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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亦會剋乏脾胃讓病患有脾胃氣虛等症，這些副作用對中醫來說可利用科學中藥或水煎藥物
來改善病人體內氣血虛耗的情形以減緩這些治療副作用，故而中醫秉持著扶正祛邪的概念，
在病患接受現代醫學的治療同時又可利用中醫來調整體質，減緩至療的副作用及增加癌症的
存活率 (4)(5)(6)。

一、病患基本資料：
病歷號碼：1871OOOO
姓名：詹 XX
性別：女
年齡：40 歲
婚姻狀況：已婚

大腸癌術後、化療療程結束後之中醫治療

現居地：新北市
職業：會計

吳承宗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醫院

住院日期：2011/12/16
二、主訴：化療後引起持續噁心、腹脹已三日

摘要

三、現病史：

癌症在近三十年一直是國人十大死因第一，在醫學進步的當下，經過早期診斷，再經手

本病患為 40 歲女性，自述因長期腹部脹氣不適而至中西醫診所就醫，但症狀無明

術、放化療之後，存活率提高不少，但更需在意的是許多病患被治療的副作用所困擾著，甚

顯改善，於 2011 年 4 月底因腹脹甚及心悸、胸悶前往馬偕醫院求診，經診斷為肋膜積

至影響了生活品質，因此減輕許多放化療的副作用一直以來都是醫界在努力的目標 (1)(2)(3)。

水及乙狀結腸癌併雙側卵巢轉移，之後於 2011 年 5 月 6 日開刀切除雙側卵巢及乙狀結

本文即為敘述一名 40 歲女性，主訴即為大腸癌併卵巢轉移之病患進行手術後，被化療的副

腸並於 2011 年 6 月 10 日、6 月 20 日、7 月 11 日、7 月 24 日、8 月 12 日、8 月 28 日、

作用如噁心、腹脹、便秘等症所困擾，經診斷屬中醫的脾胃氣虛，於每次化療間隔的時間來

9 月 13 日、10 月 3 日、10 月 20 日、11 月 10 日、11 月 23 日、12 月 12 日進行化療，

本院進行中醫調理，經治療後症狀皆有改善且病患生活品質亦得到提升。

化療藥物為 FOLFIRI，第三次則增加使用 Avastin，因為化療後引起持續噁心、腹脹
來院求診，並收入住院中醫調理治療。

關鍵字：大腸癌、化療副作用、癌症中醫調理

前言
癌症不但一直佔據國人十大死因之首，而大腸癌更是癌症死因中的前三名，近幾年患病人
數更是逐年增加，這跟國人的飲食習慣息息相關，因此不管是何種癌症其治療及預後皆是醫
界及病患所關心的。
大腸癌根據其分期不同，所給予的治療也會不同，最常見的治療方式為手術切除治療、化

四、過去病史：
（一）

2011 年 5 月 6 日大腸癌第四期開刀切除雙側卵巢及乙狀結腸。

（二）

G2P2A0，進行剖腹產兩次，分別於 2000 年及 2006 年。

（三）

患者否認高血壓、糖尿病或任何系統性及慢性疾病。

五、家族病史：
（一）

外婆有糖尿病。

六、個人史：

學治療及放射線治療 (1)(2)。然而不論何種治療都會給予人體造成的傷害，手術造成的失血、

（一）

無抽煙、無喝酒或嚼食檳榔。

臟腑的受損，放化療對於正常細胞的傷害等，都會造成病人有許多的副作用，而這些對於中

（二）

無特殊食物 / 藥物過敏史。

醫來說手術可能對病患造成氣血虛耗的症狀，放療會讓病患產生氣陰兩虛的症狀，而化療藥

（三）

術後運動習慣：走路。

二、主題文章

二、主題文章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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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平日飲食素食，罹癌前葷食。

七、中醫四診：

八、西醫理學檢查：
 Body Height：161.5cm, Body Weight：54kg, BMI：21

【望】：神差倦怠，面色黯，兩顴略紅，體型正常偏瘦（BMI：21）。
舌體胖，色黯淡，邊有齒痕，苔少色薄白，舌面瘀點多。( 圖 1)

 General appearance：fair
 Conscious：clear and alert, E4V5M6
 Head：Sclera：anicteric, Conjunctiva：mild pale
 Neck：supple, no lymphadenopathy
 Chest：bilateral symmetric expansion, clear breathing sound
 Heart：regular heart beats, no murmur
 Abdomen：soft and flat, no tenderness, Bowel sound : normoactive
 Extremities：freely movable, no pitting edema
九、診斷：
（一）

西醫診斷：1.Sigmoid colorectal cancer, stage IV, post LAR+oophorectomy
and 5-Fu based chemotherapy with acastin
2.Chemotherapy 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二）

中醫診斷：病名：乾嘔；證型：脾胃氣虛

十、治則：
健脾益氣，和胃降逆

圖 1：
1. 舌體胖，色黯淡，邊有齒痕，苔少色薄白，舌面瘀點多唇色暗紅，下巴痤瘡疤痕。
2. 指甲有瘀點。3. 手指末端色素沉澱及脫皮。

十一、辨證分析：
【病因】：病人持續接受化療後出現一系列的腸胃道症狀，皆因化療藥物剋乏脾
胃，使脾胃運化傳道功能減退而見諸症，因此推論病因為「藥治」。

【聞】：語音清晰，多言略喘，無特殊氣味。
【問】：1. 寒熱：不畏寒冷。
2. 汗：夜熱盜汗。

【病位】：臟腑：脾、胃
解剖位置：胃、大腸
【病性】：主證－噁心欲嘔，食後易腹脹、腹痛喜按，容易泛酸、噯氣，胸骨至

3. 頭身：疲倦頭昏。

咽喉處時感灼熱、刺痛。大便 2 日 1 行，質硬難排，如羊屎狀，

4. 二便：大便 2 日 1 行，質硬難排，如羊屎狀，量少。小便量可，色黃。

量少。口渴不欲飲。舌體胖，色黯淡，邊有齒痕，苔少色薄白，

5. 飲食：納可，

舌面瘀點多。脈弱稍數。

6. 胸腹：容易泛酸、噯氣，食後易腹脹、腹痛喜按，空腹時噁心欲嘔，進食則減。
胸骨至咽喉處時感灼熱、刺痛。胸悶，偶心悸。
7 渴：口渴不欲飲。
8. 睡眠：眠淺多夢易醒，醒後可再入睡。
9. 四肢：四肢末梢麻木，左手掌甚。手指末梢腫脫皮，指甲瘀點有刺痛感。手心熱。
【切】：脈弱稍數。

次證－倦怠頭昏，夜間發熱盜汗，手心熱。胸悶，偶心悸，眠淺多夢
易醒，醒後可再入睡。四肢末梢麻木，左手掌甚。手指末梢腫
脫皮，指甲瘀點有刺痛感。
【病勢】：病程中多以脾胃系症狀為主，因藥物剋伐脾胃導致傳導受盛功能失
常。胃氣不和而致嘔逆腹脹等證。另藥物剋伐脾氣，累及其運化功能，
而證見脾氣虛及氣血化生不足，甚見虛熱等症。藥毒不僅阻礙氣血化

二、主題文章

 Vital sign：T/P/R：36.8℃ / 84 / 22, BP：119/75 mmHg

二、主題文章

唇色暗紅，下巴痤瘡疤痕。指甲有瘀點，手指末端色素沉澱及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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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阻礙氣血運行而形成瘀血。 ( 圖 2 病因病機圖 )

附表 1(SF-12)

十二、入院藥方：
以科學中藥為主，用香砂六君子 4g、霍香正氣散 4g、小建中湯 4g、茯神 1g、茯苓 1g
為主，並佐以寬心飲 2 號，住院期間並利用生活品質量表 (SF-12)、WHO 生活品質量表
(WHOQOL-BREL)、營養評估量表 (PGSGA) 來評估其狀況。
十三、治療結果：
病人以科學中藥為主，並佐以寬心飲 2 號，同時視其症狀改變適時更改科學中藥處方及給
予水煎藥方，於治療 12 天後症狀改善，而各種問卷的評估於出入院都皆有明顯的變化，故
之後出院轉門診追蹤治療。

二、主題文章

二、主題文章

圖 2 病因病機圖

附表 2(WHO QOL-BREF)
日期 生理
心理
6/24
70
50
70
7/14
50
50
60
7/28
50
50
60
8/15
50
50
50
9/1
50
50
50
9/17
40
60
40
10/6
30
60
30
10/21 50
60
50
11/10 40
60
40
11/26 50
70
50
12/16 40
70
40
附表 3(PGSGA)

討論
大腸癌近年來因國人的飲食習慣再加上醫學診斷方式的進步，越來越能早期發現，甚至因
為治療方式的進步，就算是末期病患也可以存活較長的時間，但是相對的如何讓病患擁有好
的生活品質就相對的重要，許多研究都指出化療對於生活品質的影響 (2)，也有許多研究指有
中醫或傳統醫學對於化療副作用及生活品質皆有改善的效果 (7)(8)(9)，再經由這個病例可以得
知經由中醫治療後，病患因化療所產生的副作用可以緩解，讓病患的不適感減輕，而這可由
病患所做的生活品質量表 ( 附表 1) 及 WHO 生活品質量表 ( 附表 2) 的變化來看，病患於入
出院時的分數皆有所提升，而在營養評估 ( 附表 3) 方面於入出院的比較也是有所改善，因
此可以得知中醫對於減緩化療副作用的功效，或許在未來可以藉由住院病例的累積，再加上
更有效的評估方法，可以更加證明中醫對於化療副作用的效果。

50
80
50
50
50
60
60
60
60
70
70

社會
70
60
50
50
50
50
30
50
40
50
40

50
50
50
50
50
60
60
60
60
70
70

環境
70
60
50
50
50
60
30
50
40
50
40

50
50
50
50
50
60
60
60
60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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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文章

二、主題文章

大腸直腸癌患者 有年輕化趨勢

研究發現，早發性大腸直腸癌的臨床和分子特徵，與年長者不同，在次族群間也有差異。另

閰雲 / 台北醫學大學前校長

者。和其他次族群相比，18 至 29 歲患者的「BRAF V600」突變相對低很多，雖有 KRAS

有研究指出，18 至 29 歲的早發性大腸直腸癌患者有獨特的訊號錯誤，不同於 30 至 49 歲患
突變，但沒有明顯偏低。

年紀輕輕的你，如果近來排便習慣改變、血便、不規則腹瀉或不明原因體重減輕，最好就醫
檢查是否罹患大腸直腸癌。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ASCO）去年 3 月一篇論文指出，大腸直
腸癌患者有年輕化趨勢，甚至還出現年僅 13 歲的患者，不宜輕忽。

小於 50 歲患者 年增 1 到 3%
ASCO 表示，摒除皮膚癌不算，僅次於肺癌和乳癌，大腸直腸癌已成為美國排名第三的惡
性腫瘤，雖然九成患者逾 50 歲，但小於 50 歲的患者以每年 1 到 3% 的速度增加，稱為早發
性大腸直腸癌患者，根據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NCI）統計，自 1994 年起，早發性大腸直

也發現患者若有發炎性腸道疾病（IBD），或某些遺傳性症狀，變異性較大，不容易透過臨
床及分子的特徵來發現，這也意味著，接受治療的效果比不上傳統治療方式。

無傳統危險因子 仍可能罹癌
大腸直腸癌患者年輕化，可能和肥胖、飲食習慣、不運動及家庭疾病背景有關，臨床上又發
現有些早發性大腸直腸癌病人並沒有傳統的危險因子，比如家族史、基因遺傳性症狀、肥胖
或不好的生活習慣等，也就是說患者沒有這些可能的危險因子，卻罹患此一惡性腫瘤。

腸癌患者已增加 51%。
丹納法珀癌症研究院 Dr.Kimmie Ng 指出，成立早發性大腸直腸癌研究中心就是希望提供整
因應大腸直腸癌年輕化趨勢，美國腫瘤學會（ACS）2018 年起建議，一般風險民眾接受篩
檢的起始年齡，應從 50 歲下調至 45 歲，該學會研究顯示，未滿 50 歲的患者中，高達 58%
被發現時已屬晚期。更令人擔心的是，早發性大腸直腸癌患者即使接受治療，預後通常較差，

體治療和考量，畢竟這些病人無論在治療，或心理層面需求上，比如擔心不孕及性生活等影
響，都與較年長的患者不同，有必要針對他們的需求另做適當安排，例如提供周末的治療時
段等。

造成家庭、社會及國家損失。

勿恃年輕而忽略 錯失治療
早發性臨床特徵 異於年長者
丹納法珀癌症研究院早發性大腸直腸癌研究中心發表論文，無非要提醒民眾對早發性大腸直
面對這個挑戰，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的丹納法珀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成立了早發性大腸直腸癌研究中心，主要是希望了解其生物特性及變化，進而找到真正的發
病因子，能更進一步協助年輕族群及早發現、及早預防。

腸癌的重視，同時也提醒年輕人不要因為沒有家族史，沒有遺傳相關因素，沒有出現類似症
狀，甚至自恃年輕而忽略這個惡性腫瘤的潛在威脅，及早建立屬於自己的公共意識，以免錯
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黃金時間。

聯合報 111.01.24 健康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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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 30 葛根 40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按語：
1、“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3、“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
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
湯主之。”
4、“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5、“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複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
6、“問曰 ：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
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劉志傑經方治療頸肩僵痛、咳血等醫案

從上面六條條文依據看，該患者已經具備了少陽陽明並病大柴胡湯證的運用指徵。
頸項強痛，汗出惡風，頭暈口苦、口乾，胸悶、氣短、心悸，心煩喜嘔，具備了少陽病小柴
胡湯證的指徵。

劉志傑 / 中國中醫名家，漢傳中醫學術發掘人、漢傳中醫學術體系創始人；中華漢傳中醫
促進會會長，北京漢傳中醫研究院院長；吉林市江城劉志傑中醫診所所長。先生開創了“謹
守六綱、獨尊方證”的經方辨治法則，目前出版《傷寒論師承課堂實錄》《金匱要略增補師
承課堂實錄》《傷寒論類編補遺師承課堂實錄》《劉志傑師徒經方醫案集》等四部經方專著，
研習者數以萬計，遍佈五湖四海，在中醫界影響頗深。

從口乾喜冷飲、煩躁失眠，大便乾硬，尿黃的症狀看，又具備了津液損傷之“胃中乾”的陽
明裡實證。頸項肩背強硬，手顫，又是發痙的一種表現，原因在於熱傷津液，肌肉失養。脈
弦，微數，寸浮尺弱，是上焦不通，下焦津虧之兆。舌絳紅，苔膩微黃，是實熱挾水飲的表
現。因此，辨為少陽陽明並病，以大柴胡湯為主，上焦得通，津液得下，水飲得降，陽明裡
實得解。加人參大補津液，葛根清熱生津而解痙攣。
二診：2000 年 3 月 7 日

1、頸肩僵痛案

患者電話告知，兩付藥後，疼痛緩解大半，大便得通，心煩失眠等消失，繼服四付後，諸症
消失痊癒。

趙某，女，46 歲。
初診時間：2000 年 3 月 1 日
病史簡要：頸肩部僵硬二月餘，劇烈疼痛十五天。

總按：
該病具備了少陽病諸症以及陽明裡實的煩躁口渴，大便乾硬之主症。同時因為汗出損傷津
液，導致痙攣手顫等痙證出現，因此，在運用少陽陽明兩解的大柴胡湯的基礎上，加人參和
葛根，補其傷損之津液，痙證得除。該患者夾帶的些許水飲，屬於中上焦的濕熱，口渴飲冷

刻診：頸項連及肩背部強硬，劇烈疼痛，活動受限，臥床不能自理，痛不欲生。伴胸悶、氣
短、心悸，心煩喜嘔，頭暈口苦，口乾喜冷飲。雙手微顫，周身乏力，汗出惡風，失眠，大
便乾硬，尿黃。曾在當地鄉衛生院，按心肌炎，冠心病治療無效，又於某醫院專家門診疑為
甲狀腺炎，患者表示懷疑，未進行治療。後經人介紹，來我處求診。
舌苔脈象：脈弦，微數，寸浮尺弱。舌絳紅，苔膩微黃。
六綱辨證：少陽陽明並病
處方：柴胡 80 黃芩 30 芍藥 30  半夏 40 生薑 50  枳殼 40 大黃 20 大棗 12 枚

是主要的造成原因，也是少陽病的一個主要病機，方中半夏便是對治之藥，可以降化水飲。
方證相符，因此數劑病已。

三、診斷探微

三、診斷探微

2、“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脅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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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入陽明病位，寒能清熱，辛能散邪而氣得旁流，苦能降逆下氣，療胸咽之窒塞不通。

2、咳血案

五味子，酸溫。 《神農本草經》：主益氣、咳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男子精。

初診時間：2009 年 1 月 11 日

阿膠，甘平。《神農本草經》：治心腹內崩，勞極灑灑如瘧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

病史簡要：患者素嗜煙酒，半月前自覺咽乾，咳嗽，咳泡沫樣痰，呼吸灼熱。自服百合固金

安胎。 久服輕身益氣。

丸不解。於三天前，咳嗽加重，痰中帶血。
刻診：頭暈目眩，耳鳴。晨起口乾苦，胸脅滿悶煩躁，發熱汗出，咽中窒塞，發熱汗出，口
渴喜冷飲，大便溏，小便黃赤。
舌苔脈象：舌乾絳，苔黃厚膩，脈弦滑偏數。
六綱辨證：少陽陽明太陰合病

該藥入陽明、少陰、太陰、厥陰病位，可養血止血，滋枯潤燥，可解上焦熱燥之津血損傷。
二診：2010 年 1 月 17 日
刻診：咳血消失。 尚微咳，痰稠微黃，口微苦，尿黃，其餘癥狀已正常。
舌苔脈象：舌淡紅，苔白膩，脈緩微弦。
六綱辨證：少陽陽明並病

處方：人參 30 柴胡 80 黃芩 30 旱半夏 40 炙甘草 30 生薑 30

處方：人參 30 柴胡 80 黃芩 30 旱半夏 40 炙甘草 30 生薑 30

大棗 12 枚 黃連 30 葛根 40 前胡 40 五味子 40 阿膠 20

大棗 12 枚 黃連 30 葛根 40 前胡 40 五味子 40 阿膠 20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按語：

諸症基本消失，尚存餘邪，效不更方，原方六付繼服。

1、“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三診：2010 年 1 月 23 日

2、“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

今日患者來告，諸症消失痊癒。

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

總按：

湯主之。”

病在少陽，則上焦不通，津虧熱燥，中下焦水飲上逆。病在陽明裡熱，多食冷飲，則濕熱盛

3、“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

而上逆、下利。上焦熱盛則上逆血絡，是以咳逆咳血諸症出現。以在裡之血歸太陰，故辨為

黃連湯主之。”

少陽陽明太陰合病。以小柴胡湯開通上焦，清熱生津而降飲逆，葛根芩連湯，清陽明水熱下

該患者，具備少陽病小柴胡湯證指徵，同時兼有陽明裡熱的煩躁、口乾渴、發熱汗出，便溏，

利而生津液，前胡、五味子、阿膠，對症治療，共奏清熱生津，化飲止利，養血止血，降逆

尿黃，舌絳紅，苔黃膩，又具備了陽明裡熱的水熱下利和上逆咳喘的葛根芩連湯證指徵。

止咳之效。

水熱上逆重者，則咽中窒塞，胸悶咳逆。 熱傷上焦太陰血分，則見咳血。 因此，辨為少陽
陽明太陰合病。 其夾帶的水熱，與口渴飲冷有關。

3、痞積案

方用小柴胡湯合葛根芩連湯，少陽陽明兩解。 按藥症，加前胡、五味子、阿膠。

佟某，女，50 歲

藥症如下：

初診時間：2009 年 1 月 2 日

前胡，辛苦。 寒。 《別錄》主療痰滿胸脅中痞，心腹結氣，風頭痛，去痰實，下氣。 治傷

病史簡要：心下及兩脅下痞硬、脹滿半年，逐漸消瘦。B 超顯示，幽門水腫。患者懼怕檢查

寒寒熱，推陳致新，明目益精。

結果為惡性病，因此肝脾及結腸未查。

三、診斷探微

該藥入少陰、太陰、厥陰病位，降水飲，斂沖逆，止咳喘。 性溫，又是諸寒藥之反佐。

三、診斷探微

陳某，男，4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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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乾不苦，飲水不多，時發熱，無畏寒，周身無汗，痠疼不適，膝關節時而涼痛，嚴重影響

失。頭暈依舊，周身時有不舒，睡眠恢復正常。

睡眠。食欲亢進，多食則脹悶不舒，上攻兩脅，自覺胃中時而寒涼如冰，大小便無異常。

舌苔脈象：舌尖紅赤消失，苔薄白而垢濁，尺脈微弦，兩關浮滑。

舌苔脈象：舌紅，舌尖赤紅。苔白膩，中間微黃。脈寸關浮滑有力，尺脈沉弦。

六綱辨證：少陰太陰陽明合病，屬厥陰

六綱辨證：少陰太陰陽明合病，屬厥陰

處方：大黃 30 生附子 30 細辛 30 旱半夏 40 黃芩 30 乾薑 30 炙甘草 40

處方：大黃 30 生附子 30 細辛 30 旱半夏 40 黃芩 30 乾薑 30 炙甘草 40
黃連 10 大棗 12 枚 白朮 40 枳殼 40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按語：
1、“... 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複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

黃連 10 大棗 12 枚 白朮 40 枳殼 40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三診：2009 年 1 月 14 日
刻診：面色已見紅潤，心下硬滿消失大半，大便硬，兩脅硬滿如初，時而向上攻沖。頭暈、
口乾不欲飲。

故使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舌苔脈象：舌乾絳，苔薄膩暗黃，脈如上。

2、“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時自痛，胸下結堅，下之益甚。”

六綱辨證：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合病，屬厥陰。

3、“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

處方：大黃 30 生附子 30 細辛 30 旱半夏 40 黃芩 30 乾薑 30 炙甘草 40

4、“脅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宜溫藥下之，以大黃附子湯。”

黃連 10 大棗 12 枚 柴胡 40 白芍 40 枳殼 40 人參 20 麥門冬 90

患者心下痞硬壓痛，連及兩脅，伴胃中寒涼感，為胃中虛，伴有陽明裡熱，即能食，舌紅尖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赤，時發熱，舌中苔微黃。當屬痞證的水熱互結，寒熱並在，符合甘草瀉心湯證病機。

按語：

腹脹、胸下結堅，胃中涼，口乾不多飲屬於太陰病裡虛寒的水飲結聚病機，加重則會形成“髒

1、“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結”。無汗，時發熱，身痛而雙膝時發涼痛，難以入眠，左脅下之腹部結硬，雙尺沉弦，有

2、“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

少陰虛寒而水飲凝聚指徵。

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

因此辨為少陰太陰陽明合病，屬厥陰，選甘草瀉心湯合大黃附子湯，按藥症加白朮、枳殼。

湯主之。”

白朮，辛甘溫。《神農本草經》：主治風寒濕痹、死肌、痙 , 疸，止汗，除熱，消食。

按語：

專入太陰病位，能去周身風濕痹痛，去水飲，加入方中，有理中湯之意，可以溫滲中焦太陰

患者頭暈目眩，口乾，兩脅硬滿不緩解，是兼有少陽病小柴胡湯證指徵，前診疏忽，未予重

虛寒水飲。

視。今取柴胡芍藥枳實甘草湯合入，解除少陽陽明之氣滯攻沖，合方之後，加人參，補津液，

枳殼，酸苦而寒。《神農本草經》：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癢，除寒熱熱結，止利。長肌

又暗含小柴胡湯之配伍方義。加麥門冬，意在養胃氣，通胃絡，藥症相符，增強療效。

肉，利五臟，益氣。

麥門冬，甘涼。《神農本草經》：主治心腹結氣傷飽，胃絡脈絕，羸瘦短氣。

該藥入陽明、厥陰病位，可以去寒熱結聚，消胸腹痞滿氣脹，攻沖兩脅。

四診：2009 年 1 月 20 日

二診：2009 年 1 月 8 日

諸症基本平復，告知其可以停藥，注意飲食起居調養。

三、診斷探微

刻診：藥後便溏，矢氣頻頻。心下痞硬脹滿顯著緩解，兩脅硬滿稍有減輕，左下腹部結硬消

三、診斷探微

刻診：面色萎黃，身體消瘦，二目有神。心下痞硬，壓痛，兩脅下痞硬，左下腹結硬，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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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積必有寒實，屬太陰少陰虛寒水飲結聚，尺脈雙弦，如書中所說，“雙弦為寒”，結于下

乾，自覺少腹脹滿，按之微痛，睡眠多夢，小便正常，是系列之瘀血症狀。時發潮熱汗出，

焦。少陽不利，則熱與水飲結於脅下。加之陽明裡熱，寒熱錯雜，交結於心下成痞。因此，

大便微硬，有陽明裡實證候。舌暗紅，苔薄黃。脈沉實，雙尺弦，為陽明裡實兼血瘀之表現。

諸症紛雜，歸入屬厥陰綱疾病。治療上的組方，也是寒熱並用，溫清並舉，固護津液。寒積

以血歸太陰，陽明裡實，氣機鬱滯，導致太陰之血瘀結而不通。符合下瘀血湯證指徵。

逐漸溫化，並然病勢向陽明和少陽回轉，因此後期見到津虧不足的便秘，口乾，舌絳紅，苔

故此，選用下瘀血湯為主，加水蛭 30 克，加大破瘀力度。

暗黃等。
大黃附子湯，對於攻除寒積，療效顯著。因此以其為主，最終沒有更改。而麥門冬，後世諸
家，皆以為是滋陰、清熱、潤肺之藥，實際上，它是入陽明和厥陰病位，通胃中脈絡，養胃
中津虧，去邪氣結聚的要藥。

水蛭，咸平。《神農本草經》：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瘕積聚，無子，利水道。
二診：2000 年 3 月 27 日
刻診：服藥五天時，月經來潮，量極少，色紫暗，大便一日兩次，尚成形，餘證明顯緩解，
舌脈同前。方已對證，囑續服原方六付。
處方：大黃 20 桃仁 20 蟅蟲 20 水蛭 30

4、閉經案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張某，女，29 歲

三診：2000 年 4 月 2 日

初診時間：2000 年 3 月 20 日

刻診：月經來潮，下黯黑血塊若干，腹中暢快溫暖，睡眠恢復，舌脈基本正常。

病史簡要：經期鬱怒而閉經，達兩月餘。此前月經期常有少腹脹滿，排經不利，下紫色血塊。

總按：

刻診：唇萎口乾，微渴，時發潮熱汗出，自覺少腹脹滿，按之微痛，睡眠多夢，大便微硬，

《傷寒論》講的是常規的辨證，也就是症候群的分屬歸納，辨求方證。而《金匱要略》，則

小便正常。

是講的臨床“抓主症”的問題。主症，就是患者最明顯的，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症狀。一切紛

舌苔脈象：舌暗紅，苔薄黃。脈沉實，雙尺弦。

繁複雜的症狀，都要以“主症”為中心，進行六綱五證等疾病本質辨別，抓住重點，有執簡

六綱辨證：陽明太陰（血）合病，屬陽明

馭繁之功，是一種高級的辨證“竅門”。

處方：大黃 20 桃仁 20 蟅蟲 20 水蛭 30

該患者以閉經為主，是五證當中的滯證，屬於瘀血證。血瘀的指徵呢，大概上分幾條：1、

六付，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

舌質青黯，或者有瘀斑。2、口乾唇破，口唇紫紺。口乾口渴，漱口而不欲飲。3、睡夢紛紜，

按語：

有疼痛者，痛如針刺。4、腹不滿脹而自雲滿脹難忍。5、脈弦、緊、重者脈遲（不通造成的）。

1、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為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

這些啊，都是淤血的暗徵，提示有瘀血存在。明徵好看，便血、尿血，閉經，局部淤腫等等，

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金匱要略增補師承課堂實錄）

都能直接見到。

2、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金匱

瘀血閉經，是該患的主症，久瘀必要化熱，因同時兼有陽明的裡實表現，就要通腑攻下配合，

要略增補師承課堂實錄）

破逐實邪。該病本該辨為陽明病的裡實血瘀證。因為在衛氣營血的歸屬上，在內者為血，歸

3、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太陰，在外者為營，歸少陰的法則，因此，辨為陽明太陰（血）合病，屬陽明。也就是說，

（傷寒論師承課堂實錄）

內熱瘀血，“屬”陽明，內寒瘀血“屬”太陰。瘀血在肌表的，外熱“屬”太陽或者陽明，
外寒的，“屬”少陰，這是個屬病的關係概念。（詳見《金匱要略增補師承課堂實錄》）

三、診斷探微

該患素有經行不暢之瘀血症狀，於經期鬱怒，導致陽明氣機鬱滯，瘀血加重而閉阻。唇萎口

三、診斷探微

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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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裡實的。包括很多婦女閉經的，都可以用它治療，也可以變成湯劑使用。喝的時候，兌入

1、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蜂蜜。不用做成丸劑再煎湯。古代，可能是為了投藥方便，才做成丸劑。預先做好，用時煎

2、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以榮行脈中，

湯。看來這個藥是個固定的成藥，針對人群很廣。

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大黃，鹹苦寒，主下瘀血，血閉，寒熱，破症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

3、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利水穀，調中化食，安和五臟。
大黃，是大將軍，我說，是大元帥更合適。和那些峻烈毒藥相比，它是很平和的。惹急眼了，
它霸道，平時，很厚道，微用，可以補脾胃，助消化，排毒，微量常服，健康長壽。毒藥的
特性，都在它身上體現了。什麼特性？多用攻逐，少用養身。腸清則長生，耐毒無病，這是
至理名言。

該患者，皮膚出血點，可以視為在表之證，微惡風，頸項微酸，符合太陽病項強之微證，脈
浮緩，符合太陽中風脈。屬太陽病中風證，營衛不和，少陰之營氣外鬱肌表。因此，給予桂
枝湯，調和營衛，散營氣之血痹。符合“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
湯”之條文本義。
二診：2002 年 5 月 11 日

蟅蟲，就是地鱉蟲，鹹寒，主心腹寒熱洗洗，血積症瘕，破堅，下血閉。去血瘀閉結啊。

刻診：患者今日一付藥服完，晨起出血部位完全恢復正常，欣喜來告，問第二付藥是否續服，

桃仁，苦溫微辛，主瘀血，血閉，瘕，邪氣，殺小蟲。還是破血閉瘀血的。

告知可以續服，不必發汗。

為了加大破瘀力度，我們加了一味水蛭。

總按：

辛鹹除“滯”，佐以甘苦。蜜，是甘平，補虛的。大家看看，這個配伍，是不是體現了“滯

該患者當時來診時，除了局部出血的皮膚無異常感覺外，言說一切正常。舌象也正常，脈象

證”的治療配伍法則？這個方子，吃完，一般會有輕度的腹瀉，或者比較重些的呢，可以減

浮緩，也接近正常，覺得很奇怪，有無證可辨的感覺。思之再三，覺得病灶在肌表，就要按

量服用。對證了，一般四五天就可以打下瘀血，都是紫黑色的血塊，之後就恢復了。有虛寒

照表證去理解，況且脈浮緩，一下子想起了太陽中風證來，“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

夾雜的，可以加乾薑、附子。乾薑、制附子，可以各用 20-30 克。

脈緩者，名為中風。”因此，馬上問他，是否頸項強痛、惡風、汗出等。患者說，你要是不
問，我還真沒太注意，這兩天，確實是有些象要感冒的樣子，身上有些微微的怕風，脖子也

5、皮下瘀血案

有些酸，以為是工作勞累造成的。排汗沒事，還算正常。又問平時嗜好，說堅持 20 餘年冬泳。

盧某，男，50 歲

當時就認為，這是太陽中風的微證。血在臟腑之外，歸於少陰營分，今營衛不和，與其近日

初診時間：2002 年 5 月 10 日

冬泳，營衛受劇烈刺激有關，因為突然入水驟冷，則營氣被鬱，回家後，又房間溫暖，造成

病史簡要：晨起後，發現左側大腿後側中部，出現手掌大小範圍之黯紅色針尖樣出血點。素

冷熱巨大反差，而營衛失調，津血同源，內鬱的營血因此外達肌表，也是一種汗出排邪的象

愛冬泳。

義。正與“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條文符合，果斷的運用桂枝湯予以治

刻診：出血部位無皮膚感覺異常，頸部微酸，微有惡風樣不舒服感覺，餘無異常。

療，求得營衛和諧。況且，桂枝湯中的芍藥，也有去血痹血瘀的功能，芍藥：苦酸涼。《神

舌苔脈象：舌淡紅，苔薄白，六脈浮緩。

農本草經》：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

六綱辨證：太陽少陰（營）合病，屬太陽。

方藥符合病機要求，病證輕微，一付而愈。

處方：桂枝 30 芍藥 30 炙甘草 30 生薑 30 大棗 12 枚
二付， 一日一付，分三次，水煎服。臨睡前服藥後，喝熱粥一碗，蓋被，微發汗。

以上 5 個病案，為經方醫案記錄的標準模式，提供經方界參考。

三、診斷探微

按語：

三、診斷探微

下瘀血湯，是個十分不錯的方。這個方子，也是承氣湯的類方，和抵當湯接近。治療陽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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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Gulick 博士
12 月 1 日美國發現首例病例。在美國感染人
美國首例 Omicron 病例是在舊金山發現的，
患者是一名來自南非的有症狀旅行者。更多的
病例被迅速發現並在美國迅速傳播也就不足為
奇了。這強化了當前對於接種疫苗、所有符合
條件的人都應接種疫苗加強針以及繼續戴口罩

Omicron

並保持社交距離和洗手的建議。

被貼上「令人擔憂的變種病毒」標籤的最新冠狀病毒變種 Omicron 已經在美國和全球數
十個國家 / 地區迅速傳播。為了應對此形勢，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 Anthony Fauci 博士曾

（CDC，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已加強了其對加強針的建議，以鼓勵 16 歲及以上的人群接

表示，這種變種病毒具有「非常大的突變群」。

種加強針。CDC 最近報導稱，Omicron 變種病毒現在是美國最主要的冠狀病毒版本。

這意味著甚麽？
刺突蛋白—病毒用來與人類細胞結合的蛋白質，對於激發疫苗反應很重要—對於 Omicron

NewYork-Presbyterian/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 和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的傳染病

變種病毒來說，與最初的 SARS-CoV-2 相比，有 38 個突變或變化。這是非常多的突變。相

系主任 Roy Gulick 博士說：「這是一種非常新的變種病毒，具有一些令人擔憂的特性。還

比之下，Delta 變種病毒在刺突蛋白中只有 9 個突變。科學家們還發現，這種 Omicron 變種

有很多事情我們尚不可知，而且資訊正在迅速發展。」

病毒在病毒用來附著到將要感染的細胞上的刺突蛋白部分中有 10 個突變。同樣，相比之下，
Delta 有兩個突變。

Health Matters 與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的 Rochelle Belfer 醫學教授 Gulick 博士就
Omicron 以及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瞭解的資訊進行了交談。

它的傳播能力如何？
初步研究表明，Omicron 的傳播性似乎要高出 2-4 倍，但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們確切知道的

Omicron 是在何時何地出現的？

一件事是，與我們之前發現的其他一些變種病毒（包括 Delta）相比，Omicron 變種病毒感

Omicron 變種病毒以希臘字母表中的第 15 個字母命名，於 11 月 23 日在南非首次被發現。

染似乎在南非、歐洲部分地區、紐約市大都市區和美國其他一些地區正在以增長的速度迅速

第二天，南非人便向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了這種新變

出現。因此，這引起了人們的擔憂，即這種變種病毒可能會比目前已經發現的變種病毒更容

種病毒，並於 11 月 26 日，WHO 將 Omicron 指定為一種令人擔憂的變種病毒。從那時起，

易傳播。

已在超過 95 個國家 / 地區檢測出該變種病毒。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 Omicron 瞭解多少？
它是 SARS-CoV-2（即導致 COVID-19 的病毒）的其中一種類型。Omicron 引起的 COVID
症狀似乎與其他變種病毒引起的症狀相似。有引起關注的初步資料顯示，它的傳播速度似乎
比以前的變種病毒快 2-4 倍。

四、流行病學

四、流行病學

數正在劇增，我們還能指望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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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會導致更嚴重的疾病或住院治療嗎？

我們還應該知道哪些資訊嗎？

我們還不知道。來自南非和歐洲的早期跡象表明，Omicron 可能會導致不太嚴重的疾病和住

最基本地，我們需要小心謹慎，但人們不應恐慌—我們預期將會在未來幾天和幾週內瞭解到

院治療，但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需要在更長的時間段內以及在不同的人群和國家 / 地區

更多資訊。

中得出更多資料。隨著我們對 Omicron 的更多瞭解和發現，我們便會知道更多資訊。

較低，但接種疫苗後再接種加強針似乎提供了強大的保護。現在有很多研究正在進行。關
於疫苗要記住的一件事是，它們會激發免疫系統產生許多不同的抗體和細胞反應來對抗病
毒。因此，即使 Omicron 變種病毒更容易在社區中傳播，疫苗與加強針的組合仍可能幫助

•

隨時瞭解 COVID-19 的最新情況。

醫學博士 Roy M. Gulick 是 NewYork-Presbyterian/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 和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的傳染病系主任，以及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的 Rochelle Belfer 醫學教

人們避免患上嚴重的 COVID-19 疾病並使病情減輕。新資料表明，加強針可能會大大增加

授。Gulick 博士獲得了內科和傳染病學的專科資格認證，從事臨床研究、為傳染病患者看

對 Omicron 的防護。它強化了人們需要接種疫苗和加強針的事實。

診並教授醫學。他的主要研究涉及設計、實施和分析臨床試驗，以完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治
療和預防的策略，以及最近的 COVID-19。他是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贊助的艾滋病

是否有更高的再次感染風險？

臨床試驗組和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預防試驗網絡的 Weill Cornell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臨床試驗

有一些初步證據表明，與其他變種病毒相比，以前感染過 COVID 的人的再次感染率增加，

單元的首席研究員，並擔任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COVID-19 治療指南的聯合主

但我們需要更多資料來證實這一點。

席。

我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保護自己？

Omicron 得病症狀

我們需要保持警惕—人們需要繼續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並洗手。雖然在冬季和假期期間這
將具有挑戰性，但現在不是放鬆警惕的時候。
羅源彰 / 基層醫療協會秘書長
最重要的是，人們需要接種疫苗和加強針。
台北市防疫旅館與桃園機場傳出 Omicron 群聚感染事件，特別是桃機一案有擴散到社
人們應該先觀望是否會更新加強針以能夠預防 Omicron，還是應該現在就接種加強針？

區的疑慮。尤其是確診個案傳出曾前往歌友會舉辦的千人餐會，有多位當地民眾前往

他們不應該延後接種加強針。如果接種 Pfizer 或 Moderna 疫苗已經超過六個月，或者接種

篩檢站，且不少人有症狀時，就擔心自己感染 Omicron。

Johnson & Johnson 疫苗已經超過兩個月，那麼他們現在需要接種加強針。順便說一句，他
們也應該接種流感疫苗。

四、流行病學

簡短的回答是，雖然由於免疫反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降低，僅接種疫苗起到的保護能力似乎

四、流行病學

我們有理由相信疫苗會對這種變種病毒有效嗎？

Additio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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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頻被問「我得 Omicron 了嗎？」

同時根據外電報導，南非當地醫生皮萊（Unben Pillay）表示，平均每天為數 10 名新
冠患者看診，但至今沒有患者病情惡化，近期新冠肺炎患者都能在家中療養身體，多

基層醫療協會秘書長羅源彰分享，近期不少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患，都會問他「我

數人在 10 至 14 天隔離期內康復，其中還包括年長患者、合併其他疾病的重症高危險

感染 Omicron 了嗎？」羅源彰除了詢問足跡等 TOCC，只能回答「要篩檢才能知道。」

群，顯示 Omicron 引發的症狀較 Delta 溫和。

因此建議有疑慮者直接去做篩檢。還說「有呼吸道症狀者就不看了，直接去忠孝篩檢
站做篩檢。」
廣為人知的是 Omicron 傳染能力強，但致死率不如「前輩」Delta 病毒株，世界各國

如何降低 Omicron 感染風險？

可能需要第 4 劑或更多劑疫苗

至於臨床症狀，皮萊（Unben Pillay）在南非衛生部記者會表示，Omicron 所引發的
症狀，與目前已知其他變異株同之處在於患者容易出現夜間盜汗，有些人睡衣和枕頭、
棉被全都濕透。其他症狀有咳嗽、發燒、疲勞，以及劇烈身體疼痛，與流感相似。皮

回報染疫死亡人數不多；另外症狀偏輕症，與流感或一般感冒類似，且不如前幾項病

萊強調，已接種疫苗者感染後症狀通常較輕微。總結以上，可能症狀有盜汗、鼻塞、

毒有「嗅味覺異常」這個標準症狀。具體而言，有哪些症狀？

流鼻水、頭痛、全身痠痛、咳嗽、喉嚨痛、倦怠。

Omicron 症狀與流感相近

該如何有效降低 Omicron 感染風險？一篇發表於科學期刊《自然》的研究表示，若這

使得判斷更困難

種變異株確實削弱疫苗效力，可能需要第 4 劑或更多劑疫苗來提供額外保護，且可能
陳昶宇表示，Omicron 的主要症狀有「嚴重的鼻塞流鼻水」、「頭痛及可能合併身體

需要新配方。

痠痛」、「咳嗽」、「喉嚨痛，尤其吞嚥時會不舒服」、「較為嚴重的疲累虛弱」。
實際上這些症狀與流感相近，才使得判斷更困難。
國內出現首例 Omicron 境外移入個案，為去（2021）年 12 月 10 日 16 例境外移入確
定病例中的其中 1 例（案 16829），自非洲南部史瓦帝尼，轉機南非入境，在當地曾
有醫療機構活動史。
世 界 衛 生 組 織（WHO） 去（2021） 年 12 月 12 日 公 布， 變 異 株 Omicron 的 傳 染 力 比
Delta 還要強，且會削弱疫苗的效力，所幸重症機率較低。南非醫師觀察發現，除了發
燒、疲勞，感染 Omicron 後，許多患者夜間盜汗情況嚴重，衣服枕頭全濕。

常春月刊／編輯部整理、文章授權提供／ NOW 健康

四、流行病學

上午門診看了不少呼吸道症狀，令他憂心；加上不一定會發燒，且沒有嗅味覺異常，

四、流行病學

顯示不少人擔憂自己的健康狀態；另外，北市聯醫忠孝院區陳昶宇醫師臉書分享，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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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女性朋友告訴我，最近逢下雨天就想哭，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問有沒有辦法。
我說，這個好治。 即開方子：炙甘草 30 克，小麥 100 克，大棗 50 克（切開），3 付，水煎服，
日一劑。 多日後見面聊天，朋友說只吃了一付，竟然好了。 並說這方子太奇怪，根本不象
藥方，甜甜的，好喝。
有人對聲音特別敏感，稍聽到大點的聲音就心慌。 我用以甘麥大棗湯合定志小丸，其方：

甘麥大棗湯三味藥都是食物，而且味道極為甘美。 這樣一首不起眼的小方竟然能調暢負面

炙甘草 30 克，大棗 30 克（切開），小麥 60 克，黨參 30 克，茯苓 30 克，石菖蒲 15 克，遠

情緒。現代人生活節奏快、壓力大，心理、社會、健康各方面的因素均易產生各種心理疾病，

志 15 克，水煎服，日一劑。 數劑而愈。 二方合用，藥味雖然簡單，卻能養心氣，安心神，

若不及時進行干預調節則愈發嚴重。 甘麥大棗湯是一個調節負面情緒的最佳良方。

亦能治療精神恍惚，悲傷欲哭，心中煩亂，失眠，憂愁不樂，健忘，注意力下降諸症。
我臨床應用此方甚多。 時單獨應用，時配合他方應用。

一、歷代醫家對甘麥大棗湯的應用與發揮

比如，合安神定志丸治心臟神經官能症；合半夏白術天麻湯治美尼爾氏綜合症；合柴胡加龍

甘麥大棗湯一方藥物雖簡，其治療神志異常疾病療效卻佳，古代醫案記載甚多。 以下試舉

骨牡蠣湯治圍絕經期的焦慮失眠；合柴胡疏肝散治乳腺增生及產後抑鬱；合二仙湯和二至丸

數例，以見其神奇之效。

治女性更年期失眠；合百合地黃湯治圍絕經期失眠、抑鬱；合歸脾湯治更年期抑鬱；合黃連

《醫學綱目》記載：「鄉裡有一婦人，數次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祈禳請禱備至，終

溫膽湯治心臟神經官能症；合酸棗仁湯治失眠、焦慮、更年期抑鬱；合天麻勾藤飲治療小兒

不應。 予忽憶《金匱》有一證云：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

抽動症 ；合定志小丸治失眠 ......

大棗湯主之。 予急令治藥，盡劑而愈。 ”
《女科經綸》記載：「陳良甫曰：記管先生，治一妊娠四五個月，臟躁悲傷。遇晝則慘感淚下，

三、藥方分析

數欠象若神靈，如有所憑，與仲景大棗湯而愈。」

此方只有三味藥，分別是甘草、小麥、大棗。

《沈氏女科輯要》將本方加白芍、紫石英，名加味甘麥大棗湯，治臟躁而見反張證，效果極
好。

一則，甘草

清代葉天士頗為賞識此方，在《臨證指南醫案》中，「其應用甘麥大棗湯的驗案散見於鬱證、

甘草始載於《神農本草經》，被列為藥之上品。 醫學家陶弘景將甘草尊為”國老”，並言：

痙厥、痿證、月經不調等病中。 葉氏根據”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理論，用甘麥大棗

“此草最為眾藥之王，經方少有不用者。 ”

湯益胃虛，緩肝急，鎮肝逆，用以治療陰血虧虛，肝之風陽上擾，乘胃”為主要病機的病證。

《本草綱目》謂之“通入手足十二經”，能夠”安魂定魄，補五勞七傷，一切虛損、驚悸、
煩悶、健忘。 通九竅，利百脈，益精養氣，壯筋骨，解冷熱”。

二、我應用甘麥大棗的醫案

甘草味甘性平，其功有三：一者，有緩急之功，能緩解心理和情緒的緊張；二者，名為國老，

甘麥大棗湯源自仲景，用來治療「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有其症用

入十二經，“能補三焦元氣，調和諸藥相協，共為力而不爭”；三者，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

其方，其必神效不可思議。

堅筋骨，長肌肉，倍力，最善補益心脾。

五、季節養生

顧東

五、季節養生

甘麥大棗湯治療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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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季節養生

五、季節養生
四、甘麥大棗湯最能調暢負面情緒
二則，小麥
小麥性味甘平，《本草綱目》曰：“新麥性熱，陳麥平和，小麥面甘溫。”《食療本草》謂
其能“補中益氣，和五臟，調經絡，續氣脈”。
《內經》認為小麥五行屬火，為心之穀。
《本草經集注》云：“小麥，養心益脾，清熱潤燥；主婦女臟躁之證。”
《本草拾遺》則指出小麥面補虛，實人膚體，厚腸胃，強氣力。
《本草再新》認為小麥具有養心、益腎、和血、健脾之功效。
現代臨床常用小麥除虛熱，止虛汗，補諸虛，強氣力。

我臨床應用甘麥大棗湯非常多。我的體會是，此方最能調暢負面情緒，不但可用於治療易緊
張，還可用於產生快樂和幸福感。
一則，緩解緊張
由於壓力增大，不少人容易出現各種緊張。如何理解這個“緊張”呢？當代大醫劉保和認為：
“這個緊張，既不是急躁易怒，也不是悲觀發愁……本來沒有什麼事，卻心裡覺得有多大的
事似的。這種病人多數是急脾氣，遇事沉不住氣。如果有人交代他做什麼事，他會立刻去辦，
一會兒也不耽擱，這就是“急迫”感，這就是要用甘麥大棗湯緩其急的主症。它體現了肝氣
甚急的證候本質。”

三則，大棗
大棗甘溫質潤，味厚而醇。《神農本草經》云：“大棗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助十二經；
補身中不足，大驚。”
《本經逢原》謂之“取甘能益津也”。
《名醫別錄》則言大棗補中益氣，強力，除煩悶。
可見，大棗除補血益心脾之外，又具安心神之功。臨床常用於調補脾胃，益氣生津，養血和
營，安神定智，滋補營衛，治氣血津液不足。
甘麥大棗湯僅三味藥，且味甘而性平和。甘者，能補能緩能和：甘補，補正氣之不足；甘緩，
調紊亂之氣機；甘和，和動亂之陰陽，平五臟之躁動。方以甘草為君，一方面發揮其緩急功
效，另一方面，與小麥配伍，益氣和陽；與大棗配伍，養血和陰，平補氣血，引領十二經，
調五臟而安和。
三藥合用，收緩補心脾，榮養五臟，安神益志之功。五臟得養，心肝得榮，心神得血榮養，
則神自安，躁自除。

我的理解是，所謂的緊張，其實與心氣不和以及肝氣鬱滯相關。生活中所見，有的人容易緊
張，稍有點事情就放不下心來，或緊張到手心出汗，或緊張到頭痛，甚至緊張到焦慮、抑鬱。
二則，緩解負面情緒
由於各種原因，不少人會出現各種負面情緒，比如，心中有怨恨惱怒煩或憂愁悲恐，活的很
累，感覺不到快樂，沒有幸福感，不但感覺緊張，而且會產生抑鬱、焦慮、失眠等。
我的建議是，不妨服甘麥大棗湯。此方最能養心氣、潤臟躁、緩肝急、寧煩擾，既能緩解緊
張，又可以安眠，治抑鬱和焦慮。
若病情重點，甘麥大棗湯可與百合地黃湯合用，治情志偏勝之病最有殊功。
另外，甘麥大棗湯不獨能調暢女性的精神問題，亦可治男性。可以說，此方男女都可以用，
都有不錯的效果。
我的體會是，本方對情志不遂、心情抑鬱及思慮過度、心脾兩傷所導致的髒陰不足，虛躁若
狂，不能靜止的許多疾病，都有較好的療效。尤其是心脾兩虛，甚至脾胃衰敗不任諸藥的患
者，更為合適。
當然，此方畢竟三味皆屬藥食兩用之品，其藥力頗輕，早期應用效果很好。若病情已久則不
能急於求成，須緩緩以治，持之以恆。必要時建議配合辨證用方，或與他方合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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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醫內科第 7 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入會申請書
身分證
字 號

中醫師
證 號

英文名字

生 日

電 話

學 經 歷

現 職

手 機

醫師

09:30〜12:30
4/24
14:00〜17:00
視訊課程
14:00〜17:00

視訊課程
6/26

林宏任

消化疾病中醫治療策略

邱鎮添

逆行性食道炎之中醫證治應用

09:30〜12:30

林經偉

新冠肺炎疫情之體質辨證論治初探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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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2:30

葉家舟

憂鬱症的中西醫治療思路解析

14:00〜17:00

陳朝宗

男性荷爾蒙失調中醫結合治療

09:30〜12:30

神經內科疾病治療
學習傷寒雜病論應釐清的觀念與臨床經
蔡文興
驗-神識篇

視訊課程
8/28
14:00〜17:00
視訊課程
9/25

病機十九條專論與臨床應用

□□□

E-mail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２４７１７３
□
□

.
222

□

2

1.浮貼照片參張
2.身分證正反影本
3.中醫師證書影本

會員證號

中醫內字第

號

內科會員分：一般會員或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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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及腎臟科疾病治療

視訊課程
7/24

洪裕強

消化內科疾病治療
09:30〜12:30

5/29

講題
血液及腫瘤科疾病治療
1.中醫癌症與安寧緩和醫療
陳建宏
2.最新中醫內科專科的發展

六、會務報導

時間

通訊地址

六、會務報導

名

姓

日期
視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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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伯瑜

老年症候群 Geriatric syndrome

心臟血管內科疾病治療
09:30〜12:30

吳瀚德

三高中醫證治與臨床應用

14:00〜17:00

許堯欽

心臟疾病的病因病機與中醫診療實例

09: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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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課程
10/30
13:30〜15:00

2022 中醫內科第 7 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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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堂課程課程費用 + 銅牌證書費

總費用

★ 3 月 31 日前報名優惠★

□非會員

12,000 元(無證書)

12,000 元

10,000 元

□中醫內科會員

10,000 元 + 證書費 5,000 元

15,000 元

13,000 元

□即日起，新加入永久會員者（含非會員及中醫內科會員）本次課程免費，僅收證書費
□課程單選

13 堂課程單選

□會員/1 堂課 1000 元

□非會員/1 堂課 1500 元

※ 欲取得中醫內科專科醫師證書者，需為中醫內科醫學會會員
本課程中醫內科學分適用:中醫內專換證

中醫內專筆試與口試

● 郵政劃撥帳號 19247173【戶名：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視訊教學:Webex Meet

●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30 巷 148 弄 14 號 2 樓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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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及報名費請上網 【中醫專科醫學會】下載:www.tcma-7v.org.tw

全課程採 Webex Meet 視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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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務報導

六、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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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之2號1F台大景福館演講廳(同步視訊)

日期
9/18

10/2

時 間

講師

主題

09:30-12:30

程維德

胞髓鞘性疾病demyelinative diseases

13:30-16:3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3

09:30-12:30

陳希人

代謝症候群的中醫理論、文獻探討與治療

13:30-16:3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4

方志男
李蔡榮
蔡明勳

自體免疫戰爭下的中醫觀點與治療

09:30-12:30

林舜穀

中醫失智照護

13:30-16:3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6

09:30-12:30

10/16

11/6

13:30-16:30

09:30-12:3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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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講師介紹

13:30-16:30

謝旭東
李蔡榮
蔡明勳
陳博聖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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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癬六經辨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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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癌症患者五種分期的中醫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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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超強陣容．精要解說．經驗分享
程維德醫師

陳希人醫師

方志男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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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中醫特考/力慈科學
中醫診所院長/中華董
氏奇穴針灸學會監事
專長：中醫治療免疫系
統疾病、代謝症候群、
婦兒科病有特殊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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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舜穀醫師

謝旭東醫師

陳博聖醫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統
醫藥研究所碩士
北市聯醫仁愛院區中醫
科主治醫師
專長：失智照護、帕金森
氏症ˋ高齡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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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京禾中醫診所/前長
庚醫院中醫部總醫師/台
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師

報名費

一期12堂課 收15000元

早早鳥111/2/28會員7200元(延期優惠特價)
姓

名

通訊地址
劃

專長：高血脂症、睡眠障
礙、體質調整、過敏性鼻
炎、中風後遺症、癌症等

專長：皮膚科、內婦兒
科、針傷科等

會員12000元 / 非會員：15000元
早鳥價 111/7/31會員8400元 / 非會員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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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會務報導

★李蔡榮/蔡明勳醫師．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