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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方治療重症肝炎病例報告
李蔡榮 / 同仁堂中醫診所

王某 52 歲 男 長期飲酒史 近月因身倦疲乏暴瘦至台大醫院檢查肝、脾、胰臟發炎，肛門簍
管炎，納差，上腹脹劇痛，大便軟不成形，大便不爽，小便黃，GOT=218 GPT=424 r-GT=185
T-bil=1.25 D-bil=0.52 CPK=451(2017/6/14)，舌質淡紅不鮮，苔白黃，左脈寸浮關濡，右脈
濡滑數
診斷：太陽表寒裏濕，素積勞倦感濕溫。
處方：右脈麻黃連翹赤小豆東加味 顆粒劑 連翹、綿茵陳個 1 克 赤小豆、桑白皮、車前子、
白茅根個 0.5 克 麻黃、生薑、大棗、甘草、杏仁個 0.3 克，分一包，日一服，左脈溫病條辨
連翹赤豆飲煎送保和丸 顆粒劑 保和丸 5 克 梔子豉湯 1 克 赤小豆、連翹個 2 克 通草、天花
粉個 1 克，分兩包，日二服，七日分，
 一周後囘診症狀如前，小腿內側抽筋，流口水，面易出油，記憶力變差，手無力，皮
膚癢，寸關脈弦濡滑，尺脈弱 --- 臨床診斷：黃疸濕溫 --- 處方：茵陳五苓散、三仁湯、
溫膽東加味 顆粒劑 茵陳五苓散、三仁湯、溫膽湯個 3 克 綿茵陳 2 克 穀芽、麥芽、藿
香、車前子，分三包，日三服，七日分，
 一周後囘診症狀還是如前，尿酸高，陽痿，舌質淡紅不鮮，苔黃滑膩，關尺脈弦濡滑
數 --- 臨床診斷：少陽濕熱下注 ---- 處方：吳門驗方柴妙飲加味 顆粒劑 薏仁、澤瀉、
白花蛇舌草個 3 克 柴胡 2.4 克 土茯苓、升麻個 1.5 克 黃芩、蒼朮、懷牛膝、萆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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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鬱金、個 0.9 克 黃柏、遠志個 0.6 克 砂仁、炙甘草個 0.3 克 蜈蚣 0.1 克，分三包，
日三服，七日分，並囑抽血化驗是否改善，
 一周後囘診，症狀逐漸改善，小腿皮膚紅疹，口臭，口苦咽乾，聞油欲嘔，腹脹納呆，
GOT=25 GPT=26 r-GT=42 T-bil=1.56 D-bil=0.51 CPK=176(2017/8/9), 患 者 內 心 喜
悅，關尺弦洪滑數 ---- 診斷：少陽濕熱下注夾陽明腑實 ---- 處方：大柴胡湯、柴妙飲
加減 顆粒劑大柴胡湯去大黃 1.5 克 白花舌蛇草、連翹個 3 克 薏仁、蒲公英個 2 克 柴
胡、澤瀉、綿茵陳、金錢草個 1.5 克 蒼朮、內金、鬱金個 0.9 克 黃芩、萆薢個 0.6 克
懷牛膝、黃柏、杜仲個 0.4 克 砂仁、炙甘草個 0.2 克，分三包，日三服，六日分，
 三日後因外感流鼻水，後腦勺痛，口渴而提前囘診，寸浮緊數，關弦洪滑數 --- 診斷：
外感風寒化熱，少陽濕熱下注夾陽明腑實 - 處方：葛根湯、大柴胡東加減 顆粒劑 大
柴胡湯去大黃、芍藥甘草湯個 1.5 克 葛根 3 克 綿茵陳、石膏個 2 克 白花蛇舌草、蒲
公英、連翹個 1.5 克 黃芩、鬱金、內金、金錢草個 1 克 薄荷 0.5 克 麻黃 0.3 克 水牛角 1.5
分，分三包，日三服，三日分，
 三天后囘診外感已除，仍感後腦勺抽痛，聞油欲嘔，納呆，舌質紅，苔黃白滑，寸脈
浮濡滑關尺脈弦濡滑 ----- 診斷：少陽夾濕 ---- 處方：吳門驗方銀柴甘露消毒丹加味
顆粒劑 甘露消毒丹 6 克 白花蛇舌草、白芍、蒲公英、連翹個 1.5 克 銀花、綿茵陳、
大青葉、黃芩、金錢草、內金、鬱金個 1 克 水牛角 1.5 分，分三包，日三服，三日分，
 症狀改善，食慾漸正常，小腿膚紅癢稍減，關尺脈弦濡滑數 --- 診斷：少陽濕熱下注 ---處方：柴妙飲加味 顆粒劑綿茵陳、柴胡、薏仁、白花蛇舌草、白芍、蒲公英、連翹、
土茯苓個 1.5 克 萆薢、澤瀉個 1 克 蒼朮、懷牛膝、黃柏個 0.5 克 杜仲、遠志個 0.3 克
砂仁、炙甘草個 0.2 克 蜈蚣 0.1 克，分三包，日三服，七日分，
 皮膚明顯改善，GOT=20 GPT=16 r-GT=47 T-bil=0.95 D-=0.21 (8/15 台大 )，自述房
事仍困擾，脈如前，處方柴妙飲加味 顆粒劑 土茯苓 3 克 綿茵陳、柴胡、薏仁、內金、
金錢草個 1.5 克 萆薢、澤瀉、升麻、白花蛇舌草、白芍、蒲公英、連翹個 1 克 蒼朮、
懷牛膝、黃柏個 0.5 克 杜仲、遠志、蜈蚣個 0.3 克 砂仁？炙甘草個 0.2 克，分三包，
日三服，七日分，持續治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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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思路
本患者初期辨為太陽表寒裏濕用代表方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加以飲食勞倦，用溫病條辨連翹
赤豆飲煎送保和丸，繼而用茵陳五苓散、三仁湯、溫膽湯治濕溫黃疸，再而少陽濕熱下注本
質見用吳門驗方柴妙飲加味一驗肝膽功能漸正常，配合加三金（鬱金、內金、金錢草）降黃
疸指數，升麻、土茯苓治陽痿，土茯苓、白花蛇舌草解毒，又學吳門驗方柴妙飲治重症肝炎
的經驗！

肝病的 5 種徵兆
罹患肝病時，身體會出現一些典型症狀，但有多達 2/3 的患者並不會有明顯症狀或和其他
疾病的相似症狀弄混了。記住並留意下列徵兆：
1. 口臭：或許你從未想過，口臭也是肝病常見的徵兆之一。這是因為患者
體內有過多無法代謝的尿素氮，也就是俗稱的氨 ( 阿摩尼亞 ) 所致。
2. 極度疲憊：患者容易感到疲倦，且是極度疲勞、累到不想動、全身無力。
但這也是其他疾病的常見症狀，經常混淆診斷。
3. 消化異常：肝臟是重要的消化器官，肝功能失調會嚴重影響消化。患者通常
會感到反胃、噁心想吐、食慾不振。嚴重時，會出現黄疸 (Jaundice)，尿液呈現深
褐色、灰色。腸胃等消化器官的靜脈破裂，患者會吐血，情况危急。
4. 在下午輕微發燒：天氣突然變化、體內失調，都可能造成一般人身體反應不及
而發燒，這是正常現象。然而，若在下午發燒的次數明顯增加，就要多加留意了
，肝病患者常每天下午發燒並伴随着疲勞。隨著病況愈發嚴重，患者發燒持續的
時間更長，嚴重者甚至會連續幾天陷入昏迷。黃疸、皮膚蠟黃、眼睛變黃，是肝
病患者最明顯的特徵，因為肝功能異常而導致皮膚色素沉澱。變化通常自人體上
半部開始，譬如眼睛，然後逐漸擴散至全身表皮，嚴重者的眼睛和皮膚會呈現暗黃色。
5. 皮下出血：大多數肝病末期患者會面臨出血現象，這是因為肝組織受到破壞，
影響患者凝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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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三勝醫師醫案分享

李女，24 歲，骨盆腔發炎，發燒
108/11/18 西醫診斷骨盆腔發炎，反覆發燒，服用西藥無法退燒，下腹部悶痛，腰酸，無分泌物，
口乾口苦，大便便秘，納差。
診其脈左關後外側少陽區弦數夾澀，依弦數脈開立三物黃芩湯，黃芩 1g, 苦蔘 1.5g, 生地 2g,
敗醬草 1.5g, 薏苡仁 1.5g, 冬瓜子 2g, 桃仁（處理澀脈），青蒿 2g, 共 8 味藥
189/12/29 回診看月經不調，問其去年服藥後有無痊癒，回說中藥效果很好，不到一週癒，未
服用西藥
臨床思路
少陽區弦數是三物黃芩湯主脈，骨盆腔發炎，一般是骨盆腔濕熱所致，脈偏有力也支持，所以
合入金匱薏苡附子敗醬散方義，因脈有力去附子，加冬瓜子，因澀脈加桃仁。此方多苦藥，寒
藥，為避免氣機陷下，選肝膽經微升發去濕熱的青蒿，略提氣機。
有些醫書寫青蒿無升提陽氣功效，但《本草求真》：青蒿專入肝、腎、三焦。性稟芬芳，味甘
微辛，氣寒無毒。陰中有陽，降中有升，能入肝、腎、三焦血分，以療陰火伏留骨節。故凡骨
蒸蒸熱及風毒熱黃，久瘧久痢，瘙癢惡瘡，鬼氣盦疰等症，當須服此。時珍曰：《月令通纂》
言，伏內庚日，採蒿懸門庭，可辟邪。冬至、元旦各服二錢亦良。則青蒿之治鬼疰，蓋亦有所
伏也。以其苦有泄熱殺蠱之能，陰有退熱除蒸之用，辛有升發舒脾之功，而又於胃中氣不犯，
以其得春升之令最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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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陸中醫指出青蒿似柴胡，柴胡有推陳致新功效，青蒿有發陳致新功效，所以都有升的效
用。

郭女，59 歲，睡眠障礙
109/12/14 因工作問題，凌晨 3 點鐘睡，睡眠時數不足 6 小時，晨間精神乏力，口渴，夜尿
2 次，小便次數多，頻尿
診其脈尺浮而無力，按之細，開立三才封髓丹，黃柏 1g，砂仁 1.5g，甘草 1g，熟地 2g，天
門冬 1.5g，黨蔘 2g，酸棗仁 2g，益智仁 2g，共 8 味藥
此處方連續服用 5 週
110/01/11 現晚間容易入睡，睡眠時數可超過 6 小時，下午午睡品質改善，精神乏力改善，
晨間頻尿程度減少
依高建忠醫師看法
封髓丹方所治病證為在腎燥不合基礎上的相火妄動（即腎火瀰漫）。
該病證既不同於治療腎陰虧虛、虛火上炎的知柏地黃湯證，也不同於治療陰氣太盛、逼陽上
浮的潛陽丹證（潛陽丹：砂仁、附子、龜板、甘草），更不同於治療脾胃虛弱、陰火上沖的
補中益氣湯加黃柏證。
當然，封髄丹方也與瀉心火、益腎水的黃連阿膠湯方絕非同類。
《續名醫類案》，見「齒門」下有易思蘭治一人齒痛不可忍，診其脈「上兩部俱得本體，惟
二尺洪數有力」，斷為「此腎經火邪太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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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氏案後自註：「腎脈不沉濡而洪數，是所不勝者侮其所勝，乃妻入乘夫，腎經中已有火邪
矣」。這裏相火妄動，可加重黃柏的量，在呂脈中，封髓丹的脈象是尺部浮空。
高建忠醫師更提到個醫案說明
《謝映廬醫案》，見有用滋腎丸治療陽縮不伸一案：
「陳春初乃郎，將婚，服補養丸劑半月，反致兩足無力，陽痿不舉。醫謂當用大補，加附子、
鹿茸，服之無算，漸至兩足難移，玉莖盡縮。診得腎脈獨大，右尺尤甚，與滋腎丸一斤，服
至一半，陽事已舉。藥畢，步履如舊。此孤陽不生之義也。」
陽劑壅補，助生相火，耗損腎陰。陰水不充，相火內焚，腎陽無由而生，故見陽縮不伸。
治療關鍵在於清相火而存腎陰，相火清則腎陰無由而耗，陽生陰長自為生理之事。
當然，服藥半斤即陽事復舉，也有前服附子、鹿茸餘力之功。本案相火內生之因與上述有別，
用滋腎丸取得佳效，可供臨證參考。

蕭女，16 歲，手汗及自律神經失調
109/12/25 自述平時容易緊張，手汗腳汗十分嚴重，淺眠多夢，晚睡，嘴破，最近準備考證
照壓力大，情緒易動
診其脈寸部內側上少陰及尺部內側下少陰細數交替彈動，屬少陰熱化證，參黃連阿膠湯，開
立黃芩 1g，黃連 1g，白芍 2g，生地 3g，阿膠 1.5g，龍骨 1.5g，牡蠣 1.5g，淡竹葉 1.5g，
共 8 味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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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用藥心法是參考日本漢方應用，大塚敬節及矢數道明等醫家經驗，用此方治自律神經失調
及多汗
我移治手腳汗
110/01/06 病患回診反應嘴破癒，情緒穩定，精神壓力減輕，手腳汗發作頻率及程度都大幅
減少，多夢減少。
林男，54 歲，漏精
109/12/26 自述患有精神疾病，服用西藥控制中，現出現小便會漏精，或勃起時會漏精，精
神乏力，憂愁面容，聲音低微，口臭，腹脹，口臭，大便不成形。
診其脈左關後芤動微緊，開立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6g，尺弱，加益智仁 2g，炮附子 0.5g，巴
戟天 0.8g，右關沈緩，加乾薑 1g，山藥 2g，共 12 味藥
110/01/02 大便成形，小便漏精改善許多，勃起漏精改善，精神乏力改善，睡眠品質改善
金匱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為清穀、亡血、失精。
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這就是服用西藥精神科藥物影響腦下垂體，下視丘的調控，所致的失精家
記得我多年前診治一名 19 歲躁鬱症男子，也是長期服用西藥精神科藥物，出現白天時會漏
精情況，精神乏力，那名男子出現斷續脈，我是開立白通湯治療
盧三勝：左尺浮空也能用白通湯
還有寸部內側及尺部內側有脈，但關部內側無，脈現斷續又或單獨關部內側有脈，而寸部及
尺部內側無脈，脈現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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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男，21 歲，思覺失調症
109/01/02 經過三軍總醫院及新光醫院診斷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但病患自覺是重度焦慮症，
常出現頭痛，晚睡，不易入睡，精神乏力，眼神露煞，眉毛雜亂，顯示個性主觀，極端，兩
眉連在一起，此為眉毛鎖印堂，此種眉型主心性狹窄、有妨害兄弟父母，心眼小、必思重、
遇事想不開。
診其脈關後弦細，顯示肝鬱，且鬱而化火傷陰，開立我常用藥，柴胡 1.5g，半夏 2g，黃芩
1g，鬱金 2g，龍骨 1.5g，牡蠣 2g，鱉甲 1.5g，龜板 1.5g，共 8 味藥
此病患我並未診到雙寸內側上衝魚際，亢盛無制的脈象，所以不像躁鬱症或妄想型思覺失調
症急性發作
110/01/09 病患回診看診後當天回家頭劇烈疼痛，服用 2 包中藥後頭痛減輕許多，這週睡眠
回復正常，早睡晚起，精神飽滿，情緒能控制，眼神轉柔和，續治寸部內側脈上入魚際，亢
盛無和狀，一般是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脈象，有少部分人也有長脈上入魚際但和緩有神，這
是長壽脈，且位於上焦，顯示頭腦清晰，靈活，善用腦之象
抑鬱症及精神分裂症分屬兩種精神心理疾病，大多數情況下不會互相轉化，但仍有少部分人
兩種疾病都有
一般我遇到雙寸上入魚際，亢盛無和脈象，會參考桂枝古本病溫，舌赤，咽乾，心中煩熱，
脈急數，上寸口者，溫邪干心也，黃連黃芩阿膠甘草湯主之。
會以芩連草膠加代赭石治療並觀察有無心神耗用，化火傷營陰的問題，有些關後內側會出現
細線，此時會加白芍，生地，類似黃連阿膠湯，但其實背後含義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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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9 西醫診斷其腎功能僅剩 20%，精神乏力，眠差，不易入睡，淺眠多夢，口渴，最
近感冒，流鼻水，咳嗽，病患有一女兒，罹患紅斑性狼瘡，後中風，坐輪椅，對自己境遇看
不開，常對其母親發怒，造成病患莫大精神壓力，且晚間也需照顧其女兒，導致睡眠品質不
佳。
診其脈左寸內側滑數，關後內側細數，顯示溫邪入於營分，耗傷營陰，仿清營湯，開立連翹
1.5g，金銀花 1.5g，淡竹葉 2g，黃連 0.5g，阿膠 1.5g，生地 2g，麥冬 2g，玄蔘 2g，共 8 味
藥
趙紹琴以善治疑難重證而著稱。他創造性地把温病衛氣營血的理論應用到内科雜病治療中，
對一些疑難病證主張從營血分進行辨證，如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血小板減少性紫癜、
病毒性心肌炎、系統性红斑狼瘡、慢性腎小球腎炎、腎病綜合徵、慢性腎功能衰竭、尿毒症
等。
此病患長期睡眠不佳，影響營陰不足，自然外邪容易化熱進入營分，方中用連翹，金銀花，
淡竹葉，就是透營轉氣，透邪外出，許多慢性腎臟病都是感染後急性腎炎而來慢性腎臟病尚
需分是外感溫病（由衛氣營血次第漸進）還是伏邪溫病（發即營血分）所致，後續觀察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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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相信大家對「莧菜」一定都不陌生，這個植物除了扮演日常食用葉菜類的角色外，中醫藥
典籍亦記載其具醫藥保健之功效。莧菜 (A. tricolor) 是臺灣農業主要生產的莧屬植物，包含
紅莧與白莧，原產於印度及熱帶亞洲 [1]。白莧舊學名為 A. mangostanus，過去認為與紅莧
是不同物種，最新的植物分類系統則將兩者合併 [2]。在中藥典籍《神農本草經》中「莧實」
列為上品。《本草綱目》中記載白莧可以補氣除熱，通九竅；赤莧可以主赤痢；莧實可以治
眼疾，功效類似青葙子。莧屬 (Amaranthus) 植物在分類學上一共有 95 個物種，臺灣並沒有
原生莧屬植物，包含莧菜 (A. tricolor) 在內都為外來種 [3]。由於莧屬植物在臺灣分布廣泛，
因此在食用及醫療保健上皆有相關應用，但在後者的角色，則有待科學的佐證，以推動相關
產業發展及升級。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團隊透過科技計畫「強化本土中草藥研究」的支持，於 107
至 108 年進行臺灣常見莧屬植物研究，除了探討野莧的化學組成及生物活性外，並比較莧
菜、青莧及野莧分別在化學組成及生物活性的差異性。本文將介紹相關成果，並針對未來保
健應用上的發展潛力進行探討。

二、野莧
  野莧 (A. viridis) 原產於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 [1]，在臺灣廣泛分布，也作為葉菜類食材，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亦把野莧列於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內。野莧近年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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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獻報導證實其具有抗瘧疾 (Antimalarial activity) [4]、抗發炎活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5]、降血脂 (Anti-hypolipidemic activity)、抗氧化 (Antioxidant activity)、降糖
尿病 (Anti-diabetic activity) [6, 7] 及保護心臟功能 (Cardioprotection activity) [8] 等。
( 一 ) 化學組成
  本團隊從野莧乙醇萃取物分離得到 22 種化合物，分別為 cis-N-Feruloyltyramine、transN-Feruloyltyramine、Caffeic acid、Abscisic acid、Ferulic acid、3,4-Dihydroxybenzoic
acid、4-Hydroxybenzoic acid、Quercetin、Vanillic acid、p-Hydroxyphenethyl alcohol、
2-(4-Hydroxyphenyl) acetic acid、N-4-Hydroxy-E-cinnamoyl-tyrosine、pheophoribide a、
13-epi- pheophoribide a、Rutin、3,4-Dihydroxybenzoic acid、Guanosine、Vanillic acid
4-glycoside、4-(Glucosyloxy) benzoic acid、Tryptophan 及 Uridine，並純化出一種 sesquterpene glycoside 新化合物 KAVP-18。野莧菜多醣具有 4 個分子量群，分別為 514.34、
64.01、8.80 及 0.81 kDa；進一步分析野莧菜的第二與第三分子量群醣組成，單醣含量皆以
半乳糖最多，分別為 74.01 μmol/g 和 39.52 μmol/g。
( 二 ) 生物活性
野莧分離出的 Vanillic acid 及 N-4-Hydroxy-E-cinnamoyl-tyrosine，在濃度 20 µg/ml 可
以有效抑制發炎物質 TNF-α 的生成，也可部分抑制與癌症相關的免疫查核點分子 PD-L1
之表現；野莧特定極性萃取物在保護 C2C12 肌細胞免於順鉑毒性的效果也相當好，而且生
長環境中的氮肥量變化，並不影響最終的保護效果，本團隊將進一步透過動物實驗確效。此
外，野莧特定極性物質具有抑制脂肪前驅細胞分化的活性，顯示野莧萃取物可能具有抑制胖
作用，具有開發為健康食品潛力。

三、青莧
青莧舊學名為 A. patulus，最新的植物分類系統將其併入 A. hybridus，原產於美洲 [2]。
在先前藥理研究指出，青莧酒精萃取物可有效降低鏈脲佐菌素 (streptozotocin) 所導致糖尿
病鼠之血糖指數及各項生理指標改善 [9]。另一篇研究顯示，青莧甲醇萃取物可以促進紅血
球生成，並有抑制 Ehrlich Ascites Carcinoma (EAC) 癌細胞生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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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化學組成
   本研究團隊在青莧萃取物分析到 9 種已知化合物，分別為 4-Hydroxybenzoic acid、
4-Hydroxy-3-methoxybenzoic acid、p-Coumaric acid、Ferulic acid、N-trans-Feruloyloctopamine、Loliolide、Indole-3-carboxylic acid、6-Methoxy-indole-3-carboxylic acid 及
Rutin，且分離鑑定出一種 megastigmane 類新化合物 KAP-3。
( 二 ) 生物活性
青莧萃取物透過極性分液分離及部分純化後，發現低極性部分純化物（也就是脂溶性物
質）1D1E 與 0D1E 具抗發炎活性，其半抑制濃度 (50%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 介
於 19.7 至 17.8 μg/mL；而部分純化物 7D1E 對人類乳癌細胞及肝癌細胞有毒殺作用，其半
抑制濃度 (IC50) 分別為 11.8 與 18.1 μg/mL。另一方面，癌症化療抗癌藥物順鉑 (Cisplatin)
會引發肌細胞毒害的副作用，透過鼠的 C2C12 肌母細胞離體 (in vitro) 實驗，我們發現青莧
低極性萃取物可有效保護肌細胞免於順鉑毒性，細胞存活率提升至 81 至 87%。

四、莧菜
莧菜 (A. tricolor) 是臺灣農業主要生產的莧屬植物，包含紅莧與白莧，由於莧菜在醫療保
健上已有相當久遠的利用歷史，因此本研究亦探討其不同品系 ( 種 ) 的化學成分組成。
( 一 ) 化學組成
本研究團隊透過 HPLC 指紋圖譜比較方法，發現紅莧與白莧化學組成大致相近，但紅莧
含有更豐富的成分。在紅莧萃取物中分離到豐富的葉綠素 (chlorophyll a & b) 及一種葉黃
素 lutein，另外還分離到 4 種脂肪酸分子化合物 oleic acid、linoleic acid、linolenic acid、
1-monolinolein。此外，於紅莧及白莧萃取出的多醣具有相似的分子量分布，紅莧多醣高分
子量族群 (1568 kDa) 佔總多醣的 45.71%，低分子量族群 (19.56 kDa) 佔總多醣的 52.53%；白
莧多醣高分子量族群 (1231 kDa) 佔總多醣的 47.13%，低分子量族群 (14.70 kDa) 佔總多醣的
51.02%。紅莧多醣體含半乳糖最多 (56.01 μmol/g)，其次依序為葡萄糖 (32.64 μmol/g)、半
乳糖胺 (12.93 μmol/g)、甘露糖 (5.44 μmol/g)；白莧則是多醣體含葡萄糖最多 (60.90 μmol/
g)。由於紅莧及白莧富含多醣體，是否因此具有免疫調節作用，則需進一步實驗釐清，以開
發其附加保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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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計畫進行三種常見莧屬植物 ( 野莧、青莧及莧菜 ) 的研究，發現不同莧屬植物在化學分
子組成上各具有特性，本團隊同時建立不同莧屬植物的 HPLC 化學指紋圖譜，以利於未來
產品開發過程所需的品管制度建置。透過癌症細胞毒殺試驗、肌細胞萎縮試驗以及抑制脂肪
細胞分化等測試平台，我們發現莧屬植物具有多元活性，顯示臺灣常見莧屬植物除了食用價
值物以外，可能也有醫藥保健應用潛力，值得進一步以動物試驗確效，以利進行產業化發展，
並提升台灣本土植物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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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12 日馮世綸老師在學會上的講座文字整理稿
今天主要是講講皮膚病方面的，我就講自己學習的一點吧，建安時期，瘟疫流行，張仲
景他的家族當時有 200 人，因（瘟疫）流行，不到十年死了三分之二，傷寒死的有十分之七，
百分之七十吧。所以張仲景掛官為民，發奮攻讀中醫，撰寫了《傷寒論》，這是一種說法；
還有一種呢就是說，張仲景發明了傷寒中醫論治，張仲景寫成了《傷寒論》，《傷寒論》是
什麼呢，是治療傳染病的一本書。這都是對《傷寒論》一些認識上的問題，這不是一個人的
問題，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以前我都講過了，今天不講了。我們一些書，關於《傷寒論》的
考證，《傷寒論》的歷史，《傷寒論》序，那 23 個字，“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
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23 個字，經過考證不可能是張仲景寫的，
是後人加入的。這個序言誤導我們一千多年，對《傷寒論》的認識產生了誤解，這是以前說
過的話了，今天不說了，由於時間的，一會兒大夥再進行討論了。
今天專門說說皮膚病，經方沒有說是專門治療急性傳染病的、治療疫病的，那就提到傷
寒論就不會治皮膚病了。皮膚病一般說是慢性病了，急性皮膚病也有，但是，這個是外科的
皮膚，《傷寒論》裡邊提傳染病的不可能是皮膚病了。說有，有在哪兒？在《金匱要略》有
這麼一篇，涉及到皮膚病的“瘡瘍、瘡癰”，涉及到治療皮膚病，不過這裡頭啊你打開看看，
內容沒多少。所以經方治療皮膚病的多是後世方，治療皮膚病的方子多，大家都有這麼個概
念吧。實際上皮膚病它表現出來的臨床症狀，毫無例外地呈現六經證，剛才大夥都講了，根
據六經來辨的。急性傳染性病，冠心病也好、也好、肝炎也好、肺炎也好，那是根據六經辨
的，皮膚病也不例外，因為什麼？它出現的症狀毫不例外表現為六經證，一般人，不是在表
就是在裡，不是在裡的就是在半表半裡，不是陰證就是陽證。是六經症狀，這六經統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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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病也是六經症狀、六類症狀。所以經方治療皮膚病吧，也必須是用六經辨證，而具體治
療也是落實在方證上，剛才各位老師都講了，所以我吧，講幾個方證，來談一談對皮膚病的
治療。

一、桂枝麻黃各半湯方證
最常見的，咱們上午和下午都提到的這個方子就是“桂枝麻黃各半湯證”，這個湯證在《傷
寒論》是 23 條，理解這個方子，就對我們經方治療皮膚病的道理，就是經方為什麼治療皮
膚病呢，它的理論在哪兒呢？從這一條就能看出來。經方治病啊，它不是講的病因病機，它
注重在什麼？症狀反應，從這一條就可以看出了，它是從症狀反應上來治病的，辨證的。這
條怎麼說呢，“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
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複發汗、複下、複
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這
個有幾個打成綠色的了，打成綠色是什麼意思啊？傷寒論怎麼寫成的？不是張仲景因為家裡
瘟疫流行，死了好多人，所以他不做官了，去學醫了，寫成了《傷寒論》，不是這樣的。《傷
寒論》怎麼寫成的啊，是論廣而成，根據什麼論廣？根據《湯液經法》，《湯液經法》這本
書是什麼時候的？三國戰雄，在漢代時候還有的，可惜啊沒有傳下來，張仲景見了。誰，以
後再也沒見著，誰見到呢？以後就是說，從見解上見到的。他寫成了《傷寒論》以後，論廣
以後，經過《湯液經法》，經過張仲景論廣，就是補充，寫成了《傷寒論》，這個書啊應該
是《論廣湯液經》，這個《論廣湯液經》也沒了，由於戰火後來只有由王叔和見到並整理了，
整理了以後，他起了個名字叫《傷寒論》。後來又發現一部分沒有整進去的內容了，又整了
整，叫做《金匱要略方論》，也叫《金匱要略》。所以我們看到了《傷寒論》或者叫《傷寒
雜病論》，實際，張仲景，現在說這個《傷寒論》啊不是叫《傷寒論》，叫《論廣湯液經》。《傷
寒論》這本書是論廣來的，不是張仲景一出道就一下寫成的，所以這條文就是這樣。這個條
文經過楊紹伊的考證啊，可能就是說《伊尹湯液經》也叫《湯液經法》，原先是這麼寫的“太
陽病，得之八九日，如虐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者，一日二三度
發。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宜桂枝麻黃各半湯”，原先條文可能是這樣，張仲景論廣

18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60 期
的時候做補充了加工了，整理加了，在這個“一日二三度發”加上注解，這個是什麼？它就
是“脈微緩者，為欲愈也”，就是脈緩了要好了；“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能發
汗，不可吐下，這是注解，還有這個體會注解一下，讓後世們注意，所以這個他注解的增加
這麼些內容，所以在這一條裡增加了這些內容，就是桂枝麻黃各半湯。講一講為什麼用桂枝
麻黃各半湯呢？實際上就是說，從這個症狀上辨證，就是說經方啊，得了病之後出現了些症
狀反映，反應出來的症狀來辨六經、辨方證。所以他根據這些症狀才辨出這個桂枝麻黃各半
湯來，但是有些道理是後人慢慢、慢慢，到了張仲景的時候，從這個症狀上說是桂枝麻黃各
半湯，這是為什麼呢？注解了，有個體會“我”寫上了，這是前人的經驗。為什麼面色反有
熱色的，發熱惡寒，熱多寒少的，這瘧疾啊，就是“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就是這
個道理，這是後人總結的增加的，增加了這個些內容。所以這是後人論廣增加的部分內容。
再一個體會，為什麼說如瘧狀？如瘧狀為什麼不用小柴胡？治瘧疾不是用小柴胡治療的
嗎？為什麼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啊？這裡頭有他的道理。“得之八九日”一般傷寒，太陽病一
兩天就好了，這一拖，拖了八九日了還沒好，這還在表嗎？一般是不在表。但是出現了如瘧
狀，這已經說，好像不在表了。但是還出現了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這是說什麼
呢？這是告訴你不在少陽。雖然如瘧，症狀如瘧，寒熱往來的屬於瘧疾啊，但是他不嘔，不
嘔什麼呀，它沒有在少陽。清便欲自可，告訴你什麼？不在裡，不在陽明。所以他就排除了
在裡，在半表半裡這種可能。雖然得病八九日，已經出現寒熱往來，但是卻不是在少陽，不
是小柴胡湯證，仍是什麼？太陽病。那原先是太陽病啊，是麻黃湯證還是桂枝湯證啊？不是。
因為他發熱惡寒，根據太陽病提綱，這是符合的。熱多寒少說什麼？這是個陽證。因為有些
病啊，咱們看《傷寒論》啊，有些是發汗，大汗出，汗出淋漓，這個漏汗出，也就大汗出了。
因為出汗傷津液，雖然在表，但是表陷於裡的少陰病，津液傷得厲害，這個少陰病在表啊，
但是只惡寒沒有發熱，是陰證了。這個是發熱，熱多寒少，說明也不是少陰，所以還是在太
陽，太陽病是個陽熱證，不在少陰，不在少陽，也不在陽明，那在哪，還是在太陽。他這一
個條文，理解這個條文，等於把這個《傷寒論》的三陽，少陽、陽明、太陽這三個病都給鑒
別了，再一個就是少陰，少陰表證，他講的是涉及到三經的內容。所以這個病啊，用桂枝麻
黃各半湯，所以又不是麻黃湯證，又不是桂枝湯證，還在太陽，是什麼？桂枝麻黃各半湯。
他主要特點是什麼？熱多寒少，寒熱往來，這個原因是什麼？身上癢。這個癢的原因？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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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小汗出。
所以，這裡頭沒有說，實際暗藏著什麼，身必癢，這個一出汗他就好了，那是什麼？一
個是表邪，還一個是什麼？夾濕。為什麼會夾濕啊？所以人體一虛了以後，一出汗，人體表
邪出去了，剩下的是什麼？濕留到身體裡了。所以這種症狀，你看看大青龍湯證就知道了。
39 條：“身不痛，但重。”也是濕在表的一個表現，一個特徵。
所以這個桂枝麻黃各半湯，它治療身癢、治療皮膚病的原理就是小發汗。小發汗是什麼？這
個痙濕暍病治療風濕，就要小發汗嗎，這樣風濕俱去，小發汗。這個小汗出要注意，不是大
汗出，小汗出以後就是說讓風邪、寒邪和濕一塊兒出去。所以桂枝麻黃各半湯的它這個病因
病機呀，以前不知道，後人逐漸總結認識到了，發汗，這個癢就是濕在表，所以這個濕，在
表，引起了癢，所以解表、小發汗、祛濕是治癢的一個辦法。所以就在《傷寒論》總結這麼
一個經驗。
病例：癢因濕在表
   例 1，王某，女，13 歲，2003 年 3 月 6 日初診。自感身癢 1 周多，自服新息敏效不明顯，
白天癢輕，晚上癢較重，用手撓之起小丘疹，白天卻看不到，有時感面熱，無汗出，口中和，
別無所苦，舌苔薄白，脈細寸微浮。證屬太陽表不解，營衛不和，濕鬱皮膚，為麻黃桂枝各
半加赤豆蒺藜湯：
桂枝 5 克，麻黃 3 克，白芍 3 克，生薑 2 片，炙甘草 3 克，赤小豆 10 克，白蒺藜 6 克，
大棗 2 枚。
結果：上藥晚上服一劑，身見微汗，身癢未再發作。
從這一個病例大家可以看到，咱們看一看吧，這個小女孩，十三歲，她身癢一周多，自
服息斯敏，癢不見輕，白天癢的很輕，到晚上就厲害了。用手撓一撓，就起那種小丘疹，白
天看不到，到晚上就看的明顯。她自已感到臉上發熱，沒有汗出，口中和，別的沒什麼痛苦
了，小孩敘述症狀不會太清楚。舌苔薄白，脈細寸微浮。這個病屬於什麼？太陽表不解，營
衛不和，濕鬱肌膚。這是麻黃桂枝各半東加赤小豆、蒺藜。應該嚴格的說，從方證來說是什
麼？麻黃桂枝各半加赤豆蒺藜湯。藥物是什麼？就是桂枝 3 克，麻黃 3 克，白芍 3 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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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生薑 2 片，炙甘草 3 克，赤小豆 10 克，白蒺藜 6 克，大棗 2 枚。就是麻黃湯和桂枝
湯合方加上了赤小豆和白蒺藜。這叫方證對應吧，這叫桂枝麻黃各半加赤小豆蒺藜湯方證。
這個是 03 年治好的一個病例，是一個典型的桂枝麻黃各半東加赤小豆蒺藜的這麼一個方證。
這個吃了以後，身上見微汗的，出了一點汗以後，不是發汗，所以就不癢了，以後再也不發
作。

桂枝加荊防湯方 ( 胡老常用方 )
這兒要提一下咱們前邊幾位專家都講過，桂枝加荊防湯。桂枝加荊防湯怎麼來的呢？實
際就是根據桂枝麻黃各半湯來的，它的道理跟桂枝麻黃各半湯的機理，它的組方、方證是依
照這個。不過這個胡老經常用的，小發其汗，在桂枝湯基礎上加了荊芥、防風。荊芥、防風
相當麻黃，與麻黃近似，也是小發汗、微汗，不過荊芥和防風發汗的力實際上比麻黃不相上
下，麻黃力量偏大。所以既然是不要發大汗，所以臨床用藥的時候也不能用太大。當然要根
據臨床的症狀，那就看了。
病例：江某，女，50 歲，08，10，11 日：一周來，四肢皮膚癢，粟粒樣濕疹，下肢成
片，微汗出，口乾，二便調，苔薄白，脈浮細。太陽陽明合病，榮衛不和挾濕，為桂枝加荊
防苡仁敗醬槐花湯：桂枝 10，白芍 10，生薑 12，大棗 4 枚，荊芥 10，防風 10，炙甘草 6，
白蒺藜 15，生苡仁 30，敗醬散 30，炒槐花 10。
因為這個臨床舉的這個病例吧，合併了裡症，所以這個又加了入裡的方子。這個女的是
50 歲，是空軍醫院的一個護士。08 年治的，她一周了，四肢皮膚癢，粟粒樣濕疹，下肢明顯，
還有微汗出，口乾，二便調，脈浮細。所以這個有微汗出，是桂枝湯證，不是完全麻黃湯證，
有口乾是有裡了，陽明裡，苔薄白，脈浮細，這個病是什麼？是太陽陽明合病。剛才有好多
人講的，薏苡附子敗醬散，所以這個剛才講的就是說桂枝麻黃各半湯這是治療皮膚癢，皮膚
有濕在表的皮膚癢，出現濕疹或風疹、蕁麻疹都是一類的，經方看來這就是濕在表，屬於表
不解，當然就用桂枝麻黃各半湯了，或者用麻黃湯小發其汗，兩個方子量用的很小。這個合
併了陽明病了，有口乾了，就是有裡陽明熱了，裡陽明就是有合併治裡陽明熱的方子，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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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什麼？用的白蒺藜、生薏仁、敗醬草、炒槐花這些清解裡熱的。解太陽之表，用白蒺藜、
敗醬草、炒槐花和生薏仁解陽明裡熱，所以他治療皮膚病是根據六經辨證，而不是單純表證
了，它是由太陽陽明合病，所以這樣合起來治療這樣那樣的皮膚病，這是濕疹。所以這樣呢
是方證對應二、麻黃連翹赤小豆方證

二、麻黃連翹赤小豆方證
第二個介紹就是麻黃連翹赤小豆方證。這個上午、下午好多人講過了，它的條文就是
262 條：“傷寒，瘀熱在裡，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能理解為治療皮膚病嗎？
它瘀熱在裡，身必發黃。關於身發黃，這個《傷寒論》講的系在太陰，大夥都知道跟太陰有
關係，還有跟陽明有關係，如果濕勝那就要發黃，如果熱勝就是陽明裡實熱證，那就不發黃
了。所以這個瘀熱在裡，身必發黃，就是濕勝。所以濕勝有表，所以這種情況下，這是個表、
濕、熱在表，同時也有陽明裡證，所以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它這個方子是治療太陽陽明合病
的方子。
它的組成大夥都熟悉，有連翹，連翹根，咱們臨床用這個連翹根，這個大概都找不到，
清熱的，清陽明裡的。杏仁是解表的，赤小豆是理濕的。主要是梓白皮，梓白皮啊，關於這
個藥，相信大夥不太清楚。實際上你到山東孔府的孟廟裡頭，這東牆上有一棵樹，寫著叫梓
樹，又叫白樹。所以這個梓白皮到底是梓樹還是什麼呢？這個還不太清楚。實際咱們現在臨
床啊大部分都用桑白皮來代替。剛才咱們幾個講的用桑白皮，實際它是清熱利濕的這麼個作
用。有的用白蘚皮，白蘚皮比較有強壯作用，所以這個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從這個方子來
看，也是一個濕與熱的合發，濕代表陽，所以這個發黃和陽它是一個道理，經方來看它是一
個道理，都是因為濕，濕在表。所以中醫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治療皮膚病的根據是什麼，
就是根據麻黃連翹赤小豆（湯）這個方證，治療皮膚發黃悟出來的。
病例：尹某，男性，40 歲，病歷號 192297，1966 年 3 月 4 日初診。近 2 個月右上腹疼痛，
經中西藥治療，效果不顯，自昨日起發熱惡寒、身目發黃、身癢、口黏不思飲，小便黃少，
苔白膩，脈浮弦。證屬外邪裡濕，鬱而化熱，治以解表化濕，與麻黃連翹赤小豆湯：麻黃 6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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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翹 10 克，赤小豆 30 克，桑白皮 10 克，炙甘草 6 克，大棗 4 枚，生薑 10 克，杏仁 10 克。
結果：上藥服三劑，熱退，癢已，但黃疸不退，且逐漸加重，後確診有胰頭癌，不及 2 個月
病逝。
像這一個病人，40 歲，這個病啊是兩個月有右上腹疼痛，經過中西藥治療效果不顯，
昨天起發熱惡寒，身目全身都發黃，身癢，口粘不思飲，小便黃少，苔白膩，脈浮弦，從這
個症狀辨證是什麼？屬於外邪裡濕，鬱而發熱，治療需解表發熱。它的方證是什麼？麻黃連
翹赤小豆湯：麻黃 6 克、連翹 10 克、赤小豆 30 克、桑白皮 10 克（所以這個沒有梓白皮就
用桑白皮了，胡老也是這麼用的）炙甘草 6 克、大棗 10 枚、生薑 6 克、杏仁 10 克，結果吃
了 3 付，這個病人熱退，陽證沒了，但黃疸不退，後來逐漸加重，後來查了是胰臟癌，黃疸
沒去，癢是去了，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有止癢的作用。就是根據發黃，濕鬱在表，這個
通過發表利濕治療太陽和陽明，平陽明裡熱，表裡雙解。但用黃疸沒去，這個濕熱還是厲害
的，這是一個胰頭癌，最後病人死于胰頭癌了。就是說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它治療皮膚病的機
理是濕郁，臨床桂枝麻黃各半湯道理是一類的，都是濕在皮膚。

三、當歸四逆湯方證
臨床還用的治療皮膚病的方子是什麼？當歸四逆湯方證。今天下午沒人提到這個方子，
我再講講這個方子。這個方子也可以治療皮膚病，治療皮膚病什麼病呢？根據什麼，《傷寒
論》351 條“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這個手足厥寒，脈細，也是簡單，
這麼簡單？，時間長了就會體會。手足厥寒在《傷寒論》查查去，有條文用“厥寒”這幾個
字嗎？沒有，都是用四逆，厥逆。就這一條用了“厥寒”。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它的方子特
徵是什麼呢？血虛血少，出現這麼個症狀，又厥又寒，所以這個厥呀，就是血液不通，血虛
血液不到造成寒冷，這個涼，冰涼。血少呢，血液不通造成了乾燥、寒冷，寒的厲害，所以
用厥寒這個詞，用這個當歸四逆湯，出現厥寒的這麼一個特點。再一個就是血虛血瘀容易生
瘡，為什麼？人體得病都得抵抗力差，手足厥冷厥寒，血液到不了，抵抗力就差。
這個病人是胡老治療的一個病人，是 1965 年治的，
病例：郝某，女性，30 歲，華北無線電廠工人，初診日期 1965 年 12 月 6 日。四肢關
節疼 10 餘年，遇冷即發，近三四年來發作較頻，常有頭暈、四肢逆冷，天氣剛冷手足即出
現凍瘡，口中和不思飲，苔白潤，舌質暗紅，脈沉細。此屬外寒內飲，寒凝血滯之證，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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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榮和衛，溫通氣血，與當歸四逆湯：當歸 10 克，桂枝 10 克，白芍 10 克，細辛 10 克，炙
甘草 6 克，通草 6 克，大棗 5 枚。
結果：上藥服三劑，四肢覺溫，繼服 20 余劑四肢冷及關節疼、瘡消除。

四、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證和桂枝加黃耆湯方證
第四個講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證和桂枝加黃耆湯方證這兩在一塊講，這兩相近。在
《金匱要略·水氣病》第 28 條：“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
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
湯主之。”這是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證的原文。
桂枝加黃耆湯是 29 條“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曆節。食已汗出，又身
常暮臥盜汗出者，此勞氣也。若汗出己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
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潤，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寬弛痛，
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這是原文條文，這個條文說明什麼？它是治療黃汗，但是黃汗與皮膚病有關係嗎？剛才
我已經按條文講了，發黃這個也是，而且有表虛了，這個表虛就更厲害了，用黃耆了。這個
注意什麼？“久久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所以這種黃汗，往往伴隨這個一些瘡
瘍、濕疹都可以見到。所以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證這個咱沒見識著，這個拿胡老的一
個病例，他說他一生也就見這麼一例。大家看一看。
病例 1、李某，女，30 歲，北京市工人。因長期低熱來門診治療，屢經西醫檢查未見任何
器質性病變，經服中藥亦未效。症見口渴、汗出黃黏、惡風、虛極無力、下肢浮腫、自感身
重，舌苔薄白，脈沉細。查黃疸指數正常，身體皮膚無黃染。此為黃汗表虛津傷甚證，擬以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生黃耆 15 克，白芍 10 克，桂枝 10 克，米醋 30 克。
結果：上藥服六劑，諸症盡除。
所以這是一個典型的黃汗，這個黃汗什麼？有汗出有津液傷，傷的厲害，所以這種情況
用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有黃耆，白芍，桂枝，米醋（就是苦酒）。
這個方子，用黃耆固表來止汗、調和營衛，桂枝湯，生薑大棗都去了，因為汗出厲害，
只是用黃耆來利濕固表，不用生薑發汗，為什麼，因為傷汗，汗出太多了，傷津液太厲害了，
所以不但不用生薑發汗，還用黃酒、米醋酸斂一下，斂汗是這個道理，所以這個病人吃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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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藥，病就好了。胡老在他的筆記裡頭，病例沒寫幾個，這一個他是特地寫的。這個是我整
理他的筆記，在 83 年登在北京中醫協會一個中醫雜誌上，當時胡老看到這篇文章。
第 2 個是桂枝加黃耆湯方證，這個病人也挺特殊。
病例 2、韓某，女，41 歲，哈爾濱人，以“肝硬化”來門診求治。其愛人是西醫，檢查
詳盡，診斷肝硬化已確切無疑。但黃疸指數、膽紅素皆無異常，皮膚、鞏膜皆無黃染。其人
面色黧黑，肝脾腫大，常有胸脅串痛，曾經多年服中西藥不效，而特來京求治。初數與疏肝
和血藥不效。後見其內衣領黃染，細問乃知其患病以來即不斷汗出惡風，內衣每日更換，每
日黃染，伴見腰髖痛重，行動困難，必有人扶持，舌苔白膩，脈沉細。經複診確認為黃汗，
證屬表虛濕盛，為桂枝加黃耆湯證，與該方以益氣固表、利濕祛黃為治：桂枝 10 克，白芍
10 克，炙甘草 6 克，生薑 10 克，大棗 4 枚，生黃耆 10 克。囑其溫服之，並飲熱稀粥，蓋
被取微汗。
結果：上藥服三劑，汗出身疼減，服六劑汗止，能自己走路。繼依證治肝，逐漸恢復健康，
返回原籍。2 年後特來告之仍如常人。
本例是肝硬化並見黃汗之證，黃汗不去，則肝病長期治療不效，當把黃汗治癒後，再治
肝病，則肝病很快好轉。提示了仲景學說的“先表後裡”治則的正確性、重要性。又此案是
黃汗的正證、正治，對其變證、變治也當熟悉。還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雖是肝病、黃汗並見，
但黃疸指數、膽紅素等皆無異常，黃汗之黃的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
   胡老就想到了這一條，黃汗，所以就不按肝硬變治療了，就是按照黃汗治療，他一看是
桂枝加黃耆湯，有汗出惡風得厲害，桂枝湯調和營衛不行，再加黃耆，加黃耆，一個是固表，
一個是利濕退黃，所以黃耆有利濕退黃的特長，這個藥就是，桂枝湯的基礎，普通的方，加
黃耆，胡老用的挺多，最多用 10 克。服藥的時候溫服，而且有啜稀粥，吃了藥以後接著喝
一碗稀粥，加被，見微汗，這樣調和營衛，微汗出，剛才前面講的桂枝麻黃各半湯一樣，讓
他微微出汗，這樣達到驅邪的目的、祛黃的目的。這樣他服了三劑，汗出，身痛減，服六劑
呢汗就止住了，能自己走路了，繼續醫治，黃汗沒了再治肝炎，治肝，根據證、病，重新辨
證嗎，治療肝硬變，慢慢、慢慢好了。兩年以後，來了人告訴我，這個病也好轉了。
這個病人，體會是什麼？肝硬變併發黃汗，黃汗不去，肝病長期治療無效，把黃汗治癒
後，再治肝病，肝病也就好轉，所以提示什麼？提示先表後裡的治則，他的證的重要性。桂
枝加黃耆湯，這是一個黃汗的證，用這個桂枝加黃耆湯治療他的正證，還有其他的變證，變
治。剛才黃耆芍藥桂枝湯這是變證，所以中醫治病啊遵循有什麼證用什麼方，它是這麼一個
原則。這裡沒提到瘡瘍，實際上有瘡瘍的時候，有一些濕疹啊，這個方子就可以治療，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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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個方子。

五、薏苡附子敗醬散方證  薏苡附子散方證
第五個，薏苡附子敗醬散方證，還有薏苡附子散方證，這個也是出在《金匱要略》裡頭，
這兩個方子合在一塊講。因為這兩個方子就差一味藥，“薏苡附子散”出在什麼？出在“胸
痹”，是治療心痛短氣的，它條文很簡單，“胸痹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治療什麼呢，
治療冠心病，胸痹，中醫說有濕，有寒濕，又有寒又有濕，這個是什麼？是陽明太陰合病，
所以治療冠心病胸悶、短氣，胸痹，緩急就是說一會急一會厲害的，屬於陽明太陰合病的，
用這個方子治療，“薏苡附子散”。
“ 薏苡附子敗醬散”出在哪，《金匱要略·瘡癰腸癰浸淫病》第 3 條：“腸癰之為病，
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為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
敗醬散主之”。這個方子是什麼，是上熱下寒，經方辨證它是什麼，上熱下寒屬於什麼？陽
明太陰合病，所以這是治療陽明太陰的，有皮膚病，有些病，濕疹、腸癰、瘡瘍，出現上熱
下寒的時候，就用薏苡附子敗醬散。瘡瘍多見於陽明太陰合病，並不是說單純的陽明病，陽
明病也能見，但是比較多見的，大部分是陽明太陰合病，所以治療腸癰也用，治療皮膚病也
用。
病例：1972 年胡老在商丘曾治一女孩，手掌腫癢流黃水，即所謂鵝掌風的劇證，久治
不愈，思與本方，因當時無敗醬，即以生苡仁 30 克，附子 6 克為方與之，一劑知，連服六
劑即正常，為效之速，實出意料。
這個小女孩，流黃水好長時間了，沒錢治，用西藥效果也不好，就去找胡老師，胡老師
一看說這是鵝掌風了。手上滿手都是，鵝掌風，治療好長時間也不好，當時想到也沒錢，就
開點簡單的藥，當地藥房沒有敗醬草，用什麼？就用生薏苡仁 30 克、附子 6 克，吃了一付藥，
就恢復了，明顯見效，吃了六付以後完全好了。回來講的這麼一個典型病例。這說明什麼？
病在皮膚，表現的什麼，陽明太陰合病。用這個治療陽明太陰的方、藥，薏苡、附子這兩味
藥，所以方藥對症他就見效了，不在多少。
再一個就是“薏苡附子敗醬散證”，
病例：董某，男性，10 歲。頭面及四肢發黃水瘡，瘙癢而流黃水，此起彼伏，已 2 個
月不愈，曾用西藥青黴素等消炎治療無效。飲食如常而大便乾燥，苔白厚，脈細數。此屬內
有瘀熱，郁久成癰毒而發於外，為薏苡附子敗醬散的適應證，與薏苡附子敗醬散加味：生苡
仁 30 克，制附片 3 克，敗醬草 30 克，山梔 10 克，連翹 18 克，銀花 18 克，甘草 6 克。
      結果：上藥服二劑，流黃水減，服六劑，黃水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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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也挺多。也是胡老的一個病例，也是個小男孩，現在見很少了，這是六幾年在延慶，
北京市的一個鄉鎮，黃水瘡，皮膚病。生活條件不好的經常出黃水瘡，實際是濕疹流黃水，
嚴重的流黃水，癢的厲害，2 個月用這個慶大黴素，當時就是慶大黴素，打針呀消炎藥，都
不見效。這個病人大便乾燥，苔白厚脈細數，這個辨證什麼？屬於有內熱，有內熱久郁成癰
毒，發於外，所以用薏苡附子敗醬散來治療。主要是薏苡仁 30 克，制附片 3 克、敗醬草 30
克，還加了連翹、銀花、甘草，用附子很少，胡老意思是什麼？這個附子是什麼？振興沉衰
作用，還有一個作用就是什麼？加強人體的機能作用，無陽陰無以化，就是說加強人體的功
能，你看附子，所以他就用附子振奮人體的機能，實際啊我們辯證是陽明太陰合病，以陽明
上熱為主，太陰有濕嘛，去濕必需用溫藥，“脈得諸沉者，當責有水，”治療水飲當用溫藥
和之，有了濕以後一定要用溫藥。這個病根據辨證來說，還是個陽明太陰合病，雖然這個病
在皮膚，但是辨證六經來說病在裡，有上熱下寒，陽明太陰合病。這個病人治療也挺快，兩
付，黃水就少了了，服了六付黃水瘡就就消失了。

六、甘草瀉心湯方證
第六個，甘草瀉心湯方證，這個上午大夥都講了，好幾個都講了，這個條文也都講了，
我不多講了，這個應該是什麼呢。就說的是治療狐惑病，狐惑病是什麼病呢？好多人啊有的
說就是白塞氏綜合症，相當於西醫的什麼，這個確實不好相當，實際上按中醫說上熱下寒是
厥陰病。但是在臨床上看常見是什麼呢？實際是神經官能症，神經官能症出現了，如寒無寒，
默默欲眠，目不得閉，想睡覺睡不著，容易出現口腔潰瘍，不願吃東西，臉色一會紅一會白
的，口腔容易潰瘍，飲食不好的，咱們這地方經常碰到口腔潰瘍的。這裡頭提到口腔潰瘍，
實際臨床經常見到什麼，口周皰疹，這是一樣的道理。這都是上熱下寒，用甘草瀉心湯的機
會比較多。甘草瀉心湯還有這一個，《傷寒論》158 條應該讀一讀，要理解這一方子（甘草
瀉心湯）應該讀這一條，“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
鳴，心下痞硬而滿，幹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複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熱
結，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你說這是什麼呀？就是說上熱下寒，這就是厥陰病的特徵。心下痞是人參證的一個特
徵，所以甘草瀉心湯治療上熱下寒。甘草瀉心湯證，出現了上熱下寒這種症狀出現了一些皮
膚病都可以用。口腔潰瘍也好、皮膚濕疹也好都可以用。這是胡老利用甘草瀉心湯治療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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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這是他自己寫的，這是他的筆記，我給它抄在《經方傳真》上了。
病例 1：1970 年夏剛從河南歸來，呂尚清院長告訴我，有一位解放軍女同志曾幾次來院
找我，她說數年前曾患白塞氏綜合征，經我治癒，但住義大利後病又復發，因特回國找我診
治。對於西醫病名本無所知，乍聽之下，不禁愕然，未久患者果然前來，但事隔多年，我已
不復記憶。經過一番問答，乃知數年前曾以口腔潰瘍來門診，近在義大利經西醫確診為白塞
氏綜合征，口腔及前陰俱有蝕瘡，與服甘草瀉心東加生石膏，另與苦參湯囑其熏洗下陰，不
久均治。”經方治今病，從中可得到一定啟迪。
病例 2：史某，男性，42 歲，住東四六條，1965 年 11 月 15 日初診。反復發作口舌潰
瘍 2 年，本次發作已半月。舌上舌下皆有巨大潰瘍，因疼痛不能吃飯及說話，右脅微疼，大
便少微溏，苔黃厚，脈弦滑。證為上熱下寒，治以苦辛開降，與甘草瀉心湯：炙甘草 12 克，
黃芩 10 克，乾薑 6 克，半夏 12 克，大棗 3 枚，黃柏 10 克，黨參 10 克。
      結果：上藥服兩劑，舌疼已，進食如常，繼調半月諸症消除。
甘草瀉心湯他這裡頭用了黃柏，為什麼用黃柏啊？ 不是用黃柏應該用黃連，當時啊困
難時期，黃連很缺，沒有黃連，所以沒辦法就用黃柏代替了黃連。這個大夥知道，這應該用
黃連，當時沒有黃連，所以這個吃黃柏也照樣有效，吃了兩劑就不疼了，就好了。飲食如常，
經過半月，口腔潰瘍就好了。這個，沒有蝕於下，外陰的潰瘍。

七、柴胡桂枝乾薑湯方證
第七個：柴胡桂枝乾薑湯方證。這個咱們前面的同學都講過。它治療皮膚病，為什麼治
療皮膚病啊，也是因為，上熱下寒這麼個道理，屬於厥陰病。實際上是柴胡桂枝乾薑湯我們
理解這個方子一定要看 147 條，還必需要看 148 條。
《傷寒論》第 147 條：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複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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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條：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
此為陽微結，必有表，複有裡也；脈沉亦在裡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複有外證，
悉入在裡，此為半在裡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
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若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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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關於柴胡桂枝乾薑湯方證啊，就是 147 條，再也沒有了。所以理解條文柴胡桂枝乾
薑湯非常地難。胡老對於這一條理解也是非常用心，也是用了一輩子的精力，所以這裡頭，
我再給大夥提供一些參考吧。所以這個 148 條是理解厥陰病、理解 148 條的一個關鍵，148
條以往的注解都沒有說清楚。
胡希恕先生啊，經過多年的研究，反復地讀、反復地修改，他那個筆記啊修改的不下十
次。最後一次修改的是什麼？ 148 條大家看到了，這 148 條就是解釋 147 條的，解釋什麼？
就是解釋啊，為什麼造成了微結，因為讀這個 148 條啊“胸脅滿微結”後世各個注家都有，
各種說法都有。實際這個微結就是指的什麼？胸脅苦滿，其實不是，微結就是指大便，大便
乾，津液傷引起的大便乾。怎麼的說呢？ 148 條你看是這麼說的：“傷寒五六日，頭汗出、
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微細者，此為陽微結”。這幾句話，紅的
這個字，這些字就是解釋“微結”的，為什麼造成“微結”，就是本來就傷寒，經過五、六天，
汗、下、吐治療以後津液傷，津液傷以後入於半表半裡，半表半裡以後不是少陽證，成為厥
陰病，厥陰病津液更傷，比少陽證津液更傷。因為少陽病（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
下鞭滿）到了厥陰哪津液更傷了，所以這個傷啊，還不到陽明裡證大便硬，微結，微結這個
大便微結是什麼意思？是大便乾不是因為熱，是因為津液傷，津液一傷再傷造成了大便乾，
所以這個“微結”就是指的大便乾。所以大便硬，裡頭說了，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
就是解釋 147 條，為什麼造成大便硬啊，就是因為津液傷的厲害所以導致半表半裡陰證，所
以這樣解釋就行了。這是一個，這不是半表半裡的陽證是半表半裡陰證，半表半裡的陰證後
來怎麼說可與小柴胡他講的通嗎？講不通了。所以胡希恕先生經過了反復的閱讀、修改，然
後對照條文來解釋、解讀，最後得出什麼？“可與小柴胡湯，不如柴胡桂枝乾薑湯”這些，
得出這麼一句話，這句話那是讀傷寒讀一輩子的體會，這個很關鍵。我們認為，這個是幫助
我們理解柴胡桂枝乾薑湯方證和理解厥陰病的一個關鍵地方。所以今天哪給大夥囉嗦幾句，
給大夥提個醒吧。當然一下說不清楚，我所講的不太清楚，但是告訴大家這麼一個意思，讀
這一條的時候要注意。所以這個厥陰病，還是個上熱下寒證，是半表半裡的陰證。所以這個
痤瘡啊，經常出現半表半裡的陰證。剛才好幾位同志都在上面講了，痤瘡也好濕疹也好，柴
胡桂枝乾薑湯治療。所以這個痤瘡哪上熱下寒經常見到，給這些人治療的，跟我在一塊門診
的，病人經常見到。
病例： 張某，女，39 歲，08 年 8 月 13 日：近一年來月經不調，量少後期，痛經，腰酸痛，
乏力，口苦，口周及面頰痤瘡，四逆，大便乾，2 ～ 3 日一行，舌苔白根膩，脈沉細。證屬
上熱下寒，血虛水盛，厥陰病，柴胡桂枝合當歸芍藥散方證：柴胡 12 克，黃芩 10 克，花粉
12 克，生龍牡各 15 克，桂枝 10 克，乾薑 6 克，白芍 10 克，當歸 10 克，川芎 6 克，生白
朮 18 克，澤瀉 18 克，茯苓 12 克，炙甘草 6 克。
服一周，面痤消，口苦減，大便日一行，繼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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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症狀分析起來是什麼？上熱下寒，血虛水盛，這就是典型的厥陰病。她這個厥陰
病，當然還可能有血虛水盛，不光柴胡桂枝乾薑湯，根據方證要求啊，你還得對她這個血虛
水盛啊，用這柴胡桂枝乾薑治療厥陰病可以的，還有血虛水盛啊就差點，沒有血虛，合併什
麼啊，還有當歸芍藥散方證，得用兩個方子合起來，就是柴胡、黃芩、花粉、生龍牡，我一
般龍骨和牡蠣一塊兒用，桂枝、乾薑、白芍、當歸，白朮，因為大便乾，用生白朮 18 克。
生白朮通便，實際上大夥都熟悉了，因為《傷寒論》多處講到了用白朮，28 條、174 條，都
見到了用白朮，因為大便硬，大便不通的時候用白朮。可是咱們現在的白朮都是炒過的，你
不寫特殊的，他不給你生的，所以炒過的白朮啊，通大便的就差點，用生的通便就好一點。
澤瀉 18 克，澤瀉有通便作用，所以用量也大。所以這個誰也沒想到的，這個病人第二周來
啊，她這個痤瘡啊好得特快，這一個我記得很清楚，口苦也減了，大便也通暢了，就是下邊，
月經不調，實際上月經不調，沒有痤瘡，還是有這個證，還可以用這個方。
皮膚病，痤瘡也好，濕疹也好，在六經來說沒有一個是專門治療皮膚病的藥、這個方。
但是，每一個《傷寒論》的方子都可以治療皮膚病，那就看你屬於六經中的哪一個經，它的
方證屬於哪一個方證就可以了。所以方證對應，先辨六經後辨方證，所以哪一個方證也不治
皮膚病，哪一個方證也治皮膚病，就看你辨證。有這個證就有這個方。八、黃連粉和甘草粉
蜜湯方證
下邊，我就簡單提。還有一個方子，《傷寒論》方子多了，黃連粉和甘草粉蜜湯方證。
《金匱要略·瘡癰腸癰浸淫病》第 8 條：浸淫瘡，黃連粉主之。《金匱要略·趺蹶手指臂腫
轉筋陰狐疝蛔蟲病》第 6 條：蛔蟲之為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
蜜湯主之。
兩個在一塊，根據下面這一個，甘草粉蜜湯一塊，有方有證，就是《金匱要略·趺蹶手
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蛔蟲病》這個第 6 條啊：蛔蟲之為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
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這個是內服的方子，它是殺蟲的，殺蟲是靠的什麼？是這個粉。粉
就是什麼呢？古代用鉛粉，現在大概絕對買不來的，因為不讓你用了。這個再看看，我就說
啊，實際上就是什麼？這個病啊，治療一些個的瘡瘍啊它有效的，但是這個用甘草有效，甘
草有緩急止痛，治療瘡瘍，甘草瀉心湯。我就是說，實際上治療，用黃連內服，甘草和黃連
在一塊兒有這個作用，實際上甘草瀉心湯。所以這外用和內服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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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蛇床子散方證
第九個是蛇床子散方證。這個蛇床子散，它的條文也很簡單的，（《金匱要略婦人雜病》
第２０條：）婦人陰寒，溫中坐藥，蛇床子散主之。這個條文很簡單。但是，陰寒，這是婦
人陰癢，它屬於寒性的，溫中熱藥，蛇床子是溫性藥，我在前面說得很明確，這個蛇床子散
啊治療婦女的陰道炎和二陰潰瘍病的一切瘡瘍病、白帶病都很有效。這個實際上我們沒有多
少病例，但是這個臨床用得多。

十、苦參湯方證
下面這個也是啊，苦參湯方證，（《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第１１條：）蝕於
下部則咽乾，苦參湯主之。蝕于上，蝕於喉，蝕於下甘草瀉心湯，還有蝕於下的苦參湯。實
際這個，蛇床子和苦參湯，在臨床可能外用和內服都用得比較多，治療比較廣。我用內服啊
很少，這個苦參太難吃了，蛇床子也是，特難吃，煎完以後吃很難入口，但是外用啊非常好。
所以這裡頭啊，注重的是什麼？是苦寒的，溫中熱藥，它是一個溫性的藥，所以用於寒證，
用於寒性的潰瘍有效。但是我們臨床苦參它這條，這個苦寒的，用熱藥，用於熱性的潰瘍證，
屬於陽明裡熱、潰瘍、濕瘡、手足皸裂、頭癤生瘡的都有效。所以這兩個結合起來，來辨寒
熱應用。實際我們在臨床這兩個經常合起來用，外用，效果也不錯。最近有一個，我們廣安
門的一個大夫，生活不規律，出國，他吃藥，薏苡附子敗醬散吃了效果不好，後來還是用苦
參、蛇床子加減來洗。效果，不到一個月他就好了。所以這個外用藥比較好的，實際上咱們
認識，咱們對這用藥不太重視，實際上這個商家看到了商機，早已經發了大財了。像這潔爾
陰，什麼，給開發地非常好。所以他就是說得這個病吧適應證非常廣，常用的。

十一、大黃蟄蟲丸方證
第十一個，大黃蟄蟲丸方證，實際這個是個外科用藥也行，實際上經方不分內科外科，
經方它是六經辨證。這個是什麼？你看它這條文：（《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第 18 條：）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榮衛氣傷，
內有幹血，肌膚甲錯，面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蟄蟲丸主之。它是一個內科的病，要說到
這內科病，第一個虛勞病，它不是今天的慢性病，現在臨床常見的，這個色素沉著。色素沉
著，面部黧黑，其它部位，尤其長了瘡瘍以後，色素沉著不去。確實大黃蟄蟲丸比較好。臉
上長那個叫什麼，瘀斑、蝴蝶斑，婦女月經不調的，屬於大黃蟄蟲丸方證，屬於這種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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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黃蟄蟲丸方證是什麼呀，從它的組成來看呢，它聚所有的毒藥，水蛭、虻蟲什麼都有
了，最多了，還有一些什麼大黃，它這個大黃是用熟的。直接對證的是什麼幹地黃，君藥是
什麼，幹地黃，是個補虛的，還可以補虛活血的藥，這個補血活血的藥它這六經辨證指什麼？
這個怎麼辨證啊？陽明。有活血的，有太陰，實際上是陽明太陰合病。緩中補虛嗎，養血活
血補血，還有一些苦寒的藥，但是它苦寒藥不厲害。生地黃，生地黃也是一個補血涼血的藥，
它治療不是在陽明。所以這個藥治的是瘀血，是太陽陽明合病，所以凡是淤到面部、身體各
部，有淤血的症狀都可以應用。所以治療一些個美容方面用得比較多，大夥在臨床用都有體
會。
我對皮膚病治療外行，只是提供一個思路，經方怎麼治病怎麼解釋，通過這 11 個方證
來看，說來說去治皮膚病，六經辨證。所以在臨床上治療皮膚病，用經方治療皮膚病，怎麼
辨六經啊，在表的，還是用發汗，表陽證，單純用發汗就行了，桂枝湯類，用調和營衛發汗。
麻黃湯類，是治無汗的，發汗的麻黃湯類。屬於少陰的，單純發汗是不行的，需要強壯發汗，
比如附子、乾薑。第二個在表來辨他的方證。方才講的麻黃連翹赤小豆、桂枝麻黃各半湯證、
桂枝加荊防湯，這是表證。表陰證的，麻黃附子細辛湯、剛才講的也不少，少陰證。在裡哪？
就是裡陽明，白虎湯，薏苡敗醬散，瀉心湯這些都是治療陽明熱的。黃連解毒湯也是用這個
瀉心湯變來的，治瘡瘍的。裡陰證哪，就屬於太陰了，虛寒，腎著湯，四逆湯啊等這一類的；
在半表半裡的，小柴胡，四逆散，這個黃芩湯，治療少陽的。半表半裡的陰證呢？上午咱們
好幾個都提到了柴胡桂枝乾薑湯、甘草瀉心湯，這些類的方子。治療瘡瘍，出現這些症狀就
可以。
所以這樣看來，六經治療皮膚病，用經方治療皮膚病，就是先辨六經，後辨方證，這麼
個規律。當然，我是外行了，只是這麼一個在學習《傷寒論》得出這麼一個啟示。其它的經
驗，剛才幾位講得很多非常地生動，講得也非常動聽，我就磕磕巴巴地講得不太清楚，請大
家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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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寢具淪為塵蟎天堂？快養成這 3 習慣！
有「防毒教母」之稱的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護理師譚敦慈與健康型男主廚陳之穎，在共
同著作的《譚敦慈、陳之穎帶你安心過生活：食 ‧ 衣 ‧ 住「實境圖解」一秒看懂，方便實
作，從日常守護家人健康！》一書中提到，想要減少棉被、枕頭滋生塵蟎、濕氣積聚的機會，
關鍵就在平常養成下列習慣：
習慣 1 ／棉被翻面、朝外攤開：第一就是養成一早起床不折棉被的習慣！事實上，起床後適
度是將棉被翻面，把原本悶在內側的一面朝外攤開，就是輕鬆讓濕氣自然蒸發的小秘訣。
習慣 2 ／善用乾淨的白毛巾：洗頭後要徹底吹乾，千萬不能頭髮濕濕的躺在枕頭上，以免枕
頭發霉；當枕頭有汙漬、凹陷失去彈性時，就要換新。枕頭可孳生多種黴菌，是塵蟎的溫床，
該換則換，勿省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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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PIN NETWORK CO LTD 提供 建議可在枕頭上鋪一條乾淨的白毛巾（選擇白色方便
漂白消毒），隔天…
建議可在枕頭上鋪一條乾淨的白毛巾（選擇白色方便漂白消毒），隔天早上清洗；而沒有每
天洗頭、習慣用髮膠等造型品的人，更該這麼做，以減少這類物質沾附於枕頭上。
習慣 3 ／寢具每 1 ∼ 2 週要換洗及烘乾：寢具要每 1 ∼ 2 週換洗並烘乾，烘乾機達攝氏 60
度以上，即有助殺滅塵蟎。另外，要提醒的是，曬棉被、枕頭也要適度留意空污指標，當空
氣品質不良時，將棉被、枕頭拿到戶外曬，可能愈曬愈髒。所以，曝曬前最好先確認空污指
標較恰當。
吸塵器不只除塵還能除蟎～打造昏暗環境，才能讓塵蟎跑出來
除了教導大家養成上述習慣，來防止棉被、枕頭等寢具過度潮濕，成為塵蟎、黴菌滋生溫床
外；譚敦慈護理師也提到，其實善用吸塵器，不只能除塵，更是去除塵蟎的重要工具之一。
至於，想要讓吸塵器除蟎發揮最好的效果，小秘訣就在於起床後先不要拉開窗簾。由於塵蟎
不喜歡光線，看到光線後就會躲進寢具深處，所以建議想要透過吸塵器去蟎，最好先保持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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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約 1 ∼小時讓塵蟎會跑出來。再使用濾網能防堵塵蟎的吸塵器，就是去除枕頭、棉被、床
墊上的毛髮、皮屑、塵蟎的好方法。

© 由 PIN NETWORK CO LTD 提供 換季時寢具在保存收納或取出使用前，更應先清洗、
烘過後再使用。

開始換季更換寢具了嗎？ 3 保存前步驟必知
另外，換季時寢具在保存收納或取出使用前，更應先清洗、烘過後再使用。一般建議，將收
納寢具前，一定要進行下列 3 步驟，在包裝、保存較恰當：
步驟 1 ／先清洗：換季時，寢具要先清洗、烘過後再收納。
步驟 2 ／烘乾 10 分鐘：棉被可送去洗衣店用大型烘乾機烘 10 ∼ 20 分鐘。
步驟 3 ／被子攤開除濕：回家後把被子攤開，放在開啟除濕機的房間 1 ∼ 2 天，再用真空壓
縮袋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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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醫內科第 6 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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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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醫內科第 6 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日期
北區
4/25

時間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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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

09:30〜12:30
14:00〜17:00

北區
09:30〜12:30
10/24
13:30〜15:00

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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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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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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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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