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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腺癌放療後味覺喪失醫案

蘇三稜 /三稜中醫診所院長

【摘要】

     放射線治療常被應用於頭頸部腫瘤，針對唾液腺癌的放療有其適應症，包括（1）手術邊

緣陽性，（2）容易侵犯神經的腺樣囊腺癌，（3）有豐富淋巴引流的鼻咽部小涎腺腫瘤，（4）

晚期疾患如Ⅲ、Ⅳ期腫瘤，顏面神經受到侵犯，高度惡性，已有淋巴轉移，於深葉無法廣泛

性切除，局部復發，及腫瘤於手術時溢出者〔1〕〔2〕。因為放療主要用於術後的配合或無法切

除，以及轉移的緩解性治療，故其療效難以評估。在臨床上部分病人會因放射線治療而誘發

某些不良反應，本醫案是一例耳下腺癌經放療後引起的味覺損傷病例，用中醫的增液湯【3】【4】

加減方治療，用藥 14 劑後大部分味覺已恢復，用藥 3 個月後味覺完全復原。

關鍵詞：唾液腺癌放療後味覺喪失、增液湯

【醫案】

1. 基本資料：簡○○，男性，44 歲，新北市人

2. 病史：

2011 年於桃園○○醫院發現右側耳下腺惡性腫瘤，2X2cm，屬混合性惡性瘤，Ⅱ期，沒

有淋巴轉移，於同年 12 月轉台北○○醫院開刀，之後接著放療 33 次，化療 7 次，綜合

治療於 2012 年 3 月 1 日結束，預計 6 月 1 日做第一次追蹤檢查。

3. 治療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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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診：2012 年 4 月 7 日

症狀：手術後後遺症右眼瞼無法閉合，右嘴角無力咬合，嘴向左側歪斜，口腔經放療後多處

            潰瘍未癒合，多種味覺消失，祇對酸醋有輕微感覺，以及對較重的辣味有輕度知覺，

            舌色粉紅，舌苔白，緩脈大、小便正常。

處方：火巷、通草、三稜、莪朮、白僵蠶、蟬退、龍膽草、紫金錠、磠砂。（七帖）

二診：4 月 14 日

症狀：味覺障礙，口腔潰瘍癒合，右眼閉合有改善，但還不完全，張口可，咬合時右顳頜關

    　　節疼痛，大便稍軟，小便順利，滑脈，舌色粉紅。

處方：上方加青皮。（七帖）

三診：4 月 21 日

症狀：味覺明顯改善，除對辛辣和酸醋有感覺之外，對甜味反應很強烈，超乎以往的甜度經

　　　驗。右眼閉合恢復很多，右嘴角張力改善，左側歪斜改善，顳頜關節疼痛已輕微，大

            便軟，2 日一行，小便順利，沉脈、舌色粉紅。

○○醫院追蹤報告：右側甲狀腺良性結節。

處方：4 月 7 日方加枳實、火麻仁。（七帖）

四診：4 月 28 日

症狀：還是很強烈的甜味，眼瞼已可完全閉合，顳頜關節疼痛已癒，咽痛、舌紅、舌燥，大

　　　便可日一行，小便順、緩脈。

處方：4 月 7 日方加玄參、麥冬。（七帖）

五診：5 月 5 日

症狀：甜味感覺較為自然，鹹味已出現，而且感覺很自然，不像甜味開始恢復時的強烈表達。

    　　口乾、唾液缺乏，且覺得口苦，舌色粉紅，沉脈，大、小便順利。

處方：4 月 7 日方加玄參、天冬、麥冬、鱉甲。（七帖）

六診：5 月 12 日

症狀：各種味覺都可感受到，對甜味和鹹味食物會引起輕度噁心的感覺，唾液分泌比上週明

顯增加，口苦減輕，舌色粉紅，緩脈，二便順利。

處方：如 5 月 5 日方。（七帖）

七診：5 月 19 日 (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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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診：5 月 26 日

症狀：自己評估味覺恢復 80 ﹪左右

處方：同 5 月 5 日方。（七帖）

九診：6 月 2 日 ( 略 )   十診：6 月 9 日 9( 略 )      十一診：6 月 22 日 ( 略 )

十二診：7 月 7 日

症狀：咀嚼時咬到下唇，很痛，容易疲勞，口苦，舌色粉紅，緩脈，二便順利。

處方：火巷、蒲公英、蒺藜、補骨脂、莪朮、白附子、半夏、仙鶴草、刺五加、鱉甲、紫金錠。

十三診：7 月 21 日

症狀：唇咬傷已癒，味覺更為恢復，已接近正常，如以前未生病時的感覺，舌色粉紅，緩脈，

      二便正常。

處方：7 月 7 日方加木瓜。（七帖）

【結論】

1. 手術後，加以放療後遺的口瘡，和多對顱神經損傷，以及味覺的喪失，初診時以火巷、龍

膽草清熱，用紫金錠〔5〕磠砂〔6〕解毒，三稜、莪朮活血，僵蠶、蟬退祛風共治。

2. 於三、四診時，放療的傷津症狀漸次出現，故再合增液湯加減治之。

3. 五診時放療造成的纖維化反應逐漸明顯，加入鱉甲輔助三稜、莪朮等活血藥以防止纖維化

的惡化〔7〕，並期望能更進一步加以改善。

4. 自 2012 年，4 月 7 日到 7 月 21 日，味覺已完全恢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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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出版社，2001 年；P864 ～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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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萍，中藥防治鼻咽癌放療口咽反應 21 例福建中醫藥，1996 年，27（1）：9。

5 梅全嘉、紫金錠的臨床新用途，中醫藥研究，1990 年，（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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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 6，活血藥對放射性纖維化的研究，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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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瘤方對子宮內膜異位症患者子宮內膜細胞

“ 3A”能力的影響

Impact of 小瘤方 on “3A” ability of endometrial cells in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sis

子
宮
內
膜
異
位

經血無法排出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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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異位症表現：

	慢性骨盆腔疼痛 (45-70%)

	經痛

	異常出血

	排尿、排便疼痛 ( 經期 *；亦有可能造成便秘 )

	不孕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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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urrent rate：>40%

Cause

	Multi-factorial inheritance

	Retrograde(most commonly accepted)

	Multi-potential cell undergoing meta-plasia

	Lymphatic dissemination

	Abnormal local hormon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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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tudies

	ICAM-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COX-2

	MM-9 (Matrix metallopeptidase)             *VEG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Material and method( 材料和方法 )

小瘤方 vs Gestrinone(positive control)

正常  EMS 囊腫  EMS 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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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EMS 囊腫                  EMS 子宮 

  正常                  EMS 囊腫                  EMS 子宮 

  正常                  EMS 囊腫                  EMS 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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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膜組織 Cut and digested fbs
蒐集懸浮細胞進

行培養

6 well 
plate  

culture

藥物

Once/d

Matrigel
基質膠

培養
洗去free 

cell
MTT
(OD)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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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
3A factors

異位內膜
3A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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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討論

	EMS 的病因有各種不同的假說：除了最為接受的倒流學說外，免疫缺陷，細胞化生

的，均常被用來解釋 EM 的形成。

	近年來，許多研究將重點放在異位內膜的”3A”能力，而這些研究顯示，異位內膜

具有較強的 3A 活性。

	3A 分別代表了 EMS 形成的三步驟：1st step，異位內膜組織”Attach” 至骨盆

腔內之病灶，接著，”Aggression” 之能力令其能入侵並植入細胞外基質，而最

終”Angiogenesis” 則使血管新生、內膜組織增生。

	在 3A 步驟的進行中，有許多因子牽連其中，包括：

	ICAM-1：參與同質細胞的分離與異質細胞的黏合

	COX-2：增加細胞的 aggression 能力並促進血管新生

	MMP 和 TIMP：促使細胞基質分解而增加細胞之 aggression

	VEGF：促進血管新生

	近年來，中醫對於 EMS 的療效已被多方認可。

	Q. C. 認為 EMS 的中醫病機主要和腎虛血瘀相關，並依此理論創小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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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結果證實高劑量之小瘤方 (10mg/mL) 及 gestrinone 可有效抑制 EMS 的 3A 屬

性，而此療效與其能降低 ICAM-1、COX-2、MMP-9、VEGF 等之表現有關。

	此結果顯示小瘤方與 Gestrinone 對於 EMS 之作用相同，支持透過補腎活血而改善

EMS 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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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祥講中醫舌診

舌診內容 +珍貴的舌診圖譜 +中醫舌診辨治

李芳祥，男，獨立學者，奇效舌診創始人，現代中醫舌診精準化工作推動人。從事醫療、教

學工作多年，在中醫與易學方面均有獨特建樹。奇效舌診是在傳統中醫舌診基礎上，通過大

量的實踐總結，容宏觀微觀於一身，具有診斷精准細微的特點。通過望舌即可說出患者具體

的不適症狀，避免使用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使醫患溝通無障礙，促進了醫患關係的良好發

展。且具有一學就懂，一用即準的特點，使疾病早發現、早治療，是實現全民保健、人人知

醫，一個不可或缺的極佳方法。  

望舌象（又名舌診） 

舌是中醫望診中獨特而重要的內容，也是中醫診斷的重要依據之一，是心之苗，又為脾之外

候。舌的經絡直接或間接與臟腑相連，臟腑精氣也上榮於舌，臟腑的病變也可以從舌表現出

來。 

望舌，主要觀察舌質，舌苔和舌下絡脈三方面： 

1. 舌質又稱舌體，是舌的肌肉組織。 

2. 舌苔，是附著於舌面上一層苔狀物，由胃氣所化生。所謂「胃氣」是指脾健運化，胃主受

納（即認為是人體消化機能正常），脾胃生理功能正常則舌上可現一層薄潤的舌苔。機體在

疾病病理變化過程中，陰陽的盛衰，氣血的調和，津液的存亡，均可直接反映在舌苔變化中，

察舌苔的變化，即可知臟腑盛衰（內臟器官病變）、病邪凶吉進退（疾病嚴重程度）。 

正常舌相是活動靈活，舌質淡紅，舌面有薄而均勻，乾濕適中的白苔，通常描寫「淡紅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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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白苔」 

 

舌的臟腑歸屬區劃分： 

舌面長度平均分為三份：舌尖，舌中，舌根；

再加上舌的兩個側面 舌邊；共分為 4 部分。 

舌尖主宰上焦，為心肺所屬；舌中反應中焦，

為脾胃所屬；舌根為下焦，為腎所屬；舌的

兩邊，為肝膽所屬。

舌診與望診相同，都要在充足的自然光線下

進行，要求患者自然的伸出舌頭，充分暴漏

舌體。 

1. 先看舌苔。按所屬分區依次觀看。力求迅

速敏捷。 

2. 後看舌質 

另外需要注意區分，染苔情況，如吃茄子等

黑色食物，可使舌苔發黑。吃黃色的食物如

柳丁，會使舌苔黃染，長期吸煙會使舌苔發

灰，吃過燙的食物會使舌質發紅。 

一、望舌質： 

主要觀察舌質顏色和形態兩個方面的異常變

化一

望舌色：舌質的顏色，一般分為淡白，紅，

絳和紫色四類。  

（1）淡白舌： 

舌色較正常人的淡紅色淺淡的，甚至全無血

色，稱為淡白舌 -- 主虛證，寒症。多為陽

氣虛弱，氣血不足之象。 

舌淡白而胖嫩，為陽虛內寒 

舌淡白而舌體瘦薄，為氣血不足

（2）紅舌： 

較淡紅色為深的，甚至呈鮮紅色，稱為紅

舌 -- 主熱症。 

舌紅少苔或無苔為虛熱；舌紅苔黃或起芒刺

為實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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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絳舌： 

較紅舌更深的紅色，稱為絳舌 -- 主熱盛（有

外感內傷之分） 

外感熱病見此舌，多為邪熱入於營血（火熱

迫血妄行可預兆或見到出血斑疹等） 

內傷雜病見此舌，多為陰虛火旺。 

舌面光滑如鏡，猶如視可見人，為胃陰大傷； 

舌絳乾枯，為腎陰已涸。 

另有舌絳少苔而津潤者，多為血瘀。 

 

（4）紫舌：舌色青紫，稱為紫舌 -- 主熱症，

寒症，血瘀證 

冠心病，肺心病等常見此舌，以後在臨床可

以多多觀察，做好總結，並做好基礎理論與

實踐的融合。 

絳紫而乾枯少津，屬熱盛傷津、氣血壅滯

淡紫或青紫濕潤者，多為寒凝血瘀。 

 

二 、望舌形 

舌形是舌的形狀，包括胖瘦，老嫩，裂紋等。 

1. 胖大舌：舌體較正常胖大者為胖大舌。 

舌淡白而胖，屬脾腎陽虛，痰濕內盛。 

舌胖大而深紅，屬心脾熱盛。

 

舌胖大兩側有齒痕、稱為齒痕舌，屬脾虛濕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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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瘦薄舌 

舌體瘦小而薄，稱為瘦薄舌。 

為陰血不足，舌體不充導致 

主氣血兩虛和陰虛火旺。 

瘦薄而色淡者，多是氣血兩虛。 

瘦薄而色紅絳乾燥者，多是陰虛火旺，津液

耗傷。

 

3. 老嫩舌： 

舌質紋理粗糙，為老，多為實證； 

舌質紋理細膩為嫩，多為虛證

 

老舌 

 

嫩舌

 

4. 裂紋舌 

舌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裂溝，稱為 裂紋舌 

舌質紅絳有裂紋，多為熱盛傷陰 

舌淡白而有裂紋，多屬氣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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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芒刺舌：舌面乳頭增生，肥大，凸起如刺

者，稱為芒刺舌，多為血熱內結。 

根據芒刺生長部位可以分辨所在臟腑。 

如舌尖芒刺為心火亢盛，舌中芒刺為胃火熾

盛，舌兩邊芒刺，多系肝膽熱盛。

 

三、望舌態： 

主要觀察舌體運動的狀態 : 

強硬舌： 

舌體板硬強直，運動不靈，以致語言謇澀，

稱為“舌強”。

 

主病：見於外感熱病為熱入心包； 

見於內傷雜病多為中風或中風先兆（痰濁內

阻）。 

因熱盛者，舌質多見深紅。 

因痰濁者，多舌胖而有厚膩苔。 

屬中風者，舌多淡紅或青紫。  

顫動舌： 

舌體震顫抖動，不能自主，稱為“顫動舌”。 

主虛損，動風 

久病舌顫，多屬氣血兩虛或陽虛。 

外感熱病見之，多屬熱極生風，或見於酒毒

病人。 

歪斜舌： 

舌體偏於一側，稱「歪斜舌」。 

主中風或中風先兆。

 

吐弄舌： 

舌伸出口外者為“吐舌”； 

舌微露出口，立即收回，在口中轉動不停，

叫作“弄舌”。 

二者多見於小兒，為心脾有熱，或動風先

兆，或見於小兒智力發育不全。 

短縮舌： 

舌體緊縮不能伸長，稱為「短縮舌」。無論

因虛因實，皆屬危重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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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淡短縮或青而濕潤者，為寒凝筋脈； 

舌胖而苔粘膩而短縮者 屬痰濁內阻 

舌紅絳而短縮者為熱病傷津 

舌麻痹 

舌有麻木感而運動不靈的，叫“舌麻痹”（舌

頭麻木）。 

其主病是血虛肝風內動，或風氣挾痰。 

屬中風者，舌多淡紅或青紫。

 

四、望舌苔： 

主要觀察苔色和舌質的異常變化 

（1）望苔色： 

即觀察舌苔的顏色。一般舌苔有白、黃、灰、

黑四種顏色變化。 

1. 白苔：主表證 寒證 

苔薄白而潤，多屬風寒表證； 

苔薄白而舌質偏紅，是風熱表證； 

苔白膩，多為痰濁內停或食積。 

苔白如積粉，為暑濕穢濁之邪內蘊

白苔 :

 

黃苔： 

主裏證、熱證。 

 

淡黃熱輕，深黃熱重，焦黃為熱結。 

外感病，苔由白轉黃，為表邪入裏化熱的徵

象。苔薄淡黃，也常見於外感風熱表證或風

寒化熱。 

若舌淡胖嫩，苔黃滑潤者，多是陽虛水濕不

化。 

灰苔：灰即淺黑色。 

主裏熱證，寒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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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苔可由白苔轉化而來，也可與黃苔同時並

見 

苔灰而乾，多屬熱病傷津 

苔灰而潤，見於痰飲內停，或為寒濕內阻。 

黑苔： 

黑苔較灰苔色深，多由灰苔或焦黃苔發展而

來，常見於疾病嚴重階段。 

主裏證，或為熱極，或為寒盛。 

若苔黑而燥裂，甚則生芒刺，多為熱極津

枯。 

若苔黑而滑潤，多屬寒盛陽衰

 

（1）望苔質：主要觀察舌苔的厚薄，潤燥，

腐膩，剝脫等變化。 

厚薄： 

苔質的厚薄，以「見底」和「不見底」為標

準，即透過舌苔能隱隱見到舌體的為「薄

苔」，不能見到舌體則為「厚苔」。厚薄可

測邪氣之深淺。 

舌苔由薄變厚 為病情加重 

舌苔由厚變薄 為病情減輕

 

 

但舌若無苔 而逐漸有苔 為胃氣恢復 

若舌有苔，而突然無苔，為胃氣大傷。 

（2）潤燥： 

舌苔潤燥是人體津液的盈虧和輸布功能的反

應。 

舌面潤澤，是乾濕適中的正常舌象。 

若水分過多，捫之濕而滑利，甚者伸舌涎流

欲滴，此為「滑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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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苔潤澤說明津液未傷 

滑苔多為 陽虛濕盛 

望之乾枯，捫之無津，此為「燥苔」。

 

燥苔多為熱盛傷津 

舌苔由潤轉燥，表示熱勢加重，病情進展 

舌苔由燥轉潤，表示熱邪漸退，津液漸復，

病情好轉。 

（3）腐膩： 

舌苔腐膩反應中焦濕濁及胃氣的盛衰情況 

苔質顆粒疏鬆，粗大而厚，形如豆腐渣堆積

舌面，揩之可去，稱為「腐苔」 

腐苔多因陽熱有餘，蒸騰胃中腐濁邪氣上升

而成，多見於食積痰濁為患，也見於內癰和

濕熱口糜。

 

苔質顆粒細膩緻密，揩之不去，刮之不脫，

上面罩一層油膩狀粘液，稱為「膩苔」。膩

苔屬陽氣被遏，多見於痰濕或食積。

 

（4）剝脫苔： 

舌苔全部退去，以致舌面光潔如鏡，稱為

「光剝舌」，即前述之光滑舌，又叫鏡面舌。 

若舌苔剝落不全，剝脫處光滑無苔，餘處斑

斑駁駁地殘存舌苔，界限明顯，稱為「花剝

苔」。（ 若不規則地大片脫落，邊緣厚苔

界限清楚，形似地圖，又稱「地圖舌」）--

多見於胃之氣陰兩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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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小兒食積，消化不良或缺鋅也可顯示

花剝苔

 

附：望舌下絡脈 

將舌尖翹起，舌底脈絡隱約可見；舌系帶兩

側，當金津、玉液穴處，隱隱可見兩條較粗

的青紫色脈絡。正常情況下，脈絡不粗，也

無分枝和瘀點。 

若舌下有許多青紫或紫黑色小皰，多屬肝鬱

失疏，瘀血阻絡； 

若舌下絡脈青紫且粗張，其意義與青紫舌相

似，或為痰熱內阻，或為寒凝血瘀。 

總之，舌底絡脈青紫曲張是氣滯血瘀所致。

 

 

舌診內容全部講完。 

  

        舌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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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舌診圖譜

（1（	   ( 1 ) 身體表現：面部（眼皮）浮腫、油光、易生痤瘡、腹瀉、身重困倦、大便燥結、

急躁易怒。 

（2）原因：氣虛、運動少、飲冷飲，造成水濕留在體內 。 

（3）解決方法：紅豆、薏仁各 10 克，煮水 30 分鐘，代茶飲，祛暑濕，適合夏天。

冬天寒濕則適應用綠色的花椒，煮水泡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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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體表現：善忘、喉嚨發乾、性情急躁、皮膚乾躁、身體疼痛、面色晦暗、口唇發黑、

眼圈暗黑、痛經。 

（2）原因：血液流動不暢、外傷造成、生氣（肝鬱氣滯就容易造成血瘀）、氣虛、寒冷造成。 

（3）解決方法：三七與西洋參各 0.5 克，打粉用溫水沖服。

（1）身體表現：記憶力差、思考力差、睡眠不好、容易失眠、容易疲憊、怕風怕冷、天熱

手腳溫、天冷手腳冰涼。 

（2）原因：失血、脾胃功能差不能吸收營養、思慮過多消耗心脾之血。 

（3）解決方法：西洋參 30 克打粉，龍眼肉 300 克，攪拌均勻隔水蒸 4 小時，每天一勺用開

水沖服。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61 期
25

 

（1）身體表現：眼乾、口躁咽乾、手足心

發熱、大便乾躁、眩暈耳鳴、睡眠差、脈搏

快、喜冷飲、心煩愛發火、腰膝酸軟 

（2）原因：津液不足、熬夜、吃辛辣及吃

過多熱性的食物、生大病。 

（3）解決方法：生地、沙參、麥冬、枸杞

各 9 克，石斛 6 克、當歸 3 克、豬龍骨一節，

煲湯服用，一週即可。 

 

（1）身體表現：怕冷、喜飲熱飲、精神不振、

睡眠偏多、口唇色淡、毛髮易落、易出汗、

大便稀薄、小便清長。 

（2）原因：過多吃寒涼的藥、喝冷飲、體

質弱、過份暴露在寒冷的環境裏。 

（3）解決方法：當歸 20 克、生薑 30 克，

羊肉 500 克，煲湯服用。

 

（1） 身 體 表 現： 神 情 抑 鬱、 口 苦 口

乾、 眩 暈、 胃 口 不 佳、 忽 冷 忽 熱、 心

煩 火 大、 嘔 逆、 胸 悶 肋 疼、 失 眠 多 夢 

（2）原因：思慮重、壓力大（七情內傷：

喜則氣散、怒則氣上、憂則氣聚、思則氣

結、 悲 則 氣 消、 恐 則 氣 下、 驚 則 氣 亂 ） 

（3）解決方法：燈芯草、竹葉各 3 克，泡

水喝，3-5 天即可，主要用於突然上火需要

疏肝理氣。長期肝氣不疏主要需要調整「喜

怒憂思悲恐驚」七情。慈悲心是克制七情最

有力的法寶，即仁者壽

舌診臟腑部位分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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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舌色

①淡舌：舌色較正常淺淡，主虛證、寒

證，多見於血虛，為陽氣衰弱、氣血不足

象。色淡而胖嫩為虛寒；胖嫩而邊有齒痕為

氣虛、陽虛。

②紅舌：舌色較正常深，呈鮮紅色，主

熱證，多為裏熱實證。舌尖紅是心火上炎；

舌邊紅為肝膽有熱；紅而乾為熱傷津液或陰

虛火旺。

③絳舌：舌色深紅，為熱盛，多為邪熱

深入營分、血分或陰虛火旺。

紅、絳舌顏色越深，表明熱邪越重。

④瘀斑舌：舌上有青紫色之瘀點或斑

點，多為內有瘀血蓄積。

⑤青紫舌：全舌舌質呈現青紫，或為熱

極，或為寒證。舌質絳紫色深而乾燥為熱

極，溫熱病者為病邪傳入營分、血分 ; 舌質

淡黃紫或青紫而滑潤者為陰寒證。

(2) 舌形：觀察舌質的老嫩、胖瘦、芒刺、

裂紋等。

①老嫩：“老”即指舌質紋理粗糙，形

色堅斂，多屬實證、熱證：“嫩”指舌質紋

理細膩，形色浮嫩，多屬虛證或虛寒證。

②胖瘦：“胖”指舌體胖大、腫脹，多

與水濕停留有關。舌質淡而胖，舌邊有齒痕

者，多屬脾虛或腎陽虛、水濕停留 ; 舌質紅

而腫脹，多屬濕熱內蘊或熱毒亢盛。“瘦”

指舌體瘦小而薄，多屬虛證。舌質淡而舌形

瘦者，多為氣血不足;舌質紅絳而舌形瘦者，

多屬陰虛內熱。

③芒刺：舌乳頭增生、肥大，突起如刺，

多屬熱邪亢盛。熱邪越重，芒刺越大、越多。

臨床上芒刺多見於舌尖與舌邊，舌尖芒刺多

屬肝膽熱盛。

④裂紋：舌體上有多種縱行或橫行的裂

溝或皺紋，多由於粘膜萎縮而形成。裂紋舌

可見於少數正常人。舌質紅絳而有裂紋者多

屬熱盛；舌質淡而有裂紋者多屬氣陰不足。

(3) 舌態：觀察舌體有無震顫、歪斜、

痿軟、強硬等。

①震顫：舌體不自主地顫抖，多屬氣血

兩虛或肝風內動。

②歪斜：舌體偏歪於一側，多為中風偏

癱或中風先兆。

③痿軟：舌體伸卷無力，多因氣血俱虛

筋脈失養所致。

④強硬：舌體不柔和，屈伸不利，甚或

不能轉動，多屬高熱傷津，邪熱熾盛，或為

中風的徵兆。

(4). 舌苔：舌苔是胃之生氣所現。章虛

穀曰：“舌苔由胃中生氣以現，而胃氣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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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發生，故無病之人，常有薄苔，是胃中之

生氣，如地上之微草也，若不毛之地，則土

無生氣矣”。吳坤安說：“舌之有苔，猶地

之有苔。地之苔，濕氣上泛而生 ; 舌之苔，

胃蒸脾濕上潮而生，故曰苔。”現代醫家認

為舌苔的形成，主要為絲狀乳頭之分化。絲

狀乳頭之末梢分化成角化樹，在角化樹分枝

的空隙中，常填有脫落的角化上皮、唾液、

細菌、食物碎屑及滲出的白細胞等，組成正

常的舌苔。正常的舌苔為薄白一層，白苔嫩

而不厚，乾濕適中，不滑不燥。觀察舌苔內

容為苔的顏色、厚薄及潤燥。

(1) 苔色：有白苔、黃苔、灰苔、黑苔等。

①白苔　白苔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其他

顏色的苔可以認為是白苔基礎上轉化而形成

的。白苔一般屬肺，主表證、寒證，但臨床

上也有裏證、熱證而見白苔者。如薄白而潤

為風寒 ; 薄白而燥為風熱 ; 寒濕之裏證可見

白而厚膩之苔。

②黃苔 有淡黃、嫩黃、深黃、焦黃等

不同。一般說，黃苔的顏色越深，則熱邪越

重。淡黃為微熱 ; 嫩黃熱較重；深黃熱更重；

焦黃則為熱結；黃而乾為熱傷津；黃而膩則

為濕熱。

③灰黑苔 多主熱證，亦有寒濕或虛寒

證。舌苔灰黑而乾，為熱盛傷津；舌苔灰黑

而濕潤，多屬陽虛寒盛。灰黑苔多見於疾病

比較嚴重的階段。

(2) 厚薄：有薄苔、厚苔、少苔、無苔。

薄苔多為疾病初起，病邪在表，病情較

輕；厚苔多示病邪較盛，並已傳裏；或有胃

腸積滯；或有痰濕。苔愈厚表示邪越盛，病

情愈重。但舌苔的形成，反映了胃氣的有

無，舌苔雖厚，說明胃氣尚存的一面，而少

苔常表示機體正氣不足，無苔則是胃氣大

虛，缺乏生髮之機。舌面上有不規則的舌苔

剝脫，剝脫處光滑無苔，稱為花剝苔，多屬

胃的氣陰不足，若兼有膩苔則表示痰濕未化

而正氣已傷。

(3) 潤燥：反映體內津液的情況。正常

舌苔不乾不濕，無苔乾燥為體內津液已耗，

外感病多為燥熱傷津，內傷病多為陰虛津液

不足；舌苔濕潤表明津液未傷，而苔面水份

過多伸舌欲下滴，稱為滑苔，則示體內有濕

停留。

膩苔：苔質緻密、細膩如一層混濁光滑

的粘液覆蓋於舌面，不易擦去，多屬痰濕內

盛。

腐苔：苔質疏鬆如豆腐渣，堆於舌面，

易於擦去，多為實熱蒸化胃中食濁，為胃中

宿食化腐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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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診現代研究簡介
舌為口腔中主要器官之一，是由很多橫紋肌組成的肌性器官，外表被有特殊的粘膜，尤

其舌背粘膜是組成舌苔的主要部分。舌的血管和神經分佈極其豐富，其粘膜上皮薄而透明，

故能十分靈敏地反映機體的變化、消化系統和體液的變化。近年來運用現代知識和方法研究

中醫舌診的日益增多，簡介如下：

(1) 正常舌象：

淡紅色舌質：由於粘膜下層及肌層中血管及血運十分豐富，使舌肌呈紅色，透過一層白

色明帶有角化的粘膜面，而形成正常的淡紅色舌質。

薄白苔：由舌的絲狀乳頭末端角化樹及其空隙中的脫落角化上皮、唾液、細菌、食物碎

屑、滲出細胞等形成。

(2) 舌象的變化：

①舌質的變化與血液循環、體液狀況、及機體生理失調、

組織細胞代謝障礙有密切關係 ; 如全身機體代償機能失調或機能不足時，就可能出現氣

虛的舌象 ; 機體消耗過甚，影響到某些重要物質缺乏時，就出現陰虛的舌象。

淡白舌多與組織水腫、毛細血管收縮、血液減少，血流緩慢等因素有關，常見於貧血，

或蛋白質缺乏，尤其是白蛋白缺乏者，亦可見於消化系統功能紊亂，或內分泌機能不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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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上腺皮質機能不全等；紅絳舌與毛細管擴張，血液量增加，血液濃縮等因素有關，多見於

發熱，尤其是急性感染性疾病，脫水，維生素缺乏，外科手術後，水液平衡失調及昏迷等病

人；青紫舌可能與靜脈瘀血，或缺氧而致還原血紅蛋白增加等因素有密切關係，多見於肝臟

病、心臟病及癌腫患者。

舌體胖嫩，主要由於血漿蛋白減少，舌組織水腫，且可因水腫、舌體增大或肌張力降

低、鬆弛而在舌邊出現齒痕；裂紋為舌乳頭融合及分離而造成的裂隙，可能與舌粘膜萎縮有

關；芒刺系由絲狀乳頭向蕈狀乳頭轉化，同時由於粘膜固有層中血管充血擴張，致蕈狀乳頭

腫脹，充血而成。

舌質乾幹燥，是由於唾液分泌減少或伴有唾液含水量降低所致。脫水患者，血液粘稠度

增高，唾液水樣分泌減少，故舌面幹燥，所以舌面乾燥是臨床失水的最好指標，是任何原因

引起失水的最早表現。

②舌苔的變化與絲狀乳頭增生，角化增劇，細菌的作用，口腔中存在水分多少，以及全

身營養狀況，臟器疾病等有關：白苔多為氧氣交換減少，或貧血，攜氧降低，導致組織缺

氧，引起舌粘膜代謝障礙和代謝產物增多而形成 ; 黃苔是由於感染等致炎因數和代謝產物的

刺激，使絲狀乳頭增生，粘膜表層彌漫的角化不全和角化過度，加上角質碎片和產黃色微生

物的作用，以及舌的局部炎性滲出物等而形成，故多見於感染性疾病，傳染病，發熱及一些

惡性腫瘤；黑苔的形成是因絲狀乳頭增生更劇，出現棕色角化細胞及黑色黴菌滋生，或腐敗

細菌作用於舌粘膜上之壞死物質，或與含鐵微生物結合形成硫化鐵而致黑色，故認為慢性感

染，毒素刺激，胃腸功能紊亂，黴菌感染，長期應用抗生素和由於惡性疾病引起口腔健康情

況惡化，是造成黑苔的原因，也可見於吸煙過量，口腔衛生差者。

舌苔變厚，變膩，多由於病後食欲減退或進軟食、流質、舌的機械摩擦作用減少，或因

發熱脫水、唾液分泌減少，清洗作用降低，影響舌的自潔作用降低，使絲狀乳頭延長，加上

角質碎片、滲出物等堆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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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目前有關研究資料，舌象變化與下列幾點有關：

①	 與營養缺乏有關：慢性胃病或慢性腹瀉的患者，由於消化吸收不良，在臨床上可見

到黃色或灰色的舌苔。體內消耗過多及代謝紊亂，也可見到舌苔的顯著變化，如各

種發熱病人開始多薄白苔，中期多乾黃苔，糖尿病人可見到乾紅苔等。

②	 與循環系統及血液的質和量有關：高度貧血者，舌質淡白，舌乳頭萎縮，失水、酸

中毒、血液濃縮、缺氧者，舌質均呈鮮紅或紫色；血小板減少，舌上可出現紫斑；

惡性貧血出現光滑舌。

③與細菌病毒感染及機體抵抗力有關：流行病初起多白膩苔，病勢較重或嚴重時出現紅

絳舌；綠膿桿菌所致的敗血症，以光剝舌較多，鏈球菌、葡萄球菌所致的敗血症，則多見黃

苔。說明舌象的變化不僅與細菌種類有關，而且還可能與機體的抵抗力有及反應性有關。一

般綠膿桿菌所致的敗血症，多在人體抵抗力極差的情況下發生，正氣不足，故舌見光剝，而

鏈球菌及葡萄球菌感染的敗血症，以實熱證居多，故多表現為黃苔。

③	 與唾液有關：高熱的病人如中毒性肺炎和急性腸炎失水患者，均有舌面乾燥，口腔

內失潤現象。這是因血液粘稠度增高，唾液水樣分泌物減少所致。又如陰虛患者，

常有交感神經緊張性增高，副交感神經緊張性降低，使唾液漿液性分泌減少，代之

以粘液性分泌，唾液的質量發生改變而見舌面乾燥。

⑤與內分泌有關：內分泌失調者，舌象有異常反應，如腎上腺機能不全者，舌面上可能

有褐色隆起或陷下的色素斑

(3) 舌象變化的臨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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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舌象的變化能夠反映疾病的輕重和進退：如舌質淡紅，舌苔白、薄、潤均為病情較輕 ;

舌質紅絳、青紫、舌苔黃厚，灰黑，或光滑無苔，均為病情較嚴重；淡白舌多屬於慢性疾病，

病情變化慢，病程較長，如貧血，蛋白質缺乏或腎上腺皮質機能不全等；紅絳舌多見於發熱，

脫水，水液平衡失調等，如燒傷患者，創面越大，傷熱越重，則舌質變紅越快越明顯， 如

並發敗血症則舌質多紅絳乾枯，肝硬化病人若原為淡紅舌，薄白苔或薄黃苔，一旦轉為紅絳

光剝，常表示肝功能惡化；急性闌尾炎多見膩苔，在治療過程中厚膩苔轉為薄白苔，多是病

情好轉，但如疼痛減輕而膩苔不退，則表示病情未減，甚至可能增劇。

②舌象的變化對某些疾病的診斷有一定的意義：綠膿桿菌性敗血症，多見舌光剝無苔，

而鏈球菌、葡萄球菌性敗血症，則多黃苔 ; 重症感染性疾病，惡性腫瘤，甲狀腺機能亢進，

嚴重的肺、肝、腎等實質臟器疾病，常見舌質紅絳，舌體瘦小，舌乾而有裂紋等陰虛舌象，

有的舌苔光剝舌邊尖有紅刺，後期則舌面光滑如鏡、重症肝炎患者，舌質多紅絳，乾枯少津，

病情惡化時更明顯，舌苔多厚膩或燥，色黃或黑，有時也可見光剝無苔；腫瘤患者晚期出現

紅而光亮的舌象。

 

中醫舌診辨治 

中醫診斷望、聞、問、切中，望為首，切為末，聞問為輔，綜合辨證施治，這是最基本的。

而望中包括望神、望色、望形、望態。所以望診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是舌診，因為很多人

看不懂中醫的說法，所以現在講解下舌診，希望大家受益！ 

正常舌象為：舌體柔軟、活動自如、顏色淡紅，舌面鋪有薄薄的、顆粒均勻、乾濕適中的白

苔，常描寫為「淡紅舌、薄白苔」。觀舌，主要是觀察舌質和舌苔兩個方面的變化。舌質，

又稱舌體，是舌的肌肉脈絡組織。舌苔，是舌體上附著的一層苔狀物。機體在疾病病理變化

過程中，陰陽的盛衰，氣血的調和，津液的存亡，均可直接反映在舌苔變化中，察舌苔的變

化，即可知臟腑盛衰、疾病嚴重程度等。 

一、裂紋舌：舌面見多少不等，深淺不一，形狀各異的裂紋，稱裂紋舌。裂紋舌多為陰虛熱

盛之證。裂紋舌主病： 

1、熱盛傷陰，多為紅絳舌有裂紋；2、血虛不潤，多為淡白舌有裂紋；3、脾虛濕浸，多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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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淡白胖嫩，邊有齒痕，又有裂紋。治宜滋補陰精，益氣生津；補脾滲濕；補陰瀉火；清熱

潤燥。另外，裂紋舌指舌質之裂紋，也指舌苔之裂紋；在辨證時，應從苔的乾潤來辨，若因

乾而裂，為外感疾病熱灼津傷，燥熱嚴重。若苔上有津而裂，多為氣虛所致。 

二、胖大舌：舌體虛浮胖大，或邊有齒痕，色淡而嫩的稱胖大舌。

胖大舌主病： 

1、脾虛，證見舌體胖大而嫩，色淡。舌邊有齒痕，舌苔薄白，面白形寒，少氣懶言，倦怠

食少，腹滿便溏，脈虛緩或遲弱。多由於水飲痰濕阻滯，水濕瀦留舌體致舌體胖大。若淡白

胖嫩，舌面水滑，屬脾腎陽虛，氣不化津，水濕上泛所致，治宜健脾益氣，方宜八味理中湯，

補中益氣湯類。臨床多見於肥胖症、甲狀腺功能低下、貧血等病人的舌象。常用的中成藥有：

人參健脾丸、藿香正氣丸、參苓白朮丸、附子理中丸、加味保和丸等。 

2、腎虛水泛，證見舌大胖嫩，色淡，邊有齒痕，腰以下腫甚，小便少，形寒神疲，四肢厥冷，

面色晦暗或晃白，脈沉遲或沉細，治直溫陽利水，用金匱腎氣丸、真武湯之類，另外若見舌

淡紅而胖大，伴黃膩苔，多是脾胃濕熱與痰濁相搏，濕熱痰飲上溢所致。治宜化濕逐痰，。

宜茵陳、木通、滑石、石膏、梔子以清熱利濕。臨床多見於慢性腎小球腎炎、腎盂腎炎等病

人的舌象。常用的中成藥有：金匱腎氣丸、濟生腎氣丸、補腰健腎膏、腎炎溫陽片、腎炎消

腫片等。

 

三、齒痕舌：舌體的邊緣見牙齒的痕跡，即為齒痕舌。齒痕舌主病：淡白濕潤而有齒印，屬

寒濕壅盛；淡紅而有齒痕，屬脾虛或氣虛；紅而腫脹滿口，邊有齒痕，多屬濕熱痰濁壅滯；

總之可分成氣虛與陽虛兩型： 

1、氣虛型：脾氣虛弱，主證：舌質淺談，舌苔薄白，舌體胖嫩，舌邊齒痕，面色恍白或痿黃，

氣短懶言，頭重身腫，倦怠乏力，自汗，飲食減少，食後腹脹，泛惡欲吐，大便溏瀉，脈細

弱無力。治則：補中益氣。 

2、陽虛型：主徵：舌質談白，舌面濕潤多津，或舌面水滑，舌體圓大胖嫩，邊有齒痕。面

色蒼白或青黑，神疲乏力，倦怠喜臥，口淡不渴，納呆食少，腹中冷痛，得溫方舒，胃寒肢

冷，尿清便塘，或見浮腫，脈沉微。治則：辛溫補陽。常用的中成藥有：人參健脾丸、藿香

正氣丸、參苓白朮丸、附子理中丸、加味保和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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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厚白膩苔：舌象為苔色白而厚，顆粒堅緊或疏鬆，可佈滿全舌，亦可邊尖較薄，中、根

部較厚。厚白膩苔主病：主濕、主痰、主寒。 

1、由外感寒濕之舌苔白膩，為感受寒濕之邪。寒則令色白，濕則主膩苔；因寒濕在表，故

舌苦可呈薄白而膩，治當溫散寒濕，方選羌活勝濕湯。 

2、由濕阻膜原之舌苔白膩，為感受濕熱病毒所致，亦可因濕濁內蘊又復感外邪引發；濕熱

由表入裏，蘊伏於膜原之間。陽氣被鬱，濕濁上泛而見白厚膩而乾之舌苔，或白如積粉。治

宣化濕辟濁兼清熱，方用達原飲。 

3、由寒飲內停之舌苔白膩，為脾陽不振，水飲內停所致舌苔白而厚膩，或水滑。治宜溫陽

醒脾行水，方用溫脾湯。

 

五、黃膩苔：舌象為苔色黃而粘膩，顆粒緊密膠粘，加黃色粉末調塗舌面。黃膩苔由邪熱與

痰涎濕濁交結而形成。苔黃為熱，苔膩為濕，為痰，為食滯。黃膩苔主病：主濕熱積滯，痰

飲化熱或食滯化熱等證；亦主外感暑熱，濕溫等證。治宣清熱，化濕，祛痰。另外，辨黃膩

苔；尚應註意結合舌質合參。

1、若淡紅舌，黃苔滿佈舌面，苔色潤澤不燥；邊尖兼少許白苔，因外邪傳裏化熱，進入陽

明胃腑而生。主病，熱入陽明證，氣分濕熱症，肝膽疾患及尿路感染，多種發熱疾病。治宜

清熱解毒，疏通表裏。 

2、若紅舌，黃膩苔，中厚而邊薄，緊密細膩，根部尤甚，則多因熱痰互結，或濕邪入裏化熱，

或溫熱之邪結於胃腸，尚未至陽明燥實。 

3、若舌色深紅發繹，則又為營熱深重之候；主病；熱痰互結。中焦濕熱；胃腸宿食。治宜

清熱化濕，滌淡導滯。 

4、若紫舌，灰黃厚苔，苔潤而不燥，即為寒熱錯雜，熱從寒化，或寒從熱化之危重之候，

多因為熱病不愈，心陽暴衰，停痰厭飲久久不愈，兼感外邪，入裏化熱；盛夏炎熱，恣食生

冷而發中寒霍亂；陰盛於內，逼熱上浮；素體內有瘀血。又感邪化熱；故主病為真寒假熱，

心腎陽衰，霍亂吐瀉，哮喘諸證。治宜溫通心腎，回陽救迎；清熱化池；活血化瘀。 

5、若紫暗舌，黃膩苔，舌體胖，舌面滿佈黃苔。夾有白苔，中根較厚，其色黃而厚膩，其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61 期34

形成可因陰證夾食，可因痰濕內鬱，可因寒邪凝滯，可因濕食阻滯中焦，氣血鬱阻，亦有濕

熱與胃腸糟粕搏結之證。治宜溫陽健脾，活血消積。 

臨床多見於急慢性胃腸炎。膽囊炎，尿毒癥等病人的舌象。此類舌象的病人一般病情較複雜，

治療宜按辨證施葯。

六、黃燥苔舌象為苔色黃乾而少津液，屬邪熱傷津之病變。苔薄黃而乾，為病初外邪化熱入

裏，邪熱傷津；苔黃而乾燥，為氣分熱盛，津液已傷；舌苔乾色黃，滿舌厚積，為實熱裏證；

若病後期苔由厚而薄，色由深而淺，乾而少津，則為邪熱雖退，津猶未生之候。 

黃燥苔主病：邪熱傳裏，治直瀉熱清裏。氣分熱盛津傷，宜辛寒清氣，泄熱保津。實熱裏證，

邪熱結臟腑。宜苦寒攻下以泄熱救陰。熱退津傷，治宜甘寒生津。因黃燥苔多合並有複雜的

主病，所以用藥也要根據病情來定。常用的清熱去火藥中成藥有：清熱解毒丸、新清寧片、

紫雪散、安宮牛黃丸等。

 

七、灰苔：舌上苔色呈現灰中帶黑者，稱「舌苔灰黑」。灰苔嚴格說，舌苔灰與舌苔黑之色

澤、主病不盡相同。然苔色漸黑即為灰；苔色深灰則為黑，苔灰主病略輕，苔黑主病較重，

隨病情發展與轉歸，兩者又密切相關。 

總之灰苔主病：灰苔乾燥，主陽明腑實，陰液已傷，若腑實證在，治直苦寒攻下；若無腑實

證候，脈細數，治宜苦寒救液。若灰苔粘膩，主痰濕內阻，溫病兼挾痰濕之證，或伴其他險

惡證候，還當細辨。治宜溫中燥濕，芳香清化。灰苔滑潤，兼吐利脈細，主陽虛有寒之陰證，

治宜溫陽祛寒，如四逆，理中等。另外灰苔主病有寒、熱、淡濕之不同，臨床還需結合舌質、

舌面潤燥及其他證候審察辨證。

八、黑苔較灰苔色深，多由灰苔或焦黃苔發展而來。黑苔常出現於疾病嚴重階段。主裏、上

熱極，主寒盛。 

1、若黑灰滑膩苔，為寒濕濁邪停於胃腸之象，主寒飲痰濕。濕痰鬱熱，治宜溫中燥濕，芳

香清化； 

2、若黑苔分佈於舌之左右，中為白苔，舌色正，乾、潤適中，為寒實證，為中焦虛弱，外

襲之寒邪入於胃腑，致飲食停積不運；主病：中焦寒況；脾胃實熱，當溫中散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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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暗紫舌苔：舌色暗紫，晦暗不潤澤，紫中略帶灰色。 

1、熱邪深重，津枯血燥，血行瘀滯。主病：熱邪入血，治宜涼血散血。2、素有瘀血，又感

溫熱之邪熱入於營分，血熱瘀蘊，經脈阻滯，可伴腹內結塊，脹痛，痛以刺痛為主，痛處不

定，肌膚甲錯，黑黯消瘦，主病：營熱夾瘀，治宜清營破瘀。 

3、溫熱夾濕兼瘀，濕與熱並，瘀蘊不解，主病：血瘀濕熱，治宜化瘀利濕。 

十、焦黃苔：舌象為苔色老黃而焦，或厚而色深黃，黃褐色，尤以中心或舌根部為甚。主病

胃實熱內結之象。若細分舌質辨，則分淡白舌，根焦黃苔，為舌體較大，舌質談白，舌尖致

舌根滿佈黃苔夾白，舌根部乾而少津，呈焦黃色。 

黃苔乃胃熱熾盛之象，多由病邪入裏化熱而發；亦或熱邪直入陽明，溫邪進入氣分，根部焦

黃乃胃、腎陰液大傷，故主病：陽明腑實證，臟腑三焦實熱，或溫熱病後期，胃腎陰虧，及

多種發熱症及感染性疾病，治宜苦寒瀉下，清熱生津。 

又絳舌，焦黃苔，舌質紅絳，兩側絳而發紫，舌根部焦黃色苔，燥而少津，為外感邪氣，化

火入裏，灼傷營血，津液耗損，胃腸實熱，腎陰虧損，從而使陰津不足。邪熱與糟粕結於胃

腑，津液日枯，令舌質由紅到絳，令苔色由黃轉焦而無津。主病：溫熱病邪入營血，或兼陽

明燥實證，各種感染性疾病，各種長期發熱不退。治宜清熱通裏，涼血解毒。

 

十一、鮮紅乾燥舌：舌色鮮紅或深紅，舌面乾而少津，鮮紅乾燥舌主病：熱邪入裏，營熱津

傷，治宜清營養陰；陰虛火旺，治宜滋陰降火；心火獨旺，治宜瀉心火導熱下行。總之凡因

暴瀉、消渴而致氣陰俱傷，如脫水，電解質紊亂之鮮紅乾燥舌，均可立清熱生津，滋陰降火

之法。

 

由於各型舌苔都是兼證較多，在臨床疾病中也很多見，具體可參考臨床各兼證。另外還要注

意舌尖表心肺；舌中表脾胃；舌邊表肝膽；舌根表腎、命門。所以診斷時要分清舌象，因為

病人一般病情較複雜，治療宜按辨證施藥。靜原本打算結合圖片而講解，但由於種種原因，

所以只有紙上談兵！以上便是小女子之見，如有不恰之處請各大師明指！願好人一生平安、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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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少症 (Sarcopenia)

肌少症問題不僅會讓人常常很累、限制了行動，更嚴重的是，它讓失智症的風險提高。如果

一個人心智正常，卻因為身體問題必須長久臥床，這個人的心智退化速度會不斷加速。因此，

維持自己的身體健康，其實也是在保護大腦的清醒。

你有肌少症問題嗎？一張量表做檢測

台大醫院竹東分院院長詹鼎正指出，民眾平時在家可透過填寫歐盟肌少症工作小組設計的

SARC-F 問卷或量測小腿圍，初步了解自身肌少症風險。若問卷填寫結果大於 4 分、50 歲

以上男性小腿圍小於 34 公分、女性小於 33 公分，可能有肌少症，應前往醫療院所做進一步

檢測。

日本名醫教你走路就能增肌抗衰老

日本骨科名醫太田博明指出，走路就能延長壽命，這是一種能讓人微微發汗，既不困難也不

會太輕鬆的適量運動。

他指出，只需要在每天 20 到 40 分鐘的快走運動中加入「大步快走」的動作，大約每 3 分鐘

穿插一次即可。至少 20 分鐘，不需要一直快走，中間稍微中斷也沒關係。但是，一定要確

實執行大步快走的動作。它具有強大的健康效果，對身體的負擔也很小，同時還能鍛鍊大腿

肌肉，對腳跟施加不小的重力負荷。

普通快走與大步快走相互搭配的快走運動，是太田博明最推薦的運動方式，也是全球公認維

持長壽的「最佳運動」。只要持續 5 到 6 個月，大腿就能增加約兩成的肌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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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博明表示，這個運動每天只能消耗大約 1/3 碗白飯的熱量，雖然看似不多，卻非常重要。

因為它能提升身體的基礎代謝率，只要基礎代謝率提高了，就能讓日常的能量消耗變得更有

效率。

每天一萬步加上「大步快走」，還能強化心肺功能

一天一萬步的普通快走，雖然也有減少體重及脂肪的作用，卻沒辦法增加下半身的肌力及全

身的持久力，不過只要每週加入三到四次的大步快走，就能獲得良好效果。想要擁有不生病、

不癱瘓的健康身體，運動絕對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習慣。

除此之外，這個運動還具有各種健康效果。例如，可以提高心肺機能，讓血管變得更強健；

持之以恆還能強化心臟功能，提高全身的血液循環能力，降低心跳數，減輕心臟的負擔。它

也能活化肺部，增加空氣的進出量，不需要激烈運動也能吸入更多氧氣，提高體內的含氧量。

當心肺機能提高，就能運送更多血液到全身的細胞及器官，同時增加微血管的數量，讓血管

變得更強韌。當血流量增加，身體各處也能獲得更豐富的氧氣、養分及荷爾蒙。快走也具有

放鬆肌肉及血管的作用，讓血管變得柔軟，進而改善及安定血壓。

長壽快走運動對甩掉內臟脂肪也很有效果，皮下脂肪囤積會壓迫血管，造成血壓上升及腰部

疼痛，內臟脂肪囤積更是造成嚴重疾病的第一步。身體擁有各式各樣的機能，只有當所有機

能都正常運作，身體才會一直保持年輕、強韌及美麗。

一天一萬步的普通快走，雖然也有減少體重及脂肪的作用，卻沒辦法增加下半身的肌力及全

身的持久力，不過只要每週加入三到四次的大步快走，就能獲得良好效果。想要擁有不生病、

不癱瘓的健康身體，運動絕對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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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這個運動還具有各種健康效果。例如，可以提高心肺機能，讓血管變得更強健；

持之以恆還能強化心臟功能，提高全身的血液循環能力，降低心跳數，減輕心臟的負擔。它

也能活化肺部，增加空氣的進出量，不需要激烈運動也能吸入更多氧氣，提高體內的含氧量。

當心肺機能提高，就能運送更多血液到全身的細胞及器官，同時增加微血管的數量，讓血管

變得更強韌。當血流量增加，身體各處也能獲得更豐富的氧氣、養分及荷爾蒙。快走也具有

放鬆肌肉及血管的作用，讓血管變得柔軟，進而改善及安定血壓。

長壽快走運動對甩掉內臟脂肪也很有效果，皮下脂肪囤積會壓迫血管，造成血壓上升及腰部

疼痛，內臟脂肪囤積更是造成嚴重疾病的第一步。身體擁有各式各樣的機能，只有當所有機

能都正常運作，身體才會一直保持年輕、強韌及美麗。

西醫治療 /陳慶餘台大醫學院 家庭醫學科  
     
肌少症 (Sarcopenia) 源自於「肌肉」(sarx) 和「減少」(Loss)。在老化的過程中，生理狀況

逐漸退化，加上老人帶有多重慢性疾病 (co-morbidity condition)、身體功能缺損 (physical 

impairment) 導致不動 (disuse)，加速肌肉量的減少。一般而言，在 30 歲以後，每 1 年減少

1-2％，60 歲以後，減少的速度遽增。此外，肌少症亦是後續不良健康事件，如失能、跌倒、

功能退化、住院、甚至死亡的危險因子。

老年病症候群（geriatric syndrome）泛指特別容易發生在老年族群，一般成人不常見的問

題，如衰弱症、骨質疏鬆症、憂鬱症、跌倒等等。這些症狀常無法以單一器官系統的疾病來

解釋。由於老人各種生理系統累積性的機能退化，造成生理儲備量降低、抗壓力減弱，與多

重危險因子及慢性病間的交互作用，進而產生非典型的臨床表徵，進入後續不良健康事件的

惡性循環。Inouye SK 等人針對 5 種常見老年病症候群 – 瞻妄 (delirium)、跌倒 (falls)、功

能退化 (functional decline)、尿失禁 (in-

continence)、 壓 瘡 (pressure ulcers) 探

討其共通危險因子，包括老化、認知功

能退化、行動力減少、營養不良及身體

活動功能限制。衰弱症 (frailty) 是老人

進入失能前的表徵，目前臨床上常用的

衰弱評估指標為 Fried Frailty Index，

包 括 非 刻 意 控 制 的 體 重 減 輕（shrink-

ing）、做任何事情感到費力（ex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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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身體活動量不足（low physical activity）、手握力差（weakness）、行走速度慢

（slowness）。老人衰弱症的判定主要是以行動力為判斷核心，其核心表現在肌肉系統就是

肌少症。以肌少症發生的危險因子、與後續不良事件發生的相關性等特性，肌少症可考慮列

為老年病症候群的一員。

肌少症可以從三方面探討：(1) 肌肉量減少 (low muscle mass)；(2) 肌力減弱 (lowmuscle 

strength)；(3) 肌耐力減小 (low physical performance)。2010 歐洲老年醫學聯盟針對老化

造成的肌少症，提出其診斷的方式及定義。簡單而言，在 65 歲以上，每秒鐘正常行走速度

小於 1m，或手握力差，加上肌肉量小於特定臨界值，即可判定肌少症。由於判斷肌少症的

截點（cut-off point）目前仍無統一的定論，初步針對台大醫院內科和家醫科門診收案的老

人，男性肌少症盛行率從 18% - 64%；女性肌少症盛行率從 9% – 41%。肌少症與身體衰弱 

(physical frailty) 在臨床上是可以經由有效的介入與診斷，延緩後續不良健康事件的惡性循

環。除了上述的診斷外，一般而言，適當的運動配合蛋白質的補充，可以延緩肌肉量的減少。

中醫治療 /盧三勝醫師醫案

林女，年約 60 幾歲，肌少症

109/06 月底 食量不斷減少，吃不下，腹脹，想吐，口裏不斷生淡味口水，頭暈，雙小腿肌

肉消瘦，雙腳酸，行走無力，現連走 20 分鐘路程到菜市場都無力，站立時會抖動，診其脈

右關尺大，應指無力，輕壓從三菽到 15 菽，再慢慢提起時，脈應指無力，顯示氣虛，脈雖大，

但形態顯，金匱虛勞篇提到脈大為勞，此型態顯的脈大提示陰精不足，所以病機為脾腎氣陰

兩虛。依氣虛仿補中益氣湯，加黨蔘 2g, 黃耆 1.2g, 白朮 1g, 依型態顯的大脈仿景岳大營煎

之意，加熟地 2g, 川牛膝 1.5g, 枸杞子 2g, 杜仲 1g, 山藥 2g, 共 8 味藥。

109/07/27 看診約一個月，但有時沒準時服用藥物，女病患描述現可吃一碗飯，不會想吐，

腹脹改善，腿仍消瘦，但不會抖，行走較有力，現運動行走 20 分鐘沒問題，但腰仍酸，續

以上方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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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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中醫內科第六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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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