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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群報告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2021 年 07 月第 63 期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時逢大暑、中伏將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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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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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本會鄭承濬前秘書長提供本期主題文章 --【腦血栓形成】。
2. 診斷探微：(P.07) 分享廣州中醫藥大學鄧鐵濤的診斷文稿【治療眩暈的臨床經驗】。
3. 醫案探尋：(P.12) 轉載網路【防己黃耆湯案兩則】之醫案，供同道學習參考！
4. 醫藥新知：(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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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食療養生：(P.23) 本期轉載當令節氣食療之相關知識，提供會員自己養生及患者衛教。
6. 友會活動：(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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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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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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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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承濬 / 華濬中醫診所
【概述】
腦血栓形成（cerebral thrombosis）是缺血性腦血管病中常見的類型。由於供應腦血液
的動脈粥樣硬化等自身病變使管腔狹窄、閉塞，或在狹窄的基礎上形成血栓，造成腦局部急
性血供中斷，缺血缺氧，腦組織硬化壞死，出現相應的神經系統症狀如偏癱、失語等。任何
能引起血管腔狹窄，血液凝血度增高，血流速度減慢或心臟機能障礙者，都能導致腦血栓形
成。產生腦血栓最常見的病因是動脈粥樣硬化和小動脈硬化。動脈粥樣硬化主要累積較大動
脈，尤其是動脈分叉與轉彎處，故在頸內外動脈分叉處、頸內動脈虹吸部，椎－基底動脈結
合部，大腦中動脈和大腦前動脈線胼胝體膝部等處易發生。長期高血壓使小動脈發生硬化，
高脂血及糖尿病也是促成動脈硬化發生的重要因素。另外，動脈粥樣硬化斑玦的動脈壁出血
可以造成急性腦血管閉塞，各種腦動脈炎，諸如結核、鉤端螺旋體、風濕、梅毒、瘧疾等。
由於動脈內膜粗糙、管腔狹窄、血小板、紅細胞及纖維蛋白易附著於該處；或由於脫水、紅
細胞增高症、口服避孕藥等，引起血液粘滯性、凝固性增高，以及使用降壓藥物過量，引起
血壓降低。此外，心動過緩、心功能不全、外傷等因素，也容易引起血栓形成。
中風一病，病名源於《內經》，立論於《今匱》，後人更闡發，由於古今各家見解不一，
語意概念更迭，其說紛紜。近代醫家張伯龍、張山雷、張錫純受西醫學思想的影響，較明確
提出了本病相當於西醫的“腦充血”在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述語》中，將包括腦血栓形
成在內的缺血性腦血管病明確稱為“缺血中風”，是因瘀、痰等病理產物阻塞腦絡，導致以
半身不遂、口舌歪斜、失語等為主要表現的腦神經疾病。
本病病因複雜，擇其要者，多與外感六淫之邪、情治內傷、飲食失調等因素有關。其病
基為風、火、痰、瘀等閉塞經脈、擾動神明，或因臟腑虛損、氣血陰津不足、經脈、腦府失
養。本病屬中醫學中風或卒中、偏枯、偏風等范疇。

一、主題文章

腦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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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
本病是急性腦血管中最常見的病種。世界衛生組織 15 個中心統計表明，在中風的發病
率中，本病達 40 ﹪以上。國內部份材料統計表明本病在不同地區發病率的構成比中有較大
本病 95 ﹪以上發病於 50 歲以後，尤以 60 歲以後的老年人發病者居多（動脈炎性腦血
栓可發生於任何年齡），男性多於女性。約 60 ﹪病人起病前有某種誘因可查，如過度勞累、
氣候變化、服降壓藥過多等；有些腦血栓是在睡眠中發病，醒來才發現半身肢體癱瘓；有些
白天發病，先有頭昏、眩暈、肢體麻木無力或有短暫腦缺血發作等前驅症狀，相繼或以後才
發病。典型的臨床表現多數無意識障礙和頭痛及嘔吐等高顱壓症狀，局灶症狀多在數小時或
2~3 天內達到高峰，以後不在發展，稱為穩定型中風。而且由於側肢循環的建立，梗死區的
水腫消退，症狀可逐漸減輕。

【診斷要點】
一、辨證要點
1. 發病年齡較高，常伴有高血壓、動脈硬化、糖尿病或反覆發作的一過性腦缺血發作病
史。
2. 多在安靜時發病，常呈進展性卒中。
3. 症狀多在幾小時或較長時間內逐漸加重。
4. 多數病人意識清楚，表現為偏癱、失語等頸內動脈系統椎－基底動脈系統的局灶性神
經功能缺失症狀和體徵。
5. 腰穿檢查，多數病人腦壓不高，腦脊液清晰。
6.CT 檢查對腦梗塞、腦出血、腦瘤的鑑別有重要意義。
一般在安靜或睡眠中發病，醒來發現偏癱，無意識障礙和顱壓增高徵狀，如為大血管急
性血栓，可因廣泛缺血水腫而伴有意識障礙及顱壓增高，甚至產生腦疝。有的成慢性進展，
類似顱內占位性病變，局灶症狀因血栓發生的部位有異而不同。
頸動脈系統血栓表現為同側半球受累，出現對側中樞性偏癱，對側感覺障礙和同測視覺障
礙，如血栓在主側半球可有失語。椎－基底動脈系統表現為腦幹和小腦受累，不少病例在腦

一、主題文章

差異，分別為 20.1 ﹪ ~62.7 ﹪不等。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63 期

4

血栓形成前有短暫性缺血發作史。椎－基底動脈主幹完全閉塞。病情多嚴重，常迅速昏迷，
可很快死亡。
二、類症鑑別
1. 腦出血
典型者不難鑑別。但大面積梗塞與腦出血、輕型腦出血與一般腦血栓臨床病狀相似，鑑別困
難，往往需要作 CT 等檢查才能鑑別。
2. 腦栓塞
起病急驟，一般缺血範圍較廣，症狀較嚴重，常有心臟病史，特別是有心房纖顫、感染性心
內膜炎、心肌梗死或有其他易產生栓子的疾病時應考慮腦栓塞。
3. 顱內占位性病變
某些硬膜下血腫、顱內腫瘤、腦水腫等發病也較快，出現偏癱等症狀，與腦血栓相似。應注
意有無高顱壓的症狀及體徵，必要時可做腦脊液穿刺、CT 等檢查以玆鑑別。

【治療方法】
一、辨證論治
1. 絡脈空虛，風邪入中：
證候：突發半身不遂，手足麻木，口眼歪斜，語言不利。舌苔薄白，脈弦滑。
治法：養血和營，袪風通絡。
方藥：大秦艽湯加減：秦艽 3 錢 5 分，當歸尾 3 錢 5 分，赤芍 3 錢 5 分，川芎 2 錢，生
地 5 錢，熟地 5 錢，羌活 2 錢，淮牛膝 5 錢，生石膏 5 ～ 10 錢，黃芩 3 錢 5 分，
防風 3 錢 5 分，茯苓 3 錢 5 分，甘草 2 錢。
2. 風痰上擾，經絡失和：
證候：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頭暈頭痛，痰多，舌強言蹇，形體肥胖。舌體胖，苔黃膩，
脈弦滑。
治法：袪風除痰，宣竅通絡。
方藥：牽正散合導痰湯：僵蠶 3 錢 5 分，全蝎 1 錢 5 分，禹白附 1 錢 5 分，法夏 3 錢 5 分，
製南星 2 錢，茯苓 3 錢 5 分，菖蒲 2 錢，遠志 2 錢，木香 2 錢，甘草 2 錢。

一、主題文章

發病更急，常有頭痛、嘔吐等顱內壓增高症狀及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血壓增高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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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肝腎陰虛，風痰上：
證候：平時頭暈耳鳴，腰膝酸軟，突然發生，站立不穩，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或四癱。
舌質紅，苔黃，脈弦滑。
治法：滋陰替陽，鎮肝熄風。
生地 20g，龜板 3 錢 5 分，生麥芽 3 錢 5 分，竹茹 3 錢 5 分，代赭石 5 錢，生牡蠣
5 錢，杜仲 3 錢 5 分。
4. 氣虛血瘀，經脈阻閉：
證候：半身不遂，偏身麻木，語言蹇澀，肢軟無力，面色萎黃。舌淡有瘀斑，脈細澀。
多見於後遺症期。
治法：補氣活血，化瘀通絡。
方藥：補陽還五湯加減：生黃耆 1 兩，當歸尾 3 錢 5 分，赤芍 3 錢 5 分，川芎 2 錢，桃
仁 3 錢 5 分，紅花 2 錢，地龍 3 錢 5 分，川牛膝 3 錢 5 分，鸛血藤 1 兩，全蝎 1 錢 5 分。加減：
半身不遂加黃耆、全蝎、柴胡、桃仁等；語言蹇澀加遠志、石菖蒲、木香、僵蠶等；神志模
糊加菖蒲、郁金、冰片等；口眼歪斜加僵蠶、禹白附、全蝎、地龍等。
二、其他療法
1. 針炙：
常根據病人主症，採用局部和循經取穴法。
【取穴】：上肢癱瘓：大椎、天宗、肩井、曲池、合谷。配穴：外關、手三里、
下肢癱瘓：環跳、秩邊、陽陵泉、承山、足三里、昆侖。配穴：風巿、三陰交、後溪。
言語不利：廉泉、並門。配穴：通里、合谷。
口角流涎：地合、金津、玉液。
口角歪斜：風池、地合、合谷、太沖、迎香。
2. 耳針：
【取穴】：取皮質下、腦點、神門、三焦、肝、腎、心。每次取穴 3 ～ 5 個，淺刺、中
等強度，隔日 1 次。亦可改為以點狀膠布放壓王不留行籽於上述耳穴，囑患
者不時自行按壓王不留行籽，多予刺激，以增強療效。

一、主題文章

方藥：鎮肝熄風湯加減：淮牛膝 5 錢，生龍骨 5 錢，生白芍 4 錢，天門冬 4 錢，玄參 4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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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拿：
【操作】：推法是用手指或手掌循經絡走行方向或沿癱瘓肌群向前推動。開始緩慢，逐
漸加快。拿法是用手指提拿肌肉，常結合穴位提拿。動作較急速，以達到酸
脹感為宜。一般每日一次，每次 15min ～ 30min，10 次～ 15 次為一個療程。

主要是加強對動脈硬化、高脂血症、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的防治。凡已發生段脈硬化
者，則應注意防止血壓急驟降低、腦血流緩慢、血粘度增加以及血液凝固性增高的各種因訴。
對短暫性腦缺血發作患者應積極治療，以減少腦血栓的形成的發病率。
高血壓患者要在醫生指導下進行降壓治療，保證血壓維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能預防或
延緩高血壓動脈硬化的發生，原則是低熱量，低脂肪，低糖類和充足的蛋白質，以清淡、亦
消化飲食為主，多吃富含維生素的水果和蔬菜，對降低血壓，改善血管彈性，延緩發生動脈
硬化是非常有益的，體胖超重者，應控制食量和降低體重。
控制鈉鹽的攝入有利於減少高血壓的發生。早在《內經》就提出“多食咸，則脈凝泣而
變色”，強調過鹹飲食能使血脈凝塞，進而瘀阻，發生中風。現代醫學也認為食鹽（氯化鈉）
能促使血管收縮，血壓升高，加速動脈硬化。因此。每日食食鹽量應限制在 3g~1 錢 5 分為宜。
適應氣候變化，腦血管病流行病學資料表明，夏季出汗過多，冬季氣候乾燥和體力活動
減少，致使血粘度增高和血流緩慢，容易發生腦血栓形成。因此，對氣候變化要及時做出適
應性調節，寒冷季節要注意保暖，加強活動，強化氣機以通血脈；夏季要補充足夠體液，避
免出汗過多。

一、主題文章

【預防和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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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診斷探微

治療眩暈的臨床經驗
   

鄧鐵濤教授
眩暈一證，與現代醫學眩暈症狀的概念基本一致。可見於現代醫學中的多種病。耳性眩暈，
如美尼爾病、迷路炎、內耳藥物中毒、前庭神經元炎、位置性眩暈動病等；腦性眩暈，如腦
動脈粥樣硬化、高血壓腦病、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某些顱內占位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及
變態反應性疾病、癲癇，其他原因的眩暈，如高血壓、低血壓、貧血、頭部外傷後眩暈、神
經官能症等。中醫中藥治療眩暈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結合本人的認識和體會，介紹如下：
   

( 一 ) 病因病機
   
歷代文獻中對眩暈證的病因病機的論述比較豐富，後人把《內經》的無風不作眩 ( 諸風掉眩，
皆屬於肝 )( 包括內風、外風 )、朱丹溪的“無痰不作眩”、張景岳的“無虛不作眩”( 包括
臟腑氣血陰陽諸虛 )，即三無不作眩說，歸納為眩暈病機的經典之論，為一綱領性的概括，
對臨床辨證論治幫助不少，但如果加上虞摶宣導的“血瘀致眩”及陳修園所強調的相火，則
比較全面。
   
眩暈的病因病機，前人雖將之分為外感、內傷兩個方面，但臨床上則以內傷為主，尤以肝陽
上亢、腎精不足、氣血虧虛、痰瘀內阻為常見。病位雖在頭顱腦髓，但究其病根，應責之於
肝、脾、腎三臟，不外乎虛、實二端。因此，關於證型問題，個人認為，可以分型，但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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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雜，臨床上抓住一兩個主型，其他作兼證處理即可。
   

( 二 ) 辨證論治
  

1. 肝陽上亢

上炎，則兼見面紅、目赤、口苦、脈弦數；火熱灼津，則便秘尿赤，舌紅苔黃。②肝腎陰虧，
精水不足，水不涵木，肝陽虛亢，則兼見腰膝酸軟、健忘、遺精、耳鳴、舌紅少苔、脈弦細
數。③肝陽亢極化風，則可出現眩暈欲僕、泛泛欲嘔、頭痛如掣、肢麻振顫、語言不利、步
履不正等風動之象。此乃中風先兆，應加緊防範，避免中風變證的出現。如椎—基底動脈系
統閉塞常以眩暈為首發症狀，發作突然，並感到地在移動，人要傾倒或如坐船樣，或伴有耳
鳴，此眩暈的產生是由於前庭核缺血所致。同時還可有雙眼視蒙、共濟失調、眼球震顫，傾
倒發作。部分患者還可以出現軟顎和聲帶麻痹、吞咽困難、聲音嘶啞和第 3、5、6 對顱神經
受損的症狀，發作性一側偏癱和感覺障礙。當基底動脈主幹閉塞時，會出現意識障礙、瞳孔
縮小、四肢癱瘓，或伴有強直性抽搐、體溫升高等。
    2. 氣血虧虛
   
因其髓海空虛，腦失所養，故頭暈目眩，動則加劇，勞累則發，兼見神疲懶言，氣短聲低，
食後腹脹，大便溏薄，或兼心悸失眠、唇甲淡白、失血等症，以及舌淡胖嫩、齒印、脈細或
虛數等氣虛血少的舌脈表現，如低血壓、貧血、失血過多患者常見這一類表現。
    3. 痰瘀內阻
    必有痰瘀見證及舌脈見證。舌苔厚濁或膩，脈弦滑者或兼結代者，此為痰阻；舌有瘀斑或
舌暗紅，脈澀或促、結、代者，此為瘀閉。兩者並見，則為痰瘀閉阻。  論治方面，肝陽上亢。
治以平肝潛陽，我常用自擬“石決牡蠣湯”，方用石決明、生牡蠣、白芍、牛膝、鉤藤、蓮
子心、蓮須，若肝火偏盛，可加龍膽草、菊花、黃芩、丹皮、木賊等；兼陽明實熱便秘者可
加大黃；肝腎陰虧者可加鱉甲、龜板、首烏、生地、熟地等；若肝陽亢極化風，宜加羚羊角

二、診斷探微

臨床上往往存在三種情況：①肝陽升發太過，故見眩暈、易怒、失眠多夢；肝火偏盛，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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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羚羊角骨、代據石、生龍骨、珍珠母等；氣血虧虛者以補益氣血為主 . 可用加味八珍湯，
方用黨參、白朮、雲苓、甘草、川芎、當歸、熟地、白芍、五爪龍、雞血藤；偏於氣虛者可
用補中益氣湯，偏於血虛者可用當歸補血東加杞子、淮山等；兼見失血者可加阿膠、白芨、
炒田七等。兼痰可合用溫膽湯，兼瘀可用夫笑散，或用稀簽草、田七、丹參等。

  

1. 內耳眩暈病 ( 美尼爾氏病 )

   
筆者常用溫膽東加減治療、若苔濁、白、厚膩而嘔，必加生薑汁或重用生薑 20 〜 30 克。另
外，當其發作時，宜先艾灸百會穴，直接灸最好，壯數多少，可以根據情況而定。用懸灸法
亦可。本院一幹部患此病反復發作數年，經用上法治療而愈，追蹤 10 年未見發作。曾有一
婦女，患此病每月發作，發時即送醫院急診，但未能根治。後來門診，余治以溫膽東加減，
並教其丈夫為之懸灸百會，囑其稍見眩暈即用灸法，經過治療後得癒。
   
2. 前庭神經炎性眩暈
   
筆者用防眩東加減。某空軍幹部賈某，於 30 天內暈厥 20 多次，住院後經中西醫治療，大眩
暈次數減少，但仍頭暈不止，血壓偏高。人雖高大，但舌嫩紅，苔白，脈強而尺寸俱弱。西
醫診斷為前庭炎。餘辨證認為屬於虛眩兼有相火，乃仿防眩東加減：黃耆 24 克、黨參 18 克、
雲苓 12 克、白朮 12 克、川芎 9 克、天麻 9 克、杞子 9 克、鉤藤 12 克、白芍 9 克、生地 12 克、
甘草 3 克，此方服 20 多劑後，眩暈消失。此方在上海經方家曹穎甫先生所著之《金匱發微”
血痹虛勞脈證病治》中曾有記載：“精神恍惚，開目則諸物旋轉，閉目則略定。世傳防眩湯
間有特效，錄之以為急救之助。方用黨參、半夏各 9 克，歸芍、熟地、白朮各 30 克，川芎、
山萸各 15 克，天麻 9 克，陳皮 3 克，輕者 4 〜 5 劑，可以永久不發。於早年病此，嘉定秦
芍船師曾用之，惟多川芎 9 克耳。至今二十年無此病，皆芍師之賜也”。我認為這是治療虛
證眩暈的好方。廣州名老中醫吳粵昌先生對此方亦頗欣賞。
   

二、診斷探微

( 三 ) 臨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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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亦十分重視經方的運用。《內經》十三方中之“澤瀉飲”為治濕濁中阻之眩暈之好方，由
澤瀉、白朮、鹿銜草三味組成。《金匱要略 >> 治心下支飲，其人苦眩冒亦用“澤瀉湯”，
即前方減去鹿銜草，此與《內經》澤瀉飲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某海軍幹部住院 2 月餘，經多
方檢查，仍不明原因，多方治療均無效。後請餘會診，診為痰證之眩暈，用祛痰法治療，但
內困，脈緩亦是濕象，故予經方五苓散劑治之，一旬而癒。
   
3. 腦性眩暈
   
如腦動脈粥樣硬化、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某些顱內占位性疾病，屬氣虛血瘀者，治以益
氣活血，重用黃花益氣，配以三棱、莪朮活血。或月黃耆枝五物湯。我曾在門診診治一男性
患者，56 歲，自訴眩暈、肢體麻木無力，步態不穩反覆發作 2 年餘，曾作頭顱 CT 檢查提
示輕度腦萎縮，腦血流圖檢查提示供血不足，局部腦血流量腦圖形成象檢查提示異常 ( 普遍
性血流量減少 )，素有低血壓史。餘辨為血氣虧虛兼血瘀，治以益氣活血。處方：黃耆 15 克，
黨參 30 克，白朮 15 克，炙甘草 3 克，柴胡 10 克，升麻 10 克，陳皮 3 克，丹參 18 克，五
爪龍 30 克，三棱、莪朮各 10 克。每天 1 劑，複渣再煎，連服 7 劑，症狀明顯改善，連續治
療 4 月餘。除勞累緊張時頭頂偶有發脹外，眩暈基本消除。附院某護士長。有冠心病、頸椎
病史，去年曾因右上肢麻木。眩暈，發作性胸悶疼痛多次住院治療，一度曾懷疑為顱腦腫瘤，
後經會診確診為“左頂葉皮質炎性肉芽腫”。一直請餘會診，我認為證屬氣血兩虛，用黃耆
桂枝五物湯、八珍湯等方加減治療，重用黃耆至 120 克，取得較好的療效。
  

4. 高血壓性眩暈

   
筆者常辨證選用草決明、石決明、生龍骨、生牡蠣、代赭石等，舒張壓偏高者可選加鱉甲、
龜板等。曾治一患者，收縮壓不高，但舒張壓很高，脈壓差很小僅 (1.3 〜 2.6kPa)，用西藥
降壓都始終無法拉開脈壓差距離，患者常眩暈不止，餘在辨證基礎上重用鱉甲、龜板滋陰潛
陽，取得很好的效果。廣東草藥紅絲線有降壓作用，可用紅絲線 30 克，瘦豬肉 100 克煎水
飲用。

二、診斷探微

亦無效。再細為四診，見其舌上苔白如霜，脈滑而緩，個人的經驗認為凡舌白如霜多屬水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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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低血壓性眩暈
   
證屬清陽不升者，我喜用補中益氣湯輕劑，黃耆用量不超過 15 克，與柴、麻同用，以升清陽。
服後患者血壓可逐漸趨於正常。黃耆輕用可升壓，重用則降壓，故用於高血壓屬氣虛者則須

    6. 頭部外傷性眩暈
    我常在辨證基礎上配伍活血藥物，喜用失笑散、桃仁、紅花、牛膝，或用血府逐瘀湯。血
管性頭痛亦可用之。
    7. 神經官能症性眩暈
   
我喜用甘麥大棗湯稍加舒肝健脾藥，方用甘草、麥芽、大棗、鉤藤、素馨花等。鉤藤、素馨
花舒肝兼治脅痛，麥芽也有舒肝作用。我認為用浮小麥效果最佳，但南方常缺，故用麥芽代
替。或囑患者用麵粉代之，其用法是用 l 〜 2 湯匙麵粉，先用少許涼開水調勻，再用煎好滾
燙之中藥汁沖熟後內服。

二、診斷探微

30 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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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案探尋

防己黃耆湯驗案兩則
防己黃耆湯最早出自《金匱要略》原文說：“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防己黃耆湯主
之。”另外《金匱•水氣病脈證並治第十四》也提到：“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
黃耆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古人用來治療風濕，風水病。現代是治療腎臟疾病的常用方
劑，筆者的導師餘仁歡教授在臨床上使用防己黃耆東加減治療腎病方面取得了滿意的療效，
現錄醫案兩則，以饗同道。

案例一
王某 , 女，35 歲 .
患者主因“水腫一年餘，加重 1 個月”由門診以“腎病綜合徵”於今日收入院。近一月服用
中藥及黃葵膠囊，正清風痛寧 . 病情無明顯好轉。刻下症：全身水腫，雙下肢較重，手部腫
脹，手足冰涼，怕冷腰痛，納眠可，24 小時尿量約 1000ml，色黃，大便調，舌質淡紅，苔
薄白，脈沉細。查血生化：TP 55.30g/L，ALB 27.3g/L，Ca 1.96g/L，TCH 9.84mmol/L，
TG 2.13mmol/L。24 小時尿蛋白定量：5.814g/24h。入院後腎穿病理診斷：腎小球微小病變。
中醫診斷：水腫，辨證屬脾腎陽虛兼水停。治則：健脾溫陽利水。處方：防己黃耆湯合五苓
散合真武東加減。
生黃耆 40g        漢防己 10g   茯苓 30g     白朮 15g          
澤瀉 15g          桂枝 10g     豬苓 15g     陳皮 10g      
蘇  葉 15g        荷葉 15g     菟絲子 30g   巴戟天 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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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附子 10g 先煎   白芍 20g      生薑 20g     丹參 20g
經上方加減治療 1 月餘，患者尿蛋白轉陰，24 小時尿蛋白定量：0.21g，浮腫消失，血漿白
蛋白和血脂均恢復正常。但患者仍有手冰涼，方用四逆散和補中益氣東加減善後。

生也建議患者使用強的松，但我考慮患者身體情況尚好，可以先用中醫藥治療，“先中後
西”，故堅持以中藥治療。患者當時主要症見全身水腫，雙下肢較重。防己黃耆湯《金匱要
略》治療水氣病之風水，“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主要抓住患者
當時水腫較重，祛濕當以發汗利小便之法，患者陽氣已虛，故不宜用發汗之法使水濕從皮毛
而解，而予防己驅之肌膚裡從下而解。再予耆，朮，草健脾固表，並助防己使濕從小便而出。
五苓散主要用於機體氣化不利引起各種水液內停病症。患者水腫較重，故予五苓散加入以助
水液排出。患者怕冷明顯，真武湯出自《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主治陽虛水停，原文
說“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
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防己黃耆湯、五苓散、
真武湯均為經方，三方合用健脾溫陽利水。患者主要症狀為手足冰涼，怕冷，浮腫，辨證屬
脾腎陽虛，方用防己黃耆湯、五苓散、真武湯三方加減治療。一周後患者浮腫明顯減退，一
個半月後尿檢完全轉陰。

案例二
劉某，女，22 歲 2010 年住院
患者主因“發現眼瞼及雙下肢指凹性水腫 4 月餘”由門診以“腎病綜合徵”收入院。查生化：
TP ：31.7g/L，ALB：15.00g/L，Ca 1.88g/L，TCH 10.14mmol/L，TG 2.36mmol/L。24 小
時尿蛋白定量：5.955g/24h。胸片提示：少量胸腔積液。腹部 B 超提示：腹水。入院後腎穿
病理診斷（北大人民醫院報告）：輕度系膜增生性 IgA 腎病。患者因水腫嚴重，白蛋白較低，

三、醫案探尋

按：患者為腎病綜合徵，病理診斷為微小病變。一般主張用激素治療有效，當時她的主管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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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採用激素治療，1 年後後患者尿蛋白轉陰。患者停用激素後於 2012 年 2 月複查 24
小時蛋白定量：2.87g/24h。主症見：全身乏力，下肢輕度水腫，腿沉，活動後汗出，怕冷
較明顯，舌質淡紅苔白，脈沉。

水陸二仙丹加減，具體方藥如下：
生黃耆 15   蒼白朮各 10   防風 10    防己 10
茯苓 20     澤瀉 15       黃芩 10    石葦 30
蛇舌草 30   蘇葉 15       荷葉 15    蟬衣 10
巴戟天 10   芡實 20       金櫻子 10
經上方治療一月餘，患者複查 24 小時蛋白定量：0.218g/24h, 水腫消退。此後患者偶爾出現
感冒症狀，仍予以防己黃耆湯合水陸二仙丹加減治療，服藥期間未見患者復發，半年後複查
24 小時蛋白定量：0.008g/24h，現患者已停藥 , 隨訪至今未見復發。
按：IgA 腎病以系膜增生及系膜區顯著彌漫的 IgA 沉積為特徵的一組腎小球疾病。感染是導
致其反覆發作的病因之一。西醫治療此病尚無特效藥，近年來中醫在治療 IgA 腎病中取得
較好的療效，特別是在激素治療無效後病情復發的病人效果明顯。本案例患者主證見全身乏
力，雙下肢水腫，汗出怕冷，腿沉，苔白。根據張張仲景“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我認
為患者符合防己黃耆湯的表現，衛表不固，兼有水濕之邪，故選用防己黃耆湯為主方，以固
表利水。本方最早出自《金匱要略》由黃耆，防己，白朮，甘草，生薑和大棗六味藥物組成。
防己在《藥類法象》說“漢防己，氣寒，味大苦。療腰以下至足濕熱腫盛、腳氣。”又有《名
醫別錄》記載“味苦，溫，無毒。主治水腫，風腫，去膀胱熱，傷寒，寒熱邪氣”。黃耆《外
台秘要》記載則主治風水，“其人或頭汗出，……腰以下當腫及陰，難以屈伸”。總而言之，
黃耆主治汗出而腫。白朮苦甘，性溫，入脾胃經，為補脾燥濕要藥，生薑既能發散風寒助黃

三、醫案探尋

中醫診斷：水腫，辨證屬脾腎陽虛水停。治則：健脾益腎，溫陽利水。處方予防己黃耆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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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固表，又能宣散水氣助防己利水。而大棗及甘草均有調和藥性之功。本方藥味雖少但藥專
效宏，共奏益氣固表利水之功，祛邪而不傷正。患者平素易感冒雖此次未見咽痛等感冒症狀，
但仍予蟬衣，蘇葉以解表利咽符合中醫“未病先防”的治則。水陸二仙丹出自《洪氏集驗方》
由芡實，金櫻子兩味藥物組成，方中芡實甘澀，固腎澀精：金櫻子酸澀 , 固精縮尿。兩藥合

小結：
防己黃耆湯出自《金匱要略》古代用來治療風水及風濕病，是益氣祛風利水的良方。防己黃
耆湯組成《金匱要略》原文記載：防己一兩，甘草半兩（炒），白朮七錢半，黃耆一兩一分
（去蘆）。上剉，如麻豆大，每抄五錢匕，加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一盞半，煎至八分，
去滓，溫服，良久再服。中醫認為方中防己能利水消腫，祛風止痛；黃耆具有補氣固表、利
水退腫、托毒排膿、生肌等功效；白朮具有補中益氣，健脾和胃，燥濕利水及安胎作用。薑、
草能調和諸藥，扶助胃氣。此外以上兩則病案中患者均可見脾腎陽虛症狀，均加入蘇葉、荷
葉能舒展陽氣，疏理氣機的藥物，李東垣稱這些藥為風藥，這類方法運用了李東垣散火之法。
是餘仁歡教授在臨床中對其“陰火學說”發展。《金匱要略》原文記載服用方法“溫服”值
得我們思考，借助藥物的溫度以助陽氣的發散，使陽氣得舒，而又不致於太過，濕邪得溫助
從汗而解。原文案例中防己黃耆東加用“風藥”並以“溫服”之法，使藥力得以發揮，病邪
去。近十餘年本方在臨床上取得較好療效。現代藥理實驗研究表明，從單味藥看，防己具有
利尿、降糖提高免疫力等作用，黃耆具有提高免疫力、利尿及包肝等作用，白朮也具有利尿、
降糖及抗菌等作用。從整個方藥來看，防己黃耆湯對腎臟具有保護作用。無論是從防己黃耆
湯的中藥配伍，還是現代藥理研究，以及導師餘仁歡教授的多年臨床實踐中都表明了本方在
治療腎臟病中有較好的療效

三、醫案探尋

用有益精滋陰 , 收數固攝之功，對蛋白尿及血尿有較好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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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學新知

~ 聖散子是一道處方，是一部方書，也是環繞傳統中國千年抗疫史的一則公案 ~
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 年）七月，蘇軾（東坡）生涯史上第三次蒞湖州主政，到任
後進〈湖州謝上表〉，文中提到「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
小民」，句中以「其」自稱，說自己不「生事」，暗諷朝中「新進」人物（政治新貴）「生
事」（意指變法）。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上表，以「悛終不悔，其惡已著」等四大罪名
彈劾，欲置之於死地，最後蘇軾入御史臺入獄受審，僥倖宋神宗網開一面，將蘇軾謫為黃州
團練副使，這就是所謂的「烏臺詩案」。「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涯的一大轉折，但也開啟了
他和歷史上抗疫名方「聖散子」結下不解之緣。

一、聖散子與名醫龐安常
「聖散子」名傳千古，與當時傷寒大家龐安常（安時）有極大的關係。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收有〈聖散子方敘〉和〈聖散子方後敘〉，在〈聖散子方敘〉中，
蘇軾對「聖散子」方的來源交代得很清楚，他說道這條處方是他苦苦從同鄉人曹谷之處求來，
當時還指著江水，對曹氏發誓密不傳人。他謫居黃州期間，正逢時疫流行，他自己也經歷過
染病，服聖散子治癒的過程，並將此方合成藥散施諸百姓，藥驗卓著「所活不可勝數」。
蘇軾以聖散子方抗疫不僅止於黃州，數年後神宗元佑四年（1089 年），杭州地區禍不
單行，大旱災之後跟隨著饑荒，饑荒之後又爆發了嚴重疫情。蘇軾自請赴杭，獲准以「龍圖
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事」。有了六年前在黃州抗疫的成功經驗在前，他仍利
用「聖散子」治疫疾。他的策略是自籌財源以官府統籌辦理賑濟抗疫事宜，租用寬大房舍為
病坊，取名「安樂坊」，配備了官吏、郎中，又請來楞嚴院裏的出家眾，按「聖散子」方採
購藥材，架起大鍋煎藥，給前來患者分發一人一碗，當場喝下。據《聖散子敘》載，「狀至
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再服別的藥合
併治療）；至於症輕的，喝過一二服，即『心額微汗，止爾無恙』。」蘇軾這次的防疫顯然
也是成功的，他在〈聖散子方後敘〉中寫道：「去年春（1090 年），杭之民病，得此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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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者，不可勝數。」
蘇軾原本對於曹氏秘聖散子方的作法，打從心中是不贊同的。有了兩次抗疫成功的經驗
之後，他不惜悔誓，將此方授予當代人稱蘄水醫王的龐安常，希望藉由龐安常的醫名、醫著
讓聖散子方與曹谷之名流傳不巧。證諸歷史蘇軾的期待確實實現了，但是也惹出了不少麻
他說﹕「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蘇軾同鄉）出聖散
子方，初不見於前世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
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
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
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
廢不用。」蘇軾是在元豐三年至七年（1079 - 1083 年）之間任職黃州，宣和年間是（1119 1125 年），從蘇軾出聖散方到盛行於京師地方，前後歷經 40 年，其原因可能就是如葉夢得
所言，聖散子因為附於龐安常《傷寒總病論》之後，連傷寒大家醫王龐安常都不敢有所非議，
因此聖散子也隨著《傷寒總病論》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 年）刊刻行世，才得以廣為人知，
而此時蘇軾與龐安常都已相繼謝世十餘年了。

二、聖散子文本的流傳與聖散子方
聖散子方是一道處方，但也是一本專書；《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
就著錄有：「《聖散子方》一卷，北宋述古堂舊本」，2005 年該書還曾經由中醫古籍出版
社影印出版。這本書原為醫史文獻學家范行准先生收藏，其後轉贈予中國中科院圖書館。據
學者考證，這部書為明人郭五常付梓於鄖陽（今湖北鄖陽區），除了收錄有聖散子方之外，
還附刊華陀病危十方、經驗三方，中科院藏本則還收有治療痞疾、臁瘡等續錄 28 方。從原
本的單一方，初刻時增錄為 14 方，後續擁有者在復刻時又增錄為 42 方，以形制而言，這是
一種備急方，也可能是一種善書，更可能身兼兩種作用。蘇軾在杭州主持防疫事宜時就曾命

四、醫學新知

煩。稍晚於蘇軾的文學大家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憶及聖散子從風行一時到消寂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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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抄錄貼於通街大衢，明代弘治癸丑年的那一場瘟疫，吳邑令也曾「以其方刊行」，其用意
不言可喻。
聖散子最早是以單方的形式收錄在《傷寒總病論．時行寒疫論》，其原方內容計 22 味
藥，聖散子與同篇所收錄的方最大不同點，是龐安常並未加註此方的主治症狀。這點可能是
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瘥，其
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小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
詰也。」是為一種藥性微溫的傷寒病的通治方，龐安常雖未曾加註主治功效，然而將之編錄
於「寒疫」之下，立場其實也已表明的非常明白了。
近代有學者分析此方的組成，說道：「方以麻黃、細辛、附子、吳茱萸、高良薑溫陽散
寒，以蒼朮、厚朴、藿香、半夏、石菖蒲、草豆蔻燥濕，以茯苓、猪苓、澤瀉滲濕，白朮健
脾化濕，防風、藁本、獨活以風勝濕 ; 柴胡、枳殼、芍藥、甘草合爲四逆散，調暢氣機之用。
以方測證，不難看出此方是爲寒濕之邪而設。」；另 1987 年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傷
寒總病論〉釋評》一書，對聖散子方，特別加註按語》:「從方藥組成看，全方偏溫，用於
時行寒疫病自無不可，但若云：『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未免言過其實。』」
既然古今醫家對聖散子藥性及適用症並無太大歧異，那麼又何來公案之說呢？

三、不問證候如何，無不愈？
「不問證候如何，無不愈？」世間真有如此靈效醫方？後代醫者論及這一段歷史，多以
蘇軾不通醫學，一筆帶過；然而，龐安常呢？當代傷寒大家，難道只為了顧及他與蘇軾的交
情，而能任意草菅人命？其實這是低估了當時的時代風土對文人、對庶民，乃至對醫家的制
約影響力。
宋代歷朝皇帝多雅好醫方，這是宋代歷史的一大特色。舉宋太宗趙炅為例，在他執政的

四、醫學新知

與方後附有蘇軾方序，已清楚明白的提到：「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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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年，便「召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竟蒐羅了驗方「萬餘首」，這就是醫方鉅
著——《太平聖惠方》的前身。在他晚年還下詔創辦了御藥院，院中並整理出了中國醫學史
上第一部宮廷內的成方製劑規範——《御藥院方》（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這類成藥
處方配本，在宋代中期之後也拓展到惠民政策的一環——熟藥所與《和劑局方》，在《和劑
偏鄉，大幅度提高民眾的自救能力。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就曾評論說：「《和
劑局方》之爲書也，可以驗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制，尋贖見成之丸散，病
痛即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謂至矣。」但是問題也出在同一地方，過去「臨病制方」的醫師守
則，一變而為「一方通治諸病」（朱震亨《局方發揮》）的弊端。
第一版《局方》發行的時間點 1078 年，正是蘇軾任職黃州期間，可想而知，蘇軾在論
及聖散子方時說「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正是這個時代風氣的表
現。

四、宋明之際疫病的鑑別無非採時空作為標幟
由於傳染病、流行病除了相染、暴卒之類的特徵之外，初起的體徵：惡寒、發熱都是相
通的，在很長的一段歷史裡，傷寒、天行、溫病、溫疫等稱呼都用來混稱傳染病和流行病，
晉．陳延之《小品方》中就說道：「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爾，不
說病之異同也。」基本上在宋以前的疾病分類，烈性或急性傳染病，都歸屬於傷寒病之下，
也統稱外感病。外感病的病因、論治，在宋代以後有了極大的進展，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就
是龐安常。龐安常曾提出傷寒與溫病應該分治，他認為熱症較明顯的溫熱病是由異氣所致，
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可以說是數百年後溫病學的前驅。
不過從龐安常到明末第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溫疫專論著作《溫疫論》（1642 年）問
世之前的六百餘年間，論治疫病仍以傳統六淫之說佔勝場。以六淫之說來解析疫病的特徵，

四、醫學新知

局方》頒行地方各處之後，民眾得以不用尋醫，可以按方買藥，在醫療資源不充裕的年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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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非是利用疫病流行相關時、空條件的觀察，希望能使疫病的治療更加準確。
南宋初醫家陳無擇在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說：「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
勝數。往往頃時，寒疫流行，其藥偶中。抑未知方土有所偏宜，未可考也。」此處所說的「方
土」很明顯是區域性的地理因素，明代醫家王肯堂講得更清楚：「昔坡翁謫居黃州時，其地
是以通行於世，遺禍於無窮也」。
寒疫看似是一種病性的用語，實則不然；明代醫家吳綬為寒疫定義為：「乃天之暴寒為病也。
凡四時之中。天令或有暴風寒之作。人感之而即病者。名曰寒疫。」換言之，寒疫是四時異
常氣候「暴寒折人」（《傷寒蘊要全書》）所致的外感病，是一種暫時偶發的流行病，仍然
不脫是一種時令相關的疾病。

五、以五運六氣理論為聖散子重新定義
清代溫病大家吳鞠通曾對歷史上「寒疫」一詞作過觀察，並加以定義，他說：「世多言
寒疫者，究其病狀，則憎寒壯熱，頭痛骨節煩疼，雖發熱而不甚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
相類，若役使者然，非若溫病之不甚頭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蓋六氣寒水司天在泉，
或五運寒水太過之歲，或六氣中，加臨之客氣為寒水，不論四時，或有是證，其未化熱而惡
寒之時，則用辛溫解飢，既化熱之後，如風溫證者，則用辛涼清熱，無二理也。」溫病學在
清代中葉成熟，吳鞠通論述「寒疫」的這段文字，摻入論治外感病的兩種新醫學元素；其一
是依病性，而不依病因來論治外感病；其二是借用五運六氣的推算法則分析疫疾的病性。
聖散子方在明代還有大規模使用的紀錄，但是效果仍不理想；明醫家俞弁《續醫說．聖
散子方》中，曾紀錄了明代弘治癸丑年，吳地中疫癘流行「吳邑令孫磐，令醫人修合聖散子
遍施街衢，幷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無一生」。在此之後疫病當分寒溫陰陽之別逐漸為

四、醫學新知

瀕江，多卑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濕而病，或因雨水浸滛而得，所以服此藥而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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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醫所認同，聖散子隨之在歷史的舞臺逐漸消寂。但仍不失為醫家喜歡探究的熱門標的，只
是推論的理論基礎一轉為五運六氣理論。
張鳳逵在《增訂葉評傷暑全書》一書，明確地指出；寒疫多病於「金水不斂」之年（古
代運氣醫學的用語），聖散子寒疫挾濕之方而設，永嘉、宣和年間服此方殞命者，是因爲以
天週期，六年為一司天週期）理論，分析聖散子方在宋代治療疫病前後迥異的效果，認爲蘇
東坡以聖散子治疫時，正值第六十三甲子（從黃帝甲子算起）太陰濕土在泉，而至宋徽宗辛
未年時，已交六十四甲子，相火已開始用事。運氣環境變了，而仍以溫燥的聖散子治疫，難
免會有貽誤。陸懋修承其外曾祖之學，在其著作《世補齋醫書文．十六卷》中，再一次重申：
「公（蘇軾）謫居黃州，尚在六十三甲子，濕土運中，方必大效。至五十歲後，又值六十四
甲子，相火之運，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聖散子方的歷史走到清代以司天理論解析，
基本上已是窮途末路，在醫家眼裡，只能算是一種聊作談資的歷史文本了。

六、結語
聖散子方流行近千年歷史，因出於蘇軾之手，盛極一時；又因殺人無數而不得不湮沒於
歷史的洪流。它的對應主治，大抵上在南宋初年陳無擇筆下，就已經被定調為「寒疫」類的
處方，這點歷史上的醫家似乎無人提出疑義。究其緣由，可能是與龐安常在《傷寒總病論》
中就將之歸類於「時行寒疫論」之下有關。
既然早在龐安常手中就已經將聖散子方定調，那麼又何以從昔日活人無數的濟世良方，
跌宕成「殺人無數」的利器。這一段醫學史的喧然大波，又該如何評價呢？有人將矛頭指向
了蘇軾，認為是蘇軾對疫疾本質的認識不清所致。若然，蘇軾生涯中曾平息黃州、杭州兩場
疫疾風暴，純然是運氣好？那麼據《雍正江西通志》記載，元豐三年至七年（1080 – 1084

四、醫學新知

寒疫之方，誤施於溫疫而致。清乾嘉年間的名醫王丙，運用「大司天」（360 年為一個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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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在任監筠州鹽酒稅期間也遇到了一場瘟疫，此時的蘇轍也采用了聖散
子藥方，「遍謁病家與之」、「醫活者甚衆」，又該作何解？
清代醫家又從大週期的五運六氣理論，試圖為聖散子在蘇軾手中有效，在他人手中無效
的歷史現象解套。證諸現代研究，七至九世纪是冷凉期，十至十四世紀是温暖期，十五至
聖散子的溫暖期；而明代弘治癸丑年吳地的疫情，又進入十五世紀適合使用聖散子的寒冷期。
因此大司天理論的推論，似乎並不精確。
蘇軾固然以「一切不問」的武斷方式，搭配他的名人效應來傳播聖散子，招致後人對他
與聖散子的種種負面評價。然而，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此，聖散子的不當應用才是事實。在溫
病溫疫理論成熟之前的探索期，以功過苛責蘇軾，苛責吳邑令孫磐等人都有失公允。究其實，
在聖散子流傳的歷史，所有牽扯到的相關人物，都不過是在他們身處的時空背景下，作出他
們覺得最正確的抉擇罷了！

參考文獻
[1] 張家鳳（2001）。「疾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
醫籍的疾病觀。臺大歷史學報，27，37-80。
[2] 牛亞華（2008）。《聖散子方》考。文獻，2，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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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瀛鰲（2018）。蘇東坡與聖散子方。中國中醫藥報，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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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蔡忠志 助理研究員

四、醫學新知

十九世纪又進入寒冷期。蘇軾使用聖散子方的兩次時間點都落在第十世紀末，屬不適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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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養生保健

腹痛別輕忽，嬤發燒 3 天膽囊破裂！一表分辨腹痛位置可能疾病
本文擷取自聯合報訊息
每個人都有肚子痛的經驗，如果突然發生腹痛，身體是出了什麼問題？腹部涵蓋範圍很
廣，不同部位疼痛、疼痛的時間長短不一，可能罹患不同的疾病。
一名 80 多歲阿嬤因腹痛難耐，急診就醫檢查發現罹患「肝膿瘍」、膽囊破裂，連膽汁
都流到肚子裡，醫師問診才得知，阿嬤已在家發燒 3 天，因為疫情而不敢至醫院就診，
選擇吃止痛藥舒緩腹痛的不適感，經治療後才痊癒。
所謂腹痛，是指胸部以下、骨盆以上的腹部位置發生疼痛，新光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
師吳秉修指出，腹痛成因多元，嚴重度差異甚大，每人對疼痛的感受也有所差距。若是
輕微肚子痛，可能只是腹部肌肉受損；但如果腹痛嚴重，則可能腹部內臟出現感染性問
題。
不同部位的疼痛，對應可能罹患的疾病不同，吳秉修說，可以右上腹、上腹、左上腹、
肚臍周圍、右下腹、恥骨上方、左下腹及任一部位作區隔。其中，胰臟發炎、盲腸炎、
消化性潰瘍、憩室炎等引起的腹痛，若未及時處置治療，易惡化為腹膜炎，或導致腸穿
孔、膽囊破裂等，建議若發燒 38℃以上、持續劇烈腹痛半小時，應盡速就醫治療。
吳秉修指出，對於就醫的腹痛患者，會先詢問病史，並進行抽血及相關理學檢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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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始疼痛、發作型式、斷續性、強度、位置、與腸道功能的關係、情緒、時間或是
姿勢等問題，以便進一步安排後續檢查。
吳秉修說，抽血可看白血球與紅血球之數值，釐清是否有感染與出血問題，並觀察肝臟、
否有結石、囊泡、腫瘤等，診斷有無大腸、小腸及婦科問題。
如果有「解黑便」，要慎防罹患胃癌，吳秉修指出，若有此病癥時，應進行胃鏡檢查，
直接觀察胃部狀況，若發現有病變組織即切片採檢。
造成腹痛的成因多元，治療需對症下藥，才有機會痊癒。吳秉修指出，平時若覺腹部不
適，宜飲食清淡、避免油膩、太硬的食物及奶製品，可吃低纖維與熟食，以免促進腸道
收縮，導致病況惡化。

腹痛部位對應的可能疾病 資料來源／新光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吳秉修
製表／黃惠群

五、養生保健

膽囊酵素數值是否異常，藉此判斷病情；腹部超音波及電腦斷層檢查腹部，則可確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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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養生保健

體檢中的肝膽超音波檢查有何作用
肝膽 B 超是指運用超聲波原理對人體肝、膽系組織器官的物理特性、形態結構和功能
狀態作出判斷的一種無創傷性檢查方法。而彩超簡單地說就是在高清晰度的黑白 B 超基礎
上再加上彩色多普勒，從而對肝內各種血管管腔大小、血流快慢、方向及側支循環的建立作
出更好的判斷，因此，更有助於各種良惡性佔位病變、囊性及各種動靜脈瘤的鑒別。肝臟彩
超因其檢查方便、無輻射、費用低、可反復運用等優點，而在臨床廣泛使用。
根據回聲和圖形的改變，我們可以了解肝組織有無病變，初步判斷脂肪肝、肝硬化、肝
囊腫、肝膿腫以及肝臟腫瘤等病變。通常認為，正常的肝臟彩超回聲波均勻，無雜質，肝臟
形態大小正常；而回聲雜亂，分布不均，形態過大或過小均提示肝臟可能存在病理改變。
一、經常腹部痛，小心是胃腫瘤在作怪
胃腫瘤早期癥狀
1、黑便或大便潛血陽性︰如果在沒有進食血豆腐，吃鉍劑等藥物的情況下出現了大便
發黑，就應盡早來醫院檢查。
2、乏力、消瘦及貧血︰這是另一組常見而又不特異的胃腫瘤的早期癥狀。病人常常因
食欲減退，消化道失血而出現疲乏軟弱等表現。
3、上腹部疼痛︰此為胃腫瘤最常見的癥狀。開始為間歇性的隱隱作痛，常常診斷為胃
炎或潰瘍病等。
4、上腹部不適︰多為飽脹感或燒灼感。可以暫時緩解，反復出現。
5、食欲減退、噯氣等消化不良癥狀︰表現為食後飽脹感並主動限制飲食，常常伴有反
復噯氣。
早期胃腫瘤一般無明顯不適，但一經出現上腹痛等癥狀，便呈進行性加重，病情發展較
快，病程短。胃潰瘍病人如果在短期內出現食欲不振、惡心、嘔吐、發熱及進行性的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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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原來出現嘔血和黑便病人近期內經常發生嘔血或出現柏油樣大便，大便潛血試驗結果持
續呈陽性，並且發生嚴重貧血，這些現象均表明，胃潰瘍可能正在惡變為腫瘤。
二、預防胃腫瘤重點在於飲食

者就會特別想知道是否有一種食物可以預防胃腫瘤，從而遠離胃腫瘤，那麼，可以預防胃腫
瘤的食物有哪些呢？
1、避免進食粗糙食物。
2、少吃或不吃鹽淹食品。
3、多吃新鮮的蔬菜和水果；多飲牛奶。
4、少吃煙燻、油炸和烘烤食物。
5、改進飲食習慣和方式是胃腫瘤的預防措施之一，想要遠離胃腫瘤要按時進食，避免
暴飲暴食；食物不能過燙，進食不宜過快；進食時情緒 愉快，歡樂開朗；不飲烈酒，不抽煙。

五、養生保健

都說胃腫瘤是吃出來的，所以專家提示說，胃腫瘤的預防重點應該在飲食方面，這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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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婦科專科核心課程【視訊教學】
本課程依中醫婦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辦理：108 年 1 月 1 日前開始執業且執業滿四年者→雖未取得中醫
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完訓證明書→得參加中醫婦科專科醫師第一階段甄審合格後→再進入專科醫師
第二階段甄試→合格後頒與中醫婦科專科醫師證書。

日期

時間

醫師

講題
西醫課程

110/8/15

110/8/29
110/9/12

懷孕期間的生理變化/女性生殖神經內分泌
系統介紹/尿失禁
避孕藥物及荷爾蒙藥物介紹/人工輔助生殖
技術及療程
婦科癌症的實驗室檢查與判讀/不正常檢驗
報告的處理態度

09:00-12:30

王樂明醫師

13:30-16:30

劉勇良醫師

16:30-18:00

吳姿宜醫師

09:30-12:30
13:30-16:30
09:30-12:30

中醫婦科一般課程
王靜瓊教授 婦科中西醫學期刊討論
黃蘭媖醫師 中醫典籍研讀
陳玉娟醫師 西醫婦科會診常見個案之臨床診察重點

13:30-16:30

蘇珊玉醫師

09:30-11:00
110/9/26 11:00-12:30
13:30-16:30
09:30-12:30
110/10/17
13:30-16:30
09:30-10:30
10:30-11:30
110/10/31 11:30-12:30
13:30-16:00

西醫婦科會診常見個案之臨床診察重點

許淳森教授 中醫婦科緊急照會西醫之狀況（上）
謝佳蓉醫師 不孕症中西醫結合治療
徐明義醫師 中醫婦科緊急照會西醫之狀況（下）
陳雅吟醫師 中醫婦科門診常見疾病之臨床診療重點（上）
李湘萍醫師 中醫婦科門診常見疾病之臨床診療重點（下）
中醫婦科核心課程
吳慈榮醫師 婦女基礎體溫之判讀與臨床運用/月經周期療法
吳慈榮醫師 更年期調治
李耿誠醫師 婦科炎症處理
吳炫璋醫師

中醫婦科臨床病歷寫作要點/中醫婦科四診
技巧及經帶胎產史問診特色

16:00-16:30 筆試/結業式 頒發核心課程完訓證明
醫師簡歷 王樂明/萬芳醫院產科主任

劉勇良/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吳姿宜/萬芳醫院婦產部副主任

王靜瓊/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黃蘭媖/黃蘭媖中醫診所院長

陳玉娟/宜蘊中醫診所院長

蘇珊玉/中國醫中醫婦科主任

許淳森/台北醫學大學婦產學科教授

謝佳蓉/謝佳蓉中醫診所院長

徐明義/華育生殖中心院長

陳雅吟/明雅堂中醫診所院長

李湘萍/中國醫中醫婦科主治醫師

吳慈榮/醫林中醫診所

李耿誠/耿誠中醫診所

吳炫璋/台北慈濟醫院中醫部副主任

上課方式: goole meet 視訊教學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電子信箱:csm.k119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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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入會申請書
姓

名

身分證

中醫師

字

證

號

號

英文名字

生 日

電 話

學 經 歷

現 職

手 機

通訊地址

□□□

E-mail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２４７１９９

會員證號

中醫婦字第

.

1.浮貼照片參張

婦科會員分：一般會員或永久會員

222

2.身分證正反影本

□一般會員

入會費 6000 元＋常年會費 1200 元

□永久會員

入會費 6000 元＋永久會費 20000 元

3.中醫師證書影本

2

號

2021 中醫婦科專科核心課程【報名表】
名

身分證
字 號

連絡電話

E-mail

姓

通訊地址

中醫師
證 號

□□□

會員資格

38H 課程費用 + 審查費

□ 中醫婦科會員

10,000 元 + 審查費 5,000 元

總費用

★ 7 月 15 日前報名優惠★

15,000 元

13,000 元

■凡取得中醫婦科專科醫師證書者，需為中醫婦科醫學會會員
□ 課程單選

共 12 堂課單選價

□會員/1 堂課 1000 元

□非會員/1 堂課 1500 元

■凡報名受訓學員,可免費參加本會 11/7 在台大景福館辦理之
【子宮內膜異位的中西醫治療學術研討會】
□ 申請中醫師繼續教育學分 8 點/800 元

*11/7 子宮內膜異位的中西醫治療學術研討會

● 郵政劃撥帳號 19247199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30 巷 148 弄 14 號 2 樓
● 電話: 02-37651195 傳真: 02-37651194 電子信箱:csm.k1197@gmail.com
報名表單下載網址: 中醫專科醫學會 hppt://www.tcma-7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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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上課方式：Cisco Webex 思科網路視訊教學

★李蔡榮/蔡明勳醫師．專病系統六經辨證-思科視訊教學★
日期
9/12

10/03

10/17

10/31

時 間

講師

09:30-12:30

程維德

失智及帕金森氏症臨床心得分享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7

09:30-12:30

林以正

眼科疾病中醫心得暨雜病臨床經驗分享-2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8

09:30-12:30

方志男

腦中風中西醫診治探討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9

09:30-12:30

田莒昌

風濕免疫學的中西醫觀點暨病例討論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0

09:30-12:30

11/14

14:00-17:00
09:30-12:30

11/28

14:00-17:00

謝旭東
李蔡榮
蔡明勳
柯瑩玲
李蔡榮
蔡明勳

主題

講師介紹

李蔡榮醫師
師承天津腫瘤及疑難雜症名醫吳雄志教授，
專精六經辨證及雜症治療。本課程分享臨床
疑難雜症的驗案，二十餘年的臨床經驗，決
不藏私與中醫同道一起分享探討裨益中醫臨
床診療療效。
．台灣大學藥理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士
．霧澄中醫診所院長．馬偕醫院藥師
．同仁堂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蔡明勳醫師

異位性皮膚炎六經辨證的驗案分享

國家傳統醫療研究員/
曾任高雄市立中醫院/
益壽堂參藥房負責人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1
腰膝關節退化、病變及疑難雜症的臨床治療驗案分享

專長: 高血壓、糖尿
病、睡眠障礙、腫瘤、
發育不良、眼睛乾澀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2

超強陣容．精要解說．經驗分享
林以正醫師

方志男醫師
中央大學物理學碩士/美
國普林頓大學中醫學客座
教授/國興中醫診所院長

專長：中風及後遺症、巴
金森氏症PD、腦性麻痺、
小腦萎縮症SCA等

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
究所碩士/台北榮總家
庭醫學專科/東門中醫
診所院長
專長：中醫眼疾、免疫
系統失調、胃食道逆流
復發、自律神經失調…

田莒昌醫師

謝旭東醫師

柯瑩玲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
博士/中國醫藥大學中醫
學系助理教授
專長：中醫風濕免疫科、
心血管科、血液腫瘤科
內婦兒科

中醫藥大學後中/台大
藥學學士/台市聯醫仁
愛院區中醫科主治/師
承上海派國醫朱士宗

88 年特考/南京中醫藥
大學臨床醫學博士/勝心
中醫診所院長

程維德醫師
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中
西結合神經醫學會理事/
黃庭醫學會理事

報名費

專長：類風濕關節炎、僵
直性脊椎炎、乾癬性關節
炎、癌症輔助治療...等

專長：腦中風、腦麻、自
閉症、發展遲緩等

專長：皮膚科、內婦兒
科、針傷科等

一期12堂課 收15000元

會員12000元 / 非會員：15000元

早鳥價 110/7/31(含)會員9600元 / 非會員12000元
姓

名

通訊地址
劃

電子信箱
手

機

繳費劃撥帳號：19742551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撥 服務專線：TEL:02-3765-1195 FAX:02-37651194
聯絡人：邱美惠
報名表單下載網址: 中醫專科醫學會 hppt://www.tcma-7v.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