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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時節、春暖花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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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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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感謝曹永昌醫師提供本期主題文章 --【扁桃腺炎的中醫療法】。
2. 診斷探微：(P.11) 分享大陸重慶市中醫肝病科主任劉華寶資深先進提供 -- 誤用大青龍
湯後【厥逆筋愓肉瞤】的診斷文稿。
3. 流行病學：(P13) 新型冠狀病毒咳嗽 Q&A
4. 醫藥新知：(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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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節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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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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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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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火上炎，水虧火旺之證。本病可導致多種疾病，火烙或割除喉核是根治此病的好方法。

【流行病學】

扁桃腺炎的中醫療法
曹永昌 / 漢方中醫診所

1. 急性扁桃體炎
傳染途徑：經由口水﹑鼻水的飛沫傳染，潛伏期 :1 到 7 天 , 平均 3 天
好發年齡：3 歲到 10 歲兒童 ( 男：女＝ 1：3)
好發季節：春天和秋天。
此病可原發於扁桃體，即由於病者本身的抵抗力降低，原來存在於口腔或扁桃體隱窩

【概述】
扁桃體位於口咽二側，由淋巴組織組成，其功能為製造淋巴球和抗體過濾及保護呼吸道

內的鏈球菌、葡萄球菌或肺炎雙球菌侵入扁桃體內引起急性炎症，亦可以繼發於上呼吸道感

和消化道免於細菌或病毒侵入。所處之位置可對抗外物入侵，可分為：1. 咽扁桃體：單一個，

炎，首先由病毒感染開始，然後再由繼發性的細菌感染引起急性細菌性發炎。

埋於鼻咽後壁。2. 顎扁桃體：一對，顎咽弓與顎舌弓之間。3. 舌扁桃體：一對，在舌的基部。

2. 慢性扁桃腺炎

腺樣增殖體於出生時仍發育不全，2 歲時開始肥厚增生，3 ～ 5 歲快速生長，造成鼻咽

發病年齡：一般以 7~14 歲最多，青年次之，老年最少。

部的狹窄。其後，大小恆定，而鼻咽部的空間漸增。到青春期，腺體開始退化，成人經常

扁桃體急性炎症後，隱窩引流不暢，扁桃體的病變組織便不能徹底恢復，因而遷延而成

消失不見。腺樣增殖體肥大，就是以咽頭扁桃體和其附近淋巴小結的增殖肥大為原因的症候

慢性。病變多發生在隱窩，隱窩的上皮增生，腐脫形成潰瘍，脫落的上皮細胞、滲出物、白

群，極少單獨發生，通常伴隨扁桃腺炎而發作。

細胞、細菌等會混合成為干酪樣物，向隱窩口排出。如果開口因瘢痕變得狹窄的話，隱窩內

扁桃體與腺樣體同屬免疫系統之一，可產生抗體，其中又以「咽扁桃體」及「顎扁桃體」
為重要，在幼童期，的確有抵抗外來毒群及殺菌功能。如果切除，抵抗力會降低，上呼吸道

的東西排出不暢，貯留的廢物愈多，便會形成小膿腫，膿腫被纖維組織包圍，形成慢性的發
炎。

易感染。到了 14 ～ 16 歲，其擔任的角色功能降低。所以如必需要手術切除，最好在 14 歲
以後。扁桃腺切除後不會復發，因有被囊包圍，可完全切除乾淨；而增殖腺沒有明顯的被囊

【診斷要點】

包圍，一旦有殘餘的腺體在病人體內增生肥大，就會復發，尤在有過敏狀態的兒童更明顯。

一、臨床表現：

中醫將扁桃腺稱為乳蛾。乳蛾：這一病名見於《醫林繩墨 . 卷七》，書中把咽喉病近於
上方的，稱為乳蛾、飛蛾：近於下部的則稱喉痹、喉閉；而位於咽隘的稱為喉風。本病有下
列別名：蛾聚、單蛾風、雙蛾風、單蛾、雙蛾、連珠喉、爛頭乳蛾、鰍證等。
本病在分型上可分為急性扁桃體炎（風熱乳蛾）和慢性扁桃體炎（虛火乳蛾）。風熱乳
蛾的病因生要是風熱邪毒侵襲，引動肺胃火熱上蒸咽喉而致，本病分為偏於表熱與偏於裡熱

急性扁桃腺炎症狀：
咽喉疼痛，喉核紅腫，核上或附有點狀、片狀腐物，屬風熱為患，新感發病者，稱為風
熱乳峨。本病起病多數急性，發熱、常伴有寒顫、頭痛、四肢及腰背痛等。咽喉痛是最突出
可放射至耳部、吞嚥時疼痛加劇，局部充血腫脹嚴重者會有語言含糊的症狀，有風
熱表證或胃腑熱盛裡證。檢查時可見病者面色潮紅，舌干燥，舌苔厚、呼吸有臭味。扁

一、主題文章

一、主題文章

的兩大類型。虛火乳蛾屬於慢性虛性疾病，多因肺腎陰虛，津液虧耗，咽喉失於滋養，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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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症狀

慢性扁桃腺炎症狀：
因臟腑虧損，虛火上炎，易反覆舉發的乳蛾，稱為虛火乳蛾。證見咽部不適、乾癢、

風熱乳蛾

咽白喉

起 病 較 緩 ， 發 熱 37.5~
38.5°C，有併發症時可
熱
見高熱，熱度與症狀不成
度與症狀成正比，咽痛明 正比，咽痛較輕，面色蒼
顯，
檢查 咽充血明顯
，喉核腫大充 白，脈細而數
咽部稍充血，假膜灰白或
面色潮紅，舌質紅，脈浮
血，假膜柔軟易碎白色或 奶油樣，可超過喉核範圍
發病急，發熱38~40∘C，

喉關癱
初起與風熱乳蛾同，隨後症狀
加重，吞嚥困難，口涎外溢，
言語含糊，張口困難，湯水從
鼻孔流出
患處多在一側，舌臆弓及軟顎
明顯，紅腫突出，喉核充血，

數
黃色，不超出喉核範圍，
達咽部，白膜擴展性大， 破推向內下方，懸壅垂亦紅腫，
易擦去不易出血，頜下淋 堅韌而厚，黏膜緊貼，不 被堆向對側，腫脹的黏膜光亮
巴結腫大
易擦去，勉強除去後易出 如鏡面，患側頜下淋巴結腫大、
多為鏈球菌
可找到白喉桿菌
乙型溶血性鏈球菌最多見，其
血，全身淋巴結腫大
壓痛
細菌
次為甲型溶血性鏈球菌及葡萄
檢查
球菌，混合感染亦有

微痛，梗梗然。喉關潮紅色，喉核肥大或乾癟，上有細白星，或有膿樣物被擠出。古代醫家
稱為“陰蛾 ''“陰虛乳蛾 " 。本病病勢緩慢，所以又稱“慢性乳蛾 "。病者可無嚴重症狀，
間或可有咽部不適，異物感、刺激性咳嗽、口臭等。在兒童，過大的扁桃體可妨礙吞嚥或甚

咽部白喉：白喉此病近年來已因注射了防疫針而較為少見。當扁桃體表面附有白膜的話，
應考慮此病了。

至阻礙呼吸。這類兒童亦常會有腺樣體肥大，引致鼻咽堵塞而要張口呼吸，病人往往會有食
慾不振，消瘦的現象。成年患者，其喉核多乾癟。青少年患者，其喉核多肥大。凡小兒患者

奮森氏 (Vincentangina) 咽峽炎：發病較慢，咽痛較輕，發熱較低，黏膜上有潰瘍，上覆蓋

喉核肥大，質較硬，無明顯的火熱見證，而有礙言談、氣息，甚至影響發音者，稱為“石蛾 "。

有白色假膜，容易揩脫。咽液塗片可見棱形桿菌及螺旋

是由於先天稟賦不足，後天肺脾氣虛，致氣血凝滯喉核而成，相當於小兒扁桃體生理性肥大。

體，是此症的病原體。

石娥的另一類型是遇辛勞而發，為肝火老痰結成惡血，屬“虛火乳蛾 " 範疇。

粒性白細胞缺乏性咽峽炎：常有嚴重性咽峽炎的病者，應該檢驗是否有粒性白細胞缺乏這
問題了。

檢查時可見扁桃體表面凹凸不平，呈暗紅色慢性充血，擠壓時可見干酪狀物自隱窩口
擠出，單憑扁桃體的大小不能決定是否有慢性的炎症存在，診斷主要根據反覆發作的病史和
扁桃體局部的表現。

扁桃腺炎併發症：扁桃腺通常與咽炎合併發生，因為其豐富的淋巴組織且又經常合併上呼吸
道感染，引起咽頭黏膜發炎。本病併發痺症時，兩足交替地酸軟作痛者，稱為“根腳喉
風 "。

二、實驗室檢查：
急性扁桃體炎

1. 一般併發症：頸部淋巴腺炎﹑中耳炎﹑鼻竇炎﹑扁桃腺膿瘍﹑咽喉後壁膿瘍。
2. 不正常免疫引起的併發症：A 群乙組溶血性鏈球菌感染後，體內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來

1. 血液檢查：白血球總數在 10000~25000/mm3 以上，嗜中性顆粒白血球達 0.80~0.90 以上。

抵抗入侵的細菌，但有時這抗體卻會反過來破壞自己的組織，造成了併發症。如果同時

2. 尿檢查：可出現暫時性蛋白尿。

侵犯心臟﹑皮下組織﹑神經﹑關節等數個器官形成系統性疾病，稱為風濕熱。其中併發

3. 抗溶血性鏈球菌素測定（ASLO）及紅血球沉降率（ESR）測定。

心臟發炎稱為風濕性心臟病，會破壞心臟瓣膜，厲害的話會造成心臟衰竭。如果侵犯腎

慢性扁桃體炎

臟引起急性腎絲球腎炎。

1. 白血球計數及分類。

【辨證論治】

2. 抗溶血性鏈球菌素測定（ASLO）。
3. 紅血球沉降率測定（ESR）。

風熱乳蛾
導致發生風熱乳蛾的外因，為感受風熱邪毒，內因為肺胃有熱，內外邪毒交結，引起不同

一、主題文章

有時斑點擴大融合成片狀，下頜部的淋巴結常腫大和有壓痛。

一、主題文章

桃體充血，明顯腫脹，和懸雍垂（吊鐘）水腫，常有吞嚥困難。扁桃體表面常會有黃白斑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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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熱邪毒侵犯，首先犯肺，咽喉首當其衝，因脈絡痺阻，肌膜受灼，遂致喉核紅腫疼痛，
並有營衛不調等表現，症狀較輕，屬表證。《瘍科心得集 . 卷上》說：“風溫客熱，首先犯肺，

7

虛火乳蛾
肺腎臟腑虧損陰虛，虛火上炎，津液上輸不足，咽喉失於滋養。
一、肺陰虛
主症：喉核及喉核前後潮紅，喉核肥大或上有黃白色膿點。咽部乾紅、微痛、微癢、梗梗

化火循經，上逆入絡，結聚咽喉，腫如蠶蛾，故名喉蛾 "。肺經風熱為主要症型。

不適、乾咳無痰、或痰少而黏、講話乏力、氣促、口舌乾燥、舌質紅、乾而少苔、

主證：喉核紅腫，咽痛、發熱、惡寒、咳嗽、舌邊尖紅、苔薄白或微黃、脈浮數

脈細數。

治則：疏風清熱、消腫利咽

治則：養陰清肺，生津潤燥。

方藥：疏風清熱湯。

方藥：養陰清肺湯加減。麥冬三錢、玄參五錢、生地五錢、丹皮三錢、白芍三錢、生甘草二

本症為風熱之邪，侵犯咽喉，內應於肺。故疏風解表，使邪從表解，清泄邪熱，以清除
內蘊之毒，加上宣肺利咽，望藥力直達病所，消退咽喉紅腫。

錢、貝母三錢、薄荷三錢。
加減：燥甚者可加蘆根一兩、天冬三錢。

二、邪熱傳裡，肺胃熱盛

二、腎陰虛

風熱邪毒壅盛，乘勢傳裡，或平素脾胃蘊熱較重，復挾外邪上攻。由於火熱蒸騰，灼腐肌膜，

主症：喉核乾癟，或肥大、潮紅較甚，常有膿樣物破擠出，咽喉乾痛較甚，午後加劇，口臭、

煎煉津液，致喉核紅腫疼痛較劇，核上膿點，白膜較多，並有熱困陽明的表現，症狀較重，

腰膝酸軟、虛煩失眠、頭暈、眼花、耳鳴、舌質紅嫩、脈細。

屬裡證。本病多因攝養乖違，哺餐辛烈，致風熱之邪內應於肺胃所致。但亦有人認為與情志

治則：滋陰降火，清利咽喉。

內傷，引動肝膽之火上攻，挾痰凝聚有關。

方藥：六味地黃湯加減。熟地六錢、山萸肉四錢、山藥四錢、茯苓三錢、澤瀉三錢、丹皮三

主證：喉核紅腫較劇，表面有黃色膿點或偽膜，咽痛較劇、高熱、渴飲、腹脹、便秘、舌
質紅赤、苔黃厚、脈洪大數

錢、石斛三錢、麥冬三錢、玄參五錢。

【其他療法】

治則：泄熱解毒、消腫利咽

一、單方驗方：選用疏風清熱，解毒利咽藥物。下面諸方可酌情使用。

方藥：清咽利膈湯或普濟消毒飲

1. 野菊花、白花蛇舌車、地膽頭、崩大碗、白茅根各一兩，水煎服。本方有疏風清熱，涼

普濟消毒飲其疏風消腫之力，強於清咽利膈湯，但通腑泄熱的作用不足，必要時要加入

血解毒作用。

瀉下藥。主治流行性熱病，見有惡寒、發熱、頭面紅腫、口渴、煩躁、咽喉腫痛、脈浮數有

2. 火炭母、土牛膝根、崗梅根各二兩，水煎服。此方擅長於利濕解毒，清咽止痛。

力等證。

3. 山豆根三錢、錦燈籠一兩，水煎服。此方著重於消腫，解瘡毒，苦寒泄熱之力較強。

風熱乳蛾可能併發喉關癰、痺症、水腫、心悸怔仲等。風熱乳蛾反覆發作，喉核對機體
喪失了保護功能，成了致病菌的培養基地時，可考慮火烙或割除之。

4. 銀花、玄參各一兩，水煎服。1 日 3 次，適用於咽痛不甚者。
5. 銀花四錢、生甘草一錢半、硼砂二錢、土牛膝根一兩，水煎取汁待涼，漱口用。適用於
咽痛甚，吞嚥不利者。

一、主題文章

一、風熱邪毒侵襲

一、主題文章

的病理變化，出現不同的證候。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67 期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67 期

8

一種，為風熱乳蛾常用外治方法。目的是清解熱毒，消退紅腫，怯除腐物，而收止痛怯
病之效。

9

當的抗生素，例如青黴素、紅黴素等。
l. 從外因方面考慮“虛邪賊風避之有時 "，故居處宜通風光亮，衣著要冷暖適中，謹防冒寒
感暑，並多臥床休息。
2. 從內因方面考慮“平調陰陽 "，保護和扶助正氣，故要積極鍛鍊身體，增強體質，提高機
體抵抗力。

（1）咽喉紅腫，疼痛較輕，宜清熱解毒，消腫利咽，可吹冰硼散。

3. 避免過分忌口或過食辛辣刺激食物。

（2）咽喉紅腫較甚，疼痛較劇，或喉核有膿點者，宜泄熱怯腐除膿，可用珠黃散。

4. 因為發燒喉嚨疼痛應給予清淡冰冷高營養的食物，如：冰淇淋、布丁、果凍、牛奶、馬鈴

（3）咽喉疼痛甚劇，全身症狀較重，或喉核白腐物較多，或反覆發作者，宜清熱瀉火，涼
血解毒，去腐生肌，可用鍚類散。
2. 含漱：將藥物煎煮成藥液，乘溫含漱，則一方面使藥液浸漬患處，另方面借溫熱的蒸氣行
氣血，消腫脹，此所謂“以熱導熱 " 的方法。常用的含漱方藥如：銀花、甘草煎水含漱，

薯泥等。並可多飲清涼潤肺飲料，如荸薺、白茅根、甘蔗水，或用玄參、生地、麥冬煎水
服。
5. 注意口腔衛生，給予生理食鹽水漱口保持口腔清潔，並及時治療附近組織疾病。
6. 約 5~7 天症狀可痊癒，仍須積極性治療，可加速復原，預防合併症。

以清熱消腫，適用於表證不明顯者。
（1）症輕者，用荊芥、菊花煎水含漱，以疏風清熱。
（2）症重者，宜加強疏風清熱之力，並兼以解毒、消腫止痛 , 宜用漱口方。
3. 含服：含藥物於口中，漸漸溶化後，慢慢嚥下，使藥物較長時間地經過咽喉部，作用於患
處，直接清潤咽喉，除痰生津。常用的藥物如鐵笛丸、潤喉丸。

虛火乳蛾
慢性扁桃體發炎西醫並無有效藥物治療，常有急性發作者便應以手術切除了。此外可使
用 X 光照射法及服用抗生素等。
l. 注意徹底治療，避免餘邪未清，防止邪毒潛伏。

三、針灸療法：

2. 必要時烙治蛾體，或施行扁桃體摘除術，以剷除邪氣定舍巢穴。

1. 體針：多取手太陰、手足陽明經穴為主，如合谷、內庭、曲池、天突、少澤、魚際等有

3. 參考風熱乳蛾的扶正強壯法。

助於疏通經絡、泄熱、消腫、止痛。
2. 耳針：取扁桃體區壓痛點埋針，埋針期間患者可自行按摩加強刺激。
3. 放血療法：於耳郭背部明顯的靜脈或少商、商陽穴放血 2~5 滴。

扁桃體切除術
在三十年代的初期，由於並沒有有效的抗生素治療急性的扁桃體炎，扁桃體和腺樣體
切除術是非常普遍的手術，幾乎佔所有手術的 35%。但後來因為發現到口腔和鼻咽的淋巴組

【預防與護理】

織對身體的免疫系統實在有很大的重要性，故醫學界對扁桃體切除有了極為不同的想法，不
再輕易地切除扁桃體了，因為隨意切除扁桃體有可能會影響到免疫的能力。

風熱乳峨
首先要注意多些休息，多喝水、保持安靜，菸酒及刺激性高的食物盡量避免食用，頸部
的熱敷、冷敷及解熱劑的使用，對於緩和局部疼痛都十分有效。有細菌感染者亦早期使用適

現時抗生素比從前的有效，故治療扁桃體慢性發炎的療效很理想，但對那些反覆復發、
或者有膿腫形成者，則應做切除手術了。
扁桃體切除術有兩種，即擠切法和剝離法。前者動作快速，手術瞬間便可形成，但扁

一、主題文章

1. 吹藥：能使藥末直達病所，補內治法的不足，所以收效迅速。是喉科外治法中最主要的

一、主題文章

二、外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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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診斷探微

一、主題文章

桃體殘留的比率較高，出血亦較多。後者須小心解剖，步驟分明，手術時間較長，但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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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多數現代醫生採取此法。
術後注意事項
1. 採半坐臥，以利分泌物由口排出，不可抽吸傷口，或用吸管，會使傷口裂開。

誤用大青龍湯後「厥逆筋惕肉瞤」

2. 喉嚨痛會持續 5 ～ 6 天，可適時給予止痛藥；而局部冰敷（冰領或口含冰塊），也可止血、
止痛或消腫。
3. 藥需磨粉，避免傷口磨擦出血。
4. 若不斷有吞嚥動作，吐出鮮血，臉色蒼白，立即通知醫護人員。
5. 禁用水楊酸類藥物，例如：Aspirin，因為會影響血液的凝固。
6. 飲食方面應注意下列事項：
a. 意識恢復後漸進式飲食，攝取冰冷軟質食物，如：冰淇淋、布丁、果凍、牛奶、馬鈴薯泥。
b. 避免辛辣、粗糙食物，酸性食物及果汁，如：葡萄柚、檸檬等會引起燒灼感，宜少用，
等喉嚨痛消失再開始吃。
c. 勿清喉嚨、用力咳嗽、打噴嚏。
d. 少說話，使患部休息。
e. 口內血味，燒灼感會使病人採張口呼吸，加強口腔衛生可減輕不適，增進食慾。
f. 禁煙酒。
7. 傷口癒合需二週，扁桃腺切割處會形成二塊白斑是正常的，正如身上外面的痂皮一樣。
8. 約 2％的人開完刀 5 ～ 10 天可能會有少量延遲性出血，因傷口處薄膜開始脫落，可能是
因為過早進食粗糙食物所致。
9. 定時回診，如有持續傷口疼痛、出血或發燒，應立即返診。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 若脈微弱，
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有的說這個病不是中風是傷寒，但傷寒是緊縮之狀，它不應該產生煩躁，病人明明是”
不汗出而煩躁”，明確點出這個病本來應該是汗出的，就是一個中風，正因為本來應該汗出
而不汗出，所以才產生了”煩躁”、”脈浮緊”。 區分是中風還是傷寒，主要就是考慮其
因果關係，既然說不汗出而煩躁，那麼原本應該是汗出而不煩躁，所以這其實是中風的表現。
也有人說這是同時感受了風和寒兩種邪氣，這個純粹是望文生義，同時感染了風邪和寒邪兩
種邪氣，有這樣的事嗎？ 絕對沒有，從邪氣的角度來說，風寒其實是同一種邪氣的輕重之
分，寒輕的就是風邪，寒重的就是寒邪，所以能說出風寒兩感這種話的人純粹就是望文生
義！ 比方說我們有熱水有涼水有溫水，我們能把溫水叫涼熱兩摻之水嗎？
這個病人”煩躁””身疼痛””發熱惡寒”，說明陽氣已經是躍躍欲試就要往出透了，
這個時候”而不能發”病人就會很難受，陽氣鬱於胸中就會非常煩躁，故用大青龍湯。 用
「發」字，說明大青龍湯是發洩陽氣鬱遏的一個神劑。
大青龍這個方子古人是很慎重的，如果是真正的大青龍湯證——”發熱惡寒身疼痛，不
汗出而煩躁”諸證俱備的話，大青龍湯只能吃一劑，汗出即停服，如果繼續服用就會死人。
他們認為是大青龍湯發汗能力特彆強的原因，事實上也不是這個原因，而是大青龍證如果陽
氣鬱而欲發的力量已經很強了，一旦大青龍湯打開陽氣的外洩通道的話，會把自身強大的力
量釋放出去，並不能完全歸結到這個方子本身有多危險上。 如果是一個雜病的病人，用來
發越水氣，溢飲，就像下一條要講的那樣，那麼服用大青龍湯就不會產生那麼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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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這是說如果是少陰病，它也發熱惡寒身疼痛，汗出而煩
躁，那麼遇到這種情況，如果脈是微弱的，就不能用大青龍湯。 這個用什麼呀？ 可能要用
到白通加豬膽汁湯之類少陰病的這些方劑。

用了太陽病最竣猛的一個方子，所以說”故雲為逆也”。

誤用之後怎麼辦？
“筋惕肉瞤”是可以用真武湯，因為裡面的茯苓就是治療”筋惕肉瞤”的，但如果有”

三、流行病學

為逆也。” 這個就是用反了，本來應該用少陰病的方子，但是你用了太陽病的方子，而且

二、診斷探微

那麼如果少陰病誤服了大青龍湯會怎麼樣？ “若誤服之，則致厥逆，筋惕肉瞤，故雲

新型冠狀病毒咳嗽 Q&A

厥逆”的話就不是真武湯解決的問題啦，有一個更對症的方子是茯苓四逆湯。 茯苓四逆湯
里的茯苓解決”筋惕肉瞤”的問題，四逆湯解決”厥逆”的問題。
確實是，茯苓四逆湯證能同時解決”厥逆”和”筋惕肉瞤”的問題，而真武湯能解決”筋惕

新冠肺炎咳嗽和普通咳嗽有什麼區別﹖

肉瞤”的問題，但是不解決”四逆”的問題，所以說茯苓四逆湯用在這裡更貼切。

新冠肺炎咳嗽和普通咳嗽區別不大，新冠肺炎和普通感冒不能單純根據咳嗽來鑒別，需根據

有人問大青龍湯和小青龍加石膏湯的區別是什麼？

抗原、抗體及核酸檢測鑒別。普通感冒多為病毒感染引起，俗稱“傷風”，又稱急性鼻炎或
上呼吸道卡他。主要表現為鼻咽部症狀，如噴嚏、鼻塞、流清水樣鼻涕，也可表現為咳嗽、

小青龍湯

咽乾、咽癢或燒灼感甚至鼻後滴漏感。2 ～ 3 天后鼻涕變稠。嚴重者有發熱、輕度畏寒和頭

完全不一樣！ 大青龍湯咱們主要用於外感的重症，就像表寒里熱證——不汗出，煩躁，

痛等。一般經 5 ～ 7 天痊癒。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潛伏期為 1 ～ 14 天，多為 3 ～ 7 天。主

高熱，這種情況用大青龍湯 ; 而小青龍湯呢，它前提是這個人必須有痰飲，宿病得有痰飲，

要臨床表現有發熱、乾咳、乏力。少數患者有鼻塞、流涕、咽痛、肌肉疼痛和腹瀉等症狀。

比方說他有個氣管炎，比方說有個支氣管哮喘，比方說有一個阻塞性肺病 ...... 得有這些病，

重症患者多在發病一周後出現呼吸困難或低氧血症，嚴重者可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

這是用小青龍湯的前提。 兩個方證的臨床表現也不一樣，小青龍湯的表現是咳喘 ; 而大青龍

征、膿毒性休克、難以糾正的酸中毒和出凝

湯的表現是不汗出而身疼痛和煩躁、發熱，這是不同的兩個情況。 那麼小青龍湯加石膏的

于曉敏 / 副主任醫師 |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

用意在哪呢？ 加石膏的用意是消脹的，病人必須感覺到肺氣脹滿，就是胸部膨滿不得呼吸，
這個時候是小青龍湯加石膏證。 更何況大青龍湯裡頭”表閉”是重點，小青龍湯裡頭的表

喉嚨癢咳嗽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嗎﹖

證根本就無關緊要，它重點是平喘、化飲、降逆，小青龍湯加石膏是為了消除肺氣的膨滿，

喉嚨痛咳嗽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也可能是行為不當、環境因素、咽喉疾病引起的。

它是肺氣脹滿的時候加石膏，因為石膏再加上麻黃、桂枝，特別是加上麻黃的時候啊，它這

1.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是 SARS-COV-2 病毒感染引起的呼吸系統疾病，常見的表現為發熱、

種發越水氣的能力很強，它是解決了肺氣膨滿的問題，所以說這兩個方子，治的病也不一樣，

乏力、乾咳，有些病人可以出現喉嚨痛、鼻塞、流涕等症狀。多在出現症狀的 14 天內接觸

辨證的標準也不一樣區別還是很明顯的。

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人或疑似者。2. 行為不當：說話過多、大聲喊叫、飲食過燙、飲水

而且小青龍湯這個方子本來它有個前提，《金匱》上講“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過少等日常行為也會引起喉嚨痛、咳嗽的表現，通過減少說話、改善不良的飲食習慣、增加

它的立題的主宰是一個溫藥，它要溫化寒飲的，加石膏也不是用石膏的寒涼之性，是用石膏

飲水等方法可以緩解。3. 環境因素：環境乾燥、粉塵刺激等也會引起喉嚨痛、咳嗽，可以通

跟麻黃配伍起發越水氣的作用，方子本身還是溫的；而大青龍湯裡頭主要是表閉的厲害，表

過室內加濕、多飲水、遠離粉塵較重的環境等方法緩解。4. 咽喉疾病：咽喉炎症、腫瘤、異

閉的厲害咱們說“阻遏熵增”，熵增就要發熱煩躁，所以說這兩個方子之間除了名字比較像

物等也會出現喉嚨痛、

之外沒有多少相似的地方。

張宏偉 主任醫師 |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

14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67 期

台灣中醫內科醫訊 第 67 期

15

乾咳不發熱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嗎﹖
乾咳不發熱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前期症狀之一。因此出現乾咳不發熱的症狀時，不能
排除感染的可能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早期以發熱為主要表現，同時可伴有咳嗽、肌肉疼

較輕，無明顯發熱。因此，要判斷自己是否被感染，首先應確認自己是否到過疫區或有疫區
人群接觸史，或高危行為。如果到過疫區或與疫區人群有接觸史，不論有無症狀均需自我隔
離 14 天並進行醫學觀察，或到定點醫院發熱門診就醫。
邊學 主任醫師 |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總醫院

四、醫學新知

並不能排除感染，因為所有人群對新型冠狀病毒具有普遍的易感性，某些初期感染患者症狀

三、流行病學

痛、疲勞乏力、呼吸不暢、腹瀉等症狀，流鼻涕、咳痰等症狀少見。但單純出現乾咳不發熱

壹 、傳統醫藥中的蟲類藥物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症狀有哪些﹖

傳統醫學以蟲類用藥，是中藥的重要來源，有悠久歷史，雖然使用的數量跟種類遠不及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症狀常見的有發熱、乏力、乾咳，有些病人可以出現喉嚨幹癢、喉嚨疼

大宗植物性本草用藥多，然其應用也是相當普遍，《周禮．天官．疾醫》載「以五味、五

痛、鼻塞、流涕、腹瀉等症狀，或沒有明顯的症狀。病情嚴重時可出現呼吸困難等症狀。新

穀、五藥養其病」，其中的「五藥」，鄭玄《注》：「草、木、蟲、石、穀。」「蟲」是昆

型冠狀病毒肺炎是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染引起的呼吸系統疾病，常見的症狀有

蟲的總稱，一般指昆蟲；然而亦可泛指所有動物，《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有羽之蟲

發熱、乏力、乾咳，發熱可為高熱或低熱；有些病人可以出現喉嚨幹癢、喉嚨疼痛、鼻塞、

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

流涕、腹瀉等症狀，與其他病原體引起的上呼吸感染、消化道感染症狀類似；有些病人可能

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

沒有明顯的症狀。病情嚴重的病人多在發病一周後出現呼吸困難等症狀。如懷疑自己患了新

類，禽獸萬物之數也。」可見古人以蟲指代一切動物，並且將動物分為「五蟲」。古代文獻

型冠狀病毒肺炎，應及時前往指定醫院就診進行檢查，同時避免傳染他人。避免自行判斷忽

中蟲、虫二字經常混用，虫字上古音讀作ㄏㄨㄟ ˇ。

略病情耽誤治療，或傳染他人。
王曉陶 主任醫師 |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

一、遠古至宋代蟲類藥物記載
遠古至上古時期（夏商周）距今約 4000 年前，屬於巫醫並存時代。三國時期史學家譙周

新型冠狀病毒初期症狀是什麼﹖

撰《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近水則食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初期常見症狀有發熱、乏力、乾咳，部分患者以嗅覺、味覺減退或喪失等

魚鱉蚌蛤。」可想而知，當時人類生存狀態與自然環境關係密切，若罹患疾病時無非是「就

為首發症狀，還可能出現咽癢、咽痛、鼻塞、流涕、結膜炎、肌痛、腹瀉等，也有可能沒有

地取材」為藥。諸如戰國時期《山海經》、《詩經》、《爾雅》等古籍，都保存了不少古代

明顯症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染引起的呼吸系統疾病，

先民，由就地取材的生活經驗所累積的草、木、蟲、魚、鳥、獸等豐富的生物學知識，最原

因每個人存在個體差異，且 SARS-CoV-2 感染可以造成人體多個組織病變，早期症狀會有

始的蟲類藥使用經驗應該也保存在其中。

所不同。最常見的早期症狀為發熱、乏力、乾咳，發熱可表現為高熱或低熱，乾咳為咳嗽時

1973 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考古發掘了一批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簡帛古書，其中一篇

無痰或痰量較少。部分患者以嗅覺、味覺減退或喪失等為首發症狀，有些病人還會出現咽癢、

篇名為《五十二病方》，記載著治療內、外、婦、兒、五官等 52 個病名、274 味藥物的醫

咽痛、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或食欲減退、腹瀉等消化道感染的症狀。有些病

藥專書，抄寫內容如非廉（蜚蠊）、 （蠃）牛、食衣白魚、長足（蜘蛛）、地膽蟲、赤蜴、

人可能沒有明顯的症狀。

慶良（蜣蜋）、蠶卵、蓂蠶種、蜂卵、蜂駘、蚯蚓矢、蝙蝠、牡蠣、全蟲蛻、蛇、龜腦、蠸
于岩岩 主任醫師 |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黃甲蟲）、蛫（蟹）等蟲類藥，這是目前出土文獻中見到較早期的第一手原始蟲類藥物記
載 [1, 2]。另外，近年出土大量與古代醫藥相關的秦漢簡牘，如《武威漢代醫簡》、《周家
臺秦簡》、《張家山漢簡》、《北大漢簡》、成都天回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等 [3 – 9]，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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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若干蟲類入藥的珍貴文字材料。

   （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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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學新知

藥，其中蟲魚類藥 67 種。東漢時期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300 餘首方劑中用土鼈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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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寒療法」
這個是我在 1983 年 5 月剛滿六十歲時所發現的，當時我經常腳部冰冷且身體不適，我試
著讓腳部溫暖起來後，竟發現所有不適都消失了，身體變好了。最後，我發現只要身體出現
身浴」，現在已是家喻戶曉的保健方式了，令人心喜。 之後，我進一步要求病患養成穿多
層襪，以及 ( 溫泉 ) 半身浴，讓下半身保暖排寒，治療效果大大提升。我自己也擺脫了長年
肩膀酸痛及牙痛，從此不再感冒。
曾有一位長期為慢性中耳炎所困、必須戴助聽器的病患來看診。三十年來他耳朵不斷流
膿，甚至被警告很可能會引發腦膜炎。我建議他 ( 溫泉 ) 排寒療法，結果中耳炎不藥而癒，
聽力也恢復了。想當初他的鼓膜破裂，已被西醫判斷很難痊癒了，但後來也修復了。 我們
的身體藏著強大自愈力 ( 自然治癒力 )，能隨時將身體修復至健康。但是若不排除寒氣，會
阻礙這自癒能力。

排寒療法

排除寒氣 不再洗腎了

進藤義晴 / 西醫師給病人泡澡的親自見證及醫理解說
我們要做的，只要努力去除寒涼濕氣，接下來就交給自己身體的自愈力即可。大可不必
畢業後，成了耳鼻喉科醫生。 光是診治病人就占去我全部心力，累積了十多年的治療經驗，

要去打針吃抗生素，吊點滴，只要去除「寒邪濕邪之氣」這因素，身體就會自然「痊癒」。

許多病患花費大筆金錢、耗時耗力又沒什麼效果，就非常難過，我很想讓他們不要如此痛苦。

這樣，完全不需要手術、藥物、貼布、健康食品或其它器具。有幾個病患因腎臟壞死而必須

但我沒辦法快速又便宜地治好病患，覺得辜負了他們，此後，我對西醫這種只對局部做治療

長期洗腎，當他們採取 ( 溫泉 ) 排寒療法 1 年之後，腎臟也恢復了功能。

的方式，產生了極大疑惑。
想要徹底斷絕病根，必須觀察全面。我在想，有沒有比現今醫學更全面的治療方式？ 我
努力尋找最後找到中醫。我開始拿自己及家人的身體當實驗品，嘗試了針灸及中藥等各種相
關治療，對中醫有了更精通的暸解。 我開始採用全面性的治療方式，結果提高了療效，讓
許多病患慕名而來。最後出現了十分有趣的畫 面：我耳鼻喉科的診療室卻擠滿了氣喘、糖
尿病及痛風等病患。
結果，病患一個個痊癒了，但醫院卻因我沒開西藥、沒注射又沒動手術，無法多收費，加
上醫院施壓無效，最後我被迫離職。而後許多病患強烈要求我繼續看診，我便在 1981 年 4
月 1 日於自家開設診所。此後，我秉持著中醫「天人合一」整體觀，繼續為病患們看診。

五、四季養生

五、四季養生

不適，便「將胸部以下泡在熱水裡」，身體狀況就好轉了。我將這種療法稱為 ( 溫泉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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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醫的角度來看，這簡直就是奇跡， 連他的主治醫生都驚訝到說不出話來，但事實擺

只要把體內寒氣排除，疾病自然消除，身體自然康復。  ( 溫泉 ) 排除寒氣的方法非常簡單方

在眼前，由不得人不相信。類似因進行 ( 溫泉 ) 排寒療法而痊癒的例子多不勝數。「風是百

便，只要改變我們的穿衣，飲食等生活習慣，即可排出體內寒氣，方法簡單容易，效果神奇

病之長，百病從寒起」，我們只要從飲食及身體上時時「保暖防寒」，就能無病一身輕。

迅速，因為不用任何藥物，所以不會有任何副作用。簡單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具體方法，要祥
細瞭解可看書。        

詢問相同的問題。讓我女兒因此吃了不少苦頭，但也從中學習到許多事情。
( 溫泉 ) 排寒療法就是「自療醫學」自己種下的「果」，要靠自己根除。方法簡單，效果
迅速。大部分人因為要「穿多層襪」或「無法堅持半身浴」等問題，半途而廢。他們寧可長
年花錢看病、呑下 一堆有後遺症的藥，也不願自己救自己， 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穿多層棉襪，不論夏天，冬天，白天，晚上，根據自己條件和實際情況，穿六至十雙棉襪都
可以，越多效果越好，裡面那雙用五指祙，有利於透氣排寒，外面的棉襪要保暖，寬松，勒
得太緊腳趾會痛受不了，影響氣血運行。       
夏天也應穿衛生褲保暖，或穿棉毛褲，保持下半身溫暖。上半身保持涼爽，要穿少，保持上
涼下曖。每天 ( 溫泉 ) 泡半身浴，手和胸部以上露外面，保持頭凉腳暖，泡半小時，寒氣重
的可泡一個時，根據自身條件。沒條件可每天 ( 溫泉 ) 泡腳，時間長一些。泡好後馬上穿好

「瞑眩反應」

襪子，以免著凉進寒氣。       

當身體出現好轉，大家通常都會既驚又喜，但接下來就要開始面對身體和 心理的各種不
適。這段過程十分難熬，很多人半途而廢。為了身體健康，無論如何請你們必須熬過去。天

飲食要求，吃飯時細嚼慢嚥，每口飯菜嚼透，一頓飯最好吃二十五分鐘以上，到半小時，感

助自助者， 凡事只想依靠外力，什麼事都不可能成功。( 溫泉 )「半身浴」( 溫泉 )「足湯」

到有飽感即可，防止多吃，影響消化，在體內成為毒素。早餐以六七分飽，中餐以七八分飽，

不但可以健身治病，還可以美容，許多女性愛上「多層襪」這種舒適方式。( 溫泉 )「排寒」

晚餐以五六分飽即可。慢吃對減肥也特別好。狼吞虎嚥，吃飯太快，往往易吃多，影響消化

這古中醫保健勢必成為未來的健康顯學。

吸收，也增加腸胃負擔，多餘食物會成為毒素，在肚子里堆積脂肪，造成肥胖，傷害身體，
影響健康。

( 溫泉 ) 排寒療法是日本醫生，進騰義晴，根據中醫理論，及自身 30 多年的實踐經驗所創立，
經濟，不用花什麼錢，不用吃藥，不吃補品，沒副作用，簡單易行。 他發現寒氣是萬病之源，

晚上睡覺，可用熱水袋，放腳踝部或腳底，寒氣嚴重的膝部也可放，肚臍也可放。中午午睡

是毒素之首，寒氣不除，疾病難癒。現代人因為不良的生活習慣，缺少運動，喝冷飲，吃冰

也可用熱水袋，增加腳部溫度，有利於寒氣排除。睡覺也穿衛生褲，或棉毛褲，被子蓋下半

凍製品，生冷水果，穿衣習慣等，吹空調，洗冷水浴，冬天腳部保暖不夠等，造成體內寒氣

身即可。原則是頭涼腳暖。

滯留體內，影響氣血運行，導致亞健康，鼻炎，高血壓，糖尿病，氣虛乏力，面色蒼白，疾
病百出。

          

五、四季養生

望她前往演講。因為即使 ( 溫泉 ) 排寒療法雖然十分簡單，但還是有很多人感到不安， 不斷

五、四季養生

近來有越來越多人支持 ( 溫泉 ) 排寒療法，他們從全國各地向我女兒幸惠提出邀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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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變得扁平又鬆弛。
換句話說，久坐會讓你的屁股變得又塌又大，最後就是妥妥的大媽臀。
當臀肌失憶後，千萬不要覺得只是不美觀而已，它的傷害比你想像地大！
肌肉的作用，就是用來保護人體的骨骼、關節，如果當肌肉變成了軟塌塌的肥肉，那麼你做

五、四季養生

臀肌失憶了，不管是彎腰、走路、上臺階，腰椎、膝蓋都在受損。
時間一久，輕者腰痛、膝蓋痛，重者就是造成膝蓋和腰椎不可逆轉的傷害了！
危害二：
／久坐會不孕不育／
無論男人還是女人，久坐最直接的傷害就是生殖區域。

你每天坐多久，決定了你的壽命

對男性來說，他們就是坐在前列腺上。
只要一久坐，輕者會引發前列腺炎；重者就會導致精子品質下降，不孕不育。
因為，在久坐的狀態下，人的骨盆會處於一種“窩屈”的形式，一方面，長時間陰部血液回

一個小小的習慣，可以決定你的生命長度和品質，而這個壞習慣，幾乎每個人都有，無論大
人還是小孩！

流的不暢，會使前列腺長期處於充血的狀態，這會極易引發前列腺炎；
另一方面，久坐會讓陰部溫度升高 , 導致睾丸溫度過高 , 影響精子發育和成熟。
對女性來說，久坐會使私處空氣不夠流通，時間一長就容易滋生細菌，增加婦科炎症的風險，

什麼行為有損健康？
問十個人，八個人都會說是吸煙。

時間一久也會導致不孕不育。
所以，如果以後還想要個健康的寶寶，不管男女，都不要一直坐著不動了。

但是，還有一種行為，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了頭號殺手，它對人的危害，遠遠超過了吸
煙。
上至老人、下至兒童，幾乎每個人都有這個習慣，這個習慣就是久坐！
在一般情況下，坐辦公室、上課考試、看電視、看電影、玩電腦、打麻將，甚至開車都在“久
坐”的範圍內。只要你連續坐的時間超過了 90 分鐘，那麼，你就已經有了很大的健康隱患
了。
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每年有 200 多萬人因久坐少動而死亡。當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久
坐的傷害是悄無聲息的。有時，你根本都不知道讓你患病受苦的原因，竟然就是它！
危害一：
／久坐讓你變醜／
在醫學上，有一個詞語“臀肌失憶症”。
就是說，如果臀肌一直處於放鬆狀態，時間一久，臀肌就會忘了怎麼復原，就算站起來或是
運動也是鬆鬆垮垮。
當人坐下的時候，臀肌就處於放鬆狀態，如果經常久坐，就會使臀肌“失憶”，最後的結果，

危害三：
／久坐會便秘／
人在坐著的時候，腹部會受擠壓，這會影響腸胃的蠕動。
一久坐，就容易讓消化液分泌減少，從而降低腸胃消化吸收能力，時間一久小肚腩、便秘就
統統找上門了。

五、四季養生

任何動作，都是在磨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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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長時間的消化不良，會讓食物殘渣長時間堆積在腸道，這會刺激到腸道粘膜。

／久坐會讓人加速衰老／

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小事，久而久之很容易誘發大腸癌、結腸癌。

《美國流行病學雜誌》上，曾刊登過一項研究，發現越久坐、老得越快！

曾有機構，對美國洛杉磯地區 29009 多名癌症患者調查發現，久坐辦公室的人患結直腸癌的

該研究，通過評估近 1500 名年長婦女後發現，喜歡久坐的人，要比他們實際年齡老 8 歲。

風險明顯高於經常運動者和體力勞動者。

因為久坐不動，會加速細胞老化的速度，導致實際年齡和生物年齡有著相對大的差距。

現在，我國結腸癌發病率，以每年 4.2% 的水準遞增，遠遠高於全球 2% 的水準 , 其中，最易
患癌人群都集中在久坐的白領人群。
患癌誰也不好說，但千萬別坐久，要不然你就是給它修建了一條高速路。
危害四：

當細胞衰老速度變大，可能在外表上，你看上去跟同齡人沒有多大的差別，但你的身體機能
已經嚴重下降。
明明才 40 多歲的人，就已經跟 50 歲的人一樣，感覺到歲月的不饒人。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尋找什麼凍齡之術，那麼首先就得改掉久坐的習慣，不讓越久坐，老得
越快！

／久坐會讓人變笨／
不少人都是全天坐著辦公，有時為了趕趕工作進度，一坐就是一上午。

危害六：

看上去，你一直坐著不動，是多了幾分鐘的工作時間。

／久坐會讓糖尿病找上門／

實際上，你越是貪圖這幾分鐘的工作時間，你的工作效率會被拉得更低。

當人久坐一天，就會導致機體對胰島素的整體應答率顯著下降。

因為，長期低頭伏案工作，頸椎始終維持前屈位，時間一久就會影響腦部供血。所以，你會

也就意味著，日復一日地長時間久坐，會讓胰腺受損，產生大量的胰島素。當血液中胰島素

越坐越累，工作一兩年，頭開始痛了、記憶力也開始下降了。

過高，最後的結果就是糖尿病。

如果你再這樣坐上三年，可能還沒有加多少薪、職位還沒有上升多少呢，你的血液已經變得

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久坐會加大患糖尿病的風險。

跟老年人一樣了，血液流速太慢，最後，很有可能就是腦血栓、中風了。

研究調查了 3800 名 40~75 歲的男性的鍛煉情況及每週久坐的小時數。

有研究發現，就算是身體很健康的小學生，如果每天久坐不起，血管也都會發生很明顯的改

在 10 年的隨訪期間發現，糖尿病的 1000 多人，每週久坐 2-10 小時者比沒有久坐習慣的人，

變。

患病的危險性增加 66%；每週久坐 21-24 小時者危險性增加兩倍；每週超過 40 小時則患 2

你們說，小學生久坐危害都這麼大，更何況我們這些動不動就頭痛、腰痛的大人呢！

型糖尿病的危險性增加 3 倍。

五、四季養生

危害五：

五、四季養生

如果，你有久坐導致的便秘，那就需要特別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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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糖尿病，稱作是不死的癌症，因為每天都要定時定量喝藥、吃飯。
如果，你一旦忘記及時喝藥，就會引發各種併發症，嚴重的手足都要鋸掉、眼睛都會變瞎。

① 避免久坐超過 90 分鐘

生老病死是規律，但是千萬不要因為一些壞習慣，讓自己走這麼痛苦的一條路。

工作的時候，要給自己設個鬧鐘，過每過一個小時或者半個小時，就站起來倒杯水、上個衛
生間、活動活動筋骨。

久坐除了會患結腸癌外，與其他癌症的發生也有關係。
美國癌症協會做過一個研究，通過對 146000 名男女做研究，通過 17 年的追蹤調查發現，與
每天靜坐時間少於 3 個小時的人相比，每天坐著工作 6 小時以上的女性更早死於各種疾病的
風險要高 37％。

老師們，也不要佔用課間時間，拖堂連上兩節課；領導們開會要講究效率，不要超過一個半
小時；長途開車，遇到休息站就停下來休息休息，如果堵車，可以下車活動一下。
儘量不要整晚都看電視，廣告時間起來活動活動，久坐對身體不好，葛優躺對身體更不好。
② 千萬不要蹺二郎腿
久坐傷身，蹺二郎腿就是雪上加霜。

而這些有久坐習慣的女性，尤其容易患多發性骨髓瘤、乳腺癌以及卵巢癌等。

在坐的時候，儘量雙腳平放在地面，不要蹺二郎腿給自己增加過多的負擔，尤其要注意不要

為了能抗癌，不少人每天都要吃大量的抗癌食物，什麼西蘭花啊、大蒜啊，卻根本沒有留意，

聳肩、聳肩、聳肩！！！！

自己的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其實才是給癌症培養了一塊沃土。
人體在進化的過程中，完全沒有給久坐提供什麼保護措施，當你一久坐，就是在違背身體肌

③ 站起來的時候收收臀

肉、關節的正位。各個器官，在長年累月的擠壓下，想不得病都難。

坐了一個小時後，去上廁所時，可以有意識地收緊臀部和腹部的肌肉。
這樣能夠很好地啟動它們，刺激它們知道要收縮，不至於失憶了，變成了一坨沒用的肥肉。

／不可能不坐，但我們能避免久坐／
要說一個很悲傷的事情，那就是，你每天久坐的傷害，是下班後運動無法消除的。

④ 能不坐的時候就不坐

換句話說，就是你上班坐了 8 個小時，下班後在健身房泡了 4 個小時，沒用的！

地鐵上啊、公車上啊，如果不是太遠的路程，能不坐就不坐了。

這種傷害來了就是來了，靠事後的彌補，作用不怎麼顯著。

還能給大爺、大媽、小朋友、孕婦讓讓座，一舉兩得，多好！

難道久坐人群就是這麼被判了死刑？
這倒不用擔心，其實，當我們有意識地避免久坐的事後，傷害就能大幅度減少。

⑤ 可以撥撥臀肌
在瑜伽中，每次坐姿體式都要先撥臀肌，就是為了防止臀肌失憶。
所以，在坐的時候也可以撥撥臀肌，就是把臀部的肌肉，儘量往外撥，讓坐骨直接坐在墊子
上就好！
⑥ 如果有可能就配個坐墊
如果，上述情況你都做不到，那就
給自己花點錢，配置一個好一點的
坐墊。就是那種，能夠減輕腰部壓
力，能夠讓臀部肌肉沒有太大壓力
的墊子就好。總之一句話，善待你
的臀部，善待你的腰部，不要讓一
個壞習慣毀掉自己的健康，要不然
真得不划算。

五、四季養生

／久坐讓你更易患癌／

五、四季養生

危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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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務報導

六、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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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藥並用治療內科疾病學術研討會

32

李傳耀 院長

張世良 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廣仁堂中醫診所八德分院主治醫師
芯傳中醫診所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兼任教授
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兼任教授
仁愛聯合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課程介紹

中醫針藥並用的「針」是指以針刺為代表的各種通過體表刺激產生治療作用的方法，包括艾灸、拔
罐、刺血等，以外治為其特點；「藥」指中藥與西藥，以內服為其特徵。中醫針藥並用是指在中醫理論
指導下，同時使用中藥和針灸兩種治療措施以達到防病治病目的的治療形式。
李傳耀院長精選實用性高的傷寒論條文，以六經為大綱，輔以傷寒論三家注的觀點（柯琴傷寒來蘇
集、陳修園傷寒論淺注、鄭欽安傷寒恆論），研討如何進行臨床遷移與運用。張世良教授26年前從基礎
動物實驗，一路做到臨床試驗，終於成功研發結合針灸和西藥的「針藥並用」，透過針灸提高藥物效果
，同時可減少西藥的使用量及副作用，是台灣第一個有系統地研究針藥並用，並完成動物實驗和臨床試
驗的學者。研究成果應用第一個是學齡兒童的假性近視，搭配耳穴刺激，可以降低阿托品眼藥水一半的
使用劑量。第二個是針灸對血糖的調控；第三個是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張世良教授認為針灸是物理刺激
，副作用少，針藥併用比單純使用西藥來得好，並且能減少西藥抗藥性的問題，他樂於分享他的研究成
果給其他中醫師，希望能提供病患更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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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2:30 傷寒論三家注與臨床/李傳耀院長
13:30~15:00 糖尿病針藥並用療法之研究/張世良教授
15:00~16:30 針藥並用中醫臨床體會/張世良教授
研發針藥並用 張世良獲國際肯定

六、會務報導

上課時間

活動日期：111年5月22日 同步視訊:Google Meet
活動地點：台大景福館1F演講廳 台北市公園路15之2號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中醫藥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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