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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文
章

 認識體質                      

徐慧茵醫師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創會理事長

                                      

    陳媽媽來看診，希望了解自己的體質，看起來壯壯的，但老是生病，一吃“補”就上火、

口腔破、便秘；冬天則手腳老是冰冷的，像這種情況我們在臨床上常碰到。

什麼是體質？

    要給體質作一個完善的定義尚有困難；但可以這麼解釋，是指個體在遺傳的基礎上，在環

境的影響下，在其生長、發育、和衰老的過程中，形成的代謝、機能與結構上相對穩定的特

殊狀態。

為什麼要了解體質？

    因為體質往往決定這個人對某種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其所產生的病變類型的傾向性；也

就是說這個人容易得什麼病，和容易有什麼結果，和“體質”有絕對的關係，例如：氣虛者

容易感受風寒，腸胃不好者易傷食、體熱者容易發燒，這些理論在中國古老的醫書中就老早

有寫明。

    有關於體質與疾病的密切關係，不只在中醫史上有記載，在國外的醫學史上公元 400 年左

右，就西方醫學家開始提出一直到 1935 年的巴甫洛夫體質類型學說為止，已有不下 30 餘種

的分類方法，可見“體質”與疾病關係的觀念及重要性。中外古今皆認為它是一門重要的學

問。

形成“體質”的因素有那些？

1．遺傳

   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的兒子生來會打洞，現代免疫學證明；遺傳因素是天然非特異免

   疫因素中最明顯，且作用較強的一個因素，遺傳對於抗體的種類、型別、及血清含量都

   起決定作用。而且，雙親生過的疾病如果過程太長期時會嚴重地破壞代謝，就會造成後

   代很大的易傷性，使後代在遇到致病因素時，對其容易罹為該病或相同系統疾病是有相

   關性。

2．環境因素

   由於地域不同、氣候不同、地理環境不同造成生物生態的明顯地區性差異，得病之情也

   會因於大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像台灣屬於海島型氣候多潮濕氣候變化大－關節疼痛

   及過敏性鼻炎特別多。

3．年齡

   人體的結構、機能與代謝是隨著年齡而改變的，因此體質也常隨年齡而變化，在【靈樞 ․

天年第五十四】( 是一本最古老的醫書，專門論述人體的生理、病理病機 ) 說：人生人十歲，

   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廿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卅歲五

   臟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

   理始疏，榮幸頹落，髮頗斑白，平盛不搖因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

   滅、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  

   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空虛；百歲，五臟　

   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這些說明人體氣血及內臟盛衰與年齡的關係，從生長、

   壯盛，以至衰老、死亡的過程中體質的特點，所以，人的體質與年齡是有著不可摸滅的

   關係。

4．飲食

   飲食對體質的影響是明顯而肯定的，在臨床上會聽到病人主訴，吃了橘子後手腳冰冷，

   冬天吃白菜白帶會增加……等，由觀察得知長期的飲食習慣會改變人的體質，例如：

   長期的飲食不足可以使人從正常體質轉為虛寒型體質，長期的油膩食物會使人肥胖成為

   濕型體質，不良的飲食習慣，飢飽不均會造成脾陽早衰，成為陽虛體質，可見飲食習慣

   也是行成體質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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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疾病

   疾病與體質是互為因果關係，體質因素決定疾病的類型；同時生病後往往影響體質特徵，

   尤其是慢性病對體質的影響更大，例如：女子崩漏或生產時大出血，未能及時補充，往

   往導致日後氣血二虛，長久抽煙者，呼吸道受煙薰，所以氣管較弱，容易在老年成為慢

   性支氣管炎可由肺氣虛型而致肺脾二虛甚而肺、脾、腎三虛。

6．性生活

  古代名醫：張景岳說：「色慾過度者多成勞損……，其先稟，原不甚厚者，但知自形而培

  以後天，則無不獲壽……」等強調縱慾傷身；現代醫學研究則認為“性交”可令人情緒放

  鬆，精神愉悅，可見過與不及皆不是好現象，皆可影響個體的體質。

以下根據中醫理論以及臨床觀察結果，將體質分為七大類。

體質的分型及其臨床特徵可略分成七型：

以下根據中醫理論以及臨床觀察結果，將體質分為七大類。

    以下是中醫辯證觀點，依陰陽、寒熱、虛實、氣血而分；不足者偏衰、有餘者偏盛；這

樣的分型與發病以後正邪相爭的類型及論治原則是相應的偏盛體質易實常宜瀉、偏衰者易

虛常宜補法。痰溫體質與瘀血體質所表現的痰濕與瘀血現象是臟腑疾病的臨床表現，也是

臟腑的病理變化產物，是比較特殊而令一般人疏忽的特異體質；發病後常是虛實夾雜，但

以實為主要見證，但在臨床上並不少見，古人說 “久病必瘀，怪病多痰”，希望借由本文

提醒大家的注意。

體質與飲食生活宜忌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64 期6 7 中醫專科醫學會訊 第 64 期

如何調整體質？

    黃帝內經中談到“上工治未病”，以現代醫學可以解釋為預防醫學的一個手段，調整體質，

正是將人體亞健康狀態的身體經由辨證來指導如何飲食、運動的生活方式使身體達到更健康

的狀態，中醫也稱為“致中和”的“養生”方法。

什麼人該調體質？

    很多人以為小孩才要調體質，那是錯誤的觀念，人，每個年齡層都會因為生活習慣、飲食

習慣的不當而使體質有所偏頗，需要借由藥物、及生活、飲食習慣的改善使自己由亞健康狀

態改變致健康狀態，會使自己的有生之年活的健康快樂！

蔡氏婦科胎萎不長的醫案心得

蔡氏婦科創於清朝乾隆年間，傳承七代，歷 200 多年，是上海一支重要的 婦科流派。

老師蔡小蓀教授是蔡氏婦科第七代傳人，善治各種婦科疑難雜症，療效卓著，被譽為“送

子觀音”。學術上宣導審時論治，主張按週期節律調治 婦科疾病，辨病與辨證相結合。

按：《經效產寶》有曰：“安胎有二法，因母病以動胎，但療母疾，其胎自安；又緣胎有不堅，

故致動以病母，但療胎則母瘥”。蔡小蓀教授對於胎產病認為需關注胎元及母體兩方面原

因， 或因先天不足，受損於腎氣，以致不能蔭胎系胞；或脾虛中氣虧損，化源匱乏，以致

不能攝養胎元。治療方面宗傅山“安胎重脾腎，補其氣不足，泄其火有餘”之法。臨證常

以黨參、白朮、淡子芩、桑寄生、炒杜仲、炒川斷、苧麻根為基礎方，根椐症情， 佐以清熱、

化濕、解鬱、疏理、溫養、滋潤、止血諸法，每得良效。

本案患者有兩次孕 27 周左右難免流產史，本次入院時早 26 周，恐再度殞墮，故情緒緊張，

致木失條達之性。因此治療以固 腎安胎為主，兼養血柔肝，和裡緩急之法。方用蔡氏健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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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胎基礎方，黨參、白朮補中益氣，回攝胎元；歸身、白芍養血安胎， 使氣血俱旺，胎有

所養；杜仲、寄生、菟絲子補腎壯腰以繫胎； 苧麻根加強系固之力。重用白芍以養血柔肝，

和裡緩急；木香、蘇梗疏調氣機、經治安然度關後，頓覺精神一振，信心大增。

二、三診用藥遣用黃精、龜板、阿膠、首烏以益腎填精，滋陰養血，進一步系養胎元，麥

門冬、沙參、玉竹、石斛、蘆根等加強養陰生津，增加羊水。胎萎不長，即西醫所稱胎兒

宮內發育遲緩 (FGR ), 目前在產科臨床並不鮮見，發病率為 3% 〜 10%，是引起圍產兒死

亡的重要原因。FGR 胎兒在孕期易發生胎兒窘迫 ，在產程中更易發生缺氧及酸中毒，導

致腦癱的發生。有研究表明，羊水過少的胎兒宮內發育遲緩是增加不良妊娠結局的高危險

因素。本例患者保眙致足月剖宮產，男嬰除體重較輕外，智力發育均正常，現已近 3 歲，

活潑可愛，實乃可賀。　

　　　　　　　　　　　

　　　

取材自蔡氏婦科流派醫案

集（劉鄧浩醫案） 中醫婦科病例報告

楊惠如 /中醫婦科專科醫師

姓名： 呂 O 萍

年齡：41

性別：女

主訴：經期間煩躁如狂已十三年。

現病史：這位 41 歲的女性病人，職業為家庭主婦，主訴經期間情緒煩躁如狂已十三年，

服精神科藥物控制也已十餘年。平時自我壓力大，要求高，有潔癖，常叨念家人。LMP：

2019/12/10，PMP：2019/11/07，I/D：28-30/3，經色暗，有血塊，經量不多，經期前後易怒，

經期間易盜汗、心悸，腹痛嚴重，自服止痛藥可緩解，頭痛如炸裂開，抽痛感，煩躁如狂，

思緒混亂，記憶衰退。

過 去 病 史： 精 神 科 用 藥 中：Buproprion (150mg) 1# OM，Mucaine 1# OM，Lorazepam 

(0.5mg) 1# OM，Buclizine (25mg) 1# HS，Flupenthixol/Melitracen 2# HS x 2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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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診

【望診】

整體：意識清楚，精神差，身高：155 cm，面色萎黃。

舌診：色淡紅，苔薄白，瘀點，舌下絡脈怒張。

【聞診】氣味、聲響無異常。

【問診】

1. 全身：經期間盜汗，平素較怕冷，無運動習慣。

2. 情志：平素壓力大，行經期間煩躁甚。

3. 睡眠：長期眠差，不易入睡，夢魘感重，服鎮靜劑助眠，劑量大，常睡至下午一點。

4. 頭面：經期間頭痛甚。

5. 五官：

眼：無特殊症狀。

耳：無耳痛、耳聾、重聽、耳鳴、耳鳴

鼻：無鼻塞、鼻流涕、鼻癢、鼻乾、鼻熱

口：口乾，口苦。

咽：無咽乾、咽痛、咽癢

6. 胸：經期間心悸。

7. 食慾：因睡眠問題多只吃晚餐，空腹飲茶常嘔吐。

8. 腹部：經期間腹痛。

9. 大便：大便 1-2 日一行，乳糖不耐症史，食牛奶、醣類、油膩易腹瀉。

10. 小便：小便頻數，常應力性失禁，夜尿約 2 次。

11. 腰背：過去曾因感臀部如刀割無法靜坐，服精神科、中藥改善。

12. 四肢：無特殊症狀。

經帶胎產：LMP：2019/12/10，PMP：2019/11/07，I/D：28-30/3，經色暗，有血塊，經量不多。

【切診】

脈：細。

診斷

西醫病名：痛經症；睡眠障礙症候群。

中醫病名：經期如狂

證型：肝血不足，瘀熱蓄結下焦。

處方用藥

【醫師處方】

加味逍遙散 3 g，甘麥大棗湯 3 g，桃核承氣湯 3 g，柴胡龍牡湯 3 g，百合 1 g，

丹參 1 g，香附 1 g，TID x 7 days

【受訓醫師自擬】

加味逍遙散 4 g，桃核承氣湯 3 g，六君子湯 3 g，百合 1 g，鬱金 1 g，懷牛膝 1 g，TID x 7 

days

分析討論

【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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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腑病機四大要素】

病因：肝血不足，瘀熱蓄結下焦導致經期如狂。

病位：西醫：腦、子宮。

中醫：肝、脾、腎

病性：主證：41 歲，平素壓力大，睡眠差，服精神科藥物控制十餘年。LMP：2019/12/10，

PMP：2019/11/07，I/D：28-30/3，經色暗，有血塊，經量不多，經期前後易怒，經

期間易盜汗、心悸，腹痛嚴重，自服止痛藥可緩解，頭痛如炸裂開，抽痛感，煩躁

如狂，思緒混亂，記憶衰退，病程已十三年。舌色淡紅，苔薄白，瘀點，舌下絡脈

怒張。脈細。

次證：大便乳糖不耐症，食牛奶、醣類、油膩易腹瀉。小便頻數，應力性失禁。

病勢：這位 41 歲的女性病人，主訴經期間情緒煩躁如狂已十三年，因症狀嚴重，服精神科

藥物控制也已十餘年。平時自我壓力大，又常常叨念家人。《臨証指南醫案》：「凡

女子以肝為先天，肝陰不足，相火上燔莫制，根本先虧也。」因個性不易放鬆，長

期不得緩解，在內在外的壓力都無法紓解，造成肝氣鬱結嚴重，又長期失眠，耗損

陰血，也易造成肝血不足，而可見其面色萎黃、脈細也顯示其血虛不足。病人並且

因睡眠問題常睡到下午一點多，醒來食慾差，多半只吃晚餐，因為生活作息緣故常

空腹飲茶，飲茶後偶嘔吐作，肝鬱則不疏土，導致脾氣不振，又因生活作息緣故，

空腹飲茶導致脾陽虧耗，而易表現食牛奶、醣類、油膩易腹瀉。

      經期雖規律，但經期短，經色暗，有血塊，經量不多，經期間腹痛嚴重，加上舌面瘀點，

舌下絡脈怒張都揭示其內在血瘀，必須化而通之，若瘀熱互結則易上擾神明，於經

前期陽長陰消及至行經其重陽轉陰時，都因肝血不足，陰不配陽，而造成每於經期

前後易怒，經期間則有煩躁如狂，思緒混亂，記憶衰退，頭痛如炸裂開等等諸多表現。

治則：疏肝養血，活血化瘀。

【病因病機分析】

【方藥分析】

1. 加味逍遙散疏肝解鬱，清熱養血。柴胡疏肝解鬱；當歸、白芍、補血和營、養血柔肝；

牡丹皮、梔子清熱涼血；薄荷芳香開竅；茯苓，白朮健脾益氣；甘草和中緩急，調和諸藥；

煨薑強化血行。

2. 桃核承氣湯活血化瘀、通下瘀熱。瘀熱蓄結下焦，故少腹脹滿，疼痛拒按，大便色黑；

下焦蓄血而非蓄水，故小便自利；熱在血分，故至夜發熱；瘀熱上擾心神，故譫語煩躁，

甚則如狂。方中以桃仁、大黃為主藥，桃仁既能破血祛瘀，又能潤腸通便；大黃既能

通便，又可祛瘀，互相配伍，則破血逐瘀之力更強，輔以桂枝通行血脈可助桃仁破血

行瘀；芒硝軟堅散結，可助大黃通便泄熱；炙甘草一面護胃安中，一面以緩諸藥峻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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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以作佐使。

3. 六君子湯顧護中焦，益氣健脾。百合養陰清心安神。鬱金活血行氣止痛，解鬱清心涼血。

懷牛膝引火下行。

衛教：

1. 宜多休息，不適合過於刺激的活動，保持情緒安定。

2. 睡前少接觸 3C 產品，避免過度接收藍光影響睡眠。

3. 平時可練習腹式呼吸穩定情緒。

4. 假日可與家人一同從事和緩的戶外活動，如散步。

5. 

6. 

7. 

8. 

9. 

10.	玫瑰，不只是情人間的互相表示情意的鮮花，除去花柄及蒂頭乾燥後，搖身一變就成為

中藥的一種。以藥性來說，玫瑰花味甘，性溫，氣味芳香，藥性平和。《食物本草》更

記載著玫瑰「主利肺脾、益肝膽，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不過比起作為中藥使用，

玫瑰花茶更廣為人知且受歡迎。

注意「帕金森氏症」前期徵兆

																		－噩夢連連，嚇醒汗濕枕套

一位 59 歲女性常被噩夢嚇醒，驚醒後發現枕頭套汗濕一片，身上卻沒流汗。她到

很多科別就診，仍無法改善，直到到神經內科就醫，竟診斷出是帕金森氏症前期，

醫師說，相當於提早兩年發現病症。

 

帕金森氏整為退化性疾病，要長期抗戰。對於前期帕金森氏症治療，澄清醫院中港

院區神經內科主任葉守正說，除了吃藥，還鼓勵患者多運動和攝取抗氧化食物，如

綠花椰菜、菠菜等深綠色蔬菜，富含 β 胡蘿蔔素的海苔海帶、小番茄、胡蘿蔔等。

患者半年來深被頭汗症和噩夢困擾，睡不著、焦慮、口乾舌燥跟著纏身，她到身心

科、婦產科、免疫風濕科就醫，都找不出病因，醫師先後給予焦慮症、停經症候群、

乾燥症等藥物治療，但仍無法改善。她最後尋求神經內科門診時，已神疲行勞，擔

心身體出了嚴重問題。

https://orange.udn.com/orange/search/tag/8887/%E5%B8%95%E9%87%91%E6%A3%AE%E6%B0%8F%E7%97%87
https://orange.udn.com/orange/search/tag/8887/%E7%84%A6%E6%85%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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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守正說，患者走進診間時，表情異常平淡，連眨眼都顯得不自然，請她做雙手的

食指和拇指快速碰觸動作，標準每 5 秒要 15 次以上，她才 10 次，平舉雙手可見右

手有非常微小的顫抖。再進一步做多巴胺核子醫學掃瞄，發現其成對的基底核影像

不對稱，確診是罹患前期帕金森氏症。

澄清醫院中港

院區神經內科醫師葉守正表示，噩夢連連、頭汗症、口乾舌燥等症狀，是神經退化

所引起的乾燥症。 圖／澄清醫院中港院區提供

葉守正表示，婦女的症狀很詭異，經多巴胺核子醫學掃描，發現她的基底核不對稱，

診斷為前期帕金森氏症。患者噩夢連連、頭汗症、口乾舌燥等症狀，是神經退化引

起乾燥症，頭汗症則是身體不出汗的代償現象，因汗水集中頭部才會汗濕了枕套，

並非因噩夢嚇出冷汗。

葉守正說，因自律神經退化，前期帕金森氏症也會表現出乾燥症症狀，要詳細鑑別

診斷才不會誤診；由於多巴胺神經細胞退化，腦幹也會產生病變，而腦幹與睡眠遙

控有關，是頻繁噩夢的原因。葉守正指出，該病人可說是提早兩年發現帕金森氏症，

相對地，在治療上有更大機會防止惡化，如未能在前期發現，約兩年後就會出現休

息時手抖、走路變慢，甚至是駝背等情況。                  轉載自由時報 110 年 7 月

檸檬水抗疲勞、蜂蜜水消脹氣！

																				5 加味水幫身體大掃除

攝取適量的水分可維持人體器官機能正常運作，有益身體健康，尤以溫開水最為好吸收。日

本知名美容健康網站 LBR 專欄作家山本朱美表示，喝溫開水源自於印度傳統醫學阿育吠陀，

可提高體溫、促進代謝，達到排出體內毒素的效果。此外，由於血液循環也變好，活化內臟

機能，讓攝取的能量能夠充分運作。 

除了直接飲用外，以下介紹 5 種溫開水加味的飲品，早餐時不妨取代高糖、高熱量的奶茶，

喝得健康又美麗。 

1. 檸檬水

起床時飲用一杯檸檬溫開水，內含的檸檬酸一掃腦內疲勞，並促進腸胃蠕動，是很好的醒腦

飲品。此外，檸檬的主要成分維生素 C 是美肌、美白不可或缺的營養素，能增加腸道好菌，

幫助排便。而且溫開水溫度適宜，維生素 C 並不會被破壞殆盡，請安心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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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蘇葉水                       

蘇葉，顧名思義是讓人蘇醒的葉子，自古以來作為中藥材使用。抗氧化作用強，且富含 β- 

胡蘿蔔素、鈣、鉀、鐵、維生素等人體容易缺乏的營養成分。另外，蘇葉還含有一種叫「木

犀草素」的成分，具有抑制過敏或體內發炎的效果。 

3. 生薑水

生薑，是我們十分熟悉的暖身食材，含有大量的 「薑辣素」(Gingerol)，藉由溫開水加熱後，

轉化成為「薑烯酚」(Shogaol)，保溫效果更佳！ 出門前飲用一杯，可以調節一早起來體溫

較低的狀態。 

4. 蜂蜜水

蜂蜜含多種維生素，包含維生素 B1、維生素 C、菸鹼素等，以及鐵、鈣、鉀等礦物質。具

有潤腸通便，有利於肝臟排毒。此外，喝蜂蜜水也能消脹氣，《120 種冰箱常備最健康的食 

物：利用天然食材的功效，吃出自癒力 !》建議可以在每天睡前取 10 ∼ 20 毫升，配溫開水

調服，不僅能夠健胃整腸，也能鎮靜、安神。但是因為嬰幼兒胃腸功能還未發展成熟，所以

1 歲內的幼兒最好不要喝。 

5. 昆布水

東京海洋大學特任教授、昆布營養機能研究會發起人矢澤一良指出，昆布富含鉀、鈣等多種

礦物質，以及 DHA、EPA 等被稱作「海洋維生素」的營養成分，其中又以海藻酸和褐藻素

這兩種食物纖維最受矚目。海藻酸及褐藻素能在腸道內捕捉攝取過量的脂肪、糖分和膽固

醇，讓它們在被吸收之前就排出體外，並幫助清除鎘、 鉛等重金屬，以及殘留農藥和食品

添加物等有害物質，達到體內淨化、排毒的效果。

110年度中醫婦科師資培訓課程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活動日期：110年 10月 3日 （日） 

活動地點：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11樓討論室三(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時間 主題 講師 經歷 

主持人 蘇珊玉理事長      

08:10-09:00 中醫婦產科教學簡報製作技巧(教材製作) 
楊勝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教學部副管理師 09:00-09:50 創新教學與科技導入中醫婦產科教學(創新教學導入) 

09:50-10:10 綜合討論 

10:10-11:10 
中醫婦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設計與核心能力 
(課程設計) 

吳炫璋 
台北慈濟醫院中醫部副
主任暨中醫婦科主任 

11:10-12:00 中醫婦產科筆試命題技巧與試後分析(評估技巧) 陳尚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教學部副管理師 

12:00-13:10 午餐 

主持人 陳怡斌祕書長   

13:10-14:00 
臨床學生的溝通與輔導：以中醫婦產科教學為例 

(溝通及輔導) 
王治凱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臨床心理師 

14:00-14:50 
中醫婦科於乳癌跨領域團隊照護教學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 
蘇珊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中醫婦科主任 

14:50-15:10 休息 

15:10-16:00 中醫婦科專科醫師教學經驗分享：台中慈濟 王人澍 台中慈濟醫院副院長 

16:00-16:50 
中醫婦科專科醫師教學經驗分享：彰化基督教醫
院 

李佳穎 
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科
主任 

16:50-17:00 綜合討論 

婦專師資培訓＊報名表＊ 

中 文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中醫師 
證 號 

台中字第        號 

手 機  通訊地址                     午餐（葷□素□） 

報 名 費 
□可申請台灣中醫教育學會 中醫婦科指導醫師學分 8點  費用：免費 

□可申請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醫師繼續教育學分 8點費用：800元 

報 名 
方 式 

郵局劃撥帳號：19247199        跨行轉帳：7000010+19247199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Email：csm.k1197@msa.hinet.net   

電話：(02)3765-1197          傳真：(02)3765-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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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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講師 主題 講師介紹 

9/12 
09:30-12:30 程維德 失智及帕金森氏症臨床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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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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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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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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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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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勳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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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 高血壓、糖尿
病、睡眠障礙、腫瘤、
發育不良、眼睛乾澀 

11/14 
09:30-12:30 謝旭東 異位性皮膚炎六經辨證的驗案分享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1 

11/28 
09:30-12:30 柯瑩玲 腰膝關節退化、病變及疑難雜症的臨床治療驗案分享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2 

超強陣容．精要解說．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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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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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以正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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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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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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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莒昌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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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旭東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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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皮膚科、內婦兒
科、針傷科等  

柯瑩玲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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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腦中風、腦麻、自
閉症、發展遲緩等 

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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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手 機  

劃 撥 
繳費劃撥帳號：19742551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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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結合臨床腫瘤經驗傳承 110年課程 
 

主辨單位：中華民國中醫癌症醫學會 
上課地點：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7 樓 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板新路 107 號 7 樓) 

主持人 郭奕德 理事長 

日期 時 段 題  目 課程簡介      講   師 

 

9/12 

 

PM 
2：00 
   |  
5：00 

惡性腫瘤 

中醫的 

治則治法 
 

惡性腫瘤有甚麼生物特性?  
在宿主身上會發生甚麼狀況?  
傳統中醫的辨證論治，面對單獨對抗癌

症、或西醫治療副作用、或西醫遇瓶頸後

中醫接手，該如何因應及制定處方策略?  
在本課題上有詳細的解說探討。 

李政育 醫師 

育生中醫診所院長 

鄭淑鎂 醫師 

培真中醫診所院長 

10/24 

 
 
PM 
2：00 
   |  
5：00 

惡性腫瘤 

生物特性 

及併發症 
 

壹  惡性腫瘤生物特性 
一、細胞社會學 
二、致癌作用，以染色體異位 
    及 HPV致癌為例 
三、細胞增生與分化 
四、腫瘤倍增時間 
貳  併發症   
一、上腔靜脈症候群 
二、腫瘤溶解症候群 
三、抗利尿荷爾蒙分泌不當症候群 
四、高鈣血症 

 

 

蘇三稜 醫師 

                                      

三稜中醫診所院長 

12/12 

PM 
2：00 
   |  
5：00 

癌症病人的

血檢報告 

判讀及治療 

 

判讀癌症的血檢報告，可知病人的正氣強

弱、腫瘤活性、內臟興衰，提供醫者判斷

攻補施治的依據，並能作為治療效果的監

測。 
本課程將介紹如何運用血檢報告，提出治

癌原則? 各階段腫瘤、個別腫瘤、中西醫
合療期間，該如何運用? 

鄭淑鎂 醫師 

 

培真中醫診所院長 

 

 

 

12/26 

PM 
2：00 

   |  
5：00 

癌症中西醫

合療    

(含西醫治

療副作用的

補救) 

1、癌症西醫治療手段 

2、中醫藥治療癌症切入點和優勢 

3、癌症的中醫論治思路和臨床實踐 

4、西醫治療的副作用 

   中醫藥如何輔助缓解 

 

黃碧松 醫師 

 

醫道堂中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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