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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結合對淋病、梅毒、疱疹的中醫治療介紹   

李政育 /育生中醫診所院長

前言 

  自從抗生素的廣泛使用之後，雖然快速產生細菌、微生物的抗藥性，但各種「性病」，尤

其淋病、梅毒的快速被控制，縱有感染的懷疑，經血液檢查，快速有效的篩檢，以及藥物的

抗藥性血液分析，立即可找出最適當使用的抗生素，淋病、梅毒就變成「孤兒病」之「帶因

而不發病」常見的個案，這種「帶因而不發病」的病例極多，臨床仍極具參考意義，即「餘

熱未盡」的現象，對西醫藥找不到治病方向的病人，在中醫以「餘熱未盡」的角度來用藥，

各種病人的日常不適皆可快速緩解。

    疱疹有單純性疱疹與性疱疹、免疫性疱疹之分，單純性疱疹一般只須多休息，少做體力勞

動、睡眠多而不熬夜，睡眠時間不要紊亂，少食用辛溫或辛溫大熱、辛溫大熱有毒的食品與

藥物，或市面上流行的增強免疫的保健食品與中藥材中的「補陽」、「回陽」藥物性食品，

改多飲用補充體液態食品，尤其含水分多、膠質多，粘粘稠稠的蔬菜、水果、動植物膠質，

及中醫藥所稱的「養陰」食品，其發病一般皆可快速緩解，而性疱疹除了須與一般單純性疱

疹的保養方法之外，尚須藥物的治療，且劑量須大，有時與淋病、梅毒的皮膚疾病相同，有

潰瘍或瘡爛之處，尚須外敷藥同時進行治療。

    免疫性疾病所致的疱疹較為複雜，一般須依其抗體與補體的高低為依據，還好在，除了「紅

斑性瘡」(SLE)，牛皮癬 ( 又稱金錢癬、紅癬、乾癬、松皮癬、銀屑病，目前學界大都以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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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病當學名 )，手足「厥冷」與「熱瘀」所致之脫疽 ( 西醫稱雷諾氏症所引起的末梢血管栓

塞性對稱性壞疽 ) 有冷熱二型，冷性者為冷凝蛋白 (CRYOGLOBULINE) 所致，熱瘀者為熱

凝蛋白 (PYROGLOBULINE) 過多所致，冷凝蛋白所致之患肢的表現亦有三種肌膚：一為末

梢肢體冰涼、顏色慘白無華，像泡過水的瘦肉；二為冰涼，膚色慘白無華，泡過水的瘦肉般，

但慘白中微帶淺灰黑色，動靜脈可見各一條分布於其上的寶藍色的屋瓦般；三為冰涼，膚色

仿如冰凍或冰冷的煮熟紅棗或蝦子。熱凝蛋白所致的熱性脫疽，則其色瘀紅，捫之熱，如熱

燙的煮熟的紅棗或蝦子的顏色。如潰瘍致末梢血管栓塞所致之壞疽，指 ( 趾 ) 節、肢體會潰

爛並脫落，冷性脫疽的潰瘍處可能乾爛，亦可能只流清浠無「屍臭」味的水性分泌物，不結

痂或勉強結痂，但極薄，稍碰就又潰破。熱性脫疽的潰瘍則流膿血，乾痂不易脫落「屍臭」

味極為濃烈，滿室異臭腐屍味。

    其他的免疫性潰瘍幾乎皆為熱症，而「紅斑性狼瘡」與「牛皮癬」因須依抗體與補體之高

低為依據，而有熱多寒少，或熱少寒多，甚或血枯兼有表風熱與寒熱多少比例，影響到用藥

劑量的調整，並須視服用類固醇與否為用藥依據，補體正常而抗體過高者為熱症、陽亢；補

體比參考值微低，而抗體比參考值微高者為氣虛，並應加強營養，不要飢餓減肥；補體低於

低參考值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以上，而抗體高者為氣虛或血虛兼陽虛中帶有熱毒，藥物避免

補體過低的反覆感染，或藥物通不過腦血屏障與氣血屏障、皮血屏障。

    外敷藥亦須依分泌物的粘稠或浠水，結痂或不結痂，潰瘍面的血色，屍臭味濃、淡，或有

無味道之別，而有不同用藥法。黏稠與過速結痂但快易破、血色紅鮮，屍臭味濃者為熱症，

只需使用苦寒退熱的藥物外敷，如黃連、黃芩、黃柏、大黃、龍膽草……；流清浠水或乾爛

不結痂或結痂困難，如結痂亦只薄痂，血色蒼白甚或無血色，則為寒症，外敷藥必須用溫熱

藥，如當歸、鹿角霜、紫雲膏，甚或以鹿角霜加乾薑、附子，先外敷，直到有痛感或有屍臭

味大出，或患處膚色由蒼白無血色、無分泌物，轉為鮮紅，流粘稠分泌物，甚或長出瘜肉，

須再改用苦寒退熱，再加抑濕熱如滑石、爐甘石、生石膏….. 類藥外敷，內服藥則改為苦寒

退熱、清熱解毒、抗細菌、病毒類藥物，如三黃外，銀花、天花、連翹、蒲公英、苦參、大

青葉、板藍根、丹皮……類方劑與單味藥。

    在性病的治療上，淋病、梅毒、性疱疹皆可用入肝經，熱毒蘊積、肝陽上亢諸方劑，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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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膽瀉肝湯、當歸龍薈丸、黃連解毒湯、葛根芩連湯、枝子柏皮湯，甚至於茵陳蒿湯、大柴

胡湯……. 皆可，而個人自從使用自創「免疫過亢方」( 係將黃連解毒湯去梔子，加青蒿、知

母、地骨皮，因有些肝經疾病患者，易對梔子的色素吸收過強而全身發黃，或黑、或綠如樹

葉而去之 ) 後，因目前醫學名詞「免疫過抗」易為了解與接受，故改名為「免疫過亢方」，

只要血檢有抗體或細菌，病毒量過高；或表現有中醫陰虛、陰虛陽亢，口乾舌燥，稍有勞動

就牙齦浮腫、唇乾、顴紅、衍生「紅絲赤縷」，不易入眠、尿赤熱感、胃納不香，不易熟睡

者；或血檢各種數據，包括腫瘤標記、血球數或血球分類異常、代謝廢物的異常高起、血壓、

血脂、血糖……的過高者，皆可使用，但仍須依病症不同而加入引經藥，或對該病特殊有效

單味藥，例梅毒加入土茯苓、萆薢、苦參，以龍膽草為君；或以生蒲黃、銀花、天花、魚腥

草….. 點茶不時服用，其劑量一天可用到乾品四兩，鮮品半斤或一斤以上皆可。

    但在泌尿系統性病中，雖然可廣泛以龍膽瀉肝湯或免疫過亢方來治療，但不同感染的辨証

極重要，如披衣菌感染就應以「金鎖固精丸」為佳，淋病則應考慮到「五淋散」「八正散」

「清心蓮子飲」「治濁固本丸」……的使用；餘熱未盡的應考慮「丹枝逍遙散」或知柏地黃

湯、清燥湯、清燥救肺湯，補脾胃的升陽益胃湯……諸方劑的長期保養使用，才能將血中仍

存有性病抗原，帶因不生病的「因」完全消除，轉為陰性 (-)。

    「雄黃」在淋病、梅毒上的使用，不管外敷或內服皆極常見，外敷可摻在苦寒抑菌藥粉中

即可，但其劑量不得超過總劑量的十分之一，因性器官為「單層上皮」，易吸收各種藥物，

過重的雄黃易中毒。內服則個人常以甘草一兩，配雄黃三錢，包成二十一包，配水煎藥送下，

一日三次，並以土茯苓二到四兩，煮三四十分鐘成一天所須飲用量的開水，可加入糖，可冰

鎮後當一天的飲用水，不時飲用，一方面避免雄黃中毒，一方面土茯苓本身就可治療淋病、

梅毒、各種疱疹，可清熱解毒，又因其乾品非常澎鬆，加入處方中其體積太大，對其他藥物

的萃取不便之故。當然，土茯苓對餘熱未盡的性病，可在病情穩定之後，長期每天以五錢到

一兩左右點茶，直到滿意為止。

    性病的檢查，除了由性器官的外觀、皮膚病變、多重性伴侶的性史之外，應依血檢為主要

依據，血檢雖有潛伏期，但來門診時己乎皆已發病才來，所以血檢或患處分泌物採樣培養為

唯一重要依據。

    免疫性疾病發生於生殖器官的疱疹，以「狐惑」証最常見，「狐惑証」在西醫叫作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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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ET’S DEASISE，台灣早期翻譯為「白塞氏症」，目前翻為「貝希氏症」，大陸、日本、

韓國等華人文化圈，仍以「白塞氏症」為中文譯名，其症為熱症，我早期臨床曾遇到西醫 ( 台

北榮總 ) 的病患在免疫風濕科各種特效藥包括類固醇，免疫抑制劑，癌症用藥皆大量使用，

導致正氣虛的病患，花了半年糾正西藥的副作用，又花了半年糾正其正氣受抑制而回歸本態

的「熱証」，再花半年醫好其熱性「狐惑証」的病例已極少見，但於此文中所要強調的是，

不能因為我一直強調「狐惑証」係熱症，就一聽到西醫或病患講他 ( 她 ) 有免疫性疱疹，發

生在陰部生殖道，名為「BEHCET’S D.」就一味的大劑量使用苦寒退熱、治少陽熱的方劑，

必須客觀的「辨証」其寒熱虛實，還好在目前西醫對免疫疾病用藥已較多且副作用較少，長

期服用而發生陽虛、氣虛而必須大補陽的病例 ( 按：紅癍性狼瘡與雷諾氏症、類風濕性關節

炎、免疫綜合癥、僵直性脊椎關節炎，仍有寒熱虛實，寒熱交雜的必須辨証用藥 )，此部份

可參閱陳神發醫師的博士論文「從肝論治白塞氏綜合症經驗輯要」與拙文 ( 傷寒雜病論之「狐

惑證」治 )，不一贅述。

    生殖器官的疱疹，不管是一型、二型，其外用藥在目前台灣因虛寒症較少了，只須使用「大

黃粉」( 酒浸透勻馬蹄大黃，切片陰乾，再研粉 ) 即可，嚴重些再加入滑石、冰片、爐甘石，

目前須要用到「紫雲膏」或當歸粉與當歸粉軟膏、或鹿角霜、或鹿角霜再加乾薑、大黃者已

極少極少見到，但要提醒不管梅毒、淋病、疱疹在醫療與營養、公共衛生不發達地區仍會遇

到，不能因台灣現狀而忽略可能有一天會突然遇到這種寒症病患的機會而誤治，此為千萬須

小心注意者。

    一般免疫性疾病性生殖器官疾病的血檢，只須確定有 ANA，ANTI-DS-DNA，ANTI-

CARDIOLIPINE，D-DIMEA，LDH，CPK，CRP，C3，C4 的異常的高起，不必再細分即

可確診。

    而性病中的「愛滋病」(HIV 或 AIDS) 的血檢，則以病毒數的複製與補體 CD4 為參考即可，

病毒數高者為大熱証中兼有表風，肝經濕熱、熱毒蘊積，補體偏低者為氣虛、血虛，陽虛一

般 CD4 參考值為 800 → 1100 左右，如果低於 800 的一半以下，就可將之加入大補氣血、大

補陽藥，如人參、黃耆、乾薑、附子、玉桂、麻黃、吳茱、川椒……類；如補體正常而病毒

數高者，則為苦寒退熱、少陽熱、血熱。西醫目前使用 AZT 等藥作雞尾酒療法只是抑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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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複製，病毒仍存於體內，只是抑制在人體可容忍範圍內。補體的提昇，目前西醫沒有藥

物，除非超低的補體，否則中藥的使用只須在苦寒退熱兼少陽熱。血熱方劑中，加入補氣、

補血藥，即可促使補體升高，當然此種病人常有易外感 ( 事實上係肺內的卡波希氏囊蟲在蠢

蠢慾動 )，只須於外感表風熱的方劑中加入一些補氣、補脾胃藥，即可一方面抑制其表風熱

( 肺經 )，例如陽旦湯或大青龍湯加黃芩、黃連、黃柏，合併香砂六君子湯，即可一方面抑

制病毒的被西藥抑制後的餘熱未盡，同時提昇補體。萬一補體在中藥大補氣血、補陽藥的使

用，其血中含量超過 1100 以上，此時只須將此類藥，尤其補陽藥減量即可。目前治療「愛

滋病」(HIV 或 AIDS) 有二種看法，一為抑制病毒，一為促進補體，補體夠高而尚有病毒複

製，其病毒數高高低低，對人體無所傷害，此即為「內無法家無拂士，外無敵國外患者；國

恆亡」的理論，適量的病毒係促進體內免疫的提昇的必須方法。而如病毒數依現階段檢驗法

又為「一」( 陰性 )，但補體偏低，反而易發生免疫力不足與各種抵抗力，細胞修復能力不

足反而易生各種免疫低下疾病，因目前西醫無增加補體的藥物之故，當然，如果用中藥搭配

「AZT」等的「雞尾酒」療法，對病毒複製的抑制與補體的提昇及餘熱未盡，皆大有助益，

其療效立竿見影。

「淋病」係由淋病雙球菌感染所致，梅毒係由螺旋體菌感染。二者皆會攻擊身體其他器

官或組織，不是只發生在陰部，例如淋病性急性結膜炎，淋病性關節炎，淋病性腦膜炎….。

而螺旋菌的傷害，有先天由母體經血液傳給嬰兒的母子傳染二者皆有性伴侶的傳染。而螺體

菌性腦病的發生，其反應較淋病嚴重，二者皆為細菌性疾病，即屬中醫溫病與瘟疫、疫病範

圍，急性期皆屬熱症，目前已極少見嚴重感染到肌膚或肢體潰瘍、潰爛、殘缺、變形的病

例，在中醫屬於「花柳科」疾病。胎兒經產道感染致失明者，在古代抗生素未發明與保險套

未廣泛使用之前，各種性病的流行極廣泛，不只在陰部的病變，肌膚、眼睛、腦、脊髓…. 皆

有可能轉移感染。性病的「淋病」屬於中醫「五淋」之「脂淋」「羔淋」，會自尿道口或女

性陰道口流滲出白或如牛奶，或淺黃如豬油般的分泌物，急性期淋病與梅毒皆會尿道灼燒赤

疼，尿急而量少的感覺。抗生素未發明前極多陰部的潰爛，甚者連陰囊外皮皆腐爛而血水或

淋巴液滲流不止，口腔或眉眼被浸潤侵襲致變形，或肢體變形者極為常見。性病的「淋病」

在中國自古即有，「梅毒」則自元朝左右才傳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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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古稱「楊梅﹙黴﹚瘡」或「廣瘡」，其在肌膚的初期表現為紅點狀如水果「楊梅」

熟透的果粒一般，或片狀楊梅紅汁染在肌膚上，連手掌心皆可能發作，如攻擊視網膜或脈絡

膜，在古代常失治而失明。「梅毒」係「哥倫布」及其水手自中南美洲與當地婦女作愛而傳

染到歐洲，再由歐洲經陸路或海路傳入中國。廣東在宋朝元朝以後，與泉州皆為當時的世界

大港，番舶停駐，先由廣東傳入，故稱「廣瘡」，明朝萬歷年間「陳司成」寫有一本「黴瘡

秘錄」，對其傳染來由與病症、治法有詳細記錄，此書所記病症、病象、嚴重程度為由急性

感染，到全身起瘡黴、到潰爛、死亡的病象，由寒熱虛實的辨証論治極為詳實，日本「皇漢

醫學」收錄極多。陸青節的「萬病醫藥顧問叢書」中的「花柳科」亦為臨床實用書。

   曾有一位香港歷史學者，寫了一篇歷史翻案文章，稱唐宋古文學八大家之首「韓愈」，係

得「梅毒」而死，被韓愈的後代子孫引經據典的提出控告，被判公開道歉，此事約在民國五、

六十年代，所以對疾病流行史要有明確了解，不可妄行下註解。實際上，韓愈係服用唐朝時

極為流行的一種以硫磺調飼料餵雞，到雞毛瓴根紅透鮮，再宰而食其肉與血，日久中硫磺之

熱毒致生「血淋」﹙按 : 即攝護腺肥大充血過度，或膀胱粘膜充血、肥厚、鬱血、尿血而死

亡﹚，此種雞稱為「火靈官」。

   淋病、梅毒、菜花﹙濕疣或妒精瘡或疳瘡﹚，皆會形成上行性感染，由尿道往膀胱，或男

性經攝護腺、射精管、儲精囊、輸精管、睪丸的感染。女性則除膀胱、尿道之外，陰道、子

宮頸、子宮、輸卵管、卵巢的感染。生殖道的感染易成生殖管道的阻塞，造成不孕症。泌尿

道的感染如往上移行，易造成輸尿管與腎盂炎，甚者潰瘍、沾粘、尿血、腎水腫而尿癃閉。

   有關性病導致各組織器官的感染者請自行參閱不同科別的相關書籍，如腦病部份，請參看

感染性腦病或鉤端螺旋體菌性腦病，皮膚病則請參閱由皮膚看性病，其餘相同。

   性病的治療，純中醫或西醫的治療皆極有效，目前因公共衛生發達，血檢快速方便，保險

套的取得方便，與不同性伴侶的作愛，不管男女皆會要求使用保險套，所以目前的性病已基

本被控制了下來，但純西醫的治療，雖然在尿液或陰道分泌物，或血液中已找不到帶菌，但

抗體仍屬陽性者，請勿過度熬夜、睡眠太少、營養偏頗，不要過度進食辛溫、辛辣、辛溫大

熱、辛溫大熱有毒的食材與藥材，多攝食含水份多、膠質多或苦寒多汁液的、養陰的食品與

藥品，一般不會有餘熱未盡或少陽熱、骨蒸勞熱的後遺症或體質，如有只須予養腎陰的藥品，

偶而加些枝子、黃柏、龍膽草…. 即可。但是固定性伴侶，使用保險套，不要有毒癮與藥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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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反復再感染不同症型的或有抗藥性細胞株，一旦病情穩定，通常維持慢性化即可。但是

要記住，如自己有口腔潰瘍或牙週病，與不同伴侶作愛時，儘量不要親嘴，因為萬一該性伴

侶帶原而有免疫性或傳染性口腔疾病，如 HIV，或性疱疹……，其體液易自自己口腔感染。

   雖然急性，重症的性病已不易見，但竊思亦應將其發病症狀與治法詳細介紹一下，因為多

重知識對疾病診治的準確性極為重要，沒有人敢講不會在臨床上突然遇到初發本態性的性病

病人。

   以下所用資料係自「中西醫結合皮膚性病學」，(2000 年 10 月第一版，人民衛生出版社，

張志禮主編 )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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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癬的中醫治療

陳建中 /陳柏汎  仁心中醫診所

乾癬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發炎性皮膚病，最常見的特徵是界限分明的紅斑伴有銀屑，並伴有多

種合併症。

流行病學

地理位置會影響患有乾癬的患病率 ( 疾病發生率隨著距離赤道的增加而增加 )。一項系統的

全球性統計發現乾癬的發生率 : 在成人中為 0.5％至 11.4％，在兒童中為 0％至 1.4％。乾癬

沒有明顯的性別偏好。發病年齡似乎有兩個高峰：一個在 30 到 39 歲之間，另一個在 50 到

69 歲之間。1970 年至 1974 年（每 100,000 人 50.8 例）和 1995 年至 1999 年（每 100,000 人

100.5 例）之間乾癬發病率增加，似乎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風險因子

遺傳因素—大約 40％的乾癬或乾癬性關節炎患者具有家族史。吸菸、肥胖、藥物（最常見

的有 beta blockers、 Lithium、抗瘧疾藥物和 TNF inhibitors、感染（HIV）、酒精、維生

素 D 缺乏、壓力

典型臨床表現

硬塊 : 表皮過度增殖與異常分化

紅斑 : 發炎細胞浸潤和血管擴張

表皮幹細胞數量增加

進行 DNA 合成的細胞數量增加

角質細胞的細胞週期時間縮短（36 小時，正常皮膚需 3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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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更替時間縮短（從基底細胞層到角質

層 4 天，而在正常皮膚中則需 27 天）

臨床特徵

BSA

PASI 

常見合併症

1. 乾癬性關節炎（估計影響 1/3 的乾癬病

患）

2. 全身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惡性腫瘤、

糖尿病、高血壓、代謝症候群、炎症性腸

病、嚴重感染和自體免疫性疾病）

3. 眼部疾病 （眼瞼炎、結膜炎、乾燥症、

角膜病變和葡萄膜炎等疾病）

4. 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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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常用治療方法

•	 常見副作用

1. 外用藥：

•	 (1) 類固醇：長期使用強效類固醇會產生皮膚萎縮、微血管擴張、色素脫失和藥物耐

受性的副作用。使用幾個月後類固醇效果會減低，突然停用會造成急性發作。

•	 (2) 外用維生素 D 及衍生物：副作用主要為局部刺激，尤其在剛開始治療時，並有累

積性刺激，在 6-8 周出現。

•	 (3) 外用維生素 A 酸：是為了乾癬而發展出來的一種外用維生素 A 酸，主要用來減少

脫屑及斑塊的厚度，但對紅斑的效果有限。

•	 (4) 焦油：輕度刺激性，長期使用並未發現嚴重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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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保濕劑：可能引起刺激。

•	 中醫乾癬相關名稱

•	 乾癬皮損以紅斑、鱗屑為主，因抓去脫屑，有點狀出血，如匕首所刺之狀，故稱「白

疕」。

•	 因形狀如癬，脫屑如松皮，又名「松皮癬」。中醫文獻記載有多種名稱。 

•	 隋 .《諸病源候論》中叫「乾癬」。如「乾癬，但有匡部，皮枯索癢， 搔之白屑出是也。」 

•	 《瘡瘍經驗全書 . 癬瘡》中亦有類似記載，如「頑癬或如雲，或如銅 錢，或如荷葉，

或長、或歪，其形不一 ......，乾癬，搔則出白屑，索然凋枯，如蟹胍路之形」。 

•	 明 .《證治準繩 . 四瘍醫》叫「蛇虱」，如“蛇虱遍身起如風疹疥丹之狀，其色白，

不痛但癢，搔抓之起白疕”。 

•	 清 .《醫宗金鑒》有“白疕之形如疹疥，色白而癢多不快。固由風邪客肌膚，亦由血

燥難榮外。” 

•	 清 .《外科證治全書 . 卷四、發無定處證》中的描述指出了本病的特點，如“白疕 ( 一

名疕風 )，皮膚燥癢，起如疹疥而色白，搔之屑起， 漸至肢體枯燥拆裂，血出痛楚”。

•	 乾癬病因病機

•	 本病總由營血虧損，生風生燥，肌膚失養而成。

•	 初起多夾有風寒或風熱之邪侵襲肌膚，以致營衛失血，氣血不暢，阻於肌表而生 ;

•	 或兼因溫熱蘊積，外不能宣泄，內不能利導，阻於肌表而發 ; 

•	 風寒、風熱、濕熱之邪已化，而氣血耗傷，則血虛風燥、肌膚失養更為顯露，

•	 或因營血不足，氣血循行受阻，以致瘀阻肌表而成 ;



13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9 期

•	 或因稟賦不足、肝腎不足、沖任失調，更使營血虧損 ; 

•	 或因七情內傷，氣機壅滯，鬱久化火，熱毒蘊伏營血

•	 少數可因調治不當，兼感毒邪，風寒化熱，濕邪化燥，以致燥熱成毒， 熱毒流竄，

入於營血，內侵臟腑，造成氣血兩燔的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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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分型

統整各證型

藥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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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統整

•	 五篇 paper 基底方出現次數

•	 3 次 : 當歸、生地、甘草、土茯苓、赤芍、蟬蛻、牡丹皮

•	 2 次 : 金銀花、連翹、白蘚皮、紫草

•	 統整各證型

•	 在台灣科中可以怎麼開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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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灸

循經取穴規律

•	 針灸取穴以足太陽膀胱經腧穴使用頻率最高。 

•	 本病病在皮毛，而肺主皮毛，足太陽膀胱經主一身之表，背俞穴乃臟腑精氣輸注之所，足

太陽膀胱經與督脈並行，經氣相通，背俞穴可同調兩經氣血，發揮振奮陽氣、平衡陰陽的

作用。 

•	 1. 肺俞穴 : 以補養肺氣、祛邪外出；

•	 2. 肝俞穴 : 以疏肝行氣。 

•	 3. 風邪為本病最常見的致病因素，中醫學素有“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說，所以取

多氣多血又與肺經相表裡的手陽明大腸經上曲池、合谷等穴以清熱涼血、祛風止癢。

 辨證取穴規律

•	 辨證取穴是針灸處方的基礎和特色。 

•	 銀屑病的常見證型和配穴為

•	 血熱型 : 取大椎、曲池等

•	 血燥型 : 取三陰交、太谿等

•	 血瘀型 : 取血海、膈俞等

局部取穴規律

•	 一般按照皮損的部位取局部的穴位。 

•	 皮損多發於上肢者加合谷、曲池、手三里、 外關等

•	 多發於頭皮者加百會、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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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發於下肢者 加風市、委中、足三里、血海等

•	 多發於軀幹者加風門

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

•	 腸道微生物群在人類健康和疾病中起關鍵作用，對宿主的免疫的穩定和維持起關鍵作用。

•	 腸道微生物群可以調節先天免疫和獲得性免疫。

•	 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證據表明腸道微生物群中的生態失調與過敏，風濕性關節炎，第 1 型

糖尿病或甚至自閉症有關。

•	 乾癬

未來努力的方向

•	 常放在治療性洗髮精裡的焦油致癌物質是否會經由皮膚吸收 ?

•	 類固醇停藥後的惡化期（中醫是否要介入？）

•	 若中醫可以訂定一套治療乾癬的黃金準則 ( 內服藥劑濃度、外用藥膏濃度和萃取方法和配

穴等…) 來治療病患，相信將可以大大減少乾癬患者治療時的副作用。

•	 如何維持療效？（緩解期的疏肝解鬱重要性（藥 / 心理）？青黛膏改成青黛沐浴用品？穴

位按摩衛教？）

•	 長期服用中藥的副作用探討（EX：肝腎陰虛者可能會對土伏苓過敏、長期服大黃可能會

造成黑腸症等）

治療牛皮癬突然發作的最佳方法是什麼？

•	 尋常型銀屑病辨證論治

•	 熱毒風盛：清熱涼血 活血祛風為主：生地 丹皮 赤芍 紫草

•	 血瘀風熱：活血破瘀 桃仁 紅花 三棱 莪朮 土鱉蟲 地龍 穿山甲

•	 血虛風燥：當歸 雞血藤 白芍 何首烏

•	 活血通絡

•	 清熱涼血 活血通絡：紫草 青黛 土鱉蟲 地龍 

•	 肝鬱久而化熱（調肝氣 清肝熱）：上四藥均入肝經 善清肝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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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膚癢：地膚子 白蘚皮 蟬蛻

•	 涼血柔肝 涼血活血：當歸 丹皮

•	 理氣和胃 化痰濕：半夏 陳皮 黃連 厚朴

•	 血熱：赤芍 桑白皮（加重清肝瀉火）

•	 血瘀：丹參 紅花 （加強活血作用）

•	 血燥：生地 桃仁 （加強滋陰清熱 潤燥活血作用）

•	 中醫銀屑病一號方

•	 清熱涼血、活血散瘀、養陰生津、消斑：生地黃、白茅根、牡丹皮、大青葉、赤芍、紫

草  

•	 清熱燥濕、瀉火解毒 涼血止血：土伏苓、黃芩

•	 疏散風熱、透疹止癢：蟬蛻

•	 補中益氣、清熱解毒、調和藥性：甘草

•	 活血逐瘀湯

•	 方中桃紅四物湯：活血化瘀而養血

•	 方中四逆散：疏肝行氣

•	 氣行則血行

•	 桔梗：開肺氣

•	 枳殼：升降氣機、寬胸以除氣滯

•	 牛膝：通力血脈、引血下行

•	 甘草：調和諸藥

•	 清熱涼血解毒湯

•	 清熱涼血：知母、牡丹皮（兼活血消淤）

•	 清熱解毒、涼血散結：金銀花、連翹、板藍根、山豆根

•	 清熱解毒、消腫散結：山慈菇

•	 清熱解毒活血消腫：白花蛇舌草

•	 除濕解毒：土伏苓

•	 加強清熱解毒：苦參、土大黃

•	 攻毒散結、熄風通絡：烏梢蛇、蜈蚣

•	 行氣溫中、防寒涼藥傷脾胃：白豆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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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片吃太多，會讓血管鈣化老叩叩？ 

華人健康網 2020/10/20

心血管疾病當中，最大的困擾就是冠狀動脈粥狀硬化，而在早期動脈粥樣硬化患者的血管

中，往往都有血管鈣化現象，如同「馬路被塞住」。網路上說：「鈣片吃太多，會使血管鈣

化」，是真的嗎？血管鈣化應該擔心什麼併發症？中醫認為，治療血管鈣化，需要把血管壁

清乾淨，但是要辨證論治，可分為5種證型，並且建議食用「綠丹參粥」祛瘀血，保護心血管。

典型的「血管鈣化」，會發生在大動脈和中動脈管壁的內膜和中膜

什麼是「血管鈣化」？簡單來說，就是當血管壁上出現鈣有過量沉積的現象，就可稱之為血

管鈣化。一般典型的「血管鈣化」會發生在大動脈和中動脈管壁的內膜和中膜，而出現血管

內膜鈣化或血管中層鈣化。「血管內膜鈣化」多半是動脈粥樣硬化的徵兆；至於中膜鈣化則

會造成血管中層厚度增加、動脈僵硬、心室肥厚等現象，甚至會影響冠狀動脈的供血和供氧。

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可能導致心絞痛、心肌梗塞、猝死等致命疾病

以動脈粥樣硬化來說，當粥狀樣的脂類物質沉積在動脈壁的現象，即稱之為動脈粥樣硬化，

此時患者的血管腔明顯變窄，且血管的彈性不斷降低。當粥狀硬化發生在供應心臟的冠狀動

脈時，可能導致心絞痛、心肌梗塞、猝死等致命疾病。「血管鈣化」除了會引起動脈粥樣硬

化，同時也是高血壓、糖尿病血管病變、血管損傷、慢性腎病和衰老等普遍存在的共同的病

理表現。

中醫認為血管鈣化的本質是“痰濕淤毒”，是一種痹症

中醫師吳明珠表示，中醫認為血管鈣化的本質是“痰濕淤毒”，指的是血液中濁脂之物不斷

累積，就會順著經脈流往五臟六腑，濁脂所停之處便使臟腑功能失調，並易生瘀滯。中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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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說動脈粥樣硬化，而是說“胸痹”、“暈眩”、“中風”等，並且傳統中醫認為這個痹

症的形成，是內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以下分別說明：

當粥狀硬化發生在供應心臟的冠狀動脈時，可能導致心絞痛、心肌梗塞、猝死等致命疾病。

坊間有一說：「鈣片吃太多，會使血管老扣扣」，是真的嗎？其實，造成血管鈣化的主要原

因是大劑量鈣磷產品所致，一旦鈣劑攝取過量，當過多的鈣沉積在血管壁中，血液中的膽固

醇也會容易因鈣質而自然沉積在血管，於是便加重原本血管硬化的問題，造成心臟的負擔。

網路說：「鈣片吃太多，會使血管老扣扣？」中醫師說…

此外，坊間有一說：「鈣片吃太多，會使血管老扣扣」，是真的嗎？血管硬化和補鈣沒有直

接關係，但也不能攝取太多鈣質。一天攝取 1000mg 就足夠了，吃多了容易引起腸胃不適、

便祕、胃酸過多等不良反應。其實，造成血管鈣化的主要原因是大劑量鈣磷元素所致，一旦

攝取過量，當過多的鈣沉積在血管壁中，血液中的膽固醇也會容易因鈣質而自然沉積在血

管，於是便加重原本血管硬化的問題，造成心臟的負擔。

中醫稱動脈粥樣硬化為痹症

1. 內因：

傳統中醫認為年老體衰，或者久病過勞，都會損傷臟器，並使其功能失調，比如脾臟虛弱就

會影響水穀運化升降並生濕痰，腎經虧虛引發的腎陰虛症狀，會使人體脈道澀滯，腎陽虛則

不能滋養血脈，並導致血行不暢、淤血內生；而肝虛就會影響機體的疏泄功能，並使痰濕淤

毒堆積在血脈，久而久之自然就會引發動脈粥樣硬化的問題。

2. 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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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認為動脈粥樣硬化的外因包含飲食失調，以及情志內傷。首先飲食不節、喜好肥甘厚味

食物等不良飲食習慣，會導致脂質攝入過多，容易損傷脾胃並導致其運化失司。此時，攝入

的食物不能化生氣血，就會導致水濕津液停滯，並有聚濕升痰現象，阻塞脈絡後可致動脈粥

樣硬化。而情志內傷會損傷肝氣，並導致疏泄功能受阻，血脈運行不暢、氣機不利，可致水

濕運行障礙，也可導致濕痰停滯，並誘發血管鈣化的問題。

中醫認為血管鈣化的本質是“痰濕淤毒”，指的是血液中濁脂之物不斷累積，就會順著經脈

流往五臟六腑，濁脂所停之處便使臟腑功能失調，並易生瘀滯。

中醫：動脈粥樣硬化處理不好，後果超乎想像

人體動脈的主要任務就是向身體的臟器輸送新鮮的血液，以維持器官的正常運作功能，但

是，出現動脈粥樣硬化或鈣化的問題且不及時治療，則會導致動脈血管逐漸狹窄或有閉塞風

險，那麼器官所獲得的血流量，就會逐漸減少或直接中斷。因為病變的位置不通，所造成的

後果也有所不同，比如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可誘發冠心病，而顱內動脈粥樣硬化就會導致腦部

缺血或致腦梗死，另外下肢動脈粥樣硬化，就有截肢的危險。

動脈粥樣硬化屬於全身性的疾病，某個部位出現動脈粥樣硬化，也意味著其他組織器官也有

血管病變的危險。中醫師吳明珠表示，中醫治療動脈粥樣硬化更強調整體性，通過調和五臟

六腑以幫助機體恢復水穀運化，以及疏泄等功能。以下分別從按摩穴位、中藥調理來進行：

中醫治療動脈粥樣硬化

1. 中醫穴位按摩：

中醫角度的動脈粥樣硬化歸類於痹症的範疇，因此可以通過穴位按摩疏通經絡，以緩解痹

症，比如按摩足三里穴位，可以健脾、益胃，並增強祛濕化痰的功效。而小腿前外側的豐隆

穴，屬於足陽明胃經之絡穴，適度按摩也可以發揮出降痰濁和行氣血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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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醫中藥治療：

中醫認為可以使用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藥物疏通經脈，比如三七味苦且具有散瘀止血和消腫

定痛的功效，也可以降低血栓的形成，因此不妨在中醫師的指導下服用三七，以改善血管鈣

化的問題。另外，針對臟腑虧虛引起的動脈粥樣硬化，則要選用靈芝、牛膝等扶正補虛類中

藥。

中醫治療更强调全面的調節，旨在恢復陰陽平衡，並讓內環境保持穩定，以下依據 5 種證型

分別辨證論治。

中醫治療血管鈣化，依 5種證型分別辨證論治

血管鈣化是内因與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中醫認為血管鈣化，是由於元氣虛衰，陰血虧損，

筋脈失其濡養，或心腎虧損，髓海空虛，脾失健運，痰濁阻絡等原因所致。所以，中醫治療

更强调全面的調節，旨在恢復陰陽平衡，並讓內環境保持穩定，以下依據 5 種證型分別辨證

論治：

【血管鈣化辨證治療】

1.《心脾兩虛》

症狀：頭暈，倦怠乏力，心悸失眠，癡呆，心煩健忘，情緒不穩，少氣懶言，四肢發麻，舌

淡胖邊有齒痕，苔薄白或薄黃，脈沉細無力。

治法：養血安神，益氣補中。

方藥：歸脾湯加減。

2.《心腎不交》

症狀：健忘失眠，頭暈耳鳴，口舌生瘡，膝足發涼，大便乾，舌紅，苔薄黃或薄白，脈弦或

細數無力。

治法：滋腎養血，交通心腎。

方藥：桂附地黃湯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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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肝腎陰虛》

症狀：口乾舌燥、失眠、行動緩慢，容易抽筋，頭暈目眩，舌紅少津，脈弦細。

治法：滋腎柔肝。

方藥：大補元煎加減。

中醫角度的動脈粥樣硬化歸類於痹症的範疇，因此可以通過穴位按摩疏通經絡，以緩解痹

症，比如按摩足三里穴位，可以健脾、益胃，並增強祛濕化痰的功效。

4.《痰熱內擾》

症狀：眩暈胸悶，泛惡欲嘔，心悸而煩，動則加劇，口苦臉紅，痰多黃稠，肢體發麻，失眠

多夢，舌紅，苔黃膩，脈弦滑。

治法：清熱化痰。

方藥：芩連溫膽湯加減。

5.《瘀阻腦絡》

症狀：眩暈，頭痛，痛如針刺，痛處固定，健忘，語無倫次或錯語，面色晦暗，舌有瘀點、

瘀斑，或舌下靜脈曲張，脈弦澀。

治法：活血化瘀，益氣通脈。

取穴：四神聰透百會、風池、絕骨、風市、豐隆、合谷、外關。肝腎陰虛，加太沖、太溪。

此外，中醫也建議食用「綠丹參粥」避免血管鈣化：

【綠丹參粥】

材料：丹參 5 錢、天麻 5 錢、菠菜、粳米各 100 克、鹽適量。

做法：

1. 將丹參、天麻潤透，切成薄片；菠菜去老梗黃葉，洗淨，切成 2 釐米長的段；粳米淘淨。

2. 將丹參、天麻、粳米放入鍋內，加 800 毫升水，用大火燒沸，再用小火燉煮 30 分鐘，放

入菠菜，燒沸，再放入調味料攪勻即成。

食法：每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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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也建議食用「綠丹參粥」避免血管鈣化。（圖片／僅為示意）

功效：祛瘀血，涼血。通便。適用於胸悶、冠心病、心絞痛、血管硬化等症。

丹參入藥始見於《神農本草經》，被列為上品。“丹參一味，功同四物”的說法也是從古籍

上而來：《婦人明理論》曾記載：“以丹參一物而有四物之功，補血生血，功過歸（當歸）、

地（地黃）；調血斂血，力堪芍藥；逐瘀生新，性倍川芎，婦人諸病，不論胎前產後，皆可

常用。”天麻：《 神農本草經》：“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 本草綱目》：

州天麻，乃肝經氣分藥也。眼黑頭眩，風虛內作，非天麻不能治。天麻有降低外周血管和冠

狀血管阻力，降壓，減慢心率及鎮痛作用。

【中醫師小叮嚀】：

中醫師吳明珠最後提醒，在日常生活中，預防血管鈣化疾病，要注意控制高危因素 ( 例如：

血壓、血糖、血脂、吸菸等 )。並且要定期體檢測量血壓、血脂、血糖。最重要是生活方式

調整，保持清淡飲食，少吃多動，勞逸結合，維持心理平衡，適度鍛鍊，以及擁有良好的睡

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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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醫男科專科醫師訓練-南區 
課 程 表 

 

日期 
場 

次 
時間 課程大綱 授課講師 

109年 

12/20(日) 

1 9:30~12:30 男科陽痿、早洩臨床祕法 姚明昇醫師 

2 13:30~16:30 男性攝護腺炎，攝護腺肥大，攝護腺癌 蘇三稜醫師 

110年

1/31(日) 

3 9:30~12:30 男科常見腫瘤專論 賴東淵醫師 

4 13:30~16:30 常見男性疾病實例與方劑療法 顧明津醫師 

 

110年

2/21(日) 

5 9:30~12:30 精索靜脈曲張與男性不育 黃碧松醫師 

6 13:30~16:30 男性憂鬱症 葉家舟醫師 

110年 

3/28(日) 

 

7 9:30~12:30 常見男性疾病的針灸治療 孫茂峰醫師 

8 13:30~16:30 泌尿道移行癌 李政育醫師 

110年 

4/25(日) 

9 9:30~12:30 慢性腎炎性功能障礙 鐘文冠醫師 

10 13:30~16:30 男科不舉不育臨床診治思維 翁瑞文醫師 

110年 

5/30(日) 

11 9:30~12:30 「男性功能障礙（陽痿、早洩等）」 陳志芳醫師 

12 13:30~16:30 如何經營優質男科自費市場 姚明昇醫師 

 

上課地點: 馬光醫療網 (崇學馬光中醫診所會議室)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 195號 

報名表及報名費請上網下載:www.tcma-7v.org.tw  中醫專科醫學會 

報名電話:02-37651123    傳真:02-37651194 

 



37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9 期



38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59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