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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2021 年 11 月第 65 期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小雪節氣、宜防寒保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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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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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報告各位會員先進本期編輯綱目。
2. 主題文章：(P.02) 感謝廖桂聲醫師提供本期主題文章 --【心肌炎的中醫療法】。
3. 名醫驗案：(P.9) 摘錄四川中醫雜誌名醫驗案 - 烏梅丸的診斷文稿。
4. 名家藥對：(P.14) 分享四川中醫藥大學名家藥對 3 組，供同道學習參考！
5. 流行病學：(P.16) 本期轉載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因應 Omicron 變異株疫情，即日起提供
已完整接種 COVID-19 疫苗且滿５個月之民眾，接種 COVID-19 疫苗追加劑。
6. 食療養生：(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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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友會活動：(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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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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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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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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炎與中醫的類似病名，目前尚無統一意見，但依據其臨床表現，與中醫之“心悸”、
“怔忡”、“胸痺”等頗類似。多因六淫（風、寒、暑、濕、燥、火）外邪病毒侵犯心臟，
耗傷氣陰；或以氣陰兩虛之體復感六淫病毒外邪而發病。
【流行病學】

和呼吸道感染的各種病毒最多見。較常見的病毒包括 coxsackie B（克沙奇 B 型），其他的
有腺病毒、Echo 病毒以及流行性感冒病毒等。眾所熟知的腮腺炎病毒及肝炎病毒也可能致
病，但並不多見。由於抗生素的廣泛應用，使溶血性鏈球菌感染引起的風濕性心肌炎明顯減
少，但濫用抗生素的後果已破壞人體內蘊藏的抗禦疾病的免疫力；而病毒性心肌炎的發病率
卻在不斷上升。據國外文獻報導，近十多年，風濕病的發病率較以往下降十倍以上，而病毒

心肌炎的中醫治療
廖桂聲 / 廖桂聲中醫診所
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曾經報導一個特殊病例。病患原無任何不適之症狀，當突然聽

性心肌炎卻上升了十倍以上，國內有關資料估計亦較十年前增加了十倍以上，佔同期心血管
疾病的 8.6 ﹪〜 20.8 ﹪

【診斷要點】
一、

心肌炎的臨床表現可能完全無症狀，但也可能發生猝發性致死的心臟衰竭，可謂是變

到兒子自殺的消息後，發生劇烈胸痛及微發熱、急性心臟衰竭而致死。經冠狀動脈血管攝影
檢查及心臟超音波、X 光片檢查都正常，而心臟內膜心肌切片檢查證明為急性心肌炎，據推

化多端，令人難以捉摸。通常，可歸納出下面幾種情況：
1. 病患在典型的心臟症狀出現前一〜三週多有輕重不等的非特異性症狀如倦怠、發燒、

測可能與極度傷心、情緒壓力變化引起病毒性心肌炎或可能不明原因心肌炎有關。急性心肌
炎是心臟肌肉的急性炎症現象，病因繁多，臨床表現五花八門，有的可能很快痊癒，有的卻

呼吸困難、心悸、胸悶、胸部疼痛等症狀。
2. 病毒性心肌炎對嬰兒及孕婦毒性大，即小孩及孕婦若受到感染病毒性侵犯心肌炎，

可能急速惡化，讓人措手不及。早期就醫當有呼吸困難、胸痛、心悸、盜汗、全身性疲倦等
感覺時，儘快看醫師，適當的治療，可能減少心肌炎的惡化。

會比較嚴重，死亡率比一般人高。
二、

【概述】
心肌炎是指心肌中具有局限性或瀰漫性的急性、亞急性或慢性炎症病變。心臟三層組

臨床表現：

物理檢查：身體檢查有心搏加速、心雜音（S1 變小、S3 存在）、心臟擴大或心臟衰
竭現象。

三、

心電圖檢查：許多病人只有短暫性心電圖變化的臨床表現，大部分為非特異性的

織中的中間層叫心肌，心肌就是心臟肌肉本身。心肌炎是一種發炎的過程，一般都是傳染性

ST-T 改變（ST-T 段輕度移位、T 波低平或倒置）代表心肌受損。心臟早期收縮、傳

的病源所引起的，會侵犯心臟肌肉細胞、胞間質、血管，有時還會侵犯其他的心外膜。它是

導異常（Complate

導致急性鬱血性心肌病變（Acute congestive cardiomyopathy）常見的原因；也可引起心衰
竭（Acute heart failure）。
本病可以在全身性疾病的同時或先後侵犯心肌所引起。引起心肌炎的原因很多，有感染
性疾病過程中引起的感染性心肌炎，如病毒感染、細菌感染、黴菌、寄生蟲或立克次體感染
等。有化學因素或物理因素引起的心肌炎，如鉛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放射線影響、鉀離子
代謝紊亂等，此外尚有某些變態反應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風濕熱、紅斑性狼瘡等所致的心
肌炎。臨床上以病毒性心肌炎較多見。

A-V block）

二、主題文章

二、主題文章

一般而言，急性心肌炎多係病毒性感染引起。各種病毒都可以引起心肌炎，其中以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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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胸部 X 光片中的心臟可能正常，也可能已極度擴大，並有肺水種現象。

五、

血液及生化檢查：血液一般有中度的白血球增加的情形，紅血球血沉降速率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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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實驗室檢查無特異性變化。
【中醫治療】

不過某些併有肝臟鬱血的病人，其血沉速率則不會增加。此外血中 SGOT、LDH 及 CPK
也會上升，隨著生化學的進展，LDH、CPK 的異性酵素（isoenzyme）的分劃，將有助
病原學檢查：
1. 糞便、咽喉、血液、心肌、心包膜液取檢體作培養分離克沙奇 B 型或其他病毒。
2.

偵測病毒中和抗體、補體固定抗體、血球凝集抑制抗體等，在病人血中濃度變化，
若有 4 倍以上之升高，表示有最近病毒感染。

3.

以導管放入右心室作心肌活組織切片檢查，因為這是確診的唯一方法。

心肌炎可能是很嚴重的，但是結果會因感染的類型而不同。嚴重的病例最後可能導致心
臟衰竭和死亡；但是多數病例炎症將消退，並完全恢復健康，而且不留下後遺症。
※ 鑑別診斷 ※
（一） 風濕性心肌炎：有咽、扁桃腺體等部位的 A 型溶血性鏈球菌感染史；可伴有遊走性

病位、病性或以主症進行命名診斷與治療。按中醫的「心悸」、「怔忡」、「胸痺」、「溫
病」、「猝死」等病辨證論治。對本病病因病機的認識，多數學者提出正氣不足、邪毒侵心
是發病的關鍵所在，強調正氣虛損及免疫力系統調整是發病的內在因素，情緒、疲勞、壓力、
感冒等為發病的誘因。溫熱邪毒或病毒性感染乘虛外侵，以口鼻皮毛進入人體，郁於肌表，
循經入裡，耗傷心之氣陰，而成上焦郁熱，導致心肌發炎。病變的發展，或免疫力之衰退，
造成心肌造成損傷，精氣內奪，心血瘀阻，導致病毒性心肌炎而死於心臟衰竭，最需要注意
的是嬰兒、小孩及孕婦發生率極高。
對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療，仍以辨證論治為主。對病毒性心肌炎進行了臨床與實驗研究，
以清心熱、養心陰、擴張心肌營養、改善心臟功能、控制心衰竭、糾正和減輕心率不整為目
的。急性心肌缺氧以氧氣治療急救之，減少心臟負擔和減少其耗氧量。
病毒性心肌炎發病、病程及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徵，將其進行辨證論治。

關節炎、皮下小結、環形紅斑、心內膜、心瓣膜、心外膜亦常被累及。查紅血球、
血紅素降低、白血球增加，血沉明顯增加，抗“O”大於五百單位呈陽性反應。
（二） 冠心病：年齡多在 40 歲以上，常伴有高血壓、高血脂症、肥胖、糖尿病等病史。
臨床表現以陣發性胸悶、心前區疼痛為主。心電圖 ST － S 改變。
（三） 甲狀腺功能亢進症：多見於 20 〜 40 歲女性，以神經興奮性與功能代謝增高為主要

（一） 心熱盛傷陰證：
主證：多屬急性一般型，心煩心悸，胸悶胸痛，咽乾紅腫痛，五心煩熱或有低熱，脈
細數或結代，舌紅少苔或黃苔。急性期多屬溫毒邪氣侵心襲肺，典型病例大多
具有病毒外感的前驅症狀，應即時袪解毒外；還應酌加抗病毒中藥。

表現，如興奮、易激動、怕熱多汗、心率增快、體重下降、食慾亢進、雙手顫抖等，

治法：清熱養心

伴有雙眼突出、甲狀腺種大。血清 T3、T4 增高、TSH 亦增高

方藥：加減清瘟敗毒散

（四） 中毒性心肌炎：有明顯細菌感染性如白喉、傷寒、猩紅熱等，臨床上除心肌炎表現

金銀花 12 克、連翹 12 克、生地黃 12 克、麥門冬 12 克、玄參 10 克、黃芩 10 克、

外，白血球總數及嗜中性白血球均明顯增高並有感染中毒表現。某些化學品或藥品

知母 10 克、大青葉 12 克、蒲公英 12 克、炒酸棗仁 12 克、柏子仁 12 克、生甘

如 andriamyoin，也可引起中毒性心肌炎，根據接觸史或用藥史可以鑑別。

草 10 克。以清熱解毒抗病毒其他方劑有：白虎加人參湯、竹葉石膏湯、犀角地

（五） 精神官能症：患者常訴心悸、胸悶、心前區隱隱作痛，但為短暫性（幾秒鐘）或持

黃湯等加減。對抗病毒性心肌炎之抗病毒中藥，常用金銀花、板藍根、大青葉、

續數小時不緩解，症狀多少不一，多變不穩定，病人常喜歡不自主地深呼氣或歎氣，
伴有心煩、健忘、失眠多夢、手足心發熱等症狀，隨精神狀態及情緒好壞而波動，

二、主題文章

六、

到目前為止，普遍認為病毒性心肌炎尚無特定的中醫病名與之相對應，而以病因病機、

二、主題文章

於分別這些酵素是源自心臟或心臟外其他的器官，對於心肌炎的診斷有所俾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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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翹、黃芩、黃柏、魚腥草、菊花、大黃、虎杖、蒲公英、丹參、麥門冬、玄參

7

【討論】

... 常獲速效。

心肌炎臨證時不僅應據脾、腎陽虛的側重施治，而且均需加用活血化瘀藥如丹參、赤
芍、川七粉、生蒲黃、乙金、元胡索 ...。有人認為病毒性心肌炎遷延日久者，治療以益氣養

（二） 心陰陽兩虛證：

竭症或休克或嚴重心律異常等併發症。
治法：扶陽救逆、養陰鎮心
方藥：參附龍牡湯加味
人參 12 克、製天雄 12 克、北黃耆 12 克、北沙參 12 克、麥門冬 12 克、桂枝 10 克、

血、緩圖為上。有時可加入豬簽草，苦寒清熱，有預防復發之功。如心肌炎伴有心臟衰竭時，
可酌加強心之中藥如人參、附子、黃耆、五味子、麥門冬、生地、肉桂、桂枝尖、川七、鹿
茸、刺五加等。發現生地黃內含有對心臟有益的微量元素，如鈣、鐵、鉻、錳等，其含量與
附子（已被公認的強心藥）相似。
在此強調病毒性心肌炎多是外感風邪或風濕於急性期時。風熱襲人，先襲肺衛，最後
導致心陰虛損。風濕內侵，病從脾始，最後可致心陽不足。其發展變化，一方面由於感受病

生龍骨、牡蠣各 30 克、珍珠母 30 克、炙甘草 10 克、北五味子 6 克，故在這一期

毒的類型、數量和毒素，一方面取決於人體正氣的盛衰和抗病能力的強弱。因此病毒性心肌

治療中，常多臟同治、扶正袪邪、提高機體防禦能力，顯得格外重要。

炎急性期的治療，和一般外感病不同，因病毒性心肌炎即便邪盛證現（炎症反應激烈），但
正氣、免疫力等已損傷，甚至短時間內即出現陰竭陽絕的地步，因此扶正多於袪邪，扶陽益

（三） 心氣陰兩虛證：
主證：心悸氣短，神疲乏力，胸悶不舒，煩熱口乾，多屬遷延期或恢復期，病程多在
六個月以上，脈細數或結代，舌紅無苔少津。

陰，是治療病毒性心肌炎急性期的根本法則。
【針灸治療】

治法：益氣養陰、護心腹脈

針灸治療：心肌炎針灸治療以 :

方藥：生脈飲加味

（1）心包經（內關穴）、（2）心經（神門、通里、靈道）（3）小腸經（陽谷、腕骨穴）（4）

北沙參 12 克、太子參 12 克、麥門冬 12 克、北五味子 10 克、生地黃 12 克、北黃

膀胱經（心俞肺俞穴）。止痛後不久病仍發作（胸悶、心悸、呼吸困難 ...）或減輕時，當再

耆 12 克、炒酸棗仁 12 克、蓮心 6 克、蒲公英 12 克、板藍根 12 克、琥珀粉（沖劑）

為施治，直到病情穩定為止。

6 克。

電針刺激內關、神門、及中衝穴等對緩慢型或快速型心律失常都有一定的治療作用，

益氣養陰法以生脈飲具有強心、調壓，增加左心室射血分數，改善心肌細胞代謝，減

說明針刺恢復內臟功能之途徑是一種雙向調整作用，可通過體表－內臟性反射活動而實現。

少心肌耗氧量等功能。而其他方劑如炙甘草湯具有減低異位起搏點之興奮性和調節心

近代研究更證實針刺這三穴的調節作用具有使異常 CAMP、CGMP 水平及異常的 CAMP/

臟傳導功能之作用，對抗心律失常及改善心功能均有一定作用。以上治療机理並非直

CGMP 比值趨向於正常，證明這種雙向調節作用是有分子生物學基礎的。針刺內關等穴後

接對抗病毒，而是通過調理陰陽氣血之盛衰，扶正袪邪，達到治療的目的。如心肌炎

還能顯著地增加心肌收縮力，因此針刺適量的穴位對本病是有一定的療效。

伴有心律不整時可選加此類藥物如：柏子仁、遠志、龍骨、牡蠣、石決明、珍珠母、
人參、麥門冬、北五味子、元胡索。

二、主題文章

律不整，多屬慢性期或亞急性期，脈細數伴結代，舌淡暗苔白。此時可伴有心衰

二、主題文章

主證：心悸氣促，動則喘急，肢冷畏寒，自汗乏力，面色蒼白或晦暗，心臟擴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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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與護理】
預防勝於治療對於心肌炎尤為重要。對於可引起心肌炎病原的預防接種，應為不可或
缺者，如白喉疫苗，就可預防白喉心肌炎。但因截至目前，許多病毒尚無有效的預防接踵，

防止因感受風寒感冒而加重心臟「負荷」。
( 二 ) 飲食起居有節，飲食清淡，切忌暴飲暴食，嗜酒抽煙者應勸其戒之。生活起居要
有規律。
( 三 ) 調節情緒壓力，應保持心情愉快，避免情緒激動、易怒、患有心血管疾病病患尤

三、名醫驗案

( 一 ) 儘量避免外感病毒感染的機會。謹避外邪，應注意氣候變化，避免外邪病毒侵襲，

二、主題文章

只好尋求其他預防途徑：

應注意。
( 四 ) 注意多休息，勿勞累，過勞。早期輕症患者可以適當多活動，有心臟衰竭或心臟
中度以上擴大者更應注意休息，勿劇烈運動加速心肌缺氧而致命。
( 五 ) 再有外感冒感染後的一至數週，密切注意是否有各種急性心肌炎復發。
( 六 ) 當有呼吸困難、胸痛、心悸、全身疲倦等感覺時，儘快早期就醫和適當的治

名醫驗案： 烏梅丸

療，可能減少心肌炎之併發症的發生。
1.

自古以來烏梅丸並不僅僅限於治療蟲證，還可廣泛用於其他內科雜病的治療。柯韻伯在《傷
寒來蘇集 ˙ 傷寒附翼》厥陰方中指出：“厥陰以烏梅丸為上。仲景此方，本為厥陰諸證之法，
叔和編于吐蛔之下，令入不知有厥陰之主方，觀其用藥，與諸症符合，豈只吐蛔一症耶？”
烏梅丸實乃厥陰之主方。
《醫宗金鑒》明確闡明：“此方治熱下寒之主方”。
吳鞠通指出：“烏梅丸寒熱剛柔同用，為治厥陰，防少陽，護陽明之全劑。”歷經古今醫家
的臨床研究探索，其適應證涵蓋了內、外、婦、兒各科疾病，被奉為多種疑難雜症的驗方。
烏梅丸由烏梅、細辛、附子、桂枝、人參、黃柏、黃連、乾薑、當歸、川椒共 10 味藥物組成。
從藥性上講，既有寒性的黃連、黃柏。也有熱性的細辛、花椒、乾薑、桂枝、附子，可謂寒
熱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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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藥味上講，以烏梅之酸，黃連、黃柏之苦，椒、薑、桂、附及細辛之辛，人參、當歸、白

按：患者表現腹部疼痛，大便稀溏，雖然無口乾口渴，但舌尖紅苔微黃，辨為上熱下寒證。

蜜之甘和而為一，辛苦酸甘合用，各有所得，辛開苦降，剛柔共濟，有收有發，邪正兼顧，

從脈象來看，左關弱是烏梅丸的典型特點，故選用烏梅丸。

攻補兼施，體用同調，和水火而順陰陽，契合厥陰病的基本病機。
三、腸功能紊亂案

鄒某某，女，65 歲。雙上肢麻木 20 餘年，有淩晨 2：00 左右早醒，晨起時有口乾，無口苦，
大便溏，舌淡紅苔白膩，脈細弱。
患者曾在無錫、南京、上海多家醫院應用中西藥物一直療效不佳。

闕某某，女，61 歲，反覆腹痛、腹瀉 30 餘年，以受涼、生氣及體虛時明顯，左中腹部痛，
飯後腹脹，口乾無口苦，易疲勞，舌瘦舌尖紅脈弦，左關弱。
辨證為上熱下寒，予以烏梅丸加減。
具體方為：烏梅 10g，附子 5g，乾薑 3g，黃連 6g，黃柏 6g，細辛 3g，甘草 6g，當歸
10g，黨參 10g，肉桂 5g，赤石脂 10g，枳殼 10g，陳皮 20g，二花 10g。
3 劑後腹痛、腹脹、腹瀉好轉，繼續以上方加減治療 2 月餘恢復正常。

處方：烏梅 10g，附子 5g，乾薑 3g，黃連 3g，黃柏 3g，細辛 5g，當歸 10g，紅參 10g，肉

按：此患者上部表現口乾，下部表現腹痛，飯後腹脹，辨證為上熱下寒證，以烏梅丸加減。

桂 3g，甘草 6g，雞血藤 20g，桑枝 30g，酸棗仁 10g。

肉桂配赤石脂屬於十八反的範疇，臨床試用多例，不僅止瀉效果好，而且無任何毒副反應。

患者服藥 7 劑後睡眠好轉，服用 3 周後上肢麻木好轉，睡眠恢復正常，後繼續以該方加減治
療約 2 月半痊癒。

四、高血壓案

按：從患者的症狀表現來看，口乾，大便溏，易早醒，這是典型的上熱下寒證，患者淩晨兩

吳某，男，42 歲，體檢發現高血壓病 BP158/92mmHg。

點左右早醒符合六經欲解時，在丑至卯時的病機特點。所以選以烏梅丸有良效。

刻診：頭昏，睡眠早醒，入睡困難、疲勞乏力、二便正常、舌胖有齒印，苔白膩，脈弦左關
沉取無力。

二、慢性潰瘍性結腸炎案

處方：烏梅 15g，細辛 5g，甘草 10g，附片 5g，人參 10g，當歸 10g，肉桂 5g，黃連 1g，

石某某，男，43 歲，慢性腹瀉 8 年餘。曾查腸鏡檢查提示潰瘍性結腸炎，先後到無錫及南

黃柏 1g，龍骨 30g，牡蠣 30g，磁石 30g，酸棗仁 30g，半夏 15g，茯苓 30g。

京多家醫院就診，予以柳氮磺胺吡啶及中藥治療，病情時輕時重，每逢飲食生冷或勞累、生

服藥 1 周後睡眠、乏力好轉，2 周後頭昏好轉，1 月後血壓下降至 140/80mmHg 左右，繼續

氣後病情加重。

用藥至 4 月血壓恢復正常，頭昏、乏力消失，睡眠恢復正常。

刻診：左側腹部隱痛，大便稀溏，每日 3 ～ 5 次，有時夾有粘液，遇冷加重，平時口腔容易

按：患者以血壓高、入睡困難，舌胖大和脈無力為主證，從患者症狀來判斷，無明顯的上熱

出現糜爛及潰瘍，無口乾口渴，舌尖紅苔微黃，脈左關弱。

下寒證，在臨床實踐中，凡有入睡困難伴舌苔白膩，脈弦，左關沉取無力，皆可運用烏梅丸。

辨證為上熱下寒證，予以清上溫下健脾收澀止瀉。
具體方為烏梅 10g，附子 5g，乾薑 3g，黃連 3g，黃柏 3g，細辛 3g，紅參 10g，甘草 10g，
赤石脂 20g，當歸 10g。
服用 1 周後大便好轉，共以上方加減治療 3 月恢復正常，隨訪半年無復發。

三、名醫驗案

一、雙上肢麻木伴失眠案

三、名醫驗案

醫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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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某，女，45 歲，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波動於 6.7mmol/L 左右 3 年，平素服用二甲雙胍。

朱某某，男，55 歲，口乾，胸口出汗，脾氣急躁，四肢怕冷，腹脹半年餘，睡眠可，舌苔

刻診：睡眠差，一般淩晨 3 點左右醒後難以入睡，易驚醒，大便不規律，時幹時稀，無口乾

白膩脈，脈弦滑沉取無力。

口苦，舌胖苔白膩，脈兩尺弱。

患者在市某人民醫院診斷為更年期綜合征，最初考慮為肝脾不和，血虛水逆，予以柴胡桂枝

初予以熟地 60g，天冬 10g，麥冬 10g，巴戟天 10g，菟絲子 10g，枸杞子 10g，肉桂 3g，茯

乾薑湯和當歸芍藥散治療 2 周療效不佳，後進一步根據患者口乾、胸口出汗、脾氣急躁表現

苓 10g，五味子 10g，當歸 10g，劉寄奴 30g，苦瓜 10g，藍不正 30g，附子 10g。
治療 2 周餘無明顯療效，後根據患者淩晨 3 點醒來，易驚、睡眠差，考慮厥陰證予以烏梅丸
加減，具體藥方為：
烏梅 10g，附子 10g，乾薑 3g，細辛 3g，肉桂 3g，黃連 1g，黃柏 3g，當歸 10g，人參
10g，甘草 6g，龍骨 30g，牡蠣 30g。
服用 5 天后睡眠好轉，繼續以改方加減服用至 4 周時測空腹血糖正常，睡眠正常，後停用二

為上熱，怕冷為下寒，調整處方以烏梅丸加減。
具體方為：烏梅 10g，附子 7g，乾薑 3g，細辛 3g，黃連 6g，黃柏 5g，黨參 10g，當歸
10g，肉桂 3g，甘草 10g，龍骨 30g，牡蠣 30g，鹿銜草 15g。
患者服藥 1 周後症狀明顯好轉，後繼續以該方調理 1 月半後自覺無明顯不適停藥。
按：患者口乾，脾氣急躁，表現為上熱，怕冷表現為下寒，結合脈診沉取無力，辨為烏梅丸
證。

甲雙胍以前方加劉寄奴 30g，王不留行 10g。
治療 2 月患者血糖監測平穩，血糖波動在 4.0 ～ 5.8 之間。

八、體會

按：糖尿病引起血糖波動常見於兩個原因：第一是睡眠差，第二是便秘。此患者根據其睡眠

其他疾病如前列腺增生、皮膚瘙癢症、濕疹等表現為寒熱錯雜時也經常應用烏梅丸治療，基

差，淩晨 3 點左右醒，符合厥陰病在丑至卯時的病機特點，所以選用烏梅丸。

於篇幅有限不再一一列舉。
根據大量臨床應用經驗常將疾病表現為上熱下寒、局部熱全身寒、脈左關弱、舌尖紅苔膩作

六、夜間腹痛案

為烏梅丸應用指征的主要辨證要點。其中上熱主要表現為頭昏、咽痛、口舌生瘡、胸悶、心

鮑某某，女，58 歲，臍旁每天夜間 2 點左右痛半年餘，先後到醫院查腹部 CT 及腹部淋巴

煩、口渴等表現；下寒主要表現為腹痛、腹瀉、小便淋漓不爽、小便頻數、四肢寒等表現。

結 B 超檢查未見明顯異常，納食可，二便正常，無口乾口苦，舌暗體胖苔白膩關脈弦，沉

另外也常常根據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將以淩晨 1 至 5 點定時發作的疾病作

取無力。

為烏梅丸應用的重要指徵。

根據患者淩晨 2 點發作性疼痛，考慮厥陰病。予以烏梅丸加減。

在臨床具體應用時尚需根據具體寒熱虛實及具體疾病進行一些適當的劑量或藥物的加減及專

具體方為：烏梅 10g，細辛 5g，肉桂 3g，黃連 6g，黃柏 3g，當歸 10g，人參 20g，附子

病專藥的應用。

5g，甘草 7g，乾薑 3g，茴香 5g，葫蘆巴 10g。

如上熱表現明顯常加黃芩或以黃芩替代黃柏同時減少附子、乾薑的劑量。

上方治療 1 周後腹痛緩解，隨訪 3 月未再復發。

因考慮藥物口味，在臨床中除皮膚瘙癢症和咳嗽時應用川椒，一般不應用。

按：患者夜間腹痛符合厥陰病在丑至卯時的病機特點，所以選用烏梅丸。

腹痛明顯加白芍，腹瀉明顯加赤石脂，睡眠表淺易驚醒加龍骨、牡蠣，糖尿病加用劉寄奴及
王不留行。
                                       文摘自《四川中醫》2015 年第 33 卷第 12 期

三、名醫驗案

七、更年期綜合徵案

三、名醫驗案

五、糖尿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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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健行經驗：海螵蛸味鹹微溫，制酸和胃：浙貝母苦寒，生肌和胃，並借其清熱緩瀉之功，
以制海螵蛸收斂澀腸之弊。此對藥適用於胃脘脹痛、反酸，無論胃寒、胃熱證，均可隨證應
用，是治療胃酸過多之佳品。
[ 戈焰 . 邱健行教授治療胃腸病應用對藥經驗介紹 . 新中醫，2006; 38 (8)： 67]

症的，如胃脘灼痛、刺痛、泛酸等。對於這類患者，余老喜用浙 . 貝母配海螵蛸治療。而患
者服用後，大部分患者症狀得到緩解。追問余老其究竟，餘老日：出自烏貝散。原來烏貝散
是文革期間“西學中，中學西”研製的新配方，對抑酸效果好。臨床上，凡見酸多症，均可
加入浙貝母配海螵蛸這藥對，療效理想。
[ 張學斌，潘林平 . 余紹源教授常用藥對拾擷 . 陝西中醫，2007; 28(6)： 709]

[ 主治應用 ] 肝脾不調、肝胃不和之胃脘痛、瀉泄等症。
[ 經驗體會 ] 單兆偉經驗：二者配伍即為古方“白朮芍藥散”。白朮健脾補氣《本草匯言》云：
“白朮乃扶植脾胃，散濕除痹，消食除病之要藥也。脾虛不健，朮能補之：胃虛不納，朮能
助之。”白芍酸寒柔潤，微苦能補陰，略酸能收斂，收肝之液，收肝之氣，而令氣不妄行，
為養肝柔肝之要藥也， 能斂陰柔肝，緩急止痛。二者相配，一陰一陽，剛柔相濟，有調和
肝脾 . 肝胃之功能，使肝氣調和，脾胃健運，乃調和脾胃之常用配伍。在肝脾不調、肝胃不
和之胃脘痛、瀉泄等症中最常運用。此外，白朮、 白芍以炒用為好，炒能助其入脾。
[ 徐陸周 . 單兆偉教授治療脾胃病常用藥對舉隅 . 四川中醫，200; 19(7)： 3]

川棟子、延胡索
[ 主治應用 ] 胃痛。
[ 經驗體會 ] 餘紹源經驗： 跟隨餘老門診，觀其方藥，對胃痛病者，必用金鈴子配延胡索，
療效卓著。金鈴子又名苦棟子，由於“川產良”，臨床處方常寫川棘子。其性苦寒而有小毒，
入肝舒筋，導小腸、膀胱之熱。引心火下行。治腹痛心痛。而延胡索辛苦而溫。入脾、肺、
肝經，能行血中氣滯：治氣凝血結，上 下內外諸痛。兩藥相配，一寒 - 溫， 故能治諸證胃痛。
對於胃痛，大都有療效。
[ 張學斌，潘林平 . 余紹源教授常用藥對拾擷 . 陝西中醫，2007; 28 (6)： 709]

海螵蛸、浙貝母
[ 主治應用 ] 胃脘疼痛泛酸，口中臭味，諸藥療效不顯者。
[ 經驗體會 ] 胡翹武經驗：海螵蛸咸澀微溫，長於收澀止血、澀精止帶、制酸，內服或外用
於外傷出血、肺及胃腸出血及崩漏等多種出血證，因其又能制酸 , 常用於潰瘍病、疼痛泛酸
等。大貝母味苦性寒，長於清熱化痰、散結解毒。二藥參合功擅泄降肝火、清熱制酸、和胃
止痛，適用於胃脘疼痛泛酸、口中臭味，諸藥療效不顯者。
[ 範剛 . 胡翹武談治療胃脘痛的對藥十配 . 黑龍江中醫藥，1993; (6)： 1]

四、名家藥對

四、名家藥對

白朮、白芍

餘紹源經驗：浙貝母配海螵蛸治療酸多症效好。臨床上，看消化病的患者中不少人是有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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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說明，截至今日，已完整接種 COVID-19 疫苗 ( 不論廠牌 ) 且間隔滿５個月者 [ 即
本 (2021) 年 7 月 2 日 ( 含 ) 前已完整接種 ]，約 4.8 萬人，依我國 COVID-19 疫苗接種政策歷程，
多為「COVID-19 公費疫苗優先接種順序」第一類至第三類對象，包括醫護人員、防疫工作
人員、第一線高感染風險工作人員等。為確保高感染風險對象儘速接種第三劑，建議優先接
疫旅宿工作人員等 ) 及因公出國人員；其餘符合間隔之民眾，亦可視感染風險及接種意願，
經醫師評估後接種。
指揮中心指出，本年 11 月 28 日我國「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 (ACIP)」
專家會議即建議，高風險對象追加接種第三劑 COVID-19 疫苗，其他 18 歲以上民眾可評估
自身感染風險以及接種意願，經醫師評估後接種；而會中專家亦表示，如遇特殊情況，第二
劑與第三劑間隔可縮短至 5 個月。

因應 Omicron 變異株疫情，即日起提供已完整接種 COVID-19 疫苗且滿５個月
之民眾，接種 COVID-19 疫苗追加劑

為因應農曆年節返臺人潮，指揮中心評估國際疫情風險及國內疫苗供應現況，調整第二劑及
第三劑間隔為 5 個月，並自即日起開始提供接種，以及早建立高感染風險人員之免疫保護力。

新冠病毒迄今為止最新、突變最嚴重的變異毒株 Omicron 在南非被發現之後，引發全球關注，

指揮中心強調，目前各國對於追加劑接種廠牌尚無明確建議，惟依據已開始接種追

多國政府迅速升級防疫力度，各地主要股市聞訊一度大跌。

加劑國家之接種現況，以腺病毒載體 COVID-19 疫苗 ( 包括 AstraZeneca 及 Janssen
COVID-19 Vaccine) 為基礎劑者，可以莫德納 COVID-19 疫苗做為追加劑，接種劑量為莫

世界衛生組織（WHO）星期一（11 月 29 日）警告，Omicron 有令全球感染率大增的高風險。

德納 COVID-19 疫苗基礎劑之一半劑量。另依據莫德納原廠建議，疫苗瓶裝之膠塞 (vial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再次呼籲全球推動向較貧窮國

stopper)，每瓶入針不得超過 20 次，以避免影響疫苗品質，爰若該瓶疫苗開瓶已接種 20 人

家提供疫苗。

劑後，疫苗即丟棄不使用。

南非最先發現並上報 Omicron，但南非與非洲南部多國迅速被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列入禁止

指揮中心呼籲，為提升 COVID-19 疫苗接種可近性，指揮中心已協調國軍醫院、衛福部所

入境名單。南非對此相當不滿，質疑當了好人反遭嚴懲，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

屬醫院、及退輔會所屬醫療機構即日起加開夜間門診，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種服務。民

maphosa）質疑各國旅遊禁令缺乏正當性。

眾除可透過「COVID-19 公費疫苗預約平臺」預約接種，亦可至前述院所，或各地方政府衛
生局合約醫療院所預約接種。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2 月 2 日表示，COVID-19 變異株 Omicron 於各國迅速傳播，為積
極因應 COVID-19 病毒變異株對於國內防疫造成之威脅，確保醫療及防疫量能，自即日起
提供已完整接種 COVID-19 疫苗且滿 5 個月之民眾，追加接種第三劑 COVID-19 疫苗。
指揮中心提醒，目前提供接種之追加劑為莫德納 COVID-19 疫苗，依各國核准及接種建議，
接種劑量為 50 微毫克 ( 基礎劑之一半劑量，依目前劑型，注射量為 0.25ml)。

五、流行病學

五、流行病學

種符合間隔之醫護人員、第一線高感染風險工作人員 ( 包括航空機組員、港埠工作人員、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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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汁就好。
後跟穴代謝
穴位：腳踝後方正中央，腳後跟骨頭下端軟肉處。
功效：肝經、腎經、脾經交會處，可加強代謝、助排水。

3. 蘿蔔腿水腫
症狀：身型不胖唯獨蘿蔔腿發達、易失眠多夢、緊張，屬血凝血淤型水腫。
消氣茶去淤
材料：山楂 10 克、洛神花 10 枚、陳皮 10 克、烏梅 5 枚。
功效：山楂消腫去淤、洛神花益脾胃、烏梅消脂並調整酸性體質、陳皮化痰利氣。

常見的下肢水腫主要可分為 4 種，包括缺乏運動、肌耐力差的「肉鬆型」，和腿部脂肪肥厚、

做法：將材料全丟入電鍋，外鍋加入 150c.c. 水，內鍋加入 1500c.c. 水燜煮，最後在依個人

易流汗的「象腿型」，以及小腿腓腸肌發達、個性易緊張的「蘿蔔腿」，還有小腿肚缺乏曲

喜歡的甜度，加入適量砂糖或黑糖調味，2 天內喝完。

線、氣不足的「鳥仔腳」。她也針對上述 4 類型，提供 4 道消水腫茶飲與建議按壓穴位，茶

血海穴塑腿

飲 1 個禮拜可喝 3~5 次，每個穴位按 3~5 秒，每回 15 下，一天 2 回。

穴位：左掌心蓋住右膝蓋骨，手掌自然張開五指朝上，大拇指腹接近大腿內側處。
功效：有助淤塞血液流通塑腿型。

1. 肉鬆型水腫
症狀：小便量少、全身沒力、肌耐力差，缺乏運動肉不緊實，屬中醫氣虛型水腫。

4. 象腿型水腫

薏仁茶利尿

症狀：易流汗、口苦口乾、四肢末端浮腫感覺沈重、腿部脂肪多，屬溼熱型水腫。

材料：紅薏仁 50 克、大薏仁 30 克、小薏仁 30 克。

薑梅茶除腫

功效：薏仁可利水除腫、利尿、美白，及降血脂功效。

材料：醃製梅子 10 顆、生薑薄片 5 片、紅茶茶包 1 包。

做法：將材料放入紗布袋，加入 1000c.c. 水煮沸後熄火燜 15 分鐘，當開水喝，濾掉渣渣，

功效：梅子為鹼性，可調整酸性體質，紅茶和薑可暖胃，薑還有助循環、消水腫。

減少攝取澱粉熱量，2 天內喝完。

做法：將所有材料放入，加入 500~750c.c. 滾燙熱開水，沖泡 1 分鐘後放溫即可飲用。

提醒：紅薏仁又名糙薏仁，選台灣生產較新鮮。

豐隆穴消脂

氣海穴排水

穴位：外膝與腳踝中間點，脛骨外側 2 橫指寬處。

穴位：肚臍下 1.5 吋之處，約 2 橫指寬度。

功效：有助下半身氣血循環，加快代謝，並能消除局部脂肪。

功效：針對腰部以下肥胖、水腫，有助於排水、去脂和消腫。

2. 鳥仔腳水腫
症狀：身材苗條但小腿肚缺乏曲線，氣不足、易疲倦、貧血，屬血虛氣虛型水腫。
丹七茶活血
材料：丹參 10 克、川七 10 克、玉米鬚 5 克。
功效：丹參有助活血，川七可強心理氣、玉米鬚有助利尿排水。

六、季節養生

六、季節養生

水腫的食療與保養

做法：將材料放入紗布袋，加 500c.c. 水以大火煮沸後，熄火燜 5 分鐘，濾掉渣不吃，飲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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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

2021 中醫骨科手法工作坊學術研討會
各位中醫界先進道長大家好:
中醫傷科既有的強項核心技術。提供骨折 脫臼診療服務的醫師，最容易取得病人的信服。隨著健保給
付的調整，傷科醫學會將骨折脫臼整復診療的臨床教學作為重點，提升中醫師的 技術水平。本次論壇特邀
請 3 位學識與臨床經驗豐富的醫師，從多個角度切入探討骨折的診治，包括骨折癒合機制、創新石膏副木
的運用、內用藥與外敷膏藥、臨床復位手法技術機理、臨床案例報告、功能鍛 鍊與後遺症的處置。內容豐
富，歡迎各位中醫同道踴躍報名參與。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中醫部
活動時間:110 年 12 月 26 日
時
間演
13:25-13:30
13:30-14:20
14:20-15:10
15:10-15:20
15:20-16:10
16:10-17:00

活動地點:高醫附設醫院 第三講堂(W 棟 2 樓)
講
主
題主 講 人

黃蕙棻理事長
上肢損傷整治手法
下肢損傷整治手法

林正哲醫師
陳泰佑醫師

休
息
現代中醫骨傷科可以做得很好的骨折醫案：
Colles’ Fracture in Distal Radial fractures
女性尾骨骨折的中醫傷科治潦

卓青峰醫師
黃蕙棻醫師

中醫骨科手法工作坊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姓名

手機

會員
編號

地址
（一）研討會報名費用 (預先報名 12/16 前，以劃撥日為準)
 中醫傷科醫學會員及非會員1,000 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師1,000 元

 見實習學生1,000 元（憑證入場）
 申請全聯會中醫師點數4 點，酌收點數費400 元

（二）中醫師全聯會醫事課程點數4 點
(必填→)中醫師證號：

身分證字號：

※因為疫情關係, 進出醫院需要打過疫苗或是活動三天前證明
學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已完成二劑
且>14 天

未完成疫苗接種，是否檢驗 檢驗日期

※打滿疫苗2劑注射且過14天後，或是活動前3日內的快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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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當代名家臨床經驗傳承系列

呂文智醫師特別講座通告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上課日期：111年元月16日
上課地點：台大景福館1F演講廳-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之2號
9:30-11:00

中醫臟腑病脈診建構理論與臨床經驗分享
11:00-12:30

中醫經絡病脈診建構理論與臨床經驗分享
呂文智醫師
現任:
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專長:內科、婦兒科
特別門診:
不孕症、感冒、胃腸發炎、
調理身體。行醫近三十年。

【課程摘要】
中醫將人體分為氣、血兩部分,並將身體疾病歸類分為氣虚、血虛、
陰虛、陽虛四種,再配合五臟六腑相對應形成臟腑病、經絡病，而診斷
疾病理法方藥均有規則，辨證論治中以四診望聞問切為要，四診又以
切診為奇，今就脈學理論建構,二十九脈區別，臨床應用心得，梳理
闡明，玄冥幽微,陰陽會通，精究方術，全人天年，禆不辱杏林。
本課程同步視訊google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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