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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群報告
張立德 . 總編輯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2019 年 11 月第 59 期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天寒地凍、大雪將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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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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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群報告：(P,01) 由內科編輯群負責撰寫，報告各位會員先進本期編輯綱目。
2. 主題文章：(P.02) 感謝本會陳朝宗理事提供本期主題文章 --【消化系統疾病的中醫會
診病例探討】。
3. 醫案探尋：(P17) 轉載中國資深先進劉志杰醫師分享醫案 -【劉志杰經方治療頸肩僵痛、
咳血等醫案】。
4. 診斷探微：(P.28) 分享【柴胡劑的衍變過程】，供同道學習參考！
5. 醫藥新知：(P.31) 本期轉載最新之中醫藥研究，供同道了解最新的中醫中藥臨床研究。
6. 醫學活動：(P.36) 本期刊載專科醫學會活動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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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編輯者的話

首席學術顧問 : 世界針聯專家林昭庚
國策顧問
首席行政顧問 : 全國聯合會柯富揚理事長
學術資深顧問：高尚德 孫茂峰 張成國
張恒鴻 ( 依筆畫排序 )
發 行 人 : 蔡金川理事長
109 年 11 月 30 日發刊 總 編 輯 : 張立德
100 年 2 月 1 日創刊 副總編輯 : 何宗融 陳建宏 陳朝宗
( 依筆畫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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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宗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任
主題大綱
1. 腸阻塞急腹痛
2. 食道癌反胃噁心
3. 胰臟癌黃疸、解黑便、虛弱、食慾差
4. 胃癌胸悶、 喘、 疲倦虛弱
5. 大腸癌黃疸、譫語

CASE 1 腸阻塞急腹痛
基本資料
姓名：官 XX 性別：男
年齡：85 歲
住院日期：96/10/26
會診中醫日期：96/11/21
主訴
96 年 10 月 25 日起臍周腹陣痛。
現病史
96/10/25 因腹痛急診就醫，自 96/10/24 起臍周腹痛數次，進食量減少，並於前次就診 10/15
出院後，因萎縮性胃炎服用 mopride, strocain 至今。目前未有嘔吐、便秘、發熱惡寒等現象。
10/26 轉住院，之後由消化內科治療。11/21 日會診中醫科。

二、主題文章

消化系統疾病的中醫會診病例探討

3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59 期
過去病史

CKD；CHF, stage C；Major depression；Parkinsonism；HTN；BPH；Cataract；DU
Hx；Paralytic Ileus
個人史 : 葷食；無固定運動；抽煙（－）；喝酒（－）；檳榔（－）；過敏（－）

(一)望診:
體瘦，面色顴紅鼻頭紅； 皮膚合谷穴附近色黑 _；口唇暗乾燥； 舌診 : 舌質質裂，舌色紅絳，
痿軟，舌苔薄膩腐少苔，苔色白
(二)聞診:
氣短懶言，無特殊氣味
(三)問診:
怕冷，惡寒，憂慮，不易入睡，多夢，多寐，視力模糊，口乾，唇乾，吞嚥困難（固體），
喘，上氣（呼多吸少），咳嗽，痰質黏稠，色白量少，納差食慾減退， 呃逆，臍周腹脹痛，
大便 1-3 日 1-3 行，質稀色青量 100-200g，小便不利疼痛 ( 量少排出困難 ) ，四肢瘦削無力，
足部腫脹，震顫 (resting)，手熱足冷。
( 四 ) 切診：
脈沈弦數，腹部拒按（臍周尤甚）
西醫理學檢查：
Vital signs：BP；141/90mmHg，PR 100/min，RR 17/min，BT：36.3℃
Consciousness：clear and alert

E4M6V5

Digestive organs
Change of appetite(+)
GI bleeding(-)

Regurgitation(-)
Change of bowel habits(+)

[ABDOMEN]
Soft and flat(+) / Rounded(-) Hepatomegaly(-)
Tenderness(+)
西醫 X 光檢查：
11/01 KUB 報告：
（1）Excessive small bowel gas without obvious distention. Colon gas also noted.
（2）Phlebolith-like nodules at pelvic cavity are noted.

二、主題文章

中醫四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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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CT 檢查：
11/15 CT 報 告：Moderate dilatation of stomach with retention of gas and fluid.There is
no severe abnormal dilataion of intestion of intestinal loops.

二、主題文章

診斷：
中醫辨證診斷：關格（少陰三急下證）
西醫診斷：腸阻塞、未提及疝氣者
治則：瀉熱通便，急下存陰
處方：調胃承氣湯３g，附子２g，乾薑１g，BID*3days
理法方藥分析：
理
陰盛陽虛，水虧土燥、陽明腑實，氣血虛弱
法
瀉熱通便，補氣益血、從標治本，攻補兼施
方藥：
調胃承氣湯３g，附子２g，乾薑１g，BID*3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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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文章

治療經過：
96/11/21
S:
11/19 喝牛奶 5min 後吐，不欲食。
11/20 小便咖啡色、混濁物出，住院後小便不易，導尿小便帶血。
11/21 腹痛需灌腸。大便溏、手足寒。
O: 舌紅苔薄白、舌中裂，脈沈弦。
處方 : 調胃承氣湯３g，附子２g，乾薑１g，BID*3days
96/11/23
S:
11/20 大便正常，量多，綠色小塊，
11/21 大便水瀉。
11/22 23:30 大便為綠色的水，無糞塊。
11/23 腹痛呃逆，心下硬，腹軟，水瀉色青，臍腹氣上衝，短氣上氣。
O: 舌紅絳，脈弦數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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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 : 調胃承氣湯 5g，厚朴 1g，枳實 1g BID*3 days
96/11/24
08:30
口乾燥，欲飲冷水，水入則噦，旋止。面紅（顴紅鼻紅），皮膚觸之烘熱，減少其覆被則畏
寒。上腹按之疼痛。平躺，則在呃逆時腹有氣上衝感。偶咳痰，膿黏稠痰，口喊「好冷」，
小便色黃褐，短氣，息高而喘，臥平反不喘，無發燒。
O: 脈緊細微數，扣診鼓音有氣體，口唇乾燥，面色戴陽，舌紅絳無苔，左後有膩苔，無根
漂浮，目黃瞼白。
10:40 自解黃色糞塊 20g。
15:40
S: 眠安，烘熱感減，喊冷，欲將被塞好，問其冷從骨髓出來，點頭同意。兩顴紅稍退，小便黃，
已不渴。
O: 脈弦，較前減緩。
96/11/25
8:30
S: 咳嗽咳痰，兩手末梢熱，兩手下巴顫動，面仍紅，口唇乾依舊，尺膚熱，不去衣被，不
時呃逆聲。足末梢冰冷，小便黃量少，左下腹時排氣。不時欲眠。兩顴陷落。
O: 舌絳，紅稍退，左後舌苔浮膩。左寸弦滑，關弦，尺弦細，右寸弦數，關弦大，尺弦緊浮。
右太谿脈沉伏，左太谿脈不見，右太衝脈微弱。按腹部，心下壓痛，臍上有張力。
13:00 午睡中，安靜無聲。
15:00
S: 身熱，未解便，呃逆聲重。
O: 舌紅依舊，兩寸脈滑，關弦甚，尺弦。腹部壓痛，上腹右側有硬塊，腹主動脈搏動強勁。
20:30
S: 身仍烘熱，小便難出色黃，人稍安靜。02:00 解黃綠軟便約 200g。
O: 脈象較午為弱，按摩腹部稍快適，較午間稍軟

二、主題文章

S: 夜間解兩次純青水便。護理記錄「02:00pain，自解 stool，色黃，質稀，120g」。欲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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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S: 唇仍乾，面紅，安靜休息時間變多。可飲食小杯豆漿混亞培胚芽米。身形瘦弱，大肉陷落，
兩頰陷。小便色淡黃。剛好解便，黃綠軟便約 20g。
O: 脈右寸緩、關滑、尺弦減。左寸滑、關弦、尺細。舌紅無苔，些微浮膩苔，舌面有津。
按腹部，升結腸硬，橫結腸亦硬，降結腸稍軟。腹主動脈搏動稍緩和。
12:30
S: 未再解便。
O: 兩手弦滑數，尺弦。
96/11/28
S: 腹痛、睡眠改善，口乾，覺藥較辣。解便 220g。
處方
調胃承氣湯 7.5g，厚朴 2g，枳實 2g，附子 1.5g，TID*4 days
96/11/29
未解便。
96/11/30
11:00
睡眠中，今日未解便，夜間作夢多夢話，白日欲寐。
17:00
S: 至今仍未便，身熱，唇口乾燥，手心手背皆熱。
O: 脈沈大，弦緊減。腹稍軟，深按仍痛。
96/11/31
21:30~21:45 間大便４次，量多，水瀉色黃，估 280c.c. 有三次。
一整天未張開眼睛。

二、主題文章

9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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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01
10:00
S: 眠佳，無夢話，未再呻吟。飲食皆同前。唇紅黯乾，兩顴紅退。呼吸緩，手末梢熱，膚冷，
O: 左脈寸微緊，關緊，尺沉細微緊，至數較規律，微續，右微浮關緊弦，尺沉微緊。右太
谿脈沉微。左太谿脈緊細。趺陽脈緊數。腹部心下仍痞硬。按腹變軟，右腹較左腹仍硬。
P: 減服中午藥一次。
20:30
大便一次，水瀉色綠 150gm。晚上一直叫肚子痛
96/12/02
9:00
S: 腹痛到清晨 02:00。面色復紅，呻吟。皮膚復熱，口唇紅，乾燥，以口呼吸。齒乾燥。未
大便。足冷，昨日開始右鎖骨上有膿疱。小便不利，量少，黃橘色，唇乾燥，閉目，腹部熱，
深按皆痛。
O: 舌紅，前 1/3 裂紋，無苔，舌後左稍有浮膩無根苔。脈左寸浮弦，關微弦，尺沈弦，右
寸浮緊滑，關弦緊，尺沉緊。
下午：
S: 怕冷，冷感由裏而外。飲水困難痛苦，噦逆聲起。
O: 舌色紅絳，裂紋，少津，無苔。右寸浮滑堅，關緊，尺沈緊。左寸浮緊滑，關緊弦，尺緊數。
上腹壓痛，下腹深按亦痛。
96/12/03
18:00
S: 大腹痛，服西藥後痛減，今日排便一行，成形，咖啡色（看護說無）。口苦口渴，無脹氣，
食後痛減。小便因導尿而痛。家屬覺得病人服中藥後有好轉，但西醫不認為。
O: 舌紅少苔。
脈：寸

關

尺

Ｌ

浮滑

沈弦

沈弦

Ｒ

浮滑

微

沈弦

左脈弱

處方
甘草 2.0g，乾薑 2.0g，附子 5.0g，大黃 1.0g，TID*3 days

二、主題文章

熱象退，兩足冷。小便色仍黃，較前為淡。大便無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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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2.0g，枳實 1.0g，厚朴 1.0g，半夏

S: 自覺好轉，精神較佳。呃逆、咳痰、腹

2.0g TID * 7 days

痛皆改善。尺膚熱，兩手末梢熱，右手微抖，
體 會

水，飲水則噦，呈不適感，欲咳。自覺身冷，

中醫對腸阻塞或腸塞的辨證治療也有一定的

欲蓋被，今日未解大便，兩足不冷。小便橘

經驗與幫助。《傷寒論》有三承氣湯證，急

黃色。護理師說，中醫介入後，未曾給予西

下存陰觀念一直影響後世。本病例就是在此

醫瀉藥。

中醫古籍的指導原則，經臨床的辯證論治方

O: 齒乾無津，舌紅無苔，脈右寸浮滑，重

法下以調胃承氣湯加減，對麻痺性腸塞的

按無力，關弦滑數，尺沉滑。左寸浮堅短，

85 歲男性病患，經西醫治療後再會診中醫，

關緊滑，尺浮弦緊有力。太谿脈沉緊。腹扣

中西合作治療得到不錯的療效。

診鼓音，按壓緊繃疼痛，腹直肌不時痙攣上
衝

腸阻塞 (Intestinal obstruction)
定義 : 腸內含物部份或完全沒法順利到達肛

96/12/07

門腸阻塞廣義可分為

S: 症狀持續，繼續治療。

（1）

處方 : 甘草 3.0g，乾薑 3.0g，附子 5.0g，大

obstruction)：一般所指的腸阻塞；

黃 1.0g，TID * 7 days

（2） 無 動 性 腸 塞 (adynamic ileus) 或 麻 痺

機

械

性

阻

塞 (mechanical

性腸塞（paralytic ileus） ：此病症並非真
西

醫 progression note:BP: 118/68

mmHg,TPR: 36.72.20

正的阻塞，只是腸子無法蠕動，失去推進食
物的能力。

中醫探視衛教
No specific complain，No fever. No SOB

腸阻塞通常會表現出四大症狀

96/12/08

1. 腹痛 2. 嘔吐 3. 腹脹 4. 便秘。

西醫 progression note
Vital sign: stable；Abd: soft and flat；

腸阻塞 (Intestinal obstruction) 的發生原因

MBD today.

及治療和一般的腸塞 (ileus) 完全不一樣，

96/12/14

因此西醫在處理時一定會加以區別，否則會

S: 精神可，稍胃痛，便較硬。

使病人喪命。

處方 : 甘草 3.0g，乾薑 3.0g，附子 3.0g，大

腹部Ｘ光（KUB）

黃 2.0g，枳實 1.0g，TID * 7 days

中小腸管腔直徑 >3 ㎝者，和 / 或結腸充氣

96/12/28

並擴張

S: 症平，繼續服藥。

小腸管腔直徑 >6 ㎝者，和 / 或小腸與結腸

處方 : 甘草 3.0g，乾薑 2.0g，附子 3.0g，大

出現液平面，更可肯定是腸阻塞。

二、主題文章

唇乾，目不澀，視物清楚。口乾渴，欲飲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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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ladder sign: 擴張的小腸橫排在整個腹

納差，看到食物就反胃噁心

腔

情緒不佳，雙下肢水腫 3+

stack of coin sign: 小 腸 的 縐 褶（Valvulae
現病史

阻塞會形成所謂“stack of coin sign”。區

民國 107/02，突然嘔吐膿血，吞嚥困難，

別大腸阻塞引起的大腸擴張是看到大腸縐褶

至仁愛 H. 急診，確診為食道癌第三期，開

（haustral folds）並沒有橫貫整個腸腔徑。

始化放療。
107/05，開始解黑便，經檢查後發現胃潰瘍

無動性腸塞 (adynamic ileus)

嚴重。

原因有：手術後（最常見）、腹膜炎、反

107/08，咳嗽日漸加劇，吞嚥困難仍。

射（the retroperitoneal syndrome）、脊椎

107/09，PET 檢查發現已轉移到肺部，伴

損 傷、 代 謝 障 礙（uremia, diabetic coma,

有雙側肋膜積液

myxoedema and potassium depletion）、

107/11/07，入院進行例行性化療，自覺生

神 經 節 阻 斷 劑（Ganglion-blocking

命已到盡頭，情緒不佳，納差，雙下肢水

agents）。

腫 3+， 肋 膜 積 液 每 兩 天 抽 一 次， 每 次 約
1000c.c.，西醫補充白蛋白、利尿劑，效果

臨床表現 :

不佳，因此會診中醫。

以腹脹、無腹絞痛、偶有無力性嘔吐。
若處置不當亦會有虛脫（dehydration）的
症 狀 產 生。 最 重 要 的 發 現 是 腸 聲（bowel

過去病史

sound）減少或消失，這是和一般腸阻塞鑑

三高，CKD stage III，心臟支架 *2

別診斷最好的方法。
中醫四診 :
問診 : 眠差難入眠，大便一日多次

CASE 2 食道癌反胃噁心

口渴喜冷飲

基本資料

舌診

姓名：蔡 O 勝

舌暗紅，無苔

性別：男
年齡：79

脈診

病歷號：1324XXXX

左：關滑，結代

入院日期：107/11/22

右：關尺沉滑數

會診中醫日期：107/11/07

處方 107/11/7

主訴

大青龍湯 11g

栝蔞仁 1.5g

半夏 1.5g

二、主題文章

conniventes）橫貫整個腸腔徑，因此小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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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差

黃連 0.6g
→ TID PC

現病史
民國 107/09/30，因腹痛一周，伴隨黃疸、頭

喘改善，下肢水腫仍，咳嗽稍改善，其餘症

暈、頭痛、虛弱、食慾差而前往基隆 H. 急診。

狀差不多，考慮到結代脈較明顯，不應使用

CT scan 顯示 pancreatic mass。至本院系統

麻黃劑

回顧有虛弱、黃疸、噁心、肢體無力。

真武湯 8g

栝蔞仁 3g

半夏 2.5g 黃連 1.5g

Vital signs: T=36 ℃、P=75 bpm; R=18/min；
BP=160/85 mmHg。

→ TIDPC

ECOG : 2。
處方 107/11/16

VAS: 4~6。

症狀較穩定，下肢水腫 1+，仍怕冷，喘咳

Icteric sclerae (-)。Abdomen tenderness (+)。

改善，食慾也改善

Shifting dullness (+)。

真武湯 12g

細辛 1g

半夏 3g

五味子 2g

栝蔞仁 2g

107/10/01， 腹 部 超 音 波：pancreatic head

→ QIDPC

tumor

合

併 MPD、CBD、bilateral IHD

dilatation、liver tumor (suspected meta)、
後續

diffuse liver disease、hepatic cysts、

患者服中藥後，狀況較穩定，但於 11/26 早

bilateral renal cysts。

晨吃早餐時，因不慎被食物嗆到，呼吸不過
來而辭世。

107/10/02， 會 診 消 化 內 科， 希 望 能 評 估 進
行 ERCP 的 可 能。 消 化 內 科 回 覆 患 者 的
obstructive jaundice 需 要 引 流，ERCP for

CASE 3
胰臟癌黃疸、解黑便、虛弱、食慾差

ERBD 應該要安排，但因為心臟功能不佳，應

基本資料

現病史

姓名：李 O 興

107/10/03 起， 發 燒 至 39 度， 使 用 抗 生 素 仍

性別：男

不 退，CXR 顯 示 雙 肺 浸 潤， 呼 吸 困 難， 西

年齡：91

醫 向 家 屬 說 明 病 情 後， 簽 署 DNR， 並 拒 絕

病歷號：17XXXX25

biopsy、化療、手術等處置。

先進行麻醉評估。

會診日期：107/10/17
107/10/08， 因 持 續 上 升 的 黃 疸 指 數， 嘗
主訴 : 黃疸、咳痰無力、解黑便、虛弱、食

試 進 行 ERCP。 觀 察 到 Deformed bulb，

二、主題文章

處方 107/1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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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pancreatic head tumor 阻 擋， 無 法

中醫四診 : 脈診

cannulate CBD，ERCP failed。

左弦滑數

107/10/11，因 UGI bleeding，Hb:7.4

右浮滑數

107/10/16，會診中醫

二、主題文章

過去病史
Type II DM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Hypertension (over 20 years)
Benign prostate hyperplasia
會診期間使用西藥

問診

患者家屬在 ERCP、TPCD 失敗的情況下，

寒熱：沒有特別怕冷，但有發燒

也拒絕手術、化療等治療手段。因此患者沒

流汗：無特殊

有使用化療藥物

飲食：因 Tarry stool 而禁食，
10/18 恢復流質 ( 喝湯 )

抗生素使用

二便：之前大便日一行，10/14 開始禁食後

10/3~10/11：Metronidazole, Ceftriaxone

排便量減，不成形，黑便

10/11~10/18：Tazocin + 10/15~10/19：

睡眠：10/14 起，晚上失眠，白天嗜睡。

Levofloxacin
10/19~10/27：Ceftazidime + 10/22~10/27：

會診過程

Colistin

望診

血糖藥物：Humulin-R (insulin)

107/10/19

升 壓：Norepine

神情：面色暗黃疲倦仍

(10/22 起 ~)

皮膚：黃疸仍
舌診：舌紅少胎

中醫四診 :

口唇：唇乾色暗仍

望診
107/10/17

望診

神 情： 面 色 暗 黃

107/10/20

疲倦

神情：意識不清，昏睡

皮膚：黃疸

皮膚：黃疸更甚

舌 診： 舌 紅 舌 苔

舌診：無觀察

白厚剝落

口唇：無觀察

口唇：唇乾色暗

中醫四診 : 望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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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文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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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文章

107/10/22

胃體切除 2/3、放化療多次，後續症狀反覆，

神情：意識不清，昏睡

定期放化療並追蹤。

皮膚：黃疸更甚

108/02 月，因喘、胸悶痛，入院發現轉移

舌診：無觀察

至肺與腹腔，並伴有大量肋膜與心包膜積

口唇：無觀察

液，每兩天需抽水一次，使用抗生素效果不
佳

CASE 4
胃癌胸悶，喘甚，疲倦虛弱

108/03/04，決定終止所有西醫治療，並聯
絡安寧療護與中醫，只服用中藥。
過去病史

基本資料

三高，CKD stage III，心臟支架 *2

姓名：高 O
性別：男

中醫四診

年齡：67

問診

病歷號：2013xxxx

眠差難入眠

住院日期：108/02/25

大便 3-4 日一次

會診中醫日期：108/03/04

口渴不欲飲

主訴

自覺味覺改變，沒有食慾

胸悶，喘甚，疲倦虛弱

怕冷甚

自 108/02/25 起

語音低微，需靠在耳朵旁才能聽見講話聲
音，但可以溝通

現病史
民國 102 年，確診胃癌末期 pT3N3M1，s/p

中醫四診 : 舌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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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患者於 3/16 辭世
終止西醫治療後，經中藥安寧約兩周，患者自
四逆湯為主軸，欲回陽固脫，科學中藥安寧能
撐兩周，足以證明中醫在安寧療護也能佔有一
席之地！

CASE 5

大腸癌

基本資料
姓名：周世 O
舌紅，無苔

性別：男
年齡：64

中醫四診 : 脈診

病歷號：6069xxxx

左：細，結代

住院日期：107/06 月中

右：沉微

會診中醫日期：108/07/18
主訴

處方 3/4

黃疸 面目發黃

乾薑 3g 附子 3g 甘草 3g 生地 3g 當歸

譫語

3g

自 108/06 月起

黨參 2g 黃耆 3g
→ QID PC，一次兩包，泡 100c.c. 的溫開

現病史

水

2017/06/13，CT 檢查發現 Colon cancer (4cm
circumferential wall thickening of bowel

服用

wall)

處方 3/8

2017/07/17， 手 術 right hemicolectomy， 確

怕冷與虛弱改善，其他症狀仍

診為 distal ascending colon adenocarcinoma,

乾薑 2.5g 附子 2.5g

stage IIIb pT3N2aM0

當歸 3g

甘草 2g 生地 2g

黃耆 3g

2017/08， 追 蹤 檢 查 發 現 疑 似 有 肝 轉 移 (S6,

→ TID PC，一次兩包，泡 100c.c. 的溫開

7mm)

水

2018/03/20-04/20 於接受血腫科化療 12 次療

服用

程 (Folfox)，除疲勞外過程中無明顯不適，化

二、主題文章

覺身體較舒適，較不怕冷也較有食慾，本案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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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結束後檢查，確診為 Colon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2018/06/21， 此 次 入 院 重 新 化 療
(Folfiri+Avastin) ，譫妄嚴重，意識不清，

二、主題文章

且有嚴重黃疸，診斷 Hepatic failure
過去病史
三高
膽結石病史
中醫四診

舌診；舌紅絳，少苔，多津

問診
意識不清，譫妄，無法溝通，越晚越嚴重

脈診

難入眠

左：寸關滑澀

大便一日 1-2 次，水瀉

處方 3/4

小便可，色清；夜尿 3 次

大柴胡湯 5g 五苓散 6g

口渴不欲飲

→ QID PC，一次兩包，泡 100c.c. 的溫開

食慾可

水服用

右：關浮滑
茵陳 3g

赤芍 1g

無汗
後續：服藥三天後，症狀仍沒有改善，黃疸
譫妄持續嚴重 ，一週後，會診安寧，終止
所有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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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案探尋

劉志杰經方治療頸肩僵痛、咳血等醫案
劉志杰（1968 年出生，漢傳中醫創始人）
劉志杰，字方謙，號淩虛齋主，別號了一居士，1968 年生於吉林省吉林市，畢業于吉林省
職工醫科大學西醫醫療專業及長春中醫藥大學，十三歲自學中醫，二十歲即開始了行醫生
涯。在他三十餘年的奉獻中醫生涯中，治病救人無數，育出桃李滿天下。其所著《傷寒論師
承課堂實錄》、《傷寒論類編補遺師承課堂實錄》、《金匱要略增補師承課堂實錄》、《劉
志杰師徒經方醫案集》四部著作以及《漢傳經方辨治學》、《漢傳醫經辨治學》、《藥症本
草經》、《黃帝三經指迷》等作品被譽為當醫學領域極為寶貴的經典。

病案分享
1、頸肩僵痛案
趙某，女，46 歲。
初診時間：2000 年 3 月 1 日
病史簡要：頸肩部僵硬二月餘，劇烈疼痛十五天。
刻診：頸項連及肩背部強硬，劇烈疼痛，活動受限，臥床不能自理，痛不欲生。伴胸悶、氣
短、心悸，心煩喜嘔，頭暈口苦，口乾喜冷飲。雙手微顫，周身乏力，汗出惡風，失眠，大
便乾硬，尿黃。曾在當地鄉衛生院，按心肌炎，冠心病治療無效，又于某醫院專家門診疑為
甲狀腺炎，患者表示懷疑，未進行治療。後經人介紹，來我處求診。
舌苔脈象：脈弦，微數，寸浮尺弱。舌絳紅，苔膩微黃。
六綱辨證：少陽陽明並病
處方：柴胡 80g 黃芩 30g 芍藥 30g 半夏 40g 生薑 50g 枳殼 40g 大黃 20g 大棗 12 枚
人參 30g 葛根 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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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語：
1、“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2、“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脅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3、“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
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
湯主之。”
4、“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5、“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
6、“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
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從上面六條條文依據看，該患者已經具備了少陽陽明並病大柴胡湯證的運用指徵。
頸項強痛，汗出惡風，頭暈口苦、口乾，胸悶、氣短、心悸，心煩喜嘔，具備了少陽病小柴
胡湯證的指徵。
從口乾喜冷飲、煩躁失眠，大便乾硬，尿黃的症狀看，又具備了津液損傷之“胃中乾”的陽
明裡實證。頸項肩背強硬，手顫，又是發痙的一種表現，原因在於熱傷津液，肌肉失養。脈
弦，微數，寸浮尺弱，是上焦不通，下焦津虧之兆。舌絳紅，苔膩微黃，是實熱挾水飲的表
現。因此，辨為少陽陽明並病，以大柴胡湯為主，上焦得通，津液得下，水飲得降，陽明裡
實得解。加人參大補津液，葛根清熱生津而解痙攣。
二診：2000 年 3 月 7 日
患者電話告知，兩付藥後，疼痛緩解大半，大便得通，心煩失眠等消失，繼服四付後，諸症
消失痊癒。
總按：

三、醫案探尋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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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導致痙攣手顫等痙證出現，因此，在運用少陽陽明兩解的大柴胡湯的基礎上，加人參和
葛根，補其傷損之津液，痙證得除。該患者夾帶的些許水飲，屬於中上焦的濕熱，口渴飲冷
是主要的造成原因，也是少陽病的一個主要病機，方中半夏便是對治之藥，可以降化水飲。
方證相符，因此數劑病已。

2、咳血案
陳某，男，47 歲
初診時間：2009 年 1 月 11 日
病史簡要：患者素嗜煙酒，半月前自覺咽乾，咳嗽，咳泡沫樣痰，呼吸灼熱。自服百合固金
丸不解。於三天前，咳嗽加重，痰中帶血。
刻診：頭暈目眩，耳鳴。晨起口乾苦，胸脅滿悶煩躁，發熱汗出，咽中窒塞，發熱汗出，口
渴喜冷飲，大便溏，小便黃赤。
舌苔脈象：舌乾絳，苔黃厚膩，脈弦滑偏數。
六綱辨證：少陽陽明太陰合病
處方：人參 30g 柴胡 80g 黃芩 30g 旱半夏 40g 炙甘草 30g 生薑 30g
大棗 12 枚 黃連 30 g 葛根 40g 前胡 40g 五味子 40g 阿膠 20g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按語：
1、“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2、“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
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
湯主之。”
3、“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
黃連湯主之。”

三、醫案探尋

該病具備了少陽病諸症以及陽明裡實的煩躁口渴，大便乾硬之主症。同時因為汗出損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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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黃，舌絳紅，苔黃膩，又具備了陽明裡熱的水熱下利和上逆咳喘的葛根芩連湯證指徵。
水熱上逆重者，則咽中窒塞，胸悶咳逆。熱傷上焦太陰血分，則見咳血。因此，辨為少陽陽
明太陰合病。其夾帶的水熱，與口渴飲冷有關。
方用小柴胡湯合葛根芩連湯，少陽陽明兩解。按藥症，加前胡、五味子、阿膠。
藥症如下：
前胡，辛苦。寒。《別錄》主療痰滿胸脅中痞，心腹結氣，風頭痛，去痰實，下氣。治傷寒
寒熱，推陳致新，明目益精。
專入陽明病位，寒能清熱，辛能散邪而氣得旁流，苦能降逆下氣，療胸咽之窒塞不通。
五味子，酸溫。《神農本草經》：主益氣、咳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男子精。
該藥入少陰、太陰、厥陰病位，降水飲，斂沖逆，止咳喘。性溫，又是諸寒藥之反佐。
阿膠，甘平。《神農本草經》：治心腹內崩，勞極灑灑如瘧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
血，安胎。久服輕身益氣。
該藥入陽明、少陰、太陰、厥陰病位，可養血止血，滋枯潤燥，可解上焦熱燥之津血損傷。
二診：2010 年 1 月 17 日
刻診：咳血消失。尚微咳，痰稠微黃，口微苦，尿黃，其餘症狀已正常。
舌苔脈象：舌淡紅，苔白膩，脈緩微弦。
六綱辨證：少陽陽明並病
處方：人參 30g 柴胡 80g 黃芩 30g 旱半夏 40g 炙甘草 30g 生薑 30g
大棗 12 枚 黃連 30g 葛根 40g 前胡 40g 五味子 40g 阿膠 20g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諸症基本消失，尚存餘邪，效不更方，原方六付繼服。
三診：2010 年 1 月 23 日
今日患者來告，諸症消失痊癒。
總按：

三、醫案探尋

該患者，具備少陽病小柴胡湯證指徵，同時兼有陽明裡熱的煩躁、口乾渴、發熱汗出，便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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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逆、下利。上焦熱盛則上逆血絡，是以咳逆咳血諸症出現。以在裡之血歸太陰，故辨為
少陽陽明太陰合病。以小柴胡湯開通上焦，清熱生津而降飲逆，葛根芩連湯，清陽明水熱下
利而生津液，前胡、五味子、阿膠，對症治療，共奏清熱生津，化飲止利，養血止血，降逆
止咳之效。

3、痞積案
佟某，女，50 歲
初診時間：2009 年 1 月 2 日
病史簡要：心下及兩脅下痞硬、脹滿半年，逐漸消瘦。B 超顯示，幽門水腫。患者懼怕檢查
結果為惡性病，因此肝脾及結腸未查。
刻診：面色萎黃，身體消瘦，二目有神。心下痞硬，壓痛，兩脅下痞硬，左下腹結硬，頭暈、
口乾不苦，飲水不多，時發熱，無畏寒，周身無汗，痠疼不適，膝關節時而涼痛，嚴重影響
睡眠。食欲亢進，多食則脹悶不舒，上攻兩脅，自覺胃中時而寒涼如冰，大小便無異常。
舌苔脈象：舌紅，舌尖赤紅。苔白膩，中間微黃。脈寸關浮滑有力，尺脈沉弦。
六綱辨證：少陰太陰陽明合病，屬厥陰
處方：大黃 30g 生附子 30g 細辛 30g 旱半夏 40g 黃芩 30g 乾薑 30g 炙甘草 40g
黃連 10g 大棗 12 枚 白朮 40g 枳殼 40g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按語：
1、“... 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
故使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2、“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時自痛，胸下結堅，下之益甚。”
3、“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
4、“脅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宜溫藥下之，以大黃附子湯。”
患者心下痞硬壓痛，連及兩脅，伴胃中寒涼感，為胃中虛，伴有陽明裡熱，即能食，舌紅尖

三、醫案探尋

病在少陽，則上焦不通，津虧熱燥，中下焦水飲上逆。病在陽明裡熱，多食冷飲，則濕熱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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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脹、胸下結堅，胃中涼，口乾不多飲屬於太陰病裡虛寒的水飲結聚病機，加重則會形成“臟
結”。無汗，時發熱，身痛而雙膝時發涼痛，難以入眠，左脅下之腹部結硬，雙尺沉弦，有
少陰虛寒而水飲凝聚指徵。
因此辨為少陰太陰陽明合病，屬厥陰，選甘草瀉心湯合大黃附子湯，按藥症加白朮、枳殼。
白朮，辛甘溫。《神農本草經》：主治風寒濕痹、死肌、痙 , 疸，止汗，除熱，消食。
專入太陰病位，能去周身風濕痹痛，去水飲，加入方中，有理中湯之意，可以溫滲中焦太陰
虛寒水飲。
枳殼，酸苦而寒。《神農本草經》：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癢，除寒熱熱結，止利。長肌
肉，利五臟，益氣。
該藥入陽明、厥陰病位，可以去寒熱結聚，消胸腹痞滿氣脹，攻沖兩脅。
二診：2009 年 1 月 8 日
刻診：藥後便溏，矢氣頻頻。心下痞硬脹滿顯著緩解，兩脅硬滿稍有減輕，左下腹部結硬消
失。頭暈依舊，周身時有不舒，睡眠恢復正常。
舌苔脈象：舌尖紅赤消失，苔薄白而垢濁，尺脈微弦，兩關浮滑。
六綱辨證：少陰太陰陽明合病，屬厥陰
處方：大黃 30g 生附子 30g 細辛 30g 旱半夏 40g 黃芩 30g 乾薑 30g 炙甘草 40g
黃連 10g 大棗 12 枚 白朮 40g 枳殼 40g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三診：2009 年 1 月 14 日
刻診：面色已見紅潤，心下硬滿消失大半，大便硬，兩脅硬滿如初，時而向上攻沖。頭暈、
口乾不欲飲。
舌苔脈象：舌乾絳，苔薄膩暗黃，脈如上。
六綱辨證：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合病，屬厥陰。
處方：大黃 30g 生附子 30g 細辛 30g 旱半夏 40g 黃芩 30g 乾薑 30g 炙甘草 40g

三、醫案探尋

赤，時發熱，舌中苔微黃。當屬痞證的水熱互結，寒熱並在，符合甘草瀉心湯證病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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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按語：
1、“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2、“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
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
湯主之。”
按語：
患者頭暈目眩，口乾，兩脅硬滿不緩解，是兼有少陽病小柴胡湯證指徵，前診疏忽，未予重
視。今取柴胡芍藥枳實甘草湯合入，解除少陽陽明之氣滯攻沖，合方之後，加人參，補津液，
又暗含小柴胡湯之配伍方義。加麥門冬，意在養胃氣，通胃絡，藥症相符，增強療效。
麥門冬，甘涼。《神農本草經》：主治心腹結氣傷飽，胃絡脈絕，羸瘦短氣。
四診：2009 年 1 月 20 日
諸症基本平復，告知其可以停藥，注意飲食起居調養。
總按：
久積必有寒實，屬太陰少陰虛寒水飲結聚，尺脈雙弦，如書中所說，“雙弦為寒”，結于下
焦。少陽不利，則熱與水飲結於脅下。加之陽明裡熱，寒熱錯雜，交結于心下成痞。因此，
諸症紛雜，歸入屬厥陰綱疾病。治療上的組方，也是寒熱並用，溫清並舉，固護津液。寒積
逐漸溫化，並然病勢向陽明和少陽回轉，因此後期見到津虧不足的便秘，口乾，舌絳紅，苔
暗黃等。
大黃附子湯，對於攻除寒積，療效顯著。因此以其為主，最終沒有更改。而麥門冬，後世諸
家，皆以為是滋陰、清熱、潤肺之藥，實際上，它是入陽明和厥陰病位，通胃中脈絡，養胃
中津虧，去邪氣結聚的要藥。

三、醫案探尋

黃連 10g 大棗 12 枚 柴胡 40g 白芍 40g 枳殼 40g 人參 20g 麥門冬 9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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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某，女，29 歲
初診時間：2000 年 3 月 20 日
病史簡要：經期鬱怒而閉經，達兩月餘。此前月經期常有少腹脹滿，排經不利，下紫色血塊。
刻診：唇萎口乾，微渴，時發潮熱汗出，自覺少腹脹滿，按之微痛，睡眠多夢，大便微硬，
小便正常。
舌苔脈象：舌暗紅，苔薄黃。脈沉實，雙尺弦。
六綱辨證：陽明太陰（血）合病，屬陽明
處方：大黃 20g 桃仁 20g 蟅蟲 20g 水蛭 30g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按語：
1、師曰 ∶ 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癒者，此為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
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金匱要略增補師承課堂實錄）

2、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金匱
要略增補師承課堂實錄）
3、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傷寒論師承課堂實錄）
該患素有經行不暢之瘀血症狀，于經期鬱怒，導致陽明氣機鬱滯，瘀血加重而閉阻。唇萎口
乾，自覺少腹脹滿，按之微痛，睡眠多夢，小便正常，是系列之瘀血症狀。時發潮熱汗出，
大便微硬，有陽明裡實證候。舌暗紅，苔薄黃。脈沉實，雙尺弦，為陽明裡實兼血瘀之表現。
以血歸太陰，陽明裡實，氣機鬱滯，導致太陰之血瘀結而不通。符合下瘀血湯證指徵。
故此，選用下瘀血湯為主，加水蛭 30 克，加大破瘀力度。
水蛭，咸平。《神農本草經》：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瘕積聚，無子，利水道。
二診：2000 年 3 月 27 日

三、醫案探尋

4、閉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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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脈同前。方已對證，囑續服原方六付。
處方：大黃 20 桃仁 20 蟅蟲 20 水蛭 30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三診：2000 年 4 月 2 日
刻診：月經來潮，下黯黑血塊若干，腹中暢快溫暖，睡眠恢復，舌脈基本正常。
總按：
《傷寒論》講的是常規的辨證，也就是症候群的分屬歸納，辨求方證。而《金匱要略》，則
是講的臨床“抓主症”的問題。主症，就是患者最明顯的，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症狀。一切紛
繁複雜的症狀，都要以“主症”為中心，進行六綱五證等疾病本質辨別，抓住重點，有執簡
馭繁之功，是一種高級的辨證“竅門”。
該患者以閉經為主，是五證當中的滯證，屬於瘀血證。血瘀的指徵呢，大概上分幾條：
1、舌質青黯，或者有瘀斑。
2、口乾唇破，口唇紫紺。口乾口渴，漱口而不欲飲。
3、睡夢紛紜，有疼痛者，痛如針刺。
4、腹不滿脹而自雲滿脹難忍。
5，脈弦、緊、重者脈遲（不通造成的）。這些啊，都是淤血的暗徵，提示有瘀血存在。明
徵好看，便血、尿血，閉經，局部淤腫等等，都能直接見到。
瘀血閉經，是該患的主症，久瘀必要化熱，因同時兼有陽明的裡實表現，就要通腑攻下配合，
破逐實邪。該病本該辨為陽明病的裡實血瘀證。因為在衛氣營血的歸屬上，在內者為血，歸
太陰，在外者為營，歸少陰的法則，因此，辨為陽明太陰（血）合病，屬陽明。也就是說，
內熱瘀血，“屬”陽明，內寒瘀血“屬”太陰。瘀血在肌表的，外熱“屬”太陽或者陽明，
外寒的，“屬”少陰，這是個屬病的關係概念。（詳見《金匱要略增補師承課堂實錄》）
下瘀血湯，是個十分不錯的方。這個方子，也是承氣湯的類方，和抵當湯接近。治療陽明血
瘀裡實的。包括很多婦女閉經的，都可以用它治療，也可以變成湯劑使用。喝的時候，兌入

三、醫案探尋

刻診：服藥五天時，月經來潮，量極少，色紫暗，大便一日兩次，尚成形，餘證明顯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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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看來這個藥是個固定的成藥，針對人群很廣。
大黃，鹹苦寒，主下瘀血，血閉，寒熱，破症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
利水穀，調中化食，安和五臟。大黃，是大將軍，我說，是大元帥更合適。和那些峻烈毒藥
相比，它是很平和的。惹急眼了，它霸道，平時，很厚道，微用，可以補脾胃，助消化，排
毒，微量常服，健康長壽。毒藥的特性，都在它身上體現了。什麼特性？多用攻逐，少用養
身。腸清則長生，耐毒無病，這是至理名言。
蟅蟲，就是地鱉蟲，鹹寒，主心腹寒熱洗洗，血積症瘕，破堅，下血閉。去血瘀閉結啊。
桃仁，苦溫微辛，主瘀血，血閉，瘕，邪氣，殺小蟲。還是破血閉瘀血的。為了加大破瘀力度，
我們加了一味水蛭。 辛鹹除“滯”，佐以甘苦。蜜，是甘平，補虛的。大家看看，這個配伍，
是不是體現了“滯證”的治療配伍法則？這個方子，吃完，一般會有輕度的腹瀉，或者比較
重些的呢，可以減量服用。對證了，一般四五天就可以打下瘀血，都是紫黑色的血塊，之後
就恢復了。有虛寒夾雜的，可以加乾薑、附子。乾薑、制附子，可以各用 20-30 克。

5、皮下瘀血案
盧某，男，50 歲
初診時間：2002 年 5 月 10 日
病史簡要：晨起後，發現左側大腿後側中部，出現手掌大小範圍之黯紅色針尖樣出血點。素
愛冬泳。
刻診：出血部位無皮膚感覺異常，頸部微酸，微有惡風樣不舒服感覺，餘無異常。
舌苔脈象：舌淡紅，苔薄白，六脈浮緩。
六綱辨證：太陽少陰（營）合病，屬太陽。
處方：桂枝 30 芍藥 30 炙甘草 30 生薑 30 大棗 12 枚
二付， 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臨睡前服藥後，喝熱粥一碗，蓋被，微發汗。
按語：
1、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2、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以榮行脈中，

三、醫案探尋三、

蜂蜜。不用做成丸劑再煎湯。古代，可能是為了投藥方便，才做成丸劑。預先做好，用時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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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癒。宜桂枝湯。
3、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該患者，皮膚出血點，可以視為在表之證，微惡風，頸項微酸，符合太陽病項強之微證，脈
浮緩，符合太陽中風脈。屬太陽病中風證，營衛不和，少陰之營氣外鬱肌表。因此，給予桂
枝湯，調和營衛，散營氣之血痹。符合“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
湯”之條文本義。
二診：2002 年 5 月 11 日
刻診：患者今日一付藥服完，晨起出血部位完全恢復正常，欣喜來告，問第二付藥是否續服，
告知可以續服，不必發汗。
總按：
該患者當時來診時，除了局部出血的皮膚無異常感覺外，言說一切正常。舌象也正常，脈象
浮緩，也接近正常，覺得很奇怪，有無證可辨的感覺。思之再三，覺得病灶在肌表，就要按
照表證去理解，況且脈浮緩，一下子想起了太陽中風證來，“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
脈緩者，名為中風。”因此，馬上問他，是否頸項強痛、惡風、汗出等。患者說，你要是不
問，我還真沒太注意，這兩天，確實是有些象要感冒的樣子，身上有些微微的怕風，脖子也
有些酸，以為是工作勞累造成的。排汗沒事，還算正常。又問平時嗜好，說堅持 20 餘年冬泳。
當時就認為，這是太陽中風的微證。
血在臟腑之外，歸於少陰營分，今營衛不和，與其近日冬泳，營衛受劇烈刺激有關，因為突
然入水驟冷，則營氣被鬱，回家後，又房間溫暖，造成冷熱巨大反差，而營衛失調，津血同
源，內郁的營血因此外達肌表，也是一種汗出排邪的象義。正與“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
弱者，當以汗解”條文符合，果斷的運用桂枝湯予以治療，求得營衛和諧。況且，桂枝湯中
的芍藥，也有去血痹血瘀的功能，芍藥：苦酸涼。《神農本草經》：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痹，
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方藥符合病機要求，病證輕微，一付而癒。
以上 5 個病案，為經方醫案記錄的標準模式，提供經方界參考。

三
、
醫
案
探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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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方探微

柴胡劑的衍變過程
柴胡，有疏肝解郁、升陽舉陷之功，而本品更長於疏解半裡半表之邪，故張仲景視柴胡為治
療少陽證之要藥。他在《傷寒論》一書中，用此品先後制方數首（共制方八首），開柴胡劑
之先河。小柴胡湯可推許為柴胡劑之首方，爾後，在此方之基礎上，又先後衍化柴胡劑多首。
柴胡劑之衍變可歸納為小柴胡湯→柴胡桂枝湯→大柴胡湯→四逆散→逍遙散→柴胡舒肝散。
諸劑皆與小柴胡湯有不解之緣，現分述如下。

小柴胡湯
《傷寒論》第 98 條云：“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
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
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
藥物組成：柴胡、黃芩、人參、半夏、炙甘草、生薑、大棗。
功效：和解少陽。
小柴胡湯為和解少陽之主方。為治少陽膽經鬱遏，影響脾胃功能，心煩喜嘔，胸脅苦滿的一
首方劑，是柴胡劑中的第一首方。方中柴胡舒肝透邪；黃芩苦寒清熱；半夏、人參、炙甘草
和胃降逆，補益中宮；生薑、大棗調和營衛，和中止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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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桂枝湯
《傷寒論》第 151 條云：“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
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功效：和解少陽、兼以解表。
太陽證未罷，邪入少陽。“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痛（桂枝證），微嘔，心下
支結（柴胡證），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太、少之證俱微，所以小柴、桂枝各
取其量半）。

大柴胡湯
《傷寒論》第 106 條云：“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
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癒。”
藥物組成：柴胡、黃芩、白芍、半夏、生薑、大黃、枳實、大棗。
功效：和解少陽，通下裡實。
太陽病傳入少陽，而太陽證已罷（謂之過經）。不當攻下，醫反下之，少陽病不解，邪氣兼
入陽明，化燥成實。乃成少陽未解，陽明裡實，故用和解與通下的大柴胡湯。小柴胡湯和解
少陽，因裡實已成，故去參、草以免補中留邪。故又用大黃、枳實攻下散結，白芍斂陰和營，
緩腹中之痛急。共成外解少陽，內瀉熱結之劑。

四逆散
《傷寒論》第 318 條云：“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
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藥物組成：炙甘草、枳實、柴胡、白芍。
功效：疏肝解鬱。

四、經方探微

藥物組成：桂枝、白芍、黃芩、人參、炙甘草、半夏、大棗、生薑、柴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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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證因肝氣鬱結，氣機不利，陽郁於裡，不能達於四未所致。因肝氣鬱結，肝木橫克脾土，
故泄利後重；氣鬱而寒邪內乘，則腹痛；肝氣鬱而上逆，則影響心胸陽氣宣暢，故咳或悸；
氣鬱而水道通調不暢，則小便不利。此皆肝鬱而致。柴胡辛涼入肝，疏鬱透熱；白芍酸寒入
肝，斂陰泄熱。二藥合用，可清調肝鬱；枳實、甘草合用入脾，泄熱而和中；白芍、甘草配

四逆散證，是肝氣鬱結，氣機不暢，升降逆亂所致之疾。其治療應調暢氣機，升清降濁為法。
方中柴胡除疏肝解鬱、調暢氣機之功效外，尚俱升發之性。柴胡、枳實能升能降，芍藥、甘
草能斂能和，四藥共奏升降，開闔、通陽、清透、解鬱之效。

《局方》逍遙散
藥物組成：柴胡、白芍、當歸、白朮、茯苓、炙草、生薑、薄荷。
功效：疏肝解鬱，健脾養血。
證由肝鬱血虛，影響於脾，肝脾不和所致的兩脅作痛，往來寒熱，心煩、頭痛目眩、口乾、
神疲食少，婦人月經不調，行經乳房脹痛等。方用柴胡、白芍、當歸入肝，疏肝鬱而養血；
白朮、茯苓、炙甘草入脾，健脾滲濕；生薑、薄荷辛溫，辛涼合用，疏散條達；炙甘草且又
調和諸藥。諸藥相伍，使肝郁得解，脾虛得補，血虛得養，其證乃癒。

柴胡舒肝散
藥物組成：柴胡、白芍、積殼、炙甘草、陳皮、川芎、香附。
功效：疏肝解鬱，理氣止痛。
四逆散有疏肝解鬱、調和肝脾之功效。張介賓在方中又增能行、能降，理氣運脾、調中快膈
之陳皮；能散、能降、能和、疏肝解鬱、調理氣機、行氣止痛之香附；辛香行散，行氣止痛，
血中氣藥之川芎。使該方疏肝解鬱、理氣止痛之功效大增。該方臨床常用治肝氣瘀滯所致之
脅肋作痛、中焦氣行不暢（肝氣犯胃）所致之胃脘脹滿疼痛、婦人月經不調、痛經、乳房脹
痛等肝氣鬱滯所致諸症。
柴胡劑應用廣泛，臨床多用於情志為病的諸症治療。後經歷代醫家在實踐中的不斷化裁加減
運用，柴胡劑在臨床各科多種疾病的治療中，都取得了較好的療效。追本溯源，柴胡劑之組
方，化裁加減及應用，小柴胡湯可推許為柴胡劑中之首方。

四、經方探微

伍，清肝益脾，緩急止痛；諸藥配伍，共湊清透疏解，調和肝脾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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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療新知

中藥薰洗法預防和治療過敏性鼻炎
中藥薰洗法是中醫傳統治療方法之一，非常適閤家庭使用。薰洗的藥液量要比內服的多得
多，每劑藥可連續使用兩天，每天薰洗２～３次，每次薰洗１５～３０分鐘左右。每次使用
時，藥液必須先加熱。

過敏性鼻炎中藥薰洗治療時可分熱用和溫用兩種：
熱用是將煎好的藥液趁熱氣蒸騰時，邊薰邊用藥液洗患處，待藥液變涼為止。熱用薰洗
法，主要是利用熱氣使藥力竄入肌膚筋骨，以達祛寒解表、舒筋通絡、活血消腫之效。

溫用是將煎好的藥汁待溫後，再用藥液洗患處。
古方中醫推薦常用的傳統經驗方：
經驗方一：
雙花 15 克，辛夷 15 克，公英 10 克，地丁 10 克，防風 10 克，黃芩 10 克，白蘚皮 10 克，
丹皮 8 克，菊花 8 克，白附子 8 克，桂枝 8 克，蟲退 5 克。
使用方法：
將以上藥物水煎取 500 毫升左右藥液，趁熱用藥液蒸氣薰鼻，薰時患者應儘量深吸氣，
使藥蒸氣進入鼻腔內。待藥液溫後即可，用藥液沖洗鼻腔。每日薰洗 3 次，連用 3 ～ 5 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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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
經驗方二：

使用方法：
將以上藥物加水 300 毫升煎煮兩次，合併藥液，趁熱用藥液蒸氣薰鼻，薰時患者儘量深
吸氣，以使藥蒸氣進入鼻腔內。藥液變溫後，再用藥液沖洗鼻腔。每日薰洗 2 次。
藥液煎好後，先用乾淨的紗布過濾一下，以免藥中雜質在薰洗時刺激鼻粘膜及皮膚。
過敏性鼻炎患者還應注意平日少食辛辣及腥物，多食蔬菜水果，躲避異味，冷天應注意保暖，
平時多鍛鍊，儘量用冷水洗臉。

文章來源：古方中醫網 中醫治療耳鼻喉科疾病專題

五、醫療新知

蟬蛻 20 克，辛夷 20 克，白芷 20 克，黃芩 20 克，麻黃 15 克、細辛 15 克、防風 15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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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療新知

骨折死亡率高！醫揭含鈣蔬菜冠軍是它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骨質密度年過 30 歲之後，將會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失，尤其女性更不得不重視。人體一旦
長期缺鈣可能會造成身體機能下降，進而衍生多種疾病，「鈣」是人體必需礦物質中的一種，
從幼童到成人、再到老年人，都需要鈣質來觸發體內系統運行，包括免疫、神經、循環、消
化、內分泌等，是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別以為只有牛奶才有鈣質，蔬菜裡的鈣質也
不少，美女營養師高敏敏就整理了「含鈣蔬菜排行榜」！
骨質密度年過 30 歲之後，將會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失，尤其女性更不得不重視。人體一旦
長期缺鈣可能會造成身體機能下降，進而衍生多種疾病，「鈣」是人體必需礦物質中的一種，
從幼童到成人、再到老年人，都需要鈣質來觸發體內系統運行，包括免疫、神經、循環、消
化、內分泌等，是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別以為只有牛奶才有鈣質，蔬菜裡的鈣質也
不少，美女營養師高敏敏就整理了「含鈣蔬菜排行榜」！不僅牛奶，其實蔬菜裡面鈣質也不
少。
根據衛福部國健署調查顯示，骨質疏鬆症為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常見慢性疾病第四名，其
中女性患者比例較男性高出三倍以上。而台灣 65 歲以上婦女人口因骨鬆引起的髖部骨折，
第一年死亡率高達 15％，而且台灣的骨折發生率高，每年髖關節骨折患者就有近 2 萬例，
發生率為全亞洲第一名。國健署建議成人每日鈣質攝取量為 1000mg，但根據調查顯示，成
年人鈣攝取不足率達 8 成以上，而且現代人普遍都不愛曬太陽，如果又營養失調恐怕就會加
重骨質流失進而增加骨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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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高敏敏表示，不要小看食物的奧秘！不僅牛奶，其實蔬菜裡面鈣質也不少的，營養
師整理了 15 種蔬菜，以每 100g 的菜告知民眾鈣含量，冠軍為髮菜 1187mg，第二名為紫菜
342mg，第三名芥蘭菜 181mg，其次依序為莧菜 146mg、地瓜葉 105mg、青江菜 104mg、
油 菜 88mg、 菠 菜 81mg、 空 心 菜 64mg、 高 麗 菜 47mg、 茼 蒿 46mg、 四 季 豆 40mg、 水 蓮

高敏敏表示人體一天需要的鈣質含量是 1000 至 1200mg，建議各類的食物都要均衡補充。一
天除了乳製品要吃夠之外，黑芝麻、小魚干、海帶等天然食物，也都是很好的鈣質攝取來源，
另外她也提醒最少最少也要吃 1 碗半（3 份）的蔬菜以強化骨骼健康。

五、醫療新知

26mg、木耳 27mg、白蘿蔔 23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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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2 聯合報 / 高晧宇／馬偕醫院中醫內科主治醫師
76 歲的薛先生常年為慢性腎臟病所苦，經過幾個月中醫治療並搭配飲食控制，腎絲球
過濾率數值從 42.24mL/min/1.73m2 升高到 53.6mL/min/1.73m2，肌酸酐則從 1.6mg/
dl 下降到 1.3mg/dl，數值明顯進步。
慢性腎臟病成因眾多，例如糖尿病、高血壓、腎毒性藥物、遺傳性疾病等。早期腎絲
球過濾率大於 60 者，多無症狀；若小於 60 進入第三期後，才會有些症狀；若小於 30
進到第四期、第五期時，開始以蛋白尿、水腫、貧血、倦怠來表現。
以中醫來看，慢性腎臟病屬於「水腫、癃閉、關格」等症候。治療上，會給予健脾藥物，
透過改善腸胃道環境來減緩腎功能惡化。若精神緊繃、交感神經興奮者，給予疏肝藥
物，減低其自主神經系統對腎臟的刺激。若日久入經絡者，則給予活血化瘀的藥物，
來疏通腎臟的經絡，改善腎臟的血流量。
此外，大小便必須通暢，讓邪氣有出入。若過於肥胖者，則給予祛濕化痰藥物並飲食
控制，來逐漸減輕體重，以減緩肥胖的危害。
近年研究發現，服用中藥的病人進入洗腎機會較低，死亡率也比沒有服用中藥的病人
少四成。在慢性腎臟病第三期以下族群、長期使用中藥者，肌酸酐有下降趨勢，腎絲
球過濾率則有上升趨勢。若搭配針灸治療，則能調節自律神經，並減輕倦怠、失眠、
食欲不振、痠痛等症狀，並減輕止痛藥物的使用。
慢性腎臟病患者輔以中藥治療外，平常飲食宜少油、少鹽、低蛋白、低磷和低鉀，務
必「腎」選飲食，生活起居則應戒菸、放鬆心情、少熬夜、勿憋尿、多運動，控制三高。
患者切勿服用來路不明的藥品或黑藥丸，以免造成腎功能惡化。

五、醫療新知

慢性腎臟病中醫治療 洗腎率較低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59 期

36

2021 中醫內科第 6 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37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59 期

日期
南區 北區
4/11

9/26

南區

北區

5/9

4/25

南區

北區

6/6

5/23

南區

北區

7/4

6/20

南區

北區

8/8

7/25

南區

北區

時間
09:30〜12:30
14:00〜17:00
09:30〜12:30
14:00〜17:00

09:30〜12:30
14:00〜17:00
09:30〜12:30
14:00〜17:00
09:30〜12:30
14:00〜17:00
09:30〜12:30

9/5

8/22
14:00〜17:00

南區

北區
09:30〜12:30

10/3

10/24
13:30〜15:00

醫師
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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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中醫治療的臨床思維

血液及腫瘤科疾病治療
癌症的中西醫互補療法
邱鎮添
癌症整合照護方案及癌症及副作用中西
陳建宏
醫整合治療
消化內科疾病治療
葉家舟
黃斑部病變中醫的解構及治療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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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裕強
歷代名醫呼吸系統疾病治療經驗
鐘文冠
金匱方治慢性腎衰(三)
內分泌與新陳代謝科疾病治療
馬易世
論中醫的理性思維
陳朝宗 內分泌及代謝失調症候群的經方思路
神經內科疾病治療
學習傷寒雜病論應該釐清的觀念與臨床
蔡文興
應用
黃伯瑜
失智失能的中醫治療照護
過敏風濕科疾病治療
常見過敏免疫疾病及退化性關節炎的中
陳俊良
醫治療
中醫內專筆試與口試

南區上課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高齡大樓第 11 會議室
北區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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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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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南區
4/11

時間

醫師

09:30〜12:30
14:00〜17:00

南區
5/9

09:30〜12:30
14:00〜17:00

南區
6/6

09:30〜12:30
14:00〜17:00

南區
7/4

09:30〜12:30
14:00〜17:00

南區
8/8

09:30〜12:30
14:00〜17:00

南區
09:30〜12:30
9/5
14:00〜17:00
南區
09:30〜12:30
10/3
13:30〜15:00

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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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中醫治療的臨床思維

血液及腫瘤科疾病治療
癌症的中西醫互補療法
邱鎮添
癌症整合照護方案及癌症及副作用中西
陳建宏
醫整合治療
消化內科疾病治療
葉家舟
黃斑部病變中醫的解構及治療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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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裕強
歷代名醫呼吸系統疾病治療經驗
鐘文冠
金匱方治慢性腎衰(三)
內分泌與新陳代謝科疾病治療
馬易世
論中醫的理性思維
陳朝宗
內分泌及代謝失調症候群的經方思路
神經內科疾病治療
學習傷寒雜病論應該釐清的觀念與臨床
蔡文興
應用
黃伯瑜
失智失能的中醫治療照護
過敏風濕科疾病治療
常見過敏免疫疾病及退化性關節炎的中
陳俊良
醫治療
中醫內專筆試與口試

南區上課地點:高雄榮總高齡大樓 B1 第 11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報名表及報名費請上網 【中醫專科醫學會】下載:www.tcma-7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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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北區
9/26

時間

醫師

09:30〜12:30
14:00〜17:00

北區
4/25

09:30〜12:30
14:00〜17:00

北區
5/23

09:30〜12:30
14:00〜17:00

北區
6/20

09:30〜12:30
14:00〜17:00

北區
7/25

09:30〜12:30
14:00〜17:00

北區
09:30〜12:30
8/22
14:00〜17:00
北區
09:30〜12:30
10/24
13:30〜15:00

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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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中醫治療的臨床思維

血液及腫瘤科疾病治療
癌症的中西醫互補療法
邱鎮添
癌症整合照護方案及癌症及副作用中西
陳建宏
醫整合治療
消化內科疾病治療
葉家舟
黃斑部病變中醫的解構及治療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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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裕強
歷代名醫呼吸系統疾病治療經驗
鐘文冠
金匱方治慢性腎衰(三)
內分泌與新陳代謝科疾病治療
馬易世
論中醫的理性思維
陳朝宗
內分泌及代謝失調症候群的經方思路
神經內科疾病治療
學習傷寒雜病論應該釐清的觀念與臨床
蔡文興
應用
黃伯瑜
失智失能的中醫治療照護
過敏風濕科疾病治療
常見過敏免疫疾病及退化性關節炎的中
陳俊良
醫治療
中醫內專筆試與口試

北區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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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報名表及報名費請上網 【中醫專科醫學會】下載:www.tcma-7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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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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中醫內科第六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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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