一劑，藥材置鍋中加入 1000 mL 的水，用大火煮沸改小火熬煮成 300 mL 的藥汁，

早晚分服 150 mL 藥汁。

對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患者發展明顯肺纖維化。

目的：以阻止肺纖維化發展。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 3 包，5g.TID。

炙甘草湯 8.0g、製附子 1.0g

綿茵陳 2.0g、全瓜蔞 2.0g、厚朴 1.0g、丹皮 1.0g

四、臨床備註：

（一） 感染患者均隔離於負壓病房接受監控照護，西醫治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標準處理

模式對患者生命維護極為重要，參與治療之中西醫師必須充分合作，一切以患者病況需要為

依據。

（二） 住院隔離病患接受中醫診療時，舌、脈診（醫師戴手套、重症患者使用氧氣甚至插

管治療）不易操作，加以多數患者接受輸液、藥物治療，舌脈象也未具參考性，可參考「生

命徵象及相關醫護記錄」，以瞭解患者生理及病況表現。

（三） 前述中醫診治建議方案乃以武漢肺炎病程分期辨證為準，臨床上已知慢性病、免疫

機能異常及老年患者預後較差，原先疾病及體質狀況會影響病機分析與用藥，醫師仍應依照

個案實際狀況詳加辨析，以做為治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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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照 2003 年 SARS-CoV 疫情經驗，寒濕特性之病邪在氣候轉暖時能會受到抑制，進

而消失；但屬風寒病邪，尤其風邪特性明顯的 2019-nCoV，是否會受氣溫升高而降低致病

活性，仍有待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感染數越少，疫情消退越快」，因此策略上預防感染

更重於治療，中醫基層院所能參與教育及協助民眾預防感染與散播，以阻絕或壓低帶病毒者

之數量，希望能儘快解除疫情。

2020.01.31. 初稿

2020.03.10 最後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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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難在“間質性肺炎”及

“慢性呼吸道阻塞”之鑑別及處

置

梁信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胸腔暨重症系

呼吸困難

主觀上　感到呼吸費力及不舒服的感覺

客觀上　表現為呼吸節律、頻率、呼吸深度的變化，以及是否伴有輔助呼吸肌參與呼吸動作

等而言

呼吸困難嚴重度評估

mMRC 呼吸困難量表

               

間質性肺炎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nterstitial pneumonitis)

是以肺泡壁為主包括肺泡周圍組織及其周圍支撐結非腫瘤、也非感染性病變也可以波及支氣

管和肺實質構病變的疾病

臨床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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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間質

Primary: the space between the epithelial and endothelial basement membranes

Overall: alveolar epithelium, pulmonary capillary endothelium, basement membrane, 

perivascular and perilymphatic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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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質性肺炎之臨床特徵

基本病理變化：

瀰漫性肺泡發炎性病變，併發纖維化，可伴有肺實質肉芽腫或續發性血管性病變

臨床表現：

慢性咳嗽（乾咳）、運動性呼吸困難

影像學特徵

兩側瀰漫性浸潤

肺功能：限制性通氣障礙、擴散功能障礙

動脈氣體分析：V/Q 比例失調、低血氧、PA-aO2 增大

大部分患者病程緩慢，逐漸喪失肺功能，最終進展成瀰漫性肺間質纖維化、多因呼吸衰竭而

死亡。

病因

病因不明

與免疫反應

病理反應：慢性炎症

肺泡巨噬細胞首先被活化

疾病早期：淋巴細胞升高，

病程進展：中性粒細胞增高

肺損傷及修復和纖維化過程同時進行

最后正常的肺泡損傷，疤痕組織形成

臨床表現

40 歲以後好發

男女相當

病程緩慢

進行性呼吸困難，乾咳

異常呼吸音：Velcro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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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lymphatic nodules

DLD with Linear and Reticular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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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T 的呼吸道解剖學

 Primary Lobule (acinus) :      Terminal  bronchiole 涵 蓋 之 範 圍 ，     400 alveoli，6-10 

mm。 Secondary Lobule :     3-5 acini 組成之範圍，10-25 mm，　 Interlobular septa 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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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性肺纖維化治療

1. 藥物

2. 類固醇：

Prednisoline: 0.5mg/kg/d, 口服 4 周，然後 0.25mg/kg/d，口服 8 周，之後 0.125mg/kg/d 或

0.25mg/kg QOD

CTX

3. 肺移植

療程：3 個月判斷療效，如耐受性好可繼續治療至少 6 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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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肺阻塞性肺病 COPD

為何談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全球有 2 億人口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率高居全球第四位 ! 

台灣估計約有 70 萬人，每年花在治療 COPD 的健保費高達新台幣 270 億 !

多年位居台灣地區十大死因之一，可造少活 11 年 ! 全台每年有 5,000 人因它喪命 !

大幅降低病患工作能力及生活品質，造成家庭及社會的負擔。

什麼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

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種肺臟受到攻擊的慢性發炎性疾病 !

九成是因為長期抽菸或吸入有害氣體 , 造成呼吸道持續刺激而引起發炎反應 !

許多黏液 , 造成支氣管阻塞 , 使氣體無法順暢進出肺部 , 導致呼吸困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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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的病徵

慢性咳嗽 : 一開始間歇性，慢慢變成每天咳，長期一直咳 ~

咳痰 : 長期喉嚨有痰，不舒服 ~

呼吸困難 : 呼吸費力，胸悶，吸不到氣 ~

最後，喘不過氣，無法呼吸，危及生命 ~~~

COPD 之危險因子

宿主因素 (Host factors)

    基因：α-1 antitrypsin deficiency

    氣道過度敏感

    肺臟之成長

外界暴露因子 (Exposures)

    抽菸

    職業粉塵及化學物質

    室內及室外污染

    感染

    社會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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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氣道變化

COPD 流行病學

40 歲以上成人中，平均每 6 人就有 1 人是 COPD，但是就診率僅有 2%!!!

COPD 病人就在你我身邊 !!!

有下列狀況時，應考慮 COPD 之診斷

COPD 之評估

綜合性的 COPD 評估 :  ( 根據 GOLD GUIDELINE)

肺量計分級

症狀評估

急性惡化風險評估

肺功能（如：肺量計 , spirometry 檢查）

基本檢測 : 肺量計 (spirometry) 檢查

FEV1 / FVC < 0.7 表示的確有持續性的呼氣氣流受阻，因此可確診為 COPD。

肺功能檢測

症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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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惡化之風險評估

COPD 急性惡化的定義為急性加重的呼吸症狀，其程度超過平常的日與日間正常差異，而且

需要改變治療 藥物。( 急診、住院 !!)

不同病人發生急性惡化的機率差異極大，過去曾有 COPD 急性惡化接受治療的病史是預估

未來是否會有頻繁急性惡化（每年 2 次以上）的最佳預測工具。

Assessment of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療

	戒菸：根本問題—戒菸衛教必做 !!

	藥物治療

	肺部復健

	氧氣治療

	

COPD 之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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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之非藥物治療

復健

運動、營養、教育

氧氣治療

每天使用至少 15 小時

Stage IV 病患合併有

PaO2<55mmHg, or SaO2 ≦ 88%, ± hypercapnia, or

55mmHg ≦ PaO2<60mmHg +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HF, or polycythemia (Ht>55%)

外科手術治療

Bullectomy

Lung volume reduction surgery (LVRS)

Lung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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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桂枝乾薑湯

治療重症一例

馬培鋒 /胡希恕經方醫學滄州傳承基地負責人

2004 年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業，中醫學術上宗仲景經方醫學，下吸取各家精

華，對胡希恕、劉渡舟、黃煌、陳慎吾等傷寒大家的學術思想都有研究，針灸學術宗以

經絡為核心的治療體系，近半年通過胡希恕的方證醫學體系學習應用張仲景醫方，臨床

療效明顯提高，熱心仲景醫學發展，多次為學生講解《走進仲景醫學》學術講座，2019

年 3 月 2 日，當選滄州市中醫藥學會張仲景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任胡希恕經方醫學滄

州傳承基地負責人以來，積極推廣仲景醫學在臨床上的應用。專業特長：應用經方、針

灸及中西醫結合方法診療神經系統常見病、多發病及疑難雜病，中風、失眠、頭痛、癲

癇、面癱、帕金森病、腦脊髓病變、周圍神經系統疾病、胃腸道疾病、咳嗽、婦科疾病等。

內文

胡希恕胡老說：“辨方證是辨證論治的尖端。”

劉渡舟劉老在《傷寒論十四講》最後一講中說：由此可見，“抓主證”是辨證的最高水準。

我認為，抓住主證，治好了病，也就發展了《傷寒論》的治療範圍，擴大了經方使用，

使人增長了才智。

兩位經方大家，學習仲景醫學時，理論體系不同，但在臨床上一位說“方證”，一位說“主

證”，我認為是相通的，那就是對臨床症狀的識別，依據症狀應用經方！！！

下面分享一例 2012 年重症住院患者應用柴胡桂枝乾薑湯的醫案，看看當時的辨證思維體

系及分析過程。然後今日用方證解讀，是何其的簡要。

識證用方



中醫專科會訊 第 56 期 34

當時醫案：

李某，男， 65 歲，主因喘憋、乏力、四肢水腫住院。

患者發現腦中風、糖尿病、高血壓半年，經治療遺留有聲音嘶啞、飲水偶有嗆咳，右側

偏癱，長期臥床，本次入院前 1 月患者出現四肢輕度水腫，間斷喘憋，自覺乏力，在養

老院對症治療，病情仍有加重，入院前患者出現喘憋加重，來急診查肺 CT 示：肺感染，

肝腎功能均有損傷，喘憋較重，考慮存在多臟器損傷，建議入 ICU 系統治療，家屬拒絕

入住 ICU，在我科治療。

入院後考慮患者存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肺感染、腦中風、糖尿病、肝腎功能損

傷、低蛋白血症等，予支氣管鏡深部吸痰保證呼吸道通暢，抗炎、利尿、霧化稀釋痰液、

胰島素皮下注射降糖、保肝、對症支持等治療 6 天，患者喘憋、無力好轉，血糖控制可，

仍有發熱，最高體溫 39.0℃。

現有大量頭汗出，汗出如洗，重時前胸及雙臂亦可見少量汗珠，為涼汗、肢體亦發涼，

患者自覺頭部發熱，小便不利（患者尿管保留導尿通暢，但仍覺憋尿），大便偏稀，每

日 3-4 次。

予頸部冰塊物理治療發熱，頭汗出症狀無好轉，查患者脈右側滑有力，左側滑緊，舌體

胖質嫩略紅。

考慮患者存在痰濕阻滯，陰分伏火

予口服茯苓、澤瀉、牡丹皮、青蒿、生地黃等治療 2 天，上述症狀無明顯好轉，患者仍

訴小便不利，舌脈大便同前，查甲功全項提示：低 T3 綜合症。

後查《傷寒論》治療“頭汗出”相關條文，發現 147 條云“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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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

桂枝乾薑湯主之。”

與本患者症狀相似予柴胡桂枝乾薑湯治療，其中：

柴胡 20g 桂枝 15g 乾薑 10g 天花粉 20g 牡蠣 20g 黃芩 10g 甘草 10g

口服 1 劑後患者頭汗出明顯汗轉，小便不利症狀消失，尿管拔出，患者小便通暢，發熱

消失，體溫恢復至正常，大便轉為每日 2 次，略偏稀，查右脈滑，左脈可寸略弱

服藥 7 劑頭汗出癒，大便每日 1 次。

當時的認識：汗為心之液 ，頭為諸陽之會，陽加於陰謂之汗，本患者病情危重，虛陽上

越，搏津為汗，故但頭汗出且量較大，津能載氣，氣為陽，汗出傷津，氣傷及陽，則汗

出肢涼，虛陽上越，脾腎之陽氣不足，脾陽虛則運化水濕無力，故而有腹瀉症狀，腎陽

不足，不能助膀胱氣化，故有小便不利症狀，大量汗出必使津液內傷，綜合諸證，本患

者為脾腎陽虛，虛陽上越，汗出津傷重症。

方中乾薑、桂枝溫脾腎之陽，且桂枝有下逆氣、助膀胱氣化之功；

天花粉、牡蠣可益陰津、化痰濕、解痰結，可解津傷及痰結

少陽三焦乃水濕之通道，本患者存在在上之汗出、在中下之水濕代謝障礙即大便稀次數

多，小便不利等三焦不利症狀，柴胡、黃芩為調節少陽之主藥，應用有通調水道之作用。

本方集寒、熱諸藥於一方，用甘草調和之，方證相合，故療效頗佳。

備註：當時之所以在仲景醫學中查“頭汗出”的條文，因為患者頭汗出量極大，查房時

家屬及陪護人員反覆告知這一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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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柴胡桂枝乾薑湯 今日思考：

關注患者兩個症狀

1、但頭汗出

2、小便不利

關注一個焦點：

大便偏稀，每日 3-4 次。

關注的兩個症狀，就可以和 147 條云“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

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中有兩個症狀（ “ 但頭汗出 ”、“ 小便不利 ” ） 符合，所謂的方證已在其中， 直接

用之即可。

繁瑣的辨證過程，大可省略，直逼臨床的真諦： “方證相應”

深刻理解“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症便是，不必悉俱”，柴胡桂枝乾薑湯方可

用（我目前還沒提煉出這“ 一症 ”具體所指）。

備註：柯琴在評價桂枝湯時說：“此為仲景群方之魁，……，如所云頭痛、發熱、惡寒、

惡風、鼻鳴、乾嘔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惟以脈弱、自汗為主耳”。

可見：“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不只適用於小柴胡湯一方。

關注一個焦點：大便溏。

劉渡舟劉老認為，本方是脾寒，大便應該是溏，陳慎吾陳老認為，本方證是少陽病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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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機轉，可解。

胡希恕胡老認為本方利於大便乾，“微結”是陽明微有所結，說白了就是適用於大便乾，

還將 148 條與 147 條同解，認為 148 條的“陽微結”是對 147 條“微結”的補充，是認

定本方可治療便秘的眼目。

我們在“經方人”公眾號《柴胡桂枝乾薑湯治療便秘、胸脅脹滿到胡老經方醫學體系》

一文討論了這一問題，當時治療的患者是便秘，結合本例患者大便溏，可見柴胡桂枝乾

薑湯在臨床中不能以便秘或便溏為識證要點，也不必在做過多討論。

結合仲景醫學，深度解析柴胡桂枝乾薑湯方證。

胸脅滿、 心煩、 往來寒熱——柴胡、黃芩

小便不利、 但頭汗出——桂枝、甘草（胡希恕胡老解讀最佳：小便不利因為氣上沖所致，

桂枝是治療主藥——參看胡希恕胡老解讀“桂枝去芍藥加白朮茯苓湯”一條）

微結、 渴：瓜蔞根、牡蠣（1、《金匱要略》百合病篇“渴不瘥者，瓜蔞牡蠣散主之 2、

瓜蔞根強壯性滋潤性生津藥，牡蠣解結）

渴：乾薑、甘草 ( 恢復胃的機能，生成津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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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胡湯組方分析及臨床運用心得

   全世建 /廣州中醫藥大學方劑學教研室副主任，第一附屬醫院內科副主任醫師。 

 

    小柴胡湯及加減方在國內被廣泛用來治療傳染病、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及血液疾病、消

化系統疾病、泌尿生殖系統疾病、過敏性疾病、精神、神經及運動系統疾病、婦產科疾病、

外科疾病等多種疾病。該方也是在日本漢方醫療中最為廣泛應用的處方，幾乎成為包治百病

的良方。 

 

    一、樞機之劑，和法之總方 

 

    小柴胡湯出自《傷寒論》，是張仲景根據邪犯少陽，致少陽樞機不利而設，歷來被認為是

“和法”的代表方。柯韻伯稱之“少陽樞機之劑，和解表裡之總方”。 

 

    和法的含義到底是什麼？《資生篇》專門論述道：“和解者，和汗下之法而緩用之者也，

……故方中往往寒熱並用，燥濕並用，升降散斂並用，非雜亂無法也，正法之妙也”。戴北

山也有大體相同的見解，他說；“寒熱並用謂之和，補瀉合劑謂之和，表裡雙解謂之和，平

其亢逆謂之和”。這裡所說的和法實際上是把各種方法有機結合起來的一種方法，特別是把

相反相成的兩種方法巧妙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寒熱並用，攻補兼施，以達到治療錯綜複雜

證候的一種方法。而小柴胡湯的配伍正反映了這一特點。 

 

    二、寒溫並用，攻補兼施 

 

    小柴胡湯共由七味藥物組成，即柴胡、黃芩、人參、半夏、甘草、生薑、大棗。 

 

    從組成藥物的性味來看，其配伍有三個特點：①柴胡、黃芩性味均屬苦寒，但柴胡味辛，

氣味俱薄，具有輕清升散的特點，而黃芩氣味較重，降泄作用較強，兩藥相配，性寒而升降

並用。②生薑、半夏性味均屬辛溫，但生薑以辛散作用為主，而半夏具有降逆特點，兩藥相

配性溫也是升降並用。③人參、大棗、甘草性屬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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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組成藥物的藥效配伍來看，其配伍特點也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①柴胡、黃芩合用，

透邪解鬱，清瀉膽熱，達到和解少陽的目的，使氣郁得達，火鬱得發，以祛邪為主。②生薑

配半夏為止嘔聖藥，使胃氣得以和降，以調暢氣機為主。③人參、大棗、甘草配伍，有補中

益氣的作用，防患於未然，以扶正為目的。 

 

    綜合小柴胡場的性味功效，可以看出該方集寒熱、升降、補瀉于一方，既各奏其功效又相

輔相成，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從而達到寒溫並用、攻補兼施的目的。 

 

    三、調達上下，宣通內外 

 

    小柴胡湯的主治是什麼？《傷寒論》第 10 條指出：“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

是，不必悉備”，仲景明確提出了小柴胡湯的適應證。從《傷寒論》第 96 條可以看出，柴

胡證有兩類證候即必然證和或然證。 必然證是指“寒熱往來，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

心煩喜嘔”四大症狀，這些症狀是臨床上必然出現的，反映疾病的本質，所以只要出現這些

必然證，便可確定為柴胡證。  或然證是指“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滿、

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或咳者”，這類症狀既可見，也可不見，既可多見，也可少

見，所以不一定要具備。 

 

    從邏輯上來斷，柴胡證應是指其必然見證，即寒熱往來，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食，心煩喜

嘔。 

 

    從柴胡證的病機來看，寒熱往來屬少陽半表半裡的典型熱型，少陽屬半表半裡，又為樞機，

出可達表，入可在裡，邪入其地，則正邪分爭，正勝則熱，邪勝則寒，故可出現寒熱往來，

它屬傳統意義上和解法的範疇。但胸脅苦滿，是邪犯少陽、經氣不利之故，蓋足少陽之脈下

胸中貫膈，循脅裡，正當胸脅之分，

此證按理應屬經絡表證。而嘿嘿不

欲飲食則屬膽火內擾，影響胃之功

能，已完全屬裡證。心煩不安，則

屬膽火內鬱上擾，也屬裡證。因此，

從病機來看，柴胡證有裡證，有表

證，也有半表半裡證。 

 

    從這個角度分析，小柴胡湯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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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和法的代表方，不是因為它僅僅可以和解半表半裡之邪，而是因為它寒熱並用，升降並

用，攻補兼施，把各種方法特別是相反相成的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才是和法的真正含義。 

 

    四、師法不泥方，治病不離證 

 

    小柴胡湯組方嚴謹，臨床療效確切，被廣泛用於治療多種疾病。出現這一現象，可能與目

前疾病譜的變化有關。由於各種致病因素的增多，個人體素質差異日趨複雜，疾病的病因、

病機也變成錯綜複雜，不少疾病往往寒熱、虛實錯雜、氣機逆亂，很難用單一治法去組方治

療，而小柴胡湯剛好能發揮這方面的優勢。 

 

    小柴胡湯及其變方治療的病症的確不少，但必須按中醫學辨證論治的治療原則來應用。具

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必須具備柴胡證，這是應用本方的基本指征，這些指征即可出現於表證，也可出現於

裡證、半表半裡證。要按辨證論治的治療原則，遵仲景“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之旨。 

    其二，要師其法而不泥其方。張仲景立小柴胡湯，寒溫並用，攻補兼施，達到通利三焦，

調達上下，宣通內外，和暢氣機的目的。方中藥物變化可以根據疾病的變化，按其性味功效

隨證加減。 

    其三，合其它方藥隨證化裁加減，靈活應用。方劑是治法的具體體現，小柴胡湯“和法”

本質就是融各種方法于一方。所以在臨床運用中可以根據病情需要，合其它方，甚至數方于

一方，充分體現小柴胡湯組方特點。 

 

    小柴胡湯是在日本漢方醫療中最為廣泛應用的處方。然而，自 1994 年以來，有些慢性肝

炎患者，因服用小柴胡湯產生副作用，導致間質性肺炎，其中更有 10 餘例死亡。為此，日

本《朝日新聞》2000 年 1 月 25 日報導，日本厚生省禁止使用中藥小柴胡湯。為什麼出現這

一情況呢？主要是日本在運用小柴胡湯時，常常以現代藥理學研究結論作為選方依據，而脫

離了張仲景融理法方藥於一體的辨

證論治體系。如日本《漢方處方解

說》載小柴胡湯的使用範圍指出：

本方為強壯劑和調養劑，既能增強

消耗性疾病患者的體質，又能改善

瘦弱型的結核樣體質。這種一方治

百病的應用方法，缺乏辨證論治，

豈能不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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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麻的中醫治療

朱進忠 /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中醫基礎研究所名譽所長

1左臂癱瘓抬舉困難，左手腕、指弛緩不收 沈××，女，48 歲。 五年前發現左手姆、

食二指麻木，其後逐漸手指活動不靈活，三年前逐漸出現左手腕不能抬起，五個手指不

能屈伸，說話亦感困難，兩年前，又突然出現左半身不遂。急住某醫院，診為腦血栓形

成。

2 住院後以針灸，西藥和中藥再造丸治療半年，左下肢活動雖已基本恢復，但左上下肢

麻木酸困不減，左手腕仍不能抬起，手指不能屈伸，說話不靈活，合谷附近肌肉萎縮。

審其除上症外，並見面色蒼白，神疲乏力，舌蹇，左臂僅能抬舉 30 度左右，左手腕、指

均緩縱不收，舌質紅，舌苔少，脈弦稍大。綜合脈證，並結合前藥的效果反復考慮：診

為氣阻俱虛，肝筋失，擬用養陰益肝，舒筋。

3加減複脈東加減。

處方：炙甘草 10 克　黨參 10 克 麥冬 10 克　白芍 12 克　阿膠 10 克 ( 烊化 )生地 15 克

　桑枝 30 克 

服藥 10劑後，上肢能上抬至 90度，手腕微能抬起，手指稍能屈伸，但卻發現頭暈頭脹，

失眠，舌脈同上，此肝陽上亢所致，

上方加龜板 15 克、龍骨 15 克、牡蠣 15 克、五味子 10 克。 服藥兩周，共服藥 12 劑，

精神大增，頭暈消失，手腕已能自動抬起，手指能屈伸，並能從地上拾起錢幣，宗效不

更方之旨，繼服 30 劑，後果然痊癒。

                                                                                                               來源：《難病奇治》

難病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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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枇杷的妙用  

黃勝雄 / 門諾醫院暨相關機構總執行長

黃勝雄（1938 年－），出生於台灣南投縣草屯鎮。台灣著名醫師、公益工作領袖及基督教

傳道人。黃勝雄是享譽美國的腦神經外科權威，曾是美國雷 根總統隨行的指定醫師，被認

為是醫生中的外科醫生，一年要看五千位病人、動三百六十個手術。1993 年響應門諾醫院

院長薄柔纜醫師（Dr. Roland P.Brown）的呼召，辭去美國醫學院教授職務，到花蓮基督教

門諾會醫院工作，並將薪資中三分之二捐給公益慈善用途。2003 年工作 10 年後，於 65 歲

從門諾醫院院長職務退休，繼續從事醫療，教學，慈善及宣道工作。 

 

每年春節過後，台灣的優質水果枇杷，從南到北，逐序上市，枇杷的香甜可口，受市民最熱

烈的搶購，所以單價頗貴，但是卻厭煩剝皮又沁黃指甲 ( 尤其年輕人 )，更糟糕的是吃完果

肉丟棄果核，就像古代成語買櫝還珠的無知。 

 

本人是臨床西醫師，行醫近 50 年，瞭解西藥碰到很多瓶頸，無法突破，回頭來找尋自然療

法，卻找到我很喜歡的枇杷。 

 

10 多年前，本人罹患左肩胛肩周炎，俗稱冰凍肩 . 五十肩，6.7 年間無法自己洗頭、穿衣，

雖自己是醫師，打針吃藥免費，但是無法根治，一拖數年痛苦萬分，於是前往台大骨科門診

決心求醫開刀，幸運碰到一位好醫師，他客氣說：前輩開刀並非萬能，更非神效，還需要一

些時日的養病及復健，建議不開刀，繼續保守治療。 

 

本人勤翻古籍 ( 自喻為古文明的礦工 )，找到古印度佛經記載：枇杷是大藥王 樹，( 我在本

草綱目裡沒有看到介紹枇杷 )，並參考日本高僧以枇杷葉熱敷治好 20 萬人次的報告大為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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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於是趕快請親戚寄來枇杷葉，開始熱敷，非常神奇，每次都有改善的感覺，短短 5 天的

功夫，我的肩膀就可以運動旋轉自如，至今已近 10 年了，我不再嚴重疼痛，所以本人在診

所內推薦病人做枇杷葉熱敷，治癒病患無數，深獲好評 . 治好之後不再復發是最重要的。 

 

歷經近 10 年的臨床經驗累積，可以說講得出口的病痛 ( 含內科多數的病 ) 均可用枇杷葉熱

敷治癒，經驗太多無從在本文記述 ( 請參閱網站枇杷葉熱敷 ) 。 

 

歸結枇杷葉熱敷的三大功效： 

 

1. 鎮痛解痛媲美嗎啡，但可保持意識清醒，除一般病痛外亦可用在癌病人身上，枇杷葉熱敷

也改善深部的血液循環。 

2. 消炎、抗菌作用超越抗生素，又無抗藥性或過敏的問題，免針藥輕鬆治好蜂窩性組織炎、

盲腸炎、腹膜炎、肺炎、改善神經麻痺。 

3. 有安神鎮靜的功用，所以有“無憂扇 ”的美譽，枇杷葉食療方面，可以煮清水茶喝，有

人燉雞吃，長期飲用提高血中類胡蘿蔔素的含量也就是使血液 PH 值提高為弱鹼性，可以預

防多種慢性病、癌症、過敏症，至少蚊子不叮咬，有人回報說降高血壓及減重明顯，枇杷茶

的溼布帖，浸泡可治小關節的紅腫熱痛及指甲甲溝炎。 

 

枇杷籽可生吃，像咬檳榔但更脆，帶有苦杏仁味，其實把它跟鳳梨或木瓜打成果汁， 杏仁

的香味使其風味絕佳，是可以治癌症的，枇杷籽也可蒸熟吃 ( 像吃菱角 )，苦杏仁其含有豐

富的維他命 B17，萃取的 B17(Laetrile) 在歐美自然療法治癌的醫院已廣為使用，用過枇杷

籽治癌的病人更懂得收集枇耙籽加以曬乾再磨成粉 ( 請中藥房幫忙 )，可是風味絕佳的枇耙

粉 ( 散 ) 可適量天天食用，正如同在食用龍角散。 

古有名醫董奉鼓勵病人植杏樹成杏林，我今天也要鼓勵大家重視枇杷，種植枇杷，開發研究

枇杷，把枇杷發展成為臺灣國寶大藥王樹枇杷 . 韓國出產高麗梨，他們的學者就研究寫文章

推廣高麗梨 . 我們台灣有這麼好的枇杷所以我也要推廣 . 宣傳 . 提升台灣的精緻農業，讓枇

杷成為台灣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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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藥用效果】 

** 肩周炎：肩周炎引起的肩痛症，可將適量的枇杷葉切碎，焙熱，用紗布包裹後熱敷患處，

10 多分鍾後疼痛便可減輕。1 天 2 次，熱敷 1 個月後，病情即能緩解。用枇杷葉熱敷的方法，

也可以消除乳房硬塊，以防癌變。 

 

** 前列腺肥大症：是老年男性常見病，可用 10 片左右的枇杷葉，切細，加入焙過的粗鹽，

用紗布包好，固定在肛門和陰囊之間的部位 ( 會陰穴 ) 後，用熱氣熏 30 分鍾，效果很好，

且有預防前列腺癌的作用。 

 

** 據日本美容專家介紹，枇杷葉去毛，洗淨，曬乾備用。用時放入布袋内泡於浴缸中，人

在其中盆浴可使肌膚光滑柔嫩，還有消除痱子、斑疹等皮膚炎症的作用，是很好的護膚方法。 

 

** 枇杷葉洗淨，天然海鹽或砂石用大火炒熱，再以毛巾包裹起來，枇杷葉光滑的一面放在

微火上來回２趟稍微烤一下，光滑面貼在疼痛的部位，毛巾包放在枇杷葉上，會把枇杷葉的

功效滲透到體內，消炎止痛，關節痛、骨刺或腸胃不適等，可減緩疼痛，又沒有副作用，要

注意不能太高溫，避免燙傷，孕婦避免在腹部熱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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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今年內專南區開課／北區函授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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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前報名優惠

內

19247173 中醫內字第

一般內科會員費

內科永久會員費

2020中醫內科第五屆

中醫內科會員

含非會員及中醫內科會員

原內科永久會員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內科專科醫師證書

02-37651195 02-37651194

19247173

1.浮貼相片2張

2.附件:
  身分證暨中醫師證
  書影本1份

※請勾選上課地點  □北區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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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前報名優惠

內

19247173 中醫內字第

一般內科會員費

內科永久會員費

2020中醫內科第五屆

中醫內科會員

含非會員及中醫內科會員

原內科永久會員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內科專科醫師證書

02-37651195 02-37651194

19247173

1.浮貼相片2張

2.附件:
  身分證暨中醫師證
  書影本1份

※請勾選上課地點  □北區 □南區

2020年中醫兒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表 
 

日期 
場 

次 
時間 課程大綱 授課講師 

109年 

4/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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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消化暨營養學消化系統】 

食慾不振、腹痛、便秘 

鄭宏足醫師 

 

109年

5/31(日) 

3 9:30~12:30 
【兒童血液腫瘤科系統】 
小兒白血病臨床診治思維 

黃碧松醫師 

4 13:30~16:30 
【兒童耳鼻喉科系統】 

鼻竇炎、小兒鏈球菌扁桃腺炎、上呼吸道感

染 

胡克信醫師 

 

109年

6/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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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6:30 
【兒童內分泌科系統】 

小兒成長 
柯大文醫師 

109年 

7/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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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8/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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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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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9/27(日) 

11 9:30~12:30 
【兒童胃腸肝膽科系統】 

小兒黃疸、小兒腹痛、小兒腸胃炎 
林宏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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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明昇醫師 

上課地點:張仲景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2段 136號 4F會議室 

報名電話:02-37651123傳真:02-3765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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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20中醫兒科專科醫訓練課程【報名表】

6 4/10前報名優惠

1.浮貼相片2張

2.附件:
  身分證暨中醫師證
  書影本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