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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群報告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2021 年 01 月第 60 期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大寒已過、立春將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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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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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P.02) 感謝王煌輝院長提供本期主題文章 --【腸沾黏便祕之診斷與處置】。
2. 診斷探微：(P.13) 邀請大陸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內科何良志資深先進提慢性疲勞
綜合症 ( 亞健康 ) 治療 文稿。
3. 醫藥新知：(P.17) 轉載最新《新型冠狀病毒病中醫臨床分期治療指引》公告，供同道
了解最新的中醫中藥臨床研究成果報告。
4. 流行病學：(P21) 轉載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最新新冠病毒防治公告。
5. 季節養生：(P.24) 提供會員自己養生及患者衛教－冬季養肝運動。
6. 食材藥性：(P.27) 本期轉載當令節氣食療之相關知識。
7. 會務活動：(P.29) 本期轉載全聯會、國內各醫學會或是各縣市公會於未來兩個月國內
外重要之中醫藥會議活動或是重大活動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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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內科醫學會醫訊是屬於會員的園地，歡迎中醫內科醫學會會員或家屬提供內科醫學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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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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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關中醫內科健保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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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醫訊成為全國中
醫同道交流的園地！

敬祝   平安喜樂   圓滿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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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沾黏便祕之診斷與處置
王煌輝／王煌輝診所院長

便秘 (Constipation)
便秘是臨床很常見的一種症狀。有功能性的，也有病理性的原因所引起的生理現象。可發生
於不同年齡，但以年長者居多。總發生率約 5% 左右。一般 認為排便次數 <3 次 / 週，伴有
排便困難或不順，時間延長，糞便量少且硬或呈硬球狀或排不乾淨感。中醫對便祕症名稱不
一。內經稱便祕為“大便難，後不利”傷寒論有“陽結”，“脾約”之稱。其後又有 “風燥”
“熱燥”，“風祕”，“熱祕”及“寒祕”等說。蘭室祕藏有“大便燥結”的敘述，清代雜
病源流犀燭才 稱為便祕，並沿用至今。

便祕的分類
根據結腸傳輸功能分：
1. 結腸無力型便祕
2. 出口梗阻型便祕
3. 混合型便祕
功能性或原發性便祕：經全身各種檢查，未發現器質性或 繼發性病變者。如習慣性便祕者、
腸躁症便秘型。
器質性或繼發性便祕：經全身各種檢查發現有器質性或繼發性病變者。如糞石，腫瘤或絞窄
性腸阻塞造成的便祕排便之生理機轉。
1. 食物經消化吸收後剩餘的殘渣如植物纖維等排出體外。在胃腸道存留的時間，除與食物的
質與量有關外，也有個體差異。
2. 以麵食品為例。觀察其在人體胃腸道內存留的時間。胃內存留平均 3.8hr、小腸 5hr、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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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 18.5hr。食物自進入胃到變為糞便平均 21.2hr，完全排盡為 36.4hr。正常情況每天進入結
腸的食糜約 500 〜 1000ml。平均糞便量約 35 〜 225g/ 天。
3. 排便行為包括產生便意和排便動作兩個過程。睡醒和餐後結腸的動作電位活動增強。結腸
貯存的糞便推入直腸後膨脹的直腸經感受器通過傳入神經到脊髓的排便中樞，即產生便意。
再通過傳出神經引起排便動作與便祕有關的疾病。
(1) 腸胃道發炎阻塞或功能失調
a：腫瘤 ( 良性，惡性 )
b：炎症性腸疾病 (UC，CD)
c：大腸激躁症 (IBS-C)
d：糞石症
e：腸沾黏阻塞
(2) 全身性疾病相關 ( 懷孕，糖尿病，內分泌疾病 )
(3) 與藥物使用相關
(4) 痔瘡、肛門、直腸疾病相關
(5) 神經原性疾病
(6) 老年人
(7) 其他

腸阻塞 (ILEUS)
腸內容物的蠕動運行發生障礙，不能正常通過腸道稱為腸阻塞 (ileus)
腸阻塞在急腹症中的發生率甚高其發生的病因很多，病情變化複雜，在臨床診斷與治療具有
很大的挑戰。
腸阻塞：依病因分類
( 一 ) 機械性腸阻塞 (mechanical ileus)：最常見
1. 腸腔阻塞 -- 如寄生蟲，糞塊，異物或腸內大的腫瘤或膽結石。
2. 腸道受擠壓 -- 如沾黏帶的壓迫，腸管扭轉，崁頓疝，腹腔腫瘤壓迫。
3. 腸壁病變 -- 如先天性腸道閉鎖，炎症性腸道狹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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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ニ ) 動力性腸阻塞 (dynamic ileus)：由於神經反射或毒素刺激引起腸壁肌功能紊亂，使腸
蠕動喪失或腸管痙攣，致腸內容物不能正常運行，但無器質性的腸腔狹窄。常見原因有：急
性彌漫性腹膜炎，腹腔手術，腹膜後血腫感染引起的麻痺性腸阻塞 (paralytic ileus)
( 三 ) 血管性腸阻塞 (Vascular intestinal obstruction)： 腸系膜血管栓塞或血栓形成，使腸
管運動障礙，而發生腸麻痺。
腸阻塞依腸壁有無血液循環障礙；
1. 單純性腸阻塞 (simpl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腸內容物通過受阻，無腸壁血循環障礙。如糞石或腫瘤造成的阻塞。
2. 絞窄性腸阻塞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腸道阻塞併有腸壁血循環障礙。因腸系膜血管受阻，血栓或栓塞引起
依阻塞部位：1. 高位 ( 空腸上段 ) 2. 低位 ( 迥腸末端，結腸 )
依阻塞程度：1. 完全性腸阻塞 2. 不完全性腸阻塞

腸阻塞之病理生理變化
1. 體液的喪失：引起水，電觧質紊亂及酸堿電觧質失衡。引起嚴重的代謝性酸中毒，低鉀血
症可加重腸膨脹，引起肌無力及心律不整。
2. 感染和中毒：腸腔內細菌大量繁殖產生多種毒素。腸壁血循障礙細菌和毒素滲透至腹腔，
引起嚴重腹膜炎和中毒。
3. 休克：嚴重缺水，血容量少，電觧質紊亂，酸堿失衡，細菌感染，中毒引起休克。
4. 呼吸及循環功能障礙。

腸沾黏阻塞之發生率
腹部手術後的病人約有 70 〜 90% 的機會發生腹膜與腸管或腸管與腸管之間的沾黏。少數沒
開過刀，但有骨盆腔發炎的女性病人也會發生腸粘連。而大部份的沾黏無明顯症狀，但有的
會引起常年消化不良，嚴重的會造成腹脹痛，極少數甚至發生腸阻塞後續之處理就很麻煩。

腸沾黏臨床病程表現
早期腸沾黏：只有非特異性之腹痛，腹脹。臨床診斷有些困難。因大部份的腸沾黏無明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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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有的則會引起常年消化不良。
嚴重腸沾黏：會造成腹痛，腹脹。噁心， 嘔吐，極少數甚至發生腸阻塞而沒有排便排氣。

腸阻塞的體証與體檢

腸沾黏阻塞之分型
臨床表現與沾黏的程度有關
A. 膜狀沾黏：多表現為慢性腹部隱痛，脹痛，腸嗚音加強。而最後表現為急性的腸阻塞。
B. 帶狀沾黏：可引起腸管壓迫現象，易出現腸管壞死或絞窄，突然出現腹部絞痛。

腸阻塞之臨床表現
原因、部位、病變程度及發病急慢之不同，臨床表現也稍有不同。以下為其共同表現：
腹痛：機械性腸阻塞表現為陣發性絞痛，疼痛多在腹中部，可伴有腸嗚。自覺有氣塊在腹中
竄動而受阻於某一部位。若持續性劇烈疼痛則要考慮絞窄性腸阻塞。
腹脹：高位腸阻塞腹脹不明顯。低位腸阻塞及麻痺性腸阻塞腹脹則很顯著。腹部隆起不均勻
對稱，是腸扭轉等閉縈性腸阻塞的特點。
嘔吐：隨阻塞部位高低有所不同，阻塞部位愈高嘔吐出現愈早愈頻繁隨阻塞部位高低有所不
同，阻塞部位愈出現愈早愈頻繁。嘔吐物主要為胃及十二指腸內容物，低位腸阻塞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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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物出現遲而少，嘔吐物有糞樣；結腸阻塞，嘔吐到晚期才出現。嘔吐物呈棕褐色或
血色。是腸道血液循環不良之表現。
排便排氣停止：完全性腸阻塞後。

腸阻塞實驗室檢查
1.CBC,Electrolyte,BUN,Cr：單純性腸阻塞 早期變化不明顯 , 晚期 Hb HCT 因缺水而血液濃
縮升高 , 电觧質腎功能失衡。
2.Urine Exam：尿比重升高白血球及中性球明顯增多。
3.Vomitus,Stool Exam:
4.X-ray 檢查 : 在腸阻塞發生早期可見腸腔內積氣，液氣平面及氣脹腸袢，阻塞部位不同，X
光表現也各異，空腸阻塞腸皺壁呈魚肋骨刺狀。結腸阻塞則顯示結腸袋狀位於腹部周邊。
4. 當懷疑腸套叠，乙狀結腸扭轉或結腸腫瘤時亦可做鋇劑灌腸及腹部 CT scan 檢查以幫助
診斷。

腸沾黏阻塞之診斷
在腸阻塞早期症狀及症侯不明顯時，診斷往往有些困難是否存在腸阻塞 ? 根據腹痛，嘔
吐，腹脹及肛門沒排便排氣四主症及腹部可見腸型或蠕動波，腸嗚音明顯等。可做出診斷
KUB，Plain abdomen 對腸阻塞的診斷很重要。可見腸管擴張，階梯形液氣平面。
Case 1 ：Obstructive ileus—Bezoar 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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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
Case Presentation
A 68-year-old female due to epigastric pain anorexia bilious vomiting and no stool
passagein recent 3 days
The patient took a multi-year of ingesting fragrant manjack (Cordia dichotoma Forst。f。)，
which are so-called Pho Pu Zi ( 破布子 ) in Taiwan。
Past history
Pyloroplasty for PPU 15 years ago and a hysterctomy for uterine myoma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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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ly。 DM (-)， HTN (-)
Physical examination &
Laboratory data
General appearance： acutely ill。
Chest： clear breathing sound
Heart： regular heart beat
Abdomen： tender with rebound tenderness in the

epigastric area， hypoactive bowel

sounds。
Laboratory tests
WBC： 12，390/mm3 (normal range： 4000-10，000 mm3)，
Hemoglobin： 12。7 g/dL (normal range： 13。0-18。0 g/dL)。
The results of other tests were unremarkable。
Abdominal x-ray
Abdominal CT
Small bowel series
Double-balloon enteroscopy
Final diagnosis
Phytobezoar induced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Successful endoscopic fragmentation via double-balloon ente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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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3 ：
Paralytic ileus—

Ischemia bowel

腸沾黏便祕阻塞：非手術處埋之適應症
治療期間必須嚴密觀察
1. 單純性，麻痺性或痙攣性腸沾黏便祕，
2. 糞塊或蛔蟲堵塞引起之腸阻塞
3. 腸結核，發炎性腸疾病 (UC，CD)。骨盆腔發炎引起的不完全性腸阻塞
4. 腸套疊早期。
腸沾黏便祕：保守處理
腸 沾 黏 便 祕 沒 引 起 腸 阻 塞， 可 巧 妙 的 使 用 MgO 及 一 些 緩 瀉 葯 (Sodium picosulfate)，
forlax，PEG 來幫助排便處理效果還不錯。
同時注意飲食及多吃些含纖維之蔬果。多運動走路，可幫助排便年老者有時是腸沾黏而導致
的便祕。可使用塩類瀉劑，輔助治療。但還是要注意飲食多食用橄欖油來促進腸胃蠕動，及
多運動避免便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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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沾黏便祕阻塞：非手術處理之方法
腹部胃腸減壓：放鼻胃管或腸管，減輕腹脹；有利腸壁血循環，減少腸麻痺的發生。
腹脹減輕有助呼吸及循環。同時可防止嘔吐及避免吸入性肺炎。
腸道水療：對整體大腸進行清洗，可觧除大腸糞塊堵塞引起的阻塞，減少腸道細菌孳生預防
腹膜炎及敗血症之發生。同時可用溫水刺激，增加腸管蠕動。
維持水份及電觧質之平衡：
補充細胞外液的不足，必要時還需補充適量的血漿和全血維持正常血液循環及血壓穩定。
體內酸鹹失衛才能恢復。必要時使用增壓劑 dopamin，levophed，adrenaline。
抗生素及其他對症治療 ( 益生菌，中醫藥及針灸 )
腸沾黏便祕阻塞：手術之適應症
1. 絞窄性腸阻塞
2. 有腹膜刺激症或瀰漫性腹膜炎徵象的各型腸阻塞
3. 應用非手術方法，經 6-8 h 觀察。病情惡化，腹痛脹加重，腸嗚音減弱或消失，脈博加快
血壓下降或出現腹膜炎。
4. 腫瘤或腸道先天性畸型等不可逆轉之器質性病變引起之腸阻塞腸沾黏便祕阻塞：手術之方
法。
1. 沾黏鬆觧術：觧除腸阻塞之病因
2. 有病變腸管切除及腸吻合術
3. 短路手術或兩側腸側側吻合術
4. 腸造口術或腸外置術。適合情況危急或局
部病灶不能一次切除的腸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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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
便秘為大腸傳導失常。脾主升清，胃主降濁，脾胃運化功能失常，影響腸道的傳輸，糟
粕內停，可形成便秘。或由熱傷，或由血耗，或由中氣不足。腸燥失潤，胃失和降，腑氣不
通也。

辨證論治
熱結證：熱病餘熱，或肺熱肺燥，或辛辣厚味，或過服熱藥，腸胃積熱，耗傷津液，腸道
乾澀。大便乾結，小便短赤，面紅身熱，或兼有腹脹腹痛，口乾口臭，舌紅苔黃或黃燥，脈
滑數。
治法：瀉熱導滯、潤腸通便。中藥治療方選麻子仁丸加減：麻子仁 12 克，白芍 9 克，枳實
12 克，大黃 9 克，厚朴 12 克，杏仁 9 克，生地 12 克，麥冬 12 克，玄參 9 克。針灸治療可
選用合谷、曲池、腹結、長強、上巨虛、中脘等。
氣滯證：鬱怒憂思，或久坐多臥，肝鬱氣滯，氣機不展，腑氣不運。大便秘結，欲便不得，
便而不暢，噯氣頻作，胸脅痞滿，腹中脹痛，舌淡苔薄，脈弦。
治法：順氣行滯。中藥治療方選六磨東加減：沉香 9 克，木香 9 克，檳榔 6 克，烏藥 9 克，
枳實 6 克，大黃 3 克，香附 9 克，白芍 6 克。
穴位治療：可選陽陵泉、氣海、行間、中脘、足三里等。
氣虛證：飲食勞倦，脾胃受損，氣血不足，無力運行。大便乾結，或不乾結，努掙乏力，難
於排出，神疲乏力，肢倦懶言，舌淡苔白，脈弱。
治法：補氣健脾。中藥治療方選黃耆東加減：黃耆 18 克，陳皮 9 克，麻仁 12 克，黨參 9 克，
白朮 9 克，甘草 9 克，當歸 12 克，升麻 9 克 。穴位治療：可選百會、氣海、大腸俞、關元、
足三里等。
血虛證：病後產後，年高體弱，血虛不榮。大便乾結，面色無華，唇甲色淡，頭暈眼花，心

一、主題文章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60 期

12

悸健忘，舌質淡，脈細。
治法：養血潤燥。方藥潤腸丸加減：當歸 12 克，生地 12 克，麻仁 12 克，桃仁 9 克，枳殼 9 克，
黃耆 18 克，黨參 12 克。
穴位治療：可選用脾俞、章門、胃俞、中脘、膈俞、足三里等。
陰虛證：素體陰虛，津虧血少，辛香燥熱，損耗陰血，腸道失潤。大便亁結，狀如羊屎，形
體消瘦，兩顴紅赤，潮熱盜汗，眩暈耳鳴，腰膝酸軟，舌紅少苔，脈細數。治法滋陰通便。
治法：中藥治療方選增液湯合六味地黃丸加減：玄參 12 克，麥冬 12 克，生地 12 克，麻仁 9 克，
柏子仁 12 克，瓜蔞仁 12 克，熟地 12 克，山藥 15 克，茯苓 12 克，丹皮 9 克，澤瀉 9 克，
山茱萸 9 克。
穴位治療：可選用支溝、照海、關元、三陰交、天樞等。
陽虛證：素體陽虛，或過食生冷，或苦寒攻伐，傷陽耗氣，下焦陽虛，陽氣不行，不能傳送，
陰凝于下，陽虛陰結。大便乾澀，或者不乾，排出困難，小便清長，面色晄白，腹中冷痛，
喜熱怕冷，四肢不溫，腰背酸冷，舌淡苔白，脈沉遲。
治法：溫陽通便。中藥治療方選濟川煎加減：當歸 12 克，牛膝 9 克，肉蓯蓉 12 克，澤瀉 9 克，
升麻 9 克，枳殼 9 克，肉桂 6 克，鎖陽 9 克。
穴位治療：選用腎俞、關元俞、氣海、中脘、照海、石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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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疲勞綜合症 ( 亞健康 ) 治療
何良志 /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疲勞是由某種持久或超負荷的壓力 ( 腦力、體力、精神、心理 )，使人體處於超限抑制狀態
下產生的不適之感和工作效率低下的一種徵象。一般而言，這種疲勞狀態屬於一種病前狀
態。腦力工作者，表現為呵欠頻頻，思維放慢，反應遲鈍，效率低下；體力勞動者，表現為
肌肉疼痛，體力下降，動作緩慢；有精神壓力者，表現為精神困倦，四肢無力，情緒低落，
興趣下降；有心理創傷者，表現為煩躁、焦慮、不安、抑鬱。經常、反覆、持久、無端地出
現疲勞，就應該警惕是否有慢性疲勞綜合症。病因病機中醫學並無慢性疲勞綜合症的病名，
然而就病因與臨床症狀來看，可歸屬中醫學“鬱證”與“虛勞”的範疇。

慢性疲勞綜合症表現
    疲勞綜合徵特徵性表現：①疲勞程度嚴重，病程持續幾個月以上，休息不能緩解；②流感
樣症狀，如低熱、肌痛、每週數次咽痛、頭痛、頸部或腋下淋巴結腫大、起病突然等；③特
有的神經精神症狀，如記憶力喪失、定向障礙、注意力不集中、理解力差，同時伴有睡眠障
礙。女性患者月經正常或月經衍期，量少或量多，經來腹痛，色淡紅或紫暗、有血塊。
    在臨床實踐中，患者的發病並不是急性樣發作，而且有流感樣症狀表現者也很少，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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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訴疲勞，反覆發作經休息不能緩解的疲勞或極度疲勞，伴有肌肉酸痛，睡眠障礙，同時出
現一些神經精神症狀，如抑鬱寡歡、健忘、不能集中注意力、焦躁不安等。

慢性疲勞綜合症診斷及鑒別診斷
   1988 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CDC) 正式命名了“慢性疲勞綜合徵”，並擬定了 CFS 的診斷
標準，包括 2 個主要標準、11 個次要標準和 3 項體徵標準。1991 年 3 月國際健康學會再一
次討論了 CFS 的定義，並對 1988 年的診斷標準加以了補充，進一步除外了心理疾病患者和
擴大了 CFS 的診斷範圍。1994 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 CFS 的診斷標準作了修訂，得到
了國外醫學界的公認。其內容如下：
    1. 不明原因的持續或反覆發作的嚴重疲勞，持續 6 個月或 6 個月以上，充分的休息後症狀
不緩解，活動水準較健康時下降 50％。
    2. 同時具備下列症狀的 4 條或 4 條以上，持續存在 6 個月或 6 個月以上： (1) 記憶力下降
或注意力不集中；(2) 咽喉炎；(3) 頸部或腋窩淋巴結觸痛；(4) 肌痛；(5) 多發性非關節炎性
關節疼痛；(6) 新出現的頭痛；(7) 睡眠障礙；(8) 勞累後持續不適。
    3. 需要除外：
   (1) 原發病引起的疲勞，如甲狀腺機能減退；失眠引起的疲勞；藥物副作用所致的醫源性
疲勞；
(2) 臨床診斷明確，現有醫學條件下治療困難的一些疾病持續存在引起的慢性疲勞，如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者；
    (3) 過去或現在主要診斷為精神抑鬱性情緒失調或具有憂鬱症特徵的情緒失調，各類精神
分裂症，各類妄想症，各類癡呆，神經性厭食或神經性貪食；
    (4) 病前兩年至今有各種不良嗜好，嗜煙、酗酒等；
    (5) 嚴重肥胖，身材指數大於 45。
鑒別診斷
如診斷標準所訴，慢性疲勞綜合徵當與其他疾患引起的疲勞症狀以及精神疾患引起的神經精
神症狀相鑒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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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疲勞綜合症的中醫辨證分型
(1) 肝鬱氣滯證：症見神情抑鬱，胸脅作脹，噯氣歎息，月經不調，舌苔薄白，脈弦。
(2) 心脾心虛證：症見憂思多慮，失眠多夢，神疲乏力，頭昏心悸，食欲不振，舌淡脈弱。
(3) 心虛膽怯證：症見心悸易驚，膽怯不寐，心神不寧，舌淡，脈弱。
(4) 肝腎兩虛證：症見頭昏耳鳴，失眠多夢，煩熱盜汗，腰膝酸軟，陽萎遺精，舌紅苔少，
脈細數。
(5) 痰擾心神證：症見心煩易怒，失眠多夢，胸悶痰多，舌紅，苔黃膩，脈弦滑。

慢性疲勞綜合症的治療措施
( 一 ) 西醫藥治療
由於慢性疲勞綜合徵的發病機理尚不明確，因而西醫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療，目前的治療方法
主要有對症治療、抗病毒治療、增強免疫能力、抗抑鬱治療、心理治療等。肌注血清免疫球
蛋白對慢性疲勞患者有一定的療效。三環類抗抑鬱藥對抑鬱狀態及睡眠障礙有一定的效果。
干擾毒治療慢性疲勞有報導，鎂製劑能通過調節情緒、減輕焦慮而起到一定的治療作用。
( 二 ) 中藥治療
(1) 肝鬱氣滯證：治法 : 疏肝、理氣、解鬱。方藥 : 逍遙散加減。
(2) 心脾心虛證：治法 : 健脾益氣，養心安神。方藥 : 歸脾東加減。
(3) 心虛膽怯證：治法 : 鎮驚、安神、定志。方藥 : 琥珀養心丹加減。
(4) 肝腎兩虛證：治法 : 滋補肝腎。方藥 : 知柏地黃丸、左歸丸加減。
(5) 痰擾心神證：治法 : 化痰散結，行氣解鬱。方藥 : 黃連溫膽東加減。
( 三 ) 其他療法
(1) 心理治療對患者進行心理治療有調整情緒，減輕焦慮，消除心理疲勞的作用。
(2) 科學用腦，減少工作量，降低勞動強度。
(3) 適當運動，增強體質。運動包括適量的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和體育鍛煉。適量的運動是
最好的情緒調節劑，使人有成功感，並對改善睡眠非常有益。運動可以代替藥物，但藥物卻
不能代替運動。如：氣功、散步、慢跑、五禽戲、太極拳等、可任選一二種，也可多選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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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進行。例如：患者將軀體平臥於床上，調節呼吸使之緩慢平穩，由足趾開始放鬆，逐漸
至全足、小腿、大腿、軀幹部、手指、全手、上肢、頸部、頭面部，全身放鬆。有氧健身器
每次健身半小時，每天 2 次，30 天為 1 療程。( 勞逸結合，適量運動 )
(4) 音樂療法。音樂可以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態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音樂通過聲波有規律
的頻率變化，作用於大腦皮質，並對丘腦下部和邊緣系統產生效應，調節激素分泌、血液迴
圈、胃腸蠕動，新陳代謝等，從而改變人的情緒體驗和身體機能狀態。例如：利用“五音療
疾”的原理，選取旋律優美、節奏輕快、悠揚悅耳的樂曲，使之聽曲消愁，樂以健身。
    (5) 針刺治療
    取穴 ：大椎、膏盲、命門、氣海、足三里，手法：平補平瀉
    (6) 耳針治療
    取穴：皮質下 、交感、緣中、內分泌、腎上腺、神門，手法：子補平瀉
    (7) 捏脊療法。具體方法：一是在背脊的長強穴區間，自上而下依次提腧穴。二是自上而
下依次捏脊柱正中線旁開 5 分的腧穴。三是用推揉法推脊柱正中旁開三橫指的腧穴。四是連
續 7 次後，用扣擊振顫法，善後收功。亦可用梅花針在上述區域內由上至下輕輕作雀吸啄術，
輕輕敲擊，以皮膚發紅或有少許血珠溢為度。
(8) 足部按摩
    穴位 湧泉區 湧泉後區 跟中區 三陰交區 足內外繞踝區 足三里區
    方法 先用溫水燙腳 20 分鐘，每次按摩 20~30 分鐘，每日 1 次，7 次為 1 療程。
    (9) 洗熱水腳。洗時雙腳交叉搓擦，持續 15 分鐘，每晚 1 次。
    (10) 食療法 平衡膳食，葷素合理搭配，黑色食品萬萬不可缺少。
①     枸杞肉絲枸杞 100g，豬肉 500g，青筍 100g，豬油 100g。將豬肉、青筍切成絲炒熟，
投入枸杞及調味品即可。
②     洋參蓮肉湯西洋參 10，蓮子 冰糖 隔水蒸燉 1 小時，即可食用。
③     紅參 5 克，切成薄片，紅枸杞 15 克，紅棗 10 枚，核桃 3 枚，去殼；蜂蜜適量，煮
雞蛋 1 個，早餐時服用。
    (10) 睡身先睡心，保證充足的睡眠。“睡心”，就是人要安靜，心要空虛，泰然處之。   (
靜坐健身。) 時間選在監睡前最好，每天堅持靜坐 30 分鐘為宜，靜坐時，頭向前，眼微閉，
唇略合，牙不咬，含胸收腹，雙手置於雙膝上。意守丹田，排除雜念，靜以待時，補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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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病中醫臨床分期治療指引》公告   2020.06.01 修訂

擬定單位：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公告目的：因應未來疫情可能再發展時之需求，提供中醫會診臨床分期治療指引，以搶救危
重病患、扭轉病勢，縮短病毒轉陰及住院時間。
公告依據：衛生福利部 2020 年 05 月 06 日「研商中醫納入《新型冠狀病毒病臨床處置暫行
指引》專家會議」之決議辦理。

擬方說明：
一、 本指引由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蘇奕彰所長擬定，主要依據為中醫典籍文獻中
有關急性感染性疾病治療內容（漢代《傷寒雜病論》為主，明清溫病醫家分期治療方藥為
輔），以及 2003 年中醫治療 SARS 經驗為基礎，並參考 COVID-19 國際學術論文。
二、 依照《內經》所述瘟疫特性「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個體體
質差異之病機辨證較不重要，依照病程轉變之病機辨證為診療核心，為因應快速傳染與急性
病情發展之特性，擬定分期治療處方作為臨床診治大量病患之指引，醫師得依照患者實際病
況調整，以適合病情診治，且為扭轉病情，急重症患者建議以煎劑治療。
三、 中醫分期處方遵循《內經》及《傷寒雜病論》調和營衛（扶正）以抗邪（驅邪）之基
本原理，組方包含：解表宣肺、和胃降氣、寬胸化痰、清熱解毒、補益強心、涼血活血等法
則及用藥。
（一）從風寒濕邪氣入侵於肺經、肺系（鼻竅、口咽及上呼吸道）的輕症，至入侵下呼吸道
的肺臟鬱熱痰阻之重症、危重症患者，驅邪與清熱解毒藥力需要依病程病機而加重藥味與劑
量。
（二）危重症或素體虛弱及有痼疾之患者，病機擴及心、脾胃或肝腎，需適時扶正以防多器
官衰竭致命；從重症或危重症回轉之患者也需補益扶正兼活血涼血，以加速復原並預防肺纖
維化，臨床專業診療內容由主治醫師掌握，不再贅述。
四、 為使中西醫合作照護順暢，中醫處方採用複方，組成結構轉譯成現代醫學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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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包括三部分：
（一）抗病毒中藥：選定研究上對 SARS-CoV 有作用之「板藍根、魚腥草、黃芩」。
（二）免疫調節中藥：以漢代及明清醫家常用之「石膏、綿茵陳、黃芩」。
（三）強化體質中藥：屬支持性治療，包括促進循環及腸胃功能。

分期治療建議處方：
一、 輕症方：
對象：一般住院隔離病患（含無症帶原與初發作症狀者）。
目的：阻斷病勢進入肺部明顯發炎。
飲片：每日 1 劑，1000 cc 水煎成 300 cc 藥汁，三餐飯後半小時服，100 cc/ 次。
魚腥草五錢、板藍根五錢、荊芥三錢、防風二錢、桑葉三錢
黃芩三錢、全瓜蔞五錢、厚朴三錢、薄荷三錢、炙甘草二錢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 3 包，5 g. TID。
板藍根 1.5 g、魚腥草 3.0 g、黃芩 1.5 g、全瓜蔞 2.0 g
荊芥 1.0 g、防風 1.0 g、桑葉 1.5 g、厚朴 1.5 g、薄荷 1.0 g、甘草 1.0 g
二、重症方：
對象：加護病房患者（肺炎發作，咳嗽、發熱症狀明顯者）。
目的：阻斷病勢進入肺部嚴重瀰散性發炎。
飲片：每日 1 劑，1200 cc 水煎成 300 cc 藥汁，三餐飯後半小時服，100 cc/ 次。
魚腥草一兩、板藍根五錢、生石膏三錢、全瓜蔞五錢
荊芥三錢、薄荷三錢、桑葉三錢、炙甘草二錢、厚朴三錢
三、危重症方：
對象：插管治療病患（肺炎嚴重發展者）。
目的：逆轉嚴重肺炎發展、吸收炎液，降低呼吸窘迫與心肺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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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片：每日 1 劑，1200 cc 水煎成 300 cc 藥汁，三餐飯後半小時服，100 cc/ 次。
製附子一錢半、玉竹三錢、炙甘草二錢、茯苓五錢、薑半夏三錢
魚腥草一兩、綿茵陳五錢、黃芩三錢、全瓜蔞五錢、厚朴三錢
四、恢復期：
對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恢復期病患。
目的：以促進肺功能及體能恢復、吸收發炎液。

無明顯發展肺纖維化：
飲片：每日 1 劑，1200 cc 水煎成 300 cc 藥汁，早晚餐後半小時服，150 cc。
北沙參三錢、麥冬三錢、生地三錢、丹皮三錢、茯苓五錢、炒白朮二錢
全瓜蔞五錢、綿茵陳五錢、黃芩三錢、桑葉三錢、厚朴三錢、甘草二錢。
濃縮中藥處方：以下為一日量，分 3 包，5 g. TID。
茯苓 1.5 g、丹皮 1.5 g、麥冬 1.5 g、桑葉 1.5 g
綿茵陳 2.0 g、全瓜蔞 3.0 g、黃芩 1.5 g、厚朴 1.0 g、甘草 1.5 g
發展肺纖維化：
飲片：每日 1 劑，1200 cc 水煎成 300 cc 藥汁，早晚餐後半小時服，150 cc。
炙甘草三錢、製附子一錢、桂枝二錢、北沙參三錢、全瓜蔞五錢
黃芩三錢、生地三錢、生玉竹三錢、綿茵陳五錢、丹皮三錢、枳殼三錢

臨床執行說明：
一、 本指引乃針對西醫隔離病房收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
二、 採中西合作照護，中醫會診模式。
（一） 為減少感染及防疫醫療物資消耗，中醫師不直接對患者身體進行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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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床實務上，未能執行之舌、脈診操作，可以臨床醫護資料替代。
（三）依照西醫臨床資訊分期，中醫進行確認後開立分期治療處方。
（四）針對具高風險因子患者（心腦血管疾病、肺病、糖尿病、肥胖等）臨床上為截斷病勢，
醫師得超前用藥（提前用更重分期用方）。
指引臨床驗證醫院及醫師：中醫會診共 15 例。
三軍總醫院：黃怡嘉主任、林健蓉醫師、林睿珊醫師、王麗香醫師、葉國明主任、邱勝康主
任、林德宇醫師、楊雅頌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蔡嘉一主任、劉伯瑜主任、楊宗穎主任、王俊隆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洪裕強部長、金玠縈醫師、李允吉醫師。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林澤宏醫師。
指引基礎研究驗證機構：衛生福利部國家中國醫藥研究所
出席專家會議機構及專家：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黃怡超司長、黃純英副司長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國醫藥研究所蘇奕彰所長、邱文慧副所長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柯富揚理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林昭庚講座教授、顏宏融副院長
國防醫學院 / 高雄醫學大學 何善台榮譽教授 / 教授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何宗融副院長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義大醫院中醫部蔡金川部長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洪裕強部長、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陳星諭
醫師
三軍總醫院中醫部黃怡嘉主任，內科部感染暨熱帶醫學科葉國明主任
臺中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科蔡嘉一主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黃頌儼部長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中醫科葉兼碩醫師
作者 : 擬定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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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養肝的運動方法 提踵顛足撞背握固
冬季是養肝補腎的黃金時節，很多人都會通過飲食進補來養肝補腎，其實進補不一定是要
吃，運動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進補效果，下面小編就為大家介紹運動養肝的方法，大家趕緊行
動起來吧。
1、養生握固：將大拇指扣在手心，指尖位於無名指 ( 第四指 ) 的根部，然後屈曲其餘四指，
稍稍用力，將大拇指握牢，如攢握寶貝一般。握固可以固守精氣神在體內，平時走路、坐車、
閒聊、看電視時都可以握固。

2、提踵顛足：提踵時五趾抓地，兩腿併攏，提肛收腹，肩向下沉，立項豎脊，百會上領；
向下顛足時身體放鬆，輕輕咬牙，先緩緩下落一半，而後輕震地面。提踵可以牽拉腰背腿部
的膀胱經腎經，輕震地面還可以按摩五臟六腑。

五、季節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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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腳後跟健走： 邁開大步，腳後跟先
著地，不要彎曲膝蓋。腿往前邁時，腳
尖伸直如同踢球 ; 前腳落地時，後腳腳尖
踮起。腳後跟先著地，實際上就是刺激了
“腎經”穴位。經常用這種方式健走可以
有效防治骨質疏鬆症。
4、摩腎腧： 並腿坐於床沿，兩手掌對搓

提踵顛足

至手心發熱，分別按在後背腰部，上下按
摩腰背腎腧穴，至有熱感為止。可早晚各
一遍，每遍約 200 次，可補腎納氣。
5、三元式站樁： 兩腳分開，與肩同寬，
兩手由身體兩側向前合抱於腹前，位置與
臍同高，兩臂抱圓；同時兩膝微屈，重心
下沉，兩膝關節微微向兩旁打開。背略弓
形，胸要含，背要拔，腰背部略向後拱，
命門穴打開。這樣前後、左右、上下都是
圓，整個人顯得十分圓融。這是一個補益
元氣的基本站樁法。常做能使腎元充沛、
筋骨勁強。
摩腎腧↑

6、熱水泡腳： 泡腳最適宜的時間是每晚
7 ～ 9 時，這是腎經氣血最衰的時辰，此
時泡腳、按摩能改善全身血液循環，達到
滋養腎和肝的目的。泡腳用的容器以木盆
為好。泡腳水，不能太熱 ; 以 40℃左右為
宜。泡腳時間不宜過長，以 15 ～ 30 分鐘
為宜。

三元式站樁↓

五、季節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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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葵
秋葵的功效與作用及食用禁忌
秋葵，別名毛茄、羊角豆，咖啡黃葵，原產於印度，廣泛種植于越南、老撾、緬甸等國家。
其可食用部分是果莢，分紅、綠兩種，口感脆嫩多汁，滑潤不膩，種子可榨油，素有蔬菜王
之稱，日本稱之為“綠色人參”，美國人則稱它“植物偉哥”，有極高的經濟用途和食用等
價值。秋葵性寒，味苦，具有補腎壯陽、清熱利濕的功效。秋葵的功效和食用注意事項。

秋葵的營養成分
秋葵營養價值很高，它含黏性蛋白、果膠、膳食纖維、阿拉伯聚糖、半乳聚糖、鼠李聚糖、
維生素 A/C、β—胡蘿蔔素及礦物質元素鈣、鐵、鋅、硒等。每 100g 秋葵中含蛋白質 7.6
克，碳水化合物 11 克，纖維素 8.3 克，β—胡蘿蔔 16910 微克，維生素 C846 毫克，維生素
A2818 微克，鈣 130 毫克，鋅 1.65 毫克，鉀 1443 毫克，鐵 7.4 毫克，鎂 145 毫克，硒 3.01 微克。

秋葵的功效與作用
補腎壯陽
秋葵素有“植物偉哥”的美稱，《本草綱目》記載：“秋葵，別名補腎草，有護膚、健胃、
保肝、強腎的作用。”秋葵中的黏性蛋白具有養腎生精的功用，對前列腺疾病、腎虛有輔助
治療作用。

六、食材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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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脂減肥
秋葵是低脂低熱食物，且含水量高，不含膽固醇，還
富含鈣、鐵、磷、鋅等營養物質，是減肥者的不二之
選。

緩解便秘
秋葵纖維素含量高，食用後在腸胃內吸水膨脹，刺激
腸胃蠕動，減少食物殘渣在腸道內的停留時間，潤腸
通便減少便秘。
美容護膚
秋葵中富含維生素 A/C 和可溶性纖維，食用後對皮
膚有保健作用，還能清除體內自由基，延緩細胞衰
老，增強皮膚彈性，淡化黑色素沉著。

降血糖
秋葵中的黏性蛋白和果膠可以減緩人體對糖分的吸
收，減少人體對胰島素的需求，很適合糖尿病患者食
用。

防癌抗癌
秋葵含有礦物元素鋅和硒，具有防癌抗癌的作用。另
外，秋葵中的 β- 胡蘿蔔素能清除體內自由基，具有
提高機體免疫能力，預防腫瘤、血栓、動脈粥樣硬化
以及抗衰老等功能。

強健骨骼
秋葵含鈣量豐富，可與鮮牛奶媲美，且鈣的吸收量高
於牛奶，很適合素食者及牛奶過敏者食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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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視力
秋葵含有維生素 A 和 β—胡蘿蔔素，能夠減輕眼睛疲勞，改善視力，維護正常視覺功能。

秋葵的食用禁忌
1. 脾胃虛寒或消化功能不良者不宜多食，因為秋葵是寒性食物。
2. 過敏體質者不宜食用，秋葵中的粘液蛋白及表皮上的細絨毛都屬於過敏原。
3. 秋葵不要切段烹飪，粘液蛋白流失就失去了其精華。
4.秋葵含鉀量較高，腎病患者不宜過量食用

享用美味秋葵，處理 3 招
滾水中加入少許的鹽巴，放入處理好的秋葵汆燙約 1 ～ 2 分鐘，喜歡軟爛一點的口感，就延
長至 3 ～ 4 分鐘，也有助於降低青澀味。起鍋後立刻放入冰水中冰鎮，就能保有漂亮的脆綠
色澤以及爽脆口感，沾取日式醬汁享用，清爽不膩口！
1 鹽巴去除表面絨毛
新鮮的秋葵表面帶有細小而濃密的絨毛，若沒有處理吃起來會有刺癢的感覺。可以先在新鮮
秋葵上方撒鹽，用手輕輕搓揉，透過鹽巴的摩擦便能輕鬆磨掉外皮的絨毛，口感大大提升。
2 去蒂頭稜角
除非要製作醬料，秋葵大多是整根煮熟後直接食用，記得先把較粗糙的部位去除！用鹽巴搓
洗掉絨毛後，以清水沖洗乾淨，再用刀子把靠近蒂頭的稜角邊緣切除。
3 熱水快速汆燙
滾水中加入少許的鹽巴，放入處理好的秋
葵汆燙約 1 ～ 2 分鐘，喜歡軟爛一點的口
感，就延長至 3 ～ 4 分鐘，也有助於降低
青澀味。起鍋後立刻放入冰水中冰鎮，就
能保有漂亮的脆綠色澤以及爽脆口感，沾
取日式醬汁享用，清爽不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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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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