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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組委會名單 

 

大会顾问： 

石学敏（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中医针灸学专家、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 

       针灸学会副会长、天津针灸学会会长 ） 

陈立典（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福建

省科协副主席、福建省针灸学会会长） 

赖应辉（农工党福建省委专职副主委、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副会长、福建省中医药研究促 

       进会常务副会长） 

周真平（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灿辉（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永宝（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洪自强（中共泉港区委书记) 

吴礼源（泉港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  奕（中华中医药学会继续教育部部长） 

陈端生（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 

许顺清（泉州市医学会会长，泉州市卫生局调研员） 

张继红（泉港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教育工委书记） 

林  颖（福建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 

肖钦朗（福建省针灸学会秘书长） 

李赛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王和鸣（福建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原福建中医学院副院长） 

陈美华（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原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吴光烈（泉州市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医师，南安市中医 

       院名誉院长） 

吴  熙（福州吴熙妇科中医院院长、书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秀美（泉州市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医师、原泉州市 

       中医药学会会长） 

郭鹏琪（泉州市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医师） 

林禾禧（泉州市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医师、原泉州市 

       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张永树（泉州市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医师、原泉州市 

       针灸学会会长） 

周来兴（泉州市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医师、永春县中 

       医院名誉院长） 

丁秀贝（泉州市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医师） 

黄皓春（原泉州市中医药学会会长，原泉州市卫生局局长） 

刘镇宇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会长、高雄市发明人协会会长） 

陈志芳（台北市中医师公会荣誉理事长） 

林文泉（台湾中医药学会理事长） 

林国新（香港九龙中医师公会永远名誉会长） 



 

 2 

陈国和（香港国际中医药研究学院院长） 

张俊青（澳门针灸学会理事长、澳门中医研究学会理事长、澳门中医养生学会会长） 

赵英杰（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副会长） 

郭俊湘（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席） 

陈期发（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中医部主委、马来西亚柔佛州中医学院院长、马来西亚专业 

       中医师学会会长） 

夏其泽（马来西亚槟城中医学院毕业医师协会副会长） 

大会名誉主席： 

阮诗玮（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会长、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 

大会主席： 

曹正逵（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 

骆沙鸣（泉州市政协副主席、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蔡丽静（泉州市卫生局局长） 

大会执行主席： 

魏隆福（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苏培聪（泉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刘德桓（泉州市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会长） 

肖惠中（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泉州市针灸学会副会长、泉港区中医药学会会长、泉港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立典（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福建

省科协副主席、福建省针灸学会会长）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春波（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脾胃病分会会长、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硕

士生导师，原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刘献祥（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农工

党福建省委副主委） 

李灿东（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王彦辉（厦门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福建省中医药学会理事、厦门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陈成东（福建中医药杂志社主任、常务副主编） 

吴宽裕（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副

秘书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 

李灿新（石狮市医院工会主席、副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尤建斌（马甲中心卫生院院长助理，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林建川（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林玉芬（泉州市正骨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黄海松（泉州市安溪县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蔡伟锋（泉州市 120 急救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陈文展（泉州市中医外科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陈  文（福建医大附属第二医院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高天海（泉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主任委员） 

王秀宝（泉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主任委员） 

苏再发（泉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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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康泉（泉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肛肠科分会主任委员） 

大会组委会主任： 

刘德桓（泉州市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会长） 

大会组委会副主任： 

刘宪俊（泉州市中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肖惠中（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泉州市针灸学会副会长、泉港区中医药学会会长、泉港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苏稼夫（泉州市全国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福建省针灸学会副会 

       长、泉州市针灸学会会长） 

周建宣（南安市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南安市政协副主席） 

许葆雄（泉州市光前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组委会成员： 

刘开南（泉港区卫生局局长） 

苏  齐（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泉州市医药研究所所长） 

孙伟芬（泉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徐福东（泉州市正骨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郭为汀（泉州市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 

       会长、晋江市中医药学会会长） 

张振辉（泉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庄耀东（晋江市中医院院长） 

刘汉光（惠安县中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张文颜（永春县中医院院长） 

陈春雷（南安市中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林金宝（安溪县中医院院长） 

郑国进（德化县中医院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叶  靖（泉州市中医院医务科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郭森仁（晋江市中医院副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陈文鑫（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陈志蓉（泉港区中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泉港区卫生局副局长） 

陈摩西（泉港区前进中医院院长） 

大会秘书长： 

孙伟芬（泉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大会副秘书长： 

郭为汀（泉州市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 

       会长、晋江市中医药学会会长） 

叶  靖（泉州市中医院医务科长、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陈文鑫（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陈志蓉（泉港区中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泉港区卫生局副局长） 

赵伟强（泉州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泉港区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4 

目  錄 
 

 

【名老中醫經驗傳承】 

醒腦開竅針刺法的臨床應用及基礎研究------------------------------------石學敏 25 

浅谈咳嗽六经辨治思路--------------------------------------------------李赛美 31 

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靳振洋 35 

“脾胃濕熱”理論的形成及臨床應用--------------------------------------楊春波 35 

中醫藥防治脂肪肝------------------------------------------------------吳寬裕 42 

中醫藥治療骨關節炎的研究----------------------------------------------王和鳴 46 

失眠的中醫藥調治------------------------------------------------------王彥輝 50 

論養陽育陰------------------------------------------------------------張永樹 52 

閩南文化和閩南中醫的歷史責任------------------------------------------張永樹 56 

抗精子抗體與女性不孕--------------------------------------------------鐘秀美 59 

“調中州、安五臟”理論源流與臨床應用----------------------周來興 周藝 陳仰東 61 

刺絡放血療法的臨床應用------------------------------------------------蘇稼夫 65 

冠心病心絞痛的病機要素與治療要點--------------------------------------劉德桓 68 

“養陽育陰”灸治療過敏性鼻炎 170 例------------------------------------戴秀萍 71 

《甘溫除大熱》的臨床應用----------------------------------------------郭鵬琪 73 

興廢繼絕  金針度人--------------------------------------蘇稼夫 吳端淦 黃志強 75 

劉德桓教授化瘀濁益肝腎思想的理論淵源與特點-----------陳文鑫 葉靖 吳志陽 歐淩君 莊清芬 78 

氣虛而津無以化，陰虧則液難於生---------------------------------楊春波 
 
楊永昇 81 

淺析腕踝針治療失眠---------------------------------------------蔡樹河 陳美華 83 

吳光烈老師經驗方治療偏頭痛 100 例臨證體會----------------------吳一飄 吳盛榮 85 

福建歷代名醫學術經驗：鄧樂天------------------------------------------楊家茂 86 

老中医吴光烈名方撷英-------------------------------------------吴天真 林贻钦 95 

临床疑难重症的中医诊疗体会--------------------------------------------郭為汀 98 

名老中醫吳光烈醫案選粹----------------------------------------吳春榮
  
吳盛榮 103 

戚廣崇老師治療少精子症經驗舉隅--------------------------------樊海山 囤榮梁 105 

戚廣崇治療男性不育症的診療特色淺述----------------潘明 囤榮梁 樊海山 莊國明 107 

淺談張永樹老師治療咳嗽病的臨床經驗---------------------------陳少箴  林美玉 109 

清清香的外治理論與臨床探討-----------------------------周來興  周藝  陳仰東 110 

蘇稼夫教授以大椎穴刺絡拔罐為主治療尋常痤瘡的臨床經驗-----------------黃志強 112 

為醫求知五字訣：勤思集傳和-------------------------------------------張永樹 113 

吳光烈老師驗案四則---------------------------------------陳清華 黃振南 116 

吳光烈老師驗方治療蕁麻疹 50 例臨床體會------------------------林輝樑  吳盛榮 118 

吳光烈老中醫驗方舒肝利膽湯治療膽囊炎 125 例臨床總結----吳盛榮  陳春雷 吳一飄 119 

運用吳光烈老師驗方治療坐骨神經痛 50 例體會--------------------李龍章  張志民 120 

張永樹老師的魅力-----------------------------------------------------洪婷婷 121 

李學耕教授治療小兒泄瀉經驗擷菁---------------------------------------趙偉強 122 

楊叔禹教授運用補脾益氣法治療糖尿病經驗-----------------------陳弼滄  吳秋英 125 

張永樹老師以治血消風法為指導治療風證經驗-----------------------------萬石川 127 



 

 5 

【针灸推拿】 

“點穴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劉陳麗杏 131 

灸量对灸法治疗腰痛效应的影响------许建峰 林瑞珠 牛子瞻 张跃全 武永利 王英絮 133 

“运指法”在中医治末病中的应用--------------------------------陈美华
 
 叶金连 134 

针灸心得漫谈---------------------------------------------------------陶学成 136 

走排罐配合整脊手法调治亚健康 40 例体会----------------庄伟斌  庄韬光  庄渊辉 138 

十全鳥休息神功易筋經針對脊椎病變等之效益成果 ------------------------黃加勢 140 

按摩的作用----------------------------------------------------------刘  芳 143 

补肾疗法结合火针治疗哮喘 60 例报告----------------------------方安海  陈振宗 143 

长针疗法探讨---------------------------------------------------------代朴丁 145 

超微针刀结合十宣放血治疗偏头痛-----------------------------陈振宗  曾志伟 147 

超微针刀配合火针治疗退行性膝关节炎临床疗效观察-------方安海  陈振宗  曾志伟 148 

超微针刀配合圆利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0 例------------方安海  陈振宗  曾志伟 150 

点穴疗法的点、线、面------------------------------------------------刘陈丽杏 151 

电针治疗 CSA 失眠症 26 例疗效观察------------------------------------颜少敏 152 

独取“瘰疬穴”灸治颈淋巴结核 121 例的临床观察-----------------------王铭 王锋 154 

耳穴、气口的起点------------------------------------------------------李广缘 155 

針刺對變應性鼻炎大鼠模型血清 IL-5 及組胺含量的影響--------------------黃桂鋒 157 

耳穴埋豆治疗失眠及护理在社区中的应用---------------------------------哈少鸿 158 

扶阳通督法结合穴位埋线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50 例临床观察----方安海 陈振宗 曾志伟 杨平东 159 

刮筋療法-------------------------------------------------------------蔡培春 161 

火针配合埋线治疗腘窝囊肿的疗效观察-----------方安海  陈振宗  庄巧红  林银泉 162 

经络参与药物体内代谢假说---------------------------------------------罗  忠 163 

密集型压痛点银质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 -蒋碧明 陈碧霞 陈丰实 程少丹 164 

浅谈针灸治疗失眠症--------------------------------------------李义锋 颜少敏 166 

水针疗法治疗慢性腰肌劳损-------------------------------------蔡新疆  钟德生 168 

天宗穴与颈神经根相关性的探讨-----------------------------------------陈志生 168 

推拿、针灸治疗小儿脑瘫-----------------------------------------------廖基城 171 

捏脊疗法防治小儿肺系疾病的体会---------------------------------------刘兰英 173 

斜方肌起止点拔罐放血合脊柱调衡治疗各型颈椎病临床观察----------庄伟斌  庄渊辉  庄韬光 174 

营卫与子午流注针法关系探微-------------------------------------------杨煜钧 176 

运耳术在中医治未病中的应用------------------------------------叶金连 陈美华 179 

针刺对变应性鼻炎大鼠模型血清 IL-5 及组胺含量的影响--------------------黄桂锋 181 

针灸在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皮肤瘙痒患者的机制探讨----------许文娟  李秋景 黄雪红 朱良伟 182 

针灸治疗顽固性呃逆 70 例----------------------------------------------辜逢阳 183 

针药结合治疗原发性坐骨神经痛 70 例临床经验总结-----------------李长城 叶永财 184 

针药结合治疗风寒湿型肩凝症 96 例临床经验总结-------------------叶永财 林林森 185 

 

【内科杂谈】 

丹參水提物對帕金森氏病小鼠模型行為學的影響---------李瑩
 
吳小玲

 
陳可強

 
官江淋

 
許白燕

 
朱曉勤 187 

綠豆癀對胃潰瘍活動期臨床療效及 IL-6、PGE2 的影響----------------------林文泉 189 

疼痛性疾病論治-------------------------------------------------------謝齋培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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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證隨筆-大柴胡湯之運用----------------------------------------------林國新 195 

淺談急性心肌梗死中西醫治療------------------------------------黃建章 黃文英 196 

化痰通絡湯治療急性腦梗死的臨床觀察----------------------------林培賢 史秋實 199 

活血通絡治療糖尿病併發症舉隅----------------------------------楊家茂 楊劍英 200 

補中益氣湯的臨床應用體會--------------------------------------洪真珠 吳嘉博 202 

中西醫結合治療潰瘍性結腸炎 25 例--------------------------------------吳慧忠 204 

淺談各種癌症的臨床治療與研究-----------------------------------------王仁發 205 

積食治驗----------------------------------------------------------王鋒 王銘 206 

論根治哮喘病-------------------------------------------------王健 王鋒 王銘 207 

李東垣清暑益氣湯臨床應用體會---------------------------------練志平 鐘黎娟 209 

小柴胡湯加減治療中風病心得------------------------------------------陳興友 211 

慢性胃炎的中醫辯證治療經驗淺談---------------------------------------王火成 213 

中草藥治療癌證经验体会-----------------------------------------------黃必芬 214 

片仔癀在急性會厭炎治療中的應用--------------------------------餘琴棋 盧惠卿 215 

浅谈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柯孝棟 216 

糖尿病患者心理和康复初探---------------------------------------------杨家茂 217 

胃病靠养不靠医-------------------------------------------------------朱雄亮 220 

噎膈治验（食道癌）论治-----------------------------------------------樊秀玲 220 

真性紅細胞增多症並高血壓腦梗塞治驗一例-------------------------------陳江明 222 

自汗、盜汗的中医治疗--------------------------------------------------羅萬昌 223 

淺談尿毒證的病因與施治-----------------------------------------------唐海樹 224 

關於慢性白血病的臨床實踐---------------------------------------------劉儉友 225 

治療胃和十二指腸潰瘍病的一點體會-------------------------------------胡善制 225 

癲癇病的認知與治療---------------------------------------------------閻淑芹 226 

肾性高血压-----------------------------------------------------------唐红艳 227 

癌能夠遺傳嗎? -------------------------------------------------------劉湖輝 228 

便秘的辯證施治-------------------------------------------------------莫梅花 228 

癲癇-----------------------------------------------------------------劉湖輝 229 

多汗-----------------------------------------------------------------唐海平 231 

耳鸣-----------------------------------------------------------------唐翠英 231 

風濕性心瓣膜病的辯證論治---------------------------------------------唐海樹 232 

肝癌治驗-------------------------------------------------------------黃必芬 233 

感冒的論治-----------------------------------------------------------羅宏運 234 

感冒的中成藥療法-----------------------------------------------------何成龍 235 

失眠的辯證論治-------------------------------------------------------唐白玲 238 

關於便血的臨床治療的一點心得-----------------------------------------藍桂花 239 

口淡辨病-------------------------------------------------------------劉繼寅 240 

腦血栓形成的中醫治療-------------------------------------------------蔣  斌 240 

嘔吐的中醫治療-------------------------------------------------------羅正業 241 

疲勞與疾病-----------------------------------------------------------潘小軍 242 

淺談消瘦-------------------------------------------------------------李文敏 243 

淺談中醫治療肝癌的臨床體會-------------------------------------------唐海樹 244 

痢疾的辩证施治-------------------------------------------------------羅夢青 245 

淺談咳嗽的中醫治療---------------------------------------------------唐麗麗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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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眩暈的辨證施治---------------------------------------------------唐翠蘭 247 

瘙癢與疾病-----------------------------------------------------------唐海林 248 

傻笑辨病---------------------------------------------------------唐冬瓊 249 

聲音辨病-------------------------------------------------------------李文敏 249 

望口腔的顏色辨病-----------------------------------------------------朱繼斌 250 

胃癌-----------------------------------------------------------------李中平 250 

心腦血管的健康與關注-------------------------------------------------黃必芬 251 

血 尿----------------------------------------------------------------唐海燕 252 

張氏醫案------------------------------------------------------張金臬 洪榮銓 253 

治療胃脘痛的臨床體會-------------------------------------------------李彥蓮 254 

中風患者忌飲酒過多---------------------------------------------------鄧家堯 255 

中藥外敷內服治療心腦血管疾病-----------------------------------------盤星軍 255 

中醫特色治療房事感寒之淺見-------------------------------------------施土埕 257 

中医抗癌特色-------------------------------------------------陈廷辉  陈柏志 258 

自拟降脂汤治疗痰浊阻遏型高脂血症患者的临床观察-----------------------李伟鸿 260 

足浴治冠心病---------------------------------------------------------劉湖明 262 

 

【中医骨伤】 

脊柱“骨错缝”的源流及现代分型思考-----------------------------翁文水 林玉芬 263 

C 臂引導下骶髂關節針刀松解術治療早中期強直性脊柱炎 98例臨床分析------------ 

----------------------------------游玉權 劉聯群 翁文水 李中欽 許文錕 康景陽 265 

經皮鐳射汽化間盤減壓聯合臭氧注射對腰椎穩定性的影響------蘇再發
   
王芳泰 張景川 蘇昭元 267 

 “膝為筋之府理論”在膝骨性關節炎的臨證意義--------------------------洪昆達 271 

按壓推擠手法結合複合外固定治療 Smith 骨折---------------鄭曉蓉 鐘黎娟 蕭慶瑞 272 

小兒尺橈骨雙骨折 76 例治療體會----------------------------------------林謨北 274 

內外兼治與動靜結合在兒童股骨幹骨折治療中的應用--------鐘黎娟 李炳鑽  王建嗣  蔡秀英 275 

中醫六型辨證在小兒髖關節錯縫中的運用------------揭 強  鐘黎娟  李炳鑽 王建嗣 蔡秀英 277 

三檢篩查法在青少年脊柱側凸群體篩查中的應用-------------周惠清
  
張建新

  
林思舜 279 

中西醫結合治療兒童骨關節感染31例臨床觀察--------------蔡秀英 鐘黎娟 李炳鑽 281 

46 例鎖骨骨折保守治療臨床分析-----------------------------------------莊乙明 283 

PFNA 和 LCP 治療股骨粗隆間骨折的療效分析------------------------------------ 

---------------------林棟  王芳泰  張景川  楊建清  蔡立忠  黃碧玲  蘇再發 284 

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治療鎖骨中段不穩定性骨折------吳天然  李銘雄  陳王  鄭瓊紅  蘇源冰 286 

閉合復位經皮穿針內固定治療尺橈骨骨折-----------------張細祥 蘇源冰  郭穎彬 288 

補腎通絡湯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80 例總結--------------------------------李詩豪 290 

六味退熱湯治療小兒骨折術後發熱療效觀察-----------------------余曉梅  鐘黎娟 291 

孟氏架結合 TEN 與交鎖髓內釘治療成人脛骨幹骨折的療效比較---吳天然 陳王 李銘雄 293 

淺談痛風的臨床研究創新-----------------------------------------------王仁發 296 

身痛逐瘀湯聯合西藥治療骨折後下肢深靜脈血栓36例療效觀察 

--------------------------------------------游玉權  許超塵  黃志培 黃秋萍 297 

手法結合中藥治療足跟痛---------------------------------------施建中  黃全福 299 

仙方活命飲在小兒骨關節感染早期的應用-----------------蔡秀英  鐘黎娟  李炳鑽 300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和治療-------------------------------------------謝登崗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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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儿男科】 

保胎益智方在優生優育中的應用----------------------------------新加坡 郭俊緗 304 

產後（坐月）的進補與護理經驗-----------------------------------------陳國和 305 

軟脈靈口服液治療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探微---------------------------陳適忠 陳 凱 307 

中西醫結合治療多囊卵巢綜合症 (PCOS) 的進展---------------------------吳錫春 309 

龍膽瀉肝湯在男科疾病中的應用-----------------------------------------何旭鋒 311 

自擬退黃湯治療濕熱鬱蒸型新生兒黃疸 126 例臨床觀察--------------------唐  興 313 

盆炎灌腸方對盆腔炎性疾病的臨床療效及作用機理探討--------------------------- 

----------------------------------------王秀寶 張季青  陳月玲 陳秋妮
  
劉秋蘭 314 

小兒熱瀉治驗---------------------------------------------------------晉星南 318 

吳光烈老師婦科驗案舉隅---------------------------------------蘇敏玉  吳銀蘭 319 

淺談 16 例漿細胞乳腺炎的中西醫治療------------------------------------陳怡君 321 

中醫藥治療精索靜脈曲張性不育研究進展--------------------------囤榮梁 戚廣崇 322 

中醫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的臨床體會-------------------------------------梁國川 326 

四物湯在婦科臨床應用-------------------------------------------------吳  熙 327 

更年期綜合症---------------------------------------------------------劉繼元 333 

减食性闭经---------------------------------------------------------谢曾芳 333 

金鳳丸治療更年期綜合征 102 例臨床研究---------------------------莊愛珠 李瑩 334 

木耳紅棗湯治療晚期妊娠羊水過少體會---------------------------葉東霞  唐育珍 336 

淺談婦科疑難病及婦女腫瘤病的治驗-------------------------------------王雨秀 337 

淺談婦女痛經病的治驗----------------------------------------------蔣 敏 338 

淺談陽痿的中醫治療---------------------------------------------------王秀蘆 339 

淺談遺精-------------------------------------------------------------吳玉春 340 

溫膽湯加減婦科臨床應用舉隅--------------------------------------李瑩 莊愛珠 341 

預防滴蟲性陰道炎---------------------------------------------韋利蘭 李文敏 343 

中（小）學生如何養生保健？-------------------------------------董仲璧 蘇 敏 343 

中西醫結合治療小兒支氣管肺炎-----------------------------------------謝毅青 344 

 

【痔外皮肤】 

托裏消毒散配合骨炎藥水 I 號治療感染性創面療效觀察------胡敏華 鐘黎娟 李炳鑽 345 

綠豆羊肉湯配合穴位貼敷治療復發性口瘡的臨床觀察-----------鄭忠誠 吳盛榮 葉永財 林林森 歐陽敬祥 347 

談中醫臨床醫療靜脈曲張病例------------------------------------------吳榮貴 348 

寒濕型脈管炎臨證一得------------------------------------------------洪景秀 350 

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胸脅迸挫傷 61 例體會-------------------------------施建中 351 

應用中藥內服外洗扁平疣 60 例---------------------------------許百軒  許佩玲 352 

知常達變論風、麻疹治後顏面潮紅案------------------------------------陳維挺 353 

痔瘻無創性根療法治療重症痔和肛瘻 300 例臨床報告 --------------------吳志勇 354 

TST 治療內痔 30 例臨床療效報告-------------------------林康泉  葉海榮 謝翔宇 355 

腸套疊-----------------------------------------------------------劉湖明 356 

發痧、風濕關節炎的治療-----------------------------------------------戴鳳珠 357 

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用於肛裂術後止痛促愈的臨床研究------------------------ 

---------------------------------劉秋江 呂仁明 林康泉 謝翔宇 葉海榮 林明惠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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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肛瘺術後復發原因分析與預防--------------------葉海榮  林康泉  林明惠 362 

改良型賽黴安軟膏治療肛竇炎的臨床觀察--------王堅 王美容 魏曉丹 李小玲 吳榮發 陳惠文 364 

水火燙傷的臨床心得--------------------------------------------------陳海波 366 

淋巴結腫大-------------------------------------------------------劉湖明 366 

尿路感染-----------------------------------------------------------羅夢青 367 

排便障礙性疾病診斷與治療----------------------------------------王美容 王堅 368 

淺談感染濕痰毒流注的臨床研究創新-------------------------------------王仁發 371 

淺談癤的治療心得-----------------------------------------------------胡繼紅 372 

清熱解毒內外兼治法治療黃水瘡 68 例臨床觀察-------------孫維斌 
 
林瑞環

  
張文聘 373 

中藥洗劑治癒“全身性剝脫性皮炎”一例---------------------------------林友誼 374 

小傷口一周未愈速速就醫----------------------------------------------唐春秀 375 

腫塊與疾病----------------------------------------------------------蔣輝政 375 

自擬化痤丸治療痤瘡1680例--------------------------------------------樊秀玲 375 

自血療法治療免疫相關性皮膚病研究報告-----陳雲龍
  
林研研

 
黃冬梅

  
楊慶鏜

  
陳文峰 377 

【护理天地】 

結腸水療配合中藥熏洗治療混合痔的應用與護理------------------黃敏清  林美玉 379 

老年股骨粗隆間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危險因素評估與護理干預的探討-----蔡妮娜 楊婉瑜 邱燕青 381 

中醫特色護理干預脾胃虛寒型胃脘痛-----------------------------鄧瑞珠 吳月琴 383 

淺談中風的中醫辯證施護體會------------------------------------------蘇美麗 384 

淺談腸易激綜合征中西醫結合治療的護理-------------------------李惠瓊 鄧瑞珠 386 

中醫情志護理在中風患者康復期的應用與體會----------------------------劉志霞 387 

中醫整體觀在喘證患者護理中的應用體會--------------------------------張燕娥 388 

略談老年人的自我調護及養生保健-------------------------------張敬英 吳冬燕 390 

中藥封包結合辯證護理治療膝骨關節炎的護理體會------------------------張惠萍 391 

加強供應室醫院感染管理的措施與方法----------------------------------哈少鴻 392 

脾胃病的飲食調護----------------------------------------------------陳淑美 394 

彈力繃帶應用於靜脈留置針的護理研究----------------------------------張秋妹 395 

護理安全隱患的分析和管理對策----------------------------------------王瓊華 397 

會陰側切口甲級癒合的相關護理策略探究----------------------------黃雅慧 398 

老年骨科病人中西醫結合護理的體會----------------------------楊詩瓊  吳月琴 400 

老年腰椎間盤突出症常見的護理問題及護理------------------------------陳麗瑩 402 

顱腦外傷的手術配合--------------------------------------------------盧秀珠 404 

淺談手術室護士職業危害與自我防範------------------------------------陳靖霞 405 

淺析情志致病與心理護理----------------------------------------------駱青青 406 

神經衰弱的辨證施護-------------------------------------------吳月琴 楊詩瓊 407 

實習護生在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依從性調查與對策-----------------朱婉萍
 
曾麗蓉 408 

舒適護理在手術室護理中的運用----------------------------------------柯淑蘭 411 

穴位按摩在初孕者人工流產術中的應用---------------------陳錫紅 黃雅慧 陳淑美 412 

子宮輸卵管造影手術的護理心得----------------------------------------吳麗婷 414 

中藥保留灌腸配合微波治療肛竇炎的效果觀察及護理---------------黃瑞蓮  劉薇文 415 

耳穴埋豆治療肛腸病術後疼痛的療效觀察與護理體會-----------------------吳玉宏 500 

中藥熏洗法在肛腸疾病的臨床護理體會---------------------------劉薇文  黃瑞蓮 502 

【理论探讨】 

論下法--------------------------------------------------------------顏培增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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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醫藥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張俊青 418 

中醫傳統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論-------------------------------------歐陽世清 425 

談談治病求本的原則---------------------------------------------------劉湖輝 427 

中醫三理養生新理念---------------------------------------------------蒙兆奇 428 

淺談清光緒帝御用龜鹿二仙膠與現代醫學探討---------------------陳維福  張婉菁 430 

對醫學認識誤區的思考-------------------------------------------------唐海樹 432 

站在開放、生物、灰箱的角度看中西醫-----------------------------------陳連順 433 

推拿教育改革思路探討-------------------------------------------------肖宗苗 435 

從五行體質辯證施藥--------------------------------------------------戴義龍 437 

精神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研究与探讨-----------------------------------朱雄亮 443 

 

【方药纵横】 

《泉州民間偏方選編》評介---------------------------------------------陳文鑫 445 

美麗的傳奇藥用珍珠奈米化功效及研究-----------------------------------陳漢綜 446 

曲家海風濕酒---------------------------------------------------------孫淑華 448 

跌打損傷藥酒、藥丸的临床应用-----------------------------------------潘丙香 450 

花草叢中獨一秀——中佘藥百合-------------------------------王鋒  王銘  王健 451 

我院 206 例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分析----------------何定峰 洪佳妮 劉憲俊 繆時英 452 

從兩例附子中毒談附子應用體會------------------------潘文謙  劉蘭英 吳淑平 456 

藥酒奇功治病論-----------------------------------------------------歐陽世清 458 

怎樣貯存藥酒--------------------------------------------------------周揚兵 459 

甑別民間草藥“疔瘡草” ----------------------------------------------邱定武 460 

中草藥種植研究與開發可行性報告---------------------------------------王仁發 462 

遵循五行規律、養陽育陰、力薦鐵皮石斛藥膳之良方-----------------------成秉業 462 

 

【养生与医话】 

泉港人長壽特點、原因初探-------------------------------肖惠中 吳海鷹 林家參 466 

泉州地區中醫心病學科發展現狀和展望---------陳文鑫
  
劉德桓

  
葉靖

  
毛晉榮

  
吳志陽

   
鄭燕慧 468 

“十不”養生之道-----------------------------------------------郭繼  劉鎮宇 471 

戚廣崇《雙萬齋醫話》賞析-------------------------------------囤榮梁  樊海山 474 

激勵後人、弘揚國萃---------------------------------------------------郭本傳 476 

養生之道重在養心養德-----------------------------------------王健 王銘 王鋒 478 

術德並重，成就大醫；弘揚中醫，義不容辭-------------------------------洪頂明 479 

《岭南卫生方》成书原因和影响-----------------------------------------杨家茂 483 

常見病、多發病進行生活方式干預的成果報告-----------------------------秦傑榮 486 

 “能量醫學”對弱視患者的效益----------------------------------------毛井然 488 

中醫藥對布病疫情的思考-----------------------------------------------張元利 490 

感恩市一，赤誠為民——記德化三地義診---------------------------------陳  日 493 

李理官名老中醫事略---------------------------------------------------楊家茂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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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中醫藥學科發展綜合報告(2006-2010 年)* 
 

泉州市中醫藥學會 
（2011 年 12 月） 

 

“十一五”期間泉州市中醫藥學科發展綜合報告 

 

中醫藥學是研究人體生命、健康、疾病的醫學科學，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實踐

經驗，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互交融的科學體系。中醫學的天人相應、形神合一，情

志生克較好地體現了現代醫學向生物、社會、心理以及環境醫學模式發展的方向。中醫學辨

證論治的整體調節、因人制宜的個體化醫療模式和無病先防、既病防變、愈後防複的“治未

病” 思想等顯示了其有別於西方醫學防病治病模式的特點和優勢。幾千年來，中醫藥學以

其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肯定的臨床療效生存並發展至今，曆久不衰，不僅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

盛和生命健康品質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而且對人類醫學的豐富發展和世界文明的進步產

生了積極的影響。 

進入新世紀，中醫藥學更以其挖掘不盡的科學內涵，先進的思維方式，順應人類文明發

展、社會進步和醫學模式的改變，吸引著世界人民的廣泛關注，從而煥發出了更為強勁的生

命力。然而，隨著疾病譜的不斷變化、嚴峻的疾病預防控制形勢、人口老齡化的比例日益擴

大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人數在不斷增加等給中醫學發展提出了新的任務；加之現代醫學的迅

速發展，疾病預防診斷和救治水準不斷提高，使得中醫藥學科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挑

戰。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當今時代，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中醫藥學的發展。建國初期，中央政

府就把“團結中西醫”作為民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1982 年，國家將“發展我國傳統醫藥”

載入《憲法》，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據。2003 年又通過了《中醫藥條列》，

為中醫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2007 年， 胡錦濤總書記在党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

出，堅持“ 中西醫並重”、“扶持中醫藥和民族醫藥事業發展”。2008 年 3月 5 日在第十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制定和

實施扶持中醫藥和民族醫藥事業發展的措施。“十一五”期間，我省、我市對中醫藥事業的

發展也高度重視，2008 年 4 月 5 日福建省衛生廳出臺了《福建省衛生廳關於印發新型農村

合作醫療中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的實施意見》，2010 年 5月 27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出臺了《關

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實施意見》，泉州市政府也於 2006 年 11 月 13 日和 2008 年

1 月 18 日相繼印發了《泉州市“十一五”科技發展規劃的通知》和《關於加快發展城市社

區衛生服務的實施方案》，提出了發展中醫藥事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目標要求，這些

政策和措施對支持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為我市中醫藥事業 

在新歷史時期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十二五” 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未來五年裏，泉州市中醫藥

事業要緊緊抓住自身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的要求，推進中醫藥學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準，為人

類醫學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 泉州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委托课题）：编号 2011W19 

1、 课题组顾问：陈永宝 魏隆福 

2、 课题负责人：刘德桓 

3、 课题组成员：刘德桓、刘宪俊、孙伟芬、苏  齐、叶  靖、李启元、陈文鑫、周

来兴、郭为汀、周建宣、肖惠中、许葆雄、郭森仁、刘汉光、徐福东、黄海松、

郑国进、张振辉、高天海、王秀宝、周文强、 苏再发、林康泉、赵伟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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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一五”期間泉州市中醫藥學科發展概況 

 

（一） 中醫藥組織機構、學科規模穩步發展 

“十一五”以來，在各級政府和衛生主管部門的正確領導和支持下，各級中醫醫院通

過加強基礎設施，完善服務功能，提高服務品質，加強科學管理，以發揮優勢特色與加強繼

承創新為主線，以提高防病治病能力和學術水準為中心，以創新人才培養為著力點，努力提

高中醫藥為臨床生產等社會需求服務的科技支撐能力等一系列措施，使醫院的整體實力和發

展水準躍上一個新的臺階，全面推動了泉州市中醫藥學科的蓬勃發展。全市共有中醫醫院 9

所，中醫床位從“十五”期間的 833 張增至 2133 張，比增 56.06 %；中醫藥人員從 650 人

增至 940 餘人，比增 44.62 %。各級綜合性醫院中設有中醫科和中藥房的占 76.6%和 67.8%；

90%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可以提供中醫藥服務，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同時設有

中醫科、中藥房的占 80.1%；鄉鎮衛生院中同時設有中醫科、中藥房的占 70%。千人口中醫

床位數 0.25 張，千人口中醫執業或助理醫師 0.17 人（福建省千人口中醫床位數 0.28 張，

位居全國第 20 位；千人口中醫執業或助理醫師 0.18 人，位居全國第 19 位）；年門診量約

1597089 人次，年住院病人 254706 人次，床位使用率達 99.8%，醫師人均擔負年診療人次

1964（福建省醫師人均擔負年診療人次 2276，位居全國第 4位）；說明我市的中醫藥資源不

及全國和全省的平均數，但是我們中醫師的承擔工作量比較大。 

為了發展中醫藥事業，泉州市人民政府於 2006 年 11 月 13 日和 2008 年 1 月 18 日相繼

印發了《泉州市“十一五”科技發展規劃的通知》和《關於加快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實

施方案》，加強了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力度，制定出臺包括中醫藥人才在內的《泉州市衛生系

統醫藥衛生學科帶頭人或技術骨幹培養規劃實施意見》、《中青年拔尖人才培養專項資金的

管理意見(暫行)》等政策文件，設立了泉州市衛生局衛生人才培養資金，每年安排中醫藥事

業及人才培養等專項資金，積極推行“樹名醫、創名科、以人帶科、以科帶院”戰略。這些

措施推動了泉州市中醫藥學科的穩步發展。 

泉州市中醫醫療機構的臨床業務科室設置比較規範合理，如泉州市中醫院一級學科有內

一科、內二科、外科、針灸科、肛腸科、骨傷科、婦科、產科、腫瘤科、五官科、兒科、麻

醉科 11 個，門診科室口腔科、皮膚美容科、男性科、風傷推拿科（含青草科、推拿科）、急

診科、感染性疾病科、預防保健科等；醫技輔助科室設置有檢驗科、放射科、CT 室、內窺

鏡室、B超室、心電圖室、病理科、手術室、注射室、供應室、營養室等。近年並已分化出

多個二級學科，如內一科分成心血管疾病和腦血管疾病專科，內二科分成腎內、消化肝病、

內分泌、雜病專科，針灸科又分化成針灸、康復科，外科分化出蛇傷專科。 

泉州市正骨醫院設置的業務科室有中醫骨傷科、針灸推拿科、整複科、製劑室、預防

保健科、小兒骨科、內科、外科、急診醫學科、康復醫學科、醫學檢驗科、醫學影像科、關

節科、脊柱科。 

晉江市中醫院設置有中醫骨傷科、針灸推拿科、小兒科、內科（含消化、神經、呼吸、

心內）、外科（腦外、腫瘤）、急診科、五官科、肛腸科等臨床科室。 

南安市中醫院設置有急診科，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骨傷科，肛腸科，針灸按

摩科、五官科，皮膚科、醫學美容科．口腔科、眼鏡中心等科室。 

德化縣中醫院設置有急診科、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康復科、五官科、針

灸科、推拿理療科、口腔科、皮膚性病科、中醫男性科、肛腸痔瘡科、高壓氧治療中

心、體外碎石中心、中醫美容科、體檢中心、社區保健服務部等 22 個臨床科室和心

血管病專科、老年病專科、內分泌專科、脾胃病專科、骨質增生專科、風濕病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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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疳積專科、性病專科、急腹症專科、腰腿痛專科、中西醫結合腫瘤專科等 11 個

專科專病門診。 

惠安縣中醫院設置有設置有內科、兒科、外科、骨傷科、針灸科、婦產科、等臨

床科室。 

安溪縣中醫院設置有內科、兒科、外科、骨傷科、針灸科、皮膚科、婦產科、五

官科、肛腸科和急診科等 11 個臨床科室。 

永春縣中醫院設置有內科、外科、兒科、骨傷科、針灸科、急診科等臨床科室。 

2009 年以來，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已在民政局註冊的二級學會有內科、婦科、骨傷科、

肛腸科和急診等 5個分會，說明泉州市中醫藥學科正處在蓬勃發展階段。 

(二)加強中醫重點專科（專病）建設，促進學術發展 

“十一五”期間全市各級中醫機構堅持組織實施“樹名醫、創名科”、“以人帶科、以

科帶院”戰略，大力培養各種層次的技術人員，加強省級和市級中醫重點專科（專病）建設，

有力促進了中醫藥學術發展。 

1、省級中醫重點專科（專病）建設 

“十五”至“十一五”期間，泉州市被列為省級中醫重點專科（專病）立項建設項目 8

個，已批准確認的重點專科 3個，居全省首位： 

①泉州市中醫院針灸專科：1996 年 9月確定為第 1批省級中醫重點專科建設專案，2000

年通過考核驗收，2001 年 3 月福建省衛生廳批准確認。 

②泉州市中醫院中醫婦科專科：2001 年 10 月確定為第 2批省級中醫、中西醫結合重點

專科建設專案，2005 年 11 月通過驗收，2005 年 12月福建省衛生廳批准確認。 

③泉州市中醫院中西醫結合腦血管病專科：1996 年 9 月確定為第 1 批省級中醫重點專

科建設專案，2000 年驗收未獲通過；2005 年 10 月重新確定為第 3批省級重點中醫專科建設

專案，2009 年 11 月通過驗收，2009 年 12 月福建省衛生廳批准確認。 

④泉州市正骨醫院中醫骨傷專科：2005 年 10 月確定為第 3批省級重點中醫專科建設專

案。 

⑤泉州市正骨醫院中醫推拿專科：2005 年 10 月確定為第 3批省級重點中醫專科建設專

案。 

⑥泉州市正骨醫院中藥製劑室：2005年 10月確定為第3批省級重點中醫專科建設專案。 

⑦泉州市中醫院中醫腎病專科：2006 年 5月確定為第 4批省級重點中醫專科建設專案。 

⑧泉州市中醫院骨關節病和腰腿痛專科：2006 年 5 月福建省衛生廳批准為省級中醫重

點專科自建項目，“建設期滿經本單位自評合格後也可以向省廳提出驗收申請”。 

2、市級中醫重點專科（專病）建設 

2002 年 3 月，為加快中醫藥事業發展步伐，進一步促進中醫、中西醫結合專科整體水

準的提高和中醫特色技術的發揮，泉州市衛生局印發《泉州市中醫重點專科管理辦法（試行）》

和《泉州市中醫重點專科建設標準評分細則》，在縣級以上中醫醫療單位推行市級中醫重點

專科建設。 

2002 年 9 月，泉州市衛生局確定第 1 批市級中醫重點專科（專病）建設項目及建設單

位。立項建設項目 8個：泉州市中醫院蛇傷專科、肛腸科、骨關節病和腰腿痛專科、腎內科，

泉州市正骨醫院藥劑科（製劑室），晉江市中醫院中醫胃病專病，安溪縣中醫院小兒腦癱專

科，德化縣中醫院慢性骨髓炎專病。立項不資助專案（自建專案）9個：泉州市正骨醫院骨

傷科、推拿科，惠安縣中醫院骨傷科，晉江市中醫院骨傷科，南安市中醫院骨傷科、皮膚科，

安溪縣中醫院皮膚美容科，永春縣中醫院頸椎病專科（針灸科），德化縣中醫院骨傷科。 

2006 年 9 月,泉州市衛生局批准確認專家組評估驗收通過的 12 個市級中醫重點專科：

泉州市中醫院中醫蛇傷專科、中醫痔瘡科、中醫骨關節病和腰腿痛專科、中醫腎內科，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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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正骨醫院中醫藥劑科（製劑室）、中醫骨傷科、中醫推拿科，晉江市中醫院中醫骨傷科，

南安市中醫院中醫骨傷科、安溪縣中醫院中醫小兒腦癱專科、永春縣中醫院中醫頸椎病專科

（針灸）、德化縣中醫院中醫骨傷科。市級中醫重點專科有效期 3年，自 2006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0 月，並實行滾動式管理，到期重新申報評審。 

3、部分重點專科介紹 

（1)泉州市中醫院針灸專科 

泉州市中醫院針灸專科的早期學科創始人為留章傑。1996 年 9 月，福建省衛生廳確定

為第 1 批省級中醫重點專科建設專案；2000 年通過考核驗收，2001 年 3 月福建省衛生廳批

准確認，是全省第 1批 10 個中醫重點專科之一。 

學科帶頭人為針灸研究室主任、主任醫師張永樹。張永樹師承留章傑，是原福建省針灸

學會副會長、原泉州市針灸學會理事長、第 3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老師。學

科接班人針灸科主任、主任醫師蘇稼夫，是福建省針灸學會副理事長、泉州市針灸學會理事

長。 

針灸專科編制病床 35 張，開放病床 80張；除病房和普通門診外，還設有針灸研究室、

康復室以及頸椎病、針灸美容、中風後遺症、肝膽系結石、哮喘、腰腿痛等專病門診。專科

突出中醫特色，應用傳統的針灸手法和針藥並用，同時具有“醒腦開竅”、燈芯灸、小針刀、

刺絡拔罐、軟組織松解術、特種針刺法等多種特色療法，中醫治療率常年均在 80%以上。協

定中藥製劑有三伏膏、腰痛散、利膽排石湯、小兒厭食散、痹證散、止癢搽劑、離子透入液

等。 

專科治療中風後遺症、帶狀皰疹、頸椎病、肝膽系結石、泌尿系結石、哮喘、風濕性關

節炎等療效顯著。耳穴配合體針治療肝膽系結石居省內先進水準，燈芯灸治療帶狀皰疹為國

內獨創，藥、穴、化膿灸相結合治療哮喘和過敏性鼻炎也成為有影響的特色療法。 

該科現為福建中醫藥大學碩士培養基地，已培養碩士生 10 余人，同時還接受 6 名海外

進修醫生（其中印尼 3 人、新加坡 3人）。 

（2）泉州市中醫院中醫婦科專科 

泉州市中醫院中醫婦科專科于 2001 年 10 月，福建省衛生廳正式確定為第 2 批省級中

醫、中西醫結合重點專科建設專案，2005 年 11 月通過驗收，2005 年 12 月福建省衛生廳批

准確認。 

學科創始人為鐘秀美主任醫師。鐘秀美是第 2 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老

師，曾任泉州市中醫院副院長、泉州市中醫藥學會理事長、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福

建省中醫婦科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名譽主任委員。 

學科帶頭人是婦科主任王秀寶主任醫師和丁秀貝主任醫師。王秀寶是中華中醫藥學會婦

科分會委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婦科分會委員、福建省中醫藥學會理事、福建省中醫婦科專

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泉州市中醫藥學會理事、泉州市中醫婦科分會主任委員。丁秀貝主任

醫師是第 3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老師。 

婦科專科編制病床 35 張，實際開放病床 60張；除病房和普通門診外，還開設不孕症、

盆腔炎、先兆流產、功能性子宮出血、子宮肌瘤、乳腺病、痛經、圍絕經期疾病等 7個專病

門診。開發使用的協定中藥製劑有黃芪消癥膠丸、901 消瘤丸、瘤必消、生精丸、溫腎助孕

散、滋腎孕育散、止癢散、宮糜散等。 

中醫婦科專科運用中醫中藥治療不孕症、盆腔炎性疾病、先兆流產、子宮肌瘤、功能性

子宮出血等病症療效顯著，其優勢和特色較明顯。 

該科建有婦科疾病實驗室。經福建省衛生廳組織專家組評估檢查和復核，達到部頒一級

實驗室標準，2002 年 8 月福建省衛生廳公佈為第 5 批達標中醫藥科研實驗室。該科現為福

建中醫藥大學碩士培養基地，已培養碩士生 10余人，今年來共接受 19名海外進修醫生（其

中新加坡 8人、馬來西亞 10 人、美國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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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泉州市正骨醫院中醫骨傷科 

泉州市正骨醫院中醫骨傷科是廿世紀五十年代建院後即建立的傳統科室，歷史悠久，

技術積澱雄厚，享有盛譽。2002 年列為市級中醫重點專科建設單位後，以《專科三年建設

規劃》為總綱，以“走新型微創骨科之路，為患者創造一個綠色的治療環境”為主題背景，

走向一個新臺階。 

專科引進各種大型設備（C 型臂、手提 X 光機等），通過“內引外聯”不斷引入醫療新

技術、新產品，將鎖骨骨折定為優勢病種，建立鎖骨骨折、橈骨遠端骨折、脛腓骨骨折、跟

骨骨折 4個專病系統，建立單病種全程品質管制體系，專人專管，規範管理，形成一整套主

要體現經皮微創手術、傳統中醫療法及新型中醫療法的具有明顯特色的診療方法。這部分病

例每年總數皆超過專科病人總數的 30%以上，使用的自製純中藥製劑 5種，占住院病人同病

種數的 73.4%，中醫治療率近 100％。此外，還對其他多種骨折治療技術進行微創方面的創

新。 

（4）晉江市中醫院中醫骨傷科 

晉江市中醫院中醫骨傷科創建於 1985 年。在重點專科建設中，醫院明確明確目標，制

定鼓勵發揮中醫特色的“四優先”激勵措施，即“經費投入優先、科研立項優先、設備購置

優先、人員進修優先”。 

專科注重發揮中西醫結合特色，提高骨傷病的非手術治療效果。成立骨傷病研究室，對

文獻記載的診療方法進行收集整理，挖掘民間驗方，制定內服及外用的協定處方，按骨傷的

早、中、晚三期辨證內服使用，自擬跌打萬應散、活血通絡散、消腫止痛散以及傷科藥酒、

薰洗關節方等外用藥，辨證使用；推廣如經皮內外固定技術系列的適宜技術以及康復科的早

期介入治療，縮短骨傷患者的恢復時間，且功能的康復較好、費用低廉，深受患者歡迎。 

（5）安溪縣中醫院中醫小兒腦癱專科 

安溪縣中醫院中醫小兒腦癱專科創建於 1991 年，學科創始人陳柏志以患兒“異常姿

勢”和“語言障礙”特別是痙攣型患者為主攻方向，用舌針頭針為主、體針為輔，快速運氣

進針的特殊手法治療語言障礙，用聯合運動和分離運動以矯正異常姿勢，提高療效縮短療

程。現有床位 25 張，使用率>80%，專科用藥有小兒腦癱Ⅰ號、Ⅱ號、Ⅲ號口服中藥製劑，

收治來自國內外等地腦癱患兒，療效顯著。 

2005 年度，《頭針治療小兒腦癱臨床研究》獲泉州市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和日本高松

鶴吉——李樹春小兒腦癱科研基金獎。 

（6）永春縣中醫院中醫頸椎病專科（針灸） 

永春縣中醫院中醫頸椎病專科是針灸科的專病之一。學科帶頭人顏少敏，是中醫針灸副主任醫

師、院黨支部書記、副院長，是福建省針灸學會理事。學科接班人是辜逢陽副主任醫師。 

專科設立在醫院病房樓的第一、二層，頸椎病床位 20 張。專科有協定處方 3種；配備

頸椎牽引器等，共用 X 光機。 

(三) 中醫藥學科人才隊伍不斷發展 

中醫中藥人才是中醫事業的發展之本。幾年來，我市把培養造就“名醫”和適用型中

醫人才作為發展中醫事業的重點，認真制定中醫人才發展規劃，採取學校教育、師承教育、

執業前培訓和鼓勵中醫藥工作者參加在職研究生、自考、函授學習，參加學歷提高教育和繼

續醫學教育等多種教育模式等多鐘管道，大力培養醫療、管理、教學、科研等多種類型的中

醫藥人才；推進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和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培養工作，努力建設

一支高素質的中醫藥人才隊伍。 

“十一五”期間全市 9 所中醫院和各級綜合性醫院的中醫從業人員有 940 余人，其中

正高級職稱人員從“十五”期間的 29 人增至 48 人，副高級職稱人員從 80人增至 108 人，

中級職稱人員為從 164 人增至 168 人；中醫醫生中博士學歷 3 人，碩士學歷從 4 人增至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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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科學歷從 344 人增至 442 餘人。蔡友敬、駱安邦、吳光烈、郭鵬琪、鐘秀美、林禾禧、

丁秀貝、周來興、張永樹、蘇稼夫等 10人獲得國家級名老中醫稱號，師承帶徒 16人。全市

各級中醫院有 30 人攻讀博士、碩士研究生，有 129 人參加自考、函授、專升本等學歷教育，

有 325 名人取得提高學歷層次。“十一五”期間，泉州市醫療、教學、科研領域已形成了較

為合理的高、中、 初級中醫藥人才梯隊，中醫藥服務能力和水準不斷提高。 

（四) 醫療基礎設施得到加強 

“十一五”期間，我市在加強基層中醫醫療服務能力建設的同時，繼續加強各級中醫

醫療機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設備配置，完善了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醫科和

中藥房的建設，使得各級中醫醫院的服務能力逐步提高。但由於歷史原因，我市各級中醫醫

療機構的基礎設施和業務用房面積仍達不到國家要求。 

 2010 年底，為了解決泉州市中醫院和泉州市正骨醫院用地不足的現狀，泉州市委、

市政府決定投資 8個億，在鯉城區江南另撥地 175 畝，整合泉州市中醫院、泉州市正骨醫院

和泉州市外科醫院的中醫藥人員，組建泉州市中醫聯合醫院，已於 2011 年 7 月 1 日奠基。

目前新醫院的建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這些得力措施，將極大地促進泉州市中醫藥事業的

快速發展。 

    （五) 積極推進農村、社區中醫藥健康進展 

1、努力推進農村中醫藥工作 

2006 年 2 月，泉州市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定為全國農村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示範地

區專案建設單位(是全省設區市中唯一的)。為了進一步拓寬鄉鎮衛生院利用中醫藥防治疾病

的服務領域，建設一批以開展中醫藥新技術為主的特色專科。2007 年 2 月，泉州市衛生局

完成《福建省泉州市農村中醫適宜技術推廣示範地區專案建設工作方案》上報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同時，泉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以《泉州市全國農村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示範地區（試

點）專案建設工作方案》轉發各縣（市、區）人民政府組織實施。 

2007 年 6月～12月安溪縣、德化縣首批試點，2008 年 1 月～10月晉江市、南安市、惠

安縣、永春縣擴大試點，2008 年 11 月～2009 年 12 月全面推廣。安溪縣被列為全國 8個“在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中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建設專案”單位之一。2007 年，全市 70

％以上鄉鎮衛生院開設中醫科，豐澤區東海衛生院、永春縣岵山衛生院被福建省衛生廳列為

第 1批示範中醫科建設單位。積極引導農民選擇運用中醫藥預防和診療疾病，專案建設取得

良好進展。 

2、創建中醫先進縣 

泉州市積極開展創建農村中醫工作先進縣活動。 

安溪縣於 1999 年 5 月被福建省衛生廳確定為福建省第 1 批農村中醫工作先進縣建設單

位，2002 年 11 月通過省級評審驗收，12 月福建省衛生廳予以確認。在此基礎上，安溪縣開

展創建全國中醫工作先進縣工作，2006 年 5 月通過評審驗收，6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批准安

溪縣為全國農村中醫工作先進縣，是全省首個“全國農村中醫工作先進縣”。 

德化縣於2001年6月被福建省衛生廳確定為第2批農村中醫工作先進縣建設單位。2008

年 1 月通過評審驗收。 

晉江市積極開展創建農村中醫工作先進縣活動，將於 2012 年迎接全國農村中醫工作先

進縣（市）的評審。 

3、城市社區中醫藥新進展 

2002 年 12 月，福建省衛生廳將泉州市中醫外科醫院（鯉城區臨江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

心）列為首批福建省中醫藥參與社區衛生服務示範中心建設單位。其建設目標，是堅持中西

醫並重、共同發展、相互補充，形成中醫特色突出、社區衛生綜合服務功能健全、臨床療效

顯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衛生服務模式，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有效、便捷、安全的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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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醫療衛生服務，滿足社區居民對中醫藥服務的需求。2005 年 12 月通過驗收，2006 年 1

月榮獲“省級中醫藥進社區示範中心”稱號，2009 年榮獲“全國有中醫藥特色社區衛生服

務示範區”稱號（福建省還有倉山區）。 

(六) 中醫科研工作取得成果 

我市大力支持和鼓勵中醫藥人員開展臨床科研活動，加速成果轉化，促進中醫藥事業的

發展。 

1、“十一五”期間全市中醫藥方面先後共獲得有 5項省衛生廳、17個泉州市科技局科

研課題立項資助： 

（1）福建省衛生廳立項課題（5 項）：2006～2008 年福建省中醫藥科研專案：重點課

題 4項、一般課題 1項： 

高血壓病及其相關疾病的中西醫結合臨床與實驗研究(項目)——專案負責人劉德桓 

① 化瘀濁益肝腎法治療 2 及高血壓病患者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臨床研究——泉州市

中醫院劉德桓； 

② 化瘀濁益肝腎法對自發性高血壓大鼠生活品質的影響——泉州市中醫院郭偉聰； 

③ 以肱動脈超聲掃描評價高血壓病患者內皮功能的影響——泉州市中醫院林惠琴

（現調往泉州市第一醫院）； 

④ 化瘀濁益肝腎對高血壓合併代謝綜合征血脂的影響——泉州市中醫院葉靖； 

⑤ 益骨散對高轉運型腎性骨病患者臨床觀察及對血清全段甲狀腺旁腺激

素、骨鈣素的影響——泉州市中醫院許文娟 

（2）泉州市科技局科研立項課題（17項）： 

2008 年度： 

① NKG2D 及其配體的 CIK 細胞殺傷腫瘤中的作用 ——泉州市中醫院 

② 脾腎俞穴位埋線對原發性骨質疏鬆證內分泌激素的控制作用——泉州市中醫院林

志葦 

③ 泉州地區腦出血急性期中醫病機研究工作——泉州市中醫院 

④ 中藥綜合療法治療慢性盆腔炎（濕熱瘀毒蘊結證）的臨床觀察——泉州市中醫院王

秀寶 

⑤ 脾腎俞穴位埋線對原發性骨質疏鬆症血清BGP及尿Ca/Cr的影響——泉州市中醫院

莊垂加 

⑥ 終板開孔方式和鈦網直徑及形狀對頸前路椎體切除減壓融合術鈦網和終板介面抗

壓強度的影響——泉州市中醫院蘇再發 

⑦ 青少年脊柱側彎的流行病學調查——晉江市中醫院 

2009 年度： 

⑧ 血脂清和阿托伐他汀聯合治療對高血壓合併代謝綜合征患者血脂及血管內皮功能

的影響——泉州市中醫院劉德桓 

⑨ 補腎養血方對克羅米芬促排卵週期不孕症患者著床期雌孕激素影響的臨床研

究——泉州市中醫院張嘉男 

⑩ 蘇稼夫老中醫治療卒中後吞咽障礙的臨床功能與電生理評價——泉州市中醫院阮

傳亮 

⑾大腸水療對大腸癌變及其復發影響的臨床研究——泉州市中醫院劉秋江 

⑿關節鏡下清理結合倒“U”形脛骨高位截骨、孟氏架外固定治療膝關節骨性關節炎臨

床療效觀察——泉州市正骨醫院 

⒀絡病理論指導中西醫結合治療血管性癡呆——南安市中醫院 

⒁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對患者生活品質影響的研究——泉州市中醫院高麗萍 



 

 18

2010 年度： 

⒂參麥飲的研發及試製——泉州東南中藥材種植有限公司 

⒃直腸粘膜柱狀縫紮+恥直肌掛線術治療直腸粘膜內脫垂便秘的臨床研究——泉州市中

醫院王堅 

⒄牛磺熊去氧膽酸鈉單體原料藥和製劑的創制及作用機理研究——福建歸真堂藥業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中醫學院 

2、“十一五”期間全市中醫藥方面先後共獲得有 3科研成果獲得獎勵： 

（1)化瘀濁益肝腎法對高血壓病患者臨床療效及生存品質影響的隨機雙盲對照研

究——2007 年度泉州市科技進步獎三等獎（泉州市中醫院，劉德桓、周文強、王秀寶、

郭偉聰、林惠琴）； 

（2）全國名老中醫鐘秀美婦科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整理研究——2009 年度泉州市科技

進步獎三等獎（泉州市中醫院、泉州市人民醫院，王秀寶、曾華彬、辛淑惠、張季青、張嘉

男）； 

（3）《鐘秀美婦科學術經驗與診療特色》——2010 年度中華中醫藥學會科技著作獎二

等獎（泉州市中醫院、泉州市人民醫院，王秀寶、曾華彬、辛淑惠、張季青、張嘉男）。 

3、在各級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 60餘篇，其中國家級 20 篇，省級 40多篇。出版專

著 2本： 

（1)王秀寶主編的《鐘秀美婦科學術經驗與診療特色》2007 年 9 月由廈門大學出版社

出版； 

（2)鐘秀美主編的《婦科診室內的悄悄話》2010 年 4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七）推動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 

1、以“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為平臺，促進中醫藥對外交流。 

1991 年，全國第一批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蔡友敬、駱安邦、吳光烈和

時任泉州市中醫藥學會會長鐘秀美、顧問姚排天經充分討論後，提出舉辦“中國泉州——東

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的動議，經泉州市中醫藥學會理事會、泉州市科學技術協會、福建

省中醫藥學會、福建省科學技術協會同意，向上呈報。國家科委 1991 年以國科外事字第 421

號文批復同意舉辦。從 1991 年開始至 2009 年，已連續舉辦 9屆，每兩年 1屆（非典時期延

長 1 年），由各縣、市、區輪流承辦，已成為泉州市中醫藥學會主辦的富有特色的學術活動

之一。 

第一至第七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分別由鯉城區、晉江市、惠安

縣、德化縣、南安市、安溪縣、永春縣承辦。第八屆由泉州市中醫院承辦，2007 年 12 月 1

～2 日在泉州市區召開。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印尼、日本、菲律賓、香港、臺灣、

澳門、大陸各省市的中醫藥同仁 237 人出席會議。會議交流的論文 237 篇收載于《福建中醫

藥》2007 年增刊。會議期間，楊春波、吳寬裕還主持了“岐黃論壇”學術研討。第九屆“中

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由泉州市豐澤區中醫藥學會和泉州市正骨醫院承

辦，2009 年 12 月 1～2 日在泉州市豐澤區召開。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

等東南亞國家 30 余位代表，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 40 余代表，以及來自北京、上海、

山東、貴州、雲南、廣東及福建省近 200 余位代表。 

歷屆研討會的籌辦，得到政府的重視。泉州市分管的市委常委、市政府市長、副市長、

市委宣傳部、衛生局局長均直接指導、批示、撥款，或親臨會議。市人大、市政協相關領導

也數次蒞會指導。省衛生廳、市衛生局領導及相關承辦縣的黨政分管領導都把“研討會”列

入議事日程，親聽彙報、督辦。省、市科協領導歷來極為重視，加強指導。  

1 至 9界研討會來自東南亞、日本、新西蘭、美國等國家和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的中

醫藥學者有 500 餘人。新加坡李金龍醫師自 1991 年起連續 8屆出席“研討會”，他高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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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研討會對促進中醫藥學術文化交流的重大作用，表示將努力推動這一進程（李金龍醫師于

2008 年病逝）。 

“研討會”受到全國著名中醫藥專家的關注。全國著名老中醫、第八、九屆全國人大代

表楊春波教授連續 8屆與會，並作主題演講。他說：“研討會輪流在泉州各個縣（市）區承

辦，當地的黨政領導層深化了對中醫藥政策的貫徹、執行，加強了對中醫藥的領導和支持。

通過會內外的宣傳及活動擴大了在民眾中的影響。另一方面，和海外、境外、省外專家齊聚

一堂切磋交流，促進了學術共同提高。這是多年來一直探索而未曾找到的辦法，值得深研。”

歷屆蒞會的海內外知名專家，有北京的陳可冀院士、謝海洲、危北海、路志正、沈紹功、王

炳岐、黃宏昌，上海的何金森、戚廣崇、湖北的歐陽忠興，廣東的李賽美，臺灣的李江川、

黃正一，香港的蘇晉南、蘇東明，日本的華瑞光、小林嚴，新加坡的梁世海、郭俊緗、李金

龍，馬來西亞的郭廷林、陳期發、林文賢、溫月娥、葉明峰，印尼的李靖，省內杜健、楊春

坡、王和鳴、康良石、陳立典、李燦東、劉獻祥、肖熙、范德榮、黃宗勗、林松波、吳炳煌、

劉德榮、戴西湖、戴春福、吳寬裕、、許書亮、邱如卿、陳揚榮、陳小峰、趙正山、胡翔龍、

吳熙、陳美華、張喜奎、陳成東等。 

2、積極拓展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領域 

“十一五”以來，我市充分發揮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的優勢和作用，積極拓展中醫藥

對外交流與合作領域，加強與世界各國中醫藥學術團體、世界各類醫藥學術團體間的交流與

合。先後有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菲律賓、美國及臺灣地區的中醫藥

人士 100 多人次到我市進修學習。近幾年，我市中醫專家鐘秀美、吳光烈、張永樹、

蘇稼夫、郭為汀、周來興、魏德嵩、徐福東、林玉芬等共 25 人次應邀赴印尼、馬來

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講學；張振輝、黃朝陽等人受國僑辦委派到菲律賓、老撾

開展義診活動。  

每年慕名到泉州市中醫院婦科、針灸科、痔瘡科求醫的港澳臺人士有數千名。 

 

二、泉州市中醫藥學科發展中的一些問題 

中醫藥事業的穩健發展對衛生事業的發展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據上文分析可見， 中醫

藥醫療資源是衛生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藥服務量在衛生服務總量中有著重要貢獻，在

教育和科研方面，中醫藥的人力資源市場和科研技術市場不僅僅只針對于中醫醫療服務，同

時也是衛生服務的要素市場。此外，中醫藥事業還肩負著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功能，因

此，中醫藥事業是我國衛生事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藥事業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共

同關注並得以長足發展。 

“十一五”期間，我市中醫藥事業發展雖然取得明顯成績，但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

制約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結構性等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中醫藥事業發展與

人民群眾對中醫藥服務的需求還有一定差距，中醫藥服務能力與新一輪醫改的目標任務要求

還不相適應。 

（一） 中醫醫院基礎設施薄弱，部分中醫醫院發展困難。 

為了加快中醫事業發展，從 2008 年起，省衛生廳對基本設備配置沒有達到國家標準的

縣級中醫院安排了專項經費補助，專項經費每年補助 10所，每所 50 萬元，計畫 5年內投入

完成，我市多所縣級中醫院也得到了專項經費補助。泉州市市委、市政府為了加強中醫醫療

機構建設，將泉州市中醫院門診樓建設納入 2010 年為民辦實事項目；同時加快了南安市、

安溪縣、永春縣等縣級中醫院建設；在全市甲、乙類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面建

設標準化中醫科。但由於政府資金投入還不夠，影響了建設進程，醫院的發展還面臨著不少

困難。目前我市 9所公立中醫醫院，除晉江市中醫院外，其餘 8所中醫醫院的基礎設施均較

薄弱，業務用房面積達不到國家要求，少部分甚至還有危房存在。有 8所中醫醫院基本醫療

設備達不到國家要求，設備缺項數量較多。 

（二） 基層中醫藥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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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年的建設，我市縣級以上中醫院的中醫藥人才結構日益趨於合理，人才梯隊逐

漸形成，但和廈門市（三級甲等中醫醫院，醫院在職職工 1267 名，其中主任、副主任醫師

180 多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4名，碩士生導師 16 名，全國名老中醫 6名；肝病中

心為國家級重點專科；脾胃專科的慢性胃炎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專病；同時擁有兩個福

建省重點專科――肛腸（痔瘡）病治療中心及糖尿病專科）、漳州市(漳州中醫院現有在職

人員 636 人，各類衛技人員 549 人，其中正、副主任醫師等高級職稱 108 人，教授、副教授

8人，碩士生 25 人，博士生 1人，三級甲等中醫醫院)比較，具有新型知識結構的研究型人

才和學術領軍人物還偏少。由於多方面原因，我市農村的中醫藥人才短缺較為嚴重。據統計，

我市縣級中醫醫院中醫藥人員還比較缺乏。鄉鎮衛生院中醫藥人員年齡結構趨於老化，學歷

和職稱偏低，其中 45—69歲的從業人員占 60%左右，中專及其以下學歷人員占 65%左右，初

級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占中醫從業人員 50％以上。社區中醫藥人員的總體數量不足，年齡

結構也趨於老化，學歷和職稱也偏低，其中，45—69 歲的從業人員和中專及其以下學歷人

員比率約為 50%。人才的缺乏，將制約中醫藥發展的步伐。 

（三） 中醫藥特色優勢發揮不夠 

多年來各級中醫院都重視和加強了中醫專科（專病）建設，努力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

但由於中醫藥服務經濟收益低，政策補償又不到位，中醫院為了生存和發展，減少了中藥飲

片和中醫技術的應用。同時由於政策原因，我市除個別醫院外，醫院的傳統和特色製劑基本

流失，一些特色丹、膏、丸散使用範圍越來越小，甚至絕跡，中醫特色優勢逐步淡化。同時，

還存在少數業內人員對發展了的中醫認識不足，限制了中醫藥創新和服務領域的拓展，影響

了中醫藥特色和優勢的發揮。 

（四）中醫科研水準不高 

我國政府對於中醫藥的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等方面實施系列專項，對中醫藥科

研資金的投入逐年增加，有力地促進了科技與臨床、生產相結合的中醫藥學術發展和技術創

新。綜觀“十一五”期間我市中醫科研項目的立項數量和獲獎獎項的水準偏少、偏低，既沒

有國家、省級課題，也沒有省級以上獎項；而且得到資助和獲獎的項目大多集中在市級醫院，

縣級中醫院偏少。在正式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少，但發表於核心期刊上得數量偏少，更沒有

被國外權威雜誌收錄過。說明我市中醫藥科研的水準亟待提高。 

（五）中醫藥文化氛圍淡薄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醫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今唯一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中國

傳統科學。中醫是一個包含科學、人文等各種成分的極其複雜的混合體，是中國文化中最具

實踐性和濟世精神的，在中國擁有普遍的認可和敬重，其成就和思想也為世界所關注。中醫

藥的科學研究和人文研究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但是目前卻是人文研究越來

越萎縮，於是現代科技手段成為研究中醫藥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中醫藥文化氛圍越來越淡

薄，中醫的醫療市場在不斷萎縮，中醫的臨床治療手段也在一點點消逝。造成這種現象的根

本原因，仍然在文化觀念上，是長期以來西方文化中心論、現代科學霸權主義思想所造成的

後果。在這種文化觀念的指導下，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不公正的評價和冷遇，遭遇了一而

再、再而三的摧殘。中醫學也受到了某些非議和歧視，甚至很多人主張中醫學的文化因素恰

恰是落後的、迷信的、應該拋棄的東西，於是在醫療制度上、在教育教學上、在科研設計上、

在醫療思路上，都出現了西化的傾向。然而，西化的結果又沒有像原本設想的那樣發展了中

醫，提高了療效，反而是事與願違。整個中國是這樣，我們泉州也是如此，這些不能不引起

我們的深思。 

（六）中醫醫療市場的有效監管不力 

目前不少“偽中醫”和非法醫療廣告擾亂了醫療市場，影響了群眾對中醫的信賴。對於

這些行為，需要工商、廣電、資訊等多部門的聯合打擊，才能取得實效，而目前這種多部門

的聯動機制有待加強。 

（七）中醫藥行政管理機構設置不健全 

我市衛生行政部門沒有獨立設置中醫科，縣級衛生行政部門也沒有專人負責中醫工作。

中醫行政管理機構的不健全，弱化了中醫藥政策的貫徹落實，影響了中醫藥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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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應對中醫藥學科發展所存在問題的幾點思考 

(一) 正確理解發展中醫藥事業的指導思想 

2011 年 3月 1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正式

發佈，描繪了未來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藍圖和格局。規劃不僅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就

中醫藥發展單列一節，還在另外兩處提及中醫藥，解讀其內容，就可掂出中醫藥在國家發展

格局中的分量，更能明晰中醫藥未來五年的新佈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王國強部長指出：“發

展中醫藥事業，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

展觀，把滿足人民群眾對中醫藥服務的需求作為中醫藥工作的出發點。遵循中醫藥發展規

律，保持和發揚中醫藥特色優勢，推動繼承與創新，豐富和發展中醫藥理論與實踐，促進中

醫中藥協調發展，為提高全民健康水準服務。具體目標為： 到 2015 年，要建立和完善覆

蓋城鄉、服務功能完善、中醫藥特色突出、與人民群眾需求相適應的中醫藥服務網路。中醫

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顯著提高，防治重大疾病的能力明顯增強，在新型農村合作醫

療和社區衛生服務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中醫藥人才培養體系進一步完善，繼續教育網路

初步形成，隊伍素質得到提高。中醫藥科學研究繼承與創新體系基本建立，現代化進程和學

術進步加快，中藥資源得到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實現中醫藥立法，初步建立中醫藥標準體

系，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成效更加顯著，國際傳播更加廣泛，在人類健康保健中發揮更加

重要的作用。2010 年 5 月 27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實施意

見》提出，今後一個時期，我省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總體目標是：進一步健全中醫藥醫療服務

體系，進一步健全中醫藥人才教育培養體系，進一步健全中醫藥科研創新體系，建立中藥資

源可持續利用機制，切實提高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創新水準。  

這是未來五年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正確理解對泉州市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至關重

要。 

(二)加強中醫藥文化建設 

中醫發展的“根在文化，用在臨床”，中醫的發展只能按照中醫本身的規律，而不是按

西方科學、西方醫學的模式發展。否則，那種“現代化”(實為“西方化”)的中醫必定是以

拋棄自己的文化屬性為代價。中醫要發展，首先要重視中醫的文化屬性，要搞清中醫的歷史

文化，也就是從它形成、發展的文化背景諸因素上去作全面的考察。中醫藥文化研究的根本

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中醫自己表達的“語言”，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價值觀念。從而給

中醫發展提供適合自己發展的優良土壤，或提供中醫發展所需要的營養成分。 

中醫文化的研究範圍，應當包括中醫學形成的文化社會背景，中醫的語言文獻，中醫學

發生發展的歷史，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哲學思想、價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中醫學

區別于其他醫學的文化特徵，中醫學發生發展的總體規律，中醫學未來的發展方向；歷代名

醫的生平及所處歷史背景、醫家學術思想形成的條件及傳承，等等。中醫文化的研究是中醫

科學研究的前提。如果不解決中醫本體的思維問題、價值問題、發展規律問題，那麼中醫的

科學研究肯定會出現方向性錯誤。可見中醫的發展其根在於中醫文化的復興。深入理解中

醫，構建中醫思維與方法靠中醫文化，然而能否保持中醫特色，能否繼續發展與存在下去，

卻在於臨床的能否完美的、有效的展示是至關重要的。在臨床上，中醫學是不斷實踐的一門

醫學，他的實踐性一方面在實踐中不斷提煉我們的理論；另一方面又不斷體現他的臨床療效。 

建議將中醫藥文化建設納入我市文化發展規劃。加強中醫藥文物、古跡保護，做好中醫

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推進中醫藥機構文化建設，弘揚行業傳統職業道德。開展

面向社會、面向中小學生的中醫藥科學文化普及教育。加強中醫藥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結合

旅遊開發，加強具有中醫藥文化內涵的景點景區建設，打造泉州中醫藥文化品牌。加強輿論

引導，營造全社會尊重、保護中醫藥傳統知識和關心、支援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良好氛圍。 

（三）科技創新能力亟待提高 

我市中醫科研項目的立項數量和獲獎獎項的水準偏少、偏低說明我市中醫藥科研的水準

亟待提高。可以採取以下幾個措施： 

（1）首先可通過請國內、省內相關專家講座、辦學習班，提高中醫藥人員的科研意識。 

（2）對中醫科研準確定位，中醫藥科研應該根據學科自身的特色進行科學的設計與評

審，開展有針對性的研究，以科研指導臨床、服務臨床，通過科研不斷提高全市中醫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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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臨床水準和臨床創新能力。 

（3）選擇中醫藥在臨床診治中療效確切、優勢明顯的幾個常見病種開展診療技術與方案

的收集、篩選、驗證、評價與總結。 

（4）選擇幾種高發、難治的疾病，如流行性感冒、支氣管哮喘、間質性肺疾病、慢性阻

塞性肺病、肺心病、高血壓病、慢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動脈粥樣硬化 冠狀動脈粥樣硬

化性心臟病等疾病，深入研究疾病的發病原理、治療方法、療效評價以及中醫病因病機、治

法治則，客觀分析中醫藥防治的優勢所在及對西藥協同增效等方面的研究。 

（5） 總結和推廣名老中醫的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 

（6）以泉州市中醫院為龍頭單位，加強市、縣中醫院的科研合作；或以泉州市中醫藥學

會牽頭組織科研專案攻關。 

（7）各級政府要加大對中醫藥科研的扶持力度，無論在專案立項、資金資助還是評獎制

度等方面給予傾斜。 

（四）加強中醫藥人才培養,推進中醫藥人才分類培養戰略 

1、採取學校教育、師承教育、執業前培訓等多種教育模式，大力培養醫療、管理、生

產、教學、科研等多種類型的中醫藥人才；加強學科帶頭人培養和學科內涵建設。對部分重

點學科建設需要的，可出臺優惠條件，築巢引鳳，引進國內優秀高級人才來作為學科帶頭人

和領軍人物。 

2、努力做好國家級、省級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和優秀中醫臨床人才的培養

工作；同時要開展市級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老師和繼承人的評選工作（包括有一定影

響的民間名醫），造就更多的名師高徒、名醫名家。 

3、加強中醫藥繼續教育工作，爭取建成幾個省級、市級和基層中醫藥繼續教育培訓基

地，對不同層次的在職人員進行培訓，建立在職人員溫課制度，通過不斷讀中醫古籍、學名

醫技巧，培養出一支懂理論、善臨床、品行端、技藝高、有影響、受歡迎的中醫後來人才。 

4、各級中醫藥學會是黨和政府聯繫中醫藥科技工作者的紐帶，鑒於目前中醫藥學會功

能虛化現象，建議由行政部門適當賦予中醫藥學會部分工作職能，如：中藥人員的培訓、繼

續教育、技能考核、科普普及、中醫藥科研專案的立項及評審等等，以利於更充分發揮各級

中醫藥學會的作用。 

5、根據需求開展面向農村、社區中醫藥人才的培養。繼續加強農村在職、在崗中醫藥

人員學歷教育和鄉鎮衛生院中醫臨床骨幹培養，開展縣級中醫醫院專科專病技術骨幹培訓和

鄉村醫生中醫藥知識與技能培訓，提高農村中醫藥隊伍整體素質。  

（五）進一步拓展對外交流的步伐 

“十一五”以來，我市充分發揮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的優勢和作用，積極拓展中醫藥對

外學術交流，加強了與世界各國中醫藥學術團體、世界各類醫藥學術團體間的學術交流。尤

其是連續舉辦十屆的“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在東南亞各國和港澳臺地

區的影響很大，成為泉州中醫藥對外交流的平臺和一個品牌。但從泉州市中醫藥對外交流的

情況分析，請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十二五”期間，我市應進一步拓展對外交流的步伐。 

（1）發揮中醫藥對台交流與合作優勢。閩台兩地，一水之隔，地理相近，血緣相親，

語言相通，病源相似，兩岸中醫藥有較強的互補性，合作前景廣闊。應進一步提高海峽兩岸

中醫藥交流合作的層次、品質和效益，發揮中醫藥交流在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中的作用。可以

舉辦各種形式的交流會或定期舉辦“海峽兩岸中醫藥發展和合作研討會”、“閩台中醫藥學

術論壇”等專題會；也可以借助泉州眾多名老中醫的名牌效應和優勢，攜手在未來的 5年時

間裏，在臺灣和泉州開辦一定數量的、有一定水準的中醫院或門診部，介紹與繼承名老中醫

的醫療經驗。 

（2）鑒於“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在東南亞各國、港澳臺地區和國

內的影響，建議將由泉州市中醫藥學會主辦改為泉州市政府主辦，從一般的學術團體主辦提

升到政府行為，更有利於拓展中醫藥對外學術交流的層次與影響力。可在舉辦全市性的文化

活動中作為一個子項目舉行。 

(六)完善中醫藥事業發展保障措施 

1、各級政府是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主體，衛生、中醫藥管理部門更應擔負起

推動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重要責任。一是要加強對中醫藥工作的組織領導、政策支援。“十一

五”期間，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出臺了《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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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龍岩市、寧德市都以市政府的名義相繼出臺了該市“關於支持中醫藥發展的的實施意

見”，盼望泉州市也能早日出臺扶持中醫中藥發展的實施意見，從政策層面上切實加強對中

醫藥工作的領導，統籌協調並及時研究解決中醫藥事業發展中的問題，認真落實各項政策措

施。 

2、二是要加大對中醫藥事業投入。要逐步增加投入，重點支援開展中醫藥特色服務、

公立中醫醫院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學科和重點專科建設以及中醫藥人才培養。市財政每年應

安排中醫專項經費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設區市、縣（市、區）也應設立中醫藥發展專項經

費。落實政府對公立中醫醫院投入傾斜政策，將中醫藥機構納入城市和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專

案建設，進一步增強中醫藥服務能力。 

3、加大對中醫特色製劑的扶持力度，按中醫藥發展規律，恢復各級中醫院的傳統中藥

製劑的生產，並開發適用的新藥製劑。或由政府主導，在永春生藥基地建設的基礎上，由各

級醫院提供有效處方，從生藥種植、加工、生產一條龍研製成成品製劑，供醫院使用及上市

銷售。 

4、合理確定中醫醫療服務專案和價格，充分體現服務成本和技術勞務價值。 

5、制定鼓勵中醫藥服務的保障政策。在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建設中，研究制定引導參保

人員有效利用中醫藥服務的政策措施。將符合條件的中醫醫療機構納入城鎮職工、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社會救助定點醫療機構範圍。將中醫

辨證論治費、中醫診療技術（包括中醫康復治療費等）、中藥飲片和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批准的治療性醫院中藥製劑納入城鎮職工、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新

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支付範圍，並適當提高中醫中藥診療費用在醫保報銷中的比例。 

6、嚴格中醫藥執法監督，嚴厲打擊假冒中醫名義非法行醫、發佈虛假違法中醫中藥廣

告以及制售假冒偽劣中藥行為。 

 

附注：本文中的有關數字來源於：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全國中醫藥統計摘編》； 

（2）泉州市中醫藥學會下發各縣（市）、區中醫藥學會調查表的統計數字； 

（3）福建省衛生廳的統計數字； 

（4）各中醫院網上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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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经验传承】 

 

醒腦開竅針刺法的臨床應用及基礎研究 

石學敏 

（全國針灸臨床研究中心、天津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中風病是危害人類健康的四大主病之

一，發病率在我國居首位，其死亡率高、後

遺症多，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擔。

近些年來，全國各醫療及科研部門，對中風

病的診斷、治療及機理開展了多方面、多層

次的研究，使得中風病的診斷與治療水準日

趨提高，發病和治療機理的研究已達到了分

子水準和基因水準。自1972年，我提出醒腦

開竅針刺法以來，我們對於中風的診斷、治

療、機理探討開展了系統的臨床研究和深入

的基礎研究，臨床治療患者達200萬人次，

形成了一套以針灸治療為中心的中風診療

體系。 

醒腦開竅針刺法：“醒腦開竅”法是針

對中風病的基本病機為瘀血、肝風、痰濁等

病理因素蒙蔽腦竅致“竅閉神匿，神不導氣”

而提出的治療法則和針刺方法。在選穴上以

陰經和督脈穴為主，並強調針刺手法量學規

範，有別于傳統的取穴和針刺方法。 

一、臨床研究部分 

一般資料：中風病住院患者9005例：男

性6029人；女性2976人，年齡最小19歲，最

大87歲。病種：腦出血3077例；腦梗死5928

例，合併缺血性球麻痹者521例。病程：最

短2小時，最長2年。首次發病6765例，兩次

以上發病者2240例。 

治療方法： 

1.處方 

主穴：內關(手厥陰心包經)、人中(督

脈)、三陰交(足太陰脾經)；輔穴：極泉(手

少陰心經)、委中(足太陽膀胱經)、尺澤(手

太陰肺經)。 

內關位於腕橫紋中點直上2寸，兩筋

間，直刺0.5~1.0寸，採用提插撚轉結合

瀉法。內關穴採用作用力方向的撚轉瀉

法，即左側逆時針撚轉用力自然退回；

右側順時針撚轉用力自然退回。配合提

插，雙側同時操作，施手法1分鐘。 

人中，於鼻唇溝上1/3處，向鼻中隔

方向斜刺0.3~0.5寸，採用重雀啄手法。

針體刺入穴位後，將針體向一個方向撚

轉360°，使肌纖維纏繞在針體上，再施

雀啄手法，以流淚或眼球濕潤為度。 

極泉，部分古籍記載極泉穴為禁針

穴，究其原由有以下幾點：極泉穴部位

腋毛茂密，不易消毒；極泉穴部位的汗

腺豐盛，細菌容易滋生；極泉穴部位組

織疏鬆，對穴位部位中的血管缺少壓迫，

容易出現皮下血腫。 

尺澤，取穴應屈肘為內角120º，術

者用手托住患肢腕關節，直刺0.5~0.8

寸，用提插瀉法，針感從肘關節傳到手

指或手動外旋，以手外旋抽動3次為度。 

委中，仰臥位抬起患側下肢取穴，

術者用左手握住患肢踝關節，以術者肘

部頂住患肢膝關節，刺入穴位後，針尖

向外15º，進針1~1.5寸，用提插瀉法：

以下肢抽動3次為度。 

二、中風病其他併發症的治療 

中風病根據顱腦損傷的不同部位和

原發病灶，可併發諸多不同臨床表現的

併發症及合併症。我們根據不同的併發

症、合併症設立了相應的配穴治療，通

過大量臨床適應症研究均收到非常理想

的臨床療效。 

配穴是根據腦卒中的不同臨床表現或

合併症、併發症針對性的選穴。醒腦開竅針

刺法的主穴、輔穴體現了祖國醫學“辨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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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主要矛盾的學術思想；配穴體現了祖國醫

學“辨症候群”抓特異矛盾的個性化治療。

兩者相得益彰共同體現了祖國醫學“辨證論

治”的真諦。 

（1）改善椎-基底動脈供血。 

椎—基底動脈系統是顱腦供血的一部

分，負責顱內1/3的血供，與頸內動脈系統

有豐富的吻合支。是腦卒中病人側枝迴圈建

立的重要組成部分。 

處方：雙側風池（GB20，足少陽膽經）、

雙側完骨（GBl2，足少陽膽經）、雙側天柱

（BL10，足太陽膀胱經）、頸椎夾脊刺

（EX-B2，經外奇穴）。 

風池、完骨、天柱：雙側風池，向對側

眼角直刺1~1.5寸，雙側完骨、雙側天柱，

直刺1~1.5寸，均施用小幅度；高頻率撚轉

補法，即撚轉幅度小於90°；撚轉頻率為

120~160轉/分鐘，行手法1分鐘。要求雙手

操作，留針15分鐘。 

頸椎夾脊刺：頸椎正中線旁開5分，直

刺0.5~0.8寸，施用小幅度；高頻率撚轉補

法，即撚轉幅度小於90°；撚轉頻率為

120~160轉/分鐘，行手法1分鐘。 

（2）吞咽困難 

2005年《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正式

將中風後發生的吞咽障礙、震咳不能、構音

障礙、飲水咳嗆等症狀確定為“卒中後吞咽

困難”。徹底改變了傳統的“假性延髓麻痹”

診斷理念。石學敏院士自70年代開始對該病

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治療研究，取得了非常理

想的療效。傳統認識的“假性延髓麻痹”是

指由於雙側皮質腦幹束損傷導致延髓疑核

功能紊亂。出現吞咽困難、震咳不能、構音

障礙、飲水咳嗆。多年研究，我認為我們所

治療的吞咽困難不僅是上運動神經元所致，

部分延髓血管病可以直接導致疑核缺血，出

現功能障礙，應該屬於下運動神經元病變。

但是與運動神經元退行性病變的“進行性延

髓麻痹”有著本質的區別，針灸治療該病也

收到非常理想的療效。延髓疑核缺血性病變

導致的下運動神經元性吞咽障礙，由於發病

迅速、損傷彌散，早期並非出現明顯的下運

動神經元病變特點，未得到合理治療的數月

或更長時間後可以出現舌肌萎縮、舌肌纖維

震顫等症候。因此，早期對吞咽困難的上下

運動神經元的診斷，只能依據影像學的病變

部位而判定。腦卒中後吞咽困難至今為止除

了康復訓練外，仍然是現代醫學無法積極治

療的疑難病，消極的支援療法，不能保證患

者的生活品質。往往因感染、代謝紊亂等多

種原因，導致患者死亡。醒腦開竅針刺法及

其配穴的應用有非常理想的治療效果。臨床

觀察住院病歷521例，臨床治癒率達64.68%；

顯效率達19.39%。這部分患者均可以撤銷鼻

飼，正常飲食。 

處方：雙側風池（GB20，足少陽膽

經）、雙側完骨（GBl2，足少陽膽經）、

雙側翳風（TEl7，手少陽三焦經）、咽後

壁點刺。 

風池、完骨、翳風：三穴均向喉結

方向斜刺，進針2~2.5寸。施用小幅度；

高頻率撚轉補法，即撚轉幅度小於90°；

撚轉頻率為120~160轉/分鐘，行手法1分

鐘。要求雙手操作同時撚轉，留針15分

鐘。 

咽後壁點刺：以3寸毫針或圓利針於

咽後壁點刺。 

（3）語言謇澀或舌強不語 

語言是人類生命活動中的重要交流

工具，腦卒中病人語言恢復亦是康復治

療中的重要環節之一。語言恢復除了語

言矯正和訓練之外，針刺治療也起到重

要作用。尤其是語言謇澀或舌強不語，

以下的腧穴可收奏效。 

處方：上廉泉(RN23，任脈)、金津、

玉液點刺放血（EX-HN12、EX-HN13，經

外奇穴）。 

上廉泉：位於任脈走行線上，舌骨

上緣至下頜之間1/2處，向舌根部斜刺2

寸，施用提插瀉法，以舌根部麻脹感為

度。 

金津玉液：用舌鉗或無菌巾將患者

舌體拉起，在舌下可見兩支靜脈，用三

棱針點刺舌下靜脈，以出血1~3毫升為

度。 

（4）手指握固或手指功能障礙 

腦卒中後遺症患者多由於上肢屈肌張

力增高出現手指握固，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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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腦卒中肢體功能康復中，手指功能康

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改善腦卒中患者的

手指運動功能是康復療法中非常重要的環

節之一。 

處方：患側合穀（LI4，手陽明大腸經）、

患側上八邪（EX-UE9，經外奇穴）。 

合穀：向三間穴方向（既第二指掌關節

基底部）透刺1~1.5寸，施用提插瀉法，以

握固的手指自然伸展或食指不自主抽動3次

為度；再取1.5寸毫針1支，仍在合穀穴位置

針刺向第一指掌關節基底部透刺，進針

1~1.5寸，施用提插瀉法，以拇指不自主抽

動3次為度，合穀穴兩針均留針15分鐘以上。 

上八邪：分別在2~3、3~4、4~5指掌關

節上1寸，向指掌關節基底部斜刺，進針

1~1.5寸，施用提插瀉法，以各手指分別不

自主抽動3次為度，留針15分鐘以上。 

（5）足內翻 

足內翻是腦卒中後遺症中多見的併發

症之一，由於足內翻將嚴重地影響腦卒中患

者的下肢運動。 

處方：患側丘墟透照海（GB40，足少陽

膽經;KI6，足少陰腎經）。 

丘墟透照海：自丘墟穴進針向照海部位

透刺，透刺應緩慢前進，從踝關節的諸骨縫

隙間逐漸透過，進針為2~2.5寸，以照海穴

部位見針尖蠕動即可，施用作用力方向的撚

轉瀉法，即左側逆時針；右側順時針撚轉用

力，針體自然退回，行手法30秒鐘，手法結

束後，將針體提出1~1.5寸，留針15分鐘。 

（6）共濟障礙 

腦幹血管病共濟障礙是非常多見的臨

床症狀之一，臨床表現以平衡運動、協調運

動及震顫為主。石學敏院士設定兩個穴位，

收到非常理想的療效。但是穴位針刺操作規

範非常嚴格。 

處方：風府或啞門（DU15；DU16，督脈）。 

（7）症狀性癲癇 

症狀性癲癇是一個腦卒中多發的併發

症之一，尤其是額、頂、顳區皮層梗塞，併

發症狀性癲癇的機遇相當高。症狀性癲癇多

發生於恢復期或後遺症,腦卒中患病1個月

後或更長時間，3個月、半年後發作癲癇最

為多見，發病早期發生癲癇的反而少見。針

刺治療症狀性癲癇有較好的控制症狀；減少

或停止抗癲癇藥物的應用的作用。 

處方：雙側大陵（PC7，手厥陰心包

經）、鳩尾（RN15，任脈）。 

大陵：位於內側腕橫紋中央，於皮

膚呈75°角，稍向掌心斜刺0.3~0.5寸，

施作用力方向的撚轉瀉法，即左側逆時

針；右側順時針撚轉用力，針體自然退

回，行手法1分鐘，留針15分鐘。 

鳩尾：位於腹正中線上，劍突下。

施術前必須認真觸診，患者是否存在劍

突下肝大。如果肝大，鳩尾穴應避免使

用。施術時令患者雙手抱頭，將胸廓提

起，吸氣時進針，直刺1寸，施用撚轉平

補平瀉30秒鐘，不留針。 

（8）高血壓 

高血壓是腦卒中最多見的合併症之

一，持續的超高血壓，直接影響腦卒中

的疾病轉歸，也是腦卒中再次發病的重

要危險因素之一。有效地調整和控制血

壓是治療和預防腦卒中的重要手段之

一。 

處方：雙側人迎（ST9，足陽明胃經）、

雙側曲池（LI11，手陽明大腸經）、雙側

合穀（LI4，手陽明大腸經）、雙側太沖

（LR3，足厥陰肝經）、雙側足三裏（ST36，

足陽明胃經）。 

人迎：位於喉結旁開1.5寸，胸鎖乳

突肌前緣，直刺1.5寸，視針體隨動脈搏

動節律而晃動時，施用小幅度；高頻率

撚轉補法，即撚轉幅度小於90°；撚轉

頻率為120~160轉/分鐘，行手法1分鐘，

留針15分鐘。 

曲池：曲肘時，肘橫紋橈側端與尺

骨鷹嘴連線1/2處，直刺1~1.5寸，施用

作用力方向的撚轉瀉法，即左側逆時針；

右側順時針撚轉用力，針體自然退回，

行手法1分鐘，留針15分鐘。 

合穀、太沖：分別直刺0.8~1寸，施

用作用力方向的撚轉瀉法，即左側逆時

針；右側順時針撚轉用力，針體自然退

回，行手法1分鐘，留針15分鐘。 

足三裏：足三裏直刺，進針1~1.5寸，

施用作用力方向的撚轉補法，即左側順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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撚轉用力自然退回；右側逆時針撚轉用力自

然退回。施手法1分鐘。 

（9）便秘 

由於腦卒中後排便體位元改變和飲食

結構、胃腸功能的紊亂，便秘也是腦卒中後

的多見的併發症。尤其腦卒中急性期內，由

於便秘引起腹壓的增高，進而影響血壓及腦

壓的調整。祖國醫學也認為：在急性病證之

時，通腹氣是治療的關鍵。 

處方：雙側豐隆（足陽明胃經）、左側

水道、歸來（足陽明胃經）、左外水道、外

歸來（自定腧穴）。 

豐隆：直刺1.5~2寸，施用作用力方向

的撚轉瀉法，即左側逆時針；右側順時針撚

轉用力，針體自然退回，行手法1分鐘，留

針15分鐘。 

水道、歸來、外水道、外歸來：左側外

水道、外歸來分別位於水道、歸來旁開2寸。

4穴均直刺，進針2.5~3寸，施用大幅度；低

頻率撚轉瀉法，即撚轉幅度大於180°；撚

轉頻率為40~60轉/分鐘，行手法1分鐘，留

針15分鐘。 

（10）小便失控 

腦卒中患者隨著腦功能的蛻變，或部分

小便控制中樞（旁中央小葉）的損害，常出

現小便失控，老年患者更為多見。小便失控

包括小便失禁和尿瀦留兩類，也是腦卒中治

療中比較難以解決問題。 

處方：關元（RN4，任脈）、中極（RN3，

任脈）、曲骨（RN2，任脈）。 

關元、中極、曲骨：關元、中極直刺1.5~2

寸，施用呼吸補法，行手法1分鐘，針後加

溫針灸。以1.5cm長度艾條插入針柄，點燃

至燃盡。曲骨，直刺1~1.5寸，施用撚轉平

補平瀉，行手法1分鐘。留針15分鐘。 

（11）肩周炎Adhesivecapsulitis 

腦卒中早期癱瘓的肢體沒能及時地進

行被動鍛煉，就會發生多種骨關節、軟組織

病變。肩周炎就是腦卒中患者最多見的軟組

織病變之一。 

處方：肩髃（LI15，足陽明大腸經）、

肩髎（SJ14，手少陽三焦經）、肩貞、肩中

俞、肩外俞（SI9、SI15、SI14，手太陽小

腸經）、痛點阿是穴刺絡拔罐。 

肩周炎在祖國醫學中屬於經筋發病，因

此，所列腧穴並非重要，主要採用的是肩部

經筋圍刺。肩部經筋主要是手陽明大腸經經

筋；手太陽小腸經經筋。以上腧穴均為此經

筋走行位置，針刺均採用撚轉提插瀉法，每

穴行手法1分鐘。 

刺絡拔罐：術者為患者做上肢被動運

動，認真尋找肩部痛點。在痛點位置上用三

棱針點刺3~5點，加用閃火罐，視其出血狀 

況。一般出血5~10ml即可。拔罐時間不

宜超過5分鐘。 

（12）血管性癡呆 

血管性癡呆是腦卒中後比較容易發生

的合併症之一，現代醫學對其治療也是非常

困難，由於智力的衰退，嚴重影響患者的生

活品質，也給社會和家庭帶來巨大的負擔。 

處方：百會（DU20，督脈）、四神聰

（EX-HN1，經外奇穴）、四白（ST2，足陽明

胃經）、太沖（LR3，足厥陰肝經）。 

百會、四神聰：均向後斜刺0.3~0.5寸，

施用撚轉平補平瀉，行手法1分鐘，留針15

分鐘。 

四白：直刺0.8~1寸，施用施用小幅度；

高頻率撚轉補法，即撚轉幅度小於90°；撚

轉頻率為120~160轉/分鐘，行手法1分鐘，

留針15分鐘。 

太沖：直刺0.8~1寸，施用作用力方向

的撚轉瀉法，即左側逆時針；右側順時針撚

轉用力，針體自然退回，行手法1分鐘，留

針15分鐘。 

(13)複視Diplopia 

腦幹血管病，影響到動眼神經、滑車神

經、外展神經的任何一支，均會出現複視症

狀。主要症狀是雙目視物在某種角度時出現

複視或物體邊界模糊。針刺仍然有非常好的

臨床療效。 

處方：雙側天柱（BL10，足太陽膀胱經）、

患側睛明（BL1，足太陽膀胱經）、患側球後

（EX-HN7，經外奇穴）。 

天柱：啞門穴旁開1.5寸，直刺0.3~0.8

寸，施用小幅度；高頻率撚轉補法，即撚轉

幅度小於90°；撚轉頻率為120~160轉/分

鐘，行手法1分鐘。 

睛明直刺0.2~0.5寸，球後先向下直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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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針0.5寸後針體向上再進針0.3~0.5寸。兩

穴手法要輕柔，出針後應按壓片刻。 

（14）聽力障礙HearingImpairment 

腦幹血管病影響到耳蝸神經時，臨床可

見耳聾、耳鳴等症。對於急性缺血性耳鳴、

耳聾針刺治療療效顯著。 

處方：患側翳風（TEl7，手少陽三焦經）、

患側耳門（TH21，手少陽三焦經）、患側聽

宮（SI19，手太陽小腸經）、側聽會（GB2，

足少陽膽經）。 

翳風直刺0.5~1寸，施用小幅度；高頻

率撚轉補法，即撚轉幅度小於90°；撚轉頻

率為120~160轉/分鐘，行手法1分鐘。耳門、

聽宮、聽會開口取穴，直刺0.5~0.8寸，施

用小幅度；高頻率撚轉補法，即撚轉幅度小

於90°；撚轉頻率為120~160轉/分鐘，行手

法1分鐘。 

（15）睡眠倒錯SleepInversion 

睡眠倒錯是中風病最常見的併發症，可

能與腦幹網狀啟動系統功能紊亂有關。針刺

治療優於藥物療法，收效迅速、無毒副作用。 

處方：上星（DU23，督脈）、百會（DU20，

督脈）、四神聰（EX-HN1，經外奇穴）、神門

（HT7，手少陰心經）。 

上星正中線入發際5分，平刺1~1.5寸，

施用小幅度；高頻率撚轉補法，即撚轉幅度

小於90°；撚轉頻率為120~160轉/分鐘，行

手法1分鐘，留針15分鐘。 

百會、四神聰：均向後斜刺0.3~0.5寸，

施用撚轉平補平瀉，行手法1分鐘，留針15

分鐘. 

神門，腕橫紋尺側端凹陷中，直刺

0.2~0.5寸，施用小幅度；高頻率撚轉補法，

即撚轉幅度小於90°；撚轉頻率為120~160

轉/分鐘，行手法1分鐘。 

治療時間：每日針2次，10天為1療程，

持續治療3~5個療程。 

三、中風病的診療原則 

診斷原則：中西醫雙重診斷，除臨床症

狀和體征外，必須具備腦血管病的影像學證

據，如CT、MRI。 

治療原則：以“醒腦開竅”針刺法治療

為主，此外，根據病情需要，輔以降顱壓，

抗感染，降低血壓之西藥及支持療法等。有

手術指征的腦出血患者，應採用手術和針刺

結合治療。對於各種併發症，配用相應的穴

位。 

四、“醒腦開竅”針法最新研究進展 

在30餘年的臨床實踐中，逐步形成了針

刺治療缺血性中風病及其併發症的診療規

範和評價體系。近年來更是引入先進的研究

方法和手段，對其療效進行了綜合系統的評

價，獲得了高級別的臨床證據，並結合現代

科學技術，系統地闡明了針刺治療缺血性中

風病的科學內涵及療效。 

臨床研究嚴格按照循證醫學原則進行

RCT試驗證明：針刺可明顯改善各期中風患

者神經功能缺損程度；針刺可改善各期中風

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急性期的改善尤其明

顯；6個月隨訪證實，針刺可改善各期中風

患者神經功能缺損及日常生活能力的作用；

針刺可降低各期中風患者殘障程度。 

終點指標：針刺可降低缺血性中風病患

者的復發率和死亡率。 

安全性評價：不良反應：未出現嚴重不

良反應；極少數出現輕微不良反應，主要有

皮下出血，血腫，疼痛。 

針刺治療缺血性中風病的機理研究： 

機理研究緊扣中風病的治療難點及突

破點，聚焦在神經與血管的再生。研究針刺

手段促進損傷後腦迴圈重建及神經細胞再

生的作用，從形態學、生物化學、中樞神經

機制、分子生物學等方面開展了二十余項基

礎實驗。 

醒腦開竅針刺法對缺血區腦組織的改

善：形態學研究，證明針刺可促進側枝迴圈

建立。 

醒腦開竅針刺法對病變神經元結構的

修復。 

醒腦開竅針法對腦梗死患者腦葡萄糖

代謝的影響：醒腦開竅針刺法可以促進病灶

周圍功能重組，啟動運動功能區域，促使正

常腦區的代償，改善與記憶、認知、語言功

能和情緒等相關區域的代謝。 

丹芪偏癱膠囊的國際研究成果：治療中

風病恢復期的國家新藥，純中藥製劑。具有

補氣活血、豁痰熄風的功效。2001年獲國家

新藥證書（國藥准字z20010105），2002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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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國家GMP認證並投產上市。 

丹芪偏癱膠囊的藥物組成及功效： 

處方：黃芪、丹參、川芎、水蛭、人工

牛黃、全蠍、石菖蒲等。功能：益氣活血，

豁痰熄風。藥物作用及特點：1.減少腦梗死

面積：藥理實驗表明，該藥可以有效降低腦

梗塞組織百分比，改善實驗動物行為障礙。

2.保護及修復受損腦細胞：藥理實驗表明，

該藥增加腦供血，有效恢復受損腦細胞功

能。3.有效恢復肢體功能：臨床實驗結果顯

示，該藥對改善肢體功能效果明顯。4.降低

血粘度：藥理實驗及臨床實驗表明，該藥改

善血液流變學指標，降低血粘度。5.重病重

劑，起效迅速：腦卒中病情較重，不用重劑

難以起效，故每日每次用量較大，經過臨床

觀察，該藥對恢復早期腦卒中患者，起效迅

速。6.全成分提取生產工藝先進：採用韓國

技術製造的動態提取設備，充分提取有效成

份。 

丹芪偏癱膠囊已獲得國際認可，自2007

年開始研究至今國外研究發表論文10篇。影

響因數最高為7.041。 

《中藥丹芪偏癱膠囊在中風後的康復

作用》發表於Stroke雜誌（美國），作者：

Christopher Chen, MD (新加坡國立大學藥

理學博士)。研究設計：隨機對照雙盲實驗，

605例患者被隨機分到丹芪組和步長腦心通

膠囊組。治療期1個月。納入標準：1.缺血

性中風患者，病程在10天到6個月；2.符合

腦卒中的西醫診斷標準和中風病的中醫診

斷標準；3.中風診療評分≥10分。結論：經

過對605例患者進行隨機對照研究證明，與

對照中成藥相比丹芪偏癱膠囊可顯著改善

患者神經功能缺損，提高生活品質，且具有

較好的安全性。 

《中藥丹芪偏癱膠囊在體內、體外的神

經 保 護 及 再 生 作 用 》 發 表 於

Neuropharmacology神經藥理學雜誌（英

國），作者：C.Heurteaux（法國瓦勒堡尼斯

大學）。研究設計：採用齧齒類動物局灶性

缺血模型，觀察丹芪601和901對中風模型動

物造模後3小時後的生存率、保護腦缺血性

損傷和對動物神經功能缺損的康復。觀察暴

露於谷氨酸中的體外培養皮質神經細胞建

立的谷氨酸興奮性毒性作用、防止神經細胞

受谷氨酸興奮性毒性死亡作用及誘導齧齒

類動物和人類神經細胞發生、促進細胞增

殖、神經突起生長和促進密集軸突和樹突網

路形成的作用。結論：丹芪偏癱膠囊可以防

止神經元死亡，促進神經再生，促進細胞增

殖、神經突起生長，促進密集性的軸突、樹

突網路的發展。中風超早期應用本品可以降

低死亡率，對於中風不同時期的治療有著重

要的意義。 

《丹芪偏癱膠囊對正常受試者和中風

病人凝血、生化指標的影響》發表於

Cerebrovasculardiseases腦血管病雜誌

（瑞士），作者：RobertGan新加坡國立腦神

經醫學院。研究設計：從2004.12-2006.5，

我們開展了3項研究。研究一：32名健康志

願者口服丹芪偏癱膠囊，每6小時一次，每

次2粒。研究二：22例健康志願者隨機分到

阿司匹林組（300mg Qd）和丹芪偏癱組（2

例 Q6h）。研究一和研究二在基線和2小時、

8小時後分別對凝血參數進行監測。研究三：

納入缺血性中風患者（病程在7天內）10例，

口服丹芪偏癱膠囊（4粒 Tid），入組時、1

周和4周後分別監測血液學和生化學指標。

結論：丹芪偏癱膠囊不會明顯改變正常受試

者和中風病人的血液、止血和生化參數。且

具有很好的安全性。 

《丹芪偏癱膠囊對急性缺血性中風患

者的神經保護的安全性分析：一項在新加坡

開展的關於中藥對中風康復的神經保護效

果的亞研究》發表於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瑞士），作者：Sherry H.Y.Young

（ 新加坡樟宜綜合醫院 ）。研究設計：總

共納入114名患者。13名患者脫落，丹芪組

52名患者和安慰機組的49名患者被納入分

析。並分析嚴重不良事件。在入組時和3個

月的隨訪時進行實驗室檢查（生物化學、血

液學、心電圖）。結論：長期的實驗室安全

資料顯示：兩組間無統計學差異證明了丹芪

在對中風急性期患者治療的3個月中的安全

性。 

《丹芪偏癱膠囊治療中風後恢復期的二期

臨床研究：隨機、對照、雙盲試驗》發表於

Cerebrovasculardiseases腦血管病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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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作者：KengHeKong,（新加坡，宏

茂橋醫院）。研究設計：本研究為二期、雙

盲、安慰劑對照的預試驗，試驗物件為40例

發病1月之內的缺血性中風患者。所有患者

均給予丹芪或安慰劑，4粒，3次/日，共4周。

在治療之前、4週末和8週末進行FMA、NIHSS、

IMS（獨立性評分量表）評分。結論：丹芪

偏癱膠囊可以顯著改善中風患者神經功能

和生活能力，而且對後迴圈梗死和嚴重的中

風患者也有良好的治療效應。 

《中藥丹芪對於腦卒中恢復期的療

效——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多中心研

究》研究設計：這是一個多中心、雙盲、隨

機、安慰劑隨機對照試驗。NIHSS評分在6-14

之間的缺血性中風患者，且在發病48小時內

服用丹芪或安慰劑治療，4粒 Tid，治療3個

月。採用中心分層、區組化隨機網站隨機系

統。按P=90%，雙邊t檢驗計算樣本量為874，

根據20%的脫落率，總共納入患者1100例。

結論：丹芪偏癱膠囊對急性腦梗塞患者，在

降低神經損傷和提高功能方面優於安慰劑，

且具有較好的安全性。 

《丹芪偏癱膠囊對中風康復的作用》研

究設計：10例缺血性中風患者（病程在1周

到6個月）使用丹芪偏癱膠囊作為補充治療。

口服劑量：4粒 Tid，服用療程2-3月。所有

的病人均在新加坡尼亞醫院的私人診所進

行治療，在神經內科門診進行隨訪。結論：

臨床早期試驗資料顯示丹芪偏癱膠囊對中

風恢復期患者具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具有良

好的安全性。 

《丹芪偏癱膠囊對大腦中動脈梗死區

域血流速度的影響》研究設計：本研究為雙

盲、安慰劑對照、隨機設計臨床試驗。共納

入80例發病1周內中風患者的。所有患者均

接受丹芪或安慰劑治療，4粒，3/日，病程3

個月。在入組時和3個月時用經顱多譜勒

（TCD）測定大腦中動脈腦血流速度，並進

行Barthel指數評估。結論：合併丹芪偏癱

膠囊可以增加腦卒中患者的腦血流量，這可

能與提高神經功能康復作用有關。 

《丹芪偏癱膠囊與吡拉西坦對照在梗

塞後同向偏盲患者的恢復作用》研究設計：

53例大腦後動脈梗死中風患者最初納入本

研究，最後有40例病例進行最終統計分析。

受試者隨機分配至丹芪組和吡拉西坦組（每

組20例）且接受3個月療程的丹芪或吡拉西

坦治療，丹芪組有11名而吡拉西坦組有10名

病例為右側同向性偏盲。結論：丹芪偏癱膠

囊在縮小缺損視野方面較吡拉西坦效果好。 

《丹芪偏癱膠囊在伊朗中風患者的

療效和安全性：雙盲、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

研究設計：這是一個雙盲、安慰劑對照的臨

床試驗，納入150例中風早期（發病3個月內）

的患者。其中100例服用丹芪，50例服用安

慰劑，每日3次，每次服用3例，作為標準中

風病治療的附加治療服用3個月。結論：丹

芪在運動功能恢復上較安慰劑效果好，而且

安全性在治療缺血性中風的標準藥物之上，

尤其是中重度患者。 

以“醒腦開竅”針法、丹芪偏癱膠囊為

組合的針藥結合治療缺血性中風病取得了

巨大的成果。 

國家科技部、中醫藥管理局科技成果推

廣專案。 

已推廣到全國和世界60多個國家和地

區，形成了輻射全球的技術平臺。 

 

（本文根據作者的學術演講稿整理） 

------------------------------------------------------------------------------ 

淺談咳嗽六經辨治思路 

李賽美 

（廣州中醫藥大學） 

 

俗語雲：“諸病易治，咳嗽難醫”。喻

嘉言著《醫門法律》亦謂：“咳嗽一證，求

之《內經》，博而寡要，求之《金匱要略》，

惟附五方於痰飲之後,亦無顓論，不得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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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于後代諸賢所述，璧琳琅，非不棼然案

頭，究竟各鳴己得而鮮會歸”。徐靈胎：“諸

病之中，惟咳嗽之病因各殊而最難愈，治或

稍誤，即遺害無窮。” 

咳嗽是常見病，有時也非常棘手，臨床

尤其慢性咳嗽多見，西藥療效欠佳，而中醫

有優勢。風為百病之長，肺歸屬於太陽，故

為六經之首。傷寒詮百病，無論外感或內

傷，六經辨治為咳嗽提供了豐富的思路與方

法。 

一、六經辨治： 

1.太陽咳嗽 

太陽病為表證，太陽咳嗽，多伴咽癢，

遇風冷加重，可伴見太陽表證。 

惡寒發熱、頭痛身痛，表實者用麻黃

湯； 

汗出惡風，表虛者用桂枝加厚朴杏子

湯； 

汗出不著，遇風則咳，選三拗湯或止嗽

散； 

咳嗽，一身盡痛，日哺所發熱，舌苔膩，

夾濕者可選麻杏苡甘湯。 

2.陽明咳嗽 

陽明病為裏實熱證，一般咳聲高亢，常

伴有面赤額痛，或口渴喜飲，或大便乾燥，

宜選白虎湯或承氣類。 

陽明濕熱證，選葛根芩連湯。 

太陽陽明合病之咳嗽，可見葛根湯證或

者麻杏石甘湯證。 

3.少陽咳嗽 

咳嗽少陽見證最多，尤其是慢性咳嗽，

患者多正氣不足，“血弱氣盡，腠理開，邪

氣因入”，外邪從太陽傳入半表半裏，纏綿

難愈。咳嗽呈陣發性嗆咳，伴咽幹、口苦、

脈弦、遇冷熱均咳、咳引兩脅痛、或胸滿，

方用小柴胡湯或依方後加減法，小柴胡湯去

生薑、大棗、人參，加幹薑、五味子 

太陽未解，兼見少陽，臨床非常多見，

常選柴胡桂枝湯加厚樸杏仁，或者止嗽散合

小柴胡湯。 

邪由少陽傳陽明，除少陽口苦，脅脹

等，兼渴飲、汗出，或伴大便乾燥，咳嗽常

于申酉時加劇，分別選用柴胡白虎湯或大柴

胡湯兩解少陽陽明。 

4.太陰咳嗽 

太陰屬裏虛寒證，寒飲內生，咳嗽多伴

咳痰，量多，慢性支氣管炎患者多有太陰見

證，表現為食後腹脹，大便易溏，手足易冷，

口和，可選理中湯、四君子湯、苓甘五味姜

辛夏湯、六君子湯等。 

太陰咳嗽多兼太陽證，常因裏虛寒，而

內有痰飲，複感外邪，外邪裏飲，代表方如

小青龍湯、厚朴麻黃湯、射幹麻黃湯、半夏

厚朴湯等。 

飲鬱化熱，口幹痰粘，太陰陽明合病，

仿仲景小青龍加石膏法以內清陽明。 

伴見咽幹口苦少陽證者，合用柴胡劑，

如柴朴湯、柴平煎。 

5.少陰咳嗽 

少陰為裏虛證，咳嗽多伴見遇風冷打噴

嚏、流清涕，肢冷，便溏，脈沉細，無汗選

麻黃附子細辛湯，有汗可選擇桂枝加附子

湯，並仿仲景法加入厚樸和杏仁。 

6.厥陰咳嗽 

厥陰病臨床認知最難，出現仲景厥陰病

提綱證所言“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

饑而不欲食”者臨床較少，厥陰病多寒熱錯

雜，上熱下寒，上熱多表現為口幹口苦，耳

鳴、心煩等，下寒多見肢冷、便溏等 

若咳嗽兼見上熱下寒，寒熱錯雜，當屬

厥陰病。除烏梅丸外，麻黃升麻湯。 

也有學者將柴胡桂枝幹姜湯歸入厥陰

病。 

二、案例分享 

1 型糖尿病合併胸水、陰囊水腫、肝損

害案 

(一)辨治簡介 

黃某某，男，7歲 4月，體重 16.5kg，

身高 110cm，BMI13.64kg/ m2   住院號：

305337 。以 1型糖尿病併發酮症於 2011 年

9 月 26 日入院。 

患者 1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口幹多飲，

多食易饑，多尿，夜尿次數增多，2-3 次/

夜，伴有消瘦，外院查血糖 12.02mmol/L，

中藥治療後，口幹多飲症狀有緩解。半月前

出現乏力疲倦，近 1 月來體重下降約

3.5kg。9 月 24 日復查血糖 14.5mmol/L。為

求進一步診治，收入我院內分泌科。 

刻診：精疲乏力，口幹多飲，多食易饑，

大便正常，夜尿頻多，每晚 2-3 次。 

查體：分別于左頸後及雙側腹股溝可觸

及一 0.5cmX1cm 淋巴結，質中無壓痛；左下

肺呼吸音減弱；腹部稍膨隆，腹壁靜脈輕度

曲張，右腹部輕壓痛，無反跳痛。肝臟觸診

不滿意，舌稍紅，苔白膩，脈弦細。 

生化檢查： GLU 25.17mmol/L，β羥基

丁酸 2.54mmol/L；尿 GLU 3+，KET 2+。 

予小劑量持續靜滴胰島素控制血糖，補

液消酮，靜滴生脈針益氣養陰；中醫以白虎

加人參湯合生脈散加減：3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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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冬 15g，五味子 6g，蒼術 10g，知母

10g， 山藥 30g，白芍 8g，茯苓 15g ，廣藿

香 6g，生石膏 30g ，柴胡 8g，炙草 6g，西

洋參 10g（另燉） 。 

9 月 28 日二診：患兒精神轉佳，口渴緩

解。訴腹脹不適，無腹痛、腹瀉、嘔吐，睡

眠可，易饑，今日大便未行，小便量多，約

3700ml，舌淡紅，苔薄白，脈細弱。 

27/9 日生化全套：ALT 65U/L，AST 

71U/L，K 3.40mmol/L，TBA 18.4umol/L ，

ALB36.2g/L，GSP 3.17mmol/L，TP 54.1g/L。

甲功三項：FT3 3.15pmol/L（稍低）；糖化

血紅蛋白 14.4%。 

經補液補鉀後今日復查β羥基丁酸 

0.13mmol/； 24 小時尿蛋白定量：24hUPRO 

0.04，微量總蛋白 12mg/L；饅頭餐糖耐量試

驗 示 ： GLU_K 12.80mmol/L ， GLU_B 

17.75mmol/L，GLU_1 21.70mmol/L，GLU_2 

23.63mmol/L，GLU_3 22.55mmol/L，胰島素

釋放測定示：ins_b 6.09uIU/ml， ins_1 

7.52uIU/ml，ins_3 9.75uIU/ml。患者晨起

出現低血糖反應，予調整晚餐前胰島素為

7u，中效減為 12u。中醫更健脾和胃之法，

四君子湯化裁：3 劑 

麥冬 10g，蒼術 10g，山藥 20g ，茯苓

15g ，炙甘草 6g，黨參 20g ，陳皮 6g，炒

麥芽 15g ，砂仁 6g（後下）。 

9 月 30 日三診：患者腹脹，夜間汗多，

多食易饑，口渴多飲緩解，睡眠可，二便正

常。昨日三餐前血糖分別為：3.0、14.0、

14.9mmol/L,睡前血糖 17.0mmol/L,今晨血

糖 3.4mmol/L.查體：左下肺呼吸音減弱，右

腹部輕壓痛，無反跳痛。肝臟觸診不滿意，

肝脾叩擊痛（+）。舌淡紅，苔薄白，脈細

滑。心電圖檢查正常。胸片示左側少量胸腔

積液。中效胰島素減為 8u。中藥守原方，加

檳榔、厚樸，2劑，日一劑，分溫再服。 

麥冬 10g ，蒼術 10g ，山藥 20g ，       

茯苓 15g，炙甘草 6g，黨參 20g，陳皮 6g，         

炒麥芽 15g，砂仁 6g，檳榔 10g，厚樸 10g。 

10 月 1 日四診：患兒訴腹脹，陰囊腫

脹，無明顯疼痛，夜間汗多，無口幹口苦，

無胸悶心慌，納眠可，二便正常。昨日三餐

前血糖分別為：3.4、2.9、11.9mmol/L,睡

前血糖 7.5mmol/L,今晨血糖 2.6mmol/L.查

體：左下肺呼吸音稍弱。腹部稍膨隆，腹壁

緊繃感，肝肋下二橫指。肝脾叩擊痛（+），

陰囊腫脹，陰囊壁變薄，雙側睾丸輕觸痛。

舌淡紅，苔薄白，脈細滑。：C肽釋放測定： 

C-1：0.2ng/ml 、 C-2：0.4ng/ml 、 C-3：

0.2ng/ml 、 C-B：<0.2ng/ml 、 C-K ：

<0.2ng/ml。 

中效胰島素減至 4u。減少補液量。胸片

示肺門陰影，考慮結核可能，予 PPD 試驗、

結核桿菌抗體檢查以明確診斷。並查急肝四

項，生化八項，酮體，相關抗原，行肝膽脾、

雙腎膀胱輸尿管、陰囊睾丸彩超以資診治。

中藥擬五苓散、四逆散、葶藶大棗瀉肺湯合

方，2劑，日一劑，分溫再服。 

茯苓 15g ，豬苓 15g，澤瀉 10g，     桂

枝 3g，白術 10g，柴胡 6g，枳殼 6g，白芍

6g，葶藶子 6g，黑棗 10g，薏苡仁 20g ，黃

芪 20g，炙甘草 3g ，牛膝 6g。   

10 月 3 日五診：腹脹、陰囊水腫緩解，

仍多食易饑，睡眠可，二便調，尿量約

3500ml，昨日三餐前血糖分別為 8.3、13.2、

13.4mmol/L,睡前血糖為 10.3mmol/L,今晨

淩晨血糖2.5mmol/L,早餐前血糖2.8mmol/L.

查體：右腹部輕壓痛。陰囊輕度腫脹，陰囊

壁變薄，雙側睾丸輕觸痛。舌淡紅，苔白，

脈細滑。 

甲功三項 FT4 7.26pmol/L 稍低。相關

抗原 CA-125 68.4U/ml 偏高，肝功示： ALT 

225U/L，AST 120U/L，TP 57.5g/L 生化示

GLU 7.45mmol/L。  血清β羥基丁酸：

0.10mmol/L。彩超示：肝臟偏大，肝實質回

聲稍細密增強。陰囊皮下組織水腫，較厚處

約 11mm。無腹水。 

患者淩晨出現低血糖，停用中效胰島

素；易善複護肝。中醫守原方，葶藶子減量，

2劑，日一劑，分溫再服。 

茯苓 15g 、豬苓 15g、澤瀉 10g、桂枝

3g、白術 10g 、柴胡 6g、枳殼 6g、白芍 6g、

葶藶子 3g 、黑棗 6g、薏苡仁 20g、黃芪 20g、

炙甘草 3g 、牛膝 6g。 

10 月 5 日六診：腹脹腹痛消失，納眠

可，二便調，尿量約 3240ml。實驗室檢查：

急肝四項無異常，結核桿菌抗體陰性，糖尿

病自身抗體三項示：GAD-Ab 66.06U/ml 。

昨日三餐前血糖分別為：16.1、12.6、

17.6mmol/L,睡前血糖 18.1mmol/L。今晨血

糖 16.5mmol/L。左下肺呼吸音稍弱，腹部柔

軟，腹壁靜脈輕度曲張。肝臟肋下二橫指，

陰囊無腫脹，睾丸無觸痛。舌淡紅，苔白，

脈細滑。中藥以四君子湯合四逆散加減，5

劑，日一劑，分溫再服：  

柴胡 6g、赤芍 6g 、陳皮 6g、黨參 15g、

茯苓 15g、白術 10g 、雞內金 10g、炙甘草

3g、郁金 6g 、炒麥芽 10g、當歸 6g、枳殼

6g、牡蠣 15g（先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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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七診：患兒諸症消失，二便

正常，今日尿量約 1630ml。肝功示：ALT 

145U/L，AST 71U/L，感染八項示：anti-HBs 

20.65mIU/ml；自免六項示：C4 40.131g/L；

自身免疫性肝病六聯檢陰性；抗 ENA 抗體陰

性。皮質醇及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正常；復查

胸片未見明顯異常。中藥守原方 4劑，日一

劑，分溫再服： 

柴胡 6g、赤芍 6g 、陳皮 6g、黨參 15g、

炙甘草 3g、茯苓 15g、白術 10g、雞內金 10g、  

郁金 6g 、炒麥芽 10g、當歸 6g 、枳殼 6g、

牡蠣 15g（先煎）。 

10 月 14 日八診：患兒右上顎掉落 1個

尖牙，牙齦明顯疼痛稍腫，餘無異常。昨日

三 餐 前 血 糖 分 別 為 ： 8.9mmol/L 、

4.5mmol/L 、 4.9mmol/L 、 睡 前 血 糖

13.9mmol/L、早餐前 7.7mmol/L；血清銅藍

蛋白 0.251g/L。查體：雙肺聽診正常，肝區

叩擊痛（一），陰囊無腫脹，睾丸無觸痛。

舌淡紅，苔薄白，脈細滑。中醫,以四君子

湯加減，3劑，日一劑，分溫再服： 

赤芍 6g，黨參 15g，生石膏 20g，白術

10g，茯苓 10g，炙甘草 3g，陳皮 6g，麥冬

10g，麥芽 10g，雞內金 10g 柴胡 6g 

10 月 15 日九診：患者靜滴完古拉定，

接滴生脈針時出現寒戰，發熱，汗多，當時

測 體 溫 39.7 ℃ ， 急 查 血 分 析 ： WBC 

3.79x10e9/L、 NEU%78.6%；生化八項：

K3.4mmol/L。考慮輸液反應，予肌注非那

根，症狀緩解不明顯，給予靜滴復發氯化鈉

補液補鉀；予口服布諾芬降溫；中醫以和解

少陽為法，小柴胡湯加桂枝、生地。夜間漸

漸退熱，次晨未發熱，面白神疲，汗出減少，

右上顎掉落一個側切牙，右上顎仍疼痛。至

11：30 分時患者靜滴完古拉定又出現寒戰，

發熱，測體溫 38.7℃，繼服小柴胡湯加味，

日 2劑。 

10 月 16 日十診：患兒無寒熱，納眠可，

牙齦稍疼痛，舌紅，苔薄白，脈數。予竹葉

石膏湯加六君子湯加減，3 劑，日一劑，分

溫再服： 

淡竹葉 3g 、石膏 15g、黨參 15g、炙甘

草 3g、淮山 10g 、麥冬 10g 、法夏 6g、茯

苓 10g、白術 10g、炒麥芽 15g、雞內金 10g。 

10 月 20 日十一診：患兒牙齦疼痛緩

解，稍腫，色變淡，舌淡紅苔薄白，脈細。

前方去淡竹葉，石膏量改為 10g，服用一劑。  

10 月 21 日十二診：患者諸症均消失，

納眠可，二便調，舌淡紅苔薄白，脈細。複

測體重：19kg。理化指標均正常。前方去石

膏、法夏加陳皮，共 7 劑帶藥出院。 

（二）討論 

1.本案特點 

（1）低齡發病，病症複雜，病情變化

快 

患兒體質差，除 1型糖尿病外，合併酮

症酸中毒，胸水、肺部感染、肝大肝功能損

害，陰囊水腫、低鉀、甲減、白細胞低、白

蛋白低、治療期間出現 2次發熱。病情複雜

多變，由於檢查為逐步展開，“越住院，病

越多”，家長極度焦慮緊張。 

（2）家屬拒絕西藥，強烈要求中藥治療 

患兒 7歲，一月前發現糖尿病，家長拒

絕西藥，尋中藥治療一月餘，症狀有改善，

但血糖仍高，並出現酮症酸中毒，仍堅決拒

絕胰島素治療。經再三勸說，方同意入院短

期使用，並要求多用中藥，給了我們發揮中

醫有力支援。 

（3）堅持中醫整體辨治，諸症悉平 

儘管西醫檢查，理化結果顯示多器官受

損，但中醫從整體、宏觀辨證，始終抓住病

機、病位，堅守六經辨證思維，固本袪邪。

從中醫言，病在三陽，反映邪實而正尚能與

邪抗爭，預後良好。固護脾胃，守住中焦，

融開表、滲下、和解、清瀉於一體，邪有出

路則病解而正安。體現了中醫整體觀、動態

觀、個性化治療優勢，多病同治，一方而顧

全局。一方而愈多病。 

2.  辨治心得 

（1） 擅用經方，重六經辨治 

患兒消渴多飲、多尿、多食、消瘦，初

起病在陽明，燥熱偏盛而氣津損傷。與白虎

加參湯加味，渴飲及精神改善；後因出現尿

少腹脹，陰囊水腫、胸腔積液，為水停太陽

膀胱，逆而上行，影響肺胃而出現水痞，肺

氣不利。更用五苓散、葶藶大棗瀉肺湯、四

逆散，降肺利水，行氣消痞，水濕下行，則

腫消痞除；再之因受涼、牙齦腫痛、加之輸

液反應，患兒出現寒戰高熱，病及三陽，但

重在少陽，改用小柴胡湯加桂枝、石膏，三

陽同治，重在和解少陽，夜間連服 2劑而熱

退。繼之以竹葉石膏湯合六君子湯差後調

理。證變治變，緊扣病機，而在三陽收功。 

（2） 分辨虛實，重急則治標 

患兒面白消瘦、神疲多汗，舌淡脈弱。

理化檢查顯示低鉀、甲減、白細胞偏低，雖

病程短而變化快，加之年幼發病，多脾腎不

足產，五臟柔弱，氣陰虧虛是其本。益氣養

陰是其常法。前醫曾以此法調治症狀減輕。

但此次入院乃因虛致實，因虛生邪，水濕、

痰飲、瘀血、氣鬱、氣滯及風寒之邪兼夾有

之。扶正祛邪並舉，尤以祛邪為先。在固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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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前提下，融解表透邪、和解少陽、清瀉

陽明、溫陽利水、降肺逐飲、行氣寬中、化

濕消導於一體，攻守結合，使複雜病症離

解，邪無所附，各隨其道而消之。 

（3） 髒氣清靈，守“脾常不足” 

患兒儘管病症複雜，變化多端，但隨撥

隨應，反應快速。如用白虎加參湯，雖消渴

症減，但出現腹脹如鼓，按之痞硬。為寒涼

傷脾，致脾運失司，水濕內停，膀胱氣化不

利，故有胸水、陰囊水腫。“脾常不足”警

言無欺。提示寒涼、攻伐之品宜量少漸行，

中病則止。 

由於稚陰稚陽之體，變化多端，善行速

變，加之脾土不旺，木之根基不穩，易致內

外之風引動而抽搐，幼兒有 “肝常有餘”

特質。一般較少論及情志問題。但本案患兒

雖年幼，但思維敏捷，態度果敢，其父訴之，

因其形體瘦小，常被同學譏笑而自悲哭泣。

此次患兒見其長輩緊張焦慮，加之從未進過

醫院，心理負擔重，恐懼緊張，曾要求醫生

與其好好溝通。 

患兒常訴脅肋不適。而肝大、肝功能損

害，也歸屬于中醫肝系病症範疇。故處方基

本以四逆散與四君子湯合方為基礎，疏肝健

脾為本。也應仲景之“見肝之病，知肝傳

脾，當先實脾”之訓。另加郁金、雞內金、

牡蠣、赤芍，以行氣活血、解鬱散結消徵 

（4） 中西結合，尊”不藥為上” 

1 型糖尿病合併酮症，均是胰島素運用

不二之選。先與 3次短效加 1效中效胰島素

注射。並根據血糖變化而適時調整用量，最

後停用中效，患兒一天胰島素用量由 36 單

位，減至 14 單位；主要用中醫治療。曾輸

護肝之古拉定，患兒出現輸液反應而停用；

期間出現陰囊水腫，疑輸液量偏多，後減量

並停用；患兒肝大、肝損害，已排除病毒性

肝炎，肺部陰影、胸腔積液已排除肺結核。

堅守中醫治療，除胰島素外，儘量少用或不

用其他西藥。 

患兒住院 20 余天，理化檢查全部恢復

正常。隨訪至 12 月，體重增加至 21kg，納

寐均佳、體力充沛，血糖基本穩定，間發低

血糖反應，胰島素減至 1天 8U。每週服用健

脾中藥 2劑。 

患兒體弱，加之肝損害，不用藥或少用

藥是護肝之上策。也減輕了經濟與身心負

擔。“不藥為上”是中醫追求的最高境界！ 

（本文根據作者的學術演講稿整理） 

------------------------------------------------------------------------------- 

 

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 

靳振洋 

（北京中医药大学） 

 

（论文另附） 
------------------------------------------------------------------------------ 

 

“脾胃濕熱”理論的形成及臨床應用 

楊春波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 

 

“脾胃濕熱”是中醫脾胃理論的重要

內容，也是臨床常見的脾胃實證。隨著地球

氣溫的轉暖，生活水準的提高和飲食結構的

改變，以及藥物的濫用，濕熱病證的發生呈

上升趨勢，不僅東南之地罹患者眾，西北之

域也漸增多。它可出現於各系統的疾病，而

消化系統疾病最多，難治性、惡性疾病亦常



 

 36

見。現就“脾胃濕熱”理論的形成和臨床應

用與同仁共商之。 

一、脾胃濕熱理論的形成 

（一）萌芽于秦漢時期。在《內經》有“濕

熱”致病、病機症狀及與時令相關的記述。

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雲：“溽暑濕熱

相薄……，民病黃癉而為腑腫”。《素問·

刺瘧論》說：“濕熱下行則腸鳴，上蒸則汗

出也，鳴已汗出者下行極而上也”，“濕熱

相搏，則怫熱痞膈，小便不利而水腫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濕熱不攘，大筋

縟短，小筋馳長，縟短為拘，馳長為萎”。

在《難經·五十八難》有“傷寒有五……有

濕溫”的病名。在《傷寒雜病論》有“瘀熱

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麻黃

赤小豆湯為主”和“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等說，許多醫家認為“瘀”是“濕”之誤。 

（二）奠基于唐宋時期。明確提出“脾胃

濕熱”一詞，對病因、病機有進一步論述，

有“熱氣鬱蒸”、“因濕致熱”的不同認

識。也有治法和方劑。在《銀海精微》的連

翹藥中，載有“解脾胃濕熱”；《外台秘要》

述黃疸是“熱氣鬱蒸”所致，《太平惠民合

劑局方》進一步論述是“脾胃受濕，瘀熱在

裏，或醉飽房勞，濕熱相搏，致生疸病”；

《傷寒總病論》（龐安時）對濕溫病的發生，

雲是“病人嘗傷于濕，因而中暍，濕熱相

搏，則發濕溫……，不可發汗”，《類證活

人書》（朱肱）主張“用白虎蒼術湯治之”；

《仁摘直指方論》（楊示瀛）指出是“濕而

生熱”，“濕瘀熱則發黃”，“脾受濕熱，

鬱而不行……”，“治法綱領大要，疏導濕

熱與大小便之中”。 

（三）充實于金元時期。在病因，明確

指出有內因、外因；在病機，有“因熱致

濕”、“濕熱共致”和“濕熱傷氣”諸說；

在治療，立三焦分治，制有曠古名方。劉完

素在《宣明方論》提出“濕多自熱生”。雲

“濕病本不自生，因於火熱怫郁，水液不能

宣行，即停滯而生水濕。故濕者多自熱

生”。治療有“辛苦寒藥，能除濕熱怫鬱痞

膈”之說，創有名方天水散（即六一散）。

張子和在《儒門事親》的小兒病中提到“疳

者，熱乘脾之濕土也”，“濕熱相兼，吐痢

之病作矣”，“食乳小兒，多濕熱相兼故

也”。李東垣在《脾胃論》則主述“長夏濕

熱困脾”之病，認為“皆有飲食、勞卷損其

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指出“時當長夏，

濕熱大勝，蒸蒸而熾，人感之……”，則出

現暑傷氣、損脾胃諸病，制虛實兼治之清暑

益氣湯。還論述了“濕熱成萎”、 “濕

熱……刑庚大腸”和“經中有濕熱”等。所

謂“陰火”，可能也是濕熱的一種表現。查

李氏清熱多用苦寒諸藥，祛濕則有升陽、風

勝、溫燥和淡滲各法。朱丹溪在《格致餘論·

序》認為“六氣之中，濕熱為患，十之八

九”，且“東南……從外入”，“而西

北……皆自內而出也”（《丹溪心法·中

濕》）。治分三焦：“去上焦濕及熱，須用黃

芩……。若中焦濕熱久而痛……，宜黃連、

用薑汁炒。去下焦濕腫及痛，並膀胱有火邪

者，必須酒洗防己、黃柏、知母、龍膽草”。

提出“吐酸……，是濕中生熱”（《局方發

揮》），赤痢……，白痢……，皆濕熱為本

“（《丹溪心法》）。創有二妙散、左金丸名

方。 

（四）形成於明清時期。由於溫病學派

的興起，在以往的基礎上，完善了病因、發

病、傳入途徑、病機和辨治、方藥各種內容，

使之脾胃濕熱理論的形成。在病因：吳又可

在《溫疫論》，提出六淫邪氣之外的“戾

氣”，具有傳染性。所論溫疫屬濕熱疫。葉

天士在《溫熱論》裏，敍述了濕熱邪氣：外

邪與地域、季節、氣候和居住環境有關；內

邪與飲食有關。傳入途徑：吳氏主“從口鼻

而入”；葉氏曰“外受……下起”，內受

“酒肉之濕助熱”薛生白撰《濕熱條辨》專

著，認為“濕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一二，

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邪由上受，直趨

中道，故病多歸膜原。”發病及病理過程：

溫疫“直入膜原”，有 “九傳”之變《溫

疫論》；濕熱之病是“外邪入裏，裏濕為

合”，且“陽旺之驅，胃濕（應熱）恒多；

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

一”，還認為是“濕著內蘊為熱”，“熱自

濕中來”（《溫熱論》）；薛生白明確指出：

“濕熱乃陽明太陰不同病也”，並也認為

“太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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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故病濕熱，”且“中氣實則病在陽明，

中氣虛則病在太陰。”章虛穀解釋說“胃為

戊土屬陽，脾為己土屬陰，濕土之氣同類相

名，故濕熱之邪，始雖外受，終歸脾胃也”，

又說“外邪傷人，必隨人身之氣而變……，

今以暑濕所合之邪，故人身陽氣旺，即隨火

化，而歸陽明；陽氣虛即隨濕化，而歸太陰

也”。吳鞠通則認為“濕溫病……，勢雖緩

而實重，上焦最少……，中焦病最多”。且

有“偏於暑之熱者為暑濕……，偏於暑之濕

者為濕溫，伏暑系長夏受暑過夏而發”之

分。（《溫病條辨·濕溫》）。辨治：詳症舌、

略於脈，因“濕熱之證，脈無定體”（《濕

熱條辨》）。張景嶽主清利，傷陰則忌（《景

嶽全書·濕證》）；吳又可創清熱化濁、疏利

育陰之法，制方達原飲；葉天士主分解濕

熱，而祛濕為先，重視宣通氣機。清熱多用

苦寒，祛濕則有透、開、宣、滲和分消等法。

指出“濕熱有虛像”；還要“顧其陽氣”，

“不可過於寒涼”，然“通陽不在溫而在利

小便”。制清熱祛濕名方甘露消毒丹；薛生

白亦主分解濕熱，但需分“濕多熱少……；

濕熱俱多……，濕熱化燥……”而治。立有

芳香宣透、清開肺氣、辛開苦泄、苦溫燥濕、

清熱利濕、清營涼血、生津養液、補氣益陰

等法；吳鞠通完善三焦分治。立有新加香薷

飲、三仁湯、黃芩滑石湯、薏苡竹葉散、清

絡飲等。以上文獻表明“脾胃濕熱”是一種

綜合病理反應。它的發生有外因、有內因，

外因有六淫濕熱之邪、戾氣濕熱之邪，內因

則主由飲食失節可致，且與脾胃功能狀態相

關，可以同化、也可以從化。多從口鼻而入，

經皮，經經極少。機理的認識，有“因熱致

濕”、“因濕致熱”和“濕熱共致”的不

同。所以治療就有各種主張。 

二、脾胃濕熱臨床特徵和辨治 

（一）病因病機 

1、病因：濕熱邪氣俱陰陽兩性。外因：

時令、氣候、環境和諸蟲；內因：飲食、情

志、藥物、勞倦和稟賦。 

2、病機： 

（1）病位中心在脾胃。因脾主濕屬陰

髒，胃主燥歸陽腑。“濕熱之邪，始雖外受，

終歸脾胃”，因“同類相召”（清·章虛穀

語）：飲食等內傷或脾胃素弱可使脾胃功能

失調而濕熱蘊生。 

（2）常滯氣機，久可傷絡。因濕為陰

邪易滯氣；氣為血帥，久則絡瘀。 

（3）可以從化。因人體陽氣旺而偏熱，

陰氣盛而偏濕，還可熱化、寒化，甚至耗氣、

傷陽、損陰、虧血。 

（4）能蒸上、旁達或注下。濕熱盤踞

中焦，可上蒸擾竅、蒙神、熏肺；旁達肝膽、

筋節、肌肉；下流膀胱、前後陰、女子胞等。 

（二）表現特徵： 

1、起病緩慢。病程或潛伏期較長，呈

漸進性。 

2、症狀矛盾。腹脹不喜按；知饑不欲

食；口苦不喜飲；發熱脈緩；大便溏不暢，

或先幹後溏；舌苔膩而黃等陰陽兩性同時兼

見之症候。 

3、纏綿反復。常可反復和復發。 

（三）標準確立： 

1、症候調查：脾胃濕熱證400例臨床調

查表明，共有29種症狀和14種舌、脈象。除

黃膩苔、胃脘悶脹或痛和食欲不振等主要症

候外，大小便異常、口苦粘也佔有較高比

例；舌質，舌形正常者多；脈多弦、滑。表

明病位主要在中焦，也波及上、下焦和清

竅、肌膚及筋節。 

2、辨別標準： 

（1）主症： 

①舌苔黃膩（輕：舌根黃膩或全舌薄

黃膩；中：全舌黃膩；重：全舌厚黃膩）。 

②胃脘悶脹(輕：食後悶脹；中：經

常悶脹；重：脹痛)。 

③食欲不振(輕：減1/3；中：減1/2；

重：減2/3以上)。 

④大便溏（輕：1次/日；中：2次/日；

重：>3次/日）。 

（2）次症： 

①小便淡黃或黃； 

②口苦粘； 

③口渴喜溫飲； 

④身熱不揚； 

⑤舌淡紅或紅； 

⑥脈滑，或弦、細、緩。 

（3）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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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肌膚：水腫、身重、濕疹、膿皰瘡。 

②筋節：關節重著或腫痛。 

③攏竅：頭重如裹，耳鳴，目瞀，咽

痛，喉腫，口舌潰瘍。 

④蒙神：但欲寐，或神志時清時昧。 

⑤熏肺：胸悶、咳嗽、多痰白粘。 

⑥蒸肝膽：右脅脹痛，黃疸。 

⑦注下焦：小腹悶脹，大便粘著不

爽，帶下黃白。 

（四）治法和方劑： 

1、治法：清熱祛濕，理氣舒絡。 

2、方劑： 

（1）清化飲（楊氏經驗方）：茵陳 10g，

白扁豆 12g，黃連 3g，厚樸 6g，佩蘭 10g，

白豆蔻 4.5g，薏苡仁 15g，赤芍 10g。隨症

加減。 

 治療觀察慢性胃炎脾胃濕熱症患者 39

例。療程 4 周。結果：證候消除 11 例，顯

效 13例，有效 12 例，無效 3例，顯效以上

占 61.54%。退苔有效率 71.39%。可使黃膩

苔細胞週期的 G1和 G2+M 期細胞升高，S期

細胞降低，提示能影響黃膩苔舌上皮細胞週

期。動物實驗表明，有明顯抗 HP 感染和減

輕胃黏膜活動性炎變的作用。 

（2）常用方：濕熱並重：甘露消毒丹；

熱重於濕：連朴飲，白虎加蒼術湯；濕重於

熱：三仁湯、藿朴夏苓湯、達原飲、黃連平

胃散； 

·濕熱黃疸：茵陳蒿湯、茵陳五苓散。 

·濕熱蒙神：菖蒲郁金湯。 

·濕熱白痞：薏苡竹葉散。 

·濕熱發熱：新加香薷飲、黃連溫膽

湯、達原飲。 

·濕熱下痢：白頭翁湯。 

·濕熱帶下：止帶方。 

·濕疹：萆薢滲濕湯。 

·濕熱內障（中心性視網膜脈絡膜

炎）：濕膽湯合二妙散。 

·濕熱鼻淵（急性鼻竇炎）：黃芩滑石

湯。 

·濕熱耳疳（慢性化膿性中耳炎）：托

裏消毒散加減。 

三、脾胃濕熱理論的臨床應用 

（一）文獻分析：本證與臨床各科的關

係。 

以國家中醫藥行業標準《中醫病證診斷

療效標準》（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1995）為

據，脾胃濕熱涉及內、外、婦、兒、眼、耳

鼻喉（口）、肛腸、皮膚、傷等 9 個科，在

合計的 340 個病症中，有 130 個病症出現脾

胃濕熱（占 38.24%），其中占 30%及以上，

按以高低序列（%）：肛腸（70.59）、內科

(58.18)、皮膚(52.38)、外科(50.00)、兒

科(39.40)、眼科(32.61)；合共 1110 證型

中，脾胃濕熱證占 140 個(12.61)，其中占

10%及以上的高低序列（%）：肛腸（26.09）、

皮膚(22.33)、外科(17.39)、內科(14.98)、

兒科(12.73)、眼科(10.00)。 

（二）臨床調查：本證與內科病的關係。

我們於 1992 年，在全省東西南北中 18 所中

醫醫院內科和西醫院中醫科的臨床調查脾

胃濕熱證 400 例發現，它涉及中醫 7系統的

43 種內科病，以脾胃病占首位；西醫 11個

系統 72 種內科病，消化系統病占第一位。 

（三）古方新用： 

（1）茵陳蒿湯(漢·《傷寒論》)：茵陳、

梔子、大黃。 

功能：清熱化濕 

藥理：具有利膽、排石、保肝、抗菌、

解熱、抗炎、抗腫瘤、降血脂等作用。 

應用：急慢性傳染性肝炎，中毒性肝

炎，膽汁性肝硬化，膽石症，膽道感染，蠶

豆病，高脂血症，腫瘤等。 

（2）甘露消毒丹(清·《醫效秘傳》)：

滑石、茵陳、黃芩、石菖蒲、白蔻、貝母、

木通、藿香、射幹、連翹、薄荷。 

功能：化濁利濕，清熱解毒。 

藥理：能保肝、利膽、退熱和增強巨細

胞吞噬能力。 

應用：傳染性肝炎，膽道感染，上呼吸

道感染，急性扁桃體炎，腮腺炎，急性胃腸

炎，尿路感染，婦女附件炎等。 

（3）新加香薷飲(清·《溫病條辨》)：

香薷、金銀花、扁豆花、厚樸、連翹。 

功能：散寒，清熱，法濕。 

藥理：可解熱，抑制流感病毒，抗菌和

調整胃腸功能等。 

應用：夏季感冒，流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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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仁湯(清·《溫病條辨》)：杏仁、

滑石、通草、白蔻、竹葉、厚樸、生苡仁、

半夏。 

功能：利濕清熱。 

藥理：有抗菌、解熱、止咳、止吐、利

尿等作用。 

應用：黃疸型肝炎，膽囊炎，腎炎，胃

腸炎，支氣管哮病，五官科炎性疾病，陽萎

等。 

（5）二妙丸(元·《丹溪心法》)：黃柏、

蒼術。 

功能：清熱燥濕。 

藥理：鎮靜、解痙、抑制胃腸蠕動、抗

潰瘍、抗菌等作用。 

應用：口腔潰瘍，胃痛，腸炎，肝炎，

病疾，急性腎炎，尿道炎，膀胱炎，坐骨神

經痛，濕疹，白帶過多等。 

附：三妙丸（明·《醫學正傳》）：二

妙丸加牛膝。 

功能：燥濕，清熱，活血。 

藥理：有抑菌、抗炎、鎮痛、鎮靜等作用。 

應用：慢性前列腺炎，男性病，腰腿痛，

紅斑性肢痛病等。 

四妙丸(元·《丹溪心法》)：三妙丸加

薏苡仁。 

功能：清熱法濕，活血通絡。 

藥理：有抑菌、解熱、抗炎、鎮痛、鎮

靜等作用。 

應用：丹毒、急慢性腎炎，濕疹，骨髓

炎，關節炎等。 

（6）黃芩滑石湯（清·《溫病條辨》）：

黃芩、滑石、茯苓皮、白蔻、通草、豬

苓。功能：清熱利濕。 

藥理：有抑菌、解熱、抗內毒素、改善

胃腸功能和增強巨細胞吞噬能力。 

應用：急慢性腎炎，肺炎，多發性牙齦

膿腫等。 

（7）連樸飲(清·《霍亂論》)：厚樸、

黃連、石菖蒲、半夏、焦山梔、蘆根。 

功能：清熱化濕，理氣和中。 

藥理：有解熱作用。 

應用：腸傷寒，慢性淺表性胃炎，十二

指腸潰瘍，十二指腸壅積等。 

（8）茵陳五苓散(漢·《金匱要略》)：

茵陳、白術、澤瀉、茯苓、豬苓、桂枝。 

功能：利濕清熱。 

藥理：有利尿、保肝作用。 

應用：肝炎，心源性黃疸等。 

（9）達原飲(明·《瘟疫論》)：草果、

檳梆、厚樸、黃芩、知母、芍藥、甘草。 

功能：化濁清熱，理氣養陰。 

藥理：有解熱、抗菌、抗病毒等作用。 

應用：腸炎，斑疹傷寒，瘧疾，膠原病，

流感，高熱和降脂減肥等。 

（10）白頭翁湯(漢·《傷寒論》)：白

頭翁、黃柏、黃連、秦皮。 

功能：清熱，燥濕，涼血。 

藥理：有抗菌、抗阿米巴原蟲、抗炎和

增強免疫功能等作用。 

應用：細菌性和阿米巴病疾，慢性結腸

炎，腸炎，泌尿道感染，肺炎，急性結膜炎，

急性盆腔炎等。 

（四）個人臨床用例： 

1、高熱—濕熱蘊伏。 

蘇某，女，46 歲，2004 年 7 月 14 日門

診。發熱畏寒 1周，服中西藥未解。體溫 39．

6℃，微汗稍畏冷，口於苦喜少飲，脘悶嘔

惡，頭重身痛，小便淡黃，大便幹結。舌尖

紅，苔黃膩濁滿舌，脈弦數。白細胞 6.8×

10
9
/L，中性粒細胞 0.68，淋巴細胞 0.28，

嗜酸粒細胞 0.04。證屬熱蘊濕伏，治當泄熱

化濁。方選達原飲加減：青蒿、大黃、知母、

黃芩、半夏、厚樸各 10g，檳榔、草果、白

芍各 6g，甘草 3g。服 2 劑，大便得通，汗

出熱降(體溫 38.4℃)，嘔惡見平，口尚苦，

苔轉黃幹，脈尚弦數。熱減濕化，改用蒿芩

清膽湯加減，2劑後熱除而愈。 

2、房顫—濕熱內聚。 

蘇某，男，72 歲，1982年 5 月 10 日會

診。患冠心病 10 多年，因發現右頸部多個

淋巴結腫大，住某醫院確診為惡性淋巴肉瘤

Ⅳ期 A 組，在實施 CODMP 化療方案第 10 個

療程中出現心悸、氣促。心電圖示心房顫

動、完全性右束支傳導阻滯。經用西藥異樂

定、調微一號，中藥補心丹加苦參片治療 10d

無效。症見心悸、胸悶、氣短、口苦幹、喜

少飲、夜寐時差、多夢、不知饑納呆、痰白

粘、小便淡黃夜 3次、大便幹；舌暗紅、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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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膩厚濁，脈細弦數澀。辨為濕熱內聚，痰

疾阻絡。治用辛開苦降，清熱化濁，消痰通

絡法。方選瓜萎湯合溫膽湯、達原飲化裁：

瓜萎、生扁豆、苦參片、幹竹茹、焦山楂、

神曲各 15g，半夏、厚補、石菖蒲各 10g，

核榔、草果各 4．5g，生薏仁、白茯苓各 30g。

服 2劑，苔淨、悸平、痰除、便軟、知饑欲

食、脈細弦不數、心電圖示尚有缺血改變。

改用健脾益腎、祛痰化瘀劑續服，繼行化

療，2個月未見房顫再發。 

3、自汗—濕熱內蒸。 

李某，男，62 歲，2005 年 5 月 10 日門

診。因著涼後，少咳痰白，畏冷多汗。外診

服過桂枝湯、黃芪五物湯、玉屏風散等固表

調和劑則冷甚、汗更多。診時症呈畏冷，汗

出如洗，咽癢則咳痰白，口少幹不喜飲，知

饑納少，小便淡黃，大便偏軟；舌暗紅苔黃

膩，脈細弦。此乃濕熱內蘊，蒸迫汗出，治

宜清化濕熱。藥用茵陳、連翹、厚樸、佩蘭

各 10g，生扁豆 15g，白蔻 4.5g，黃連 3g，

生意仁 30g，射幹 6g。服藥 2劑，汗少轉粘，

畏冷作罷，苔轉薄黃膩，但咳頻痰粘。守方

加杏仁、浙貝各 6g，繼服 3劑。汗止，納香，

咳平，苔淨而愈。 

4、糖尿病—濕熱血瘀。 

蘇某，女，64 歲，2001 年 6 月 4 日門

診。發現糖尿病 2年，經服達美康、消渴丸、

降糖舒等藥治療 1 年，尿糖(++～+++)。來

診時，口苦粘喜溫飲，善饑納差，夜寐欠安，

四肢乏力，小便欠清，大便成形；舌暗紅，

苔 黃 膩 ， 脈 細 澀 。 查 血 糖 ( 空

腹)12.95mmol/L，尿糖(+++)。此為濕熱中

阻，氣滯血瘀，元以化律。治宜清化、舒絡、

散瘀為法。方選二妙丸合萆薢分清飲加減，

萆薢 30g，蒼術、菖蒲、佩蘭葉、絲瓜絡、

玫瑰花、生蒲黃、卷柏各 10g，黃連 3g，合

歡皮、茯苓各 15g。每天 1劑，控制飲食，

連服 1周。復查尿糖為(++)，小便少清，泡

沫見少，夜寐轉安，舌、脈如前。守方去茯

苓、合歡皮，加茵陳 10g，荔核 15g，再服 1

周，尿糖(十)，小便轉清，口不苦粘，苔轉

薄黃膩。照方續服 2 周，復查血糖

5.18mmoI/L，尿糖（一)。囑照方續服 10日。 

5、胃潰瘍—濕阻化熱。 

林某，男，34 歲，1983 年 4 月 8 日門

診。嗜酒，胃脘部饑痛反復發作已 3年。胃

鏡診斷：胃竇部小彎潰瘍 0.8cm×0.6cm，活

動Ⅰ期。經痢特靈、654-2 等治療 1個月未

愈。住某中醫醫院用黃芪建中湯加烏貝散治

療，胃脫痛明顯減輕，但口苦、泛酸未減，

4 周後復查胃鏡，潰瘍仍末癒合。來診症見

胃脘悶痛，噯氣，口苦粘，心煩寐差，饑不

欲食、泛酸、時吐清水，小便談黃，大便稍

溏；舌談紅，苔白膩濁根黃，脈弦細。證屬

中焦濕阻，氣滯化熱。治當化濁、理氣、清

熱。方用達原飲加減：茵陳、蒼術、半夏、

菖蒲、厚樸各 10g，黃柏、檳榔、炒白芍各

6g，草果 4.5g。共服 3劑，苔轉薄白膩根黃，

泛酸、吐水已止。照方去檳榔、蒼術、草果、

半夏，加白蔻 4.5g，生扁豆 15g，赤芍、僵

蠶各 10g。續服 4劑後復查胃鏡，潰瘍已癒

合。 

 6、賁門失弛緩症—濕熱筋拘。 

    程某，女，42 歲，2007 年 3 月 7 日門

診。胃病 8年，近月來吞食胸骨後梗塞感、

伴噯氣，胃脘悶痛，口少幹不苦，知饑欲食，

頭暈，畏冷，大小便正常；舌淡紅暗、苔薄

黃膩幹，脈細緩無力。X線鋇餐透視拍片：

食管下端呈鳥嘴樣狹窄，鋇劑呈線狀通過，

粘膜紋理正常，上段食管擴張。診斷為賁門

失弛緩症。證屬濕熱氣虛，薰蒸筋拘。治以

清化柔筋，益氣和胃。方用清化飲加生白芍

膠股藍各 15g,半夏、蘇梗各 10g，全蠍 6g，

馬勃 4.5g，炙甘草 3g，1 劑/日；胃樂寧 1#，

3 次/日，7日。吞食胸骨後梗塞已解，脘不

悶痛，噯氣亦平；苔轉黃，餘如前。改健脾

益氣，清熱柔筋續治。方處：太子參、生白

芍各 15g，漂白術、蘇梗、枳殼、生黃芪、

赤芍、生枇葉各 10g，馬勃、砂仁、全蠍和

4.5g，黃連、炙甘草各 3g，1 劑/日；養胃

顆粒 1 包/次，2 次/日，7 日。諸症悉平，

吞咽無梗感，舌脈如常。守方再服 10 劑。

隨訪 3個月未復發。 

7、胃下垂；慢性萎縮性胃炎—濕熱滯瘀。 

陳某，女，34 歲， 2006 年 3 月 17 日

門診。胃病 6年，現胃脘不舒，口少苦，知

饑納少，頭暈眼花，四肢易乏，小便淡黃，

大便質正常欠暢，2-3 次/日；舌淡紅暗。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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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黃根膩幹，脈細緩無力，消瘦（體重 41Kg，

身高 1.6 米）。胃 X 線鋇透：胃下垂（小彎

4cm）；胃鏡：慢性萎縮性胃炎（病理：中度）。

證屬濕熱滯瘀，清氣失升。治以清化升氣，

理滯化瘀。方用清化飲加絞股蘭 15g，葛根、

莪術、枳殼各 10g，杏仁 6g，1 劑/日；胃樂

寧 1 片，3 次/日。14 日。時隔 2 個月，因

傷食，胃脘時痛引臍周，噯氣，口少苦，納

食好轉，寐差（4-5h）時夢，咽幹痰白粘，

小便淡黃，大便得暢，日仍 3次；舌脈如前。

法該清化益氣，和胃安神，理滯散瘀。方用

清化飲加黨參、茯苓各 15g，半夏、莪術、

枳殼各 9g，琥珀 4.5g；胃樂甯續服；新簧

片漱咽。14日。傷食水果，胃脘入夜灼痛、

引腎，善饑納少，口不苦，咽不幹，無噯氣，

寐好，二便如前；苔薄黃根轉少膩，脈仍細

緩無力。守方去琥珀、茯苓、半夏，加海漂

蛸 10g，葛根 6g；胃得安 4片，3次/日。14

日。 

四診：又傷食，頭暈肢乏，胃脘灼熱、饑時

不舒，口苦噯氣，夜寐 4-5h，有夢心悸，小

便黃，大便轉正常，苔根又黃膩，舌脈如上；

體重 47kg。方仍用絞股蘭、龍骨、牡蠣。茯

苓各 15g，莪術、半夏各 9g，葛根 6g，琥珀

4.5g；胃得安續配。21日。諸症、舌苔基本

消除。胃 X線鋇透：胃炎；胃鏡：慢性萎縮

性胃炎（輕度）。 

8、急性膽囊炎—濕熱積滯。 

蘇某，女，40 歲，1986 年 5 月 6 日住

院。2 日前食羊肉後，腹滿脹痛，伴微寒發

熱，繼則壯熱不己，汗出，口苦渴胸悶心煩

欲嘔，不知饑納呆，小便短赤，大便秘結；

舌尖邊紅、苔黃厚，脈弦數有力。體溫 40.3

℃，未見明顯黃染，右上腹壓痛明顯，莫非

氏征陽性。白血球 18500，中性 80％。診為

急性膽囊炎，證屬濕熱積滯，結腑動膈。治

以涼下利膈，消積導滯。選涼膈散合保和丸

加減：生大黃、連翹、神曲、茵陳各 15g，

芒硝、黃芩、枳實各 9g，山梔子 8g，薄荷、

木香、半夏各 6g，北楂 10g。日 1劑。藥後，

大便得通，腹滿痛悉減，熱勢下降，小便短

赤而痛。此雖腑實已去，然邪熱下注膀胱，

故見小便短赤而痛。守方去芒硝、減大黃，

加車前草清熱通淋。再2劑。熱降（體溫 38.2

℃），腹悶痛除，口稍苦，知饑欲食，小便

淡黃，大便少幹；舌淡紅、苔薄黃根膩，脈

細弦。此腑實己解，餘熱未清，改用和解法。

處方：茵陳、穀芽、薏苡仁各 15g，白扁豆

12g，柴胡、赤芍、枳殼各 10g，黃芩、山梔

子各 6g，甘草 3g。3 劑。諸症悉除，熱清，

納香，腹無壓痛，苔轉薄黃。白血球正常。

帶上藥 10日。出院。 

9、慢性乙型肝炎—濕熱肝瘀。 

唐某，男，32 歲，1990 年 10 月 14 日

門診。患者有急性黃疸型肝炎病史。發現乙

型肝炎 2年，先後用過肝太樂、益肝靈、芸

芝肝泰、垂盆草、聯苯雙脂等治療，反復年

餘未愈。現右脅下悶痛，口苦而臭，夜寐多

夢，知饑納少，納後脘悶，頭暈肢乏，小便

淡黃，大便正常；舌淡紅、苔黃膩，脈細弦

無力。肝右肋下觸及、質軟，脾未觸及。肝

功：麝絮 4+，麝濁 20，鋅濁 18，穀丙轉氨

酶 57；HBSAg（+），HBSAb（－），HBeAg（－），

HBeAb（－），HBcAb（+）。診為慢性乙型肝

炎。證屬脾虛濕熱，肝鬱絡瘀。治以健脾清

化，舒肝通絡。用自擬黃精清化湯加減，藥

用：黃精、生穀芽、萆薢、薏苡仁、茯苓各

15g，白扁豆、合歡皮各 12g，蒺藜、赤芍、

白鮮皮各 10g，升降散 6g分沖。日 1劑，分

2次服。10 日。諸症好轉，苔轉薄黃膩。效

不更方，繼服 20 劑。復查肝功有改善。因

工作在外，患者自認為方藥有效，連服 5個

月。肝功：麝絮（－）、麝濁 5、鋅濁 10，

轉氨酶 021；HBSAg（－），HBSAb（+），HBeAg

（－），HBeAb（－），HBcAb（+）。隨訪 2年

未再復發。 

    10、慢性潰瘍性結腸炎—濕熱蘊腸。 

薛某，男，28 歲，2005年 1 月 3日門

診。大便溏稀 3年，便血半個月。連年累月

以此為苦，飲食稍不適則腹瀉加劇。現大便

溏夾粘液血便欠暢、2－4/日，腹脹痛、腸

鳴、矢氣，口不幹苦，知饑納好，四肢乏力，

小便淡黃；舌淡紅少暗、苔黃根膩濁，脈細

弦緩。查血常規：白細胞：5.4×10
9
/L，中

性粒細胞：46.3％，淋巴細胞 43％，血紅蛋

白 168g/L。血沉：2mm/H。癌胚抗原：0.48。

免疫球蛋白 G、A、M 正常，補體 C3：0.82、

補體 C4：240。CT：雙肺（－）。B超：肝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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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血管瘤。腸鏡：回盲瓣潰瘍 1×1.5cm。診

為久瀉（慢性潰瘍性結腸炎）,屬濕熱蘊腸，

氣滯絡傷證。治以：清熱化濁，調氣理血。

方選清化腸飲加減：茵陳 10g，蒼術 9g，黃

連 4.5g，厚樸 9g，草果 4.5g，檳榔 6g，仙

鶴草 20g，地榆碳 10g，赤、白芍各 10g，炒

槐花 10g ，薏苡仁 30g，當歸 6g，浙貝 6g。

日 1劑，水煎服；配腸胃康膠囊，2粒/次，

3次/日，餐前 30 分鐘，溫開水送服，合 10

日。大便成形、末較軟、 1－2 次/日，腹脹

痛除，但尚腸鳴、多矢氣，口不幹苦，知饑

納好，四肢尚疲乏，小便淡黃；舌淡紅少暗、

苔轉薄黃根膩，脈細弦。此濕濁見化，熱減

血止，而脾氣虛顯。改健脾益氣，清化舒絡

為治。方改：黨參 10g，生扁豆 12g，黃連

3g，仙鶴草 20g，地榆碳 10g，僵蠶 9g，赤

芍 10g，丹參 10g，佩蘭葉 10g，厚樸 9g，

白蔻 4.5g，薏苡仁 30g，蒼術 6g，茵陳 10g。

10 劑。後因傷食再發，均以上方加減調理

20 劑，腸鏡復查：直腸炎（病理：距肛 7cm,

粘膜慢性炎症）。隨訪 4年未復發。 

四、小結·體會 

（一） 脾胃濕熱理論，萌芽于秦漢，

奠基于唐宋，充實于金元，形成於明清。病

因：外因有時令濕熱之邪、戾氣濕熱之邪；

內因主要是飲食失節、勞倦所致。病機：有

“因熱致濕”、“因濕致熱”和“濕熱共

致”的不同認識，這可能與外邪的濕熱偏

勝，飲食的不同特性和脾與胃的功能狀態有

關，從臨床看，多呈“濕阻熱蘊”，其由來

可能是“氣阻-熱鬱-濕阻-熱蘊-絡瘀”。 

（二）脾胃濕熱理論，臨床應用十分廣

泛，各科、各系統的不同疾病都可有這種病

理表現，用清熱祛濕為主的治法，都能獲得

療效。清熱有苦寒、甘寒和鹹寒之別，苦寒

能清熱、燥濕，適於濕熱之變，若化熱、化

燥，當用咸寒或甘寒；祛濕有芳化、溫化、

滲化，分用於上焦、中焦、下焦之濕。此外，

祛濕當理氣、氣行濕易化，濕重選燥濕行氣

藥，熱重宜清熱行氣。氣滯可致血瘀，應注

意通絡、化瘀。 

（三）清熱祛濕古方的新用，給我們極

大啟迪，加深了理解、擴大了思路，展示了

辨證論治的科學意義；它的療效作用則俱多

元性，能抗炎、制滲、抗菌、抗病毒、解熱、

抗腫瘤、利水、保肝、利膽、排石、降脂、

鎮痛、抗內毒素和增強巨細胞吞噬、提高抗

氧化的能力，以及調整免疫功能，改善胃腸

功能等，彰顯組方的重要性。 

（四）“脾胃濕熱”是一種病理表現，

它在臨床各科、各病的呈現，提示中醫脾胃

的含義，除消化系統外，還包括一定的器

官、組織；特有的病理現象；以及某些病發

展過程的中間型或病情的中等程度。證是中

醫學術特點和優勢在臨床的主要體現，它的

辨別標準必須以臨床調查為依據。 

（五）中醫學的發展，應依據中醫學術

來推進，關鍵在臨床，重視理論應用和診治

經驗的總結，用傳統和現代相結合方法，積

極繼承、不斷探新。 

 

------------------------------------------------------------------------------- 

中醫藥防治脂肪肝 

吳寬裕 

（福建省第二人民醫院） 

 

一、一般認識： 

脂肪肝—— 

常見的臨床現象，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疾

病，包括脂肪變性、脂肪肝炎和肝硬化等病

理改變。僅次於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

隱蔽性肝硬化的常見原因 

臨床表現輕者無症狀，重者病情兇猛。

實驗室檢查缺乏特異性，確診靠肝穿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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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一般而言，屬可逆性疾病，早期診斷並

及時治療常可恢復正常。 

脂肪肝 - 診斷：1.病史：酒精性脂肪

肝有長期酗酒史，尤其是白酒。此外，還有

肥胖、糖尿病、靜脈高能營養、使用有關藥

物及接觸毒物等。 2.臨床表現：脂肪肝形

成後，大部分表現食欲不振、噁心、嘔吐、

體重下降、乏力、腹脹、肝區不適或隱痛。 

3.體格檢查：重症病人可出現肝硬化表現。

4.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  5.活檢是確診脂

肪肝的重要方法。 

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自然轉歸脂

肪變性 Steatosis、炎症 Steatohepatitis、

纖維化 Fibrosis、肝硬化 Cirrhosis、死亡

death。 

三、藥物治療的臨床意義和時機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治療總對策 

基礎治療：飲食、運動、糾正不良行為。 

針對代謝綜合征組分的治療：II型糖尿

病和胰島素抵抗：胰島素增敏劑；肥胖：減

肥；高血脂：調脂藥物；高血壓：降壓（ARB）。 

針對肝臟損傷的治療。 

肝移植治療。 

長期生活方式改變對NAFLD肝組織學的

影響： 

101 例 NAFLD 患者，年齡：49.1±9.8

歲，男/女: 57/44。60.4%為 NASH，52％有

纖維化。飲食干預(25 千卡/千克×理想體重)

和運動（散步和慢跑）40個月。 

改變生活方式能改善生化學指標，但不

能完全改善組織學炎症和纖維化 

不能忽視針對肝臟損傷的治療：對於

NASH 患者而言，基礎治療畢竟效果有限，長

期生活方式改變（飲食干預和運動治療）儘

管能使患者的 ALT 水準下降，但並不能顯著

其肝臟組織學；胰島素增敏劑，僅僅只能使

50%NASH 患者肝臟組織學得到改善；治療代

謝綜合征的某些藥物（降糖、調脂藥物）用

於 NAFLD 患者容易導致肝毒性，誘發或加劇

肝損傷。 

保肝治療的時機：大多數肝功能酶學異

常的 NAFLD 患者應接受保肝藥物治療。如果

肝功能酶學正常，無法判斷疾病性質，有以

下情況之一也應接受保肝藥物治療：（1）

肝組織學確診的 NASH 患者；（2）臨床特徵、

實驗室改變以及影像學檢查等提示可能存

在明顯肝損傷和（或）進展性肝纖維化者，

例如合併代謝綜合征、2型糖尿病的 NAFLD

患者；（3）擬用其他藥物因有可能誘發肝

損傷而影響基礎治療方案實施者； 

（4）合併嗜肝病毒現症感染或其他肝

病者。 

四、關於“保肝”問題 

肝臟損傷-保肝治療。保肝治療≠降

酶治療。保肝治療意義在於肝組織病理的改

善，而肝組織病理的改善普遍滯後于生化學

指標的改善，所以生化指標改善後不能立即

停藥。 

對傳統“降酶藥” 的看法：1.通常是

指單純降酶（ALT）不保肝，藥物對酶或酶

活性有直接抑制作用，而非通過肝臟損傷的

修復使生化學指標改善；2.生化指標改善是

保肝作用的體現之一，保肝藥物和降酶藥間

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其能否改善肝組織病理

（脂肪變、炎症、纖維化等）以及病人各項

指征的恢復。 

四、保肝藥物的分類和特點 

建議根據疾病活動度和病期以及藥物

效能和價格，合理選用多烯磷脂醯膽鹼、水

飛薊素（賓）、甘草酸製劑、雙環醇、維生

素 E、熊去氧膽酸、S-腺苷蛋氨酸和還原型

谷胱甘肽等 1～2種中西藥物（Ⅱ-1，Ⅱ-2，

Ⅱ-3），療程通常需要 6～12 個月以上（Ⅲ）。 

國內常用保肝降酶藥物：必需磷脂類、

五味子製劑、甘草甜素製劑、水飛薊素類、

解毒保肝藥物、利膽保肝藥物、其他保肝降

酶藥。  

易善複有效修復肝細胞膜和細胞器膜：

易善複對已破壞的肝細胞膜進行生理性修

復，使細胞膜的流動性增加，導致肝功能和

酶活力由損傷回復正常。 

常用藥物： 

多烯磷脂醯膽鹼，開始時每日三次，每

次 456mg(兩粒)。每日服用量最大不能超過

1368mg(6 粒膠囊)。一段時間後，劑量可減

至每日三次，每次 228mg(一粒)維持劑量。

餐後用足夠量的液體整粒吞服，不要咀嚼

(推薦餐中服用便於消化)。 

卵磷脂：每日 2次，每次 1粒，溫水送

服。 

熊去氧膽酸：成人口服：每日 8～

10mg/kg，早、晚進餐時分次給予。療程最

短為 6個月，6個月後超聲波檢查無改善者

可停藥；亦可治療膽囊結石，如結石已有部

分溶解則繼續服藥直至結石完全溶解。 

水飛薊素：一次 1粒，一日三次。維持

劑量：一次 1粒，一日二次。飯前用適量液

體吞服。 

肌苷：口服，成人每次 200～600mg，每

日 3次；小兒每次 100～200mg，每日 3次；

必要時劑量可加倍（如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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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酶 A、 靜滴：1日 1¡ª2 次或隔日 1

次，每次 50 一 100 單位，用 0．9％氯化鈉

注射液或5％一10％葡萄糖注射液500ml溶

解稀釋後滴注。肌注：以 0．9％氯化鈉注射

液溶液溶解後注射，1日 1次，每次 50¡ª100

單位。一般以 7¡ª14 日為 1療程。 

還原型谷胱甘肽：脂肪肝，1800mg（3

支），qd，iv，30 天；酒精性肝炎，1800mg，

qd，iv，14-30 天； 

牛磺酸、口服。2~3 片，一日 3次。 

肉毒堿乳清酸鹽、口服：每天 2-3 次，

每次 2粒。靜脈輸注：重症病人可予每天 1

次，每次 1-2 瓶。需與非電解質溶液配製滴

注，一般用 5%-10%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肝泰樂，口服。成人一次 1～2片，一

日 3次。5歲以下小兒一次半片，5歲以上

一次 1片，一日 3次。 

上述藥物雖然很多，但大多仍需要進一

步驗證其療效以及安全性。臨床應用時一般

選擇 1~2 種即可。具體應用，請詳細閱讀說

明書。醫生應該正確指導下選用，切不可濫

用。但一般而言，如果僅僅是脂肪肝，而不

是肝性腦病，以上藥物中維生素 B、C、E、

卵磷脂、肌苷、輔酶 A、還原型谷胱甘肽、

牛磺酸、肉毒堿乳清酸鹽等維生素及內源性

氨基酸類的藥物安全性非常高，而且也不會

像聯苯雙酯類的藥物停藥後還出現反彈。 

應用保肝藥治療脂肪肝注意事項：保肝

治療不能取代病因治療和基礎治療；對於

ALT 明顯升高者或肝組織學明顯炎症壞死

者，應選用保肝藥物；熟悉掌握各類保肝治

療藥物的性能，不易多種保肝藥物同時使

用；謹慎使用降酶藥，定期觀察患者的症狀、

體征和肝功能變化；選用 1～2種保肝藥物

治療半年以上，肝功能生化指標複常、組織

學改善和（或）影像學檢查顯示脂肪肝消退

為止。 

六、中醫保肝藥物的特點 

祖國醫學中並無非酒精性脂肪肝這一

病名，可將其歸屬為中醫的“脅痛”、“積

聚”、“痞滿”、“黃疸”等病的範疇。中

醫認為其病因多因飲食不節、起居無常、情

志失調、久病體虛，引起肝失疏泄，脾失健

運，濕邪內生，痰濁內蘊，腎精虧損，痰濁

不化等導致肝、脾、腎三髒功能失調，濕熱

痰瘀互結於肝而致；與痰、濕、瘀、積有關，

病位主要在肝，與膽、脾、腎關係密切。 

目前，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療方面，

尚缺乏特效藥物，中醫在辨證論治、單驗方、

中成藥、單味中藥、針灸等方面均取得了一

定的進展。 

辨證論治是中醫藥治療的一大特色，體

現出中醫藥的療效優勢，根據不同患者、不

同病因及不同病理階段的不同證候特點，採

用不同治法方藥。 

中醫辯證治療舉例： 

1、肝胃不和、肝氣鬱結、痰瘀阻絡型： 

臨床表現： 肝區脹痛、胸悶不舒、倦

怠乏力、善歎息、噁心納呆，並隨情志變化

而增減，肝臟腫大或不腫，舌質暗紅、苔薄

白膩、脈弦細。  

病因病機： 由於情志不舒、肝鬱氣滯、

氣滯血瘀、濕痰內停，而成脂肪肝。  

治療原則： 疏肝理氣、化痰祛瘀。方

用柴胡疏肝散加減。 

藥用：柴胡、香附、佛手、枳殼、 

丹參、枳實、薑黃、郁金、法夏、陳皮、

茯苓、厚樸（各 10克）、澤瀉、山楂、荷

葉（各 15克）、每日一劑，水煎二遍早晚

分服。 

中成藥：調胃舒肝丸，每次 9克，每日

3次，口服；加味左金丸，每次 9克，每日

3次，口服；沉香化氣丸，每次 9克，每日

3次，口服。 

2、脾虛濕盛、痰濕內阻、肝鬱血瘀型  

臨床表現： 右肋脹滿、噯氣噁心、食

少納呆、倦怠乏力、大便溏薄、舌質淡紅、

苔厚白膩、脈濡緩。 

病因病機： 由於長嗜食甘肥厚味之品，

或著情志失調以及某些疾病因素，使脾失健

運，濕濁結聚成痰，肝失疏泄，以致痰濕阻

於肝絡而成脂肪肝。  

治療原則： 疏肝健脾、祛濕化痰；方

用六君子合平胃散加減。 

藥用：木香、黨參、茯苓、白術、陳皮、

蒼術、大棗、澤瀉、膽星、山楂、扁豆各 10

克，甘草、砂仁各５克，荷葉 15 克。 

每日一劑，水煎二遍早晚分服。 

中成藥：脂必妥片，每次 3片，每日兩

次，口服；參苓白術丸，每次 9克，每日兩

次，口服；香砂六君子丸，每次 9克，每日

兩次，口服。 

3:痰瘀痹阻、肝腎虧虛、脾失健運型    

臨床表現: 體型稍胖、頭暈目眩、耳鳴

健忘、偶有頭痛、五心煩熱、口乾咽燥、失

眠多夢、舌紅少苔、脈細數。    

病因病機：水不涵木、肝失疏泄、脾虛

失於運化、痰瘀痹阻于肝，成為脂肪肝。    

治療原則：滋腎養肝、活血化淤、清熱

化痰。 方用小柴胡湯合黃連溫膽湯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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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法半夏、黃芩、澤瀉、丹參、草

決明、竹茹、枳殼、黃連、茯苓、陳皮、郁

金、薑黃各 10克， 

荷葉 15 克，生薑３片，甘草５克。 

每日一劑，水煎二遍早晚分服。 

中成藥：龍膽瀉肝口服液，每次一支，

每日 3次，口服；茵梔黃口服液，每次一支，

每日兩次，口服；茶多酚降脂膠囊，每日 3

次，每次 4粒，口服；大黃醇片，每次 3片、

每日一次，空腹口服。 

4:痰瘀互結、氣滯血瘀、瘀濁內滯型    

 (1).臨床表現：原有消渴病、素體陰

虛火旺、慢性遷延性肝炎、肋下腫大、質中

拒按、納減乏力、舌質紫暗有瘀斑、苔薄白、

脈細澀。    

 (2).病因病機：痰濕阻滯、氣滯血瘀、

痰濁、瘀血痹阻於肝絡，致使肝區刺痛脹痛

以及脂肪肝。    

(3).治療原則：益氣活血、化痰祛瘀、

消腫散結。選方血府逐瘀湯（當歸、生地，

桃仁，紅花，枳殼、赤芍藥，柴胡，甘草，

桔梗，川芎，牛膝 ）；複元活血湯（柴胡，

瓜蔞根、當歸，紅花、甘草、穿山甲，大黃，

桃仁）、失笑散（蒲黃（炒香）、五靈脂）、

一貫煎（北沙參，麥冬，地黃，當歸，杞子，

川楝） 

5：無明顯症狀而Ｂ超或 CT 檢查有脂肪

肝者治宜疏肝降脂法，柴胡 9、何首烏、草

決明、薑黃 9、郁金 9、山楂 15、澤瀉 15、

佛手 9、丹參 9、枳殼 9、荷葉 15 等，每日

一劑，水煎二遍早晚分服。 

或製成丸藥應用，多可獲效。 

中成藥：脂必妥片，3片，每日兩次； 

中藥偏方舉例： 

1、丹參陳皮膏 ：丹參 100 克，陳皮 30

克，蜂蜜 100 毫升。 

用法：丹參、陳皮加水煎，去渣取濃汁

加蜂蜜收膏。每次 20毫升，每日 2 次。  

功效：活血化瘀、行氣祛痰。 

適用於氣滯血瘀型脂肪肝。  

2、佛手香櫞湯 ：佛手、香櫞各 6克，

白糖適量。  

用法：佛手、香櫞加水煎，去渣取汁加

白糖調勻，每日 2次。  

功效：疏肝解鬱、理氣化痰。 

適用于肝鬱氣滯型脂肪肝。  

3、丹參山楂蜜飲：丹參、山楂各 15克，

檀香 9克，炙甘草 3克，蜂蜜 30 毫升。  

用法：佛手、香櫞加水煎，去渣取汁加

蜂蜜，再煎幾沸，每日 2次。  

功效：活血化瘀、疏肝健脾。 

適用於瘀血阻絡型脂肪肝。  

4.陳皮二紅飲：陳皮、紅花各 6克，紅

棗 5枚。 

用法  水煎，取汁代茶飲。    

功效  活血化瘀、行氣化痰。 

適用於氣滯血瘀型脂肪肝。  

其他中醫特色治療： 

針灸治療——近年研究越來越多。 

穴位注射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療上

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內病外治”——特色治法。如劉玉等

用中藥(由大黃、乳香、沒藥、桅子、吳茱

萸、白芥子等組成，研末，醋調膏狀)外敷

肝區，紅外線照射，療效滿意。張金玉等自

擬清脂保肝方(知母、黃柏、郁金、桃仁、

澤瀉、當歸、山楂、茵陳、龍膽草等)水煎

服，藥渣布包敷于肝膽區，在改善患者症狀

及血脂、血清 ALT 方面均明顯優於辛伐他汀

對照組。 

運動療法： 

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引起的脂肪

性肝炎患者，可指導完成中等量的運動，即

最大強度的 50%左右，使心率達到一定標準

(20～30 歲，130次/min;40～50 歲，120 次

/min;60～70 歲，110 次/min)，每次持續

10～30min，每週 3次以上。 

對肥胖者運動療法比單純節食減肥更

重要，其原因為運動減肥祛除的主要是腹部

內臟脂肪，常可引起三醯甘油、低密度脂蛋

白(LDL)下降及高密度脂蛋白(HDL)升高、葡

萄糖耐量改善以及血壓下降。 

每天鍛煉熱能消耗 1260kJ，4 個月可減

重 4.5kg。 

代茶方法： 

 (1)生山楂 10～15 克為一天量，開水

泡，當茶飲，可減肥，降血脂。  

(2)丹參 15～20 克為一天量，開水泡，

當茶飲，久用減肥，預防血脂高。  

(3)荷葉一張，煎水代茶飲。  

(4)茅根 20克為一日量，開水泡，當茶

飲。 

 (5)青果（橄欖）開水泡，當茶飲或者

咀嚼，可減肥，降血脂。 

六神曲，萬應茶亦有較好效果。  

特別干預法： 

（一）輕度：主要通過自助干預+文化

干預。 

（二）中度：自助干預+文化干預+中醫

辨證干預+其他中醫特色干預（如針刺、穴

位艾灸、按摩、藥膳等進行輔助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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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度：自助干預+文化干預+中醫

辨證干預+其他中醫特色干預（如針刺、穴

位艾灸、按摩、藥膳、以及中藥敷臍療法）  

食療： 

 脂肪肝飲食治療的原則 

適宜的熱量攝取，合理分配三大營養要

素並兼顧其品質，適當補充維生素、礦物質

及膳食纖維，戒酒和改變不良飲食習慣。 

調整飲食：治療慢性脂肪肝的基本方法，

也是預防和控制脂肪肝進度的重要措施。 

脂肪肝 - 危害： 

脂肪肝能引發五種常見病 

1、肝硬化和肝癌。脂肪肝長期得不到治療

會引起肝細胞缺血壞死，從而誘發肝纖維化和肝

硬化等多種惡性肝病。脂肪肝患者併發肝硬化、

肝癌的概率是正常人的１５０倍。  

2、消化系統疾病。 

3、動脈粥樣硬化和心腦血管疾病。  

4、影響性功能。  

5、影響視力。 

脂肪肝 - 預防： 

1、合理膳食；2、適當運動；3、慎用

藥物；4、心情舒暢，不暴少惱，勞逸結合 

脂肪肝 - 飲食： 

飲食注意：1、絕對禁酒。 2、選用去

脂牛奶或優酪乳。 3、每天吃的雞蛋黃不超

過 2個。 4、忌用動物油；植物油的總量也

不超過 20克。 5、不吃動物內臟（即下水、

下貨）、雞皮、肥肉及魚籽、蟹黃。 6、忌

食煎炸食品。 7、不吃巧克力。 8、常吃少

油的豆製品和麵筋.9、每天食用新鮮綠色蔬

菜 500 克。 10、吃水果後要減少主食的食

量，日吃一個蘋果，就應該減少主食 50克。 

膳食調理：一、首選對肝臟沒有毒性的

藥食兼用食品，如山楂、制何首烏、雪蓮果

等，因需長期服用，可以服用含有這些成分

的製成品，如嵩山首烏茶之類。 二、 燕麥 

含極豐富的亞油酸和豐富的皂甙素，可降低

血清膽固酸、甘油三酯。三、玉米 含豐富

的鈣、硒、卵磷脂、維生素 E等，具有降低

血清膽固醇的作用。四、海帶 含豐富的牛

磺酸，可降低血及膽汗中的膽固醇；食物纖

維褐藻酸，可以抑制膽固醇的吸收，促進其

排泄。 五、大蒜 含硫化物的混合物，可減

少血中膽固醇，阻止血栓形成，有助於增加

高密度脂蛋白含量。六、蘋果 含有豐富的

鉀，可排出體內多餘的鉀鹽，維持正常的血

壓。 七、牛奶 因含有較多的鈣質，能抑制

人體內膽固醇合成酶的活性，可減少人體內

膽固醇的吸收。八、洋蔥 所含的烯丙二硫

化物和硫氨基酸，不僅具有殺菌功能，還可

降低人體血脂，防止動脈硬化；可啟動纖維

蛋白的活性成分，能有效地防止血管內血栓

的形成；前列腺素 A對人體也有較好的降壓

作用。九、甘薯 能中和體內因過多食用肉食和

蛋類所產生的過多的酸，保持人體酸堿平衡。甘

薯含有較多的纖維素，能吸收胃腸中較多的水

分，潤滑消化道，起通便作用，並可將腸道內過

多的脂肪、糖、毒素排出體外，起到降脂作用。 

十、胡蘿蔔、花生、葵花籽、山楂、無花果等也

可以起到降脂作用。 

肥胖超重病人應從節食入手。 

如一個身高 174cm 體重 92kg 的男性如

果在 5個月內減少 25kg 體重就可使脂肪肝

消失。 

慢性肝炎的病人宜攝入正常量蛋白質

糖類和脂肪,而脂肪應以富含不飽和脂肪酸

的植物油為主。 

總結 

NAFLD 患者應該進行綜合治療 

藥物治療與非藥物治療並重 

中醫藥治療為主，中西醫結合並重 

治療代謝紊亂的藥物與保肝藥物並重 

兼顧保肝、抗炎，防治 NASH 和纖維化 

提高基礎治療的順從性及安全性。 

（本文根據作者的學術演講稿整理） 

------------------------------------------------------------------------------- 

 

中醫藥治療骨關節炎的研究 

王和鳴 

(福建中醫藥大學) 

 

骨關節炎（Osteoarthritis，簡稱 OA）

又稱骨關節病、退行性關節炎、增生性關節

炎、肥大性關節炎等。OA是一種以關節軟骨

損傷以至缺失，伴隨軟骨下及關節邊緣骨質

反應性增生，出現緩慢發展的關節疼痛、僵

硬、腫大與活動受限為臨床表現的常見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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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疾病。1890 年由 Garrod 首先提出，它包

含一個骨關節炎症的過程，因此不太能說明

疾病的本質。1909年 Nichols和 Richardson

提出了退行性關節病（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的概念，比較能說明該病的特徵，

但未能廣泛應用。1986 年美國風濕病學會將

骨關節炎定義為：關節症狀和體征與關節軟

骨完整性受損、軟骨下骨改變（包括微骨折

和囊性變）以及關節邊緣骨贅形成有關的一

組異質性病變。其特徵概括為：功能退變、

軟骨損傷、關節表面周圍的新骨形成。  

  骨關節炎是中年以後最常見的慢性、隱

匿性、進展性骨關節疾病；是活動時關節疼

痛的主要原因。國內的資料統計表明 55 歲

以上人群 X線上有 OA表現者約 60%，其中有

症狀與功能障礙者占 1/8。 1999 年的流行

病學調查顯示，美國有近 2100 萬人患 OA，

每年因此病而不得不退休者占退休總人數

的 5%以上，與因心臟病退休的人數不相上

下；每年接受髖關節、膝關節置換術的 10

萬人中大部分為 OA 患者。可見本病危害之

大。 

1998 年，瑞典隆德大學 LarsLidgren

博士提出並組織一批科學家成立“骨關節

10年促進委員會”，2000年 1月 13日，“骨

與關節 10年組織”在世界衛生組織總部日

內瓦正式成立，並確定每年的 10 月 12 日為

國際關節炎日。我國於 2002 年 10 月 12 日

以中華醫學會骨科分會的名義正式申請加

入“骨與關節 10 年組織”。  

1.OA的病因  OA可以分為原發性(目前檢

測方法尚無法查出病因)和繼發性(有明確

的直接病因)兩種。 

1.1 繼發性 OA:是關節損傷或軟骨基質

及軟骨下骨質成分改變的結果，常見因素有:

①先天性關節解剖異常，如髖臼發育不良； 

②兒童期關節結構變化,如股骨上端骨骺滑

脫； ③創傷後,如關節內骨折、半月板損

傷；④機械性磨損，如肥胖伴膝內外翻；⑤

骨壞死,如股骨頭壞死；⑥結晶沉積性關節

病變，如痛風；⑦代謝異常使軟骨變性,如

血色素沉著病；⑧關節軟骨破壞,如炎症性

關節軟骨破壞；⑨其他使軟骨磨損,如神經

源性關節病等。 

1.2.原發性 OA :分為周圍性與脊柱性

兩種，目前探討的主要危險因素有：①年齡:

本病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②肥胖：過

多的體重增加了關節的負荷；③遺傳：分子

遺傳學研究表明，OA 病人 HLA-A1、HLA-B8

的檢出率增加，最近研究提示Ⅱ型膠原遺傳

性缺陷可能是家族性 OA 的一個發病因素；

④骨密度及骨量：不少國內研究表明骨關節

炎與骨質疏鬆呈顯著相關性；⑤職業：OA

與長期職業性及運動性應力過度有關；⑥性

別：OA 的發病率女性明顯高於男性，有研究

證實雌激素水準相對過高可能引起 OA；⑦種

族：非洲人 OA 發病率高於英國人；白種人

OA 發病率比黃種人高；⑧氣候因素：潮濕寒

冷的環境易誘發或加劇本病的發生與發

展，這與中醫的感受風寒濕邪認識一致。 

2.OA 的發病機制 

2.1 骨內高壓的影響：研究表明骨內血

液迴圈障礙引起的骨內高壓是形成 OA 的重

要因素，也是導致 OA 一系列臨床症狀如關

節痛等直接原因。通過手術、中藥或按摩等

方法加快微循環，改善靜脈瘀滯，降低骨內

壓，可使 OA 的症狀明顯好轉。  

2.2 自由基的影響：臨床研究發現 OA

患者紅細胞內 SOD 明顯下降，而血漿 LPO 含

量明顯增高，表明 OA 患者體內存在自由基

代謝紊亂。 

2.3 微量元素紊亂：臨床研究發現，

OA 患者血清微量元素 Zn、Fe、Mn 含量低於

正常人，而 Cu 高於正常人。故可能微量元

素紊亂在 OA 發病中亦起一定作用。 

2.4 自身免疫反應的影響：OA 患者關節

反復腫脹，滑液中單核細胞、免疫球蛋白和

補體增多，滑膜可見充血和單核細胞浸潤，

而軟骨下髓腔內也常見漿細胞及淋巴細

胞，這些現象顯示 OA 可能和免疫反應有關。

直接的證據是有人曾在 OA 患者的病變關節

軟骨部位檢測到抗Ⅱ型膠原的免疫球蛋白

IgG、IgA和補體 C3沉著。  

2.5 細胞因數的影響：近年來研究顯示

OA 患者關節滑液中的 IL-1α、IL-1β、

IL-6、TNF-α顯著升高。另一方面的研究還

發現局部生長因數如 IGF、TGF-β有促進損

傷的關節軟骨修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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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酶的影響：膠原酶主要破壞Ⅱ型膠

原，金屬蛋白酶主要分解Ⅰ型和Ⅳ型膠原，

中性、酸性蛋白或澱粉酶促使透明質酸連接

部的斷裂，鹼性磷酸酶破壞粘蛋白。在 OA

軟骨中，這些酶的活性升高，且在軟骨破壞

最嚴重的地方最為明顯，說明一些酶參與了

OA 發病。 

2.7 激素的影響：研究發現性激素中睾

丸酮促進 OA 病變的發展，而雌激素則抑制

病變的發生。在垂體前葉激素中，生長激素

使病變惡化而促腎上腺激素促使病變修復。  

2.8 負荷傳導紊亂的影響：負荷傳導紊

亂時，軟骨基質的結構將遭到破壞，軟骨細

胞失去保護而受損。 

3.OA 的病理變化 

3.1 OA 早期的病理變化表現為軟骨膠

原網路破壞，導致關節軟骨斷裂。隨之在斷

裂處出現進行性潰瘍，軟骨細胞壞死。由於

軟骨破壞，軟骨下骨板表面裸露，局部壓力

增加，繼發骨小梁壞死而形成骨囊腫；而骨

質壞死又刺激骨組織修復改建，在重建過程

中，由於骨的硬度增加而出現象牙質樣變

性；周圍骨組織在修復自身破壞時會形成骨

贅。 

3.2 軟骨和骨的破壞可形成關節內的

微小游離體,刺激滑膜發生炎症，從而產生

各種早期臨床症狀。過去對 OA 滑膜炎症的

重視不夠，現在研究認為它與關節軟骨退變

一樣，是 OA 的基本病理特徵之一。 

4.OA 的診斷 

4.1 症狀 

4.1.1 疼痛：大多數骨關節炎病人通常

以關節疼痛而就醫，這種關節疼痛的特點

是：①始動痛：關節處於某一靜止體位較長

時間後，剛一開始變換體位時疼痛。②負重

痛：上下樓梯或負重行走時痛重。③主動活

動痛重於被動活動痛。④疼痛部位深在且一

般難以明確定位。⑤休息痛及睡眠中痛：隨

著病情進展，關節休息時還可能發生疼痛。

晚期病例，可能在睡眠中痛醒。 

4.1.2 靜止後僵硬和膠粘感。 

4.1.3 其他症狀：隨著病情進展，可出

現關節攣縮、不穩定，並可發生功能障礙。

有時在關節負重時，可能發生突然的功能喪

失（打軟腿）。患病關節喜溫熱，陰雨天或

天氣變化症狀加重等。 

4.2 體征 

4.2.1 壓痛：OA 受累局部可出現壓痛，

尤其有滲出時。即使沒有壓痛，受累關節被

動運動時疼痛可能也是一個突出的體征。 

4.2.2 關節彈響：膝 OA 最為常見，受

累關節活動時出現哢嚓聲。 

4.2.3 關節腫大：關節腫大可能由於繼

發性滑膜炎，關節積液，或者軟骨或骨邊緣

增生（骨贅）所致。 

4.2.4 滑膜炎：表現為局部發熱、滲

出、滑膜增厚，還可伴有關節壓痛、肌無力、

肌萎縮等。 

4.2.5 活動受限：由於關節附近肌肉痙

攣，關節囊收縮，骨質增生等結構異常，可

出現伴有疼痛或不伴疼痛的關節活動範圍

減少。 

4.2.6 關節畸形和半脫位：疾病後期，

由於軟骨喪失，骨端變形等，可出現受累關

節畸形和半脫位。 

5.OA 的中醫藥治療： 

5.1 非藥物治療：①教育和諮詢；②

減輕體重；③鍛煉和休息；④推拿治療法；

⑤針灸拔罐療法；⑥輔助物及裝置； 

5.2 中醫藥治療 

5.2.1 內治法 

5.2.1.1 瘀? 

 治則：活血行氣，袪瘀通絡  

 方劑：身痛逐瘀湯(《醫林改錯》)加減 

 組成：秦艽 9g、川芎 9g 、桃仁 6g 、

紅花 6g、甘草 3g 、羌活 9g、沒藥 9g、當

歸 15g、五靈脂 9g、香附 9g、牛膝 9g、地

龍 9g。 

5.2.1.2 邪? 

 治則：袪鳳散寒，除濕通絡  

 方劑：宣痹湯（林如高正骨經驗） 

 組成：防風 6g、桂枝 6g、蒼術 6g、當

歸 9g、制川烏 3g、制草烏 3g、薏米仁 30g、

絡石藤 9g，加減：風勝加秦艽、羌獨活；濕

勝加木瓜、防己；寒勝加幹薑、制附子；上

肢加桂枝、桑枝；下肢加木瓜、牛膝；腰背

痛加桑寄生、杜仲；瘀痛加乳香、沒藥、桃

仁、紅花；氣血虛弱加熟地、何首烏、黃芪。  



 

 49

5.2.1.3 毒? 

 治則：清熱解毒，和營止痛。 

 方劑：清痹止痛湯（經驗方）。 

 組成：忍冬藤 15g 、海桐皮 9g、延胡索

9g、海風藤9g、烏豆24g、秦艽9g、防己9g、

黃芩9g、生地12g、牛膝12g、甘草3g。 

5.2.1.4 虛?  

腎陽虛 

 治則：補腎壯陽，祛風通絡  

 方劑：骨刺湯（林如高正骨經驗） 

組成： 鹿銜草 15g  淫羊藿 20g  肉蓯

蓉 20g、骨碎補 20g 、雞血藤 20g、刺五加

15g、穿山甲 9g、白花蛇一隻。 

腎陰虛 

治則：補腎養陰，舒筋活絡  

方劑：龜鹿二仙膠（《蘭台軌範》） 

組成： 龜板膠 9g  鹿角膠 6g  人參

6g  枸杞子 15g 

5.2.1.5 痛?  

 治則：補腎壯骨，柔肝止痛 

 方劑：複方杜仲健骨顆粒（北京雙鶴） 

 組成： 杜仲、白芍、續斷、黃芪、枸杞等 

5.2.2 外治法： 

5.2.2.1 中藥熏洗：宣痹洗劑(《林如高

正骨經驗》) 

組成：桑桂枝各 1 2g  羌獨活各 1 5g  

生川草烏各 1 2g  兩面針 1 5g  榕樹須 20g  

絡石藤 l 0g  鐵樹根 l 0g  白茄根 20g  松

節 30g  桑寄生 1 5g  歸尾 20g 

用法：煎湯熏洗，或採用泡浴法，即將

上藥煎湯後濃縮成 2 5 0 ～ 3 0 0 ml 藥水，

另加黃酒 5 0 0 g，倒入浴盆(盛水約

25000m1)，浸泡 20～3 0 分鐘(水溫夏天在

35°C左右，冬天 40 ～ 45°C左右)，每週

3次，每次浸泡後配合按摩理筋。 

5.2.2.2 離子導入: 

常用藥物：生川烏、生草烏、獨活、威

靈仙、艾葉、透骨草、細辛、伸筋草、紅花、

當歸、茜草。 

 使用方法：在電極與皮膚之間放置浸濕

藥液的紗布，通以直流電，在電場作用下，

藥物離子在同名電極的排斥下，經皮膚經入

人體。 

6.複方杜仲顆粒藥理與臨床研究  

6.1 藥理作用 ①促進關節軟骨細胞代

謝，使其恢復分泌蛋白聚糖的能力，抑制關

節軟骨的蛻化和變性；②抑制滑膜的水腫和

炎症，具有鎮痛功效；③改善關節周圍軟骨

組織血液迴圈，調節免疫功能。6.2 臨床研

究 根據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1999ZL—35 批

文，由福建省中醫藥研究院主持進行複方杜仲顆

粒治療膝關節骨關節炎（肝腎不足、筋脈瘀滯證）

臨床試驗600例。6.2.1 藥品  複方杜仲顆粒

（北京雙鶴）12g/包，每次 1包，每日 3次，

餐後溫開水沖服。對照藥：壯骨關節丸（准

字 1996 第 9043 號）6g/包，南方制藥廠生

產, 每次 1包，每日 2次，餐後溫開水沖服，

療程一個月。 

 

組間療效分析：表 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組別 例數 臨床控制 顯效 有效 無效 顯效以上率 總有效率 

試驗組 400 48 139 181 32 187 (47%) 368 (92%) 

對照組 200 8 40 116 36 48 (24%) 164 (82%) 

注：總有效率＝臨床控制率＋顯效率＋有效

率；試驗組與對照組比較：Ridit 分析：u

＝5.453   P<0.01。說明試驗組療效優於對

照組。 

表 2兩組患者中醫證候積分治療前後變化比較（x±s） 

 組別        例數       療前平均積分       療後平均積分        積分下降值 

試驗組       400         12±4.60           4.97±3.60         7.03±3.38 

對照組       200        11.83±4.86         6.4±4.38          5.43±3.16 

自身前後比較：試驗組 t=20.781,P<0.01,

對照組 t=17.132 P<0.01；說明兩組治療該

症狀均有效。組間積分下降值比較：t＝

3.4515  P<0.01， 說明實驗組療效優於對

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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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兩組患者關節功能療效比較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後           下降分值 

               0   1    2   3    0    1    2   3   0    1    2   3 

試驗組   400   68 192  121 19   180  185  34   1  197  173  30   0 

對照組   200   31  99  60  10   72   95   31   2  105   78   7   0 

兩組自身治療前後比較：Ridit 分析 U

治＝9.8753,U 對＝6.6813,P<0.01 說明兩

組治療該症狀均有效。療後兩組下降分值比

較：Ridit 分析:U=5.0979,P<0.01，說明試

驗組療效優於對照組。  

綜上所述，複方杜仲顆粒對治療膝關節

骨關節炎所致的腫脹、疼痛、僵硬和關節功

能障礙，不僅起效快、療效顯著、而且安全

性高。

------------------------------------------------------------------------------- 

失眠的中医药调治 

王彦晖 

(厦门大学医学院) 

 

睡眠生理:  

一、睡眠分期：兩個時相。 

1、非快眼動睡眠（NREM）：慢波睡眠 

——促進生長、消除疲勞、恢復體力、

動作行為記憶，全身代謝減慢、腦血流量減

少、大部分腦區神經元活動，呼吸平穩、心

率、血壓及體溫肌張力降低（但仍能保持一

定姿勢）。 

無眼球運動 

2、快眼動睡眠（REM） ：快波睡眠 

——神經系統發育、其他記憶功能、伴

發分娩、心腦血管病、哮喘、肌張力極度下

降（除眼肌、中耳肌外）、腦血流量、大部

分腦區神經元活動、自主神經功能不穩：呼

吸淺快、心率、體溫調節、血壓波動、陰莖

勃起與夢有關。 

有眼球運動。 

二、正常睡眠結構 

NREM 睡眠與 REM 睡眠交替出現，交替一

次稱為一個睡眠週期。此兩種時相循環往

復，每夜通常有 4-5 個睡眠週期。  

NREM 睡眠：75%-80%（90 min） 

REM 睡眠：20%-25%（10-30 min） 

人類不同年齡的平均睡眠時間: 嬰兒

-24 小時；幼兒-9-12 小時；學童-9-10 小

時；成年人-7-9 小時；老年人-平均 5-6 小

時。 

充足的睡眠量指第二天不覺得思睡 

90 歲以上健康老人的睡眠時間 10 小

時。  

失眠症： 

失眠症的定義：世界衛生組織的失眠定

義（ICD-10） 

有入睡困難、維持睡眠障礙或睡眠後沒

有恢復感 

至少每週3次並持續至少1個月睡眠障

礙導致明顯的不適或影響了日常生活 

沒有神經系統疾病、系統疾病、使用精

神藥物或其他藥物等因素導致失眠 

失眠的危害： 

長期失眠-白天功能障礙（工作能力、

認知功能、精力下降） 

還可增加患抑鬱症的危險 

促使高血壓、糖尿病、肥胖、心臟病發

作，增加腦卒中的發病風險 

還可導致糖耐量降低、使免疫力降低 

增加醫療資源的消耗 

增加意外的發生（世界某些大災難） 

失眠症的原因： 

慢性軀體疾病：如疼痛、心衰、慢性肺

疾病、關節炎、慢性腎衰、帕金森病、腦血

管病、腦炎等。 

原發性睡眠疾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

綜合征、週期性肢體運動和不安腿綜合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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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及其他物質：酒精、尼古丁、咖啡

因、兒茶酚胺、甲狀腺素、β-阻滯劑、口

服避孕藥、皮質類固醇等。 

晝夜節律紊亂：睡眠時相延遲綜合症、

睡眠時相前移綜合 症、時差、夜班工作等 

生理因素：睡眠環境變化、噪音、高溫、

強光等。 

心理因素：焦慮（入睡困難）、抑鬱（早醒）。 

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反應性精神病

等。 

行為因素：心理生理性失眠、不良的睡

眠衛生。 

失眠症的分類： 

根據病程分類： 

一過性失眠 ：≤4周， 

短期失眠 : > 4 周，< 3-6 月  

長期或慢性失眠： > 3-6 月    

主要的失眠症類型： 

1、心理生理性失眠：15%  

任何原因引起的情緒衝突誘發，青年期

發病、女性多見。 

學得性阻睡聯想：因對睡眠過分注意而

不能入睡。 

軀體緊張：越接近睡眠時越焦慮，肌緊

張、血管收縮。 

條件性喚醒：對臥室或睡眠相關行為 

無意識入睡：看電視、閱讀時卻可輕鬆入睡。 

首夜顛倒效應：與睡眠正常者在陌生環

境中首夜睡眠變差的現象相反。  

治療：良好睡眠衛生+光療。 

2、睡眠衛生習慣不良： 

各種可誘發入睡困難的日常生活行為

習慣所致。 

表現為入睡困難、覺醒頻繁、早醒。 

糾正不良睡眠衛生習慣可緩解失眠， 

早期可適當使用催眠藥輔助治療。 

3、主觀性失眠：5%  

 指對睡眠狀態感知不良。 

 多主訴失眠，可有焦慮、抑鬱症狀 

 睡眠潛伏期、睡眠結構、維持時間

均正常，目前無特殊治療。 

4、抑鬱障礙相關性失眠： 

 心境惡劣、動力缺乏突出。 

 睡眠障礙以早醒最為常見。 

 可伴軀體不適：疼痛、多汗、胃腸

道症狀等。  

失眠可隨情感障礙的緩解而消失。 

5、焦慮障礙相關性失眠： 

長期存在廣泛性焦慮（精神性、軀體性） 

睡眠障礙以入睡困難為主。 

心理治療、抗焦慮治療有效。  

失眠症的診斷： 

失眠症的主觀標準： 

入睡或睡眠維持困難、早醒而不能再次

入睡。 

睡眠不能恢復腦力和體力 

日間社會功能或生活品質明顯受影響 

失眠症的客觀標準要根據多導睡眠圖

（PSG)來判斷： 

睡眠潛伏期延長（＞30分鐘）。 

實際睡眠時間減少（每夜＜6小時半）。 

覺醒時間增多（每夜＞30分鐘）。 

對失眠症患者需進行 2 周的觀察和記

錄。 

就寢、起床時間，睡眠持續時間和品

質、夜間覺醒情況等主要症狀與規律； 

飲酒、含咖啡因飲料及用藥情況、生活

習慣等。 

進行詳細的內科系統檢查； 

必要時應做心理分析、精神病專科檢

查、多導睡眠圖等其他客觀檢查。 

中國失眠現狀： 

06 年中國 6城市睡眠情況調查： 

普通成年人在一年內有過失眠者比例

高達 57%, 其中 53%症狀超過 1 年。但僅有

13%的患者曾經跟醫生談及自己的睡眠問

題。 

失眠症的治療 

失眠症治療的目的是改善病人的生活

品質。任何減輕夜間壓力、使精神放鬆的措

施均有助於改善失眠。 

一、非藥物治療：首選 

（一）病因治療： 

改善不良情緒：學習工作壓力大，生活

遭遇變故等  

治療影響睡眠的疾病：睡眠呼吸暫停綜

合征、慢性疼痛、抑鬱症 等等  

避免服用引起興奮的藥、物質：兒茶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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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甲狀腺素、咖啡、口服避孕藥 ，茶、

酒精、煙等 

（二）行為治療方法 

1、睡眠衛生教育——養成良好的睡眠

習慣與規律。  

創造舒適的睡眠環境（溫度、噪音、光

線、床）。 

避免睡前吸煙、飲酒、茶、咖啡等，少

飲水。 

不在床上進行非睡眠活動，如看電視、

閱讀、聽收音機等；儘量不要午睡。 

睡前放鬆、日間規律運動（下午）：30-40分鐘 

2、刺激控制訓練 

穩定睡眠-覺醒節律，提高睡眠效率。

只在有睡意時上床，若在 15～20 分鐘還未

入睡，應離開臥室，有睡意時再回到床上。

只要需要便重複前 2步，早上定時起床。 

3、其他： 

放鬆訓練：減少覺醒。 

熱水澡、靜坐、自我按摩、腹式呼吸 

光照治療 ： 

適於睡眠-覺醒節律障礙如睡眠時相延遲

綜合症、睡眠時相前移綜合症、時差反應等。  

二、常用西藥 

常用西藥： 

短效類：T1/2＜6h，15～20 分起效。如

三唑侖、咪噠唑侖（多美康）、去甲羥安定 

中效類：T1/2 6～24h，30 分起效。如

蘿拉西泮（羅拉）、舒樂安定、阿普唑侖（佳

靜安定）、氯氮卓（利眠寧）等 。 

長效類：T1/2 24～50h，40～60 分起

效。如安定、硝基安定、氯硝安定、氟基安

定、氟硝安定等。 

優點：誘導入睡迅速 

常用西藥副作用：精神運動損害、記憶

障礙，濫用或長期使用可產生耐藥性、依賴

性及反跳性失眠，短效藥物最易出現；而長

效藥物則有抑制呼吸作用與白日殘留作用

（宿醉等） 

中醫辨證論治: 

目標：陰陽平衡。 

診察方法：症狀、舌象、脈象。 

常見證型：膽鬱痰擾、心肝火旺、心腎

陰虛。 

治療：耳貼、中藥。 

辨虛實 1： 

虛證：陰血不足，心失所養、體瘦弱、

面色無華、神疲懶言、心悸健忘、舌苔少，

脈象虛。 

養心安神藥：酸棗仁、夜交藤、柏子仁。 

辨虛實 2： 

實證： 

邪熱擾心、心煩易怒、口苦咽幹、便秘

溲赤、舌尖紅、脈象浮弦有力、清熱（心肝

熱）安神藥：黃連、蓮子心、黃芩、黃柏、

梔子、川楝子、夏枯草。 

重鎮安神：磁石、珍珠母 

耳貼治療： 

常用治療失眠穴位：神門，皮質下，心，腦。 

失眠治療三方法 

耳針：沒有副作用，但是部分無效。 

中藥：辨證準確沒有副作用，還能夠改

善體質，治癒率高。辨證不準確無效或者療

效差。 

西藥：見效快，有效高，但是治癒率低，

有副作用。 

 

（本文根據作者的學術演講稿整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養陽育陰 

張永樹 

（泉州市中醫院） 

   

    2002 年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定為全

國第三批老中醫藥專家，覺得責任重大。回

顧總結從醫以來的學習工作經歷提出“養

陽育陰 通調督任 灸刺並重 針藥結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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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觀點，作為傳承的思路。五十多年的臨床

親歷告訴自己，這一學術主張符合中醫針灸

學科理論和醫療實踐。2008 年被科技部列入

“全國名老中醫臨床經驗、學術思想研究”

專案課題。現以此為題彙報學習心得體會。 

1、陰陽五行學說的本質是承認差別，

注重個體特性 

中醫針灸學科理論乃至臨床實踐的哲

學基礎是陰陽五行學說。這一理論體系說到

底，或者說其本質是承認差別，並以其生克

承制來說理，來指導治病救人，養生保健。 

對於水來說火是陽，對於火來說水是

陰。大至宇宙，小至微生物；大至自然現象，

小至人的生理、病理變化；大至歷史沿革，

小至個人、家庭的興衰……無不貫穿著變化

無窮、對立、統一、互根、消長、轉化的陰

陽五行規律。陰陽之中複有陰陽，無限可

分。同樣是水有熱水、冷水、滾燙的水、結

冰的水，同樣是火的文火、武火、熊熊大火、

燈芯點燃的微火。中醫的辨證表、裏、熱、

寒、虛、實。此中，除了性狀、程度的差異，

更有表裏交互、熱寒夾雜、虛實並存。 

同是人類，黑色人種衝刺力、爆發力明

顯優於其他人種，但鮮有他們獲取游泳方面

的獎牌。同是人類，聲音、體態、外貌可有

男女之分；運動員的成績男女有別；同樣是

蛋，在營養物質的含量來看，可能基本相

同，但雞蛋和鴨蛋就是不同；同是穴位，不

同的配穴、取穴先後、刺灸手段不同帶來的

差異是明顯的；同是中藥不同的配伍，不同

的煎煮，不同的用法（服法）效果不同也是

事實…… 

無怪乎古之聖賢說：“陰陽者，天地之

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

始，神明之府也。” 

現代醫學善於尋找共同點，從方法論、

認識論上來說是綜合的；中醫針灸即不斷辨

證，因人、因時、因地找出個性化的東西加

以論治，從方法論、認識論上說是分析的。

比如同是咳嗽，西醫經檢查、X光診斷明確

是支氣管炎或肺炎，即施抗菌消炎的藥物；

中醫認為“五臟皆令人咳”，要辨其病位在

何髒，病性的寒熱虛實，還要根據不同的性

別、年齡、職業、疾病的不同階段、並存症、

不同秉賦，不同發病季節、地域，採取不一

定相同的治療方案，這種方案又事帶有醫者

的個性化差別。不同水準的醫者的認識處置

有差別；同一醫者在自己不同的經歷、不同

的時段也不盡相同。有時卻可達到殊途同歸

的現象。所以說中醫臨床病例的處理不一定

有標準答案，其療效是判斷的重要標準。如

果加上施治方面的正治、反治、從治、逆治

之分，那就更加錯綜複雜了。 

質言之，陰陽五行本質上是在求共性的

前提下承認差別，注重個體化的東西。中國

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王永

炎指出“WHO生物醫學專家提出個體化的具

體治療是臨床實踐的最高層次，中醫藥專家

獨特經驗中蘊藏著十分寶貴的個體化具體

治療經驗，對此加以總結、繼承，完全符合

這一理念。” 

2、平秘陰陽以求動態平衡是辨證論治

的出發點和歸宿 

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當陰陽失衡時就

會產生種種生理性、病理性或心理性的問

題。就生理來說，人在生長壯老已過程中會

有類似“症狀”的反應，嬰幼兒長牙、成長

時會莫名哭鬧發熱，在不同年齡段也會有自

身生理週期變化的“症狀”，最典型的莫過

於女性月經初潮、經期綜合征、妊娠反應，

絕經期綜合征。男性也有“更年期”。金蟬

脫殼，蛇要脫殼，人在一生中也要“脫幾次

殼”吧。到了一定的年齡，生理逐漸衰減，

心理也會變化。就可能出現莫名所苦的“症

狀”。另一方面，在不同季節、不同地方的

變動中也會陰陽失調，陰平陽秘是相對的，

陰陽失調是絕對的。 

至於病理、心理變化都是不同程度、不

同形式的陰陽逆亂，更是要通過四診八綱找

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補不足，瀉有餘。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瘤子割掉，是

炎症抗菌消炎，是失眠用鎮靜……這都沒

錯，但可能是初級階段。從陰陽五行學說來

認識，必須運用四診——包括四診的延伸

（現代醫學的心電圖、X光、超聲檢查等）

審證求因，判明表裏寒熱虛實，理清病理機

制（病位、病性、轉歸、預後），最終還是

以陰陽五行來切入、分析，制定施治原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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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曾經收到一嚴重失眠病人朱某，男，50

多歲，銀行職員。年輕時因事刺激長期依賴

多種安眠藥。求診時每天服用安眠酮 35 片

（中午、晚上分兩次服用），方能維持每晚

很短時間的睡眠。蘇稼夫主任和我診察了該

病後，結合其他兼症，認定該病屬心脾兩

虛，以針刺補益心脾，寧神安眠。經近三個

月的施治，逐漸減少服藥，最後不用服藥安

然入睡。常說失眠是神經衰弱，應該是指其

興奮和抑制的功能衰弱，該興奮時興奮不起

來，該抑制又抑制不下去。如果只在抑制上

作文章怎能有效解決問題呢！只有察其陰

陽偏頗，加以和調取效。 

醫者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平秘陰陽以

求得動態平衡。有道是“良相治國、良醫治

人”。傑出的政治家，和精誠大醫一樣都要

精通世情、醫情，善於各種手段的攻補兩

手，把各種錯綜複什的陰陽失衡調整好，以

平為期。人們把治病有方療效明確的醫者稱

為“大國手”大概是由於他們是平衡陰陽

的高手吧！ 

“調”字當頭是平秘陰陽的最形象表

達。就湯藥而言，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黃丸三

瀉三補；小柴胡湯之和解表裏。針灸取穴的

陰陽經或表裏取穴搭配也有很經典組合：足

三裏配三陰交之健脾和胃；大椎配關元的通

調督任；合穀、太沖的四關配理氣通腑……

這些看似簡單平淡的方組能樞轉氣機，活血

通經，屢創奇效。 

3、調養陽氣培育陰精是平秘陰陽的總

綱 

人體不外陽氣，陰精兩大部分，就主從

關係來看，陽氣應是為主陰精為從，“養陽

育陰”是總綱。養陽是調養陽氣，不單純指

補陽；育陰是培育陰精不單純指滋陰。要培

育陰精前提是調養陽氣。充盈的陰精是陽氣

的物質基礎。只要陽氣充盛功能活躍才能熟

水谷培育陰精。一鍋大米、魚肉、蔬菜鍋底

沒有火能煮得熟嗎？能成為美味佳淆果腹

解饑、化生氣血嗎？ 

從天人合一的觀點看，萬物生長靠太

陽，燦爛的陽光帶來了光明、熱量，孕育、

催生、助長，使其茁壯成熟乃至繁衍不息。

俗話說“月光再亮不能曬穀子”，說的是太

陽和月亮不同屬性。古之醫聖張介賓在《大

寶論》：“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

太寶，只此一息真陽”、“凡萬物產生由於

陽，萬物之死亦由乎陽，非陽能死物，陽來

則生，陽去則死矣。”《內經》：“陽氣者，

若無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張景

嶽：“人而無陽猶天之無日，欲保天年其可

得乎！”陽氣和陰精都重要，缺一不可。陽

為主，陰為從，人生命的誕生是陽氣聚斂陰

精而成，大地母親以廣褒胸懷包容一切，原

動力卻是太陽。從社會現象而言，由於男女

的屬性、體力不同支撐生產力運轉，搏擊在

前的多是陽剛的男性。有“英雄”之稱，無

“英雌”之呼。當然沒有母親便沒有英雄，

然而屬陽的男性理所當然地要成為生命

場，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主角，回到本文開頭

談到的陰陽本質是承認差別的話題就清楚。 

養陽，指的是調養陽氣。包括在飲食起

居中防止耗散陽氣，包括補不足，瀉有餘。

耗散陽氣往往是暑天貪涼，在冷氣過度時間

過長，或過食冰凍食物。有些白領階層出門

坐轎車，進門乘電梯，辦公室裏開足冷氣，

有的衣著單薄、短袖短裙，終日不見陽光；

有些南方人出門是天寒地凍的北國喜歡逞

能顯示“不怕冷”而落下病根。就痹證而

言，風寒濕雜而為痹，關鍵是陽氣未能禦

邪；久痹未愈發為熱痹，或致成頑痹，多數

也是陽氣不足，不能驅邪外出，不能活血通

絡。有些患者已成熱痹以艾條溫和灸，反倒

舒適而有效。 

陽氣不足者，在藥療、食療或針灸中，

施之溫陽通絡的方法。除了痹證外，陽氣虧

虛引起的陰結、冷秘、施溫熱病取效者眾，

這就是塞因塞用的反治法。氣虛發熱者治以

甘溫除熱之法也可取奇效。至於按常規寒者

熱之，虛者補之的案例更是養陽取效的明

證。 

瀉有餘者，指陽氣過盛者，瀉之取效，

也屬調養陽氣，“調”字變化無窮。曾收治

一門診病人患陽明頭痛。幾經檢查、治療，

症反劇。處診時發現一派陽明燥熱症狀和舌

紅苔燥黃、脈洪滑，問診時得知大便燥結難

解，據“邪中於面，則下陽明”古訓，以清

瀉陽明燥熱之法解其頭痛主症。後患者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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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告知的陽萎隨之告愈。陽明主宗筋、宗

筋主束骨利機關，宗筋者，男性生殖器。陽

明燥熱清瀉後，弛緩的宗筋得以正常，這也

是養陽。另一例濕熱內蘊，口臭咽幹，大便

秘結，小便臭穢的患者，其熱火熾盛，陽氣

過盛，多方以中西藥治療 5年無效，以補中

益氣湯化裁甘溫除熱 5 劑取效，這也是調養

陽氣。 

南安魏俊良老中醫一次授課時提出，仲

景首創六經辨證時為什麼以太陽為一身之

表？要我們去思考。後來復習經文時有段關

於衛氣的表述，《靈樞·大惑論》：“夫衛氣

者，晝日常行于陽，夜行于陰，故陽氣盡則

臥。陰氣盡則寤。”平旦陰盡陽受氣時，衛

氣從足少陰腎經上行，出足太陽經的睛明

穴，循足太陽經下行，又從目外眥散行於手

太陽，足太陽，從耳前散行于手少陽，從耳

前合於頜脈，散行于足陽明，從耳下散行于

手陽明。其至足部的，入足心，出內踝沿足

少陰腎經之別支一踽脈，複合於目。這就是

衛氣運行于陽分一周之序，如是運行廿五

周。因其不入陰分，故白天彌漫散行于陽

經，則從陽經入是心，出內踝行于足少陰腎

經，注入腎，由腎次第注入心、肺、肝、脾

後，複注於腎，為夜行于陰一周之數。如是

運行廿五周。因為夜行于陰，故不出陽經，

到陰經盡陽受氣時，則複從足少陰腎經上

行，複合於目、行于陽分。這樣運行不息。

日行于陽氣廿五周，夜行于陰分廿周，一日

一夜五十周於身，而每日常大會於風府。 

衛行脈外、主表、屬陽，營行脈中，屬

陰。衛氣平旦從睛明穴出通過是太陽經通行

諸陽經，故太陽為一身之籬。承接平旦之陽

氣，衛從太陽經始振奮四肢百骸、五官九

竅，以吐故納新，腐熟精微，輸轉氣血，培

育陰精。 

陰精為物質基礎，陰在內陽之守，陽氣

為功能活動，陽在外、陰之使。有了臟腑經

絡，衛氣營血的實質，就能化生出功能的陽

氣，作為動力運行著全身的新陳代謝，促進

人的生長成熟，同時培育著陰精。養陽和育

陰就這樣和諧協調，共生共存。 

4、養陽育陰大法：通調督任、灸刺並

重、針藥結合 

4.1 養陽育陰運用於臨床實踐中，首推

通調督任。督脈是陽經之海，任脈是陰經之

海。藥物處方中注意歸經的理論，如頸腰椎

間盤突出（膨出）症引致的痹痛應選取入

督、任及相關經脈入藥；取穴可取請陽交會

之大椎及陰中陽穴的關元或針或灸。我總結

了通調督任八法：溫陽通督、通督驅邪，通

督開竅，溫任益心，充任滋腎，調任理氣，

交通任督，滋養任督。 

4.2 灸刺並重。當今只針不灸，重針輕

灸成風。殊不知，灸是針灸之中的另一半，

所以要提灸刺並重，把灸字在前面。近代針

灸宗師承淡安極其推崇灸法，先師留章傑

1935 年專程到無錫師從淡安公，繼承其衣

缽，把灸刺兩手都學好，得其真傳。留師學

成返泉後，旗開得勝第一例就是施艾炷灸治

色寒腹痛取奇效，自此灸刺同時在閩泉－福

建－海外傳播開。承公另一弟子，山西謝錫

亮教授對灸法深有研究，獨樹一幟，多部專

著問世。已故針灸名家周楣聲在安徽省針灸

醫院首創灸療科，以各種灸療手段救治病

患，療效卓著。曾主辦全國性灸療培訓班，

學術會議，創辦“灸針之聲”小報，併發明

瞭灸架解決長時間艾條溫和灸的器械空

白。江西陳日新教授創立熱敏灸的興起南京

王玲玲教授關於直接灸的實驗研究……都

為灸法的繼承和創新作出了貢獻。 

筆者深信“針之不為，灸之所宜”。灸

法在養陽育陰方面有著更加深厚的理論基

礎和臨床意義。有些病證單以灸法可以明顯

取效。如燈芯灸治纏腰火丹、癤腫；大椎、

關元大劑量艾條溫和灸治療原發性高血

壓，多種痹證。應該強調的是灸術既養陽育

陰，又揉合通調督任的因素。 

灸法的半邊天是冷灸，三伏天貼敷藥泥

冬病夏治，蒜泥貼敷湧泉治腎氣不足，氣虛

火旺…… 

近年來灸法方面還有不少的創新，福建

省立醫院梁雪英首創灸合治療精蟲減少男

子不育，風糜海內外，被稱為送子觀音。以

自熱敷料、坎離砂、紅外線、特定電磁波、

磁貼，代灸膏也都在推廣。 

4.3 針藥結合。先師留章傑善針善藥，

淡安公是傷寒學派，從承公那裏得心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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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經方派，又擅長用經方施治溫病的一套

思路和經驗。針藥不分家。古之許多大醫家

同時又擅長針灸，扁鵲、孫思邈、華陀、張

仲景也都是身兼針藥兩手的神醫，李時珍同

時著《奇經八脈考》大作。 

針灸是以治療手段命名的學科，其適應

症遍及內、外、婦、兒、五官、皮膚、痔瘡

乃至養生保健，對一個針灸醫生的要求應該

說是更高了。因為必須熟悉掌握全科的診療

手段，除非藥物療法外，還必須“知藥”。

我們應試時一樣要考“中藥”“方劑”

“中基”“診斷”。筆者師從留章傑注重經

方，有時單以針刺，有時單以方藥，有時又

針又藥各得其所。早年為學生臨床帶教時，

同學議論我多用溫熱藥方。認真回顧之後，

加上多年以來尊師訓多施灸術，奠定了養陽

育陰的思路。 

這裏，還有民間豐富的單方、驗方，一

些民間草藥、食療。有時可以有“四兩破千

斤”神奇的療效。有道是“單方驗方氣死名

醫”。但是由於地域、風俗、地土方宜，氣

候變化，個體差異，也有“單方驗方方方不

驗”的情況。必須認真採集，客觀如實將觀

察到的過程記錄下來，分析整理。棄之不用

是不對的，全盤接受也不妥。 

養陽育陰是總綱，通調督任，灸刺並

重，針藥結合是大法，後面的三條本人都有

專文論述。中醫思維就是按陰陽五行等基礎

理論來研究天人合一，動衡制約；研究人的

生理、病理、辨證、施治、預防、養生、康

復諸多問題。爭取以最少的創傷，達到最佳

療效。 

結語：中醫研究和研究中醫是有區別

的，前者是依照中醫的學科特點研究人和自

然，人自身整體關係。如果用另外一套標準

來研究中醫，就會象請足球裁判來執法籃球

賽一樣荒謬。中醫的學科理論和實踐是異于

現代醫學的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

互交融的科學體系。猶如醫生簽名以示負責

時不加思索，信手而就，千變萬化，但用最

先進科技手段總可以找出基本特徵，鑒別出

真跡。 

現代中醫必須掌握現代醫學診療手

段，但首先要牢記自己姓“中”，在其妙無

窮的取效案例中，如果也去找簽字的基本特

徵的話，這個主線就是陰陽五行——平秘陰

陽，養陽育陰。 

------------------------------------------------------------------------------ 

 

閩南文化和閩南中醫的歷史責任 
——“泉州留章傑中醫針灸”列入市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有感 

張永樹 

  （泉州市中醫院） 

 

經過一年多的申報，填寫過多少份表

格，泉州市人民政府 2013 年 8月 20 日發出

通知，把“泉州留章傑中醫針灸”列入第四

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蘇稼夫主

任和筆者同為代表性傳承人，深感責任重

大。值此閩南名老中醫學術經驗傳承學習班

開班之際，談點想法。 

1. 文化無中醫！中醫無文化？ 

2011 年 4 月泉州市社科聯等四單位，

發起“中華傳統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和影

響研討會”，筆者撰寫了“醫緣、鄉緣、廣

結緣（中醫針灸凝聚僑心二、三事）”、“泉

台中醫藥交流新平臺的構建和發展”兩篇

文章，算是中醫針灸介入文化領域的少有的

一聲。歷來，說到文化就是唱歌跳舞、吟詩

作賦、著書繪畫、雕塑建築。中醫只是作為

醫科學科，並不列入文化。 

2013 年世界閩南文化節在泉州隆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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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某媒體列入的十二個方面內容“陶瓷文

化、茶文化、先賢思想、海洋文化、南少林

武術、南音南戲、人生禮俗、宗教信仰、閩

南語文化、民間工藝、宗教文化、南建築文

化”。2013 年在中日韓三國共同發起的“東

亞文化之都”的評選中，泉州從我國十個入

圍城市中脫穎而出（日本橫濱、韓國光州入

選），並於 9月 28日在韓國光州授牌。此中，

閩南文化的內容裏中醫藥的表述缺如。文化

無中醫！ 

中醫藥學是我國醫學科學的特色，也

是我國優秀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中華

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對世界文明的

進步產生了積極影響。2010 年 11 月聯合國

科教文組織把“中醫針灸”列入人類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11 年國家發佈第

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入選的傳

統醫藥項目四項。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中

醫藥文化建設“十二五”規劃。中醫無文

化？ 

中醫藥源遠流長，其基礎理論陰陽五

行、天人合一、動衡制約就是傳統文化最精

華部分之一。劉煒宏在“遺產 文化 科

學——針灸醫學的本質特徵”一文中說：

“《內經》是在教人怎樣治病，卻怎麼看都

像是在教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生活，如何

養生的道理，這是一個古代文化與科學完美

結合的產物。” 注① 

事實上，浩如煙海的中醫藥書籍，充

滿著古代哲學、古代曆法，古代藝術以及琴

棋書畫的內容，尤其是樸素的辨證法、唯物

論的運用。以醫者的四診感知、推理、思考，

強調形神兼調而不是簡單的去除病灶；防治

疾病相結合，必須具“上知天人，下知地

理，中知人事……”，這些都是傳統文化的

內涵所在。 

2.豐富多彩的閩南文化陶冶了傑出的

閩南中醫 

閩南這片熱土，悠遠而地靈，閩南文

化大大超出其有限的地域。幾千年來造就防

治疾病的中醫藥產業，孕育了無數傑出的先

賢。2000 年版《泉州市衛生志》辟有“中醫

中藥”專篇，列有中醫淵源，中醫醫療機構

中醫臨床各科、中西醫結合、中藥，繼承與

整理，泉台醫藥文化交流七章（含廿一節）。

在醫學教育、醫學科學研究、黨群組織與學

術團體及人物等篇內多有中醫藥相關記

載。其中重要人物自唐、宋以來至編志為止

有 26位列入“人物傳”，有 12位錄入“人

物錄”。如該志所載：最早見於唐嗣聖初

（684 年）置武榮州，至景雲二午（711 年）

改名泉州，其清源郡有“醫學”置醫學博士

一人，助教 1人。 

北宋明道二年（1033 年），泉州府同安

白譙村名醫吳夲到泉州城內行醫，懸壺於花

橋亭，由於他生活儉樸，醫德高尚，對貧苦

患者施診每贈藥，活人無數，深受民眾愛

戴。北宋景祐三年（1036 年），他上山采藥

救人，不幸跌落深崖逝世。生前著有《吳夲

本草》。老百姓尊稱他為保生大帝，吳真人

君。他還是閩台共仰的醫神，兩岸多有建有

廟宇塑像供奉。注② 

宋天禧四年（1020 年）泉州府同安縣

城關人蘇頌，醫藥學家。校訂整理了《神農

本草》、《靈樞》、《針灸甲乙經》、《素問》、《廣

濟》、《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參與

編寫《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唐新修本書》。

嘉祐六年（1061 年）編成《本草圖經》、《無

佑三年（1055 年）首創世界第一座天文授時

儀器“水運儀象台” 》，後又撰寫《新儀象

注要》。注② 

泉州中醫藥名家中，1963 年確定為首

批省級名老中醫的有：留章傑、吳淑仲、劉

清淵、傅若謙、傅錚輝； 

1975 年，確定為第二批省級名老中醫

的有：蔡友敬、孫松樵、王鴻珠、駱安邦、

吳光烈、張志豪、王碩卿、林扶東、黃建章、

劉耀南、陳國治、郭智侯、洪孝華、蘇明燦、

蔡振明、洪我嘉、李良邦、唐振玉。 

1990 年，列入全國第一批老中醫藥專

家有：蔡友敬、駱安邦、吳光烈； 

1997 年，列入全國第二批老中醫藥專

家有：鐘秀美、郭鵬琪； 

2002 年，列入全國第三批老中醫藥專

家有：丁秀貝、林禾禧、張永樹、周來興； 

2008 年，列入全國第四批老中醫藥專

家有：蘇稼夫； 

2012 年，列入全國第五批老中醫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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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劉德桓、郭為汀。 

2010 年，確認為國家級名老中醫：張

永樹。 

此外，2013 年，市中醫院針灸科成功

申報國家臨床重點專科。（我省針灸專業唯

一進入國家重點專科） 

由於名醫輩出，人材濟濟，不能一一

列舉，尚待在研討中不斷發拙、補充。 

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中醫機構的發展

沿革，著述的出版發行，藥材的加工炮製，

名牌藥品的形成改革都有豐富的內容。將在

閩南文化大的框架下深入採掘整理，讓她煥

發奪目的光彩，照耀閩南大地乃至沖出地球

走向宇宙。 

自古至今，閩南中醫隊伍龐大，業務

精湛，為閩南地區乃至海內外，境內外民眾

防治疾病作出了重大貢獻。1949 年後在党的

中醫政策指引下，在各級政府尤其是衛生行

政部門直接領導下，堅持中醫學術和地方特

色，又和傳入的西醫團結合作，為群眾的衛

生保健事業，保護勞動力，促進生產發展，

盡心盡力，成績卓著。在國內、海外獨佔鰲

頭，處領軍地位。依靠“山、海、僑、特”

優勢，閩南中醫在促進中外交流、發展和港

澳臺聯繫方面也做出不可替代的努力。這些

既是閩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過來又充

實發展了閩南文化，豐富她的內涵。在構建

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事業中，閩南中醫當仁不

讓。 

在發出“文化無中醫！中醫無文

化？”感慨的時候，切不可怨天尤人。要明

白自己在傳統文化——閩南文化的傳承發

展中的歷史責任。作為閩南中醫，要勇於擔

責，恪盡職守，做一個無愧於閩南文化的閩

南中醫，做一個合格的中醫人。 

所幸的是社會各界對閩南中醫的文化

內涵深有贊許。國家一級導演、泉州歷史研

究會副會長吳捷秋、是這樣評價先師留章

傑：“懸壺梓裏、文藝兼長；詩文並美，濟

世康強”。 

可喜的是後起之秀的文化素養亦已嶄

露頭角，泉州醫科所年輕主治醫師、陳文鑫

碩士為賀南安市中醫院全國首批老中醫藥

專家吳光烈懸壺 65 周年所撰：“沁園春·

杏林春暖”，頗有章法，深得眾人好評，詞

曰： 

“吳氏南安，泰斗名醫，譽滿四方。 

業春秋六五，沉屙屢起；懸壺濟世，

福佑家鄉。 

幼秉庭訓，祖傳六代，仁術仁心保健

康。 

享津貼，授國級名醫，橘井泉香。 

桃李天下相傳。 

高尚品德人人敬仰。 

若仲景重生，華佗再世； 

精誠大醫，活命巧匠。 

博極醫源，精勤不倦，寶刀不老幾夕陽。 

身長健，頌春暖杏林，世世傳揚。” 注③ 

3.“泉州留章傑中醫針灸”傳承醫學

和文化使命 

先師留章傑（1911.10～1990.1），福

建泉州人，原市中醫聯合診所創辦人之一，

師承澄江針灸學派代表人物、一代針灸宗師

承淡安，在跟師學習期間，學習刻苦用功，

深得老師真傳，奠定扎實的中醫藥理論基礎

和很好臨症診治處置能力。 

跟師畢業後，留氏回泉行醫，大力推

廣針灸治病。1953 年參與創辦全省第一批中

醫聯合診所——泉州市中醫聯合診所。留氏

針灸採用平刺手、三度進針等針刺手法，配

合直接灸，溫針灸，艾條灸為常用灸法，以

“針灸為主、針藥並施”的診療手段開拓泉

州針灸，成為泉州市首位以“針灸為主、針

藥並施”的針灸醫師，填補泉州針灸醫學史

上的空缺。自此以後，針灸治療在泉州地區

嶄露頭角，就醫者眾，療效確切，深受人民

群眾喜愛和信任。 

1958 年留氏進京參加全國中西醫醫學

交流會。1963 年被省衛生廳評為首批省級名

老中醫，1987 年受聘為華僑大學中醫系兼職

教授，其間編寫教材，帶徒授業，言傳身教，

啟迪後學，成效斐然。隨著針灸治療越來越

讓群眾接受，加上顯著的療效和留氏良好的

醫德風範，就醫患者甚眾，“泉州留章傑中

醫針灸”廣為人知，美名遠播。 

泉州市中醫院針灸科為傳習留章傑中

醫針灸的主要場所，為國家級臨床醫學重點

專科，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十二五”重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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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設專案及福建省衛生廳第一批中醫重

點專科（針灸學科唯一重點專科）、福建中

醫藥大學臨床實習基地和福建省針灸培訓

基地、福建中醫藥大學碩士點。 

“泉州留章傑中醫針灸”的傳承和發

展脈絡清晰完整，其臨床療效，醫德風範影

響著一代又一代針灸人員，惠澤普羅大眾，

影響深遠。我們認為“泉州留章傑中醫針

灸”文化內涵深刻，極具歷史、文化和科研

價值，有較好的社會效益，符合省市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申報條件。 

筆者深信先師留章傑的業績既是承淡

安公學術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閩南中醫的

代表人物。其學術思想和經驗的研發將為閩

南文化的充實盡自己的棉薄之力。報載閩南

語飛出太陽系說的是美國宇航局（NASA）於

1977年9月5日發射的“旅行者1號”飛出

太陽系，其中攜帶的一張金唱片錄有 55 種

人類問候語言中，閩南語就是被選用四種中

國語言之一。注④ 

先師是閩南大地孕育出來的才子，深

諳泉州民俗，戲曲藝術、琴棋書畫。善於以

閩南語字音、字義解讀古醫書的疑義。著有

“中醫學字釋”、“別字別讀舉隅”、“加

工炮製詞字”，吾輩將在完成此項目過程求

知鑽研，在提高學術水準的同時，學習閩南

文化，提升文化素養。末了，恭錄留師詩作

本文結束。 

炎黃醫學早昌明，歷代先賢後繼承；

長向杏林勤掃葉，敢將老朽賣虛名！ 

 

注：①《中國針灸》，2011（1）：1 

②《衛生志》泉州市衛生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 年 4 月第 1 版：374-375 

③《首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吳光烈從醫 65 周年特刊》2011 年 5 月 第 69 頁 

④《東南早報》2013 年 9 月 26 日 A04－05 

------------------------------------------------------------------------------ 

 

抗精子抗體與女性不孕 

鐘秀美 

  （泉州市中醫院） 

 

宮頸粘液抗精子抗體是引起女性免疫

性不孕的主因，據有關報導：在不孕患者

中，免疫性不孕占 10﹪～15﹪，且有上升趨

勢。目前尚缺乏有效而無副作用的治療。由

於歷史原因，祖國醫學典籍並無免疫性不孕

的論述，一些中醫藥專家、學者大都借鑒現

代醫學對本病的病因病理的研究理論，從中

醫學理論出發，對其病因病機、辨證論治進

行有益地探討，筆者將臨床實踐中，學習的

一點體會，不揣淺陋加以整理，請多加批評

指正。 

一、病因病機： 

1、現代醫學的認識： 

隨著生殖免疫學的進展，證實精子具有

抗原，可以引起自身與同種的免疫反應。精

子對已婚女性來說是常客，屬同種異體抗

原，每次性生活都有數以千萬計的精子進入

陰道，相當一次免疫接種。女性在生育期，

儘管反復接觸精子，在正常情況下並無發生

免疫反應，一是精漿中的免疫抑制物質，包

裹在精子表面，進入陰道後，女性免疫系統

無法識別，也就不發生免疫反應；一是精子

進入陰道後，其表面很快就被一層生殖蛋白

包裹，阻止精子穿透粘膜上皮進入血液迴

圈，所以不發生免疫反應。 

女性發生抗精子抗體，主要是生殖道有

創傷，諸如經期、產後、手術後，生殖道粘

膜損傷，違規性生活或性生活不潔，精子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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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從受損組織進入，被陰道及宮頸粘膜吸收

後，通過免疫反應產生抗精子抗體。由於生

殖道創傷，容易發生細菌、病毒等微生物炎

症感染，一方面性交時病菌常附著在精子表

面，遮蓋免疫抑制物質，使精子抗原易於進

入血液迴圈，與免疫活性細胞接觸，促使抗

精子抗體產生；另一方面病菌、病毒等微生

物具有較強的抗原物質，當發生病菌、病毒

感染，可以起到一種外來抗原激發抗精子抗

體反應。這可能是微生物抗原與精子抗原有

交叉免疫反應。 

抗精子抗體可從多環節干擾女性生殖

過程，精子在生殖道的運行中，可被凝聚和

吞噬，阻止精子穿過宮頸；干擾精子獲能，

抑制頂體反應，降低精子活力；干擾精卵結

合、發育和著床，從而造成不孕。 

2．祖國醫學的認識： 

《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指出：

“女子…腎氣盛，…天癸至，任脈通，太沖

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由此可見，

女性不孕主要與腎氣不足，沖任氣血失調有

關。中醫界對免疫性不孕的研究起步較晚，

至今尚未有統一認識。筆者認為抗精子抗體

造成不孕的病因病機如下： 

①腎陰虧損，相火旺盛是內在主要因

素： 

腎藏精，是女性生殖之源，孕育之本。

若素稟腎氣不足，機體虛衰，房事不節，耗

損精血，損傷腎陰，腎陰虧損，相火上亢，

鬱火內灼，免疫細胞功能亢進。 

腎主骨生髓，髓居骨中，包括骨髓、脊

髓、腦髓均為腎中精氣所生。生殖免疫學揭

示：“骨髓是中樞免疫器官，是免疫活性細

胞的發源地”。“腎是神經、內分泌和免疫

調節的本源，是完善免疫系統的關鍵”。腎

中陰陽失調，陰液不足，虛火旺盛，灼傷生

殖道粘膜，使免疫細胞功能亢盛。 

②房事不節，感染邪毒是發病的誘因： 

經期、產後、術後，精血耗損，生殖道

損傷，房事不節或不潔，邪毒（含精子抗原）

乘虛而入，與血搏結，引起免疫反應，陰陽

受損，沖任失調，氣血淤滯，難以攝精成孕。 

③肝脾失調，氣滯血淤是病理的變化： 

多年不孕，情志不舒，肝氣鬱結，疏泄

失常，氣機不暢，脾氣失調，健運無權，濕

毒（包含抗精子抗體和免疫複合物等）停

滯，損傷任帶，淤阻胞脈，氣滯血淤，故不

能攝精成孕。 

二、診斷： 

1．病史：房事不節，生殖道粘膜破損，

病毒感染。 

2．症狀：婚後 2年以上而未懷孕。 

3．檢查：宮頸粘液檢查，發現抗精子

抗體 IgA、IgG、IgM 陽性，就可確診。 

三．治則與治法： 

1．治則： 

根據“輕重緩急”“治病求本”的原

則，“先治病，後種子”。根據疾病發展不

同階段的臨床表現，採用清熱利濕、養肝健

脾、滋養腎陰等，佐以小劑量西藥外用，達

到消除致病的原因，抑制抗精子抗體的產

生，修復生殖道內膜創傷，使抗精子抗體逐

漸消失，陰陽氣血平衡，腎—天癸—沖任—

子宮軸的生殖功能正常。 

2、治法： 

①消除致病原因：正常性生活，防治生

殖道內膜感染；用避孕套絕對避孕，使生殖

道內膜與精子暫時隔絕；選用小劑量的腎上

腺皮質激素（強的松）5㎎，塞入陰中，每

日 1次，經期停用，達到抑制抗精子抗體的

產生。 

②清熱解毒，利濕止帶： 

適用于宮頸粘液抗精子抗體陽性，合併

陰道炎、盆腔炎以及解脲支原體、依原體、

淋菌等病原菌感染。 

藥用：黃柏 6～8g，龍膽草 6～10g，半

枝蓮、蒲公英、苦參根、椿根皮、丹參各 15g，

薏苡仁 20g。 

功用：抗菌消炎，修復創傷。 

方解：半枝蓮、蒲公英、苦參根、龍膽

草、黃柏瀉火解毒，具有廣譜抗菌作用，瀉

火消炎，減少帶下，有利修復創傷組織；椿

根皮清熱止帶，丹參活血化淤，薏苡仁健脾

利濕。藥理研究表明：苦參、黃柏、丹參能

抑制免疫反應，龍膽草能抑制抗體生成。總

之，本方具有消炎止帶，抑制免疫反應和抗

體生成，促進免疫複合物排出，修復創傷組

織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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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減：卵巢囊腫者加王不留行、夏枯

草，疏肝理氣，軟堅消痰；盆腔積液者加益

母草，活血化淤利水；子宮肌瘤者加龜板，

鱉甲滋陰化淤，軟堅散結。 

③養血疏肝，健脾利濕： 

適用于宮頸粘液抗精子抗體陽性，炎症

較輕，肝鬱脾虛，濕、滯、淤並見。 

方選：當歸芍藥散加味即川芎 8g，當

歸、茯苓、澤瀉各 10g，白術、白芍、黃芪

各 15g。 

功用：濕淤消解，促抗體消失。 

方解：川芎、當歸、白芍養血和血調肝，

使氣血暢通，肝氣條達；黃芪、白術、澤瀉、

茯苓補益脾氣，健運水濕。全方使肝氣條

達，脾得健運，抗體及免疫複合物迅速排

出，達到濕淤消、任脈通、沖脈盛，自能攝

精成孕。 

加減：熱甚者加黃芩抑火；腰酸者加續

斷補腎活血，促受損組織癒合；陰虛者加旱

蓮、女貞，滋養腎陰。 

④滋養腎陰，調補沖任： 

適用于宮頸粘液抗精子抗體轉陰，但卵

泡發育不良，黃體功能不健。 

方選：滋腎湯即：旱蓮草、菟絲子 20g,

女貞、枸杞、熟地、續斷、丹參、白術、黃

精各 15g，黃芩、覆盆子各 10g。 

功用：滋養腎精，促卵泡發育。 

方解：旱蓮、女貞、枸杞、熟地滋養肝

腎之陰，黃精滋腎陰、補脾氣、填精髓，白

術補脾氣、制陰藥膩滯；菟絲、續斷補益精

氣，以陽中求陰，尤以菟絲補陽氣、益陰液，

守而能走，補而不膩，且有雌激素樣作用；

丹參活血補血，黃芩清熱抑虛火。總之，諸

藥組成滋養腎陰，養血生精，有利於促進卵

泡發育，為提高黃體功能打下基礎。 

加減：血虛者加當歸、首烏，以養血補

血；氣虛者加黃芪補氣；失眠者加百合、知

母養心安神。 

除此之外，特別強調：懷孕後應注意保

胎防流產，最佳時間從精卵結合開始，辨證

選用當歸散、壽胎飲、泰山磐石湯、溫腎散

（見《國家級名醫秘驗方》326 頁，吉林科

技出版社）等，為精卵保駕護航，以利於著

床。 

-------------------------------------------------------------------------------------------- 

 

“調中州，安五臟”理論源流與臨床應用 

周來興 1     周藝 2   陳仰東 3 

(
 1
福建省永春縣中醫院  

2
福建省廈門市中醫院) 

 

摘要：“調中州、安五臟”的臨床應用，從生理、病理觀論述其應用價值，列舉四例驗案進

一步說明治病當從脾胃入手的重要性。 

理 論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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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中州、安五臟”的含義 

調中州——著眼於中州脾胃 

安五臟——調和臟腑、四肢百骸 

調中州、安五臟——始終圍繞中州脾胃的特

性和生理功能，結合脾胃與四髒等其他各臟

腑的生理病理關係，治療與脾胃相關的各種

疾病。 

二、“調中州、安五臟”的生理觀 

1、土生萬物，滋養五臟：《內經》雲：

“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髒，各

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于時也”、“脾脈者

土也，孤髒以灌四旁者也”。《中藏經》雲：

“胃者人之根本也，胃氣壯，則五臟六腑皆

壯”。脾土四季皆旺，俾中州脾土功能正

常，其他臟腑皆得精微物質滋養則皆健壯。 

2、土主生化，五臟之本：《內經》雲：

“五臟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

也”。《靈樞·營衛生會》雲：“人受氣于

谷，谷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臟六腑皆以受

氣”。《景嶽全書》雲：“脾為土髒，灌溉

四旁，是以五臟中皆有脾氣，而脾胃中亦有

五臟之氣，此其互為相使……故善治脾者，

能調五臟，即所以治脾胃也。”《脾胃論》

雲：“善治病者，唯在治脾，治脾以安五臟，

說明脾胃是五臟六髒生化之本。 

3、土主升降，運化之樞：《脾胃論》雲：

“運化萬物，其實一氣也……蓋胃為水穀之

海，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

夏之令，以滋養周身，乃清氣為天者也；升

已而下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為傳化糟粕，

轉味而出，乃濁陰為地者也”。脾胃為後天

之本，居中焦，通連上下，是升降運化的樞

紐，升則上輸於心肺，降則下歸於肝腎，若

脾胃氣虛就會導致升降失常，氣機紊亂，百

病由生。 

4、運化精微，滋養九竅：《內經》雲：

“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六經為川，脾

胃為海，九竅為水注之氣”，《脾胃論》雲：

“九竅者，五臟主之。五臟皆得胃氣，乃能

通利……胃氣虛，耳、目、口、鼻俱為之病”。 

5、滋潤經絡，四肢百骸：《內經》雲：

“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

主束骨而利機關也。” “四肢皆稟氣於胃

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脾

胃論》雲：“脾稟氣於胃，而澆灌四旁，營

養氣血者也”。 

三、“調中州，安五臟”的病理觀 

1、內傷脾胃，百病由生，《脾胃論》曰：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胃虛則五

臟、六腑、十二經、十五絡、四肢皆不得營

運之氣，而百病生焉”、“若胃氣之本弱，

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不能

充，諸病之所由生”。李東垣雲：“胃虛則

臟腑經絡皆無以受氣而俱病”。脾胃為氣血

生化之源，後天之本。若脾胃運化功能失

職，不能正常化生水穀精微，其他臟腑得不

到滋養，就會造成五臟六腑之功能失調而出

現各種病症。強調五臟有病，當治脾胃。 

2、恣食厚味、心理壓力、難病突顯：

當今脾胃病多見飲食失調，情志怫鬱是冠心

病、腦卒中、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的主要

病因，使這些病發病率呈顯著上升。過食肥

甘，恣食厚味，喜飲生冷，飲酒過度等食傷，

以及久坐少動，心理壓力過大，情志失調，

不慎調攝，導致脾胃損傷，進而出現心、腦、

肝、肺、腎臟腑疾病，此在一些慢性病、疑

難病中尤突出。從現代對脾的研究，認為脾

的生理功能不僅限於消化系統，而是多系統

功能的綜合，通過治脾可治療多系統的疾

病。所以“調中州、安五臟”不僅是對中醫

經典理論的發揚昇華，也是根據現代疾病特

點而發，對現代疾病譜具有指導性和普適

性。 

四、“調中州、安五臟”的實用價值 

1、調中州以治未病：中醫歷來強調治

未病。仲景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也

是說，脾胃在一年四季中對人體抗禦外邪都

起著重要的防衛作用，確立了調中州在疾病

預防中的地位。張景嶽言：“土氣為萬物之

源，胃氣為養生之主。胃強則強，胃弱則弱。

有胃則生，無胃則死，是以養生家必當以脾

胃為先。”說明通過調理脾胃功能可以防止

疾病發生的重要性。如養生家保健多採用健

脾補腎法來達到防病益壽延年的目的。 

2、調中州以防傳變：《傷寒論》雲：“陽

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複傳。”

《金匱》雲：“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

實脾。”故在治肝病時往往採用扶土抑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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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肝護脾之法，以防止肝病傳脾。同時臨證

處處顧護脾胃，扶助正氣，輔佐他髒，在防

治慢性病、老年病時尤為重要。提示一髒有

病，可以影響他髒，治療時必須照顧整體，

治其未病之臟腑，以防止疾病傳變。此屬

“截斷”療法。 

3、調中州以防復發：疾病復發的核心

是脾胃功能。《諸病源侯論》雲：“夫病新

症，脾胃尚虛，穀氣未複，若即食肥肉魚膾、

餅鉺棗粟之屬，則未能消化，停積在腸胃，

使脹滿結實，因更發熱，複為病者，名曰食

複也。”《傷寒論》也提出：“傷寒新愈，

若起居作勞不慎，或飲食不節，就會發生勞

複食複之變”。《醫權初編》雲：“脾胃有

病……一切飲食藥餌，皆不運化。”可從健

胃運脾入手以收功，並囑患者節飲食，調情

志、慎起居。 

4、調中州以安五臟：《醫權初編》雲：

“治病當以脾胃為先。”《臨證指南醫案》

雲：“上下交損，當治其中。”《類經》雲：

“治五臟以調脾胃。”《慎齋遺書》雲：“諸

病不愈，必尋到脾胃之中，方無一失。”《景

嶽全書》雲：“凡欲治病者，必須常顧胃氣，

胃氣無損，諸可無慮。”凡出現各種五臟氣

血津液不足或虛損勞傷，可採用補養後天之

法以助五臟生化，恢復其正常生理功能，求

其復原。調脾胃，安五臟，醫家之王道也。 

5、調中州旁四肢達經絡通九竅：調中

州可以長肌肉、利機關、通九竅、滋脈絡。

凡出現肌肉肥瘦、四肢百骸不利、九竅不

通，脈絡病變等均可從脾胃論治。 

五、病案舉例 

虛勞（骨髓異常增生綜合症）案 

例一：陳某，男，65歲。永春人，2004

年 3月 8 日初診。 

主訴：疲乏、頭暈、納少、面浮半個月。 

現病史：3個月前因疲倦頭暈肢軟，住

福州總院，診為骨髓異常增生綜合征，經化

療治療 2個療程，頭暈乏力加重，由於身體

難再接受化療，醫生建議回家休息療養，並

囑找當地老中醫服用中藥試試。刻診：頭

暈、倦怠、乏力，經家屬扶來就診，心悸動

則氣促，面浮腫、色蒼白，下肢皮膚出現散

在性紫癜，少氣懶言、納少眠差，口稍苦而

幹，大便量少、小便稍黃，舌質暗淡有齒印，

苔薄膩微黃，脈細數，右浮大，關沉按無力，

血檢：白細胞 20×10
9
/L 以上，血色素

45g/L，血小板減少，B超肝脾腫大。 

辨證：脾腎兩虛，氣血不足，濕毒內蘊。 

治法：健脾益腎、活血解毒。 

處方：太子參 15g、白術 10g、茯苓 15g、

陳皮 10g、紅棗 5g、黃芪 15g、黃精 15g、

雞血滕 15g、白花蛇舌草 15g、女貞子 10g、

紅花 3g、丹參 15g、生麥芽 15g、甘草 3g、

水煎服。 

二診：服上藥六劑，納增、頭暈心悸減

輕，乏力改善，大便稍溏，原方加砂仁 2g、

制半夏 6g。 

再診：病情好轉，藥已中的，守上方加

減調治半年，病情穩定，頭暈、心悸、乏力

明顯改善，面色轉紅潤，食納正常，二便調，

血色素上升 10g，血小板也上升至正常。 

按：病屬虛勞，亦稱虛損，由臟腑虧損，

元氣虛弱而致。但總不離乎先後天。而本病

則脾腎兩虛，氣血虧虛，血行不暢，濕毒內

蘊，正虛與邪結是發病的關鍵。治以健脾益

腎以扶正， 重在甘溫補中，從脾胃立論，

以化氣血之源；祛邪又在健脾化濕，活血祛

毒之中，謂之祛瘀生新而複源，體現“中土

安和，天地位育矣”（《不居集》）之意。方

中太子參、黃芪、白術、茯苓、陳皮、紅棗

甘溫補中，健脾益氣以化源扶正培本；黃

精、女貞補腎益精以溫煦脾胃之運化；白花

蛇舌草、甘草清熱解毒祛其邪；久病入絡，

多夾瘀，故加丹參、紅花、雞血藤通絡活血，

祛瘀生新。妙用麥芽疏肝、益脾、消食以振

胃氣，發揮諸藥的作用。藥證合拍，其難病

則愈。 

水腫（先心）案 

例二：顏某，女，40歲，2008 年 11 月

2 日初診。 

主訴：右下肢浮腫 15 天。 

現病史：半個月前因“先心”到福州總

院作心臟介入手術，出院後右下肢浮腫，伴

脹稍痛，心時悸，納食少，小便短少，大便

稍溏，面色蒼黃，精神萎靡，口唇及肢端輕

度紫紺，舌淡苔膩微黃，脈滑，沉按無力。

尿檢正常，心率 86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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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心脾兩虛，血瘀濕著。 

治法：補脾養心，益氣活血，利濕消腫。 

處方：黨參 20g、白術 10g、茯苓 30g、

豬苓 15g、牛膝 20g、丹參 30g、炒山甲 10g、

薏仁 30g、赤小豆 30g、紅棗七枚、灸甘草

3g，七劑，水煎服，日一劑，分二次早晚服。 

二診（12月 9 日），藥後下肢浮腫消退，

納增，小便清長，唯心時悸，夜寢難安，原

方加麥冬 10g、五味 6g，以養心寧神。 

再診（12月 16 日），上症已悉，繼用歸

脾丸調治。 

按：脾失健運，心失所養，心氣不充，

血行不暢，水濕內停為本病發病機理。脾失

運化水穀，氣血生源不足，心無所主則心

悸、納少、神靡、面蒼。脾不運化水濕，心

氣不足，血行不暢則水濕內停為腫脹，口唇

及肢端發紫乃氣虛血瘀之征。苔膩脈滑為水

濕之象。故治當謹守病機，治病求本，本之

脾胃，健脾以養心，治脾以化濕。方中以參、

苓、術、草健脾益氣，以化氣血之源養心；

以豬苓、薏仁、紅棗、赤小豆補脾滲濕利水；

配入丹參、山甲補血活血通絡，使血行水行

濕自去；輔以木瓜舒筋活絡，和胃化濕，牛

膝引血下行，利尿消腫。全方重在恢復脾胃

功能，以補後天化生之源。正如《脾胃論》

“其治心、腎……有餘不足，或補或瀉，惟

益脾胃之藥為切”所言是也。二診又加麥

冬、五味滋腎潤肺、養心安神。再用歸脾丸

調善後，使脾健心盈，心有所主，心盈則脾

胃功能正常，水腫自消。 

積聚（肝硬化）案。 

例三：康某，男，65 歲，2005 年 8 月

16 日初診。 

主訴：右肋悶痛，腹脹肢腫，伴疲乏，

納差三個月。 

現病史：五年前患乙肝，時治時停。三

個月前右肋悶痛不適，倦怠乏力，腹脹納

差，下肢輕度浮腫住院治療，診為“早期肝

硬化”,予西藥保肝及對症治療，病未見明

顯好轉，而求中醫治療。刻診：右肋時有悶

痛，納食減少，食後脘腹脹滿，體倦乏力，

下肢浮腫，少氣懶言，動則氣促，大便溏簿，

小便短微黃，精神萎靡，面色黎晦，面容憔

悴，頸項出現蜘蛛痣，手見肝掌，舌暗紅、

苔膩微黃，脈弦細，右關弱。生化：肝功能

異常，B超：肝脾腫大。 

辨證：肝鬱脾虛，濕濁內停，氣滯血瘀。 

治法：疏肝理氣，健脾利水，活血化瘀。 

處方： 柴胡 6g、白芍 15g、白術 10g、

茯苓 30g、太子參 15g、二芽各 15g、川棟子

10g、丹參 30g、鱉甲 30g、大腹皮 10g、甘

草 3g，水煎服。 

二診(8 月 22 日)：服藥六劑，肋痛腹脹

減輕，納香，下肢浮腫消退，體倦乏力改善，

但口稍幹，睡眠欠佳，原方去大腹皮，加麥

冬、甘杞、五味滋腎養陰。 

三診(9月 5 日)：精神較爽，疲乏明顯

好轉，睡眠較佳，口幹已止，唯腹消脹，大

便尚未成形，舌紅苔簿，脈弦細，上方去川

棟子、麥冬、白芍、加雞內金 20g、赤芍 10g、

陳皮 10g，以重於健脾和胃，化源養肝。 

四診（10 月 5日）：後用四君合一貫煎

加二芽、丹參、赤芍調治 2個月，諸症悉愈，

肝功能復查正常，B超復查肝脾無腫大，肝

掌及蜘蛛痣亦消減大半。 

按：肝硬化屬中醫“積聚”、“臌脹”

範疇。本病病因,一般認為與感染病毒有

關，病位元雖在肝，但與脾、腎密切相關，

尤其是脾。病機特點是三髒功能受損，氣、

血、水代謝失常，互結於腹，病由此而生。

本例因肝鬱氣滯，脾虛運化失職，水濕與血

瘀內結為主。屬正虛邪實之症，治以扶正除

邪之法。方中以參、苓、術、草健脾和胃，

脾運得健，肝體得養，正氣得旺。佐二芽消

食助運；配柴胡、白芍、川棟疏肝理氣，以

利脾胃升降納運，又利氣疏血行濕除之用：

丹參、鱉甲活血化瘀，軟堅消腫，加入大腹

皮行氣寬中利水消腫，以利水濕消退。繼則

健脾胃、養肝腎以扶正，活血化瘀以消腫而

收功。 

哮喘（支氣管哮喘）案 

例四，鄭某，男，50 歲，1985 年 10 月

15 日初診. 

主訴：咳嗽反復發作 30餘年 

現病史：幼年始咳嗽氣喘，症狀逐年加

重，歷經數醫，屢治屢發，每于換季或感冒

發作加劇。近年來經常服用氨茶鹼，博利康

尼來緩解症狀。刻診：胸悶氣促，咳喘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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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難，夜不能平臥，動則氣喘，口唇發

紺，痰稀量多，納少便溏，腰酸尿頻，舌晦

暗苔白滑，脈沉細，右寸滑，尺弱。胸片：

肺紋理增粗，伴輕度肺氣腫。 

辨證：脾虛痰阻，肺腎兩虛。 

治法：健脾益氣，宣肺化痰、補腎納氣 

處方：黨參 15g、白術 10g、茯苓 30g、

陳皮 10g、姜半夏 10g、蜜麻黃 4g、萊菔子

15g、蘇子 10g、紫苑 10g、補骨脂 10g、灸

甘草 5g。6劑，水煎服。 

二診（10月 21 日）：服藥後症狀明顯改

善。唯腹稍脹，上方去麻黃、加厚樸、旋複

花 10克（袋包）下氣燥濕、降逆平喘。 

三診（11月 10 日）：按上方調治 20天，

病情穩定，繼後連續三年接受三伏日灸貼消

喘膏（細辛、白芥子、元胡、甘遂、麝香等），

隨訪多年頑疾未再發作。 

按：哮喘與肺脾腎三髒關係密切，脾為

生痰之源，在疾病發生發展中起核心作用。

脾虛化源不足，損及肺腎，運化無力，聚濕

成痰成飲，影響肺肅降，腎失攝納，痰濁壅

阻，氣道不暢，肺氣上逆為喘，腎虛少納氣

為促。治當脾胃入手，補脾益氣，溫運中州

為主。方中參、苓、術、草補脾益氣以化源

治其本；陳皮、半夏、萊菔子燥濕消食化痰

助其運；麻黃、紫苑、蘇子宣肺肅降下氣平

其喘；補骨脂補腎納氣固其根。繼採用三伏

日灸貼消喘膏溫肺腎以通陽氣，降逆平喘固

本愈頑疾。 

 

------------------------------------------------------------------------------- 

 

刺絡放血療法的臨床應用 

蘇稼夫 

（泉州市中醫院針灸科）  

 

 

一、刺絡放血療法的起源 

放血療法，又稱“刺絡放血療法”，是

用針具或刀具刺破或劃破人體特定的穴位

和一定的部位，放出一定量血液，以治療疾

病的一種方法。  

刺絡放血療法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療法，

遠在石器時代人類就開始應用了。那時患有

頭痛，腿痛的人們，在狩獵過程中被樹枝或

石頭碰傷流血，發現頭痛、腿痛反而不痛了，

於是便用鋒利的石頭割破皮膚、血管來醫治

疾病。通過大量的實踐發現，割破不同部位

的皮膚和血管能治療不同的疾病，於是就產

生了放血療法。古人把這種治療用的割破皮

膚或血管的石頭叫“砭石”。把刺絡放血療

法又叫“砭法”。以後又根據醫療實踐的需

要，出現了專門用來作放血治療的“鋒針”。

本療法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黃帝內經》，

如“刺絡者，刺小絡之血脈也”；“菀陳則除

之，出惡血也”。並明確地提出刺絡放血可

以治療癲狂、頭痛、暴喑、熱喘、衄血等病

證。相傳扁鵲在百會穴放血治癒虢太子“屍

厥”，華佗用針刺放血治療曹操的“頭風症”。

唐宋時期，本療法已成為中醫大法之一。《新

唐書》記載：唐代御醫用頭頂放血法，治癒

了唐高宗的“頭眩不能視症”。宋代已將該

法編入針灸歌訣“玉龍賦”。金元時期，張

子和在《儒門事親》中的針灸醫案，幾乎全

是針刺放血取效，並認為針刺放血，攻邪最

捷。衍至明清，放血治病已甚為流行，針具

發展也很快，三棱針已分為粗、細兩種，更

適合臨床應用。楊繼洲《針灸大成》較詳細

地記載了針刺放血的病案；葉天士用本療法

治癒喉科疾病；趙學敏和吳尚先收集了許多

放血療法編入《串雅外編》、《理瀹駢文》中。

近代，尤其在民間仍廣泛地應用放血療法。

其價值漸為人們認識和接受。 

本人從醫四十多年，1985年曾在安徽中

醫學院附屬針灸醫院進修，當時的針灸醫院

設有專門的刺血科，王秀珍老師任刺血科主

任，放血量很大，甚至達到 200-30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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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肝硬化病人每次放血量達到300毫

升，療效很好。近 10 多年來本人又多次參

加全國的刺絡放血療法的專題研討會，是全

國刺絡放血分會的副會長，刺絡放血療法不

單在中國有開展，現在世界各地都有專門的

研究機構，如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國。我

國天津中醫藥大學在刺絡放血的機理方面

研究已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別是十二井穴放

血對中風初起意識障礙患者意識狀態的影

響和即刻效應等方面都有較深入的研究，上

海中醫藥大學的劉立公教授與復旦大學物

理系教授梁子鈞的關於刺絡拔罐治療高粘

血症的臨床研究為血液流變學研究方面提

供了一些科學數位和依據。下面就本人臨床

開展的臨床部分情況向大家介紹如下： 

二、放血療法的臨床應用： 

1、高血壓性頭劇痛 

   曾 xx，女性 56歲，本院職工家屬，

因高血壓頭痛如裂，住本院內一科三天頭痛

未減，由於痛苦難忍，要求家屬拿刀具在她

頭上放血尋求減輕痛苦，其家屬到我科室向

我 求 助 ， 當 時 測 得 患 者 血 壓 達 到

230/118mmHg，查體時發現右側顳部的淺表

靜脈怒張，經消毒後用三棱針挑刺，放血量

約 50-60ml 時，本想按壓止血，此時患者頓

覺疼痛減輕，如釋重負，沒有要脹裂開的感

覺，患者要求再多放一點血，於是予繼續放

血約 20ml，患者頭痛大減，測得血壓

210/110mmHg，後建議予平肝潛陽中藥調理

而出院。之後患者未再發頭痛，7 年後患者

又發生類似的頭痛，由於本人剛好被公派出

國，沒人敢予放血療法，不久患者因腦出血

死亡。 

2、頸性頭痛 

楊 XX，男，38 歲，教師，因左側頭痛

甚劇住泉州市某醫院內科，住院期間曾考慮

病毒性腦炎，其住院期間相關檢查無異常，

患者拒絕行腦脊液檢查，病情無明顯改善，

要求中醫針灸治療，體檢時在頸 2-3、頸 3-4

左側棘突有明顯壓痛，按壓左側風池穴後頭

痛明顯緩解，左眉端相當於絲竹空穴外側顳

部靜脈比較飽滿，經 CT 檢查提示：C3-4、

C4-5、C5-6 椎間盤突出呈中央偏左；TCD 檢

查示：椎-基動脈，大腦後動脈痙攣性供血

欠佳。考慮頸性頭痛。行左側顳靜脈放血療

法，第一次出血量約 20ml，兩天后再次在大

椎刺絡拔罐放血，出血量約 18ml；兩次放血

後頭痛明顯好轉，精神轉佳，後以針刺配合

牽引 2周而痊癒，隨訪半年未再發作。 

3、急性痛風性關節炎 

   黃 XX，男，45歲，泉州市政府接待

處副處長，從事接待工作，飲酒和食用海鮮

較多，1 周來左側蹠趾關節紅腫疼痛，行走

困難，經檢查血尿酸 526mmol/L。在委中穴

周邊找到兩處曲張淺表靜脈，行放血療法約

40ml，第三天紅腫熱痛明顯減輕，再行放血

一次量約 20ml，紅腫熱痛基本消失，囑少飲

酒和少食用高蛋白食物。但因職業關係無法

控制飲食，仍多次來診。 

4、足底膿腫 

魏 XX，女性，53 歲，市農行家屬，因

右後足底部腫痛2周準備在外科行切開清創

術，適遇本人後建議先行放血治療，實在無

效後可考慮手術治療，經患者同意後在委中

周邊放血一次，量約 60ml 後，疼痛明顯減

輕，第三天又放血 1次量約 25ml，腫痛基本

消失，1 周後來診，經消毒後用手術剪剪開

患處硬皮後可見已凝結的血塊，經清創後痊

癒。 

5、面部座瘡 

蔡 XX，女性，19 歲，華僑大學學生，

泉州人，平素時常食用公雞，西洋參，海鮮

等，2-3 年來，面部不斷長出座瘡，經多方

治療無明顯改善，診見額部、面頰部密密麻

麻的座瘡及疤痕，體型偏瘦，舌紅，苔黃，

脈弦。經 8周的耳尖放血及大椎穴刺絡拔罐

後（每週 1 次），座瘡明顯減少，治療期間

配合龍膽瀉肝湯調服，並囑禁食用公雞、牛

肉、海鮮、洋參等補氣補陽之品，多食用水

果及蔬菜等隨訪半年，有零星座瘡偶發，基

本好轉。 

6、三叉神經痛 

李 XX，女性，72 歲，患者以“右側面

頰部、右口唇、右舌邊反復發作性陣發性電

擊樣劇痛 2年”為主訴來診，2年來患者 10

多天就發作一次右面頰部、右上唇及右舌邊

陣發性電擊樣劇痛，吞咽咀嚼時加劇。經中

西醫治療無明顯療效，痛苦萬分。診見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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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胖，面色尚澤，痛苦面容，在右迎香穴至

右上唇角處可觸及扳機點，舌體暗，雙舌下

靜脈青紫飽滿，診為三叉神經痛（氣滯血瘀

型），選用三棱針在右舌下靜脈處點刺放血，

第一次放血量約為 4ml（由於考慮年齡大，

靜脈飽滿壓力大，恐出血不止，只輕點刺出

少量血），第三天來診訴疼痛大為減輕，特

別是舌邊痛大減，咀嚼和吞咽食物較前舒

暢，再行點刺出血 2天后疼痛消失，隨訪 5

個月未再發。 

本病例放血後至今 5個月未再發，不保

證今後不復發，但和過去 10 多天發作一次

之苦大大減輕，根據神經分佈情況：舌前的

2/3 的痛溫覺是由三叉神經的下頜神經分支

舌神經支配的，舌前的 2/3 味覺是由面神經

的鼓索支配，舌後 1/3 的痛溫覺和味覺由舌

咽神經支配，點刺舌下靜脈改善氣滯血瘀狀

況，可能是“通則不痛”的機能，有待進一

步觀察。 

三、放血療法常用的穴位 

太陽：主治頭痛、面肌痙攣、面癱、眼

紅腫；    

金津、玉液：主治舌下神經痛、三叉神

經痛、口瘡、舌腫；  

十宣：主治中風及中風恢復期、高熱抽

筋、癲癇、小兒驚風、中暑；  

四縫：主治小兒厭食症、小兒疳疾、百

日咳；  

少商：主治急性咽喉腫痛、急性扁桃體

腫大、鼻衄、發熱、昏迷；  

商陽：主治急性咽喉腫痛、齒痛、手指

麻木、昏迷；  

委中：主治痛風、足底腫痛、 腰痛（急

性腰扭傷療效好）； 

耳尖：急性結膜炎、麥粒腫、座瘡、高

血壓； 

大腸腧：急性腰扭傷、慢性腰肌勞損、

腰椎間盤突出； 

大椎：頸椎病、座瘡、發熱、中暑等。 

四、功效及作用 

清熱瀉火、消腫止痛、緩急止痙、解毒

止癢、緩解麻木、通經活絡 

五、針具 

1、常用針具：三棱針、梅花針或其他

的一次性注射器、頭皮針、采血針等 

2、針具選擇要注意的問題：（1）、針具

要鋒利：凡刺血的工具一定要鋒利不能帶

鉤，這樣有利於出血又可以減輕針刺所引起

的疼痛。 

（2）、不同部位和不同疾病選擇不同針

具：病位在頭部選擇頭皮針；肌肉豐滿部位

如臀部或腰部可選擇1-5ml一次性注射器針

頭，刺得深，出血量多，但最好不要在胸腔

段刺血，以免失手引起風險；下肢部可用三

棱針或頭皮針放血；面部可採用一次性采血

針或梅花針；四縫穴挑疳可用三棱針或一次

性采血針。 

六、體位選擇 

頭部放血宜採用臥位，有利於出血；下

肢宜採用站立位，壓力大出血快，甚至可出

現噴射現象。 

七、常用的幾種刺絡放血方法 

1、點刺術：用三棱針或采血針對准應

刺部位，以穩、准、快的手法刺入皮膚

0.5-1mm 的深度，擠出 1-2ml 血液，本法適

用于十宣、十二井穴、耳尖、耳後。臨床上

的中風、麥粒腫、紅眼病、小兒疳積、高熱

抽筋時可用本法。《素問.刺熱》指出“治熱

病出血如大豆，立已”。 

2、叢刺術：用三棱針或 5-7 號的一次

性注射器針頭在某一較小的局部，多次點

刺，使之出血，如座瘡病人和頸椎病病人的

大椎放血，腰痛病人的阿是穴放血均用此

法。點刺後行拔罐，讓其出血量大一些，一

般可多次拔罐至血色較鮮紅為止。如《靈樞

﹒厥病》治療厥陰頭痛：有“刺盡去血”。《素

問﹒刺腰痛論》刺腰痛，應“血變為止”。 

3、散刺術：又叫豹紋刺法，用於點刺

較寬面積或循經點刺，使用三棱針、梅花針

或多根粗毫針。適用於高熱、中暑、坐骨神

經痛，一般在用刮痧後出現的出血斑、瘀斑

後使用，並加以拔罐，促進熱氣外泄，清熱

祛暑，通絡活血。 

4、錐刺術：用三棱針對准應刺部位，

直入直出約 0.5-1cm，直達病所，常用於頭

面部癤腫，外傷後積血，牙周膿腫或腱鞘囊

腫等。 

八、關於血動態問題 



 

 68

1、出血清稀難凝固，當刺血時，血液

清稀而不易凝固，多是血虛的表現。凡刺出

血為清淡者，在對症刺血時，血不止應少刺，

禁刺或兼配合中藥補氣養血。 

2、出血易於凝結：當刺出血時，血液

容易沉澱並凝結，多是瘀血實證，凡此類情

況，可以瀉血為主，反復多次出血，兼以針

刺瀉法。 

3、出血緩慢者，當刺出血時，出血緩

慢常多需幾次刺血，仍斷斷續續出血者，多

因氣血虧虛，無力推動血液運行致瘀血阻滯

經脈。在辨證施治中，應充分掌握補血關係，

以補氣活血為主。 

4、出血急促者：當刺出血時，出血急

促多為熱盛，施治中，應以刺血瀉熱法為主。

但凡習慣性皮膚紫癜者應禁刺或慎刺。 

5、刺後出現粘性血色較淡的液體或無

色透明液體，多因小兒疳積，水穀不運濕氣

內阻，氣機不暢，局部絡脈供血不足所致。

針刺四縫穴，有促進胃蛋白酶分泌，增進食

欲的作用。必要時配合中藥辯證施治。 

九、禁忌症 

1.患有血小板減少症、血友病等有出血

傾向疾病的患者以及暈血者，血管瘤患者，

一般禁止用本療法。  

2.貧血、低血壓、孕期和過饑過飽、醉

酒、過度疲勞者，不宜使用本療法。 

十、注意事項 

1.首先給患者作好解釋工作，消除不必

要的顧慮。  

2.放血針具必須嚴格消毒，防止感染。  

3.針刺放血時應注意進針不宜過深，創

口不宜過大，以免損傷其他組織。劃割血管

時，宜劃破即可，切不可割斷血管。  

4.放血量大者，1周放血不超過 2次。

1～3次為一療程。如出血不易停止，要採取

壓迫止血。  

5.本療法對症急救應用效佳，待病情緩

解後，要全面檢查，再進行治療。切不可濫

用刺絡放血療法。 

十一、結束語 

刺絡放血療法是本人臨床上治療疾病

的重要手段之一。臨床上治病，若要取得好

的療效，針、灸、放血，辨證用藥。我在臨

床上遇到的一些頑固性疾病，一些痛症、熱

症或急症通常採用刺絡放血療法而快速獲

效。但我們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放血療法並

不是對所有的疾病都有效，不是萬能的，它

也有相應的適應症和禁忌症。臨床上有些疾

病可以單獨使用刺絡放血法即可治好；有些

較複雜的疾病則需配合其他方法輔助治療；

很大一部分情況下則是在各種疾病中的某

個階段或某個突出症狀的情況下配合刺絡

放血療法，臨床上治療是必須正確地選擇應

用，才能確保和提高療效。 

------------------------------------------------------------------------------- 

 

冠心病心絞痛的病機要素與治療要點 
 

劉德桓 

（泉州市中醫院） 

 

 
心絞痛是因心肌暫時的缺血、缺氧引起

的以發作性胸痛為主要表現的一組臨床綜

合征，95％由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所

致。本病多發生在 40 歲以上的人群，男性

多於女性，以腦力勞動者為多。在歐美國家，

本病為最常見的一種心臟病，50歲男性心絞

痛年發病率為 0.2％，女性為 0.08％。國人

心絞痛發病率遠低於此數，但近年因飲食結

構的改變、社會改革的推進，生活節奏的加

快，一級預防的滯後等諸因素，使該類疾病

有明顯上升的趨勢，給人類的健康構成了極

大的威脅。儘管心臟介入治療對於緩解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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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減少死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並沒有

從根本上遏制疾病的發展。 

筆者在多年的臨床實踐中領悟到，診治

冠心病應從整體觀念出發，以治未病思想為

指導，抓住“虛、寒、鬱、痰、瘀”這五個

病機要素和溫補、通利二個治療要點，重在

治本，調整陰陽，就能達到緩解冠狀動脈粥

樣硬化的進展，減少心絞痛的發生，提高患

者生活品質、延長壽命的目的。 

一、病機五要素 

1、虛：心為君主之官，主身之血脈，

全身血脈運行正常則無病，運行異常則發

病。冠心病好發生於 40 歲以上，此時人生

正處於精、神、氣、血逐漸虧虛階段中，加

之先天不足，年老體衰，後天憂思、勞倦過

度，過用鹹食、酒食，久病不愈，或者勞逸

過度，積勞成疾；或患者病程纏綿，久病多

虛，導致氣血衰微，臨床多表現為氣虛、陽

虛、陰虛，以氣虛證者居多，在臟腑多表現

為心、肺、脾、腎虛。筆者曾對 92 例自發

性心絞痛和303例勞累性心絞痛的中醫證型

進行辨證規律的研究，在 395 例患者中辨證

為氣虛證者 246 例，占 62.3％，也表明了氣

虛是冠心病心絞痛的最主要的病機要素。 

2、寒：心居上焦，以血為本，以陽為

用，為陽中之太陽，適於夏氣。心肺之氣不

足，久虛失煦，虛寒內生，寒凝血液，致使

血液寒冷，凝而不流；或陰寒之邪上乘，入

乘心絡，痹阻胸陽，氣機不利。甚至火不生

土，脾胃受損，痰濁內生，上乘陽位，阻塞

血脈，使之瘀塞不通，陽微陰弦，則胸痹而

痛。陽氣虛是本病發病之本，寒邪冷氣入乘

心絡是本病發病之誘因，可見，寒凝發病是

冠心病心絞痛的病機要素之一。 

3、鬱：筆者在對該病多年的臨床診療

過程中發現，本病的發生率，與患者性格、

經濟狀況、社會因素及文化教育有很深的關

係，精神刺激及高度緊張可誘發或加重心絞

痛；另外，由於冠心病是威脅到生命的疾病，

但凡出現胸痛胸悶等症狀，都會引起恐懼不

安，一旦確認診冠心病，則恐懼、擔憂、失

望等不良情志影響會反過來加重肝氣鬱結。

這說明精神因素是導致本病的重要原因，肝

氣鬱滯，氣機不利是本病發展的一個重要階

段。《沈氏尊生書》雲：“七情之由作心痛”。

《劉純醫學全集》：“肝氣通則心氣和，肝

氣滯則心氣乏”，肝與心為母子，以氣血為

虧，肝之分支，絡于肺合於心脈，肝氣疏泄，

氣機通調，心受其氣，心主運血，受血而藏

之，以動靜相召，使血脈得以充盛暢達。若

肝失調達，氣機不暢，則氣滯於胸中，心脈

攣急或閉阻而發心痛。 

4、痰：痰是一種致病因數，百病皆生

於痰，痰為陰邪，其性濕濁，濕性黏膩，最

易遏傷陽氣，阻滯氣機，一旦心臟陽氣被遏

傷，心主血脈的功能勢必受到影響。而且痰

濁致病廣泛，變化多端，可隨氣血流動，無

處不到，阻於心脈，引起血液瘀滯，心脈不

通，不通則痛而發為冠心病心絞痛。痰濁為

病的另一特點，就是病勢纏綿，病程漫長，

纏綿難愈，隨著病情的發展，心絞痛會越來

越重，甚至出現心肌梗塞，導致死亡。  

5、瘀：冠心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心血

瘀阻是被醫學界公認的病理，瘀血的形成與

諸多因素有關，首先是氣虛推動無力，其次

是氣機鬱滯，不能率血，三是痰濁阻塞，血

液粘稠，流動艱難，四是脈道狹窄，阻塞不

通，不通則痛。冠心病心肌梗死，其最直接

的原因就是心血瘀阻，所以活血化瘀、溶解

血栓是治療心肌梗死最有效的辦法。即使在

冠心病的早期，引起心絞痛的直接因素也與

心血瘀阻相關。翁維良總結全國 l2 家醫院

冠心病心絞痛情況，對抽樣檢測的 318 例的

辨證分型，提示本病病機特點是本虛標實

(286 例，占總數的 89．9％)，，本虛以氣

虛為明顯(占虛證的 63．2％)’，氣虛中又

以心氣虛為最多 1(占氣虛的 74．4％)。陰

虛陽虛次之，標實以血瘀氣滯為首(共占標

實證的 84．8％)、，痰濁僅占 22．9％。筆

者曾對 92 例自發性心絞痛和 303 例勞累性

心絞痛的中醫證型進行辨證規律的研究，在

395 例患者中辨證為氣虛證者 246 例，占

62.3％；血瘀證者 272 例，占 68.9％。說明

氣虛血瘀仍占主導地位，氣虛血瘀證是冠心

病心絞痛的常見證型。 

二、治療要點 

冠心病心絞痛的五個基本病機要素在

病理上共同形成了一個正氣虛于內、鬱痰瘀

阻於中的正虛邪實病機。心臟陽氣虛弱是本

病的內因——為本，肝氣鬱結、痰瘀阻絡是

本病繼續發展的因素——為標。前者屬虛，

後者屬實，說明冠心病是一個本虛標實之

證，而氣虛、內寒（陽虛）、痰濁、氣滯、

血瘀卻構成了冠心病病機的 5個主要環節。

五個基本病機要素既可單獨致病，也可互相

兼夾，在疾病開始形成階段是虛少實多，以

實為主；隨著疾病的發展，病機也在不斷發

生變化，逐浙演變 

為實少虛多。但虛實夾雜則貫徹疾病發

生發展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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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對本病病機的認識，在辨證

治療上，宜以溫補與通利為治療大法。溫補

即溫陽通脈、補養心氣，通利乃解鬱、化痰、

祛瘀，以通為補、通補兼施。 

1、益氣養陰、通脈止痛： 

經雲“虛則補之”，此凡病治法之通則

也。冠心病心絞痛屬本虛標實之證，本虛主

要為心氣不足，兼有心血、心陰、心陽不足，

心氣不足則心脈不暢，心血虧損則心失所

養，氣虛血瘀，不通則通，故心痛發作頻繁。

治當遵循扶正固本、益氣養陰、通脈止痛，

方選生脈養心湯(經驗方)，藥用黨參（或西

洋參）15g ，黃芪 15g、川芎 10g、麥冬 15g，

五味子 10g，炙甘草 10g，桂枝 6g，澤蘭 12g、

三七粉 3g（另沖）仙鶴草 15g，丹參 15g、

酸棗仁 15g。每日 1劑，水煎服。全方益氣

養陰、活血通脈、化瘀止痛，對氣虛血瘀型

心絞痛有顯著療效。據文獻報導證明，黃芪、

西洋參、三七能興奮心臟和擴張冠狀動脈

(冠脈)，增加冠脈血流量，減慢心率減少心

肌耗氧量，降低血小板聚集和血粘度，並能

降低血膽固醇，減輕動脈粥樣硬化。且該藥

取材製作方便，因此適於冠心病患者長期服

用。 

臨證偏于陽虛可伍用薤自、桂枝、降香、

川芎等溫性理氣活血藥；偏于陰虛可伍用赤

芍、枳殼、金鈴子、延胡索等涼性、平性理

氣活血藥。屬氣陰兩虛類型，治療以黨參、

黃芪、甘草補心氣，地黃、麥冬、．五味子

養心陰，氣陰雙補為主，加丹參以活血化瘀、

流通血脈，加茯神、棗仁、夜交藤以養心安

神，胸悶心悸諸症很快緩解。 

2、溫煦心陽、通脈止痛：經雲“血氣

者，喜溫而惡寒，寒則血凝而不流，溫則消

而去之”，心絞痛的主要病機是不通，不通

的主要原因在於“陰寒凝滯”，其治療關鍵

在於通，通的前題在於溫，治療心絞痛非溫

不通。方可用自擬溫陽通脈湯，藥用熟附子

12g(先煎)，炙甘草 10g，幹薑 10g，蔥白 9

根，桂枝 12g，丹參 15g 、川芎 10g 、鹿角

霜 10g。每日 1劑，水煎服。 

腎為五臟之本、陰陽之根。心主陽氣、

主血脈、主神志均需腎精、腎陽的資助；若

腎中元陽不足則心陽失助亦隨之而衰，心陽

不振無力鼓動血脈致心脈瘀阻，則胸痛發

作；或心陽虧虛，陰乘陽位，寒邪凝滯，心

脈痹阻亦可致胸痛徹背、感寒痛甚，治宜溫

腎助陽，、方用腎氣丸、烏頭赤石脂丸、麻

黃附子細辛湯等。 

3、疏肝解鬱、滋腎養心 

人體貴在血脈運行通暢，氣鬱則血必

滯，所謂‘百病皆生於氣也’。”所以，在

治療上應尊《內經》“治病必求於本”，“疏

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平和’’之旨，以

標本同治之法確立滋腎養陰，疏肝理氣；益

氣疏肝，平調寒熱；健脾養血，疏肝解鬱等

相應治法。亦即李冠仙所謂，‘“治病知治

肝者，思過半矣”之理。臨床上當冠心病出

現胸悶胸痛時，舒肝解鬱是減輕症狀、改善

病情的最有效治療方法。 

肝氣郁滯兼有陰虛候者，症見胸膺憋悶

疼痛，背酸痛，善太息，心煩易怒，心悸，

失眠，易驚恐，手足心熱或潮熱，腰膝疫軟，

舌尖紅體暗，苔薄白或薄膩，脈沉弦細或弦

細數。治當滋腎養陰，疏肝理氣。藥用柴胡、

白芍、熟地、生地．山萸肉、枸杞、山藥、

茯苓、枳殼、川楝子、青皮。腎為先天之本。

張景嶽說：“五臟之陰非此不能滋”。二地、

山萸肉、枸杞、山藥滋補肝腎之陰，育陰以

涵陽；柴胡、白芍、青皮、枳殼川楝子疏肝

解鬱，疏肝而不傷正，茯苓交通心腎。全方

取法於‘‘調整肝腎以治心”，共奏滋腎疏

肝，調整全身之根本而達到治療的目的。 

若氣鬱日久，瘀血阻絡，絡脈不通而症

見胸部刺痛，固定不移，入夜更甚，胸悶憋

氣，以手按摩則舒，舌質紫黯或有瘀點，脈

象沉澀，當以寬胸理氣，活血通腑為法。藥

用旋覆花 l0g(包)，廣郁金 l0g，香附 10g，

川芎 10g，檀香 6g。 

肝鬱兼有氣虛候，症見胸膺憋悶疼痛，

疲乏氣短，善太息，口幹，腰膝疫軟，足冷

或手足冷，背痛，心悸，心煩，兩脅下脹痛，

舌淡隱青有齒痕，苔薄白，沉弦弱。治法：

益氣疏肝，平調寒熱。藥用黃芪、黨參、白

術、當歸、知母、仙靈脾、仙茅、枳殼、青

皮、半夏、砂仁，每日 1劑，水煎服。 

若症見胸膺憋悶疼痛，脅脹，疲乏，心

悸，失眠，頭暈，健忘，易驚，善太息，食

少，腹脹，便溏，面色萎黃，女子經少色淡

或淋漓不斷，舌質淡苔白，弦細弱等脈證，

乃氣血兩虛，肝氣鬱結候。治法：健脾養血，

疏肝解鬱。藥用當歸、白芍、柴胡、薄荷、

茯苓、白術、甘草、吳茱萸、黃連。每日 1

劑，水煎服。；諸藥合用，可使肝鬱得疏，

血虛得養，脾弱得複，氣血兼顧，肝脾同調，

以達到健脾養血，疏肝解鬱之目的。 

4、化痰泄濁，通陽開胸 

冠心病是吃出來的疾病，過食肥甘厚

味，損傷脾胃，運化失司，水濕內生，聚而

成痰，痰濁阻塞，阻滯氣機，或隨血液運行

於經絡之中，直接阻滯經絡，導致脈絡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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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則痛。臨床常見胸悶如窒而痛，痛引肩

背，氣短喘促，肢體沉重，體胖多痰，或有

咳嗽，嘔惡痰涎，舌苔濁膩，脈象弦滑。仲

景雲：“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當化

痰泄濁，通陽開胸為治療原則。方藥選用化

痰通脈湯(經驗方)，藥用瓜蔞12g，薤白15g，

半夏 12g，陳皮 10g，茯苓 15g，浙貝 6g，

膽南星 12g，遠志 6g，桂枝 6g 、萊服子 15。

每日 1劑，水煎服。全方可祛除瘀塞，疏通

氣機，恢復血脈運行通暢。瘀血阻塞，經絡

氣血不得通暢是冠心病的重要病機，也是多

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活血化瘀雖是

治標之法，但也是行之有效之法。 

5、活血化瘀，通脈止痛 

臨症見胸痛如錐刺刀割，疼痛部位固

定，且持續時間較長，多在午後、夜間發作

或加劇，胸悶憋氣有緊壓感，唇舌紫黯，或

舌有瘀斑，脈象沉澀或結代，乃心血瘀阻，

心脈痹塞不通之證。治當活血化瘀，通脈止

痛，方選活血通脈湯(經驗方)，藥用當歸

10g，桃仁 10g，紅花 6g，枳殼 12g，薤白

10g，生地 15 g，生白芍 15g，柴胡 12g，

川芎 l0g，懷牛膝 12g，桔梗 10g 。每日 1

劑，水煎服。方中桃仁、紅花、川芎、當歸

養血活血；生地黃、白芍滋陰補血和血；柴

胡疏肝行氣，枳殼理氣行滯以助活血化瘀之

力；桔梗開肺氣，載藥上行，配合枳殼一升

一降，有開胸利氣之功；牛膝通利血脈，引

血下行。諸藥配合，使血活氣行，痰化瘀消

而脈亦通，諸證自愈。 

三、選用特殊用藥以增療效 

仙鶴草一補氣強心，養血和營 

扁豆衣一補氣健脾，調胃止瀉 

澤蘭一活血通脈，利濕退腫 

蘇木一行氣活血，止痛療傷 

水蛭一小量止血，大量破血 

萊菔子一祛痰降壓，消導通便 

制軍一瀉熱排毒，調理腸胃 

生山楂一化瘀消積，開胃降脂 

蛇床子一溫補腎陽，祛濕止癢 

鹿角霜一溫補腎陽，溫通經脈 

心病有 10項隨症加味，利於增效： 

疼痛一三七、蠶砂、徐長卿、琥珀、劉

寄奴。 

憋悶一葛根、生芪、槲寄生、生苡仁、

丹參。 

心悸一川芎、石葦、苦參、薑活、黃連、

麥冬。 

浮腫一澤瀉、葶藶子、白花蛇舌草、車

前草、生苡仁。 

痰盛～海藻、生龍牡、海蛤殼、天竺黃、

膽南星。 

納呆一連翹、木香、砂仁、蘆根、生內

金。 

失眠一炒棗仁、夜交藤、生龍骨、雲苓、

合歡皮。 

苔膩一茵陳、澤瀉、炒蒼術、海藻、昆

布。 

舌紫一紅花、桃仁、赤芍、雞血藤、土

鼈蟲。 

脈細一黃精、首烏、靈芝、杞果、炒白術。 

------------------------------------------------------------------------------ 

 

“養陽育陰”灸治療過敏性鼻炎 170 例 

戴秀萍 1  指導: 張永樹 2 

（1 福清融城戴秀萍中醫診所    2 泉州市中醫院） 

 

 

過敏性鼻炎又稱變態反應性鼻炎，它是

各種過敏性疾病中發病率最高的臨床常見

病，以鼻塞、鼻癢、流清涕、噴嚏為主症，

與鼻竇炎、過敏性結膜炎並存，是哮喘的危

險因素之一，發病的原因、機理與機體的免

疫狀態有直接關係。隨著環境污染的加重，

發病率顯不斷上升的趨勢。筆者在臨床中，

曾經用針灸或理療等方法治療本病，療效

慢，無法吸引更多的病人。自 2007 年以來，

筆者運用全國名老中醫張永樹教授“養陽

育陰”
 [1] 

學術思想理論作指導，創立一套

“養陽育陰”灸法
[2]
，治療本病 170 例有特

效，現報導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170 例患者，男 108 例，女 62 例。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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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歲，其中 10歲以下 58 例，11~20 歲 59

例，20歲以上 53例。病程最短 2 年，最長

20 年，其中 10 年以下 130 例，10 年以上 40

例。伴有鼻竇炎 7例，伴有鼻中隔歪 5例，

伴哮喘 10例，伴慢性咳嗽 6 例，伴流鼻血 4

例，伴打鼾 3 例，伴眼癢 32 例，伴白細胞

減少症 1例，伴舌下囊腫 1 例，伴手心汗 5

例，過敏性鼻炎手術後 1例，均為各醫院耳

鼻咽喉科就診的患者，多數患者是在接受中

西藥物、脫敏療法以及多種理療後未效情況

下特前來就診。 

1、2  診斷標準 

經患者主訴臨床症狀、鼻腔檢查、皮膚

試驗、特異性 IgE 抗體檢測均符合《常見病

臨床診治常規》
[3] 

制定標準。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過敏性鼻炎診斷標準；②主動要

求用本方案治療的患者。 

1、4  排除標準 

①妊娠婦女；②神志病患者。 

2  治療方法 

2、1  先灸背部：患者俯臥位，暴露大椎、

身柱、定喘、大杼、風門、肺俞、厥陰俞等

施灸部位，將 1~2 ㎜厚的生薑片貼在施灸部

位上，以督脈為中心線，形成 60~130 ㎝²左

右的薑面，把灸寶箱
[4] 

放置薑面上，點燃

4~10g 艾條放置箱內中間即督脈上方，約

20~30 分鐘燃盡。 

2、2  再灸腹部: 患者仰臥位，暴露下脘→

關元、商曲→大赫、太乙→歸來等施灸部

位，將背部取下的薑片貼在施灸部位上，以

任脈為中心線，形成 60~130 ㎝²左右的薑

面，把灸寶箱放置薑面上，點燃 4~10g 艾條

放置箱內中間即任脈上方，約 20~30 分鐘燃

盡。 

2、3  治療灸量 

2、3、1  一次灸量：根據患者年齡的大小

或病症的不同，給予不同的灸量，成人正常

灸量 20g 左右，小孩酌情減量；寒症酌情增

量；偏熱者酌情減量，艾條燃燒時間短。 

2、3、2  療程灸量：每 3天灸一次，3次為

一個療程；或每週灸一次，3次為一個療程。 

臨床腧穴靈活運用，根據病症酌情配合

針刺，10歲以下不予針刺。 

治療期間停用與治療本病有關的其他

中西藥物（症狀嚴重者除外），並囑患者忌

食辛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用溫水洗臉，

暫停游泳，避開空調環境，待症狀基本消失

或明顯改善時，再開空調進行適應，往往開

了空調症狀復發，繼續治療，完全可以達到

不復發的效果。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 

依據《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
[5] 

中過

敏性鼻炎的療效評定標準。 

痊癒  症狀體征已消失，3 個月以上無

復發。 

顯效  發作時症狀體征減輕，發作次數

減少。 

無效  症狀體征無明顯改善。 

3、2 治療結果 

治療期間無不良反應，治療 3個療程統

計療效，見表 1，總有效率達 97%。治療 3

個療程顯效者，繼續治療，完全可以達到痊

癒（此文不作統計）。 

 

 

表 1  年齡組療效比較 

 

年 齡 例 數 痊 愈 顯 效 無 效 有效率 

10 歲↓ 58 23 35 0 100% 

11—20 歲 59 27 32 0 100% 

21 歲↑ 53 19 29 5 91% 

 170 69 96 5 97% 

 

4 典型病例 

4、1   王某，男，20 歲，高考學生，過敏

性鼻炎 16年，噴嚏、流清涕、鼻塞、鼻癢、

記憶力減退、手心多汗，嚴重影響學習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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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方治療無效，於 2012 年 7 月 3 日就

診。見患者神疲消瘦，面色萎黃，紅鼻頭，

舌淡苔白，脈細，雙手汗多欲滴。無其他病

史。擬“心脾兩虛”，取“養陽育陰”灸

法，先針刺大椎、身柱、風門、肺俞、厥陰

俞，起針後施灸。灸腹部時再針刺足三裏、

血海、太沖、合谷、勞宮，留針。隔 3天治

療一次，3次為一個療程。治療 3個療程，

上述症狀基本消失，為了適應大學集體宿舍

生活，嘗試開空調慢慢適應，症狀輕度復

發，繼續治療，並鞏固 2個療程，共計 6個

療程，痊癒。隨訪 6個月無復發。 

4、2   鄭某，女，23 歲，過敏性鼻炎 2 年，

因婚前體檢發現白細胞減少，2.70×10
9
／

L。於 2012 年 7 月 22 日就診，主訴：頭暈

目眩，不思飲食，噴嚏流涕，鼻塞失眠，四

肢無力。見面黃肌瘦，表情淡漠，精神不振，

兩眼黑圈，聲低氣怯，舌質淡嫩，脈細無力。

擬“氣血兩虛”。取“養陽育陰”灸法，先

針刺大椎、身柱、風門、肺俞、心俞，起針

後施灸。灸腹部時再針刺足三裏、血海、太

沖、三陰交、合穀，耳穴神門、肝、心，留

針。隔 10天治療一次（三伏灸期間）。二診

時：見兩眼黑圈消失，兩目明亮有神，面色

紅潤，與 10 天前判若兩人。患者訴：針灸

回家後，又能吃，又能睡，心情好，體重增

加好幾斤。太神奇了，若不是我親手治療的

病人，簡直不敢相信這奇跡。治療 2個療程，

痊癒，血檢白細胞增至 5.80×10
9
／L。隨訪

三個月無復發。 

5  討論 

過敏性鼻炎有常年性和季節性之分，

由不同的過敏源所致，中醫學稱“鼻鼽”，

認為發病外因多為風寒之邪侵襲，內因為臟

腑功能失調，主要是肺脾腎三髒虛損，亦有

肺、胃熱而發病，故為本虛標實。“養陽育

陰”灸治療過敏性鼻炎，是以通調督任，培

補元氣，調理肺脾腎三髒功能，達到溫補肺

脾，疏散邪氣，健脾祛濕，化濁通竅，補腎

固本，扶元益氣效果，從而激發自身免疫系

統，提高機體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修復病

變部位，恢復正常功能。 

“養陽育陰”灸法特點，就是以督脈

大椎和任脈關元為中心進行較大範圍的隔

姜艾灸，在通調督任的同時，擴大並加強陰

陽經之間的相互聯繫與作用。本研究表明：

“養陽育陰”灸法安全可靠無傷害，無不良

反應，無痛苦，療效快，療程短，不易復發，

老少皆宜。有一部分患者治療一次症狀體征

完全消失，療效可保持 1—5 天不等，真是

立竿見影；即使復發者，再繼續治療，亦能

很快得以控制以致痊癒，一些其他病症也隨

之消失或改善。實踐證明，“養陽育陰”灸

法具有較好的臨床推廣價值。 

 

參考文獻（略） 

------------------------------------------------------------------------------- 

 

《甘溫除大熱》的臨床應用 

郭鵬琪 

（泉州市中醫院） 

 

 

甘溫除大熱淵源於《內經》理論和《傷

寒論》的辨證論治基礎上，尤繼李東垣之

後，對內寒 waited 有更多的發展，臨床常

見於危急重症，脈症不合病者的應用。 

案例 1.風濕腦高熱不退（高熱）： 

楊某，女，22 歲，農民，1985 年 8 月，

因忙拾田間秋收和婚前購物，初見咽痛、發

熱、頭痛、自汗、關節腫痛、納減身瘦、神

疲乏力、 沒及時診治，漸發高熱、倦臥於

床，喜夜被，輾轉月餘才住入某大醫院，診

為罕見“風濕腦”高熱，用多種西藥無效，

請某老中醫給予大劑苦寒清熱之劑，症未減



 

 74

輕，高熱 40 度不退，半昏迷，院方通知病

危準備後事，急請吾前往診治，望診神態昏

倦、舌淡苔白。切診脈沉細，重按無力。症

同上述，身熱，四肢冷，便秘，厭食。辯證

因勞役過度，加上暑氣未盡，耗氣傷津，損

傷脾胃，運化失常，元氣下陷，致肝腎相火

離經，上乘脾胃，干擾心包，而致陰火勝身

熱，更傷元氣，陽氣不外泄則四肢冷、脾氣

虛，化源貧乏則難以生化精微，故乏力消

瘦。氣虛不通調助運則便秘。舌淡苔白脈沉

細為期許，脾運市場，證屬內傷發熱。吾以

升陽補氣，甘溫除大熱，方用黨參 30g、生

芪 30g、白術 10g、炙甘草 15g、陳皮 10g、

當歸 10g、升麻 6g、柴胡 6g、幹薑 4g、蒼

術 10g、茯苓 15g、桂枝 6g。藥後當天夜晚，

患者熱推，二便通，食欲恢復，精神好轉，

後隨症加減半月，痊癒出院。 

案例 2.高血壓、中風腦出血（內囊出

血）： 

洪某，男，62歲，工人，素常高血壓頭

痛眩暈、六天前猝然昏僕，不省人事，口眼

喁斜，舌蹇言舌澀，半身不遂，二便失禁，

在外抑制無效。就診時，神志深昏迷，面赤

氣粗，牙關緊閉，鼾聲粗，咬牙握拳，抽搐，

身汗出，口眼右斜，左半身不遂，時時嘔吐，

驚厥發作，小便失禁，大便秘結，舌紅苔黃

濁膩，脈弦滑結代，BP:212/140mmHg，心尖

收縮期Ⅲ級雜音、心律不齊、CT見腦出血（內

囊出血）。中醫辨證、稟賦陰虛陽亢，痰熱

內蘊，今因娶媳煩忙，肝陽暴盛，陽亢風動，

氣血上逆，痰火壅塞，風邪橫竄經絡，閉塞

清竅、擾亂神明，證屬陽閉。治宜鎮肝熄風，

清熱開竅。風引湯加減配配安宮牛黃丸鼻

飼，三日後，神志漸清，大便通，語言恢復，

廢肢有痛感，足稍能伸屈。但至夜因侄酒醉

誤入女廁又打人，病者大怒，瞬息面赤，不

省人事，目合口開，身熱汗出，手撒肢冷，

體溫 40 度，二便自遺，脈浮大無根，重按

細微，心音微弱，BP:50/0mmHg，辨病再次

腦出血。中醫辨證：陽暴重中，症由閉轉脫，

危在旦夕，英國用大劑益氣回陽，救陰固脫

之品、然深夜參附難煎，故即先針十宣、灸

關元、百會、神厥以回陽救脫。及時用洋參

50 克左右急煎分多次鼻飼灌入，使病者及時

解危。第四天病者神志清、但神煩痰多，脈

弦滑有力，脈證合參，症已由脫轉閉，方易

鎮肝熄風清開竅羚羊鉤藤等方加減，加每日

針灸，用 70 毫針，再半月後，神志清，語

言正常，行走自如，痊癒出院。 

案例 3：陳某，男，56歲，教師，突然

頭痛，語言不利，右側肢體麻木無力 1小時

多，急診入院症見稱職朦朧，面潮紅，瞳孔

尚等大，頸稍抵抗，雙肺（—），心率 56次

/分，右側肢體癱瘓，右側巴氏征（+）舌紅，

苔黃濁，脈弦細數，腦 CT：腦溢血伴腦梗塞。

辨證屬肝腎陰虛，肝陽上亢，痰熱阻痹，治

宜平肝潛陽，清熱化痰，方勇羚羊角湯合溫

膽湯加減，並用安宮牛黃丸，口服 2粒治療，

一周後，患者出現呃逆，大便呈暗褐，OB(++),

日見嗜睡，潮熱，但四肢不溫，自汗出，嘔

血 400—500ml，症轉陽脫，急回陽救逆，用

大量西洋參，配參陽湯加味，因胃氣已衰

微，應急固為其，否則治療前功盡棄，加強

回陽救逆，益氣健脾，方用洋參 15g、麥冬

15g，靈脂 10g，黑蒲黃 10g，雲南白藥 15g，

酒軍 15g，淮山 20g，黃芩 6g,，紫珠草 15g，

白術 10g,炙甘草 6g，再一周後，患者潮熱

退，黑便止，神志組建清，隨後運用益氣養

血通絡，化痰開竅等法，一月後，患者神志

反應清楚，對答流利，下肢已能扶拐杖行

走，唯右上肢仍舉無力，病者逐漸好轉，要

求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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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廢繼絕  金針度人 
——記澄江針灸學派傳人張永樹教授 

蘇稼夫₁  吳端淦₂  黃志強₃ 

（泉州市中醫院） 

 

 

他是一位享譽國內外的中醫臨床家，

用精湛的醫術為無數患者解除疾苦；他是一

位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教育家，為國家培

養了大批中醫臨床、科研、教學的中堅力

量；他是一位底蘊深厚的學者，用充滿哲思

的眼光，繼承傳統、創立新說；他是一位和

藹可親的長者，用他的光熱溫暖人，用他的

智慧啟迪人，用他的熱忱感染人。他就是國

家級名老中醫，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學科帶頭

人——張永樹教授。 

張永樹（1941—），男，福建泉州市人。

先後師從近代針灸宗師承淡安親傳弟子、針

灸名家留章傑、陳應龍、黃宗勗。為福建中

醫藥大學教授、碩導。2002 年被確定為全國

第三批老中醫藥專家，2006 年榮獲中華中醫

藥學會中醫藥傳承特別貢獻獎。2010 年 11

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定張氏為全國名老

中醫傳承專案專家，建立國家級傳承工作室。 

張永樹教授曾任中國針灸學會第四屆

理事會理事、福建省針灸治療中心（省中醫

重點專科）學科帶頭人、福建省針灸學會第

3、4屆副會長。現為福建省針灸學會名譽副

會長、泉州市針灸學會名譽會長、泉州市中

醫藥學會榮譽會長。同時還兼任美國、馬來

西亞、香港、澳門等 10 多個學術團體專家

顧問。 

1、整合、拓展澄江針學隊伍 

張永樹教授習醫之初十分重視醫史，師

從留章傑後逐漸加深對澄江學術體系的認

識。他認為隊伍的整合、拓展乃事業振興的

首務，事情是靠人辦的，有了一支隊伍才能

辦大事。 

1961 年步入杏林之後，他開始對泉州地

區中醫學術流派和淵源的觀察。他認定承門

淵深學宏，開始多方聯絡留師的傳人，共同

促進他所承擔省級科研課題“留章傑學術

經驗研究”的完成。 

1981 年為繼承留章傑，陳應龍兩位大師

的省針灸進修班期間，抓緊瞭解並確認他們

的弟子。進一步建立參加學習近百名學員的

新檔案，拓展了隊伍。 

1982 年福建中醫學院針灸師資班由承

門弟子黃宗勗主辦，他也及時按上述辦法建

立一支近 50 人的新隊伍。此兩端為福建承

門針灸隊伍打下組織支架。其間，學院指派

他帶隊到南京中醫學院參觀學習。首次到了

承公開創的高等中醫學府，拜識了楊長森、

盛燦若等老前輩。其後若干年又拜謁周仲

瑛、項平、邱茂良、肖少卿、楊兆民、王玲

玲、王啟才等名家。 

1987 年在全國灸法會議上拜識承門親

傳弟子謝錫亮（山西），建立密切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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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邀請謝老訪泉，他對留師的業績贊許

有加，其後飛鴻不斷，他把徵集到的“承門

學誼錄”資料轉交給張永樹教授以期整

理、發掘，為澄江針學的研究提供素材。2010

年 8月 9、10 日兩天，張永樹教授協其旅美

門人蔡達木、謝小芬教授，不遠千里專程到

山西侯馬探望謝錫亮老前輩，臨別時謝老對

不畏長途勞頓來訪，對大家的傳承敬業精神

表示贊許，語重心長地交代勿忘承門學派的

傳統德術和技藝！ 

    張永樹教授出席承公誕辰 90、100 周年

兩次大型紀念活動中，參訪了淡安公故居，

拜望其後人承為奮、梅煥慈及蘇州諸承公門

人。兩次會議期間，拜識領導、名家、承門

弟子如王雪苔、田從豁、趙爾康、楊甲三、

謝永光、陳太羲、戴念方，來自美國的洪伯

榮、黃煜。來自英國的張瑩。 

1990 年湖南中醫學院籌建“針灸陳列

館”，張永樹教授收集整理了以留師為主的

資料呈送，充實該館館藏、陳列。和香港針

灸協會會長謝永光一起出席該館開館典

禮，並訪問湖南中醫中醫學院。同年 7月謝

永光教授一行三人到閩作工作訪問，時任泉

州市針灸學會理事長的張永樹專程陪同到

福州。 

1993 年專程到重慶拜訪承公戰友、中國

針灸講習所教務長張錫君及其弟子余朋

千，戴念方弟子童登祿。 

2003-2004 年應邀在新加坡、馬來西亞

講學，宣講承淡安針灸學術體系業績。其間

在怡保拜訪當地名老中醫幸鏡清、招行知，

丘榮清時發現承門傳人廣東曾天治的弟子

蘇天佑在當地薪傳業績，瞭解蘇後來到臺

灣、日本、美國施診帶教，並在美國定居，

榮獲“美國針灸之父”之稱，撰寫了“美國

針灸之父蘇天佑在海外傳播澄江針灸學派

史跡”在《中國針灸》發表，填補了澄江針

灸學派海外傳播研究的空白。 

2009 年張永樹教授和夫人傅梅新主任

應邀赴美考察講學，屆時參觀近代針灸大師

承淡安為代表的澄江針灸學派第三代傳人

蘇天佑博士。蘇天佑 1973 年來美傳播中醫

針灸，1975 年在麻省開辦紐英倫針灸學校，

培養了眾多針灸人才，被尊稱為美國針灸之

父。在蘇夫人的陪同下，其弟子蔡達木博

士，謝小芬教授和張、傅等人來到該校參觀

訪問。 

2002 年，南京中醫學院党辦副主任夏

有兵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課題是承門學術，

為此，他專程到泉州採集資料，張永樹教授

和泉州同仁熱情接待並提供了不少有價值

的資料。 

2012 年夏博士已是南京中醫藥大學

副校長，帶隊到海外尋找承門弟子的薪傳史

跡，張永樹教授努力為其聯繫了馬來西亞怡

保幸鏡清老先生。並由承門傳人溫月娥、魏

錦輝接待，順利完成採訪任務。 

承門弟子對先師留章傑在泉州薪傳業

跡十分關心，除陳應龍、黃宗勗兩位大師來

泉參觀指導外，還有河南承門高足邵經明弟

子朱彥岑、李鄭生，南京中醫藥大學第二臨

床醫學院張建斌教授。 

張永樹教授主編《針灸界》，《留章傑先

生紀念文集》以及參與組織領導的“中國泉

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等工作

中廣泛聯絡海內外承門弟子，拓展了隊伍。 

2、掌握、實踐澄江針學精華 

2.1 重用灸法、屢見奇效 

現在針灸界中針多灸少或只針不灸的

現象很嚴重，言針灸事實上多為針刺。承氏

親傳弟子留章傑老師學術經驗的一個主要

特點就是重視灸法在臨床上的應用，張永樹

教授傳承先師的經驗，尤其常用瘢痕灸法、

燈芯灸法對一些急症危症，收效甚佳。如有

一更年期婦女，49 歲，出現血崩 20 來天不

止，經服用中西藥未見緩解，其家人心急如

焚，經多方打聽，找到張永樹教授。張老四

診合參後認為，此婦人面色蒼黃，四肢厥

冷，舌淡、齒痕重，脈沉細，為脾陽虛衰之

象，便在患者雙側隱白穴上瘢痕灸各 11壯，

患者隨即感覺身熱，次日喜報血崩已止。 

燈芯灸又名燈火灸、燈草灸，最早來自

民間。對於燈芯灸療法，張永樹教授有獨特

體會，他施灸法用於帶狀皰疹、痤瘡、癤、

膿瘡等皮膚病的治療，效果甚好。有一中學

教師，左腰——腹股溝——下肢部大面積皰

疹紅腫，劇痛不能入寐 6天，診斷為“纏腰

火丹”。張永樹教授單用燈芯灸治療，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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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大減，繼續施用燈芯灸，一周後該症基

本痊癒。 

2.2 針法細膩，穴少量大 

張永樹教授在臨床施針繼承先師留章

傑的針法，取穴少而精，主張每次針刺一般

不超過 6針，善用一針療法。在辨證取穴的

基礎上，張他還特別強調行針手法，以能針

刺激發循經感傳促使氣至病所為要。一般在

針刺後無經氣感應時，醫者多採取提插撚轉

等行針手法，以達到感傳的目的，而張永樹

教授較多採用運氣進針手法。在進針前先用

左手拇指探及穴位，用指腹端點按使氣感聚

集該穴，右手持針將針尖貼近穴位外層皮

膚，通過運氣將針身緩慢刺入穴道，此過程

不提插，不撚轉，卻能激發循經感傳，促使

氣至病所，提高療效。 

2.3 針藥結合，辨證精當  

張永樹教授秉承承門學術，除了用針灸

手段治病外，遇疑難雜症亦針藥並施。有一

婦女持續咳嗽兩個月來就診，西醫院診斷為

“肺炎”，久治不愈，張永樹教授詳細診

查，觀其舌紅少苔脈細數，認為此為病久傷

陰，肺陰虧虛，治療以滋陰潤肺、清燥止咳，

針用尺澤、內關、足三裏、合穀、列缺、豐

隆諸穴，方用沙參麥冬湯加黃精。張永樹教

授善用黃精，他認為此藥滋而不膩，補養肺

陰而不留邪。患者經針灸配合服藥三劑後咳

嗽痊癒。 

3、繼承、發揚澄江針學遺產 

張永樹教授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注重

理論的昇華， 2002 年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確定為全國第三批老中醫藥專家後，他倍感

責任重大，回顧總結從醫以來的學習工作經

歷率先提出“養陽育陰”的學術觀點作為

傳承的思路。他認為，人體不外陽氣、陰精

兩大部分，就主從關係來看，陽氣應是為主

陰精為從，“養陽育陰”是總綱。養陽是調

養陽氣，不單純指補陽；育陰是培育陰精不

單純指滋陰。要培育陰精前提是調養陽氣，

張永樹教授強調陽氣在人體中的主導作

用。並指出：養陽育陰是總綱，通調督任，

灸刺並重，針藥結合是大法。中醫思維就是

按陰陽五行等基礎理論來研究天人合一，動

衡制約；研究人的生理、病理，指導辯證、

施治、預防、養生、康復等多方面。爭取以

最少的創傷，達到最佳療效。 

從大量臨床實踐中張永樹教授悟出陽

氣為主的生理病理現象，提出“養陽育陰”

學術主張。在通調督任，灸刺並重的醫療實

踐中證實其療效是明確的。如大劑量艾灸治

療腰椎間盤突出症和原發性高血壓；針刺治

療頑痹、頑固性皮膚病等取得較好的臨床療

效。 

2007 年由其學術繼承人黎健、周文強領

銜主研的“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畫專

案“名老中醫臨床經驗、學術思想傳承研

究”課題——“張永樹臨床經驗，學術思想

研究”（編號 2007 BAI 0801-043） 於

2010.11 通過評審驗收。該課題的主要內容

之一是對張永樹教授師承學術淵源的承淡

安公學術體系作了全面詳盡的研討。這是張

氏指導下在繼承、發揚澄江針學遺產方面一

次貢獻，提供了一份文獻資料。 

4、傳播、教授澄江針學體系 

4.1 傳播醫術、學術 

張永樹教授術德兼優，療效顯著。求醫

者遠自全國各地，也有來自東南亞以及美

國、日本、挪威、法國、澳大利亞的。 

1995 年以來先後 8 次公派或受邀到日

本、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香港

等國講學百餘場，並相應開展診務。 

1991 年以來參與組織和領導“中國泉

州——東南亞中醫藥研討會”等 10 餘次國

際學術活動。 

2006 年 9 月為第 8 屆亞細安中醫藥學

術交流大會（印尼泗水）作主題報告，受聯

合國駐印尼衛生官員高度讚揚。2009 年 11

月為第 9屆亞細安中醫藥學術交流大會（馬

來西亞吉隆玻）作主題報告。 

    2007 年 11 月 29-30 日泉州市針灸學會

主辦了“首屆海內外張永樹學術經驗研討

會，2010 年 5月份福建省針灸學會、泉州市

針灸學會、泉州市中醫院和泉港中醫藥學會

在泉港共同主辦了“第2屆海內外張永樹學

術經驗研討會暨張永樹臨床經驗傳授班”。 

2008 年起應邀為泉州市電視臺《養生之

道》專題講座主講嘉賓，以中醫藥理論結合

生活實踐作科普宣教，傳播未病先防、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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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變、病後康復的“治未病”常識。 

4.2秉承澄江學派創辦針灸刊物的優良

傳統 

為更好地宣傳、交流針灸學術，近代針

灸宗師承淡安公首創針灸刊物。1984 年由承

門弟子、著名針灸學家留章傑宣導，張永樹

教授主編的《針灸界》，30年來堅持“義務、

業餘”辦刊，與海內外 600 多個團體與個人

保持聯繫，目前刊物已成為溝通海內外針灸

同仁的重要載體，留師題寫刊名並撰寫了發

刊詞。 

4.3 注重人才梯隊的培養 

張永樹教授作為學科帶頭人之一，把市

中醫院針灸科創建成省中醫重點專科，繼續

教育基地、國家臨床重點專科（中醫專業）、

碩士生輔導點，建立了德才兼備人才梯隊，

為海外培訓了數十批針灸人員。 

張永樹教授特別重視人才梯隊的培

養，他說“競爭年代本質是人才的競爭”，

他經常教育學生，做一名醫學求知者，要牢

記“勤、思、集、傳、和”五字真言。 

作為中國針灸澄江學派的傳人，張永樹

教授雖已年過七旬，但他善集臨床、科研、

教學為一體，臨床之驗，著述之豐，帶徒之

勞，有口皆碑，仍為澄江學派針灸醫術的全

面繼承與發揚奮鬥不息，特別是在傳授後人

方面不遺餘力。 

張永樹教授半個世紀來歷經磨練，嘔心

瀝血，我們的先師陳應龍生前為張永樹教授

客觀又高度地題詞：“興廢繼絕”；臺灣中

國醫藥學會教授陳太羲稱讚他“金針度

人”，這些一點也不誇張。在他的傳幫帶

下，2013 年泉州市中醫院針灸科已成功申報

國家臨床重點專科（中醫專業），同年 8 月 

“泉州留章傑中醫針灸”被評為市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項目，泉州市中醫院針灸科

為該專案的傳習所，目前有病床 95 張，工

作人員 60 人。一大批年富力強的中醫針灸

人才正茁壯成長，其中一部分已承擔泉州市

各級醫院的主要領導職務，澄江學派後浪推

前浪，肯定一代勝過一代。 

------------------------------------------------------------------------------- 

劉德桓教授化瘀濁益肝腎思想的理論淵源與特點 
 

陳文鑫 1、2  葉靖 2  吳志陽 2  歐淩君 2  莊清芬 2 
（1.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研究所；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心病科） 

 

 

化瘀濁益肝腎思想是國家級名老中醫

劉德桓教授根據中醫理論，結合多年臨床經

驗提出的治療高血壓病的中醫治則，並創制

了“瘀濁清”中藥顆粒方劑。由劉師主持開

展的福建省衛生廳中醫藥重點科研專案《高

血壓病及其相關疾病的中西醫結合臨床與

實驗研究》，經多年多個子課題的科學試

驗，逐漸形成了“化瘀濁益肝腎法治療高血

壓病的系列研究”，於 2012 年通過國家科

技成果鑒定，科研成果達到國內先進水準。

成果顯示，在傳統西藥治療基礎上加用創制

的瘀濁清顆粒治療高血壓病患者，不僅能有

效地降低血壓，還能同時降低患者的低密度

脂蛋白水準，逆轉左心室肥厚、提高左室舒

張功能，改善臨床症狀並顯著提高生活品

質。在臨床上，瘀濁清顆粒亦廣泛應用於心

腦疾病的治療，特別是對冠心病、中風病、

高血壓心臟病、高脂血症等的治療，具有顯

著的療效。化瘀濁益肝腎，包括化血瘀祛痰

濁和補肝血益腎精兩方面，其融合了痰瘀相

關學說、血瘀理論、津血同源思想和肝腎同

源思想，並把現代醫學理論及藥理研究有機

地運用於處方用藥中，體現了中醫現代化的

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論創新意義。 

1．中醫心病的概念及病因病機認識 

中醫心病學是中醫學中專門研究心系

病證的臨床學科，是中醫內科學的一部分,

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中醫學認為“心者，

君主之官也。”就是說，心臟好比國家的君

主。君主英明則天下安，君主不英明，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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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系統部門不協調不安分，形體大傷，用

此法養生則多病夭殃。所以，心對於人的身

體健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安撫不好君

主，就會牽連其他臟腑疾病。 

“心病”一詞首見於《內經》，《素問·

藏氣法時論》記載：“心病者，日中慧，夜

半甚，平旦靜”，“心病者，胸中痛……”；

《素問·病傳論》謂“夫病傳者，心病先心

痛，一日而咳，三日脅支痛，五日閉塞不通，

身痛體痛，……”。“心者，君主之官，神

明出焉”。心居胸中，心包絡圍護其外，功

能有三：其一，心主血脈，《素問·痿論》

曰：“心主身之血脈”；其二，心藏神明，

《素問·邪客篇》曰：“心者，五臟六腑之

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三，開竅於舌，

《素問·脈度篇》曰：“心氣通於舌，心和

則能知五味矣”。從對心的這些功能的敍述

來看，中醫理論體系中的“心”雖與現代醫

學心臟的某些生理功能有相似之處，但又超

越了現代醫學中心臟的功能認識，而與心血

管系統、神經系統、血液系統、免疫系統和

代謝功能等有關
[7]
。在五臟六腑之中，心為

“君主之官”，至關重要；心主血脈，心主

神明，因而心病在臟腑病證中佔有重要地

位。心病病位在心，其發病是由於心臟陰陽

氣血虧損或肝脾腎功能失調的基礎上，為痰

濁、血瘀、寒熱、風火等外邪所犯。現代臨

床及實驗研究發現大多數“中醫心病”的

產生是由“痰致瘀”的病機所致，也提示了

痰濁引發瘀血的過程
[8]
。 

2．“化瘀濁”淵源於《內經》津血同

源思想，並受後世痰瘀相關學說、血瘀理論

的啟發 

瘀濁，即血瘀、痰濁，亦可稱之為痰瘀

之濁邪。痰源於津，瘀本于血，生理上屬“津

血同源”。痰，《內經》中多稱之為“飲”、

“積水”、“汁沫”、“津液澀滲”、

“水”、“水濕”等。如《素問·六元正紀

大論篇》說：“太陰所至為積飲否膈”。 瘀

血，《黃帝內經》稱之為“凝血”、“惡

血”、“留血”、“菀陳”等。津液和血液

同源于水穀精微，化生於後天脾胃。正如《靈

樞•營衛生會》所雲：“此（指中焦）所受

氣者，泌其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

乃化而為血”。《內經》言“水穀入胃，中

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為血”。可見，津、血

都是脾胃消化吸收飲食物中的精華部分，兩

者同出一源，異名同類。津、血不僅同源于

水穀，在運行輸布過程中還相輔相成，相互

轉化。血行脈內，津行脈外，脈外之津液不

斷滲入脈內，與營氣相和，化生血液，成為

血液組成部分，脈內的血液也可滲於脈外而

化為津液，以濡潤臟腑組織和官竅，也可彌

補脈外津液的不足，有利於津液的正常輸布

代謝。《靈樞•邪客》篇曰：“營氣者，泌其

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津液

和調，變化而赤為血”均說明了津、血可相

互轉化的關係。痰和瘀分別是人體水液、血

液代謝障礙所形成的病理產物，痰濁源於津

液，瘀血源於血液，是津血不歸正化的結

果，津液和血液在生理上的同源性，構成了

痰瘀相關的必然性。如《靈樞·百病始生》

雲：“濕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後世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提出:“諸痰者,此

由血脈壅盛,飲水結聚而不消散,故能痰也,

或冷或熱,或結食,或食不消,或胸腹痞滿,

或短氣好眠,諸候非一,故雲諸痰”。陳無擇

《三因極一病症方論》中說:“津液流潤,營

血之常,失常則為痰涎,咳嗽吐痰,氣血亂

矣。”論證了津液營血間的生理聯繫,說明

痰水之化生,乃氣血逆亂所致。楊世瀛《仁

齋直指方附遺•方論》指出:“真心痛,也可

由氣血痰水所犯引起。”明代王肯堂《證治

準繩》曰：“痰積既久，如溝渠壅遏淹久，

則倒流逆上，瘀濁臭穢無所不有，若不疏決

溝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使清，是無理也”。

清代周學海在《讀醫隨筆》中雲：“夫血猶

舟也，津液水也，醫者於此，當知增水行舟

之意……津液為火灼竭，而血行瘀滯。”而

朱丹溪對痰瘀關係較前人更為注重, 提

出”自氣成積, 自積成痰, 痰挾瘀血, 遂

成窠囊”。 

現代對痰飲理論新認識
[8]
認為古老中

醫學的痰飲理論和現代醫學的檢驗醫學理

論完全相融合，痰飲理論範圍包括了檢驗醫

學的全部內容；按痰飲病理產物的性質特

點，分為外痰、內飲、生理免疫功能反應。

而近現代完善形成的活血化瘀學派
[9]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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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瘀血是人體血運不暢或離經之血著而不

去形成。從現代醫學角度理解中醫“瘀血”

的概念應是
[10]

：在一定的外因和內因條件

下，由於機體心臟、血管、血液等，發生組

織學、生理生化、生物物理學的改變，致使

血液流動緩慢或停滯，或血液離開血管產生

瘀積，血液由動態變為靜態，這是血瘀的基

本環節，也是瘀血的共性。在病理生理上表

現為血液迴圈障礙和受累組織的損害，組織

器官的炎症、水腫、糜爛、壞死、硬化、增

生等繼發性改變。故血瘀應包括血液停積、

血流不暢或停滯，血液迴圈障礙的發生、發

展及其繼發變化的全部病理過程。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期，痰瘀理論逐步完善，並較完整

地提出了“痰瘀相關學說”
[11]
，強調痰瘀同

源、同病、同治的理念。 

2 “益肝腎”淵源於《內經》肝腎同源

思想 

益肝腎，亦指肝腎同治。“肝腎同源”

是指肝腎的結構和功能雖有差異，但其起源

相同，生理病理密切相關。在先天，肝腎共

同起源於生殖之精；在後天，肝腎共同受腎

所藏的先後天綜合之精的充養。《靈樞·經

脈》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雲“腎生骨髓，髓

生肝”。故“肝腎同源”又即肝腎的結構和

功能體系通過某些中心環節而密切相關。

“肝腎同源於精血”意即肝腎的結構和功

能體系通過“精血”這一中心環節而密切

相關。肝腎同居下焦,內寄相火,相火源於命

門。朱丹溪《相火論》雲:“(相火)見於人

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肝

腎所寄相火,言其常為肝腎之動氣,推動肝

與腎完成各自生理功能。相火之源在命門,

何夢瑤曰:“腎水為命門之氣所蒸化上升,

肝先受其益。”但相火內寄於肝腎,發揮其

動氣之功能全賴肝腎陰血的滋涵。若肝腎陰

虧則相火易亢而為“邪火”、“元氣之賊”

而出現一系列病變。 

瘀濁為病，可導致人體氣血津液代謝紊

亂，多臟腑功能失調，進而氣機阻滯，痹塞

脈道，並相互影響，膠結難解致病情纏綿，

經久不愈，特別與肝腎功能相關。心病發病

年齡大多數是在中年以後，正處在肝腎逐漸

虧虛的階段，而此時性腺機能也開始衰退。

正如《景嶽全書》所言：“虛邪之至，害必

歸陰，五臟之傷，窮必及腎”。腎者，先天

之本，五臟六腑之根本。腎元激發、維持了

全身各系統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各個系統活

動的異常亦會影響到腎臟。腎主水，藏精，

主生殖、生長、發育，主骨生髓充腦，與肺、

脾、肝、三焦、膀胱、小腸共同完成人體水

液代謝，中醫腎的概念及作用涉及範圍超過

西醫腎臟水液代謝、內分泌等功能，因此中

醫有“大腎臟”之說
[17]
，其功能不僅包括泌

尿系統，還包含了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

生殖系統、心血管系統及遺傳學方面等內

容。肝主疏泄，具有疏通、條達、升發、暢

泄等生理功能；主要表現在調節精神情志，

促進消化吸收，以及維持氣血、津液的運行

等方面。若肝失疏泄，可致情志不暢，脾胃

不和，痰濁內生及氣滯血瘀。肝藏血，腎藏

精。肝血需要腎精的滋養，腎精又依賴於肝

血的化生。中醫稱之為精血同源，或肝腎同

源。如果腎精虧損，則會導致肝血不足，而

肝血不足，也會影響致腎精虧損。從而，一

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張介賓在《治形

論》中指出: “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為主, 

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為先, 此實醫家之大門

路也。” 

3  劉德桓化瘀濁益肝腎思想的特點 

3.1  攻補兼施，尤重以攻   化瘀濁益

肝腎，即化血瘀祛痰濁及補肝血益腎精。劉

師認為，心病多為痰濁、血瘀、寒熱、風火

等外邪所犯，尤其強調“痰致瘀”的病機。

劉師認為
[9]
，時人過食肥甘厚膩，易生痰

濁，痰濁內盛，易致肺脾腎三焦功能失調；

痰濁阻於心竅清曠之區，則閉阻心之陽氣，

心脈不暢。從現代詮釋，主要是因人類生活

水準的提高，飲食結構失衡，高蛋白、高脂

肪、高糖飲食攝入過多，纖維素及礦物質攝

入減少，運動量及運動強度減少，導致體內

脂肪代謝紊亂、脂質異常，損傷血管內皮細

胞，內膜增厚硬化；血液濃粘稠，冠脈管徑

變窄，甚至堵塞，誘發諸多疾病，其中與心

病最為密切相關。因此，劉師治療心病雖以

化瘀濁益肝腎為思想，但尤重化瘀濁。 

3.2  化瘀濁強調活血化瘀  劉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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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心系病證是一個複雜的多因素疾病，它

的發生發展需要經歷較長的病理過程，“久

病多瘀，久病成瘀”是中醫心病一個重要的

病理因素，血瘀證也是中醫心病較常見和較

主要的病證。因此，劉師在治療心系疾病時

尤其重視活血化瘀的治法，甚則常用水蛭以

破血逐瘀。 

3.3  寒熱並用，升降有序  劉師認

為，中醫心病的治療在祛邪的同時，尤其也

要重視肝腎臟腑功能的調理。肝主疏泄，具

有疏通、條達、升發、暢泄等生理功能。若

肝失疏泄，可致情志不暢，脾胃不和，而致

痰濁內生及氣滯血瘀。而心主血脈，肝主藏

血，二者共同維持著人體血液的正常運行；

心主神志，精神之所舍，肝主疏泄，調暢情

志，心肝兩髒共同調節人的精神、情志活

動。肝臟功能的正常與否直接或間接影響著 

心病的發展及預後。因此，在補益肝腎時，

劉師用藥常宗仲景之法：寒熱並用，升降有

序。 

------------------------------------------------------------------------------- 

氣虛而津無以化，陰虧則液難於生 

——慢性萎縮性胃炎胃酸低、乏的中醫治療 

楊春波 1    楊永昇 2 

（1.福建中醫藥大學第二人民醫院·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楊春波名老中醫工作室；2.福

建省中醫藥研究院） 

 
 

慢性萎縮性胃炎（CAG）是因胃粘膜炎

症的持續存在，致使泌酸之腺體不同程度的

萎縮，而呈胃酸的低少或缺乏。我們依它的

臨床表現和微觀變化，按中醫理論進行認

識，發現本病的胃酸低缺，有氣虛和陰虧兩

狀，行分型施治，獲較好療效，作以下介紹。  

（一）方法：患者經胃鏡及病理確診為

CAG 後，住院做中醫辨證分型和胃液等檢

查，治療 3個月後復查。 

1、辨證分型：依臨床實際。分氣虛（脾

腎）濕熱（氣滯，血瘀）和陰虧（胃腎）燥

熱（血瘀，氣滯）兩證。前證症候：胃脘悶

脹或痛、定位或引兩肋、或喜噯氣，口苦喜

溫飲，知饑不欲食，頭暈肢乏，腰酸膝軟，

小便清或淡黃、夜 2-3 次，大便溏或稀；舌

淡紅暗或瘀點或斑、舌薄黃膩，脈虛緩。後

證症候：胃脘悶脹或痛、定位或引兩肋、或

喜噯氣，口幹喜少飲，不知饑不欲食，頭暈

耳鳴，腰酸膝軟，小便淡黃、夜 2-3 次，大

便幹或結；舌紅或絳或瘀點斑、苔少或無或

薄黃幹，脈細數。 

2、胃酸測定：採用注射五肽胃泌素後，

測定胃液的可滴定酸，以最大排酸量為准

（毫克當量/小時）。0為缺酸；<13.5 低酸；

13.5~19.5 正常酸；>19.5高酸。 

（二）資料：CAG 胃酸低、乏共 41 例。 

1、胃酸低乏狀況：41例中，低酸 38

例，占 92.68%；乏酸 3例，占 7.32%。低酸

的多。 

2、證的分佈：41 例中，氣虛濕熱證 29

例，占 70.73%；陰虧燥熱證 12例，占

29.27%。氣虛濕熱證的多。 

3、證與胃酸：氣虛濕熱證中，低酸 28

例、占 96.55%，乏酸 1例、占 3.45%；陰虧

燥熱證中，低酸 10例、占 83.33%，乏酸 2

例、占 16.67%。低酸的氣虛濕熱證占多；乏

酸的陰虧燥熱證較多。 

（三）治療。療程 3個月。 

1、氣虛（脾腎）濕熱（氣滯，血瘀）

證：治以健脾益腎，清化濕熱，理氣消瘀。

方選枳實消痞丸加減：黨參、黃芪、白術、

茯苓、白芍、莪術、枳實、菟絲子、砂仁、

黃連、元胡、甘草等。製成片劑，每片 0.5g。

每次 5片，日 3次，餐前 30 分、開水化服。 



 

 82 

2、陰虧（胃腎）燥熱（血瘀，氣滯）

證：治以養胃滋腎，清熱化瘀、舒氣。方用

沙參麥冬湯加減：北沙參、生山藥、玉竹、

花粉、麥冬、蒲公英、赤芍、丹參、佛手幹、

枸杞、五味子、甘草等。製成水劑。每服 30

毫升，日 3次，餐前 30分、開水沖服。 

（四）效果。CAG 胃酸少、乏 41 例中，

經 3個月的治療，胃酸獲得不同程度恢復者

28 例、占 68.29%。其中氣虛濕熱證 29 例，

獲恢復 21例、占 72.41%；陰虧燥熱證 12

例，恢復 7例、占 58.33%。前證恢復較好。 

附案例： 

例 1：施某，男，42歲。胃病 6年多。

胃鏡：淺表伴萎縮性胃炎（病理：胃竇部重

度淺表性胃炎；胃體部中度萎縮性胃炎）；

胃酸“0”。症候：胃脘悶痛，知饑納少，

口淡少苦，頭暈乏力，腰酸膝軟，小便清長、

夜 2次，大便溏、日 2次；舌淡紅少暗、苔

薄白，脈細無力。證屬氣虛濕熱。用健脾益

腎清化方治療 3個月。胃酸恢復至 10.5 毫

克當量/小時；胃鏡：淺表伴萎縮性胃炎（病

理：胃竇輕度淺表性胃炎，胃體輕度萎縮）。

症狀基本消除。出院後，續服原方 8個月。

來院復查：症狀消除，體重增加 3公斤；胃

鏡：正常（病理：胃體淺表性胃炎）；胃酸

正常（19.5 毫克當量/小時）。 

例 2：胡某，女，39歲。胃病 10年。

胃鏡：慢性萎縮性胃炎（病理：胃竇輕度萎

縮、胃體中度萎縮）；胃酸“0”。症候：脘

悶時痛，善饑欲食，口幹喜少飲，頭暈耳鳴，

腰酸膝軟，小便淡黃，大便燥幹；舌紅暗、

少苔而幹，脈細數。證屬陰虧燥熱。用養胃

滋腎清瘀方治療3個月。胃酸恢復正常（18.5

毫克當量/小時）；胃鏡：淺表伴萎縮性胃炎

（病理：胃竇淺表性胃炎；胃體輕度萎縮性

胃炎）；症除舌質淡紅尚暗，脈細緩。 

例 3：黃某，男，46 歲。胃病 8年。胃

鏡：萎縮性胃炎（病理：胃竇淺表性胃炎；

胃體重度萎縮性胃炎）；胃酸：“0”。症候：

胃脘悶痛、時嘈雜感，口幹唇燥，知饑欲食，

腰酸膝軟，小便淡黃，大便幹結；舌紅少暗、

苔薄少黃，脈細數。證屬陰虧燥熱。用養胃

滋腎清瘀方治療3個月。胃酸恢復正常（14.5

毫克當量/小時）；胃鏡:淺表萎縮性胃炎（病

理:胃體輕度萎縮性胃炎）；症狀消除，舌脈

正常。 

（五）體會·認識 

1、胃酸屬中醫學“津液”範疇，它源

於“脾胃”，又養著“脾胃”。“脾”得

“津”方能“運化”，“胃”獲“液”才可

“爛穀”，一髒一腑共司消化、吸收等功

能。然“脾胃”還需“腎”的煦養。故

“津”要靠“脾腎”的“氣”來“化

生”，“液”需賴“胃腎”的“陰”供“滋

養”。若“脾腎氣虛”則“津”無以化，

“胃腎陰虧”而“液”難於生，遂呈胃酸低

少或缺乏。 

2、CAG 病變中心在“脾胃”，但常累及

“腎”，呈“脾腎氣虛”和“胃腎陰虧”兩

個本證。它可由“熱”、“濕”、“氣滯”、

“血瘀”等實證所致，也能因“虛處有實

候”而成，呈“虛實相兼”的病理特徵。我

們對 153 例 CAG 做臨床證的調查，發現“脾

腎氣虛”常兼“濕熱、氣滯、血瘀”，稱之

氣虛（脾腎）濕熱（氣滯，血瘀）證，占

79.74%；“胃腎陰虧”多夾“燥熱、血瘀、

氣滯”，謂曰陰虧（胃腎）燥熱（血瘀，氣

滯）證，占 20.26%。 

3、資料分析，以上兩證的胃粘膜病理

似不相同，氣虛濕熱證組胃黏膜萎縮較輕，

酸的分泌量低的多、缺的少，胃液較清稀；

陰虛燥熱證組胃粘膜萎縮較重，酸分泌量低

多、缺也多，胃液較粘稠。治療後胃酸的恢

復，前證組較後證組好，表明與胃粘膜萎縮

的程度有關。 

4、胃酸由胃黏膜的壁細胞分泌，中醫

證治後，不僅泌酸功能獲得恢復，由胃粘膜

主細胞分泌的胃蛋白酶原低下的獲提高、胃

竇 G細胞分泌增高的胃泌素可降低，且胃鏡

象和胃黏膜病理亦同步改善、臨床症候消除

或減輕，體質增強等，表明證治的作用是多

方面、全方位的。 

5、CAG 的胃酸少、缺，存在著不同中醫

證的表現，異證異治可以同效（但有差異），

且作用是多方面，展示著中醫學術的特點和

優勢，深含著新的科學意義，有待現代科學

的進一步探討。當然中醫的療效還需提高，

中醫的理論認識有待深入，臨床研究當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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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規範，總之仍須努力。  

 

 

 

 

 

 

 

 

 

 

 

 

淺析腕踝針治療失眠 

蔡樹河1  陳美華2  指導老師：吳炳煌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康復醫院） 

 
 
 

失眠是一種涉及面廣、發生率高的睡眠

障礙，輕者入睡困難，睡而易醒，醒後不能

入睡，亦有時寐時醒，嚴重者整夜不能入

眠。由於睡眠是一種高級的神經活動，失眠

是一種功能性而非器質性的疾病。諸醫家對

失眠症的病因、病機及其治療作了較為詳盡

的論述，尤其針灸治療失眠症具有的特色與

優勢被世人所認可。腕踝針是張心曙自1966

年從點刺激療法開始，在臨床實踐中受經絡

學說、耳針、穴位的啟發下探索出來的，於

1972年才正式定名為“腕踝針"。吳炳煌老

師臨床上用腕踝針治療失眠收到良好療效。 

1 腕踝針治療失眠的理論依據 

1．1從經絡學說上的認識 

腕踝針療法是以經絡學說為基礎，結合

現代神經解剖學知識而誕生的。經絡就是運

行氣血的通道，以十二經脈為主，又分出十

二經別、十五絡脈、奇經八脈等以聯繫全身

內外上下。其“內屬於臟腑，外絡于支

節”。經脈、經別、經筋、絡脈分為手足三

陰三陽，與之相應的皮部亦按經絡來分區

的，這是經絡功能活動反映於體表的部位，

也是皮膚一絡脈一經脈一臟腑各層的最外

部位。《素問·皮部論》說：“凡十二經絡

脈者，皮之部也”。又說：“欲知皮部，以

經脈為紀者，諸經皆然”。說明十二皮部的

分佈，是以十二經脈在體表分佈範圍為依據

的。十二皮部，手足相合稱為六經皮部。《素

問·皮部論》亦雲：“皮者脈之部也，邪客

于皮則腠理開……，則入舍于腑藏也”。說

明皮一絡一經一腑一髒，成為疾病傳變的的

順序層次；體內疾病可以通過經絡反映到皮

部；外部的病邪或是治療方法則亦可通過皮

部影響到相應經絡及臟腑。腕踝針的治療分

區基本與六經皮部相一致，如少陰在身側，

依次為厥陰、太陰，由此從內向外，上1、

上2、上3區，沿陰面上行，相當於手三陰皮

部；上4、上5、上6區，沿陽面上行，于手

三陽相對應。下1—6區相當於足三陰、足三

陽皮部。從五臟關係上看，上1—6區連接膈

以上胸腔的心、肺；下1—6區連接膈以下腹

腔的脾、肝、腎，這與手足六經所屬臟腑關

係相一致。從經脈循行的角度出發上，手三

陰、三陽經均循行於腕部，而足三陰、三陽

經均循行於踝部，且通過腕踝部的特定穴如

內關、外關、列缺、後溪、申脈、照海等分

別通於相應的奇經八脈，可見腕踝部與全身

經絡及五臟六腑關係更為密切。腕踝針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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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刺激點均位於腕踝關節附近，相當於本

部、根部，均分佈於經線上，與十二絡穴位

置大致相當，故可淺刺這些部位的皮部，既

可以調整相應經脈之氣亦可調節其聯屬臟

腑的功能，而達到扶正祛邪治療疾病的目

的。《中醫內科學》“不寐”篇認為失眠病

因雖多，但其病理變化總屬陽盛陰衰，陰陽

不交。其病位主要在心，但與肝、脾、腎關

係密切，因心主神明，神安則寐，神不安則

寤。故針刺腕踝部相應穴位可以起到調節陰

陽、寧心安神治療失眠的作用。 

1．2從胚胎發育上的認識 

張心曙受耳針體系的啟發，認為生物在

從無脊椎動物發展到有脊柱動物，從無肢發

展到有肢體，體現著生物進化在逐步延伸，

而且變的更靈活。人在胚胎發育的時期重複

著生物進化的演變。受精卵發育為球形的胚

胎，再逐漸向縱向呈圓錐系發展，這種縱向

的變化，雖然內部發生著複雜的變化，但其

方式不變。胎兒發育至一個月以後，從軀幹

上下端長出上下枝芽，最後發育成為上下

肢，從人體上下肢與軀體的對應關係上可以

看出，上下肢是人體軀體功能的延伸，發育

出來的肢體越是接近肢端，其神經纖維由神

經幹轉成末梢神經纖維，無髓鞘纖維變的越

多，對外界的刺激反應就越靈敏。而腦與皮

膚同屬由外胚胎層發展而來，雖在人體生長

發育過程分開，但是他們還保持著密切的關

係，故皮膚的變化可以引起相應腦部的反

應。腕踝針之所以會有療效是因為神經末梢

受到刺激，通過神經傳導和反射弧中聯絡上

下中樞神經複雜的調整作用，這是一種客觀

存在的神經傳導功能活動。在腕踝針理論中

認為神經功能的興奮與抑制，這類功能失調

的症狀屬於不能定位的居多，一般取上1

點，這樣可以使興奮與抑制的兩種不同功能

的障礙通過微刺激誘導的方式得到調整。 

2．治療失眠腕踝針的選點依據 

通過對中醫古今文獻的學習研究以及

歷代醫家對失眠認識的學習，發現本病的發

生主要是陰陽失衡、氣血紊亂、營衛不調、

腦神不安、臟腑損傷、痰、瘀等引起神機紊

亂所致。張景岳在《景嶽全書·不寐》篇中指

出的：“蓋寐本于陰……神不安則不寐”。神

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外在表現，又主宰了人的

精神、思維活動、意識。心藏神，肝藏魂，

脾藏意，腎藏志，肺藏魄，五臟之神藏於五

臟，它既是五臟的功能狀態的體現，又可以

影響到五臟的功能狀態。吳老師在針刺治療

失眠學方面有較深的研究，經過幾十年臨床

經驗發現失眠的發生與五臟關係密切，但萬

變不離其宗，關鍵還是在於對心神的調理和

治療。人體是以心為主宰，五臟為中心的有

機整體，在五臟當中又以心為最高統帥，正

如《素問·靈蘭秘典論》所載：“心者君主

之官，神明出焉"。因此在整個人體中，心

對人的生命活動起著主宰作用；在整個生理

過 

程中，心又是“五臟六腑之大主"。不管是

陰陽失衡、營衛不調、氣血紊亂、腦神不安、

臟腑損傷，還是痰、瘀等，最終影響的還是

心神。心為神之居，心主血脈而藏神，心的

生理功能失常可是神不守舍而失眠。明代醫

家張介賓在《類經》中指出：“心為臟腑之

主，而總統魂魄，……恐動於心則腎應，此

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類經》又雲：“情

志之傷，雖五臟各有所屬……則無不從心而

發。”可見，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雖然

分屬五臟，但主要還是歸咎於心主神志的生

理功能。如果心的功能不正常，則會危及其

他臟腑及全身， 《素問·靈蘭秘典論》說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形乃大

傷，以此養生則殃”。因此，心主神志的生

理功能正常，則精神振作、思考敏捷、神志

清晰，對外界資訊的反應靈敏。反之，如果

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異常，就會出現精神意

識思維活動的異常，如失眠、多夢、神志不

寧，甚則譫狂。故可通過調理心神以安諸髒

來治療失眠。上l：根據腕踝針定位，上1點

位於腕橫紋上兩指，在小指側的尺骨緣與尺

側屈腕肌健之間的凹陷處，此縱軸線乃手少

陰心經所過，此點大致為心經絡穴靈通穴位

置，下為心經原穴神門穴所在，其氣相通，

經絡其內屬於臟腑，外絡支節。故可通過針

刺上l點治療失眠。 

3．腕踝針治療失眠優勢 

(1)安全：腕踝針在腕部行皮下淺刺，

而這些部位沒有重要的組織器官，即使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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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入較深一般也不會引起針刺意外的發

生，針刺治療時要求不應有酸、麻、脹、重、

痛的感覺，所以針刺時一般無痛感，患者對

腕踝針針刺的恐懼感減少，也會感到安全，

不會對失眠患者進一步造成心理壓力而加

重失眠；普通針刺選穴較多，穴位位置不

定，針刺較深，一些背部穴位，沒有經驗的

醫生針刺是不容易控制針刺深度，不慎會導

致氣胸意外發生或暈針現象，且痛感比較明

顯，易致患者產生恐懼心理，可能會影響失

眠的治療。 

(2)方便：腕踝針治療時，只要暴露出

腕關節就可以了，不需要脫衣服，一次不受

季節、時間及環境的限制，針刺後留針期間

患者肢體一般活動不受影響，故較為方便；

普通針刺選穴較多，不同證型必須辯證選取

不同的穴位，位置不定，如背部穴位就需要

脫衣，特別是冬天的時候給患者帶來太多的

不便。 

(3)簡單易學：腕踝針取穴原理簡單易

懂，疾病的症狀所在區即所選相應針點就可

治療，對於失眠患者取上1即可，易學易懂，

適合未學過腕踝針者及西醫者的應用，易於

臨床推廣；普通針刺選穴較多，辯證取穴複

雜，必須有相應的中醫臨床相關知識做為基

礎，才有可能掌握辯證取穴原則，且對操作

要求較高，對一般不懂針灸的人較難掌握。 

針灸治療失眠的歷史悠久。並可以完全

避免副作用。因為針灸可以通過對穴位的刺

激，調整大腦皮層功能，從根本上起到治療

作用。同時，為了鞏固療效。首先要解除患

者的思想顧慮，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和決

心，進行適度的體育鍛煉，配合合理科學的

治療手段。腕踝針配體針治療神經衰弱取得

了滿意療效。腕踝針是治療疾病的一種簡易

方法，所以我們常應用予臨床。並和其他治

療方法相融合，充分顯示出古老針灸的魅

力，為患者創造出更好的治療方法。 

------------------------------------------------------------------------------- 

 

吳光烈老師經驗方治療偏頭痛 100 例臨證體會 

吳一飄 1  吳盛榮 2 

（1.南安市南僑醫院；2.南安市中醫院） 

 

吳光烈老師從醫近 70 載，博覽群書，

精研歷代醫籍，勤學苦鑽，學識淵博，經驗

豐富，思路開闊，師古不泥，獨創驗方，應

用於臨床療效良好。筆者在臨床醫療工作

中，運用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經驗方治療

偏頭痛 100 例，取得良好療效，現介紹如下： 

1、臨床資料 

本組 100 例中，男性 65例，女性 35例，

發病年齡在 20歲至 68 歲；病程最短 3天，

最長者 12年。根據 2004 年國際頭痛學會所

制訂的國際頭痛分類及診斷標準第 2版，把

偏頭痛分為典型偏頭痛和普通型偏頭痛兩

大類；其中屬典型偏頭痛者 43 例（有典型

發作先兆，如畏光，眼前閃光等先兆症狀出

現後出現搏動性頭痛，呈跳痛或鑽鑿樣，程

度逐漸加重，發展呈持續性劇痛，伴噁心嘔

吐，畏光畏聲，有的病人面色潮紅，出汗，

有的病人可出現面色蒼白，精神萎靡，厭

食，一次發作可持續 1-3 天。通常睡覺後頭

痛明顯緩解，但發作過後連續數日出現倦怠

乏力，發作間歇期一切正常，排除顱內外器

質性疾病後即可診斷）。屬普通型偏頭痛者

57 例（發作性中度到重度搏動性頭痛伴噁心

嘔吐或畏光畏聲，體力活動使頭痛加劇，發

作開始時僅為輕度的鈍痛或不適感，幾分鐘

到幾小時後達到嚴重的搏動性痛或跳痛，部

分女性患者偏頭痛發作往往和月經週期有

關，除外顱內外各種器質性疾病後即可作出

診斷）。100 例患者中，根據痛史記錄頭痛發

作與月經週期有關者 20 例，過夜疲勞後發

作者 28 例，精神緊張後發作者 30例，多數

患者就診前曾服用中西藥治療，病情比較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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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仍反復發作未能痊癒。 

2  治療方法 

運用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的經驗

方：桃仁 6 克，紅花 6 克，白芷 9 克， 川

芎 9 克，蔥白 3 個（後下），地鱉蟲 6 克，

僵蠶 6 克，全蠍 3 克，白芍 15 克，甘草 3

克為主方，酌情隨證加減。每日 1劑，水煎

兩遍，上下午飯後分服。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近期治癒：服本方 20

例以內，頭痛發作痊癒，並穩定 6個月無復

發者。好轉：服本方 20 劑以內，頭痛發作

次數減少及疼痛程度明顯減輕者。無效：服

本方 20 劑頭痛發作次數及程度無改變者。 

3.2  治療效果：本組 100 例中，近期

治癒 62 例，好轉 33例，無效 5例，總有效

率 95%。 

4  病案舉例 

李某，女性，43歲，2010年 10 月 5日

初診。 

患者以“頭痛反復發作二年餘，加劇伴

噁心嘔吐二天”為主訴而來院求治。患者既

往曾多次求醫診治，經服用中西藥治療後，

頭痛僅得以暫時緩解，仍反復發作，未能痊

癒。診時症見：頭痛劇烈，呈鑽鑿樣疼痛，

痛有定處，痛苦面容，面色蒼白，精神萎靡，

目赤畏光，食欲不振，時伴噁心嘔吐，二便

正常，舌質暗淡紅，舌苔薄白，脈象弦澀，

經神經系統體格檢查及影像學檢查排除顱

內外器質性病損，診斷為“偏頭痛”，給予

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的經驗方隨症加減

治之，處方：桃仁 10 克 紅花 6 克 白芷 9

克 川芎 9克，蔥白 3個 地鱉蟲 6克，僵蠶

6克 全蠍 3克 白芍 15克 半夏 9克 菊花 6

克 水煎服。服藥 6 例後，頭痛明顯好轉，

藥已中病。按上方隨症加減續服 12 劑後，

諸症悉除，隨訪半年未見復發。 

5  體會 

偏頭痛是一類有家族傾向的週期性發

作疾病，臨床表現為陣發性的偏側搏動性頭

痛，常伴噁心嘔吐及畏光，經一段間歇期後

可再復發，現代醫學認為其病因及發病機制

尚不清楚。本病屬祖國醫學“頭痛”的範

疇，由於偏頭痛多呈反復發作，病程較長，

祖國醫學認為本病多因久痛入絡，淤血內

阻，脈絡不暢而致。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

經驗方中，以桃仁，紅花，川芎活血化瘀，

通絡止痛，地鱉蟲，僵蠶，全蠍蟲類搜逐之

品以祛風逐瘀，通絡止痛，白芍緩急止痛，

白芷祛風止痛，蔥白散寒通陽，甘草緩和諸

藥；由於藥中病機，配伍嚴謹，藥簡力宏，

故奏效良好，確為臨床治療偏頭痛之妙方。 

------------------------------------------------------------------------------- 

 

福建歷代名醫學術經驗：鄧樂天 

楊家茂 

(邵武市人民醫院)  

     

 

一．鄧旒生平簡介 

鄧旒，字樂天，又字冠群，號遵伊，排

行問士。祖上在南宋末年由河南光州固始縣

鐵板橋遷閩，世居邵武北鄉六都墟壇(又稱

書壇，即今邵武市下沙鎮胡書村)，至先生

已有 16 代，家族中亦有醫名於世者。先生

自幼聰穎勝人，讀書業儒，過目成誦，時有

學習醫經，略知醫術。27歲時其妻張氏因病

逝世，激發了先生治病救人之心，遂博覽醫

書，探求良方，足跡遍八閩，涉及江、浙和

臺灣一帶。嘉慶年間(約 1805 年)，先生偕

黃梅園同往廣東，和兩粵之邱熹(浩川)、汪

崇德諸賢學習英國醫生真納(又譯琴納、咕

哪)的牛痘接種術，嗣後在福建推廣其法，

對防治天花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先生畢生精力勤究岐黃之術，晚年撰著

《保赤指南車》一書 1O卷，計 18萬字，圖

文並茂。該書以兒科為重點，兼有內外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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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症性病以及中毒急救的診治方藥，具有獨

到見解，聞名海內外。他認為小兒“外感六

淫，風寒火邪易襲；內因諸症，心肝脾肺為

多”，以望氣氛、察指紋、聞聲音、辨部位，

診斷病情。主張麻疹初期發熱用蔥白、筍

兜、香菇腳煎湯內服，外擦芫荽醋以透疹；

善用活血化瘀方藥治療麻疹危重急症。他還

根據天花的流行情況，注重氣候、時間和小

兒身體的差異，具體闡述了牛痘苗的採制、

保管、接種方法等。更分析小兒驚風 40 餘

種，所用針灸藥治諸法，均是經驗之談，很

有借鑒意義。 

《保赤指南車》一書大約於 1834 年以

前完稿，分為 10 卷 6 本刻印刊行。其曾孫

鄧避非應用該書治病大獲效驗，而於 1880

年增入新序，再次刊行。先生誕辰于乾隆三

十九年甲午二月十四日(1774)，卒于道光二

十二年壬寅六月初九日(1842)，享壽 69歲，

葬於書壇村前松樹坪。墓地不幸於 1942 年

國民黨遷“上饒集中營”于福建時被平毀。 

二．主要著述 

《保赤指南車》是清代福建名醫鄧旒撰

著的一部以兒科為主的醫書。先生博覽群

書，具活人之心，精盧扁之術，訪求眾長，

採集良方，用藥隨俗，簡便效顯，名噪一時。

嘉慶年間，先生不遠千里，偕黃梅園同往廣

東向英國醫生真納(又譯琴納)學習牛痘接

種術，在我國首先推廣，對防治天花作出貢

獻，《中醫大辭典·醫史文獻分冊》、《邵武

縣誌》等均有記載。 

《保赤指南車》共十卷。卷一至卷三專

論麻疹，其中《麻科八十一款》對於預防、

護理、治療敍述周詳。善用活血化淤方藥治

療麻疹重症、險症。主張疹初發熱服用升麻

葛根湯，用蔥白、筍兜、香菰腳煎湯內服透

疹，以及創芫荽醋外擦治麻出不快等等，均

為切身經驗，至今閩北民間仍有慣用。 

卷四至卷五屬痘科。將歷代中醫有關論

述和個人臨床實踐結合起來，詳細闡述了痘

症的護理和辨治。更能揚長避短學習外國先

進技術，推崇牛痘接種法，認為其“保赤之

計，是為上策”。專門設有“痘房”，場地

清潔，夏備水缸，冬置火盆，對於痘苗的採

制、保管、接種方法部有具體的規定。並且

根據天花的流行情況，注重氣候、時間和小

兒身體的不同。而編有《逐月放針歌》，為

民眾廣種牛痘，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卷六分上、下兩冊，論述兒科雜症的診

治方法，內容較多，幾占全書的三分之一

強。先生注重望氣色，察指紋，聞聲音，辯

部位，斷病情。舉出指脈紋三十六種圖形，

強調分清標本，辨證施治。指出：“病邪中

人，未至留連，攻之宜速；已見沉屙，治之

宜緩”；“繈褓未寧兮，但調其母；匐匍不

快兮，當固其元”，緩急有序，子病治母，

給後人啟迪極大。書中《改正內景圖論》，

對臟腑生理的認識也頗有見地。以膜幔劃

界，將臟腑與胸膜腔，腹膜腔以及各系(可

能指大血管、淋巴管或韌帶)聯繫起來，闡

述三焦的形體和功用，對於研究中醫臟腑生

理有借鑒意義。 

兒科疾病，從出生斷臍，到龜胸解顱、

吐瀉腹痛、喘咳血證都有論及，疑難奇症記

載亦多。更條分縷析驚風四十餘種，所用藥

治、艾灸諸法，均是經驗之談，有臨床參考

價值。 

卷七是婦科。經帶胎產諸症雖然論述不

多，但記載產後奇症數例，卻是少聞。如“李

氏產婦，溲尿經血皆從肛門而出，滯塞似

痢，數月後面如土色，體瘦如柴"，鄧氏從

氣血兩傷辯證，以參、術、肉桂益氣升提；

當歸、川芎補血；蒲黃、山楂、三陵、莪術

行氣化淤；茯苓、白頭翁健脾利濕，四劑即

愈。又有一婦人產後“陰戶內產出肉線二、

三尺長”，痛不可忍。先生處以失笑散、歸

芎湯內服；外用薑油熱絹托起肉線，納入陰

戶，一日一宿即安。又一婦人產後兩乳伸

長，細小如腸，垂過小腹，苦不可言。急以

當歸、川芎各二斤，濃煎溫服少量，餘下藥

汁溫熏乳房。再用蓖麻子搗爛敷於“百會”

穴上，片時盡收。如此者非名家高手不能

遇，也難以療也。 

卷八是內科，所載急重頑症不少，善用

草藥單方，治法亦與其他方書有別。諸如噎

嗝反胃，作者分為氣虛、血淤、膈痰、津竭

等證。曾治一呃逆上噎，聲不住口，病經二

月之人。後來每至夜半發暈，汗出氣絕。詳

求其因，知其慣以生薑下飯，半月計食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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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之故。乃以韭汁、藕汁、梨汁、竹瀝、童

便、天冬汁、蜂蜜、牛乳、酒制大黃水煎，

五劑即痊。中風、水腫、黃疸等等均有論及。

對於諸痛驗方較多，如老年腰痛用畢撥、小

茴香研末，酒調空服；心氣痛用鄧氏行軍

散；血淋腹痛，用雄黃酒制烏賊骨、荔枝核、

香附、木香研成蠲痛散；關節腫痛，不能行

走則用桃梨楓之根皮與烏骨雞、紅糖煎服，

獲驗尤多。對於痢疾辨治極詳，有雲：急發

者“赤主血，熱毒傷肝；白主氣，暑火傷

肺”，均用泄熱攻毒之品；久痢無休，則用

參苓白術散收功；或補中益氣湯加蓮了肉、

豆蔻霜。其精辯詳治，由此可見一斑。 

卷九和卷十是中毒急救和外科諸症。其

中對梗喉一症的治法最為詳細，方多法廣。

歸納起來大致有三：一以物類相克而效，如

木屑梗喉，飲鐵斧磨水，取其金能制木：鴨

涏除穀芒，螺殼梗喉，則因鴨能食之並化；

一以和胃行氣為主，如誤吞銅鐵金銀玉器用

砂仁；魚骨梗喉用威靈仙、草果之類；一以

潤腸滑通，推蕩利下，如服鴨血、韭菜之品

等。外科六十餘證，包括甚廣。其中有以玉

簪花根，牙硝、鴉片等作為外用麻醉劑來拔

取“鬼牙層齒”不痛。又制煉五寶丹、青龍

丹，治療楊梅、天瘡、下疳、痔漏、潰瘍諸

毒，具有猥膿拔腐，生肌收口之效；並且載

有“土茯苓湯”同時內服。當今性病又有

“回升”之際，鄧氏此談很有研究意義。此

外，書中還介紹了掛線方法以療“穿腸瘺

管”。 

《保赤指南車》從書名含義看，應是一

部兒科專著。書中也確實是以論述兒科病的

證治為主，但也收載內、婦、外等科的病症，

內容豐富多彩。可能鄧旒當時不是為了出版

專著，而是把他自己臨床經驗，以及別人驗

證有效的單方和民間療法輯錄下來整理成

冊，留給予孫(該書于鄧氏死後才由其孫刊

行)。他既精通兒科，也擅長其他各科，故

以兒科為主兼及他科也就不足為奇了。書中

有地方還存在一定迷信色彩，這在當時的社

會背景和歷史條件下也是難免的。 

三．學術成就 

(一)鄧旒在兒科學上的貢獻 

1. 察紋觀色  補充四診方法 

兒科診療，昔稱五難，問診不能回答，

切診很難正確反應。臨床全憑醫者細心診

察。鄧旒總結經驗，注重望氣色，察指紋，

聞聲音。辨部位，認真對患兒的頭面眼目唇

舌二陰仔細查驗神色形態，從而斷病用藥。

他在《小兒脈訣》中說：“三歲以前驗指紋，

五齡於上脈參論。觀顏聞氣須兼力，好手醫

人切莫昏。小兒五歲或三齡，呼吸須將八至

聽。九數十驚十一困，五遲三敗七為平。浮

風沉實遲疳積，腹痛沉牢緊若繩。數脈兼弦

知便秘，脈沉而數中寒深”。舉出脈紋三十

六種圖形，對小兒脈診做了總結。至於麻

疹，他認為：“舌者心之苗也，麻本屬火，

統歸於心。舌固有苔，其色三樣，有黃有白

有黑。但白苔微熱，黃苔熱甚，具為可救”。

更撰《觀面部五色歌》、《察形辨色總歌訣》、

《察色斷病歌》、《指紋斷病歌》、《食指三關

歌》、《審紋斷病歌》等等對兒科望診做出了

很多補充。在切診方面，也有別開生面的經

驗之談。如《察額脈斷病歌》說：“額脈三

指熱感寒，俱冷吐瀉髒不安。食指若熱胸中

滿，無名熱者乳難消；上熱下冷食中熱，夾

驚名中兩指看”，並且繪圖 60 多幅，詳細

對以上望診切診內容標示，補充四診方法，

在臨床很有指導借鑒作用。 

2.承先啟後  發展麻痘辨治 

麻疹痘瘡是兒科急性傳染病，死亡率較

高。鄧旒在《麻科精論》中率先指出：“疹

雖胎毒，卻因時令不正，男女傳染而成”，

提出隔離診治。病房禁忌：“生人來往，凶

服凶言，厲聲高語，歌笑哭泣，溝糞濁氣，

蹉歎憂愁，硫磺蚊煙，諸瘡腥臭，禽獸亂

鳴”。不但能防止傳染，還有心理治療作

用。他認為“麻毒起於脾，熱流於肺”，治

法：“出之若遲，發表為貴；出之太速，解

毒為宜。必先歲氣，勿伐天和”。首尾分治，

倡用元荽筍兜香菇煎煮和熏洗，幫助麻疹透

發，減少併發症的發生，至今仍為民間所慣

用。鄧旒還總結了麻疹八十一款各種併發症

的辨證論治，大多為經驗之談。對於痘疹的

治療，他要求“痘房要潔淨，伴痘宜熟人。

冬春嚴寒用暖炭火盆禦寒，夏日用冷水缸避

其暑氣”。鄧旒細察痘疹的變化，認為：“痘

出時，先看天庭方廣地閣，頭及頸項，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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臍內穀道等，痘稀則吉，痘密則凶……紫黑

陷伏則重”。闡述痘疹飲食宜忌，痘疹夾

痧，夾斑，痘癰潰爛及病症順逆均有見地。

善用清熱解毒涼血方藥治療痘疹，不落入

“痘宜溫補”之巢臼，因此效驗俱佳。 

3.融中通西  推廣牛痘接種 

古代將天花稱為痘疹，其發病極重，甚

為兇險。鄧旒博采前人經驗，創制延生第一

單方。即將新鮮臍帶煆制存性研末，用當

歸，生地煎汁喂幼兒服食，可以“終身永無

瘡疹，兼除百病”，相當於現代自動免疫。

由於臍帶難於收集，預防痘疹，是歷代醫家

之希望。清代乾嘉年間，國門尚未大開。鄧

旒率先親赴廣東，學習接種牛痘方法。他在

《保赤指南車.卷五》中詳細記述痘苗製

備、保管、接種、認穴、放針等宜忌，用西

江月體裁撰寫逐月吉日種痘法則。因時接

種，心明法全，觀察護理調治精細，既方便

實用，又朗朗上口，便於記憶。他對“西洋

巧詐，鴉片毒害中華”表示憤慨，又積極推

廣牛痘術來預防天花，造福人民。除在書中

稱真納為師，讚揚其“彼國之廉士，平生無

諂無驕，不貪不吝”；要求“兒童長大成家

計，應該儀幣謝西洋”，表達了中國人民對

真納的深厚感情。也成為福建省最早使用牛

痘術來預防天花的醫生之一。 

4.條分縷析  闡述驚風辨治 

驚風一症，亦是兒科四大病症之一。鄧

旒詳細診察，認真辨證，條分縷析，將驚風

病因及伴隨的各種症候逐一區別，制定不同

的方藥。如乳母感受風寒或進食生冷而致的

小兒月內驚風和腹痛驚風急用艾灸繞臍四

壯，母嬰同服疏散風寒和健脾和胃之品。小

兒吐逆、水瀉、夜驚、潮熱、頑熱等引起的

驚風，則分別寒熱虛實的不同或止吐降逆、

清熱消食、平肝熄風、養陰健脾處以不同方

藥。其他各種形狀的風症，如所謂扁擔風、

牽牛風、推車風、鯉魚風、連魚風，他都詳

細分析，施以針刺、艾灸、推拿、按摩等治

療，取得療效。而對於禁口風、失風吊、惡

風吊等急重驚風都有記述，可以讓醫者參照

借鑒。 

5.廣採眾方  疑難病症效驗 

《保赤指南車》雖然只有十八萬字，但

鄧旒廣採眾方，治療疑難病症，效果顯著。

如一小兒生下失氣，乃因難產所致，鄧旒急

用銅盆盛水燒熱，“胎衣放盆內，伺暖氣升

入臍中，再用大人口吸在血嬰鼻上，乘氣呵

之。少待一二時辰即生”，相當於現代的人

工呼吸。一嬰胎兒生下無皮，“多因孕婦血

熱所致……急以麵粉將嬰胎遍身敷盫，外用

舊帛纏裹，常抱近母親胸前，以吸大人之暖

氣，俟二三個月，皮膚完全”。急症的五癎

症治標治本均有方藥；慢性病症的解顱、鶴

節、龜胸、龜背，皆有闡述。腫症、黃疸、

脫肛、遺尿、食積、異食、牙疳、便秘等疑

難病症的治療均羅列了大量單方驗方，各舉

病案證明效果，值得後人學習應用。 

 (二)鄧旒和牛痘接種法 

清代名醫鄧旒是我國最早推廣牛痘接

種法的醫生之一，今就其傳世著作《保赤指

南車》中有關牛痘的論述整理如下，可為研

究醫史之參考。 

1.尊師重術  褒贊牛痘來源 

鄧旒有感於“痘毒為殃最可傷，兒童傳

染害非常；縱有三世醫稱賢，究難個個痊安

"，對牛痘接種法推崇備至。他在書中描述

說：“呫哪者，彼國之廉士也。平生無諂無

驕，不貪不吝……。一日，呫哪牧牛於郊，

歇睡于柳蔭之下。忽夢一長者鬚眉龐白，褐

衣草履，喚曰：‘呫哪，今天花降矣，爾尚

安逸乎?’……呫哪即忙倒身求救。長者

曰：‘欲救不難，今牛乳有瘡痂，即天花之

苗也。爾可取回，與二子兩手少陽穴種之，

其名消爍、清冷、淵三穴，各出一顆，可免

天花之厄’。呫哪醒覺，視牛乳傍果有瘡

苗，起與二子依法種之，真保萬全”。鄧師

亦“屢試屢驗，萬發萬中”。認為“保赤之

計，是為上策”。稱讚“西洋傳授有奇方，

仙醫哪呫哪最為良，保全赤子真奇術，神技

初原出異方”。以上敍述雖然近乎神化，但

尊師重術可見一斑。鄧師還專門設有痘房，

場地清潔暖和，禁忌尤詳。更安有“神

座”，上書“藥王會上一十三代名醫，種痘

西洋呫哪傳授歷代師真”等等，而且多處提

及“兒童長大成家計，應該儀幣謝西洋”。

與此同時，鄧師還在書中談到：“尤憶西洋

巧詐，鴉片毒害中華”，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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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徑表示了憤慨。這種一分為二地學習外國

的態度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2.心明法全  因時制宜接種 

鄧師強調“學種牛痘，全仗心明"，製

作痘苗，論述詳細。即“將牛乳房上瘡痂，

取來細研末，用乳汁調勻即是天花之苗。收

貯宜慎，莫與日曬，最怕烘熏。若無種期，

務將痘苗寄種於牛身。生生不已，不失其

苗，以待接種”。具體操作是“消爍清冷淵

穴，務須識記認真。輕輕剔破，略見血紅，

苗漿放在三穴，俟幹即可”。“要認小兒之

穴，先詳大人之手。認定曲池紋盡之所，以

墨點之，再伸手，自肘骨尖處數上五寸，與

曲池紋平相稱，即是消爍真穴。消爍內隔一

寸是清冷穴。清冷穴上隔一寸三分是淵

穴”。以上部位都在上臂三角肌左右，與現

代方法相近。對於接種的氣候、時間也有詳

細的論述。他在《逐月放針歌》中說：“正

月立春最可喜，種時須令太陽知。二月春分

正遇時，小兒宜放莫推期。種時須合天和

好，北風發起莫相遲。三月清明不要忙，風

雨淋漓最為常。放針須要天色好，痘出圓潤

始為祥。四月立夏天色奇，種時更要好天

時，晴來略放涼為可，避卻東風切莫疑。五

月之時天氣清，放針須要認風驚。孩童有等

風邪入，先宜發表始為靈。六月之令熱無

情，三伏之中最難明，放針也要乘涼刻，熱

來最忌莫相迎。七月天氣又平常，個個孩童

先洗湯，遇之早晚時涼候，略放光時便為

良。八月金風萬籟清，北風宜避西不怕，即

向東風保太平。九月之天菊花黃，洋痘種時

更為良，寒不寒來熱不熱，陰陽和暢保安

康。十月天氣正陽春，微風習習要天晴，種

時宜合天和暖，兒童個個爽精神。雨雪霏霏

子月時，種時須令太陽知。臘月將來答新

春，精神更爽可放針”。總得來說，是“四

季苗放一樣針，春冬種痘少驚心，夏前秋後

多變症，精神先治要謀深”，這種根據天花

流行情況，注重氣候、時間和小兒身體情況

來種痘的方法是可取的。 

3.觀察護理  調治辨證精細 

鄧師通過長期和大量的實踐，對種痘的

觀察精詳，並提出了相應的調治方法。他

說：“一朝苗性速行，二日傳入大鐘，三朝

相火引動，四朝傳至脾宮，五日肺腑，皮毛

見縱，加之升托，顯見光容。六朝七日平平

起，八日清漿緩緩濃。切忌黃漿焦紫，最喜

頂平無沖。九日漿足，氣血方隆，又有紅暈

纏腳，夜來發熱烘烘，兩腋結核，時刻微疼，

毒已從茲運化，父母不要驚慌；真痘既出，

十日應回漿。十一、二日結瘡，十三、四日

靨將足，苗如珠顆有寶光，腳地紅暈漸散，

身上微熱清涼。十五、六日靨痂落，諸恙盡

解體安康”。護理大法是“切怕風邪凝滯，

飲食毋庸太過，酸辣休得奉養。衣衿亦要適

時，還宜清潔無瑕”。對於種痘後之諸症則

應辨證而旋。如“初種一日二日，黃漿破

爛，是脾經毒甚，血熱違和．可用洗紅妙柳，

甘草銀花同佐”。而“先期發熱最宜詳，切

莫從旁觀望。風寒外感，發表為良；乾枯血

熱，柴芩四物”；“或有蜘蛛惡痘．發來兩

手紅絲，急用銀針刺破之，方得免成偽似"。

“痘至十二、三日，又宜收靨結疤，若有淫

濕似津涯，脾土虛寒堪訝"，這可能是免疫

低下，“急進參苓二術．陳皮扁豆山查，米

仁豬澤蓮子加，制草淮山同下”，通過健脾

益氣促使抗體合成，也是一種創造。而“結

痂貴乎厚赤，薄靨又要依期，十五、六日下

當時。或有深厚難脫，或因水濕淫滋，如是

水濕落痂遲，仍須補其營衛”。對於種痘失

敗的觀察處理也極為周詳。他說：“倘或無

漿無水，又無紅暈無霞，頂尖不整腳偏斜，

內有黃漿不化。收柬全無緊實，結痂慘暗如

砂，不若珍珠帶寶華，此痘務必是假。如果

探知是偽，必須洋痘重栽．急宜計較早安

排，恐遇痘苗有壞”。 

現在，全世界已經消滅了天花，我國醫

藥衛生界為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鄧旒先生

作為一個十八世紀的中醫，一分為二地學習

外國先進技術，又將古代中醫理論和個人臨

床實踐結合起來，如此詳細地論述牛痘接種

法，在護理和辨治方面頗有特色，其功績是

應該肯定的。這種“洋為中用，古為今用”

的思想方法對於現代也有一定的啟示。 

 (三)鄧旒論髒象生理 

鄧旒，字樂天(1774—1842)邵武清代名

醫，素具活人之心，精于岐黃之業，撰著《保

赤指南車》一書十卷。其中《改正內景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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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三焦和臟腑生理，頗有見地。茲抄錄於

下，以供探討。 

“此內景圖最宜熟讀。經雲：欲觀乎

外，先知乎內，斯言極當。夫人一身，取法

天地，三界四海，五行七政，八卦九星，十

幹十二支。無所不備。試將三界言之，即人

之三焦也。自背脊九椎間有膜幔過膻中，使

上下阻隔。胸為上界，心是至尊。肺為輔相，

胃肝脾腎四系乃東南西北四帝統居，上界輕

清之氣出焉。自胸以下，前至臍，後及腎，

中立分水穴。由分水以上為中界，半清半

濁，人道備焉。中有四門：上有賁門，即天

門也；下有幽門，即地戶也；中有命門，即

人門也；再下有魄門，即鬼路也。故雲：開

天門，辟地戶，留人門，塞鬼路。何謂開天

門？此天門乃三界出入緊要之通衢也，常開

不閉，遍身舒暢，水火恒入，精液生焉，雨

露潤焉，萬物覆焉。上界即寧，而中界各得

其所，定無急痛、蠱脹之虞也。何謂辟地戶？

此地戶乃胃與小腸出入之大道也，故宜恒

辟，使無壅塞之患，而分水穴隘焉。人之飲

食從咽吞入過賁門，落胃膈，經脾宮磨化。

然後再出幽門，過小腸，轉十六曲至分水，

皂白各分。穀渣濾入大腸，過廣腸，通於魄

門。清水滲入膀胱，膀胱極清，僅下一孔，

主出不入，無上孔，全賴中氣運化而能滲

入，秉中和之氣，無過不及。若中氣虧虛則

不收斂，故小便數溲白垢。或太過傷暑傷

火，則心君不安，膀胱受害，故小便赤澀。

此處最忌葷牲之氣，若食肉過多，膀胱傷

膩，蒙蔽不滲，分水無權，皂白皆從大腸出，

故主泄瀉。何謂留人門？此人門者，是生我

之門也。為人一身悉屬陰，惟命門一點相火

屬陽，上通髓海，下透精城。兩腎處於兩旁，

左名嬰兒，右名姹女，中間自大椎下至十六

椎之至中有一小孔，即是命門。陰精交媾，

皆由此出。道經謂之玄關，又謂之神門。內

有一粒似粟非粟，若豆非豆。儒曰仁；道日

丹；釋曰利子。此乃先天之本，性命之源，

為無價之金丹。譬諸穀實果核，莫不有仁，

無仁即無生理。此地豁然參透，順則生男養

女，逆則作聖成仙。堅志久守，固留精氣，

元神不滅，知法烹煉，何止壽高彭祖？此鬼

路乃下焦至陰污濁之路，若不堅剛壅塞，則

清氣不能上升，中氣必然下陷，泄瀉無休，

陰氣亡矣。何謂人身四海？東有血海，西有

氣海，北有腎海，此三海俱屬中焦，惟南方

髓海至高近百會。昆侖中有泥丸宮，左右立

有察聽官，前有監察官，令我常觀世音，望

氛祲，察災祥也。何謂本身五行？凡人內則

心肝腎脾肺，外及五官五嶽五指悉屬五行，

書幾詳明，毋容多敘。何謂七政？五行配兩

儀是為七政，在人頭兩眼為兩儀，與耳鼻唇

齒舌合為七政。凡屬八卦，面部及胸前腰背

掌心俱按八卦，幾載有圖，不必細述。凡人

周身有九孔，內按九星。何謂十幹？經曰：

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己脾鄉，庚屬大

腸辛屬肺，壬屬膀胱癸腎臟，三焦亦向壬宮

寄，包絡同歸入癸房。凡十手指、十足趾皆

屬十幹。何謂十二支？經曰：肺寅大卯胃辰

宮。脾已心午小未中，申膀酉腎心包戌。亥

三子膽醜肝通。十二時中刻刻流通，時時聚

會，呼吸均勻，生生不息。自頭頂氣下從背，

上焦至中焦，傳下焦；轉過臍前，下焦升中

焦，達上焦，仍至頭，盡夜迴圈，周而復始，

所言黃河之水天上來，謂此故也。” 

按：“夫業醫診病，當先明臟腑”，歷

代醫家對髒象學說探究甚多。清季王清任先

生觀察解剖，制定《臟腑圖形》，但也存在

某些錯誤。作為與其同時的鄧旒先生，此論

別開生面。文中以幔膜劃界，將人體臟腑與

胸膜腔、腹膜腔以及各系(可能指大血管或

組織韌帶)聯繫起來，闡述三焦的形體和功

用，是前所未見。有一定的道理。在所論述

的人身四海，更發見“髓海至高，通於尾

骶，昆侖中有泥丸宮，左右立有察聽官、監

察官，以觀世音，望氛祲，察災祥”，揭示

了大腦神經的具體功用。此外，對飲食水穀

的攝入消化、吸收排泄以及氣血輸布運行的

過程都作出了較為詳細而準確的闡述，對於

研究中醫臟腑生理有著重要的意義。特此介

紹，以供借鑒。 

 (四)鄧旒治療痔瘺經驗 

邵武清代名醫鄧旒(1774 一 l842)，畢

生精力勤究岐黃之術，晚年撰著《保赤指南

車》一書十卷，計十余萬言，以兒科為重點，

於內、外、婦諸科均有創見。筆者在整理校

注時，發現該書中有關痔瘺治療的方法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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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對於研究中醫痔瘺學科或有借鑒，特

抄錄如下： 

1.外用薰洗方： 

方(1)狀元花、紅鳳仙花、白風仙花，

三者皆取根，煎水薰洗患處，即愈。 

方(2)棉花籽三錢，正硃磺三錢。二味

同置新瓦燒煙薰患處，初薰之時腫痛，至次

日即愈。當薰時，口內噙綠豆湯以避火毒。 

2.內服方：龜甲象牙丸。雄黃一兩、蜈

蚣四尾、枯礬五錢，共為末入龜腹內縛緊，

外以黃土包固如球，放溫火內煨一宿，上以

粗糠燃之，以酥為度，不可太焦。如煨未幹，

以新瓦焙酥，研末再添後藥： 

山甲十四片、黃牛角尖一個，象牙、防

風、白芷、當歸、川芎、黃芩、蟬蛻、黃連、

枳殼、槐角、地榆各一兩，共為細末，和前

龜末，醋打糊為丸赤豆大，每服一錢，白湯

送下，一日服兩次。至三日肛門緊實無妨，

至四日外痔根自落，內外俱安。但一百二十

天內絕禁“酒色”二字。 

3.掛線手法：專治穿腸痔漏。 

三槎草(俗名雞腳草，又稱鳳尾草、井

口邊草)，以此草透入瘺孔內度其淺深方

向。又用銀線兩條，一條粗一條細，每條長

一尺，一頭扭作十字形。先將粗線抹香油從

穀道進，又將三槎草透進瘺孔內底，以銀線

倒鉤三槎草從穀道出，將藥線緊系三槎草尾

隨瘺眼入，亦從穀道出。如此迴圈二轉，將

銀線與草拔去不用，再用鉛五錢槌成丸，上

銳下大，上銳處小孔系墜之。當審人之虛

實，虛者加五錢為度，實者加換至八錢為

度，聽其自落。落後辨其瘡口內尚有餘濁

否，再將青龍丹加冰片敷之，其濁自盡。凡

過一二日後宜生肌收口真珠散敷之立瘥，永

無後患。如旁有“丫”孔，宜將龍虎丹作條

插入。一二日更加冰片，青龍丹敷一、二日，

仍用生肌收口真珠散敷之，以收全功，屢驗

如神。 

4.外用附方： 

(1)青龍丹：水銀一兩、鉛五錢、牙硝

一兩、皂礬一兩、枯礬三錢、食鹽一兩，以

制升丹法製備。 

(2)生肌收口真珠散：赤石脂煆一錢、

白龍骨煆一錢、真珍珠六分(不論顆粒大

小，以白為佳，入豆腐煮數沸)、正雲南琥

珀六分、清水飛過黃丹六分、輕粉六分、真

麝香三分、乳香煆六分、梅花片一錢，共為

極細末，磁罐收貯備用。 

(3)龍虎丹：膽礬五錢、皂礬五錢、白

礬五錢、牙硝五錢、水銀五錢、食鹽炒四錢，

以制丹法製備。 

注：原文摘自鄧樂天集著，清·光緒庚

辰新鐫，祖述堂藏版木刻本《保赤指南車》

卷十·痔瘡便毒門，計量單位按原書抄寫。 

 (五)《保赤指南車》治療急症方選 

邵武清代名醫鄧旒先生，字樂天。自幼

業儒，博覽群書，操岐黃之業，而具活人之

心。學業習技不遠千里，廣求良方而逾百

家，用藥簡便效顯，名噪閩北。晚年撰著《保

赤指南車》一書十卷，於內、外、婦、兒諸

症均有創見。今將其書有關治療急症之方選

編幾則，以資借鑒。 

1.心氣痛 

孔明行軍散，藥用：辰砂二錢、雄黃二

錢、枯礬二錢、牙硝二錢(焙)、麝香二錢、

冰片二分、青鹽一錢半(瓦上焙乾)、金箔二

十張，畢撥半條。 

上九味，共研細末，磁罐收貯，勿令洩

氣，臨用時每一錢，冷湯送下立止。 

按：孔明行軍散，又名行軍散、武候行

軍散，《中醫大辭典·方劑分冊》認為出於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卷下方，但用藥與鄧

師不同。該方用犀角、牛黃、麝香、珍珠、

冰片、硼砂各一錢、雄黃八錢、火硝三分、

金箔二十片，以治霍亂痧脹、山嵐瘴癘、暑

熱穢濁，侵及心包，頭目昏暈、不省人事或

噁心嘔吐、泄瀉腹痛。而鄧師之方明言治療

心痛，原書雖無病案記載，但從組方旨意來

看，卻是鄧師臨床熟慮常用之方。因為心痛

多為寒凝血瘀，脈絡不通，故不用牛黃之寒

涼，而加畢撥之溫通；辰砂寧心安神而比珍

珠性溫，且價廉易取；青鹽鹹潤入血通脈，

麝香，冰片芳香開竅，諸藥配伍，共奏其效。 

2.胃氣痛 

人馬平安散，藥用：半夏粬一錢半、茯

苓一錢半、波白蔻一錢半、吳茱萸六分、木

香五分、炒廣皮一錢、炭姜一錢半、甘草六

分共研末。水調服或煎水服即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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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古雲：一人胃痛全家愁，一馬不行

百馬憂。邵武之地，山高水冷，舊時居民又

以喝冷水為習慣，寒滯于裏，水飲為患，故

胃痛以痰飲虛寒為多。所以原書注雲：“不

燒不寒，微微冷痛，常欲作吐”。方以姜草

溫補中陽之氣，二陳化痰利濕逐飲，吳萸波

蔻散寒理氣，合木香醒脾止痛，寒飲去，疼

痛止，人馬平安也。又《張氏醫通·卷十五》

中亦有人馬平安散方，其用冰片、麝香、雄

黃、朱砂各半錢、火硝一錢為細末，每用少

許點目大眥，治時疫毒氣，痧脹腹痛及六畜

瘟病，與此方自然有別。 

3.鼻衄 

方(1)百草霜研細末，吹鼻也即止。 

方(2)黑梔子五分、黑白芍五分、黑白

芷五分共研末，米湯同醋泡服即痊。 

方(3)治慣出鼻血者，多取最妙，並治

吐血。雪梨膏：麥冬四兩、生地四兩、全藕

節半斤、雪梨半斤、冬蜜半斤。先將麥冬、

生地煎濃湯，後以三味搗汁和蜜，再熬數沸

取起，濾過渣，分數服即效。 

方(4)灸法：治鼻血不止，取腦後風池

穴，灸三壯即止。蓋血本藏厥陰，因火內迫

逆遊肺經，從風池穴入鼻而出，茲以燈火灸

而阻之，亦以火引火之義。 

按：鼻衄出血．是為急症。鄧師一以百

草霜局部用藥，以達收斂止血之效；方二以

梔子清熱涼血，白芍和營斂陰，白芷陽明引

經之藥，俱以炒黑，取“紅見黑止”之功。

方三以滋陰涼血潤肺為主，鼻乃肺之竅也。

方四灸法，亦熱因熱用，誠經驗之獨到也。

于上足見鄧師辨證精思，方多法廣也。 

4.吐  血 

方(1)此證醫人最懼，不可誤服生冷寒

涼之劑，恐致冰血，百難救一，多服童便極

效。 

方(2)白木耳一兩，炒幹為末，酒調服

效。 

方(3)吐紅幾止，咳嗽無聲，胸前不快，

多食韭菜最妙。 

按：吐血急症，醫人最懼，往往多用苦

寒之劑，俟至血雖止，陽已虛，病體難以康

復。鄧師主用童便，確有良效，我市現代老

中醫張秩宗、李麗妝等前輩之醫話中每多述

及。木耳止血，《傅青主女科》有用黑者治

療老年血崩，鄧師用白者，取其入肺平肝，

而能止血。更用韭菜於吐紅之後，生津潤

燥，兼補陽氣，活血化瘀，不致冰血，可以

為血症之善後也。 

 (六)鄧樂天治療梅毒皮膚病經驗初探 

先生集數十年臨床經驗，撰著《保赤指

南車》一書數十余萬言，於 1834 年刊行，

對內外婦兒諸科均有創見。筆者在整理校注

該書時，發現其治療梅毒性皮膚病有一定特

色，故予以總結，作初步探討，以供借鑒。 

1.梅毒淫穢所發  症狀表現紛雜 

梅毒性皮膚病，俗稱湯梅瘡、下疳瘡。

1975 年世界衛生組織決定將原來性病(VD)

改名為性接觸傳染病(STD)，而梅毒是其中

常見性病之一。鄧旒早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就

注意到該病與性交接觸傳染的關係，認為：

“此多是交媾時欲火未盡，內留精毒，婦人

不潔所致”，說明內有精毒，交媾不潔，男

女雙方都可引起傳染是該病流行根源。臨床

上“形狀多異，筆難殫述。頭面起瘡，謂之

楊梅瘡；背、胸、四肢發瘍，東一球西一朵，

謂之楊梅花；肛門陰戶結核，謂之楊梅核；

肘踝瘡爛，遠年不愈，淫濕不幹，腥臭難聞，

謂之楊梅漏；鼻孔淫爛，口角生瘡，呼氣腥

臭，令人勿近”；下疳瘡“在男子則玉莖潰

爛、煬蠟燭，婦人陰戶癢爛、翻花等症”；

“此皆楊梅瘡之兆也，急宜治之”，這與現

代醫學所論的梅毒各期皮膚黏膜廣泛損

害，症狀複雜，表現不一是相符合的。 

2.論治解毒清熱  內服外用有方 

鄧師認定楊梅毒乃“交媾不潔，欲火精

毒”所致，治療則以清熱解毒為主。內服四

方：一為公王湯：忍冬藤、公母草、王不留

行等分，水煎分服。一是老君還陽酒：生熟

地、黑白醜、穿山甲、皂角各三錢，金銀花

五錢，豬肉為引水煎，黃酒摻服。再方是生

歸湯，藥用生地、當歸、乳香、沒藥、天花

粉各三錢，酒水各半,煎八分，空心服下，

將活血涼血，解毒生津運用於梅毒之治療。

更為特色的是內服五寶丹：藥選鐘乳石三錢

五分，朱砂五錢．冰片、珍珠、琥珀各一錢

(珍珠、琥珀另用豆腐包裹煮過)，各研末調

勻備用。再以鮮土茯苓一斤．米泔水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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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碎加麵粉一分,水六碗，煎至三碗，每用

上藥末三厘調一碗土茯苓湯溫服，日三次。

將土茯苓與朱砂等汞、砷之品同用，既抗梅

毒，又解金石之弊。外用 21 方，有塗抹外

敷，煙薰口含之不同。現選錄三則，可見一

斑。 

(l)龍虎丹：膽礬、皂礬、白礬、牙硝、

水銀各五錢．食鹽三錢，按制丹法炮製，臨

用以水調，塗抹患處。 

(2)青龍丹：水銀、牙硝、皂礬、食鹽

各一兩，枯礬三錢。分步制丹，加冰片一分

為末，敷患處，須一日一換。有淫膿者，用

甘草、苦參、五倍子煎湯外洗後，再以此丹

加珍珠、琥珀、冰片研末各二分外塗。 

(3)薰藥：朱砂、銀朱、水銀、樟腦，

乳香、沒藥煆去油各三分，麝香一分，艾葉

適量搗絨，攤紙上，將前藥研末，均勻摻入

艾絨卷成條，點燃以煙薰鼻。後用三黃末三

錢，紅三仙丹一線，豬膽汁調敷患處。 

2.用藥常需砒汞  預防中毒有法 

梅毒是古典性傳染病，危害人類猖獗。

雖然 1909 年歐利希和秦佐八郎發明了

“6O6”，1929 年弗萊明發現了青黴素

（注），但在相當長的時期，我國主要是用

中醫藥治療梅毒及皮膚病，即使是現在，仍

有可取之處。鄧師繼承前人的經驗，在 18

世紀就應用砷、汞製劑治療梅毒。書中內服

外用共 25 方，其中含砒石(砷)的 6 方，水

銀、朱砂、丹鉛(汞)的各 1O 方。現代藥理

學認為砷、汞均是原生質毒藥物，對梅毒螺

旋體有殺滅作用，而且能改善皮膚組織的營

養，有一定的治療效果。鄧師還在書中提出

了預防砷、汞中毒的    有效方法、歸納起

來大致有此以下幾點： 

(1)煉丹講究方法：書中對砒石，水銀、

朱砂等藥的炮製分別有棗肉包裹火煨、豆腐

同煮、豬肉合煎，達到減毒去毒，又存藥性

之目的。 

(2)內服外用有別：砷、汞劇毒．鄧師

主要是外用。抹塗或加入賦形劑以稀釋，或

雖調搽即刻用清水洗去，或漱口不食，或同

時內服綠豆湯、甘草湯以解毒。只有一方內

服與土茯茯同用，既能清熱解毒以抗梅毒，

又能消除砷、汞之藥害，使梅毒病人得以堅

持治療，此點可為現代治療用藥之參考。 

(3)對於“先用薰藥(砷、汞)太多，以

致口破唇裂”等毒性反應，鄧師創制六祖降

魔丸(藥用兒茶、硼砂、麥冬等)以噙化解

毒；或教以喬麥粉外用，重者則以山羊血、

防風等藥內服，在當時條件下，不失為解救

汞、砷中毒的有效方藥。 

四．醫案選析 

邵武清代名醫鄧旒，擅長兒科，對內外

婦雜諸症亦有創見。晚年撰著《保赤指南車》

一書十卷，由於種種原因，該書瀕於湮沒，

鮮為人知。目前，我們正在整理，特將其中

治療疑難急重病選編一二，以饗讀者。 

1.麻疹吐瀉變證 

一小兒十一歲，天行麻疹，初時發熱，

大瀉三日，麻欲出不出，隱隱不起，慘暗焦

頂。煩躁作渴．用疏解之劑，佐以川山甲，

僵蠶升托之味，更不能出。以致鼻黑如煤，

牙齒變色，煩悶不安，大熱譫語，形容頓改，

急用四物湯加天麥二冬、洋茶、慈姑、人中

黃、黃芩、花粉、牛子、倍加川連。一劑略

善，再服二劑，唇潤鼻涕。精神清爽，只咽

啞無音，再加山豆根八分，一劑痊安。原來

此子先已大瀉，元氣虧損，不能送毒，固難

透出，用此方使毒內解，正是灶內抽薪之

理。 

按：麻疹吐瀉，毒轉陷中，疏解升托，反

不能出，以致鼻黑如煤，疹發黑點，變症頻出。

《麻疹活人全書》曾謂“似錦而明兮，不藥而

愈；如煤而黑兮，百無一痊”，病勢急重，由

此可知。鄧師以四物湯補血活血，血活則以載

氣而能送毒外出，毒去疹自清。大瀉之後故加

二冬，花粉以救陰液之枯竭，三黃和牛子清解

疹毒，釜底抽薪，則熱退瀉止。 

2.通經活血治寒熱 

一婦人年廿餘，憎寒壯熱，頭痛腰疼，

請予往診。予按其脈，六部俱無，予心著驚，

以為脫症必矣。覽察其形，五官紅活，目睛

有神，指甲紅潤，肌膚如常。再仔細摸其脈，

內實停，重按之若木，絕無舉動。予詳辨此

必閉候。若系脫症，六部既絕，內必空虛，

似按蔥葉。斯內沉實，閉候無疑，予私問其

夫，其夫曰：平素月信對期，茲則將兩月未

能也，愚疑其孕。予得其情悅，曰：非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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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通經活血湯：當歸尾兩錢、丹皮錢半、

荊芥一錢、牛膝一錢、赤芍一錢、生地一錢

半、桃仁七粒、紅花八分、枳殼一錢、澤蘭

一錢、生蒲黃一錢、肉桂六分、檳榔一錢，

共煎水飲，一服如失。 

按：憎寒壯熱，頭痛腰疼本是外感表證

或是內熱陽明。鄧師於脈診中發現乃是閉

候，而詢知月事未行。既非胎孕，放膽活血

通經，而使症愈。於此說明，四診合參，方

能審證詳明，用藥不疑，退熱賴以通經乃是

此證取效之因。 

3.呃逆暈厥 

一人廿餘歲，慣以生薑下飯，計半月約

食十餘斤。後數日患一症，呃逆上噎，聲不

住口，請醫調治兩月有餘，愈醫愈重，醫者

無措。每半夜發暈，汗出氣絕，請予往診。

深夜無藥，急以結白糖摻沸湯灌醒，切其

脈，兩關沉實，右尺伏而緊。予曰：陽明多

氣多血，今關沉尺伏，血竭氣虛，必主陰結，

大便枯燥，胸膈膨滿，故呃逆上吐。丑時血

注肝經，至半夜肝氣勝土愈受克，故致發

暈，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予開一方：薤汁、

藕汁、竹瀝、童便、蜂蜜、天冬汁、生乳各

一盅，酒蒸大黃煎水摻服，五劑而痊。 

按：生薑氣味俱厚，善能散寒止嘔。然

其性溫燥，易散精耗液，故俗有雲“食薑幹

血”。止嘔亦僅用於胃寒水清，痰飲作祟之

症。若陽盛陰虛之人多食反致呃逆，聲不住

口。津枯燥結，上竅失養，故致暈厥，成為

奇症。鄧師但以五汁安中，生津潤燥，少佐

大黃導熱下行，而能津液足，呃逆止，暈厥

除也。

------------------------------------------------------------------------------- 

 

老中醫吳光烈名方擷英 

吳天真  林貽欽 

（南安市碼頭詩南泰安診所） 

 

 

吳光烈老中醫是全國首批500名國家級

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享受

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現任福建省南安市中

醫院名譽院長。吳老從醫近70載，精研岐

黃，學識淵博，醫術精湛，學驗俱豐，蜚聲

海內外，是中醫界久負盛名的老中醫。吳老

勤求古訓，博採眾長，在臨床上積累了許多

獨特驗方，經臨床數十年的驗證，療效顯

著。筆者跟隨吳老學習多年，親聆教誨，耳

濡目染，獲益良多。茲舉驗方數則如下，以

饗同道。 

1、舒肝利膽湯 

組成：金錢草 15克、茵陳 15 克、柴胡

6克、白芍 9克、枳殼 6克、木香 6克、元

胡索 9克、川楝子 9克、生大黃 9克（後下）、

雞內金 9克、白術 9克、五靈脂 9克、生蒲

黃 6克、青皮 6克、黃芩 9克、龍膽草 6克、

苡仁 15 克、元明粉 6克（另沖）。 

功能：疏肝利膽，理氣止痛，化瘀導滯。 

主治：肝膽濕熱、氣滯瘀結之急性黃疸

型肝炎、膽囊炎、膽石症以及胰腺炎等。 

用法：水煎 2遍，分 2次服。 

方解：本方原名為“清肝湯”，系家傳

治療急性黃疸病之驗方，至余第六代世醫將

原方加味命名“舒肝利膽湯”，擴大其治療

範圍。余臨床十餘年，用治急性黃疸型肝

炎、膽囊炎、膽石症及胰腺炎不計其數，療

效顯著。 

方中大黃、元明粉蕩除積穢，泄熱利

膽，活血祛瘀，是排除病毒、消除炎症之要

藥，且可通過利膽，以清除膽石；柴胡、枳

殼、青皮、木香疏肝理氣，解肝膽之鬱，散

肝膽之火，最能條暢肝木，推陳致新以生氣

血，有助於肝膽功能的改善；金錢草、茵陳、

黃芩、龍膽草能增加膽汁分泌，為利膽退黃

之聖藥，尤其是茵陳能消除殘存肝膽之病

毒，改善消化功能，金錢草為排石之首選，

故二者用量應高於他藥。白芍、元胡、川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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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解痙緩急止痛功力宏大，可解除肝膽劇痛

的苦楚；五靈脂、生蒲黃理氣行血散瘀而止

痛，可明顯緩解平滑肌痙攣，為痛引肩背必

用之藥；苡仁、白術補脾利濕，增進食欲，

與苦寒之劑配伍，可免害胃之弊；內金消石

顧護脾胃。如為膽結石則應益以冬葵子性滑

而下，王不留行性走而不守，急性子之性急

猛異常等特點，以迅速直達病所，協同驅石

外出。 

六腑以通為用，一旦通降失常便會發生

各種症狀，故方中不待便秘已用生大黃、元

明粉，如果服藥後仍有便結現象，其用量必

須儘早加重，以通腑泄熱。如果濕熱熾盛，

腹痛劇烈，每日可連服 2劑，以免杯水車薪

無濟於事。 

加減運用：便秘加生大黃、元明粉之

量；熱重加黃芩、膽草之量；濕重加苡仁、

白術之量；劇痛加五靈脂、生蒲黃、白芍、

川楝子之量；腹脹甚者加枳殼、青皮、木香、

柴胡之量；黃疸不退加金錢草、茵陳、生大

黃之量；嘔逆加半夏、竹茹；體質虛甚者加

黨參、黃芪；膽石症加內金之量，再加冬葵

子、急性子、王不留行。 

方歌： 

舒肝利膽金錢芩，青枳大黃複內金； 

膽芍靈柴茵索楝，元明蒲術苡香臨。 

按：本方系吳光烈主任醫師根據家傳的

驗方結合自己的臨術經驗而制定的，凡是由

於肝膽濕熱、氣滯瘀結而致的急性黃疸型肝

炎、膽囊炎、膽石症以及胰腺炎等確有良

效。吳氏認為上述疾病，濕熱蘊結、肝膽氣

滯是主要原因之一。濕得熱而益滯，熱因濕

而愈熾，濕熱互結，互為助長，又是本病發

展的主要根源，故治療本病強調抓住濕熱這

一主要矛盾，從方中不難看出是為清利濕

熱、理氣化瘀而設的。中醫治病貴在辨證，

必須因人而異，隨證加減，藥物用量也要有

所側重，如肝膽結石的腹部劇痛，大黃、元

明粉用量宜大，取大黃性急有將軍之稱，通

腑逐穢，推陳致新，其效如神；元明粉鹹寒

潤下，為軟堅化石名藥，二者合用排石迅速

而止痛，可收定亂致治之效。《內經》雲：

“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之謂也。吳氏

治病注重扶正與驅邪相結合，常在大量驅邪

的方劑中，加入適當顧護脾胃之藥物，即所

謂破中寓補，驅邪而不傷正，這是吳氏立法

處方之特點，故治病屢起沉屙。 

典型病例：吳某，男性，47 歲，2010

年 4月 27 日就診。 

右上腹悶脹已多年，時有劇痛，發作不

定時，初起呈持續性陣痛，後逐步加劇並痛

引肩背，大汗淋漓難以忍受。10 日前曾到某

醫院檢查，診斷為膽石症，囑患者住院手術

治療不就，經保守治療數天未效而來我院用

中藥治療。症見鞏膜輕度黃疸，腹部脹氣而

拒按，小便赤澀，脈弦，舌質紅，苔黃厚。

此乃肝鬱氣滯，濕熱內蘊，治宜疏肝理氣，

清熱化滯，利膽排石，方用“舒肝利膽湯”

加重生大黃、元明粉。連服 3劑，腹瀉數次，

脅痛大減，腹部脹氣仍有，小便較為通利，

肝氣得疏，濕熱有下行之象，囑再服 7劑，

腹痛基本消失，腹脹亦除，納食有所增進。

因本院超聲波機件故障未復查，囑原方去生

大黃、元明粉，繼 7劑以徹底清除餘邪，鞏

固療效。6月 15日走訪，據雲：因事到泉州，

順便往某醫院 B超復查，肝膽未見異常。 

2、排石湯 

組成：金錢草 30克，滑石 30 克，牛膝

30 克，海金砂 15 克，車前子 15 克，桃仁

15 克，熟地 15 克，冬葵子 15 克，甘枸杞

12 克，木香 9克，木通 9克，桂枝 9克（後

下），附子 9克，內金 9克。 

功能：清熱利濕，通淋排石，化瘀行滯，

水火平補。 

主治：泌尿系結石。 

用法：每日 1劑，水煎 2次，上下午分

服。 

方解：泌尿系結石屬於祖國醫學“石

淋”、“砂淋”、“血淋”等範圍，發病的

主要因素是賢和膀胱氣化功能失常及平素

嗜酒，多食肥甘辛辣之食物，或因情志抑

鬱，工作勞累引起氣滯血瘀，濕熱蘊結下

焦，日積月累，尿中濁質逐漸結而成砂石。

方中金錢草、海金砂、冬葵子、內金、滑石

利水通淋化石；車前子通腎氣，利水道，強

陰益精，久服輕身耐老；木通清心導赤，瀉

火通淋；桃仁清熱化瘀，木香理氣止痛；牛

膝引藥下行，使結石滑利而下；桂枝、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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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補腎陽，又可調和寒涼之品，使久服不致

傷胃；熟地、枸杞補益腎陰而治本，共奏清

熱利濕、通淋排石、化瘀行滯、水火平補之

功。 

加減運用：有血尿者加白茅根、大薊各

15 克；腰痛者加杜仲、狗脊各 12克；小腹

脹加青皮 9 克、川楝 12 克；尿頻澀痛加石

葦、瞿麥、萹蓄各 15 克；體虛者加黃芪、

黨參各 15 克。服藥期間每日用金錢草 60

克、王不留行子 30克，煎水代茶大量飲服。 

方歌： 

排石金錢木香膝，車針滑地杞通儔； 

葵桃桂附金砂共，內金春回病得瘳。 

按：吳光烈主任醫師用自擬排石湯治療

泌尿系結石療效顯著，藥無虛發。治療時間

最短者 6 天，最長者 30 天。吳氏認為本病

基本在於腎虛功能失調，其標在於濕熱蘊結

下焦、久積成瘀。根據“標本同治”的原

則，故擬方著重清熱利濕、化瘀排石為其常

法，又注意腎虛扶正，平補水火，使排尿功

能趨於正常。現代藥物學證明，滑石有利尿

抗菌消炎和滑利結石下行之作用，是主治石

淋之要藥；牛膝引導結石下行之作用強於其

他藥物。吳氏對此二藥用量常在 30克左右。

吳氏強調如結石屢攻不下，應重用硝、黃，

取樸硝鹹寒潤下為軟堅化石聖藥，大黃推陳

致新極其竣快如戡定禍亂至太平。為防止劇

烈下瀉影響機體，可加入薏苡一味，以緩和

之。吳氏認為本病早期多為實熱證，應以清

利濕熱、通淋排石為主，切忌恣意進補，因

氣得補而愈澀，熱得補而愈熾，這對排石都

是不利的。病程日久可致脾腎虧虛，應在清

熱利濕、通淋排石之基礎上，兼補脾腎之

虛，切不可拘泥“淋證”不可進補之說。此

外吳氏還強調每日應囑病人用金錢草和王

不留行子煎湯大量飲服和跳躍活動，以有利

於清除尿中之雜質及促進結石分離和下

行，金錢草為排石藥，王不留行以性走而不

守著稱，當結石排出之時，可繼續服用一些

補益氣血、調理脾腎之藥物，以促進機體功

能的恢復。 

典型病例：陳某，男，52 歲，2011 年

2 月 28 日就診。 

主訴素有小便刺痛窘迫感，昨天突然腰

部右側劇烈疼痛，並向會陰部放射，繼而出

現肉眼血尿，右腰部明顯叩擊痛，尿檢；蛋

白（++），紅血球（++++），白血球（+），X

線拍片發現右腎下段有 0.5*0.8cm 和

0.6*0.8cm 之結石陰影。確診為右腎結石。

舌質紅，苔黃膩，脈弦數。證屬濕熱瘀阻，

結石內蘊。治宜清熱利濕，化瘀排石。處方：

金錢草、牛膝、滑石各 30 克，冬葵子、海

金砂、車前子、白茅根、大薊、熟地各 15

克，杜仲、狗脊、枸杞各 12 克，桃仁、桂

枝、附子、內金、木通、木香各 9克，每日

用金錢草 60 克，王不留行子 30克，水煎代

茶大量飲服。 

服到 15 劑，X線腹平片復查，見結石下

移至輸尿管，效不易轍，原方繼服 7劑後，

排出結石 2枚，大小與 X線拍片陰影相符。

症狀亦隨之消失，為鞏固療效囑服益氣血和

調理脾腎之品，以善其後，隨訪至今未見復

發。 

3、大棗綠豆羊肉湯 

組成：羊肉 120 克，綠豆 30 克，生薑 5

片，大棗 10 枚。 

功能：甘溫補脾，甘寒泄熱。 

主治：復發性口瘡。 

用法：加水適量燉爛取服，每日 1劑，

連用 3-5 劑。 

方解：復發性口瘡是一種常見的口腔

病，《聖濟總錄》指出：“胃氣虛穀氣少，

虛陽上發而為口瘡。”《瘡瘍大全》謂：“口

瘡因胃虛穀少”。方中羊肉系血肉有情之

品，以形補氣，氣味甘溫專入脾，即《內經》

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

之以味”；生薑溫中散寒，大棗為安中之聖

藥，以增強補脾益胃之功。蓋脾胃為後天之

本，營血生化之源，脾虛得治，則諸虛俱愈

矣。綠豆取其甘寒，既資脾胃又能解久病內

蘊熱毒之邪。方雖平凡，然因藥證合拍，故

屢收良效。 

方歌： 

頑疾口瘡中土虛，棗姜羊肉綠豆施； 

脾陽補益清虛熱，久暫由他總得宜。 

按：本方為吳光烈主任醫師自擬的處

方，用於治療復發性口瘡有奇效。吳氏認為

脾胃之虛愈甚，則口瘡愈易發作，病程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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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消爍陰津則愈厲害，故體內必蘊積熱毒

之邪，這是本病的關鍵所在。但其本在於

虛，其標在於熱毒之邪。故臟腑病變為本，

吳氏指出治療本病切忌清心導熱、滋陰瀉火

之法，應以甘溫調補脾胃為主，輔以甘寒清

泄熱毒之邪，用藥緊扣病機，自能奏桴鼓之

效。 

典型病例：李某，女，52 歲，2010 年

3 月 5日就診。 

復發性口瘡已近 15 年，患部呈燒灼樣

疼痛，特別是說話、吃飯、咀嚼時疼痛更甚，

接觸酸鹹食物刺激則疼痛難忍，每因失眠或

工作勞累而加重。經多方求醫屢服消炎的西

藥及清心導熱、滋陰降火的中藥均未獲效。

由於病程長，體質虛，納呆食少，頭暈目眩

時作，神倦懶言，面色無華，診其脈沉緩，

唇舌淡、苔少，口唇內側上下粘膜可見圓形

及橢圓形的潰瘍點 5個，小的直徑約 1.5 毫

米，大的 2.5 毫米左右，邊緣整齊，潰瘍面

平坦，覆有微黃色的一層，周圍有紅暈。此

乃脾陽虛衰為本，內蘊熱毒之邪為標，治宜

溫陽健脾，佐以甘寒解毒，方用大棗綠豆羊

肉湯治之，連服 8劑而症愈，最近隨訪，未

見復發。 

4、田蛙麥冬橄欖湯 

組成：麥門冬 15 克，鹽橄欖 1-2 枚，

田蛙 1只。 

功能：小兒夏季熱。 

用法：將田蛙洗淨，剖去腸雜，納入麥

門冬、鹽橄欖于田蛙腹中，外以針線縫牢，

加水適量，燉湯取服，日服 1-2 劑均可。 

方解：本方為吳光烈主任醫師根據小兒

夏季熱的發病機制自擬的處方，多年來反復

驗證屢收良效。方中田蛙味甘性寒，味甘能

補虛損，性寒能清暑熱，為血肉滋補之品；

麥冬甘寒潤肺，養胃生津，調中益氣；橄欖

入肺胃，生津止渴，其性味酸甘澀平，加鹽

製作不但去其酸澀之味，益增養胃、涼血、

潤燥之功。三藥合用，具有清暑益氣，養陰

生津、培元固本之效。本方味道鮮美，是營

養食物與藥物相結合，別具特色的扶正祛邪

之良方。 

加減運用：病程長體質虛弱者，加西洋

參燉服；口渴引飲甚者，用鮮絲瓜皮、大棗

煎湯作為飲料。 

方歌： 

小兒暑熱有奇方，橄欖田蛙麥冬湯； 

適量添湯同燉服，養陰清暑效神彰。 

按：吳氏認為小兒陰陽稚弱，氣血未

充，真元不足，腠理不固，其營衛外功能未

臻完善，容易感受暑邪而發病。暑邪犯肺，

肺失其皮毛開啟之功，故少汗或無汗；暑熱

內蘊傷及肺胃，故口渴引飲納少；暑必傷

氣，氣虛不陷，不能化水液為津液，遂致水

液下趨，故尿清長；汗少熱更甚，尿長津益

傷，故形體日見贏瘦。吳氏根據暑邪最易傷

陰耗氣，提出治療清暑益氣，養陰生津為

法，忌用苦寒重傷胃氣，又忌辛燥溫肺，耗

津助熱。吳氏對本病作了隨訪，凡是兒童身

體健壯者，翌年夏季未見復發，患有疳積病

的復發率最高。說明暑邪是一種外因。因

此，加強對兒童病後及平時身體的調攝是非

常重要的。《內經》“正氣存內，邪不可幹”

和“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說，有其深運

的指導意義。 

典型病例：吳某，男，3歲，2011 年 8

月 3 日就診。 

其母代訴：小兒發熱已 3個多月，體溫

持續 38-38.5℃左右，喜臥冷地，口渴多飲，

無汗多尿，納食不佳，入夜則煩擾不安，經

多方治療，熱仍未解，而來求治。症見精神

萎靡，形體贏瘦，手足心熱，腦後膚熱獨甚，

脈細數，重按無力，唇舌幹紅，少津乏苔，

此乃暑熱傷津，元氣虧損，治宜清暑養陰，

培元固本，用田蛙麥冬橄欖湯加西洋參 2

克，每日 1劑，囑服 3劑，並用鮮絲瓜皮 15

克、紅棗 5粒，煎湯作飲料。 

復診（8月 6日）其母告曰：服 2劑渴

止，3劑服完，就不再臥冷地。囑繼服 3劑。 

三診（8月 10 日）熱退諸症消失，納食

增進，嬉戲如常。為鞏固療效，囑再服 3劑。

翌年夏季隨訪，小兒身體健康，未見複作。 

------------------------------------------------------------------------------ 

 

臨床疑難重症的中醫診療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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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為汀 

（福建省晉江市醫院） 

 

在中醫界老前輩獻身中醫事業、嚴謹治

學精神的激勵和指導下，吾從事中醫臨床 36

年余，一心撲在中醫專業上，熱愛中醫，爭

當鐵杆中醫，矢志不渝。中國人應該愛中

醫，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現將長期臨床實

踐中有關中醫藥治療急性腦出血、肺脹危

證、急性腸梗阻、胃癱、頑固性頭痛等疾病

積累的一些體會與大家交流。 

一、活血化瘀法治療急性腦出血 

活血化瘀法在腦出血急性期的應用存

在著爭議問題。我採用腦血康口服液、雲南

白藥及安宮牛黃丸等中醫綜合治療急性腦

出血急性期患者取得顯著療效，現總結如

下： 

1、臨床資料 

全部病例均經顱腦ＣＴ確診，經中醫辨

證均屬中風-中臟腑（痰蒙清竅、痰熱內閉）

範疇。2004 年收治的 37 例中，男 20例，女

17 例，年齡 40-78 歲，平均年齡 68.9 歲，

出血部位基底節 30 例，丘腦 2 例，腦葉 4

例，腦幹 1例，出血量（根據日本多田氏計

算公式）<10ml 13 例，11-20ml 2 例，21-30ml 

11 例，31-40ml 8 例，>40ml 3 例。神經功

能評分：輕型 0-15 分 9 例，中型 16-30 分

24 例，重型 31-45 分 4例。與同期西醫內科

收治 46 例腦出血急性期病例，作為對照組，

進行療效分析比較，對照組 46例，男 18 例、

女 28例，年齡 40-80 歲，平均 72.5 歲，出

血部位基底節 20 例、腦葉 11 例、丘腦 12

例、腦幹 3例，出血量<10ml 18 例，11-20ml 

12 例，21-30ml10 例，31-40ml3 例，>40ml3

例。神經功能評分：輕型 10 例、中型 30例、

重型 6例。 

2、治療觀察方法 

2.1 治療組：用腦血康口服每次 30ml 

加雲南白藥 2ｇ，口服或鼻飼每日 2次，連

用 10-14 天，顱壓高加大黃粉 3ｇ，每日 2

次，同時配合醒腦靜注射液靜滴，每日 2支，

或選用安宮牛黃每次 1 粒，每日 1-2 次鼻

飼，及輸液支援療法，對症處理。 

2.2 對照組：採用西醫，脫水劑（甘

露醇）、抗生素，腦細胞啟動劑（腦活素）

對症處理。 

3、治療效果  

3.1 療效標準根據中華神經科學會、中

華神經外科學會《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缺損

程度評分標準》。 

3.2 治疗组结果：意识障碍至清醒时

间平均 2.5 天，基本痊愈 10 例（27.02%），

显著进步 20 例（54.05%），进步 6 例

（16.21%），死亡 1例，总有效率 97.28%。3

周后，进行颅脑ＣＴ复查，37 例中血肿完全

吸收 13 例，未完全吸收 24例。表明治疗组

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 

3.3 对照组结果：基本痊愈 8 例

（17.39%），显著进步 20 例（43.48%），进

步 9 例（19.5%），死亡 9 例（19.57%），总

有效率 80.43%。3周后，进行颅脑ＣＴ复查，

46 例中血肿完全吸收 20例，未完全吸收 26

例。表明治疗组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0.05）。 

4、醫案舉例： 

姚某，女，65歲，香港人，高血壓病史

15 年，血壓波動於 180-200/90-110mmHg 之

間。以“突發人事不省、右側肢體偏癱、失

語 2 小時”為主訴入院。查體：血壓

220/120mmHg，神志昏迷，雙側瞳孔大小不

等，鼾聲呼吸，舌質暗紅，苔黃，脈弦滑。

行顱腦 CT 示：丘腦及基底節出血約 60ml。

治療方法：腦血康口服液 30ml 口服 bid，

生大黃粉 5g 口服 bid，雲南白藥粉 2g 口服 

bid，安宮牛黃丸 1 粒 bid，中藥風引湯加

減（《金匱要略》），並予常規支援對症處理。

3天后，患者神清，復查 CT示丘腦出血吸收

10%，1周後復查 CT 示丘腦出血吸收 50%，4

周後復查顱腦 CT 提示出血已基本吸收，言

語如常，右側肢體肌力明顯好轉，恢復到 4

級，繼續康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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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論： 

我認為腦出血急性期應用活血化瘀

法，實際是古代醫學的啟發，中醫理論認為

“離經之血，便是瘀”，醫家唐容川在《血

證論》曰：“凡離經之血，與榮養周身之血

已睽絕而不合”，又曰：“此血在身不能加

於好血，而反阻新血生化之機，故凡血證總

以去瘀為要”。以上論述為應用活血化瘀治

療急性腦出血提供理倫依據。在腦出血急

性、活動性出血情況應用活血化瘀藥問題。

我認為腦出血的病理基礎主要是腦內小動

脈變性及動脈瘤與血管壓力有關，而與血管

內凝血機制無明顯關係，腦出血後主要病理

生理變化與血腫和腦水腫有關，而不是出血

本身。另活血化瘀對凝血機制和血液流變學

指標有雙向調節作用，顱腦ＣＴ的觀察應用

已為活血化瘀法治療急性腦出血提供有力

的證據。 

活血化瘀藥物應用時間窗問題有人主

張早期應用效佳，亦有人認為急性腦出血發

病後數小時內血腫會逐漸擴大，存在著活動

性出血，過早應用活血化瘀藥會加重出血。

一般選擇在發病後 6-8 小時左右用藥，太遲

可能不利血腫的吸收消散。應用活血化瘀還

應注意禁忌症問題，比如合併肺結核空洞或

潰瘍患者，極易引起大出血。 

二、仲景方為主搶救肺脹危證 

肺脹一證乃多種慢性肺系疾病轉化而

成，以咳、喘、痰、腫四大主症為臨床特徵，

且病程纏綿，難期根治，經久不愈。常由肺

累及脾腎心，導致危症，若未及時救治，則

預後不良。我近年來運用仲景方為主，結合

現代醫學對證處理，搶救肺脹危症 25 例，

療效顯著。現總結如下： 

急用益氣溫陽，行水化瘀為主要治法。

給予低流量吸氧，主方：四逆加人參湯合葶

藶大棗瀉肺湯加減化裁。 

藥物：高麗參 15-30ｇ（另急煎），山茱

萸 50ｇ，熟附子 15-30g（先煎 50 分鐘），

葶藶子 15ｇ，茯苓 30ｇ，白術 10ｇ，幹薑

10ｇ，大棗 5枚，灸甘草 3ｇ水煎服，每日

一劑，分二次服，另用琥珀、沉香、肉桂、

川田七各 5ｇ合研末，分二次用藥湯送服，

雙下肢水腫甚者加黑醜 3ｇ；辯證為肺腎氣

虛，加蛤蚧尾一對，五味子 6ｇ，痰蒙神竅

者選加至寶丹或安宮牛黃丸，一般上方連用

三天后，將附子用量改為 5-15ｇ為妥。本組

病例服藥時間最長 7天，最短 3天，臨床危

侯緩解後，根據辯證，應用蛤蚧補腎丸、人

參胡桃湯之類以培本。 

醫案舉例： 

張某，男，76 歲，2012 年 12 月 25 日

就診。 

患者 20 年來反復咳嗽痰多，伴心悸、

氣喘，每於氣候寒冷或活動時症狀加重，曾

在某醫院就診，經有關檢查（Ｘ線、心電圖

等）診斷為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肺源性

心臟病。長期間歇服藥治療，病情時輕時

重，近一周來除上述症狀加重外，同時伴面

唇紫紺，倚息難臥，面目及雙下肢浮腫，溲

少，大汗淋漓，舌體胖大，質紫暗，苔白滑，

脈沉細。舉家悲呼，料備後事，經人介紹請

餘診治。 

刻診：咳嗽、咳痰，氣喘、心悸，面唇

紫紺，倚息難臥，面目及雙下肢浮腫，溲少，

大汗淋漓，舌體胖大，質紫暗，苔白滑，脈

沉細。證系肺腎氣虛，陽虛水泛，心脈瘀阻，

且有喘脫危侯，治宜急回陽救逆，化瘀利

水，方用四逆湯加人參湯合葶藶大棗瀉肺湯

加減：高麗參 30ｇ（另煎急服），熟附子 25

ｇ（先煎 50 分鐘），葶藶子 15ｇ，幹薑 10

ｇ，白術 10ｇ，茯苓 30ｇ，山茱萸 30ｇ，

灸甘草 3ｇ。另用琥珀、沉香、肉桂、川田

七各 3ｇ，研為細末分二次用湯藥送服。配

合給予吸氧及氨苄青黴素第次 4ｇ，靜推，

每日 2次。三天后心悸、氣喘基本緩解，能

平臥，溲清長而水腫消，四肢轉溫，精神轉

佳，用上方中高麗參、香附、幹薑用量減半，

加麥冬 10ｇ，五味子 6ｇ，蛤蚧尾 1對，服

七劑後危侯悉除，改用人參胡桃湯加減送服

蛤蚧補腎丸，調治月餘，病情穩定。 

討論：我認為四逆湯加人參湯合葶藶大

棗瀉肺湯中重用參附益氣回陽救逆，葶藶子

瀉肺行水，類似毒毛旋花子甙，重劑山茱萸

有斂汗固脫之功，琥珀、川田七寧心化瘀，

以消心肺瘀血，沉香、肉桂納氣歸元，苓術

健脾以運水濕，大棗、灸甘草調和諸藥。 

肺脹危症，先賢早有論述，常與喘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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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如《證治匯補，咳嗽門》：“若肺脹壅，

不得臥眠，喘息鼻煽者難治”其主要病機為

氣虛、血瘀水停。診斷應辯證與辨病結合。

一旦辨明，應迅速救治，針對病因，對症下

藥。其治療大法當以益氣溫陽，行水化瘀，

且此類病者多因久病致虛，切勿亂投攻伐之

品，否則似落水投石，並應注意小便情況，

先賢曰：“利小便者，其人可治”與現代利

尿強心之理實為吻合。仿效仲景先師之四逆

加人參湯、真武湯、葶藶大棗瀉肺湯，苓桂

術甘湯組合化裁。 

方中重用參附益氣回陽救逆，葶藶子瀉

肺行水，據藥理研究證實該藥強心作用類似

毒毛旋花子甙；重劑山茱萸有斂汗固脫之

功；琥珀、川田七寧心化瘀，以消心肺瘀血；

沉香、肉桂納氣歸元，苓術健脾以運水濕，

大棗、灸甘草調和諸藥。 

三、理氣通下潤腸法結合外治法治療急

性腸梗阻 

急性腸梗阻是多病因引起的臨床常見

急性腹痛，近年來運用中醫理氣通下潤腸湯

結合外治法治療 82 例腸梗阻取得滿意療

效，現總結如下： 

1.一般臨床資料 

82 例患者，年齡最大 82 歲，最小 22

歲，平均 48 歲，其中男性 68 例，女性 14

例，全部病例均經西醫外科根據相關檢查及

診斷標準確診，其中腹部手術後併發粘連性

腸梗阻 45 例，重症胰腺炎併發腹膜炎引起

的麻痹性腸梗阻 15 例，老年人血運性腸梗

阻 22例，病程最長 1周，最短 2天。 

2.治療方法： 

2.1 理氣通下潤腸湯處方： 

  生大黃 15g（後下）、 枳實 10g、     

厚樸 30g、芒硝 15(沖服)、萊菔子 30g、         

桃仁 10g 、檳榔 10g 、青皮 12g、莪術 10g、           

赤芍 15g、川三七 6g（研沖）、水 500ml 煎

成 200ml，加花生油 100ml，分 2-3 次胃管

注入或口服，每日 1劑。根據病情，用 1-3

天左右。 

2.2 外用方 ： 

麝香 0.3g、冰片 3g、生蔥白 30g、山梔

子 10g、丁香 3g、活田螺 30g，麝香先納臍

中，餘藥共搗爛如泥，敷貼神闕，24小時換

藥 1次，一般用 2-3 天。 

2.3 另用艾條點燃熏灸足三裏，每次 20

分鐘，每日 3次。 

除了以上治療外，同時配合常規胃腸減

壓、輸液支持療法等對症處理。 

3.治療效果 

82 例經上述治療後，其中 56 例在 48

小時內排氣、排便，占 68.3%；24 例在 72

小時內排氣排便，占 29.2%；2 例經上述治

療超過 72 小時後未見改善，因病情重、病

程長，改用手術治療，術中發現腸管缺血壞

死。總有效率 97.5%。 

4.醫案舉例： 

曾某，女，81 歲，於 2009 年 07 月 31

日以“腹脹、腹痛 3天”為主訴就診（住院

號 200863）。緣於入院前 3天無明顯誘因出

現中上腹劇烈脹痛，同時伴嘔吐少量宿食，

量約 100ml，遂自己服用嗎丁啉、雷尼替丁

等治療後，症狀無緩解，且病情日趨加重，

大便 2日未行，而就診我院，遂予行各項相

關檢查，腹部平透示“全腹可見多個充氣擴

張腸腔氣影伴有多個液平面存在”，而擬

“急性腸梗阻”診斷收住入院。入院後予胃

腸減壓及支援療法對症處理，並予肥皂水洗

腸，排出少許糞便，但腹痛症狀未見明顯緩

解，反有所加重。經外科會診後準備予手術

治療，但其家屬考慮其年事已高，拒絕手

術，要求中醫藥治療。遂予理氣通下潤腸湯

分 2次胃管注入，同時囑其外用香白黃田螺

膏及灸足三裏。服 1劑則腹脹減輕，肛門排

氣，2劑則大便解，日 3行，而改用益氣健

脾潤腸之品，以善其後，至今其病情穩定如

常人。 

5.討論： 

急性腸梗阻屬於中醫腹痛範疇，臨床是

以脹、痛、秘、吐為主要症狀的急性腹痛，

且牽涉多方病因。中醫認為：該病主要病機

是腑道不通則痛，治療應當機立斷，從速治

之，以免貽誤病情，中醫學者大都採用攻裏

瀉下為主，但臨床實踐中，我們認為單純攻

裏瀉下常有可能導致過於攻伐傷津之弊。因

此除用理氣通下，同時潤滑腸道，方用大

黃、芒硝攻裏通下，枳實、厚樸、檳榔、萊

菔子理氣消脹，莪術、赤芍、桃仁、川三七



 

 102 

活血化瘀，促進血運，防止腸壞死，且現代

藥理學認為川三七有防止腸粘連之功，並配

合花生油濡潤腸道促進排便。香白黃田螺膏

外敷神闕，取麝香、丁香、冰片、生蔥白芳

香走竄、調理氣機，山梔子清熱瀉火，活田

螺善於蠕動，取類比象，其有促進腸道蠕動

之效，艾灸足三裏為促進調理胃腸功能，諸

藥合用，起到調理氣機，通下潤腸之功。使

病人避免手術痛苦，彰顯中醫藥治療急性重

症之優勢，說明中醫既能治療慢性病，亦能

治療急性病。 

四、振中湯治療胃癱 

胃癱是腹部手術，尤其是胃癌根治術和

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後常見併發症之一，是指

腹部手術後繼發的非機械性梗阻因素引起

的以胃排空障礙為主要徵象的胃動力紊亂

綜合征，胃癱一旦發生，常持續數周甚至更

長時間，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療方法。病人多

於術後數日內停止胃腸減壓、進食流質或由

流質飲食改為半流質飲食後出現上腹飽脹

不適、噁心、嘔吐及頑固性呃逆等症狀，一

般疼痛不明顯，食後吐出大量胃內容物，可

含有或不含有膽汁，吐後症狀暫時緩解。 

醫案舉例： 

患者，施某可，男，72 歲（住院號

197521），以“中腹部疼痛 3 天”為主訴入

院。行電子胃鏡提示“1.反流性食管炎（Ⅲ

級）2.慢性淺表性胃炎 3.十二指腸球部變

形、梗阻，HP（—）”，外科遂予行十二指

腸大部分切除手術，術後患者持續腹脹，每

日胃腸減壓抽出胃液約 2000ml，予腸外營養

及西藥多潘立酮、莫沙必利等治療 2周後仍

無明顯好轉，考慮“胃癱”，醫患均焦急萬

分，邀請我會診，證見腹脹不適，面色萎黃、

消瘦乏力、少氣懶言，胃腸減壓抽出大量液

體，大便數日未解，舌質淡、苔薄白，脈弱。

四診合參，其病屬祖國醫學“痞滿”範疇，

證因脾氣不足，健運失司，胃失和降，當治

以健脾、益氣，和胃、降逆，予自擬“振中

湯”加減： 

處方：升麻 5g、柴胡 5g、炒枳殼 30g、      

制馬錢子粉 0.2-0.3g（另沖）、羌活 5g、高

麗參（或老山參）6g-10g、炙黃芪 30g、雞

內金 15g、生白術 30g、炙甘草 3g，上藥加

水 500ml，煎成 250ml；滓再 300ml，煎成

150ml；兩次混合，分 3次胃管注入。 

外用：麝香 0.3g（先敷臍中），冰片 3g、

丁香 3g、生蔥白 30g 共搗爛外敷神闕，每

日更換一次。 

患者用藥 2天后周身疲乏、少氣懶言症

狀明顯緩解，再服 3天，腹脹症狀明顯減輕，

胃腸減壓管抽出的液體明顯減少，可排出少

許稀便。續用 3天，患者腹脹症狀消失，拔

除胃管，可流質飲食，無嘔吐，改予正元湯

（黨參、茯苓、白術、生黃芪、淮山）燉雞

取湯服，健脾益氣，以善其後。 

討論:歷代醫家雖無闡述“胃癱”病

名，但結合其臨床主症，考慮其屬“痞滿”

範疇。患者術後多氣血受損，脾胃失養，以

致健運失司，胃失和降。氣血不足，故神疲

乏力，面色蒼白；脾失健運，故脘腹脹滿，

胃失和降故易致噁心、嘔吐。振中湯以高麗

參、炙黃芪、生白術補益脾氣，升麻、柴胡

與炒枳殼共用，升降相因，使中焦氣機得

暢，且現代藥理學研究，枳殼有促進胃腸蠕

動之效，雞內金消食健脾，羌活辛香走竄，

滑利機關，可助醒脾。馬錢子原為治療風寒

濕痹要藥，但是現代藥理學研究，其含有硝

酸士的寧，可促進胃腸平滑肌蠕動。外用方

麝香、冰片、丁香、蔥白均芳香理氣，可促

進胃腸蠕動。全方內服與外治法共用，使脾

氣得升，胃氣得降，樞機得轉，效如鼓應桴。 

五、七葉蓮鎮痛湯治療頑固性頭痛 

血管神經性頭痛、三叉神經痛等頑固性

頭痛為臨床常見多發病，其發病特點是疼痛

劇烈、頑固且病程長，易復發。筆者自擬七

葉蓮鎮痛湯治療頑固性頭痛已有 30 餘年，

不論虛、實、寒、熱均用此方加減化裁治療，

療效顯著。現將千餘例治療結果總結如下： 

1、方藥組成及治療方法 

七葉蓮 30 克，川芎 30 克，山羊角 30

克，蜈蚣 1條，雙鉤藤 15克，生白芍 30克，

全蠍 5克，僵蠶 10 克，琥珀 5克，白芷 10

克，丹參 15 克，柴胡 10克，甘草 5克，每

日一劑水煎服，7 天為一療程。全部病例均

停用西藥。辯證以寒為主者加細辛 5克；肝

火亢盛者加龍膽草 10-15 克，大黃 8克；氣

血虧虛者加黨參 15-30 克，當歸 10 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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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 15-30 克；不眠者加茯苓 15 克，酸棗仁

15 克，合歡皮 15克。服藥時間最短 14 天，

最長 35 天。 

2、臨床資料 

本人工作 30 多年有完整資料記載的治

療頭痛的病例有 1050 例，其中男 258 例，

女 792 例，年齡最大 70歲，最小 16歲；病

程在 1年內 445 例，1-5 年 382 例，6-10 年

140 例，11-20 年 43 例，20 年以上 40例。

所有患者均接受顱腦 CT 等檢查排除顱腦器

質性病變（如顱腦占位、腦血管畸形），屬

於西醫的血管神經性頭痛、三叉神經痛範

疇。 

3、療效標準及效果： 

3.1.療效判定標準分為四類。痊癒：頭

痛完全消失，隨訪 1年以上未復發者；顯效：

頭痛明顯減輕，發作頻率較治療前減少 70%

以上；有效：頭痛程度減輕，發作頻率減少

50%以上；無效：頭痛如舊。 

3.2.效果：經治療後達到痊癒 480 例，

顯效 370 例，有效 180 例，無效 20 例，總

有效率 98%。 

4、醫案舉例： 

患者曾某，男性，65歲，反復右側前額

及面頰部發作性疼痛 20 餘年，發作時疼痛

劇烈，如同刀割、電灼，每次持續近 2分鐘，

驟發、驟止，間歇期如常人，每日發作多則

10 餘次，難以入眠。曾輾轉國內多家知名醫

院，完善相關檢查，診斷為三叉神經痛，曾

服用過卡馬西平、普瑞巴林等西藥治療，症

狀未見明顯緩解，多家醫院建議其神經節阻

斷手術治療，但患者拒絕。後經他人介紹，

求診于餘。觀其舌質暗紅，苔薄白，脈弦細。

辯證為肝鬱氣滯，脈絡淤阻，氣血不足。運

用七葉蓮鎮痛湯加黨參 30克，當歸 10克，

黃芪 30 克，服藥七劑後疼痛症狀明顯減輕，

發作次數減至每日 1-2 次，守上方加減進

退，續服 4周，多年頑疾，而告痊癒，後囑

其調暢情志，合理起居，追訪三年，未復發。 

5、討論： 

頭痛，中醫病因不外乎肝陽、痰濁、氣

滯、血瘀、寒濕，臨床應用七葉蓮鎮痛湯加

減化裁，多能收到良好療效。方中七葉蓮功

善理氣活絡止痛，為治療諸痛之良藥，川芎

辛溫香竄，為血中氣藥，上行頭目，為治頭

痛之要藥，尤長於治少陽頭痛，二者共為

君；輔以山羊角清熱鎮痙、散瘀止痛，蜈蚣、

全蠍、僵蠶皆為蟲蟻之品，功可搜風行氣、

化痰通絡、解痙止痛，雙鉤藤平肝息風鎮

痙，以上五藥共奏理氣平肝、化瘀通絡、解

痙止痛之效，共為臣藥；白芷善治陽明頭

痛，柴胡疏肝理氣，並引藥入厥陰，丹參、

琥珀活血除煩安神，生白芍甘酸化陰可制約

諸藥溫散之性，上述諸藥，協助君、臣藥以

增強活血止痛之功，共為佐藥；甘草益氣和

中，調和諸藥，且與白芍配伍，功可緩急止

痛，為使。綜合本方，諸藥合用，理氣化瘀

通絡止痛之功顯著，善治各經頭痛，針對病

因、直折病所，故功效如鼓應桴。 

六、結語： 

以上點滴臨床心得體會僅供同道參

考。中醫不僅是傳統醫學，亦是自然科學，

中醫的生命力就是有療效，療效就是硬道

理。在現代醫學迅速發展的今天，中醫藥仍

是祖國的瑰寶。有些人認為中醫不行，應該

廢除中醫，但我認為：不是中醫不行，而是

學中醫的人不行。只要有中國人的存在就有

中醫的存在。

------------------------------------------------------------------------------ 

 

名老中醫吳光烈醫案選粹 

吳春榮 1  吳盛榮 2 

（1.南安市糖廠醫療室；南安市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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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省南安市中醫院名譽院長，主任中醫師，從

醫 70 載，醫理精深，臨床經驗豐富，在治

療、內、婦、兒科疾病方面，獨具匠心，療

效顯著。筆者有幸跟隨吳老學習，親聆教

誨，耳濡目染，受益良多。現將吳老部分醫

案整理如下，以饗同道。 

1、舌痛 

李某，女，71歲，2005年10月5日就診。 

患者舌頭灼熱樣痛已久，2 年來經常反

復發作，以入夜為甚，越是睡眠不足越厲

害，接觸酸鹹食物則疼痛難忍，口燥咽幹喜

熱飲，面色無華，舌尖紅刺乾燥，脈虛大。

屢經中西醫治療不但未見獲效，且形體愈益

瘦削，面肢浮腫，而求治于吳老。審其前醫

處方，大多投以瀉火解毒，養陰清熱之類藥

物，吳老雲：此屬虛火上炎。年高體弱，應

急舟挽舵，治以甘溫除熱。處方：羊肉 120

克，大棗 10 枚，生薑 5片，綠豆 30克，加

水適量，燉爛取服。日服 1劑，1周而告愈。 

按：舌痛為常見的疾病，病因大多為內

熱或陰虛，治療以瀉火解毒或養陰清熱為

主。本例患者舌頭灼熱樣疼痛，尤以入夜為

甚，夜為陰時，此乃陰虛火炎之症；口燥咽

幹，喜熱飲，舌尖紅刺乾燥，也為陰虛之候。

為何治以瀉火解毒，養陰清熱，而舌痛益

甚，身體日見瘦消。吳老雲：本例患者雖屬

陰虛火炎之候，然年事已高，面色無華，體

質虛弱，用滋陰則滯膩脾胃，清熱則苦寒傷

胃，使生化之機日憊，無以營養百骸，灑陳

臟腑，故形肉愈益瘦削，而且面肢浮腫，趨

於虛損之象。治宜甘溫除熱為法。方中羊肉

氣味甘溫專入脾，為血肉有情之品，遵《內

經》：“形不足者，補之以氣，精不足者，

補之以味”的原則，用為君藥，以治虛損之

久熱；大棗甘溫補脾益氣，養胃生津；生薑

和胃健脾，配合大棗又可調營衛。再益以甘

寒之綠豆，既資脾胃又能解久病內蘊熱毒之

邪，同時又可調和溫性之藥不致生火化熱。

諸藥共奏甘溫除熱，補益脾胃之功，營血生

化之源足矣，則諸虛愈，而火自平。 

2、心悸 

陳某，女，50歲，2010年5月26日初診。 

平素多愁善慮，經常失眠。長期以來心

悸不寧，入夜為甚。少寐多夢、記憶減退、

耳鳴如蟬聲。2個月來盜汗連續不斷，浸漬

衣被，大便幹結如羊糞。面色無華，神倦乏

力舌質淡，少苔，脈結代。吳老謂：證屬營

血虧虛，陰精暗耗。治宜補氣益血，滋陰和

陽。方用炙甘草湯加附子，處方：黨參 15

克，生地黃 15克，阿膠 9克（另熔），大棗

6枚，火麻仁 9克，桂枝 3片。水酒各半，

藥煎 2遍，上下午分服。連服 2周，諸證皆

痊。 

按：本例為農家婦女，經濟較困難，平

素多愁善慮，經常失眠，以致營血虧虛，陰

精暗耗。心主神，心血不足則神不安，故心

悸不寧，夜為陰時，神不守舍之故；血虛不

能榮於上，故耳鳴如蟬聲。營血虧虛，陰不

斂陽，心火擾動，逼津液外泄，故盜汗連續

不斷，浸漬衣被；血虛則津枯不能滋潤大

腸，故大便幹結如羊糞，面色無華，神倦乏

力，舌質淡，少苔，皆為營血虧虛之症；血

虛則氣少，且盜汗連續不斷，汗為心液，心

液傷不能榮血脈，故脲結代。綜上諸症皆為

病久正氣大虛，無陽以宣其氣，更無陰以養

其心故也。 

炙甘草湯為張仲景治療虛勞不足，脈結

代、心動悸之名方。方中黨參、甘草、大棗

甘溫益氣而複脈。火麻仁甘潤補血滑腸。桂

枝通陽，生薑溫胃。再益以小量附子以扶陽

氣而協同收斂盜汗，加酒以助藥力也。諸藥

配伍，共奏補氣益血，滋陰和陽之功。方中

尤重在炙甘草一味，主持胃氣以資脈之本

源。有人謂：桂附辛熱，似有不宜，殊不知

桂枝能通營衛而致津液，附子能鼓舞腎氣蒸

化津液，實妙不可言。故熟讀經書至為重

要。由於用藥恰當，多年之疾，僅服 3周之

藥而告愈。 

3、耳鳴、耳聾 

吳某，男，42歲，2010年3月10日就診。 

左耳突然失聰伴有耳鳴如潮聲已 10 多

天，餘無所苦，但也交談頗感費力。經某醫

院五官科診治未見好轉，而求醫于吳老。舌

質紅、苔黃，脈弦數。證屬肝膽之火上擾，

清竅被蒙；治宜疏泄肝膽之火，佐以開竅通

絡。處方：柴胡 9克，黃芩 9克，升麻 6克，

葛根 9 克，車前子 15 克，石菖蒲 9 克，路

路通 9克。連服 5劑，聽力正常，耳鳴告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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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耳鳴、耳聾須分新久虛實，吳老謂：

在臨床上急性發作多屬實證，慢性發作多屬

虛證，一般多與肝腎有關。足少陽經脈上入

於耳，下絡於肝，而屬於膽，肝膽之火循經

上壅於耳，清竅失靈，故突然耳聾、耳鳴，

咽幹口苦。舌質紅、苔黃，脈弦數均為肝膽

火旺之征。方中柴胡、黃芩清泄肝膽之火；

升麻、葛根、石菖蒲升清陽而通九竅；路路

通入肝經，通暢經絡；車前子瀉小腸、膀胱

濕熱，使濕去熱情；蒼耳子宣通脈絡，引諸

藥上行至巔而通竅。由於藥證合拍，5 劑而

愈。 

4、偏頭痛 

陳某，女，32歲，工人。2011 年 10 月

15 日初診。 

患者左側面頰部劇烈疼痛，連及左目和

左上齒，陣發性疼痛，發作頻繁，痛如刀割，

痛時伴流淚、流涎，晝夜不安。曾在當地鄉

村醫生就診，口服去痛片、顱痛定，注射安

痛定等均無效，來院求治于吳老。患者表情

極為痛苦，左側面部不能觸摸，皮膚粗糙，

色素沉著。舌質淡紅、苔黃膩，脈浮弦。證

屬風邪阻滯經絡、氣血運行不暢。治宜祛風

通絡、活血止痛。處方： 

川芎 20 克，當歸 12 克，丹參 15 克，

白芍 15 克，柴胡 9 克，白芷 9 克，全蠍 9

克，地龍 6克，蜈蚣 2條，細辛 6克，羌活

9克，防風 6克，甘草 6克，地鱉蟲 6克。

水煎服，每日 1劑。 

服藥 3劑後，疼痛大減，精神好轉，飲

食增加，繼服 5劑，疼痛消失，隨訪半年未

見復發。 

按：本病屬中醫偏頭風、偏頭痛範圍。

根據中醫風善行而數變，頭為諸陽之會，為

髓海所在，五臟六腑之氣皆會於此之理論。

故外感時邪，臟腑內傷，均可發生頭痛。吳

老認為：由於風邪內容，瘀阻血脈，脈絡受

阻，造成不通則痛。方中重用川芎，取其辛

溫上行祛風止痛、活血化瘀之效；細辛、白

芷、羌活、防風、柴胡散風止痛，直達病所；

柴胡既和解少陽又作引經之用；丹參、白

芍、當歸行氣調經；全蠍、蜈蚣、地鱉蟲、

地龍辛溫，走竄之力最速，可搜風通絡、散

瘀止痛，內而臟腑，外而經絡，凡氣血凝聚

之處皆可用之；甘草解毒，又可調和諸藥。

全方共奏祛風通絡、活血止痛之功，故取得

良好結果。 

------------------------------------------------------------------------------ 

 
 

戚廣崇老師治療少精子症經驗舉隅 

樊海山 囤榮梁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摘要】：戚廣崇教授從事中醫男科臨

床與研究近 40 年，為中醫男科學會創始人

之一。由於他在中醫男科方面的貢獻，被政

府授予享受國務院特特殊津貼專家。我們有

幸跟隨戚老師臨證，發現戚老師對少精子症

治療頗有見地，遂小結戚老師治療少精子症

臨床經驗並附以典型案例，供各位同道學習

和參考。 

【關鍵字】：戚廣崇；少精子症；臨床

經驗 

少精子症是男性不育的常見病因之

一，根據 WHO 第四版少精子症是指精液檢查

精子每毫升少於 20×10
6
/ml，或每次射精精

子總數均低於 40×10
6
/ml，並伴有不育而

言。中醫學文獻中雖無此病名，但類似的論

述頗多，如《諸病源候論•虛勞少精候》雲：

“腎主骨髓，而藏於精，虛勞腎氣虛弱，故

精液少，診其脈左手尺中陽絕者，無脈也，

若足兩髀裹急，主精氣竭少，為勞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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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辯證錄•種嗣門》雲：“男子有泄

精之時，只有一、兩點精，此種之人，也不

能生子。” 

中醫多把其歸入“精冷”,“精少”,

“精清”,“乏嗣”的範疇。 

1.病因病機 

本病的發生因腎虛而致為多見。腎陽不

足，腎氣虧虛，不能溫精生髓；腎精不足，

氣血兩虧，而致生精不足；實證者，或為氣

滯血瘀，血不生精，精室失養；或為濕熱下

注，精室受擾。 

2.辯證分析 

根據戚老師臨床經驗少精子症患者以

腎氣不足型、精血兩虛型、氣血瘀阻型和精

室濕熱型最為常見。 

2.1 腎氣不足，益氣補腎以增精 

本證多為先天不足，稟賦薄弱；或後天

縱欲妄為，耗氣損精；或氣滯血瘀、濕熱內

蘊，擾亂精室日久及腎，或大病、久病及增

齡而致腎氣虧虛，精失所養。症見：頭暈目

眩，腰膝酸楚，神疲肢倦，小便頻數有下墜

感，性欲下降，陽萎，早洩，遺精，舌淡，

苔薄白，脈細。方選戚老師自擬強精煎加

減：枸杞子 10g、肉蓯蓉 15g、山茱萸 10g、

桑椹子 15g、制首烏 15g、黃精 15g、甘草

3g、大棗 20g。濕熱未淨加粉萆解 10g、車

前子（包煎）10g、黃柏 10g；氣虛者加黨參

10g、黃芪 15g、白術 10g；氣滯者加川楝子

10g、枳殼 10g、荔枝核 10g；血瘀者加丹參

15g、川牛膝 10g、山梔 10g、莪術 10g。 

病例一：孫某，男，27 歲，2013 年 1

月 9 日就診，訴結婚 2年半未育，經多家醫

院治療效果不佳，性生活每月一次，勃起不

堅，性欲不高，且房事後腰膝酸軟，舌淡紅，

苔薄白，脈細。精液檢查示：量 2.2ml，液

化時間 60 分鐘，精子計數 14.2×10
6
/ml，

活率 33％，性激素等其他相關生化檢查均為

陰性。證屬本型以強精煎化裁，配以中成藥

金匱腎氣丸，8粒，3次/日，4月 3日復診

精液提示精液量 3.6ml，液化時間＜30 分

鐘，精子計數 28×10
6
/ml，活率 56％，並告

知其妻已懷孕近 1月。 

按：在治療此證型的病人時，戚老師強

調不可一味地用溫陽藥，因為此類藥偏溫偏

燥，溫補腎陽太過反竭其精，導致陰陽失

調；宜補陽同時不忘陰中求陽，正如張景嶽

所說：“善補陽者必于陰中求陽”，故方中

宜加用滋陰之品，以平補陰陽，使陰生陽

長，從而增強治療效果。 

2.2 精血兩虛，益精養血以生精 

本證多為飲食不節，營養不良；或脾虛

不能健運，水穀精微不能化生為血，精血同

源，血不能生精；或縱欲妄為，耗傷腎精而

致。症見頭暈耳鳴，面色萎黃，神疲肢倦，

記憶力減退，性欲淡漠，舌淡，苔薄白，脈

濡。方選七寶美髯丹加減：制首烏 15g、茯

苓 10g、懷牛膝 10g、當歸 10g、枸杞 15g、

菟絲子 10g、補骨脂 10g、熟地 15g、肉蓯蓉

10g、山茱萸 10g、大棗 10g。氣虛者加黨參

10g、黃芪 15g、白術 10g；氣滯者加川楝子

10g、制香附 10g、柴胡 10g；血瘀者加丹參

15g、川牛膝 10g、莪術 10g；陽虛者加熟附

子（先煎）10g、肉桂（後下）10g、鹿角片

（先煎）10g。 

病例二：趙×，男，31 歲，2013 年 2

月 23 日初診，結婚兩年餘未生育。性生活

正常，精液常規檢查提示：精液量 1ml，精

子數 10×10
6
/ml，活率 10%，活力弱，有大

小頭畸形，西藥等治療未效。平素易頭暈目

眩，神疲肢倦，腰脊酸楚。外生殖器檢查陰

莖、輸精管、睾丸、附睾無明顯異常。舌苔

薄白，舌質淡紅，脈濡。治擬益精養血，七寶

美髯丹加減。3 月 16 日復診，精液常規顯示精

子數14×10
6
/ml，精液量1.9ml，活率26%，畸

形率40%，上方續服。4月20日再診，精子計數

22×10
6
/ml，活率 48％，畸形率 18，已基本正

常。6月初告知其妻子已懷孕。 

2.3 氣滯血瘀，理氣活血以通精 

本證多為情志不暢，氣機不調，鬱滯不

通；手術，跌僕損傷，瘀血內結；或濕熱內

蘊，久而化瘀，下阻精竅，損傷精室而致。

症見陰囊、小腹及會陰滯脹或疼痛，陰囊下

墜，或青筋暴露，觸之成團，精索增粗，附

睾腫大，觸之疼痛，舌黯紅或有瘀斑，苔薄

白，脈澀。方選戚老師自擬通精煎加減：三

棱 10g、莪術 10g、丹參 10g、川牛膝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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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 10g、生牡蠣 30g（先煎）當尾歸 10g、

黃芪 15g、甘草 10g；氣虛者黨參 10g、山藥

10g、白術 10g；陰虛者加生地 10g、天麥冬

各 10g、鱉甲 10g；腎虛者加枸杞 10g、淫羊

霍 15，肉蓯蓉 15g。 

病例三：陳某，男，29 歲，2013 年 3

月 16 日初診，結婚 2 年未生育。自訴長時

間站立或行走後，睾丸有墜痛感，性生活時

精液色微黃，量少，查：第二性征發育良好，

雙側睾丸約 15ml，左側質地偏軟，雙側附睾

未發現異常，左側精索靜脈 II°曲張。精液

常規示精子數 12×10
6
/ml，活率 21%，其中

A 級 16%，B 級 5%，少量白細胞。舌偏暗，

邊有齒痕，苔薄白，脈細，治以活血通精，

自擬通精煎加減，4月 6日復診，精液常規

顯示精子數 18×10
6
/ml，活率 45%，其中 A

級 33%，B 級 12%，效不更方，上方續服。6

月 8日再診，精子計數 38×10
6
/ml，活率 59

％。一月後告知其妻子已懷孕。 

按：因精血同源，故精室瘀滯，精瘀血亦瘀，

血活精自通，方中不僅用些活血通精藥，又用黃

芪意在血靠氣運行，氣行則血行，精血運動不

滯，生命活力才能正常運行，佐疏肝理氣之柴

胡，有延長精子活力之效。 

2.4 精室濕熱，清熱除濕以滌精 

本證多為濕熱毒邪由外入侵；或嗜食肥

甘，辛辣炙灼，濕熱內生，阻于下焦，留滯

精室。症見婚後不育，少精子或伴有膿細

胞，口苦乏味，小腹及會陰部滯脹不適，小

便混濁，餘瀝不盡，陰囊濕癢，舌紅，苔黃

膩，脈滑。方選戚老師自擬方清精煎加減：

粉萆解 15g、車前子（包煎）15g、黃柏 10g、

知母 10g、柴胡 10g、制大黃 10g、紅藤 10g、

白花蛇舌草 15g、丹皮 10g、苡仁 30g、碧玉

散 20g、氣滯者加川楝子 10g、枳殼 10g；血

瘀者加川牛膝 15g、三棱 10g、莪術 10g。 

病例四：方某，男，30 歲，2013 年 5

月 11 日初診，結婚 1年半，同居 2年未育。

自訴會陰部及小腹墜脹不適，小便時有混

濁，餘瀝不盡，伴口苦，精液常規示精液色

微黃，量 2.0ml，精子數 12×10
6
/ml，活率

33%，其中 A級 20%，B級 13%，白細胞少量。

查支原體示陽性，舌紅，苔薄黃膩，脈細，

治以清利濕熱，自擬清精煎加減，加阿奇黴

素一併治療，療程為 7天，並囑病人同房時

採用避孕套，以防止互相傳染，5月 25日復

診，查精液常規顯示精子數 22×10
6
/ml，活

率 52%，支原體轉陰。一月後病人電話告之

其妻子已懷孕。 

按：對於因生殖道感染引起的少精子

症，用上方療效明顯，一般配合阿奇黴素等

抗生素治療效果更好，單純的西藥治療效果

不佳，中西醫並舉，收效良好。 

3.討論 

根據 WHO 進行的國際性調查及研究成

果，將少精症界定為精子密度低於 20×

10
6
/ml，但它不是獨立的疾病，而是許多疾

病和因素造成的一個結果，目前引起少精子

症的肯定病因有：精索靜脈曲張，免疫因

素，染色體異常，隱睾，生殖道感染，內分

泌疾病，理化因素及藥物，營養狀況及全身

性疾病等。因此戚老師對於不育症，提出需

“辨病、辯因、辯證”治療，強調在按中醫

辨證施治的同時，要注意根據不同的病因而

採取相應的治療。在此僅舉數例，以供吾輩

學習。 

------------------------------------------------------------------------------ 
 
 

戚廣崇治療男性不育症的診療特色淺述 

潘明 1  囤榮梁 2  樊海山 2  莊國明 2 

（1上海市閔行區中心醫院；2上海市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戚廣崇教授，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 中西醫結合醫院主任醫師，全國著名中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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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專家，現任中華中醫藥學會男科分會主任

委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男科學會副主任委

員，國際中醫男科學會副主席，上海市中醫

藥學會性醫學分會主任委員等職。因在中醫

男科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被國務院授予享

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戚老師從事中醫男科

臨床與科研近四十載，學驗俱豐，尤其在中

醫藥治療男性不育症方面造詣深厚。筆者有

幸入門並侍診其左右，親聆教誨，受益良多，

現將學習體會歸納如下，以飧同道。 

1.男性不育，當以扶助陽氣為主。 

 1.1 從傳統文化的角度，男子應具備陽

剛之氣。 

《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所

謂的“道”，即為規律。因此，凡天下之男

子皆有乾之氣；天下之女子皆有坤之氣。乾，

即為天，屬陽；坤，即為地，屬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男性在自然界中既然歸於

“陽”的屬性，就理應具備運動、向上、剛

強不屈、心胸開闊等特質。這在男性生殖方

面也有所體現。譬如精子的生成，生生不息；

精子的運動，向前不止。臨床上，部分無精

子症、少精症、弱精症患者確實存在陽氣匱

乏的情況。 

 1.2 從祖國醫學的角度，男子以氣為

本，以腎為先天 

《素問》：“（丈夫）二八，腎氣盛，天

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因

此，腎氣的充盛與否，與男性生殖器官的發

育，性功能的成熟與維持，以及生殖能力的

強弱密切相關。腎氣，從陰陽屬性，按其性

質、功能和作用趨勢，可分為腎陰和腎陽。

其中，能發揮推動、興奮、溫煦、化氣的屬

“陽”的功能，而發揮寧靜、成形、涼潤及

制約“陽”的作用的，則屬於“陰”的功能。

腎陰與腎陽對立統一，協調共濟，則腎氣沖

和暢達[1]。男性不育症的治療，應重視腎

中陽氣的培養。這是因為腎精的氣化、性興

奮以及腎氣對生殖功能的推動作用均屬於

“陽”的功能。 

1.3 溫潤扶陽，陰中求陽 

男性不育，當以扶助腎中陽氣為主。臨

床上，戚老師常用的溫陽藥有仙靈脾、肉蓯

蓉、鹿角片、鎖陽等溫潤之品，忌辛燥大熱

之品長期服用後出現傷陰耗氣之弊。此外，

在補益腎陽的同時，滋陰補腎之品如熟地、

當歸、黃精、制首烏常常配伍同用，以陰中

求陽。 

2.因時制宜 

戚老師認為，夏季炎熱，人易煩躁，心

生怨憤，由此肝火易生，出現頭暈、目赤、

視物不清、大便幹結等症狀。決明子，甘、

苦、鹹，微寒，入肝、腎、大腸經。有清肝

火、明目、通便、解暑的作用，在夏季使用

尤為適合。在寒冬季節，戚老師主張膏方或

食療進補。因男性不育屬於慢性病，病程較

長，因此以膏方進補尤為適宜。此外，戚老

師認為羊肉具有溫腎祛寒，補益精血的作

用。《金匱要略》中就有用當歸生薑羊肉湯

治療“腹中寒疝，虛勞不足”的記載。因此，

冬令時節，對於腎陽虧虛，精血不足的患者，

多建議以羊肉進行食療進補。 

3.顧及病人感受，注重湯藥的口味 

俗語有雲“良藥苦口利於病”。但戚老

師認為良藥未必盡苦。男性不育症作為慢性

病，因此需長期服藥，貴在堅持。如若湯藥

味苦難咽，短期之內當然可勉強應付了事，

但長此以往，必然對藥物心生厭惡，產生抵

觸情緒，甚則服藥時出現噁心嘔吐，影響食

欲和心情。戚老師繼承徐真老中醫的經驗，

常常在處方中加入大棗進行矯味。大棗作為

藥食兩用之品，入脾、胃二經，側重於益氣

補血。在男性不育症虛證的治療中，大棗的

使用也顧護到了後天脾胃，對疾病本身的康

復亦大有裨益。湯藥口味的改善，考慮到了

病人切身的感受，也是“醫者仁心”的一種

體現。 

 

4.用藥特色簡介 

4.1 善用血肉有情之品 

《素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葉

天士有雲：“血肉有情，栽培身內之精血”。

男性不育症治療中，戚老師對血肉有情之品

的選用，主入肝腎二經，味以鹹為主，主要

具有填髓生精，補益腎臟，常用藥物有鹿角

霜、龜板、桑螵蛸等。 

4.2 擅用蟲類藥 

戚老師認為蟲類藥中有補益作用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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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血肉有情之品”，如桑螵蛸、雄蠶蛾、

蛤蚧、海馬等。在男性不育症患者中，有微

量元素缺乏和性激素紊亂者，這類蟲類藥的

使用大概能起到補充微量元素，糾正激素紊

亂的作用。多數的蟲類藥如地鱉蟲、露蜂房

等具有搜剔絡脈的作用，對於不育症瘀血阻

絡者，可起到活血通絡，改善睾丸的血供與

微循環，從而促進生精功能的恢復，以及生

殖能力的提高。 

4.3 多用子藥 

根據“同氣相求”的原理，很多種子類

藥都具有補腎種子的作用，名方“五子衍宗

丸（覆盆子、車前子、枸杞子、菟絲子、五

味子）”便是例證。在男性不育症的治療中，

戚老師多用子藥，常用的滋腎藥有枸杞子、

沙苑子；溫腎藥有菟絲子、韭菜子。此外，

對於不育症伴有腎氣不固之遺精、滑精、早

洩等，戚老師則選經驗方固精煎（蓮子、五

味子、覆盆子、金櫻子等）進行化裁。 

戚老師擅長從臟腑、氣血對男性不育症

進行辨證論治[2]，臨床經驗豐富，治療效

果顯著。以上為筆者隨師學習的心得體會，

部分為戚老師口授的經驗，頗具特色，可供

同道參考。             （參考文獻略） 

 

 

 

 

淺談張永樹老師治療咳嗽病的臨床經驗 

陳少箴  林美玉 

（泉州市中醫院） 

    

 

筆者在臨床上看見形形色色，久治難愈

的咳嗽病人，在張老師手下可“妙手回

春”，由此深有感觸，現記錄張老師的一些

臨床醫案與大家互相交流。 

    病案一：王某，男，晉江市陳埭人，74

歲，退休在家。咳嗽反復發作近一年，無痰，

渴喜熱飲，納少，寐安，大便調，小便 2次

/晚，舌紅無苔脈弦數，辨證肝氣橫逆，木

火刑金，治法：理氣疏肝，宣肺止咳，擬方：

1、枳實 15g，柴胡 6g,，生芍 15g，桑葉 15g，

北杏 15g，半夏 6g，陳皮 6g； 2、胡桃 10

粒，麥芽 6g。煎湯一天一劑分兩次服用。分

析：張老師考慮外邪傳經入裏，氣機為之鬱

遏，不得疏泄，導致陽氣內鬱，用“四逆散”

加減，其中柴胡入肝經，升發陽氣，疏肝解

鬱，透邪外出；白芍斂陰養血柔肝為臣藥，

與柴胡合用，以補養肝血，條達肝氣，即可

升散又無耗傷陰氣；枳實理氣解鬱，渴喜熱

飲加用桑葉以輕清宣肺搜風止咳；半夏燥濕

化痰；陳皮理氣化痰。服用 3劑後，王某久

治難愈的咳嗽減。在王某疾病治療的第一階

段張老師根據患者年齡，生活習慣，性格，

臨床症狀，體征，仔細詢問病史，綜合各種

因素，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進行中肯的辨

證論治。 

復診：咳嗽日久，咳而氣短，納可，寐

安，大便調，小便調。張老師用制龜板 24g +

太子參 24g，蛤蚧壹對+高麗參 6g燉服，藥

後，王某咳嗽除。分析：蛤蚧能益腎補氣，

納氣定喘，蛤蚧尾平喘功效更強，高麗參補

心補氣。制龜板滋陰補腎，太子參滋陰補

氣。疾病治療的第二階段張老師根據疾病變

化，靈活採用不同的治療方案，進行有針對

性治療，促進身體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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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案二：周某，女，惠安縣黃塘鎮人，

2 歲 10 個月，其母代訴：咳嗽日間甚近 8

個月，流涕，涕稠，易汗出，納差，大便 1

次/天，時幹時稀，寐差，舌淡紅，苔薄白，

指紋淡清氣關，辨證：外感風邪。治法：搜

風，消食，解毒，安神，鎮咳化痰。擬方:

“八仙方”加減，防風 6g，茯苓 12g，金蟬

十隻，雙鉤藤 6g，山楂 6g，六神曲 9g，蠶

沙 12g，麥芽 9g，鳳凰退 6g，制半夏 4g；

分析:茯苓健脾利濕安神；雙鉤藤鎮驚安

神，熄風止痙，蟬衣，蠶衣，疏風清熱，熄

風止痙，與鉤藤共用起清熱平肝之效，山

楂，建曲，麥芽，健脾利濕，消食導滯，共

為佐使藥，致大便調，加用鳳凰退以宣肺，

半夏以燥濕化痰。服用 5劑後，患者無咳嗽，

咳痰，無流涕，寐安，納可，大便調，療效

明顯。張老師善於分析總結，觀察幼兒指紋

顏色變化，吸取民間驗方、偏方，靈活準確

應用到臨床取得明顯療效。 

    在一些久治不愈的咳嗽中，張老師還善

用黃精，黃精味甘，性平，歸脾，肺經，能

補脾，益精，潤肺，多用於病後虛損，陰虛

勞嗽治療，臨床運用得當，能達到“四兩撥

千金”效果。 

 

 
 
 
 
 
 
 
 

清清香的外治理論與臨床探討 

周來興   周藝   陳仰東   

（福建省永春縣中醫院 福建省廈門市中醫院） 

 

 

 

1、理論源流 

中藥外用是以中醫整體觀念和經絡學

說為理論指導，是“內病外治”的具體應

用。芳香的中藥外用可以通過皮膚、黏膜吸

收，是中藥外用的重要理論基礎。吳師機雲

“病先從皮毛入，藥即可由此進”。
[1]
《內

經》雲：“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

毛”、“外治不由臟腑，卻直達臟腑，尤貴

能識臟腑。”指出外邪多由肌表、口鼻侵

襲，藥物可以通過皮膚、口鼻吸收，並且藥

效可作用於臟腑，而達到治病的目的。 

香熏在我國自古有之，它是一種原始祛

病方法。如馬王堆漢墓出土一批香囊、熏

爐，內有辛夷、佩蘭、花椒、肉桂等芳香類

的藥物，這些都說明了當時即有用芳香藥防

治疾病，辟穢消毒、清潔環境的風俗習慣。

香熏療法在運用過程中不斷得到完善充

實，並一直流傳至今，例如端午節時用艾

葉、菖蒲等草藥掛在門邊或進行燃燒，其煙

霧就有殺蟲毒、避濁氣的作用。在清代宮廷

秘方就有“避穢香”防治天花的記載。 

如今芳香療法不但在現代生活中是一

種時尚，而且是防病治病與保健的一種自然

療法。現代中醫將西方的芳香療法與中醫的

香熏療法相結合，將氣味芳香的藥物，如丁

香、藿香、白芷、麝香等，製成適當的劑型。

因這些藥具有辛香走竄可解表散邪，芳香化

濕以健脾開胃，芳香理氣活血止痛，芳香辟

穢善開竅醒神的功能，可作用於全身或局部

以防治疾病的方法，以“簡、便、廉、驗”

的特點，足以彌補內服藥之不足，可廣泛地

應用於臨床。防感冒的“清清香”及香囊正

是運用了這技術，把古老的中醫傳統與現代

生活相結合，即可以防病治病，又能沁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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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舒暢心情，疏通氣血，調和陰陽，達到

保健的作用。如“甲流”中醫藥預防方案

[2009 年版]中就有用香熏法作為預防“甲

流”的一種外用方法。 

2、現代研究 

香，古今都是運用辛香與芳香的中草藥

為主要原料配製而成的。古人雲：“氣血聞

香則行，香善走，透達經絡臟腑而無所不

達”、“百病皆生於氣”、“辛走氣”，所

以它可用外熏煙霧令空氣產生陣陣清香，淨

化空氣，通過嗅覺和觸覺反應恢復身體的精

神平衡，達到防病保健的目的。現代研究
[2]

表明，芳香中藥大都含有揮發油成分，經離

體和動物模型試驗證實揮發油具有促滲作

用，提高藥物在細胞內的滲透性。醫學研究

還認為，嗅神經是大腦發出的第一對腦神

經，神經纖維通過很薄的一層篩板分佈在鼻

黏膜上，且鼻黏膜下血供豐富，黏膜上的纖

毛可增加藥物吸收的有效面積，使藥物迅速

入血。而且芳香氣味分子通過呼吸道黏膜吸

收後，能促進人體免疫球蛋白的產生，提高

人體的抵抗力；氣味分子還能刺激人體嗅覺

細胞，通過大腦皮質的興奮抑制活動，調節

全身新陳代謝，平衡植物神經功能，達到生

理和心理功能的相對穩定，身心健康。如據

福建醫科大學研究報告：烏沉香的吸入對呼

吸道具有保健功效；有抗 I型變態反應的作

用；無毒，且有益健康；對過敏性疾病有預

防作用；經福建省衛生防疫站檢測證實，該

香能有效消亡空氣中的自然菌，淨化空氣，

改善環境。同時芳香中草藥大多含有辛味。

有關藥理研究表明
[3]
：辛味藥的發散解表作

用，主要表現在解熱、抗菌、抗病毒及協助

發汗等方面；辛味藥行氣作用，主要表現在

對消化功能的雙向調節作用，既抑制胃腸運

動。又有興奮胃腸運動；辛味藥的活血作

用，主要表現在血液循環系統方面；辛味藥

的開竅作用與其能興奮和抑制中樞神經系

統有關。再者，辛入肺走氣，開通玄府，調

節氣機升降通道，以利解表驅邪。辛能散能

行，能潤能溫，既通且補，具有驅邪扶正治

病作用。經現代研究，進一步說明清清香的

防病治病作用。 

3、臨床應用 

以理論源流和現代研究，為臨床應用提

供理論依據。“清清香”以此選用以黃花

條、水薊草等芳香的中草藥為主，按制香的

工藝配製而成。其香味清純持久，不但清新

空氣，芳香辟穢，驅邪殺菌，而且健脾開胃，

提神醒腦，消除疲勞，提高工作學習效率的

功能。方中黃花條氣味芳香，性辛微寒苦，

能清熱解毒。現代藥理研究顯示有抗病毒和

抗菌的作用，菊花辛微苦寒，疏風清熱解

表，現代藥理對葡萄球菌、鏈球菌、流感病

毒等抑制作用，有防治“流感”的功效。多

年來我們應用於臨床，對感冒、時行感冒（流

感）、慢性疲勞綜合征等臨床觀察有防治作

用。應用方法：在房間或室內，點燃清清香，

每日 2次，每次 1—3支。經臨床療效觀察，

清清香治療風熱型感冒 132 例，治療組清清

香外熏加內服三九感冒靈顆粒與對照組口

服三九感冒靈顆粒療效對比（總有效率

92.4%與 78.1%）有顯著差別，治療組優於對

照組。該論文於 2010 年發表在《福建中醫

藥》第三期，並獲科技進步獎。對清清香治

療時行感冒（流感）45例療效觀察，總有效

率為 88.9%，在流感流行期間，用清清香點

燃在教室及人群集中地方，發現易感人群明

顯減少，進一步顯示清清香既能治病又有預

防的作用，本文於 2010 年刊登在十二屆中

國科協年會 22 分會場“中醫藥在重大衛生

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論壇論文集”中 225—

226 頁。用於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 38例，顯

效率達 78.9%，同時對各種疲勞症狀消除減

輕均有顯著療效，尤其對頭痛，睡眠紊亂有

較好療效，該論文於 2009 年發表在《福建

中醫藥》第二期 59頁。 

4、實驗報告 

清清香在實際中做了如下實驗： 

實驗 1：在感冒發病流行的秋冬之間，

選兩組 8戶人口在 3-5 人的家庭，其中已有

2 戶人家中有感冒患者，進行了熏煙對比觀

察，一組 8戶家庭採用本發明藥香，另一組

8 戶家庭不採取本措施。熏香時基本保證家

中有人，熏香時間在 30分鐘連續熏香五天。

十天后觀察發現經常熏香本發明的一組家

庭中，有兩戶家庭中各有一位年齡較大者感

染了流感，但症狀較輕。其中六家均未出現



 

 112 

感染“流感”的病人，而未採取本措施的一

組，各家都出現 2-3 人有不同程度的感冒症

狀出現。 

實驗 2：永春石鼓一所小學三年級一

班，因發生“流感”十多人，後採用本發明

藥香進行教室內熏香空氣消毒連續達七

天，觀察十位患“流感”的學生，症狀明顯

減輕，全班還有 20多學生無被傳染上。 

5、探討 

清清香依據理論源流和現代研究，選用

以黃花條、水薊草等芳香中草藥為主要原

料，按制香的工藝配製而成，具有香味清純

持久、清新空氣、驅邪殺菌、健脾開胃、芳

香避穢、消除疲勞等功效，經臨床應用，治

療感冒總有效率 92.4%，時行感冒 88.9%，

慢性疲勞綜合征 78.4%，進一步證實清清香

即有治病又有防病的作用。具有“簡、便、

廉、驗”，無副作用，可免受服藥之苦的特

點，又能彌補內服藥之不足，是保健防病治

病理想之香。尤其在當今空氣易感染及人群

處於亞健康情況下，清清香可發揮較大作

用，特別在“甲流”等傳染病流行期間可作

防治，具有深遠意義，對香業的發展有廣闊

開發前景。今後還應廣泛開展大量的臨床研

究，使之更具有科學性、先進性和實用性。

使“香”由朝拜型向保健型轉化，為人類健

康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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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稼夫教授以大椎穴刺絡拔罐為主治療尋常痤瘡的 

臨床經驗 

黃志強  指導：蘇稼夫教授 

（泉州市中醫院針灸科）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08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採用大椎刺絡拔罐配合針刺背俞穴治

療尋常痤瘡患者 90例，男 39 例，女 51例;

年齡 18~30 歲;病程 7天-8 年。其中皮損分

度屬 1-2 度 33 例，3-4 度 45 例，5度 12例。

中醫辨證分型肺經風熱型 33 例，胃腸濕熱

型 22例，肝火型 35例。 

1.2  辨證分型  ①肺經風熱型:顏面

部散在粉刺，紅色丘疹，疼痛，伴有口渴，

大便秘結，舌質紅，苔薄黃，脈數。②胃腸

濕熱型:顏面皮膚油膩不適，較多紅色丘

疹，膿胞，結節，皮損紅腫疼痛，口臭，腹

脹，便秘，舌質紅，苔黃膩，脈濡或滑數。

③肝火型:失眠，顏面暗紅色丘疹，結節經

久不消，女子于月經前加重，可伴有月經不

調和痛經，經血色暗有塊，口幹口苦，小便

黃，舌質暗紅，苔薄紅，脈弦細澀。 

1.3  分度標準
[1]
  主要根據皮損類型

與皮損數量分為 5度。1度:僅在仔細觀察時

發現少量散在分佈粉刺或丘疹。2度:粉刺及

小丘疹累及約 1/4 的面部皮膚，但可見少量

膿胞或較大突出的丘疹。3度:小丘疹或大小

粉刺累及約 1/2 的面部皮膚，可見少量膿胞

或較大突出的丘疹，如皮損普遍較大，即使

受累面積不足 l/2，也評為此級。4度:丘疹

和(或)大的開放型的粉刺累及約3/4的面部

皮膚(若炎性皮損較大，受累面積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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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大量膿胞。5 度:皮損累及所有面部皮

膚，常可見大而明顯的膿胞，皮損炎性程度

重，可出現聚合型痤瘡。 

1.4  治療方法  

（1）、刺絡拔罐:獨取大椎穴。患者取

俯臥位，暴露背部，穴位常規消毒後用一次

性采血針點刺出血，而後用有刻度的抽氣罐

在穴位上拔罐，每穴使其出血10-20ml為度。 

（2）、針刺治療:肺經風熱型取肺俞;胃

腸濕熱型取胃俞;肝火型取肝俞。器械：華

佗牌毫針，規格：Φ0.30×40；常規消毒，

針刺用瀉法，不留針，強刺激約 5秒鐘即出

針。療程:隔 3日治療 1次，10 次為 l個療

程，療程間休息 5天，2個療程後評定療效。 

2  療效判斷標準
[2]
  治癒：皮損全部

消退，無新疹出現，僅遺留有色素沉著；顯

效：皮損消退 70％以上，新出皮疹少於 5

個；好轉：皮損消退 30％～69％，新出皮疹

少於 10個；無效：皮疹消退 29％以下或病

情無明顯變化甚至加重。 

3  結果  治療效果:90 例中治癒 59

例，占 65.6%;顯效 20例，占 22.2%;好轉 7

例，占 7.8%;無效 4 例，占 4.4%;總有效率

為 95.6%。 

4  體會 

蘇稼夫主任是福建中醫藥大學教授、碩

士生導師、全國第四批名老中醫之一,從事

針灸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 40餘載,在臨床

實踐中蘇老體會到儘管致病因素有七情、六

淫以及飲食勞倦等不同，但疾病發生的機制

是相同的，即由於氣血不通，外邪侵襲，邪

入經絡，則使經絡中的氣血運行不暢，病邪

通過經絡由表入裏，則出現臟腑病變，又因

氣血是臟腑功能活動的基礎，氣血不和則出

現臟腑病變，臟腑病變也可反映在相應的經

絡上，表現為經絡中的氣血運行不利。所以

說疾病的產生，皆由於氣血不通。他探索出

“以通為用”的治療理念，通則可引邪外

出，使經絡通暢、氣血調和，諸疾自愈。中

醫學認為痤瘡的發病主要與肺、脾胃、氣血

密切相關，可由於肺經風熱，薰蒸顏面發於

肌膚而致;或沖任不調，經血不暢，氣血痕

滯外發于肌膚而成。《醫宗金鑒》雲：“此

證由肺經血熱而成，每發生於面鼻，起啐疙

瘩，形如黍屑，色赤腫痛，破出粉汁”。在

痤瘡發病過程中，素體血分熱盛，陰陽失調

是其根本，飲食不節，外邪侵襲等因素是其

致病條件。在治療痤瘡上，以蘇稼夫主任醫

師“以通為用”的學術思想為指導，以大椎

刺絡放血為主，強調一個通字，拔罐出血量

要大，這是蘇稼夫教授治療尋常痤瘡最主要

的經驗，大椎穴為督脈經穴，又為諸陽之

會，是清熱之要穴，刺絡放血，並輔以拔罐，

可清瀉諸陽經氣血之熱，而達活血化瘀解毒

之功效。配合背俞穴針刺治療疏通經絡，通

調臟腑氣血。配以肝俞、肺俞、胃俞刺絡撥

罐可調節整體臟腑功能。因肺主皮毛，肺俞

是肺經脊腧穴，通過刺絡撥罐可清泄肺熱，

以利皮毛。肝主疏泄，刺之以協助大椎、肺

腧共奏清除體內之瘀熱之效。在治療過程過

程中能按時起居，飲食能較好配合控制，情

緒穩定者效果均較好；出現無效病例，追問

生活及飲食情況，均不能較好忌口，熬夜、

暴飲暴食、食用辛辣等，故在治療尋常痤瘡

過程中為取得較好療效，爭取患者配合對治

療亦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尋常痤瘡稱“粉

刺”、“青春痘”，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

症而致的皮膚科常見疾病，多見於青春期男

女。其中女性多於男性。西醫認為痤瘡與遺

傳因素、內分泌、飲食習慣，情緒有關，皮

脂腺分泌過多，毛囊口角化，皮膚化妝品使

用不當而致毛囊堵塞，金葡萄及多種厭氧菌

感染而致。中醫以大椎較大量刺絡拔罐放血

為主要方法配合背俞穴針刺治療尋常痤瘡

能起到內外兼修、標本兼治之功。 

 

參考文獻：略 

------------------------------------------------------------------------------ 

 

為醫求知五字訣：勤思集傳和 

——師從承門親傳弟子留章傑、陳應龍、黃宗勗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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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樹 

（泉州市中醫院） 

 

筆者有幸自 1961 年起跨入杏林，先後

師從承公在福建親傳弟子留、陳、黃三位大

師。承淡安是我國針壇宗師，近代中醫針灸

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學術體系和獨特的手

技，是總結清以後針灸事業淩替近乎消亡的

情況下，奮起直追的劫後重生艱難局面的重

要內容。承公開創針灸教育先河；開創中醫

史上辦雜誌先河；開創針灸辦門診和病房先

河；開創近代全面整理、繼承編纂和譯著針

灸專業書籍的先河，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以他

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弟子。 

筆者有幸拜過許多名家為師：蔡友敬、張

志豪、曾滄海、伍德賢、陳竹友、阮傳發。但

就專業而言，最直接的還是留章傑(1911-1990)

泉州市中醫院；陳應龍(1902-1993)廈門市中

醫院；黃宗勗(1912-2001)福建中醫學院。他

們學識淵博，親和善誘，筆耕不輟，手技卓絕，

待弟子如親人。他們言傳身教，傳承不息，使

我在為醫求知的五十三年間留下太多的心

得、體會和感悟。現一一道來和各位分享。總

的來說可從勤、思、集、傳、和五個方面來談。 

1.勤 

蔡友敬老師在和我們閒談時，曾因我們

已年近四十，參加全國錄用萬名非公有制人

員到全民單位工作備考，大家感到記憶大不

如前，唸過的東西老記不住，向他抱怨。他

說：“記不住，再唸。”“再唸”兩個字道

出“勤補拙”的意義，重複就是記憶。 

留師在向我們談學習中醫經典的方法

時，他說：“你現在如還沒有讀懂（中醫經

典著作），不要急於馬上懂。讀十遍以後你

讀也不甚難了。”注①“再讀”也是這

“勤”的意思。 

“熟讀王叔和，不如見證多”說的是作

為醫者要抓住每個臨證機會。有時出差回家

已經半夜了，明早照樣上班；家裏有事，除

非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輕易脫崗，抓緊一切機

會臨證，見多識廣嘛。再如聽講座，幾乎每

講都到場聆聽。這也是勤。“醫家功夫在醫

外”除了抓緊時間多讀經典多讀專業的書

外，我提倡雜看、有的粗看、有的細看、有

的流覽，還是見多識廣。“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中知人事”。只知四診八綱不行，“風

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關心”。 

勤寫、勤記、勤筆錄。“好記憶不如爛

筆頭”，“腦袋想的，眼睛看的，耳朵聽的，

嘴巴講的都是無形的，白紙黑字，影像資料

才是永久的。要養成病案書寫及時規範，心

得體會如實、客觀、有深度廣度。 

勤練基本功，“掌握絕技，攻克難

關”。中醫在某個意義上來說是功夫科學，

實踐性特強，“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靠

的是勤練。這裏要強調的是要練表達能力

（語言和文字），要有讓外行人聽懂內行話

的功夫。 

2.思 

勤和苦是相連續的。苦幹還要加巧幹。

熟能生巧，善思也能生巧。觀察、分析、找

出規律性的東西，找出“人無我有，人有我

優”的診治方法，這是思路。思路是人才競

爭的關鍵。 

我有個保留題目：智慧養生，也就是科學

的辦法，以“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病後康

復”。闡述中醫養生要點。目標是健壽慧，除

了健康長壽外，還要智慧、理性。“用腦袋踢

球”指的就是用體力和技巧去取勝。為醫者更

要用心思考，找到最佳思路。不可過度養生，

誤導養生，敗壞中醫養生的名聲。 

思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堅守中醫的

思維，現代中醫必須掌握西醫的診治手段，

舍此不能自立於社會，不能保護自己。從司

法角度上來說，法醫是以現代醫學為依據

的。但我們不能忘記姓“中”，做鐵杆中

醫。舍此就會失去中醫的特色和優勢，只能

愧對前人，愧對後代。 

在勤學苦練的同時，不能只做學富五車

的圖書館。要消化、吸收知識養分，既要堅

守常理、常規，又要因人、時、地，知常達

變，有時要換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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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行醫

三年方知天下無方可用”，實踐是檢驗真理

的唯一標準，必須從前輩臨床實踐中的經驗

教訓中結合不同人群，不同時段，不同地

域，創新發揚之。留、陳、黃三位大師的從

醫實踐有著太多案例說明這一點。 

3.集 

集納綜合積累學習心得，臨證資料，分門別

類加以整理。在現代社會加上影像視頻、複印掃

描會帶來十分的方便。可是不少業內人士不屑此

舉，任憑可貴的資料，白紙黑字、照片散失無存，

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須知有些時候沉默的

資料是會說話的。 

久積的看似無用廢品，經過分析整理得

出的規律性、結論性的意見是會突破科研的

指標，是會有證偽的效應。 

有些看似古舊的紙張、照片經過比對會

有巨大的指導意義。 

先師留章傑珍藏的豐富的藏書、著述、

臨床筆記、醫案醫話，文革遭抄家批鬥時付

之一炬，令他痛心不已。後來他作詩：不學

神仙采茯苓，自將裁紙補醫經。十年浩劫後

留師以驚人的毅力，整理出不少資料，雖不

足以補萬一，仍是十分可貴。 

1984 年 4 月我們秉承承淡安公開創中

醫辦雜誌的先河，創辦了《針灸界》內部刊

物，除了交流學術、溝通針界資訊外，還把

針灸界進展、成績、爭鳴資訊刊登，嚴格遵

循“人、時、地、事”四個元素齊全的規舉。

成了一份不可取代的小史書，30年時間不長，

隨著時間的推移，日顯其集納的重要性。 

1990 年留師因病仙逝，筆者花了兩年時

間，為老師編撰了一冊紀念文集，集納了他

生前身後哀榮錄，圖文並茂，既是一種懷

念，也有其學術價值，為研究留師提供了一

份素材。注② 

4.傳 

傳承是中醫藥教育的主要途徑，幾千年

來都是師徒相授傳承技藝，現在雖然有大量

中醫院校，實行見習、實習。但授徒的傳承

方法仍是不斷在創新延續。 

對於中醫藥專業來說人才培養是關

鍵，後繼無術，和後繼無人一樣是可怕的，

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年輕一代的中醫如何繼

承中醫的理論和實踐。1983 年泉州市中醫院

遷到南門新址。當年教師節福建中醫學院院

長俞長榮教授，前來看望帶教老師。他語心

重長地對我們說：“你們現帶的學生都是未

來中醫藥界的當權派，要把中醫思維的方法

教給他們。”前幾年全國兩會期間有識之士

呼籲：中醫藥院校再也不能培養那些連中醫

思維都不具備的博士、碩士、學士了。有人

評曰：不是中醫不行，是學中醫的人不行！ 

留師對傳承工作也是十分重視，此次申

報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在搜集、整理留

師所帶學生的譜系時，發現他桃李滿天下，

既有海內外，又有境內外的。1987 年福建中

醫學院和華僑大學聯合開辦國際針灸培訓

中心時共有來自法、加拿大、新加坡、澳門、

泰國、新加坡的學員，留師不顧年事已高，

既擔任教學又參加臨床帶教。 

1979 年－1980 年，省衛生廳為了發展

針灸事業，把繼承留、陳兩位老前輩學術思

想和學習經典相結合舉辦了省針灸進修

班：泉州班（留師為主），廈門班（陳師為

主），學制一年。來自全省各市縣約 100 人

參加了學習。在針灸人才青黃不接時解了燃

眉之急。 

1981 年－1982 年福建中醫學院舉辦針

灸師資班，黃宗勗教授主持教學，為其後該

學院針灸專業的開辦作了師資隊伍的準

備，也稱是一次正規人才培訓。 

1988 年 1月省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陳

應龍老師與筆者聯合寫了“加強針灸人才

的培養與管理”的提案。就現有針灸隊伍培

訓；針灸一線人員職稱問題；院校針灸專業

畢業的專業人才改行問題提出意見。得到重

視，並採取措施，並見成效。 

《中國針灸》創刊卅周年，筆者撰寫了

“人才梯隊的培育是針灸事業傳承和創新

的關鍵”是我的心聲。注③ 

令我感恩的黃師一再來函要赴榕參加

該班學習，因工作安排一再婉拒。黃師出於

對我栽培心切，直接致函市衛生局領導指名

要筆者參加該班學習。最後在開班後一個月

我才到校。 

5.和 

和舟共濟，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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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班人同心幹是真本領，替別人著

想是高學問，人品好是高學位。 

中醫是短線，針灸是短線中的短線。要

相互支持，不要相欺相侮，學術觀點可以不

同，但要做到和而不同。 

和則兩利、和則雙贏。互相多看對方的

優點，是團結的基礎。在留師帶領下，泉州

針灸界同道一直保持和衷和諧，團結互助的

氛圍，體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團隊精神。在

團結問題上，年長的、年資高的、職務高的、

職稱高的、本地工作的同志負有更大的責

任。一個針灸團隊和每個個體就象“經不舍

穴，穴不離經”一樣，陰陽互配，氣通血調，

配穴合理，手法和順就能取效。 

無論從事何種專業都必須用心去做，四

診合參，問為重，要十分耐心瞭解病情的全

過程，陳應龍老師題寫給的墨寶：願將人病

為己病，求得他生是我生。醫學不是萬能

的，醫生不是神仙。但面對病患我們必須認

真負責，和善相待，大醫精誠。要做合格的

醫生，先要做人，我們服務的物件是病的

人，是人的病，要善待病人，善待同行。 

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溝通聯絡是達到和

諧共進的捷徑。留、陳兩位大師同為承門弟

子，通過 1980 年辦省針灸進修班進一步密

切了聯繫，留師賦詩贈陳師： 

“吾道不孤水一方，知君劫後來他鄉 

安居仁宅烹茶試，長向杏林掃葉忙。 

同此金針磨仔細，相看白髮不商量。 

與君何事可堪慰？好是晚晴無炎

涼！”注④ 

黃宗勗大師得知我們擬為留師編專

集，筆者也擬彙編論文集，先後撰寫了兩篇

序言，足見其心誠，玉成之舉重。 

1990 年 1月留師逝世，陳師、黃師第一

時間發來唁電以示哀悼。注④ 

溝通是多元的，全方位的。師生之間、

同道之間、新老之間、海內海外、中西醫之

間，都可有不同形式的溝通。老年人不要老

泡在老人之家，也要和年輕人在一起，聽聽

他們的心聲，感受時代新氣息。 

結語： 

老師們隨著歲月的推移不可避免告別

人生，但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是豐碩的，這

點心得雖不足表達我的收穫，寫出來和同道

們分享。 

老中醫要做的三件事：一是要“立

言”，要有創建，有學術主張，有亮點的東

西；二是要做好“傳幫帶”，今天當好學

生，明天要為人師；三是要有傳人，才不會

使學術斷層，傳人不是要克隆一個自我，而

是要帶出一支團隊。注⑤ 

要完成這個歷史使命應該在勤思集傳

和幾方面下功夫。時代在前進，科學在發

展。人生易老天難老，矢志忠心做一個合格

的中醫人。 

寫幾句明志的感言和大家共勉： 

用心，用韌勁，用生命； 

做人，做學問，做事業。 

 

注： 

①《醫學資料選編》泉州市人民醫院編 1962

年 2 月  第 1 頁 

②《留章傑先生紀念文集》1992.4  

③《中國針灸》2011（增 1）；11 

④《留章傑先生紀念文集》1992.4 第 181 頁、

第 77 頁 

⑤《針灸界》2005.9.30（46）：39 

----------------------------------------------------------------------------- 

 

吳光烈老師驗案四則 

陳清華  黃振南 

（南安市美林溪洲村衛生所 南安市巨日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吳光烈老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老中

醫，他雖年近九旬，仍堅持每天上午為病人

服務。他精通經典醫方，博學多思，臨床遣

方用藥靈活善變，尤其對疑難雜症有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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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筆者有幸隨師學習，親聆教誨，受益

匪淺，現整理驗案四則以饗同道。 

1、偏頭風（偏頭痛） 

林某，女，32歲，工人。2008 年 10 月

15 日初診。 

患者左側面頰部劇烈疼痛，連及左目和

左上齒，陣發性疼痛，發作頻繁，痛如刀割，

痛時伴流淚、流涎，晝夜不安。曾在當地鄉

村醫生就診，口服去痛片、顱痛定，注射安

痛定等均無效，來院求治于吳老。患者表情

極為痛苦，左側面部不能觸摸，皮膚粗糙，

色素沉著。舌質淡紅、苔黃膩，脈浮弦。證

屬風邪阻滯經絡、氣血運行不暢。治宜祛風

通絡、活血止痛。處方： 

川芎 20 克，當歸 12 克，丹參 15 克，

白芍 15 克，柴胡 9 克，白芷 9 克，全蠍 9

克，地龍 6克，蜈蚣 2條，細辛 6克，羌活

9克，防風 6克，甘草 6克，地鱉蟲 6克。

水煎服，每日 1劑。 

服藥 3劑後，疼痛大減，精神好轉，飲

食增加，繼服 5劑，疼痛消失，隨訪半年未

見復發。 

按：本病屬中醫偏頭風、偏頭痛範圍。

根據中醫風善行而數變，頭為諸陽之會，為

髓海所在，五臟六腑之氣皆會於此之理論。

故外感時邪，臟腑內傷，均可發生頭痛。吳

老認為：由於風邪內容，瘀阻血脈，脈絡受

阻，造成不通則痛。方中重用川芎，取其辛

溫上行祛風止痛、活血化瘀之效；細辛、白

芷、羌活、防風、柴胡散風止痛，直達病所；

柴胡既和解少陽又作引經之用；丹參、白

芍、當歸行氣調經；全蠍、蜈蚣、地鱉蟲、

地龍辛溫，走竄之力最速，可搜風通絡、散

瘀止痛，內而臟腑，外而經絡，凡氣血凝聚

之處皆可用之；甘草解毒，又可調和諸藥。

全方共奏祛風通絡、活血止痛之功，故取得

良好結果。 

2、遺尿 

陳某，男，35歲，工人。2008 年 5 月 5

日初診。 

患遺尿已一年餘，屢治未效。近期來每

隔 2-3 夜均出現遺尿現象，白天一切正常。

食欲尚可，舌質淡紅、苔薄白、脈沉。證屬

腎氣不足，治宜溫補腎元，收斂固澀。處方： 

附子9克、黨參15克、五味子9克（打）、

肉桂 3克（另沖）、山茱萸 9克、金櫻肉 15

克、益智仁 9克、補骨脂 9克、內金 9克、

尿紙灰 3克（沖服）。水煎服，每日 1劑。 

連服 10 劑，遺尿不再復發。 

[按語]遺尿是指小便不能控制而自行

排出的一種病症，睡中遺尿、醒後方知稱為

睡中遺尿。本病多見於小兒，但也有見到成

人仍然遺尿。歷代醫學認為遺尿大都因虛，

《諸病源候論》說：“遺尿者，此為膀胱虛

寒不能約水故也。”戴思恭說：“睡著遺尿

者，此亦下元冷，小便不禁而然。”吳老謹

遵古訓，謂：睡中尿出者，是其素稟陰氣偏

盛、陽氣獨盛、膀胱與腎氣俱冷。總之，皆

因下元虧虛，固攝無權之故。方中山茱萸補

腎氣，治小便頻數；五味子斂肺滋腎、補虛

固脫，養五臟補元氣不足，收耗散精氣；金

櫻肉固精秘氣，治遺尿澀精氣；被骨脂溫陽

補腎理遺尿；附子、肉桂補下焦虛寒；雞內

金入脾肺治小便頻數；益智仁理元氣、補腎

虛、縮小便；黨參補中益氣；尿紙灰收斂固

澀，以氣治氣是自家療法。綜上諸藥，具有

溫補腎陽、收斂固澀、縮泉止遺之功。吳老

不但用本方治小兒及成人遺尿，而且老年人

小便頻數或失禁用之也屢收良效。 

附：尿紙灰制法：取竹粗紙放置于小兒

臀部處，俟遺尿浸濕紙張，然扣取起曬乾，

用火燃燒後急用碗或盆蓋密勿使炭化，待熱

氣退盡，取出為末，收儲備用。吳老雲：此

藥單味每用 3克。開水沖服，治療小兒遺尿

也頗有效。 

3、 失眠症 

陳某，男，27 歲。2008年 7 月 15 日初

診。 

患者失眠已將半年。發病前，因工作繁

忙，用腦過度，曾冥思苦索一夜未睡，嗣後

則日夜不眠，亦不呵欠。曾服中西藥物均未

見效而求治吳老。診見頭暈痛，口苦、舌質

紅、苔黃膩、脈弦數。證屬肝火亢盛、上沖

於心。治宜清肝瀉火、鎮心安神。方用自擬

清肝安神湯：夜交藤 15克，合歡皮 12克，

珍珠母 30克（先煎），川連 9克，膽草 9克，

川芎 9 克，白芷 9 克，郁金 12 克，甘草 6

克，龍齒 15 克（先煎）。水煎服，藥服 6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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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病癒，高興萬分。隨訪未再復發。 

按：失眠為臨床常見證之一，然治療實

屬棘手。由於病因不同，體質差異、病程久

暫等因素，失眠的精神程度也輕重不等。一

旦發生失眠，患者的精神容易緊張，情緒焦

慮，恐懼，求寢之心越切、越是床第輾轉難

眠，如此惡性循環，甚至通宵目不交睫，服

安眠藥初尚有效，常服則失靈。吳老認為本

案主要由於肝失條達、氣鬱化火所致，口

苦、舌紅、苔黃膩、脈弦數乃肝火之證。肝

火上擾清竅，故頭昏痛；肝火上擾心神，故

日夜不眠。治療時用自擬清肝安神湯，僅服

6 劑而愈。方中用膽草、川連大苦大寒清肝

之火；郁金、川芎疏肝之鬱；龍齒、珍珠母

平肝鎮心；夜交藤、合歡皮涼肝鎮靜安神；

白芷協川芎祛風止痛，甘草調和諸藥，標本

兼顧，藥證相合，故效如桴鼓。 

4、膽囊炎 

劉某，女，35歲，農民。2008 年 12 月

3 日初診。 

患者右上腹部經常脹痛已近 3個月，伴

低熱（37.5℃左右）、納差、厭油膩、噁心，

大便 2-3 天 1 次。患病後按胃痛治療，服中

藥 10 餘劑效，痛引肩背，伴畏冷發熱、嘔

吐胃內容物及黃水、口苦咽幹，求治于吳

老。診見：舌質紅、苔厚黃，脈弦滑數。體

檢：體溫 37.5℃，右上腹腹肌緊張，膽囊區

痛（+），肝脾未觸及。B超提示：膽囊壁厚

0.5cm，未見明顯強光點回聲。診斷為膽囊

火。證屬肝膽濕熱型，治宜疏肝利膽、清利

濕熱。處方： 

金錢草 25克，赤芍 15克，苡仁 15 克，

茵陳 15 克，白術 12克，川楝 12克，柴胡 9

克，大黃 15 克（後下），蒲黃 9 克，黃芩 9

克，青皮 9克，五靈脂 9克，枳殼 9克，雞

內金 9 克，膽草 6 克，木香 6 克（後下），

元明粉 12克（另沖）。水煎服，每日 1劑。 

服上方 3劑後，諸症減輕。藥已中病，

再守原方，繼服 6劑，低熱亦除，不再厭油

膩，食欲大增。一個月後，患者因其他事來

院，順告曰：服上方 9劑，諸證消失，一切

正常。為慎重起見，囑再行 B超檢查，膽囊

壁未見增厚。 

按：膽囊炎的病位在膽，主要病理變化

為肝膽氣滯、濕熱蘊結。雖然涉及肝膽脾胃

等臟器，但以肝膽為主，故吳老在治則上著

重以疏肝利膽、清利濕熱為法。方中柴胡、

枳殼、青皮、木香、川楝疏肝理氣，解肝膽

之鬱，最能條暢肝木，推陳致新以生氣血，

有助於肝膽功能的改善；蒲黃、五靈脂、赤

芍理氣行血而止痛，可明顯緩解平滑肌痙

攣，為痛引肩背必用之要藥；金錢草、茵陳、

黃芩、膽草能增加膽汁分泌，為利膽退黃之

聖藥，尤其是茵陳能消除殘存肝膽之病毒，

改善消化功能；大黃、元明粉蕩除積穢、清

熱利濕、活血化瘀；雞內金消石顧護脾胃；

苡仁、白術補脾利濕、增進食欲，且能產生

肝糖元，提高機體抗病能力，與苦寒之劑配

伍，可免礙胃這弊。諸藥合用，使肝氣疏、

濕熱去，則病自愈。

------------------------------------------------------------------------- 

 

吳光烈老師驗方治療蕁麻疹 50 例臨床體會 

林輝樑  吳盛榮 

（南安市中醫院） 

 

蕁麻疹為臨床常見的皮膚過敏性疾病，

反復發作，不易根除。筆者近 2年來運用國

家級名老中醫專家、南安市中醫院名譽院長

吳光烈主任醫師驗方桂芍湯治療蕁麻疹 50

例，經臨床治療取得了顯著療效。現簡介如

下： 

1、臨床資料 

本組50例均為門診病人，其中男28例，

女 22例；年齡最大者 55歲，最小者 4歲；

病程最短者 5天，最長者 2個月，病變部位

以四肢和軀幹為多。 

2、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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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藥：桂枝 9克，杭芍 12克，炙甘草 6

克，生薑 3克，大棗 6粒，防風 9克，蟬退

9克，生地 12克，赤芍 12 克，丹參 15克，

白蒺藜 10 克。水煎服，兒童減半，嬰幼兒

視機體狀況酌情加減：寒盛加附片，氣虛加

黨參、黃芪，失眠加夜交滕，風熱者加銀花、

連翹、薄荷，沖任不調者加柴胡、仙靈脾、

淫羊藿，飲食不節者加山楂、神曲，血瘀者

加紅花、益母草。治療期間應禁魚、蝦、蟹

等物，以免影響療效和復發。 

3、治療結果 

治療 50 例，服藥 3-5 劑痊癒 22例，5-8

劑痊癒 18例；8-10 劑痊癒 6例；10 劑以上

痊癒 4例。 

4、典型病例 

李某，女，30 歲，2010 年 4 月 5 日初

診，突發周身風疹塊，自認為是“過敏”，

而服用撲爾敏，苯海拉明及靜注葡萄糖酸

鈣，未見明顯改善症狀反而加重，要求服中

藥治療。症見：一身多處風團呈鮮紅色，大

小不等，形狀不規則，以腰部四肢多，時多

時少，此起彼伏，疼癢難忍，舌淡，苔黃白，

脈浮。處方：桂枝 9 克、杭芍 12 克、炙甘

草 6克、生薑 3克、大棗 6粒、防風 9克、

蟬退 9克、生地 12克、赤芍 12克、丹參 15

克、白蒺藜 10 克。服藥 3 劑後風團及全身

疼癢明顯好轉，藥已中病，囑按原方繼服 3

劑風團消失，諸症痊癒。 

5、體會 

蕁麻疹中醫稱“風疹塊”。主要成因吳

老認為由稟賦不足，氣血虛弱，衛氣不固，

外則於六淫之氣侵襲肌表而發病。桂枝能解

肌祛風，白芍酸苦，滋陰和營；二藥相伍，

和營之中有調衛之功，生薑辛溫，佐桂枝散

風解肌；大棗甘草、佐白芍養血營陰；甘草

以調陰陽；再加蟬退、防風、白蒺藜加強其

散風祛邪之功；生地、赤芍、丹參活血祛瘀；

取其“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理。諸

藥合用，共奏祛風散邪，和營活血之功，故

而收效迅速。 

 

吳光烈老中醫驗方舒肝利膽湯治療膽囊炎 

125 例臨床總結 
 

吳盛榮 1  陳春雷 1 吳一飄 2 

（1.南安市中醫院  2.南安市南僑醫院  ） 

 

 

吴光烈老中医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

作已将 70 载，精研岐黄，学验俱丰，造诣

精深，在临床上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方和

自创方。笔者自 2005 年 5月至 2010 年 6月

运用吴老验方舒肝利胆汤治疗胆囊炎 125

例，获得较满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本组 125 例，男 80例，女 45 例；年龄

最大者 60 岁，最小者 20岁；病程最短者 5

天，最长者为 1年；疗程最短为 8天，最长

为 32 天。临床主要症状和体征有：右上腹

部持续性疼痛、阵发性加剧，并向右肩背放

射，口苦咽干，纳呆和不同程度的发热、畏

寒、恶心，部分病例呕吐、黄疸；检查：右

上腹腹肌紧张，胆囊区压痛，个别病例可触

及肿大的胆囊：脉象多为弦滑或弦数，舌红

苔黄腻。B型超声波检查提示胆囊增大，胆

囊收缩功能减弱。 

2、治疗方法 

本组病例均采用吴老验方舒肝利胆汤

治疗。处方：金钱草 15克、茵陈 15克、柴

胡 6克、白芍 9克、枳壳 6克、木香 6克、

元胡索 9克、川楝子 9克、生大黄 9克（后

下）、鸡内金 9克、白术 9克、五灵脂 9克、

生蒲黄 6克、青皮 6克、黄芩 9克、龙胆草

6克、苡仁 15克、元胡粉 6克（另冲）。每

日 1剂，水煎分二次饭前服。随症加减，便

秘加生大黄、元明粉之量；热重加黄芩、胆

草之量；湿重加苡仁、白术之量；剧痛加五

灵脂、生蒲黄、白芍、川楝子之量；腹胀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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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枳壳、青皮、木香、柴胡之量；黄疸不

退加金钱草、茵陈、生大黄之量；呕逆加半

夏、竹茹；体质虚甚者加党参、黄芪；胆石

症加内金之量，再加冬葵子、急性子、王不

留行。 

3、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

经 B超探查胆囊收缩功能恢复正常者，为痊

愈；症状和体征有明显减轻，B超探查胆囊

收缩功能改善者，为好转；症状和体征无改

善者，为无效。 

3.2  治疗结果：痊愈者 85 例，好转者

35 例，无效者 5 例。总有效率为 96%。 

4、病案举例 

黄某，男，50 岁，工人。2008 年 5 月

21 日初诊。 

患者平素性情急躁易怒，曾有胃病史。

近日来，因家事不和，情志不畅，遂出现脘

胁胀痛，恶心、口苦，右上腹痛部疼痛，且

反射至肩背，舌苔黄腻，脉弦数，体温 38.5

℃。血常规：白细胞 12.3×109/L，中性 75%，

淋巴 20%，单核 5%。B 超探查提示为急性胆

囊炎。中医辨证为气郁化火，疏泄失常。治

以疏肝利胆，方用舒肝利胆汤治之。药味、

用量同上。每日一剂，水煎两次饭前服。23

日复诊，体温 37.5℃，症状减轻。嘱按原方

继服 3剂，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血常规：白

细胞 8.2×109/L ，中性 63%，淋巴 25%，嗜

酸性 12%。B 超复查胆囊收缩功能恢复正常。

随访年余，未见复发。 

5、体会 

本方系吴光烈老中医根据家传的验方

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而制定的，凡是由于肝

胆湿热、气滞瘀结而致的急性黄疸型肝炎、

胆囊炎、胆石症以及胰腺炎等确有良效。吴

老认为上述疾病，湿热蕴结、肝胆气滞是主

要原因之一。湿得热而益滞，热因湿而愈炽，

湿热互结，互为助长，又是本病发展的主要

根源，故治疗本病强调抓住湿热这一主要矛

盾，从方中不难看出是为清利湿热、理气化

瘀而设的。故方中大黄、元明粉荡除积秽，

泄热利胆，活血祛瘀，是排除病毒、消除炎

症之要药，且可通过利胆，以清除胆石；柴

胡、枳壳、青皮、木香疏肝理气，解肝胆之

郁，散肝胆之火，最能条畅肝木，推陈致新

以生气血，有助于肝胆功能的改善；金钱草、

茵陈、黄芩、龙胆草能增加胆汁分泌，为利

胆退黄之圣药，尤其是茵陈能消除残存肝胆

之病毒，改善消化功能，金钱草为排石之首

选，故二者用量应高于他药。白芍、元胡、

川楝子解痉缓急止痛功力宏大，可解除肝胆

剧痛的苦楚；五灵脂、生蒲黄理气行血散瘀

而止痛，可明显缓解平滑肌痉挛，为痛引肩

背必用之药；苡仁、白术补脾利湿，增进食

欲，与苦寒之剂配伍，可免害胃之弊；内金

消石顾护脾胃。如为胆结石则应益以冬葵子

性滑而下，王不留行性走而不守，急性子之

性急猛异常等特点，以迅速直达病所，协同

驱石外出。 

吴老说：本方为苦寒之剂，久服能伤脾

胃，宜中病则止，不可过服。如需长时间服

药，应适当加入顾护脾胃之品。 

------------------------------------------------------------------------------- 

 

 

運用吳光烈老師驗方治療坐骨神經痛 50 例體會 

李龍章 1  張志民 2 

（1.南安市成功醫院；2.南安市官橋藍橋村第四衛生室） 

 

 

吳光烈老師是我省著名老中醫專家，也

是全國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

津貼，從醫 70 截，博鑒醫書，精通醫理，

博採眾長。在臨床上取得了許多獨特的經驗

方。筆者近 3年來，運用吳老驗方“補腎通

絡湯”治療坐骨神經痛 50 例療效滿意。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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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如下： 

1、臨床資料 

本組 50 例均為門診患，男 18 例，女 12

例；年齡最大者 65歲，最小者 22 歲；其中

以 25-45 歲居多；病程最短者半年，最長者

12 年。全部病例直腿抬高試驗都有明顯壓痛

感。臨床自腰部或臀部起，向下沿坐骨神經

分佈區域呈自發性放射疼痛，甚者坐臥不安

為主要特徵，輕者影響工作，重則生活難以

自理。 

2、治療方法 

補腎通絡湯組成：川續斷 15 克、杜仲

15 克、狗脊 12 克、補骨脂 15 克、牛膝 15

克、雞血藤 15克、丹參 12克、獨活 9克、

千年健 15克，威靈仙 15克、當歸 9克、川

蜈蚣 2條、全蠍 6克，水煎服。每日 1劑，

水煎兩遍，早晚各服 1次。服用本方時停用

其他一切藥物。 

隨證加減：若兼濕重者加木瓜、防已、

苡仁；兼風寒者加桂枝、附子；兼濕熱者加

炒蒼術、黃柏；陽虛者加肉蓯蓉、巴戟天；

刺痛明顯者加制乳香、制沒藥；氣虛者加黃

芪、黨參。 

3、治療結果 

痊癒（症狀及體征完全消失，肢體活動

自如，同正常人一樣參加工作）35例；好轉

（疼痛基本消失，但步行過久或勞累仍有輕

度疼痛，休息後疼痛可自行消失，日常生活

能自理）12 例；無效（症狀及體征與治療前

相比無變化或加重）3 例。總有效率 94%。 

4、病案舉例 

鄭某，男，52 歲，農民。2010 年 5 月

23 日初診。 

患者左側腰鶻部疼痛已 3年餘，每因氣

候變化、勞累時加劇，經多方調治時輕時

重，近一個月來加重。就診時檢查：步行艱

難，腰部疼痛並沿左側下肢坐骨神經分佈區

域（大腿後側，小腿後外側及足背外側）呈

放射性疼痛，活動明顯受限，臥床不起。查

直腿抬高試驗陽性；腰部 X線平片陰性。舌

質淡紅、苔薄白、脈沉細無力。診斷為“坐

骨神經痛”投“補腎通絡湯”治療 15 天后

疼痛明顯好轉，已能下地活動，直腿抬高試

驗陰性。藥已中病，囑按原方繼服 15 劑，

疼痛已止，活動自如，已能參加正常工作。

隨訪至今未再復發。 

5、體會 

坐骨神經痛是臨床常見病證，好發于成

年人，青壯年多見，常為單側性，並有男多

於女的趨勢。本病屬於祖國醫學的“痹症”

範疇。其病因吳老認為多由營衛失調，腠理

不密，風寒濕邪內侵，正氣為邪所阻，不能

宣行，氣血凝滯，久而成痹。從坐骨神經痛

部位腰臀及下肢看，肝腎不足在發病中占重

要因素。方中以川續斷、杜仲、狗脊、補骨

脂補益肝腎，強筋壯骨；制川烏、威靈仙、

獨活、千年健祛風除濕，散寒止痛；當歸、

雞血藤、骨參養血和營、活血通絡；再配蟲

類之品全蠍、川蜈蚣以“搜剔”經絡筋骨間

之邪氣，並且蟲類藥物含有動物異體蛋白，

對於增加機體免疫功能，提高機體抗病能力

有特殊作用；牛膝祛瘀止痛，引藥下行，直

達病所，諸藥合用，具有補益肝腎，搜風通

絡，活血止痛之功效。由於配伍嚴謹精當，

故收到立竿見影之效。 

------------------------------------------------------------------------------- 

 

張永樹老師的魅力 

洪婷婷 

(晉江市醫院康復理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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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簡述張永樹老師治學嚴謹、醫

德高尚、帶教認真、尊師孝順，勤勉刻苦、幽

默開朗等，彰顯張老的學術魅力和人格魅力。 

張永樹老師是一位術德兼優、德高望重

的國家級老中醫，在針灸臨床、教學、科研

等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詣。張老的學術魅力和

人格魅力，感動著一批又一批的後學者，也

凝聚著一支出色的針灸精英隊伍。 

一、治學嚴謹，醫德高尚。 

張老治學，一絲不苟、勤勉刻苦、精益

求精。在繼承承淡安先生為代表的澄江針灸

學術體系和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創新和再學

習，形成了“養陽育陰，通調督任，灸刺並

重，針藥結合”的學術觀點。張老曾謙虛地

說：並非自己天賦異稟，學業的精陋、學識

的多寡與辛勤成正比。 

老師一生醉心中醫，潛心岐黃。他經常強調：

千萬要記得我們姓“中”不姓“西”！ 

同時，老師致力於國際學術交流，做好涉

外針灸教育。為傳播、推介中醫藥技術，培養

中醫人才做出巨大貢獻。 並且用心構建針灸

醫教研基地和學術團體。創辦《針灸界》雜誌，

為促進中醫針灸國際交流提供平臺。  

張老在講學和臨床實踐中，十分強調醫德。

溫和謙遜，敦厚慈祥的張老，視患者如親人，如

朋友。數十年來，張老悉心行醫，不貪不取。他

恪守三個守則：看病不收紅包，開藥不收回扣，

看病按序排隊。堅持為人處世，務求心安。盡職

盡責，為民除疾的美德，堪為醫者之垂范，患者

心中之“再生華佗”。 

二、傳幫帶教，以身作則。 

張老辛勤培育後進，毫無保留，簡明扼

要，循循善誘，大膽放手。記得筆者當年實

習時，每遇疑難雜症，張老必邀我們參與診

治，耐心講解，以提高我們的診療技術。以

身作則，言傳身教，幫助我們樹立良好醫德

和總結臨床經驗。“以力服人者，非心服

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悅誠服也。”

這也是張老人格的體現。注重人才的培養，

為了中醫和針灸的傳承和弘揚，甘為“人

梯”，無怨無悔。幾十年來，張老培養出一

批批優秀的專業技術人才。 

三、尊師重道，知恩圖報。 

尊老敬賢、尊師重道，張永樹以實際行

動踐行這種傳統的中華美德。 

百善孝為先。“父母者，人之本也”，張

老十分孝順，無論多忙，他都會抽出寶貴時

間，探望父母，安頓好父母的日常生活。“一

日為師，終身為父”，筆者曾看過張老保存完

好的小學老師為他書寫評語的成績單；在其授

業恩師留章傑臥病期間，他更是盡心盡力，嚴

守師道，令章老及家屬感動不已。 

四、嘔心瀝血，筆耕不輟。 

張老雖年歲已高，仍筆耕不輟。他經常

說的一句話“好記憶不如爛筆頭”也潛移

默化地影響著筆者，養成認真做好筆記的良

好習慣。老師于百忙之中，隨時整理資料，

嚴謹細心，有條不紊，井然有序，文字資料

及圖片都十分齊全，為科研及教學累積原始

的寶貴資料。 

張老精通醫學古籍，且涉獵廣泛，知識

淵博，每一類別他都認真研究，簡直是一本

百科全書。 

五、性格開朗，幽默風趣。 

張老保持樂觀開朗，振奮豁達的心境。

幽默風趣，時時妙言成趣，總能給我們帶來

歡樂的笑聲，令人精神舒暢、輕鬆愜意，真

心感覺能消除沮喪，淡化消極情緒。他的幽

默是一種寬容睿智的體現，每于幽默之中，

又讓人收穫頗多，擴大知識面，陶冶情操。 

和藹可親，亦師亦父，吾輩永遠尊敬的

張永樹老師，魅力無窮，閃閃發光。 

------------------------------------------------------------------------------- 

 

李學耕教授治療小兒泄瀉經驗擷菁 

趙偉強 

（福建泉州市泉港華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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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耕教授中醫世家，精研兒科，業醫

五十餘載，學驗頗豐，對小兒泄瀉的治療擅

用“補、清、澀”三法，經驗獨到，療效甚

佳。筆者忝列門下，追隨數稔，獲益匪淺，

爰將李師治療小兒泄瀉之菁華，介紹如下。 

一、追本窮源  探驪得珠 

小兒泄瀉乃兒科常見病也，一年四季皆

可發生，尤以夏秋季節為多，其病變部位主

要責之於脾胃，然於肺、大小腸密切相關。

小兒泄瀉的病因，李師認為關鍵在於濕熱為

患，何也？蓋“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凡

泄瀉皆屬濕”故耶。小兒稚陰稚陽之體。臟

腑嬌嫩，藩籬疏薄，衛外不固，況寒溫不知

自調，飲食不知自節，外感六淫，或飲食所

傷，運化失司，水穀不化，清濁交混，相雜

而下；或濕熱鬱結，互阻胃腸，合汙下降，

泄瀉遂作。小兒泄瀉，病因繁紛，症候亦雜，

機理各異，其主要的病理機制，李師則以為

多歸咎於濕熱鬱結，脾失健運使然。且認為

小兒泄瀉因體稟不同，證因差異，表裏、寒

熱、虛實、互相錯雜，有不同的致病因素，

有寒熱不同的性質，固其治療亦有懸殊之

分。在辨證過程中李師著重強調望診在小兒

泄瀉診斷中的重要性，諄諄告誡：臨證務必

入微細察小兒的面色、口唇，觀小便之長

短、顏色；望大便形，質，色和肛門潮紅與

否及褶皺粗淺等。這對辨寒熱，識虛實，定

預後，斷轉歸，均有極其重要的臨床意義。 

總之，縱觀李師治泄，“補，清，澀”

始終貫穿於整個病程。師曰：臨證不必墨守

成規，切記刻舟求劍。惟將三法有機地結合

起來，靈活變通，以多變應萬變，方謂得其

要綮。桴鼓相應，則綱舉目張也。 

二、六淫外客  清利為要 

小兒臟腑柔弱，形氣未沖，肌膚疏薄，

抗病力差，易感六淫，而六淫外襲所致的泄

瀉，則以風寒、濕、熱（暑）居多，李師根

據自己數十年的臨床實踐認為：小兒泄瀉濕

熱者最為常見，約占臨床的 60%左右。其因

有三，一曰即使感寒，亦因純陽之體易隨陽

邪所趨而化熱；二曰飲食停留，鬱蒸發熱；

三曰小兒泄瀉常在夏秋季節發生，夏秋之

際，暑氣司令，暑為陽邪，且必挾濕，濕熱

交蒸。臨床上無論是外感風寒，或濕熱蘊結

等所引起的泄瀉，李師常每以清解化濕與

之，尤喜疏達清溫並用，並視寒、濕、熱之

孰輕孰重，側重遣藥，隨證增減。處理好偏

濕、偏熱二者間的關係是小兒泄瀉辨證及其

用藥的關鍵。師雲：“清”乃疏風以清表，

清熱（泄火）以利濕（清解外邪以除濕）。

清溫互用，既可疏散外邪，又能清解熱邪，

雙管齊下，取長補短，各有偏重，疏解清利，

何泄之有。治療濕熱泄，李師必重用黃芩，

常用量為 9-15g。 

   病案 1  汪男，年甫 2歲，1987 年 10

月 12 日診。 

其母代訴：前三天發熱流涕，熱退後，

今晨起大便稀薄如水樣已八、九次，量多帶

粘液泡沫，煩渴啼哭，小便短赤，肛門紅赤，

口幹唇紅，舌紅苔根厚，指紋見紫。證屬濕

熱內鬱，下迫腸間。治擬清熱利濕，方錄黃

芩止泄湯。 

黃芩 12g，梔子 10g，川連 3g，粉葛根

6g，藿香梗 5g，扁豆殼 10g，木香 3g，野麻

草 12g，車前草 15g，甘草 3g。 

另囑：蘆根 100g，炒麥芽 20g，車前草

25g，煎湯代茶徐服。 

一劑藥後，證已減半，腹瀉次數明顯減

少，溲清渴止。再劑去茶，病已告愈。 

三、中宮式微  補脾運土 

蓋脾為坤土，化生萬物，乃後天之本

也，胃者陽土，水穀之海，系六腑之總司。

小兒稟賦柔弱，脾常不足，且飲食不知自

節，或久病失治，遷延不愈；或後天調護失

宜，一埃脾傷，中宮失運，則水反為濕，穀

反為滯，水穀不分，清陽不升，合汙下降，

泄瀉乃作。“泄瀉之本無不由於脾胃”。夫

脾胃健運與否，是作為判斷預後的主要標

誌。正因為脾虛與泄瀉的轉歸，預後密切相

關，故調補脾胃，燮理升降，尤其是補脾運

土，李師則認為是治療本病的重要關鍵。在

辨證施治時應緊緊扣住補脾運土這個主要

環節。中宮健運，砥柱有權則泄止，補脾燮

胃，中氣得振則正複。縱觀李師治泄，無不

貫穿著補脾運土法，並謂此法乃治療小兒泄

瀉之大要。臨床上無論是風寒、濕熱，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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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瀉，不必悉具脾虛症，均可用之，此亦深

寓“標本兼治”之意。李師在臨床運用中頗

為靈治，或補中清，或補中澀，或補清澀，

相互配合，交替使用，匠心妙運，扼肮拊背。

師曰：治瀉必從乎於治脾胃，此乃謂治其本

也，治脾止瀉應照顧到胃之納食，故運脾須

燮胃，胃強才能納，能納脾則健，脾健才能

運，健運精則能化。誠然，健脾和胃，胃強

脾健，脾健土運，才符合陰陽消長規律。揚

清激濁，燮理升降，則瀉止矣。 

病案 2   孫某，男，3 歲，1988 年 7

月 19 日診。 

泄瀉月余，時起時止，屢經治療，見效

甚微。昨因飲食不慎，泄瀉複起，遂求師診

治。刻下：大便稀薄，日五六次，挾有不消

化食物，伴神疲倦怠，面黃肌瘦，不思飲食，

舌淡苔薄，指紋淡滯。證屬脾胃虛弱，土不

健運，治擬補脾運土，消滯固腸。方用加味

四白散，茯苓 12g，淮山 15g，扁豆 15g，蓮

子肉 6g，黨參 9g，白術 6g，陳皮 4g，芡實

15g，枳殼 5g，石榴皮 15g，野麻草 15g，炙

甘草 3g。 

藥後 2劑，症已愈半，大便轉濃日僅二、

三次，藥既中機，效不更方，賡服 2劑而安，

囑服六君子丸，以善其後。 

四、滑泄無度  澀腸堅壁 

夫小兒“易虛易實”“易寒易熱”，惟

小兒泄瀉來勢兇猛，如決堤之水；傳變迅

速，似疾風暴雨，易於傷津耗液，精氣奪散，

滑脫不禁，而致傷陰傷陽、陰陽兩傷，甚見

亡陰亡陽，或陰陽兩亡之危症。小兒泄瀉大

凡多不主張早期使用收澀之品，因慮其閉門

留寇之虞，而李師卻不以為然謂：“澀可去

脫”“滑者澀之”，“澀”者其涵義則為燥

濕以堅腸，澀腸以利水，新瀉交作宜清而兼

澀，久瀉不已宜補而兼澀。然暴瀉量多且晝

夜大便次數頻頻，易於損傷陰陽，倘不及時

固護，勢必造成傷陰傷陽，後患無窮。故李

師力主無論新瀉、久瀉應及早、果斷地使用

固澀法，並曰：早期掌握固澀藥之尺度，對

截斷病邪縱深發展，杜其變證，縮短病程，

提高療效，以即及早防止傷陰傷陽的發生，

和疾病之預後均起著重要作用，有是證用是

藥，斯是此意。 

病案 3   陳某，女，2歲 8個月，1987

年 9月 11 日診。 

其母代訴：泄瀉匝月，住某醫院歷經針

藥並進後複瀉，經五、六天證轉深，如肛無

門，瀉不知度，尿少納差，倦怠懶言，故出

院求診。 

證見：上證如斯，身面浮腫，脘腹脹滿，

扣之空音，神疲面白光，舌淡苔黃，指紋淡

隱。證系久瀉傷脾，土不制水，攝納無權，

治宜澀腸固瀉，益氣健脾，方予訶術健脾湯

加減，煨訶子肉 6g，蒼術 5g。白術 6g，黨

參 10g，淮山 15g，茯苓 10g，炙黃芪 10g，

赤石脂 10g，野麻草 18g，炙甘草 3g。 

一劑藥後，證愈其半，二劑大便轉濃日

僅二、三次，浮腫盡收，食納顯強，神爽能

言笑；三診去訶子肉、石榴皮，加芡實，陳

皮，疊服二劑，諸症告平。 

五、遣藥精悍  擅施人莧 

在臨床用藥中，李師遣藥精悍，大刀闊

斧，主張藥宏力專，尤是治瀉，必用人莧，

且甚善使巧施，稱它為治瀉要藥。無論是急

性或慢性泄瀉均用之，其效甚卓。用量

15-30g。蓋人莧者乃鐵莧菜也，亦稱海蚌含

珠，玉碗捧真珠、血見愁等。為大戟科植物

鐵莧菜的全草。《四川中藥志》謂：“清熱、

利二便，治腹瀉、痢疾腹痛，食積飽脹”；

《草木便方》雲：“止瀉痢”。本品其性味

苦、澀平，功專清熱利濕，澀腸止瀉。它不

僅長於清利，又善固澀；既可單獨使用，直

搗病所，亦能與他藥配伍，協同克敵，其效

妙不可言，且具有收斂，保護腸黏膜，消炎

抑菌的作用，臨床應用廣泛，無不良副作

用。若風寒瀉者配藿香，紫蘇，厚樸；濕熱

瀉者配葛根、車前草、辣蓼；脾虛瀉者配淮

山、芡實、扁豆；食積瀉者配山楂、神曲、

枳殼。師曰：海蚌含珠，草賤名珍，清熱利

濕，澀腸止瀉，雙向調節，能攻亦守，藥靈

效著，瀉家必備。 

病案 4  陳某，11個月，1987 年 10 月

23 日診。 

其母代訴：大便日七、八次，質稀粘泡

沫，已三天，經西醫治療，未見收效，遂求

師診治。 

辰下：上症如斯，食納欠佳，大便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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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物，偶見食則嘔吐，舌偏紅，苔根厚濁，

指紋見紫。證乃飲食不慎，脾失健運，挾濕

熱內鬱。治當運脾消滯，清熱利濕。方予二

草湯加味：野麻草 15g，車前草 10g，葛根

5g，枯黃芩 10g，川連 1g，白術 5g，蒼術

5g，山楂 15g，麥穀芽各 15g，茯苓 10g，半

夏 5g，甘草 3g，藥後二劑，泄瀉減半，納

谷漸強；再診，上方去黃連加扁豆 10g，囑

服二劑，諸恙若失。 

六、宣導外治  飛針回春 

對於小兒泄瀉的治療，李師在用藥的同

時極為擅用飛針術，飛針術乃師畢生學術經

驗之結晶，系融合民間療法，家傳秘術及自

己數十年臨床心血所創。具有操作簡便，療

效顯著，無副作用的特點。每見泄瀉、腹痛、

嘔吐、發熱等患者，李師常先施以飛針術，

其效神應，待病情減輕後，再予湯藥。治療

泄瀉李師力倡外治法，極主雙管齊下，內外

兼治，方不貽誤戰機，且效更著。 

病案 5  孫某，男，1歲。1986 年 9月

2 日來診。 

其母代訴：泄瀉匝月，纏綿不已，雖經

中西醫治療，均告罔效。診見：大便六、七

次，帶粘液泡沫，納差腹脹，叩有濁音，時

欲嘔吐，神疲倦怠，夜寐不安，前囟見凹，

舌苔薄黃，指紋近紫。證屬濕熱內鬱，脾失

健運，兼挾積滯。治擬清熱化濕，健脾化滯。 

取穴：腹中線，腹旁線（兩側），足三

陽區（兩側）。 

小兒臟腑嬌嫩，脾常不足，因飲食不

節，脾失健運，濕熱蘊結，運化失司，清濁

相混，而成泄瀉。飛針乃取腹中線，足三陽

區等刺激線以清熱化濕，運脾化滯，先緩其

急。繼以葛根二術湯化裁治之： 

葛根 6g，白術 6g，蒼術 3g，茯苓 6g，

黨參 6g，黃連 3g，麥芽 10g。黃芩 10g，淮

山 10g，藿香 3g，陳皮 4g，山楂 10g。 

服藥 1劑，泄瀉衰半，夜寐稍寧，嘔止

納增。迭服二劑，大便已正常，諸恙均瘥，

乃予八神散調理善後。 

 

楊叔禹教授運用補脾益氣法治療糖尿病經驗 

陳弼滄  吳秋英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 

 

 

導師楊叔禹先生為中西醫結合臨床專

業醫學博士，中國中醫科學院、廈門大學醫

學院和福建中醫藥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導

師，廈門大學醫學院教授，廈門大學附屬第

一醫院內分泌科主任醫師，廈門市糖尿病研

究所所長，中華中醫藥學會糖尿病分會副主

任委員，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委員，福

建省中醫藥學會糖尿病分會主任委員，福建

省醫學會糖尿病分會副主任委員，廈門市醫

學會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衛生

部突出貢獻專家，福建省名老中醫藥專家，

2012 年獲得廈門市科學技術重大貢獻獎。提

出“糖尿病經緯辨證學說”，針對糖尿病的

不同病理階段研製出“平糖濃縮膠囊”。楊

師長期從事糖尿病的理論、臨床、科研和教

學研究，造詣頗深，筆者有幸侍診左右，蒙

其親授，耳提面命，受益匪淺。現就其運用

補脾益氣法治療糖尿病學術思想論述如下。 

1  對病因病機的認識 

1.1 飲食情志失調導致脾虛 楊師認為

如過食肥甘厚味或偏嗜飲酒，超過脾胃正常

的運化能力，會造成飲食停滯，釀生濕熱，

濕熱困脾日久必致脾氣虛弱。現代醫學也證

實，能量攝入過多和消耗較少都與糖尿病發

病率密切相關。另外由於患者精神緊張、情

緒波動造成肝氣鬱結，日久犯脾，也勢必導

致脾氣虛弱。現代醫學也證實，精神緊張和

情緒波動會引起生長激素、腎上腺素、去甲

腎上腺素和甲狀腺素等的大量分泌導致血

糖升高。正如《素問·奇病論篇》說：（消

渴）“發病有三：一曰過食肥甘，二曰情志

失調，三曰臟腑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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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病分三期，脾虛為主 楊師認為可

將糖尿病的自然病程分為 3期：早期為糖耐

量減低期，中期為糖尿病期，晚期為糖尿病

併發症期；脾氣虛是貫穿 3期始終的主要病

機。糖耐量減低期：主要表現為餐後血糖異

常升高。此時雖然沒有明顯的臨床症狀，但

目前普遍將該期視為糖尿病前期，並作為發

生心血管病的危險標誌。若在此期即予以積

極干預可顯著降低患者發生糖尿病和心血

管病的風險。楊師認為此期的主要病機為脾

氣虧虛，飲食入胃後不能正常地被“遊溢精

氣，散精四布”，導致餐後血糖異常升高。

糖尿病期：患者主要表現為“三多一少”及

其他氣虛的症狀。楊師認為此期的主要病機

為脾氣虧虛日久及腎。正如《素問·經脈別

論篇》說：“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

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 下輸

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脾氣虛弱，

不能布津達肺，故見口乾舌燥，引水自救，

故見多飲；清氣不升，水穀精微下趨小腸，

滲入膀胱，腎虛失約，故見小便頻數，量多

味甜；氣血生化無源，故見神疲乏力，身體

消瘦；食穀自救，故善饑多食；運化無權，

故食後腹脹。同時楊師發現許多患者在其血

糖不太高時，往往沒有“三多一少”的症

狀，而更多則是以神疲乏力等脾氣虛症狀為

其主要臨床表現，這正如施今墨先生所說：

“三消之表現，僅為糖尿病的一個方面，不

容忽視的是糖尿病病人大多具有氣短神

疲、不耐勞累、虛胖無力或日漸消瘦等正氣

虛弱的徵象，氣虛之證的出現系因脾失健

運，精氣不升，生化無源之故耳”。氣虛日

久必致陰虛陽虛，臨床不但兼見潮熱心煩、

夜寐不安、舌紅少苔等陰虛的症狀和(或)神

疲乏力明顯、手足不溫、或兼水腫、舌淡苔

白、脈沉等陽虛的症狀，而且會導致多種慢

性併發症的出現。糖尿病併發症期：主要表

現為出現腎、神經和視網膜等的慢性病變。

楊師認為脾腎虧虛日久，無力行水，導致津

液停滯，變生痰濕；脾氣虛無力運血, 導致

瘀血阻滯，無力攝血，導致血行脈外，留而

成瘀。從而導致了多種慢性併發症的出現。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糖尿病的動脈硬化和微

血管病變是各種慢性併發症的基本病理改

變，患者普遍存在血液動力學和血液流變學

異常，這符合中醫“血瘀痰阻”的基本病理

表現，大量研究也表明上述病理改變通過化

痰活血治療能得以改善。 

2  對辨證論治的探討 

2.1 調理飲食，調暢情志 楊師將調理

飲食和調暢情志作為治療糖尿病的基礎措

施, 以求從根本上祛除導致脾虛的原因。對

患者飲食總熱量、成分、餐次均作詳細安

排，調理其飲食；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調

暢其情志。如患者肝郁明顯則採用柴胡、郁

金、綠萼梅、川楝子舒肝理氣。楊師不將此

期的治療稱為“調理”，而稱為“梳理”。 

2.2 治分三期，補脾為主 楊師根據糖

尿病的 3個不同時期，以補脾益氣為主分別

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法。早期以補脾益氣為

主：楊師針對此期脾氣虧虛的主要病機制定

了以補脾益氣為主的基本治法。此期由於沒

有明顯的臨床症狀, 選用補脾藥物應遵循

“法重補脾氣，藥用甘柔平”的原則。常

用：黃芪、白術、茯苓、山藥、薏苡仁等，

這些中藥不僅可以長期服用，並可制成藥

膳。中期補脾之時兼顧腎：楊師針對此期脾

氣虧虛日久及腎的主要病機制定了以補脾

益氣為主配合補腎的基本治法。針對脾腎虧

虛有氣虛、陰虛、陽虛的不同，分別採用不

同治法。對於脾腎氣虛的患者常用：黃芪、

白術、茯苓、山藥、枸杞、芡實、蓮子等“輕

靈活潑流通之品”平補脾腎；對於脾腎陰虛

治療應遵循“藥用輕潤尤為貴，但求滋補不

為功”的原則，常用生地、麥冬、葛根、天

花粉、知母、石斛、山茱萸、五味子等補益

脾腎之陰；對於脾腎陽虛常用：熟地、肉蓯

蓉、菟絲子、補骨脂等溫而不燥之品溫補脾

腎。許多患者常合併有胃脘飽脹、食欲不

振、噁心嘔吐等症狀。楊師認為此系胃失和

降的表現，胃失和降不能很好地“遊溢精

氣，上輸於脾”導致“脾氣散精”失度，水

穀精微運化失常；並影響到機體對藥物的吸

收，直接導致許多患者久藥無效。所以臨證

之時楊師很重視對患者胃氣的調理，常用雞

內金、山楂、枳殼、神曲、麥芽等。後期強

調活血化痰：楊師針對此期脾腎虧虛、血瘀

痰阻的主要病機制定了以補脾腎為主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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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痰藥物的基本治法。活血藥常用：紅

花、丹皮、赤芍、桃仁、當歸、川芎等，中

藥藥理研究表明，這類藥能擴張血管、增加

血流量、改善微循環、抑制血小板聚集及血

栓素生成；化痰利濕藥常用：半夏、陳皮、

萊菔子、白扁豆、白豆蔻、澤瀉、僵蠶等。 

2.3 整體和局部辨證相結合 楊師在臨

證之時強調進行整體辨證論治，力求全面地

改善患者的臨床症狀和各項異常的理化指

標，提高患者的生存品質。對於某些學者片

面地追求降低血糖指標，臨證之時大量地使

用天花粉、麥冬、知母等有降糖作用的中

藥，楊師認為這不但違背了中醫辨證論治的

原則，而且這些中藥性多寒涼，量大用久易

傷脾胃陽氣，于患者病情不利，用藥時“刻

刻顧護脾胃”也是楊師重視脾胃學術思想

的又一體現。加上臨床若片面地追求對某幾

個異常指標的改善也不符合中醫的整體觀

念。在整體辨治的基礎上，楊師還很注意對

局部突出的症狀進行辨治。辨水腫：水腫是

糖尿病腎病的主要臨床表現之一，楊師認為

其病機主要為脾腎虧虛，治療時應從補脾益

腎入手，不可偏執淡滲利尿，常重用：黃芪、

白術、茯苓、薏苡仁，用量常達 30g，以求

量大力專。水腫嚴重時才配合選用滑石。辨

四肢疼痛：四肢疼痛是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

的主要臨床表現之一, 楊師認為其病機有

氣滯和血瘀之別。氣滯疼痛痛處不定, 以麻

木疼痛、 蟻行感為主，常重用：烏藥、延

胡索、川楝子、赤芍、白芍行氣止痛；血瘀

疼痛痛處固定, 以刺痛、夜間疼痛為主，常

用：五靈脂、蒲黃等活血止痛。辨視物不清：

視物不清是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主要臨床

表現之一，楊師結合眼底檢查認為其病機主

要為瘀血所致，根據氣虛無力行血，導致的

瘀血和氣虛無力攝血，導致血行脈外，留而

成瘀的不同分別選用紅花、丹皮、赤芍、桃

仁等活血化瘀和當歸、茜草、 三七等止血

行血。 

2.4 補脾八法 楊師在使用補脾益氣法

為主治療糖尿病時還常常根據不同的兼夾

證靈活地配合其他治療方法，即所謂的“補

脾八法”。兼見胃氣滯則配合雞內金、枳

殼、神曲、麥芽；兼見胃陰虛則配合玉竹、

石斛；兼見肝氣滯則配合柴胡、 郁金、綠

萼梅、川楝子；兼見肝陰虛則配合佛手、香

櫞、白芍、枸杞子；兼見腎陰虛則配合生地

黃、麥冬、知母、五味子、葛根、天花粉；

兼見腎陽虛則配合肉蓯蓉、菟絲子、補骨

脂；兼見濕熱則配合黃芩、黃連、黃柏、大

黃；兼見痰濕則配合澤瀉、白豆蔻、白扁豆、

薏苡仁。 

 

------------------------------------------------------------------------------- 

 

 

 

張永樹老師以治血消風法為指導治療風證經驗 

萬石川 

(湖北中醫藥大學 2008 屆中醫學 2班) 

 

 

 

[摘  要] 目的:介紹張永樹運用“治

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的理論的臨證思路

和體會 方法:注重調理氣血以治療酒精依

賴症、痹症、頸椎病眩暈、各類皮膚病等病

症 結果:總結張永樹治療內外風證的重要

思路指導臨床治療。 

[關鍵字] 治風先治血；名醫經驗；張

永樹。 

張永樹（1941—），男，國家級名老中

醫、福建中醫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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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學會理事主任醫師為第三批全國老中

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的指導老師，50

多年在醫、教、研第一線對治療內、外、婦、

兒各科疾病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對

以針灸為主治療肝膽結石、泌尿系結石、帶

狀皰疹、女性尿失禁、曆節痛風、中風、偏

枯失語、近視、鼻淵、消渴、高血壓、癤腫

及其他疑難雜症有獨特診治的方法以及突

破性進展，在學術上形成了“養陽育陰、通

調督任、灸刺並重、針藥結合”的學術觀

點，撰寫發表論文 80多篇。 

在臨床中所遇風證，除了辨別內外風之

外，均應考慮氣血因素。對於風病的治療，

必先明確其概念、性質和特徵，才能掌握其

證治要點。“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

為中醫學中名言之一。系指以養血行血等藥

物為主使血脈流通,伸滯留的風邪也隨而消

除的一種治法[1]。張永樹教授從醫 50 餘

年，運用“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的治

血消風理論指導臨床，治療各類風證，取得

良好臨床療效，現介紹如下。 

1.治血消風的立論依據 

1.1 中醫理論中的“風”和“血” 

在中醫理論中“風”為春季的主氣，有

突發、上升、散開、來去無定、令物動搖、

常兼邪致病等特性。中醫將具有這些特點的

病症的原因歸結於風。風邪致病，容易傷人

上部，比如肺和頭部。風邪另一大特點是易

和寒、暑、濕、燥、火結合起來侵犯人體，

所以古人認為風邪是外感疾病的源頭，稱

“風為百病之長”。風可以引起一系列症

候，例如頸肩腰腿痛的鶴膝風、漏肩風等痹

症，鼻塞頭疼頭暈的頭面風等等，一方面外

風邪侵可以引起這類症候，既是常用到的

“風氣”為患的概念；另一方面氣血不足引

起的內風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素問•至真要大論》：“諸暴強直，皆屬於

風。”我們常引用的或者常與氣血不足聯繫

起來的內風概念大概有熱極生風、陰虛風

動、血虛生風、氣血逆亂而生，都表現出掉

搖、眩暈、抽搐、震顫等特點，不屬外感風

邪。多屬西醫病理變化過程中出現的中樞神

經系統症狀。 

血由先天之腎精與後天水穀精微通過

脾胃對水穀精微的運化、心、肺、腎等臟腑

的共同作用下，經過氣化生成，血主要負責

營養及滋潤全身。血循行脈中，內至臟腑，

外達皮肉筋骨，對這些臟腑組織起著營養和

滋潤作用。脾胃的運化功能是否強健以及飲

食營養的優劣，對血液的化生有著直接影

響。心肺的生理功能在血液的生成過程中也

起著重要作用，脾胃運化水穀精微所化生的

營氣和津液，由脾上輸於心肺，與肺吸入的

清氣相結合，貫注於心脈，在心氣的作用下

變化而成血液。腎與血液生成的關係體現在

兩個方面，一是腎藏精，精生髓，精髓也是

化生血液的基本物質之一；二是腎精所化生

的元氣，對全身各臟腑功能均有激發和推動

作用，從而有助於血液的化生。若腎精虧

虛，元氣不足，往往會導致血液的生成不

足。肝在血液生成過程中的作用，一是肝的

疏泄功能有助於脾胃的運化，對水穀精微的

化生有重要作用；二是由於腎精與肝血之間

有著相互滋生、轉化的同源關係，故肝也參

與了腎精化血的過程，如《張氏醫通•諸血

門》所說：“氣不耗，歸精於腎而為精；精

不泄，歸精於肝而化清血。”《素問•六節

藏象論》說：“肝，……以生血氣”。《血

證論》又雲：“血與火原一家，知此乃可言

調血矣 又曰血生於心火，而下藏於肝，氣

生於腎水。”《諸病源候論》說：“腎藏精，

精者，血之所成也。精不泄，歸精於肝而化

清血。”均強調了肝腎對血生成的重要性。 

1.2 中醫理論中“風”和“血”的關

係。 

風和血之間的關係最具代表性的莫過

於“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這一理論，

該理論源自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原

文是“醫風先醫血，血行風自滅”。明•李

中梓改了一個“治”字，“治行痹者……蓋

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也。”現有不少教

科書中多強調風屬於六淫的一種，這難免令

人將風即是外邪、有風祛風直觀地聯繫起

來，這是一種有失全面的看法，把“風”籠

統地蓋以六淫這頂帽子是不夠全面的。風證

的治法也並非祛風通絡而已，治血理氣即是

另一重要治法。 

清•王清任曰：“治病要決，在明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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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無論外感內傷……所傷者無非氣血”。

其實臨床上諸多病症皆可見“風”的跡

象，例如“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之所以說

“皆屬於肝”主要是因為風在五行屬木，在

髒為肝，木性升發，喜條達惡抑鬱。肝在體

合筋，其華在爪，在竅為目，在液為淚，主

疏泄藏血，熱極傷血動血動風，氣血不足傷

陰動風，及血虛生風等，與肝血不足常互為

因果，導致經絡、筋脈、血道、頭目清竅失

其濡養，從而引起筋骨肌肉、四肢頭目不同

程度的病變。而我們時常會忽略的另一個重

要因素，即從氣血本身的作用出發為角度做

考慮。五臟均受血滋潤，即五臟受血不足則

皆可髒虛生風，不僅“五臟六腑皆令人

咳”，五臟六腑也皆可令人生風。儘管總的

來說血以肝為主，但僅僅考慮肝風是不夠全

面的。例如《靈樞•決氣》指出：“中焦受

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張老認為，

肝脾二者時時相關，不可孤立看待。肝的疏

泄正常與否，對脾胃功能有著重要影響，若

脾胃功能健運，水穀精微化源充足，則血液

生化有源而充盈；若脾胃虛弱或飲食營養長

期攝入不良，可導致血液化生乏源、從而形

成血虛的病理變化，進而出現產生內風的機

理。所以張老臨床常以疏肝健脾理氣之法健

運中焦，使氣血自和，看似不相關的諸症往

往能隨之而愈。 

2.治血消風法治療雜病舉隅 

張老認為，多種病因病機均可致風，如

肝鬱化火生風、脾虛血虛生風、氣虛受邪內

外風夾雜等，但是各類風證的臨床表現和辯

證思路卻應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靈活處之。

張老在臨床中強調“醫者面對的不單純是

病，而是看病的人。人與自然、與社會、及

人自我的身心都是對立統一、密不可分

的。”患者的工作性質、所處居所、生活環

境等等都會對人氣機運行、氣血輸布產生影

響，故應納入辯證參考，對同病不同人均應

各有側重。 

2.1 理氣和血治療酒精依賴症 

酒精依賴症（慢性酒精中毒）是長期過

量飲酒引起的中樞神經系統嚴重中毒，表現

為對酒的渴求和經常需要飲酒的強迫性體

驗，停止飲酒後常感心中難受、坐立不安，

或出現肢體震顫、噁心、嘔吐、出汗等戒斷

症狀，恢復飲酒則這類症狀迅速消失。由於

長期飲酒，多數合併軀體損害，以心、肝、

神經系統為明顯，最常見的是肝硬化，周圍

神經病變和癲癇性發作，有的則形成酒精中

毒性精神障礙及酒精中毒性腦病，諸多症狀

頗似中醫的內風證。因此，張老認為，以疏

肝理氣活血為治法應於整個治療階段中為

主導，張老常以合穀太衝開四關調和氣血，

曲池豐隆化痰祛濕清熱，陽陵泉中渚和解表

裏為法，配合足三裏、太溪等滋腎健脾益

氣，收穫良效。 

2.2 活血通絡治療痹症 

痹症是指人體機表、經絡因感受風、

寒、濕、熱等引起的以肢體關節及肌肉酸

痛、麻木、重著、屈伸不利，甚或關節腫大

灼熱等為主症的一類病症。臨床上有漸進性

或反復發作性的特點。主要病機是氣血痹阻

不通，筋脈關節失於濡養所致。古代痹證的

概念比較廣泛，包括內臟痹和肢體痹，本節

主要討論肢體的痹證，包括西醫學的風濕熱

(風濕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骨性關

節炎、痛風等。清•張溫所著《張氏醫通• 卷

六•痿痹門•痹》亦有提及：“行痹者，病處

行而不定，走注曆節疼痛之類。當散風為

主，禦寒行氣，仍不可廢，更須參以補血之

劑。蓋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也”。另一

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是“不容則痛”。 

張老常以四物湯為主方加減化裁，根據

病人體質寒熱燥濕之別，根據內外風與風證

所處的不同部位，佐以蘄蛇、豨薟草、海桐

皮、牛膝、桂枝、桑枝、薏仁等祛風通絡、

養血祛濕之品，更根據患者病情的虛實程度

適當合以阿膠、制龜板等滋補之品以求治

本，往往可有較好療效。 

2.3 益氣養血治療頸椎病眩暈 

頸性眩暈一般是由頸椎病、椎基底動脈

硬化或兩種情況並存所造成的，目前醫學界

普遍認為其主要病因是椎基底動脈供血不

足。分析其造成頸性眩暈的病理機理，臨床

上一般認為是由於物理壓迫椎基底動脈，導

致血管變窄，而血管變窄改變了局部的血液

動力學，進而促使動脈血管內皮功能進行生

理性調整，則使該局部血管更易發生痙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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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會導致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中醫理論

認為眩暈的病因多以內傷為主，多由虛損所

致。張老臨床常以自立方五味飲即黨參、棗

仁、大棗、黃芪、五味子治療本病，取補益

氣陰養血為方義，方中黨參、黃芪益氣健

脾，大棗養血補中，棗仁安神兼可清膽火，

五味子斂陰生津，多不需加減化裁，而收佳

效。  

2.4 活血祛濕治療皮膚病 

諸多皮膚病在病機演變的不同階段均

可兼夾血瘀證，《素問•至真要大論》指出

“諸痛癢瘡，皆屬於心”，“瘡”為皮膚病

的統稱，心主血脈，多數皮膚病的發病與心

與血關係密切[2]，此外與肝關係亦密切，

清代外科大家王洪緒嘗謂：“有諸內則形諸

外，故四診為醫家辨證之筌蹄，而望居其

一。”強調外在表現與內在臟腑功能關係密

切。中醫治療為整體辨證與局部辨證相結

合，張老在臨證施治中注重經絡理論，善用

經絡辨證，認為除了心與肝之外，體內氣血

津液輸布正常、臟腑氣機通暢對皮膚病的辯

證論治有著重要意義。手陽明大腸經在十二

經中有獨特的應用，其生津、通腑有著他經

未能及的作用。強調六腑以通為用、以通為

補的治則，管道通達，運作正常一身氣血則

自安。對皮膚病患者，張老在針灸選穴上常

用陽明經的豐隆、曲池，配乙太陰經的血

海，中藥常以歸全、山楂為主要藥對，均取

其“治風先治血”之意，其中豐隆為足陽明

胃經絡穴，通絡祛痰，曲池為手陽明大腸經

合穴，清熱除濕，血海為足太陰脾經要穴，

化血攝血，三穴配伍共奏治血通絡祛濕除風

之功，歸全養血活血，山楂有活血化瘀之

效，對各類痤瘡、蕁麻疹等多種皮膚病療效

明確。 

綜上所述，張老以“治風先治血，血行

風自滅”為指導治療多種風證多可獲得良

效，同時張老臨床頗重視陽明經和少陽經的

作用，陽明經多氣多血，同時有良好的生津

和通調腑氣的作用，少陽經為一身表裏樞

機，可溝通和解表裏氣機，保證一身氣血運

行通暢，達到治癒多種疾病的目的。 

3．病案舉例 

例 1：患者，男，52歲，食雜鋪老闆，

十多年來嗜酒成癮，於 2013 年 3月 12 日初

診。患者十多年來嗜酒，無酒不成眠，曾連

續飲酒十天，嗜酒成癮。2012 年 5月 18 日

曾因飲酒住院 8天。現症見：患者矢氣頻轉，

記憶力下降，雙手指拘攣，性情暴躁，食量

偏少，形寒多飲，忌寒涼，喜溫熱，二便調。

舌偏紅薄白苔，脈沉細。既往史：25年前曾

胃出血，手術 2次。西醫診斷：酒精依賴症；

中醫診斷：虛勞（氣血失和）。治法：和血

理氣。處方：足三裏、三陰交、曲池、合穀、

太沖、百會、曲澤、血海、陰陵泉、太溪、

內關、中渚。上諸穴分四組，每週 6次。2013

年 3 月 21 日復診，患者來訴多項症狀均改

善，矢氣、手指拘攣、嗜酒等症狀緩解，舌

淡紅脈略沉，增穴組腎腧、脾腧、肝腧、頭

維、尺澤、中渚，並囑其習練太極拳，患者

針刺一月後嗜酒症狀明顯改善，已數日不曾

飲酒，手指活動基本正常，矢氣頻轉告愈。 

例 2：患者，女，32歲，周身風疹時作

3 年余，於外院診為蕁麻疹，經中西醫治療

未見顯效，2012 年 9月 4日初診。患者性格

偏急躁，3年前無明顯誘因而周身發疹，從

四肢起後漸慢延到周身，時起時消。起時瘙

癢難忍，對芒果、香蕉、豆類等物過敏。現

症見：患者一般情況良好，四肢紅疹隱隱，

伴雙下肢麻痹疼痛，大便幹結，一次/2 天，

眠尚可，月經先期，色常量少。舌略紅苔白，

邊有齒很，脈弦略滑。門診血常規未見明顯

異常。西醫診斷：慢性蕁麻疹；中醫診斷：

風疹（風濕相搏，氣血失和）。治法：搜風

除濕，和血理氣。處方：上巨虛、合穀、太

沖、迎香、足三裏、外關、血海、曲池、豐

隆，每週 6次。患者針刺 1周，大便已通暢，

風疹發作間隔時間增長，繼續針刺 3周後息

症皆除，後隨訪未見復發。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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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 

 

“點穴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劉陳麗杏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一、摘要 

“點穴功”是老祖先的發明，據傳在石

器時代，人類（中國人）就懂得以石頭治療

病痛，依據推論，那時候的先人，就知道人

體構造——經穴。後來代代相傳，研究、演

變，就發生了“針灸”治病的理論與實踐。

點穴，也是依據“經穴”位置而施行治療應

屬同一類，唯針灸是以針“刺入”膚下層直

達穴位發生作用；而“點穴”則是隔著肌膚

而對準穴位點壓而發生作用。但，點穴何以

又稱作“功”?據研究者論述，施以點穴的

人，必須在平日練足氣。使你的雙手十指有

足夠的“氣力”釋出，當施點者在點穴時，

就會有一股“氣”、“力”透過皮膚穿過肌

肉直達穴位，以疏解因病痛而產生的證結點

的病。如果施點者體力不足，或沒有強的氣

流，相反的接觸之後，病患“邪氣”炙盛，

反而壓不住病邪而被邪氣反侵，輕者內傷，

重者將受到反彈（傳染），所以，點穴施行

者必先練其氣（應以環帶功練起），即先求

其自強而後安全有效的救人。 

二、前言 

點穴功，是吾先聖先賢所發明，究竟是

那個朝代，何人所創，迄今，仍未找到正確

的資料可考，相傳，過去的“點穴功”，多

用於武林好漢相互打鬥時，以點穴而制敵，

武伕小說多見；某方於打鬥時，趁其不防，

手指一戳，對方立即動彈不得，因此而大家

盛行研究、發展，其間，也因為中國人的陋

習“不傳外人”，迄今，已近失傳了，這是

老祖宗的遺產，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發明，吾

人當釋開胸懷，相互研究、切搓，使之發揚

光大，為民族爭光。 

三、點穴功的過去 

過去，相傳“點穴功”多為武林好漢所

專用，用以在爭奪打鬥時，相互以其功力取

勝，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傳說，然，時代在

突飛猛進，早已脫離了刀槍劍戟之面對面的

武行決鬥，所以“點穴功”也漸趨失去了價

值，另外，也因中國人之陋習“不傳外

人”，因此，後繼無人而漸漸失傳了。 

事出少林寺的一群老和尚的鑽研，從武

術的傷害到點穴療病，揚開了點穴功治病的

新領域。時在抗戰時期，餘的老師丁忠國教

授（流亡學生），因抗日流亡到少林寺的一

個廟裡暫住，有位老和尚看他年少有為，就

主動的傳授了他多年研發的成果——點穴

功醫療的理論醫術，當時他雖作了筆記，

但，也沒當回事，後來，因軍事轉戰，不幸

自己腿部受傷，當時軍中醫藥匱乏，醫官

說：只有切除治療，他十分慌恐，沒有腿怎

樣活下去，情急之下，突然想起老和尚教授

他的方法，他一邊看筆記；一邊自己實施點

穴處理，經過一段時間痊癒了，內心至為欣

喜。自此，重新開始來為同僚施用，一邊在

實施，一邊再研究，把以前所學、所記的整

理出來，為了傳承老和尚醫術，為了濟世救

人，為了保留及發揚中華國粹等理念，即開

始公諸於世，廣為發揚。來高雄開班授教

時，餘就此機會學得此功夫，經過了上課及

臨床實習，共三年半的長時間完成。不幸，

丁教授人已逝去，為了遵其遺願，謹將所

學，擴大服務人群，為疑難雜證患者，解除

病痛，以慰先師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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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穴功的現在 

人類的健康與長壽，乃控制在人類個人

的手中，凡人類一出生，除先天痼疾外，大

致都是健康的，又如植物的苗一樣，剛發芽

時，多半都很健壯，其後來如何，要看後天

的環境、條件（天候的乾、澇與蟲害及人為

施肥、除草）所造成的。然，人類之構造有

其複雜性，也因為後天的環境條件（外因與

內因），造成了人的健康、長壽與否的結果。 

人體的組織，除骨骼、肌肉、血液、各

臟府之外，經絡是健康最主要因素，因此，

身體的經絡如受到外因，如：“風、寒、暑、

濕、燥、火”六淫邪之侵襲，就會生病；其

內因，如：“喜、怒、哀、思、悲、驚、恐”

之七種情緒的影響，也會使身體發生變化，

人身經絡因情緒異常而受到阻塞，即造成氣

血不暢，就會感到身體某一部位不適，因經

絡環繞身體週遭，面積甚廣，尤其外傷所

致，不是用藥物可以打通的，時間拖久了就

變成慢性病，慢性病用藥物治療效果不彰，

也是醫家所公認的，因此，唯有用“點穴

功”，將人體的經絡打開，使氣血暢通，疾

病也就逐漸消失，這就是中國數千年來秘而

不宣的奇門功夫——“點穴功”。 

近來，天氣異常，因忽冷忽熱而生病者

尤多，以感冒論，此種氣候正是“病因”之

主要，感冒雖為“小病”，可是，多少大病

都是由小病的壘積、延壓而成，一般人小病

稍癒而以為好了，不再繼續治療，病未徹底

清除，身體缺少抗力，累積下來就成了大

病，所謂，“百病多從感冒起”！如咳嗽、

氣喘、閃腰、腦出血、中風，甚至引起半身

不遂！筆者，近年來治療多少病人中，追其

原因，都是如此。有位住高雄縣旗山的林先

生，由其家人攙扶之前來求診，所幸未過百

天，筋絡尚未硬化，我以點穴疏通筋絡，再

加針灸，在此“黃金期”內很快好轉。所謂

的“黃金期”是限在一百天之內，是筋絡尚

未硬化之前，疏解比較快。另一位裏長杜先

生，因心臟血管剥落引發了腦出血，昏迷五

十餘天才清醒過來，其急救的時間是在高雄

長庚醫院，並接受治療，當他看到前面林先

生（是他的裏民），同樣的病能恢復那麼快，

詢問之下，得知在我處點穴功治療，立即退

院前來求診，當時插著胃管來，雙眼凸出，

走路不穩要兩人攙扶而來。我的家人暗示

“不要接”，但我考慮之下，依經驗認為，

尚可試一試，就這樣留下來治療。我先以

“鬆手六經”、“陰陽配穴”、“疏筋解

絡”，使“氣血流暢”，首先解除了他的痛

苦，繼續使他精神恢復，在一個療程後就感

到呼吸順暢，也很冒險的拔掉了他的“鼻

管”。此法謂之先通筋絡、氣血流通，呼吸

順暢，氧氣入內，補了“氧”，就有能力吞

食，有了“氧”精神自然旺盛起來，這是初

步的現象，也給了我勇氣，給了他信心，繼

續治療之下不要家人攙扶，飲食、語言、行

動都可自理了，以上提供兩個病列，謹供參

考，指正。 

五、結論（點穴功的未來） 

點穴功的治病，是研究發展演變而來

的，是經過多少臨床的經驗而得到的結果。

今日，雖科學發達、醫學進步，但很多現代

醫學解決不了的病痛，還是得轉過頭來求助

於中醫治疗，多少“疑難雜證”，中醫的一

碗“苦水”，立即解除，過去，沒有先進的

儀器，我們的先祖，就靠著耳聞、眼觀、手

摸、思考，把全身的“筋絡”、“骨骼”、

“血管”、“五藏”弄得清清楚楚，這不是

很奇怪嗎？我們不否認新醫術、新器材的效

力，但，中醫的手指一把，病情“瞭如指

掌”，处方開藥，服藥幾日痊癒。如今，多

少外國人前來習中醫者，不計其數，點穴

功，也就是一摸一戳，就知到病在何處，兩

隻手、十根指頭，戳戳、壓壓，“病魔”就

逃之夭夭了！不很奇怪嗎？老祖先的“科

研”，即將走上世界的主流，“點穴功”早

已勝任一切，未來的醫療保健，“點穴功”

必獨佔一片天地，專家、老師、先進們，唯

有發揚光大，才能重振吾華人之氣、民族之

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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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量對灸法治療腰痛效應的影響 

許建峰,林瑞珠,牛子瞻,張躍全,武永利,王英絮 
（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中醫骨傷科） 

 

 

灸量是灸法治療腰痛能否取得良好臨

床效應的關鍵因素，張永樹教授的“養陽育

陰，通調督任”重灸關元的學術思想為我們

提供了指導，我們必須通過腰痛的臨床分

期，臨床必須正確地應用的施灸量以便提高

灸法的治療效果。 

古希臘醫學之父Hippocrates強調：

病，藥不可治時用鐵(針或刀)治；鐵不治時

用火治；火不治時，該病無法可治。我國明

代醫家李梃在其著作《醫學入門》中寫到：

“凡藥之不及，針之不到，必須灸之”，由

此可見針灸療法，尤其是灸法在中醫藥學中

的地位。但是步入近代以來，隨著“重針輕

灸"的趨勢，灸療的臨床陣地逐漸萎縮，同

時，灸療的科學研究滯後也是影響其在全世

界推廣的重要因素。 

灸療過程是由灸材、灸法、灸位、灸量、

灸效等環節構成的一個灸療有序鏈，其中各

環節均是灸療療效的影響因素，一個期望的

灸療療效決定於各環節優化參數的有序結

合。現代科學研究發現灸療只有達到一定的

灸量，機體才能出現反應，而超過一定的灸

量時，機體的反應又可能出現飽和狀態，刺

激時間過長，有可能使高級中樞的興奮轉向

抑制。灸量包括艾灸面積、艾灸溫度、艾灸

時間。艾灸治療疾病時產生溫熱效應是取得

療效的關鍵。目前臨床採用溫和的懸灸法較

多，艾條的燃燒端距離皮膚為2－3 cm,在艾

灸的面積和溫度固定的條件下，只有通過艾

灸時間來調節灸量，然而大多數針灸教科書

規定每穴懸灸15分鐘左右，由於治療時間較

短難以獲得滿意的臨床療效，同時艾灸操作

費時費力，從而使得灸療逐漸萎縮。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全國名老中醫張

永樹教授採用重灸關元治療腰痛取得了良

好臨床療效，並形成了“養陽育陰，通調督

任”的灸法學術思想
[1]
。如急性腰扭傷，腰

似折，痛如裂，讓人用擔架抬來就診。依任

督相通之理，張教授取關元穴用特製的灸架

持續溫灸3小時，配合人中、百會及腰陽關

等處理，不但可直立走路，還可自己把擔架

扛著返回，其神效略見一斑。 

古人很早就認識到了施灸量在灸法治

療腰痛當中的重要性，《類經圖翼·十一卷》

指出：“灸腰痛不可俯仰，令患人立正，以

竹杖柱地，量至臍中，用墨點記，乃用度脊

中，即於點處隨年壯灸之。”《醫宗金鑒·

刺灸心法要訣》雲：“凡灸諸病，火足氣到，

始能求愈。”《普濟方·卷十三》指出：“腰

脊痛……治腰背不便，筋攣痹縮，虛熱閉

塞，灸第二十一椎兩邊相去各一寸半，灸隨

年壯。”由此觀之，灸法治療腰痛要取得良

好的臨床療效，必須保證足夠的施灸量
[2]
。 

灸量是關係灸法取效和存亡的重要因

素。灸量是施灸時因艾炷或艾條燃燒所產生

的對皮膚的刺激強度，刺激強度等於施灸時

間與施灸強度的總和
[3]
。陳日新教授採用熱

敏灸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的時間為 42.70±

5.40 分鐘 (範圍 22－58 分鐘)
 [4]

。周楣聲

在《灸繩》中的灸法治療腰痛的治療時間為

1 小時左右
[5]
。這些灸療的治療時間遠遠大

於教科書所規定的 15 分鐘，通過臨床實踐

我們發現灸療時間大於 40 分鐘才能出現灸

感，而大多數患者出現灸感的時間在 60－90

分鐘之間
[6]
。 

中醫認為“氣至而有效”、 “氣速至

而速效”。只有在一定灸量的基礎上，才會

產生“灸感”，要達到灸感所需要的治療時

間比針刺得氣需要的時間長(半小時以

上)，一旦灸感出現，則灸感一般會直抵病

所，症狀也會隨灸感的出現而明顯緩解
[7]
。

臨床觀察大部分腰痛患者接受關元灸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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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出現腸鳴音增強，下腹部有明顯溫熱感，

腰腿疼痛緩解明顯，尤其適用於腰椎間盤突

出症急性期，效果明顯優於消炎鎮痛藥及甘

露醇脫水消腫等治療，治療 3天后大部分急

性期患者疼痛明顯改善。同時部分患者還可

以出現灸感沿腹股溝及股內側傳導，左右兩

側大部分灸感止于膝關節下方，有小部分患

者訴灸感可自小腿內側下至大趾尖。部分患

者治療時出現雙下肢的蟻行感
[6]
。 

重灸關元治療腰痛的急性期取得了良

好的臨床效果，每次治療 60－90 分鐘之間，

疼痛劇烈時可以每天施救 1－2 次，一般治

療 3－5 天大部分患者腰腿疼痛能夠明顯緩

解。同時重灸關元還具有防止腰椎間盤突出

症復發的作用，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治療好

轉出院後，囑患者每週重灸關元 1次，每次

治療 60－90 分鐘之間，持續治療半年左右，

可以明顯降低腰椎間盤突出症的復發率。採

用重灸關元療法治療腰椎間盤退變，具有補

腎通督、強筋健骨的功能，不僅能有效地改

善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臨床症狀，還對腰椎間

盤退變具有確切療效，灸法預防腰椎間盤退

變的施灸量我們正在臨床進行總結。因此重

灸關元可以根據腰痛的臨床分期，進行靈活

地選擇的施灸量。 

我們通過前期研究發現重灸關元可以

顯著降低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外周血 IL-6
[8]

的水準，並可改善下肢神經的傳導功能
[9]
。

但是重灸關元對更有意義的神經根周圍炎

症介質和免疫因數作用不明，為闡明重灸關

元消除神經根周圍炎症介質和調節免疫因

數的作用機制我們也進行了一些深入研

究，為重灸關元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神經根

性疼痛提供理論和實驗依據。同時還進行

《基於p38MAPK信號通路研究重灸關元治療

腰椎間盤退變的作用機制》的研究，為重灸

關元防治腰椎間盤退變提供理論和實驗依

據。這些課題還有助於尋找張教授灸法學術

思想的物質基礎，為進一步挖掘全國名老中

醫的學術思想奠定基礎。 

總之，灸量是灸法治療腰痛能否取得良

好臨床效應的關鍵因素，張永樹教授的“養

陽育陰，通調督任”重灸關元的學術思想為

我們提供了指導，我們必須通過腰痛的臨床

分期，靈活地應用正確的施灸量以便提高灸

法的治療效果。

參考文獻（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運指法”在中醫治末病中的應用 

陳美華 1 葉金連 2 指導老師：吳炳煌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

的時代，也是人類追求健康長壽的時代。早

在《內經》開始治未病一直是中醫防治疾病

的指導思想，《靈樞.通順》提出“上工治未

病、不治已病”。按照國際上提倡健康的三

個基本條件是：充足睡眠、均衡的飲食、適

當運動。這就十分清楚表明，要保持健康的

身體不是靠別人的恩賜，而是全靠自己。因

此，如何學會和掌握一些自我保健方法，特

別是自然療法，而達到治末病的目的，是當

今人們盼望。 

根據現在醫學生理學研究結果表明，隨

著年齡增大，心臟的活動能是以每年約 1%

速度遞減。因此維繫好身體健康，首先要保

持好人生一分一秒都必須依賴的生命的源

動力--心臟的健康。心居胸中、心包絡護衛

于外，為心主之宮城，在體合脈，心的生理

功能是主血脈推動血液運行和主神明作

用。而運指法正是巧妙地運用了“十指連

心”的民間俗語，所創立的一種有效地維護

心臟的活動功能，而達到理想自我保健方法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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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指連心”表明了十指與心臟功能

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繫。首先從中醫

經絡學說方面分析，手之三陰三明經的起止

穴都位於十指端（十二井穴）。而十指末端

中點又是經外奇穴、十宣穴。手足三陰、手

足三陽經在經絡循行交接、臟腑表裏、陰陽

互補關係十分密切。這些穴位在針灸臨床上

都是經常應用的急救要穴；其次，從經絡與 

臟腑的關係上，手厥陰心包經和手少陰

心經與心是直屬關係。勞宮穴與內關穴皆屬

循經取穴和近端治療範圍。因此，通過經常

性活動十指和點按勞宮和內關穴，可以達到

疏通經脈、活血化瘀、寬胸理氣、改善氣血

運行、增強心肺活動功能的目的。 

運指法的手法操作方法 

一、準備動作 

1、盤腿端坐面朝東，凝視陽氣升發之

處。 

2、閉目合口，調養心神， 

3、雙手合十，減少元氣散發。 

4、調節呼吸節律，約每分鐘 16-18 次，

達到呼吸慢又深的目的。 

5、意守丹田，誘導至入靜狀態。 

二、運指法具體操作手法 

注意下列三個步驟，均按照男左女右先

後順序進行運指。 

1、以一側食指和中指屈曲成鉗狀，夾

位另一側的手指掌指關節，後向指端用力拉

撥二次（即先夾住手指左右兩側拉拔一次，

再捏成夾住手指上、下面拉撥一次。）此時

各指端應出現麻脹溫熱感，甲床顯現充血狀

態為宜。其拉拔諸指的順序分別從小指、無

名指、中指、食指、最後拇指。使拉攏手指

總次數，兩側共計 20次。 

2、以一側手呈半握拳狀，在中指與無

名指之間取勞宮學穴。用另一手拇指尖點按

在該穴上，直至勞宮穴出現脹麻感並傳到中

指端。而拇指尖應持續點按 81次。 

3、用一手拇指尖點按另一手內關穴，

直至前臂局部出現酸脹麻並向上傳導至肘

部。（一部分人可傳至腋下，個別傳至左心

前區）。此時應繼續點按至 81 次。至此作為

一次運指法即完成。 

多年來運指法，通過講座、臨床帶實

習生或進修生和直接教會病人等多種形式

進行傳授，授予的人數眾多，而在病人中，

主要是以中老年人為主，特別是那些已出現

心臟功能欠佳，平時曾出現過胸悶，胸痛，

心悸，心慌的人，或患者有冠心、高心、肺

心、風心的病人。此時，他們從主觀上迫切

希望能獲得一個比較簡便方法來緩解這些

不適症狀或掌握一些自我救急方法的人

群。故當他們接受和學會這種方法後，就能

自覺堅持，每日按時運指，從而能收到很好

臨床效果，然而，對那些僅是想起來時，才

做 1-2 次，就沒有什麼效果。臨床中兩類人

群效果差異主要原因取決於以下幾個因

素，主要貴在長期堅持，做到每日 2次，早

晚各 1 次（一般在睡前和早晨各 1 次），真

正做到持之以恆。其次是在拉拔諸指時要有

力度。達到運指後各指端都有溫熱脹感，同

樣點按穴位時應出現沿經脈上下傳導等酸

脹麻效應。若僅僅是輕輕捫摸手指或輕輕點

按穴位而無任何酸脹麻等感覺時，往往達不

到逾期目的。 

總之，茲從中醫非藥物療法運指法治

未病推廣以來，不僅在臨床中應用或作為預

防性保健的實際生活中的應用，正如《素

問、四氣調神大論》雲：“是故聖人不治已

病治未病、不自己亂治未亂、此之謂之、夫

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

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都體現了

中醫治未病的特色優勢，無論治未病中的未

病先治、將病先治、既病防變、瘥後防複均

有效果。此法簡便、易學，無須特殊用具，

自己可以獨立操作，即做到不必受時間、地

點的約束均能自行獨立操作完成。所以，運

指法除了作為自我保健外，每當出現心胸憋

悶、胸痛、心痛劇烈、頭暈、頭痛、心慌、

心悸等不適時，可立即拉拔左手側中指、無

名指及小指反復多次，再點按左手勞宮和內

關穴，直至症狀慢慢緩解到消失，做到能及

時施行自我急救的目的。為中醫提倡末病先

治和提供人們為實現健康的身體不是靠別

人的恩賜，而是全靠自己不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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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心得漫談 

陶學成 

(安徽省省直機關醫院) 

 

 

 

針灸療法具有適應廣，療效顯著，應用

方便，經濟安全等優點，數千年來深受廣大

人民的歡迎，對中華民族，現乃至全人類的

健康及繁衍昌盛都作了巨大的貢獻。作為一

名從事中醫針灸臨床四十餘年醫務人員，並

想將自己使之針刺的一點心感之言，呈獻於

同仁切磋。 

臨床上施之針灸治療，首先應在中醫理

論的指導下，先確定病位、病性、病因，再

確定治療大法。辯證的求經、選穴、配穴，

隨症靈活選配用穴，當然取穴要精。筆者採

用以穴測痛，以痛定穴，就是在痛症局部選

穴中求得精確。 

所謂痛症是泛指人體皮、肉、筋、骨、

脈和臟腑病變時引起的疼痛症狀。痛症是臨

床上最常見的多發病，也是治療較棘手的病

痛。 

本人通過臨床觀察，針灸治療痛症，其

適應症較為廣泛，療效亦更加確切，既安

全，無副作用，經濟實惠，方法簡便，故近

年來已被國外青睞，國際上的針灸熱，日益

熾盛。然而針灸治療痛症的療效由於各針灸

醫生的技術水準參差不齊，使針灸止痛的效

果不能普遍提高。筆者通過臨床的長期實踐

研究，摸索到提高針灸治療痛症的一些體

會，即“以穴測痛，以痛定穴”的方法。運

用這種方法能準確發現痛症的病位，並能準

確測得敏感的壓痛點，按此取穴法，能使針

刺直達病位，氣至病所，方能提高針刺的療

法。 

“以痛為俞”本是針刺最原始最有效

的選穴方法，它是從實踐中發展和積累起來

的成熟經驗。所謂最原始是指早在針刺前

身——砭石時代，就採用了“以痛為俞”的

選穴方法；所謂最有效是指“以痛為俞”是

直達病位，氣至病所，每每效如桴鼓，應手

而愈。因此“以痛為俞”的選穴方法，是各

種痛症最主要的選穴法。然而“以痛為俞”

是否真能選准在敏感的痛點上，亦即確切的

病位上，還不是很容易的，因為各種痛症一

般先憑患者的主訴，而患者的主訴有時不具

體、不準確，尤其是深部的肌肉、筋膜和骨

膜等疼痛呈彌漫性和向四周放射的傾向，很

難將痛點定位。例如手腕強度內旋，導致尺

側伸腕肌腱損傷，此時患者但感擰毛巾時，

尺腕關節處疼痛，卻無法指出疼痛的具體定

位。又如慢性腰肌勞損患者的腰部疼痛呈深

部隱痛，病人無法指出疼痛的具體定位。諸

如此類病人是很難發現敏感的痛點和確切

的病位。若能採用“以穴測痛”就容易發現

敏感的痛點。因為“俞穴”大部分是在人體

發生病變時反映到體表的疼痛、酸脹、麻木

等敏感點，它是長期以來被人們所發現並且

從反復實踐中得到證實。通過在“俞穴”上

的針灸、按摩、拔罐、膏貼、封閉等治療，

確能使痛症緩解以致消失。俞穴既是人體病

變時反映到體表的敏感點和病位，我們就可

運用已掌握的俞穴知識去探索檢測痛症的

敏感痛點和病位。例如尺側伸腕肌腱損傷

時，可以在養老穴上測得敏感的壓痛點。慢

性腰肌勞損的深部隱痛，可以在相應的華佗

夾脊穴上或督脈經上測得敏感痛點，慢性坐

骨神經痛（腰腿痛），可以在患者華佗夾脊

穴、環跳、臀中、殷門、委中、承山、陽陵

泉和昆侖等穴處測得敏感痛點等。因此“以

穴測痛”是比較容易測到痛症的敏感痛

點，這一敏感痛點，也就是痛症的病位。從

而使針刺能直達病位，氣至病所，收到最理

想的效果。 

其實臨床上的各種痛症，都有固定的病

位，都能在一定的病位上反映出敏感痛點，

這是痛症的普遍規律。例如足強度內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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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其病位都在踝關節外側肌腱、筋膜、韌

帶群，反映出來的敏感痛點常在坵墟、中

封、申脈等穴位上；足強度外翻致傷，其病

位都在踝關節內測肌腱、筋膜、韌帶群，反

映出來的敏感痛點常在照海、商丘、然穀穴

位上；膝外側副韌帶損傷，其痛點常出現在

足陽關、陽陵泉、膝外、陵後等穴位上；膝

內側副韌帶損傷，敏感痛點常在曲泉、陰陵

泉、膝關、血海等穴位上；膝關節炎、膝十

字帶損傷時，敏感痛點常出現在內外膝眼穴

上等。至於內臟病變時出現的痛症也是有痛

點規律。如胃痛時，其敏感痛點常出現在中

皖、上皖、胃俞、脾俞穴位上，也可出現足

三裏穴上的敏感點；膽絞痛時，敏感痛點常

出現在日月、不容穴上，陽陵泉和膽囊穴亦

有敏感壓痛點；闌尾炎腹痛時，敏感壓痛點

常出現在同側的天樞、大巨穴上，足三裏和

闌尾穴上亦有敏感壓痛點；多數冠心病患

者，常在左側膺窗、屋翳穴及心俞、厥陰俞

穴位有敏感壓痛點。凡此種種，說明臨床的

痛症都能反映出它們的敏感壓痛點規律，如

果針灸醫生能掌握這些規律，並按這些規律

去“以穴測痛”就能輕易的、比較準確地探

測到痛症患者敏感壓痛點，這些痛點即是痛

症的病位。 

“以痛定穴”是要求針灸醫生通過對

痛症患者的仔細檢測，發現痛症的病位後，

再在病痛的範圍內，進一步去探尋敏感的痛

點。因為同一痛症，雖有相似的疼痛點部位

規律，但由於病因、病機、病位的不完全相

同，仍有可能反映出不完全相同的敏感痛點

位置。例如同一“失枕”患者，有病位發生

在斜方肌上，其敏感痛點常反映在鳳池、天

柱、百勞、肩井及肩外俞等穴位上；有的病

位發生在胸鎖乳突肌上，其敏感痛點常反映

在完骨、天牖、扶突等穴位上；更有因頸椎

病出現失枕現象，其敏感痛點常反映在頸椎

的某一節段夾脊穴上，以及天柱、百勞、肩

顒等穴位上；更由於病變頸椎節段的不同，

其敏感痛點可出現在不同的頸椎夾脊穴

上。因此，失枕這一痛症的選穴就不能千篇

一律，而應針對失枕的不同病位所反映出來

的不同敏感痛點，給予“以痛定穴”。 

“以痛定穴”的另一含義是對某些穴

位上出現的痛點，應根據痛點上最敏感的一

點上去點穴。例如肩關節周圍炎中的肱二頭

肌腱腱鞘炎，其痛點常出現在雲門穴的位置

上，因為雲門穴適在肩胛骨喙狀突的內側，

恰好在肱二頭肌腱鞘炎的病位上，然而肱二

頭肌腱又分長頭和短頭，其短頭是附著在喙

狀突上，而其長頭則附著在肩胛骨盂上粗

隆，故當肱二頭肌腱長頭髮生炎症時，最敏

感的痛點，又出現在肩胛骨盂的粗隆上，也

有肱二頭肌腱腱鞘炎病位發生在腱鞘粗索

上，因此，最敏感的痛點又會向腱鞘上移

動。所以需用“以痛定穴”的方法將雲門穴

位置向上下左右的敏感痛點上移動，使針刺

點能準確地刺在最敏感的痛點上，從而使針

刺能直達痛位，氣至病所，可使針刺療效進

一步提高。其實“以痛定穴” 早被人們廣

泛採用，如上海中醫學院編著的《針灸學》，

將肩顒穴的操作方法，分為“直刺”和“斜

刺”，其意即根據肩部不同病位元、不同痛

點，靈活地運用不同的針尖方向，使針尖能

達到敏感的痛點上，亦即準確的病位上。近

代新穴闌尾穴的定位：“在足三裏與上巨虛

之間找敏感壓痛點”，痢疾的敏感點是在

“內踝尖與陰陵泉穴連線上3/5與下2/5交

界處附近找敏感壓痛點”。此外耳針療法更

是用“以痛定穴”去發現和定位敏感痛點

而針刺的。 

“以穴測痛”首先要求針灸醫生要掌

握每個痛症反映在某些穴位上的疼痛規

律，然後運用這些規律在臨床上去“以穴測

痛”，以便發現痛症的病位。“以痛定穴”

是進一步要求針灸醫生，不僅要仔細檢查確

定痛症的病位，還應靈活變通，在穴位上下

左右移動，務使針刺點定位在敏感的壓痛點

上，亦即更準確的痛位上。 

另外，待疼痛點確定後，接下來在此穴

上紮上 3至 6根針，約排成三角形、四邊形

或多邊形狀（類似）。針刺的角度與皮膚呈

60º傾斜刺入。在深層的針尖儘量以穴位中

心為焦點，行之撚轉提插手法，每隔 10 分

鐘左右行針一次（每針必行），醫者可雙手

同行，30 秒左右。留針時間全程為 40分鐘

左右。根據病情用瀉法的，起針時搖大針

孔，出血後加閃罐或拔罐；用補法的，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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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針留於罐內，帶針拔罐（用玻璃火罐）。

起罐後，起針擦盡血跡即可。 

當前，針灸醫生大多在臨床上應用的刺

激量普遍偏小，因此所產生的針感亦偏弱。

其原因是現代使用的不銹鋼針針身過細。古

代針其都是金針、銀針、銅針、鐵針，針具

很粗，一針刺入，刺激量很強，自然針感亦

就強烈了。因此，常有“一針補下，立起沉

屙”或“立竿見影”，“效如桴鼓”之效，

頻頻出現。而現代在臨床上已很少有其神奇

出現了。為此，筆者採用一穴多針法，相當

於豹紋刺法，加大針刺在穴位深層的接觸面

與準確性，以增強刺激量，提高針感效應。 

綜上所述，臨床上以穴測痛、以痛定穴

的準確性，加之一穴多針的針感強度的提

高，所每每取得理想的療效，並是所料之

中，值得臨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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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排罐配合整脊手法調治亞健康 40 例體會 

莊偉斌   莊韜光  莊淵輝 

(泉州預備役高炮團衛生隊) 

 

亞健康是人們關注新的健康問題，是指

機體處於健康與非健康之間的一種狀態，稱

之機體“第三狀態”。主要表現以自我種種

不適為主，如疲乏無力，精力不夠，肌肉關

節酸痛，心悸胸悶，頭暈頭痛，記憶力下降，

學習困難，睡眠異常，情緒低落，煩躁不安

等，運用現代的儀器或方法卻未能發現陽性

指標，或雖有部分指標改變，但未達到西醫

學疾病的診斷標準
 [1]

。在快節奏的現代社

會，激烈的競爭，越來越大的工作和學習壓

力和不規律的飲食作息習慣，造成亞健康狀

態呈逐年上升趨勢。筆者在中醫整體理論指

導下，運用走排罐及整脊手法調治亞健康狀

態，效果滿意，現報導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本組病例源於 2008 年

10 月～2011 年 10 月來我隊門診患者 40

例，年齡 30-68 歲。 

1.2 診斷標準
[1] 

（1）既往無迴圈、呼吸、消化、泌尿、

內分泌等系統器質性病變，或雖患過上述系

統病變但近 2a 之內無復發，目前無症狀，

並經體格檢查正常者。（2）符合亞健康狀態

的定義，即指機體雖無明確的疾病診斷，持

續 3個月以上表現出疲勞增加，活力、反應

能力降低，適應能力減退，介於健康與疾病

之間的一種健康低品質狀態及其體驗。 

2 治療方法 

1.2.1.1 走排罐法：患者裸背，俯臥於

治療床上，囑其放鬆伸長頸項，醫者立於側

後方，先在患者項背、肩胛骨脊柱旁兩側肌

肉塗上少許液體石蠟油，術者用大魚際推擦

頸腰背部，手法滲透有力，至肌肉溫熱，後

選擇適號玻璃罐進行走罐法，刮拭經絡督脈

風府—身柱，膽經風池—肩井，膀胱經天

柱—膈俞。頸部自上而下，肩部由內向外，

用力均勻，反復刮走 10～15 次，至皮膚潮

紅，大部分患者會呈現鮮紅色、暗紅色或紫

色的痧斑，用閃火法拔罐，沿患者脊柱兩側

從頸椎到骶椎密排群拔，留罐 5min。以上治

法每隔 5d1 次，6次為 1個療程。 

1.2.1.2 整脊法：①低頭搖正法:術者一

手輕托後頸，拇指按於錯位橫突隆起處下方

作為定點，另一手托其面頰部作為動點，以

枕部作支點將頭前後搖動 2～3 下，待患者

放鬆，再用力加壓閃動，此時多可聽到關節

復位時彈響“咯嗒”聲即告整複。②抱頸膝

頂法:患者端坐，兩手十指交叉合抱於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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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術者後站其身後，用雙手從患者兩腋下

穿過並握住患者兩腕部，提起一膝頂于患者

胸椎棘突上，囑患者深呼吸數次，緩緩扳

抵，待患者充分放鬆，在呼氣之末，以暴發

寸力膝及雙手協同扳頂，當聽及關節彈響，

說明復位成功。③腰部斜扳：患者側臥，在

下側的上肢抱頭，下肢自然伸直，在上側的

下肢自然屈髖屈膝，使脊柱略呈一弧形，術

者一手抵住患者肩前部，另一手抵住臀部，

先用前後搖晃使患者軀幹放鬆，兩手同時用

力反向扳動，可有“喀”聲，示意手法成

功。 

3、療效觀察 

療效評定標準 

參照 1994 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國

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制訂療效評定標準。治

癒：臨床主症及兼症完全消失，能適應正常

的社會生活及工作節奏；顯效：臨床主症及

兼症完全消失≥2/3；有效：臨床主症及兼

症完全消失 1/3-2/3；無效：臨床主症及兼

症完全消失<1/3，或無任何改善。 

定期進行血常規、肝功能、腎功能、心

電圖等檢測。 

治療結果： 

所有病例均在2個療程結束3個月後判

定療效。治癒 34 例占 85%，顯效 4例占 10%，

有效 2例占 5%，無效 0，總有效率 100%。 

進行血常規、肝功能、腎功能、心電圖

等檢測未見異常，未出現明顯毒副作用。 

討論： 

調治亞健康狀態從中醫的整體醫學思

想進行教育引導入手，提高對疾病防範的認

識，然後從調整恢復人體的結構與調節臟腑

功能進行治療，從而達到良好的健康狀態。 

⑴整體醫學觀：①天人合一的整體觀，

“人以天地元氣生，四時之法成”，人體與

自然界息息相通，不停地進行物質、能量和

資訊交換，亞健康與六邪對人體影響有關，

其中以暑、濕為多，外感暑熱傷氣、傷津，

以致體倦身熱，汗多脈虛，外感濕邪，損傷

陽氣，多表現為周身困重，四肢倦怠。②陰

陽平衡的辯證觀，“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陽

偏陰謂之疾”，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今時之人因節

奏緊張，工作壓力大，飲食無度、肥甘厚味、

情志刺激、勞欲太過、起居失常等不良生活

習慣進一步導致人體陰陽失衡。③五臟相生

相剋的聯繫觀，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臟

腑之間通過生克乘侮關係在生理上是相互

關聯，病理上是相互影響的。疾病的發生則

是各種原因使臟腑功能紊亂所致。有文獻研

究提出亞健康病位主要涉及肝、心、脾、腎，

主要證型有心脾兩虛、肝鬱脾虛、濕熱蘊

脾、脾虛濕蘊、肝腎陰虛、肝鬱化火
[2]
。通

過中醫整體醫學理論的教育引導，提高人們

的思想認識，克服不良的生活習慣，調節好

過激情緒，適應社會自然環境的變化，“精

神內守，病安從來”“法於陰陽，合於術

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達

到人體內部的自身平衡、人與社會的心理平

衡、人與自然的生態平衡。 

 ⑵脊柱相關疾病。由於脊柱肌力不平

衡而致脊柱力學失衡，骨關節輕度位移，直

接或間接刺激、壓迫至其周圍的血管、脊髓

和植物神經等，引起相應的內臟和其他器官

出現的臨床症狀和體征。《難經·本義》指

出“陰陽經絡，氣相交貫，臟腑腹背，氣相

通應”，《素問·風論》“天地風寒之邪，

襲中人身，背先受之，流入藏腑，則藏腑中

邪而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善用

針者，從陽引陰……陰病治陽”，背俞穴多

用於治療五臟病，多用於治療慢性病、久

病、虛證。所以李東垣說：“收治風寒之邪

者，取背部俞穴而治之”。 

⑶經絡理論與神經調節論。經絡是通道,

“內屬腑髒，外絡肢節”。人體背部主要經

脈是督脈與足太陽經。臟腑通過足太陽經的

背俞穴和夾脊穴受督脈經氣的支配，通過背

俞穴可以治療相關的臟腑病症。解剖學表

明，背部區域與脊神經和交感神經有密切聯

繫，其深層就是分佈於脊柱兩側的交感神經

節，聯絡著體表與內臟。《靈樞·本髒第四

十七》：“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

濡筋骨，利關節者也。”《靈樞·經脈第

十》：“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

調虛實，不可不通。”《素問·風論》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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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寒之邪，襲中人身，背先受之，流入藏腑，

則藏腑中邪而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善用針者，從陽引陰……陰病治陽”背俞

穴多用於治療五臟病，多用於治療慢性病、

久病、虛證。所以李東垣說：“收治風寒之

邪者，取背部俞穴而治之”。 

拔罐、推拿整脊療法是中醫治病行之有

效的方法，通過走罐所產生的溫熱和負壓作

用可使人體局部的毛細血管擴張，促進血液

迴圈，加快新陳代謝；拔罐的負壓作用使局

部的毛細血管通透性改變和毛細血管破

裂，產生瘀血，出現自家溶血現象，而溶血

釋放的的組胺、5—羥色胺、神經遞質隨體

液流至全身刺激各個器官，以增強其功能活

動，提高機體的抵抗力；走罐能拉長肌肉，

增加血液灌流量，增加機體痛閾、耐痛閾，

從而使肌肉得到放鬆，疲勞得到緩解，走撥

排罐使機體在自我調整中達到溫經散寒、行

氣活血，舒筋活絡、消腫止痛、祛風除濕等

功效。手法推拿和整脊復位主要是解除肌痙

攣，松解周圍性卡壓點，改善神經軸流。在

中醫整體觀的指導下，運用經絡理論，結合

現代解剖學、神經生物學、脊柱相關疾病

學，運用走拔火罐及整脊手法，既有效解除

脊柱兩旁肌肉緊張、勞損，又恢復脊柱小關

節結構，可以使督脈順暢，臟腑氣機條達，

機體內臟，各系統及眾多器官的功能均得到

調節，氣血運行正常，且四肢百骸得到營養

濡潤而不復疲勞。在治療過程中，患者依從

性良好，說明走排罐及整脊手法是一種安

全、簡便、管用的自然療法。 

參考文獻（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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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全鳥休息神功易筋經針對脊椎病變等之效益成果 

黃加勢 

（高雄市發明人協會）     
 

一、前言 

  長生老仙方妙藥，自古以來是人類極盡

所能，欲追求的願景，如願達成者有人嗎？

答案：肯定沒有。退而求其次，抗老防衰維

護健康，延齡益壽，是現代人窮盡所能而追

求的首要目標。 

  醫學證明，眾所皆知，天下沒有上好之

藥。上上之藥是自體免疫力和自癒能力，它

來自於端正的脊椎骨架及持久有恆的筋骨

運動，和充足的氧氣，其實氧氣充沛就是〔萬

靈之藥〕。 

  根據先賢研究，既然是動物，要活就要

動，人類也是動物，只是兩腳站立或四腳走

路之別，人類的壽命好像比其他動物長，而

哺乳動物的壽命約為其成長期的五至七倍，

首先若以最少的五倍計算人的成長期，若依

二十歲，計算人的壽命應為一百歲；若以二

十五歲計算，至少人類應能活到一百二十五

歲。 

二、哺乳動物兩腳四腳的演化 

  十日懷胎蘊育，而剛出生的嬰兒還不能

翻身，只因頸項肌肉還不足以支撑頭部重量

及支持控制頭部方向，何時可控制？約如形

容嬰兒成長名言：七坐、八爬、周歲走路。

一年的細心呵護成長，代表人類千萬年的演

化，包括從四腳爬行到站著走路，過程階段

科學已知的證據，人是從猴子、猩猩、黑猩

猩逐步演化而來，而人類為什麽要站立行

動？是否要擴展視野看得更遠，及早發現敵

對者或同伴，以利生存，有待專家學者更深

研究確認。 

三、四腳兩腳走路對徤康的優缺點 

  四肢著地的動物，頸項的肌肉較壯，因

需要控制及支持平伸的頭部，體重則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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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到四肢，身輕就靈活，相較之下四腳動物

跑得比人快，也比較容易造成脊椎骨傷害及

病變。 

  人站立行動，兩腳走路，使得脊椎支撑

體重的力量，重新分配及前肢工作的精緻細

膩化，更有利的善用双手及發展大腦功能，

但卻容易傷害脊椎結構影響健康。 

 

四、脊椎結構功能再認識 

  人站立以後，最頂端的頭顱，由三＋四

節脊椎骨組成的生理曲度椎狀物，可動的椎

骨分成三群，微向前傾的七節頸椎的第一頸

椎骨環頂住頭顱，除了支撑顱骨，也讓你可

以轉動或點頭，可動結構幾乎可以朝所有的

方向旋轉、彎曲。頸肌肌肉因少使力，肌肉

強度則逐漸萎縮，也因此頸椎部也是脊柱活

動最廣泛最靈活的部位。 

  身體上部的重量，再由上背十二胸脊椎

骨的肋骨，內凹排列相接，利於容納圍繞心

臟、肺臟及肝臟保護形成的胸廓下，再接微

前凸，能支撑腸胃並承受大半的體重，同時

有彈性連接上下半身，且可扭轉的五節腰脊

椎骨〔偶見有第六椎〕，再接由五塊薦椎融

合內凹，在一起形成了所謂薦骨聯合，又與

腸骨，又稱髂骨及脊椎骨的最尾端，共十塊

不可動的椎骨組合而成〔骨盤〕，易於保護

容納膀胱、子宮、直腸等。 

總共三十四節脊椎骨形成脊椎柱，支撑

起身體的中央支持系统，輔助身体多數的動

作且保護脊髓，又堅固支撑起體重，更要有

足夠的強度和彈性及軔性，以利身體與四肢

上下肢靈活順暢活動，身體上部的重量由

頸、胸、腰椎及骶骨，依次承擔下一椎一定

要承擔上一椎以上所有重量，越到底部所承 

受的重量越大，所受的磨損也越大，所以第

三、四、五腰椎及薦椎第一椎，為最常見、

多發病，更隨著年紀增加、老化以致三十四

塊脊椎骨，長期勞損及骨質疏鬆，易引起神

經發炎骨緣磨損而增生，再壓迫神經根，脊

椎骨連動關節排列成串形成脊柱時，椎脊的

孔會形成一條連續的通道稱為脊椎管，用來

容納與保護脊神經索，以及連接大腦和身體

負責中樞神經傳遞訊息的神經纖維叢，連動

關節結構極精密，距離又長更易受傷、勞損、

退化等造成病變。 

五、量身訂術辨症施技進行生活方式干預 

  有經驗的醫者、師父、專家，可依理學

反射區域的不同、症狀的差異，如身體那個

部位有痠、痛、麻等徵兆，就可依症辨別、

診斷，找出致病因子追根究柢，讓深層病灶

核心無所遁形，再依症施技、依病施術，施

以世界首創學理俱備，極簡特效，新醫技醫

術精髓［十全鳥休息神功易筋經］，不須用

藥，只要 

對症施技，對病施術，融入生活作息，進行

生活方式干預，就可將致病原因，根本治療，

連根拔起，不藥而癒。 

  保健整復、康復理療，調理復健，過程

輕鬆舒適，如被忽略臥病在床者，最需要，

可極簡、舒服、輕鬆進行，老少皆宜又特效，

何況健康者、亞健康國民均可在舒適睡躺

中，依症擺睡、安全無痛，在串串舒服中，

為您平時運動不及使力不到的深層病灶，

身、心、五臟六腑、四肢百骸，養生保健、

治療復健、推拿按摩、導正脊椎病變、鴕背、

側彎、滑脫、椎間盤突出，瞬間舒解，最常

見多發病肩、頸、腰、背、痠麻疼痛、呼吸

窘迫、康復理療保養前後對比。 

六、鑽研十全鳥休息神功易筋經的效益 

很多常見病、多發病，不管任何人，老、

壯、靑、少皆可學會，自我自療、康復理療，

如： 

醫者：鑽研精術神通自救延寿行醫救億

萬人 

  患者：自療調理強身袪病迅速痊癒掙脫

病魔糾纏 

  智者：醫技獨創學理兼俱人人需要極簡

特效成功捷徑 

只要進行稍微生活干預，身體力行勤練

〔十全鳥休息神功易筋經〕融入生活作息，

自我依症依病，精緻擺位，細膩定位，整体

佈局舒適睡躺。 

強勢放鬆，徹底鬆弛，自我練功、康復、

理療、整復、保健，給予足夠時間休養生息，

降低心臟血管阻力，促進循環，體貼心臟，

呵護肺臟、提升肺功 

能、維持氧氣充沛，缺氧性各疾病，減少糾

纏〈如稍有醫學知識者，癌是厭氧細胞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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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知，缺氧助長癌的漫延，氧充沛癒阻癌的

成長〉〈氣喘就是氧氣不能滿足生理的需求，

所以多喘、多呼吸幾次，來彌補不足，才夠

維持生命運作〉疼惜脊椎減輕負重，減少負

擔，痠、麻、疼、痛自然不纏身，常保體温

〔温暖〕筋骨〔柔軟〕追求健康、延緩老化，

延齡益寿，在串串舒服中，精緻擺位，細膩

睡躺，垂手可得。 

七、十全鳥休息神功易筋經的學理邏輯 

  瞭解了基本的生物解剖學理結構及看

過實務醫學對比成果，接著略述說何謂［十

全鳥休息神功易筋經］，學理邏輯、淺顯易

懂，安全特效、實踐容易，辨症睡躺、精確

擺位，背撑腹壓，上下夾擊、左右包抄，四

面八方、十面埋伏，埋下暗樁、伺機突擊，

縱向牽引、橫向伸展，斜向捩拗、頭項後仰，

背脊撑頂、肩胛稍聳，双臂後挺、上肢垂放，

肚腹下壓、骨盤前傾，臀薦扳推、脊椎彎曲，

軸心頂撑、軀身兩垂，双膝微曲、下肢墊置，

全身筋骨、自然鬆弛，心搏阻力、自然下降，

循環順暢、代謝更暢，挺胸姿態、攝氧增加，

氧氣充沛、血氧竄升，瞬間彌補、生理需求，

滿足渴求、精飽氧足，精神奕奕、思路敏捷，

腦筋靈活、睡擺姿態，精準定位、落差準確，

以利復健、矯正力道，孤木難撑、二力相加，

量能加倍、眾擎易舉，匯聚群力、分進合擊，

群起攻之、直擊病源，深層核心、精準俐落，

效果倍增、超級舒適，溫柔夢中、循序漸進，

微調導正、康復理療，逐漸加強、密度強度，

發揮極緻、萬有引力，物理作用、永不停歇，

矯正脊椎、體貼心肺，呵護臟腑、疼借肩背，

釋放壓力、緩解僵硬，提升健康、瞬間顯現。 

  只要依上述精準擺睡，運用各項設計，

發明輔助及各症醫技，透過生物能醫學概

念，顛覆傳统，單一徒手瓶頸技術再突破，

全人全方位簡易舒適，全人保健一兼Ｎ顧，

更符合机體結構，養生保健治療復健，高效

果、高要求的人體工學，去腐存菁醫技手法，

施術於机體，幫助生理運作，減輕負擔，提

高效率 

，執行前，首重辨症診斷，量身訂術，依症

施技、細緻擺位，精心佈局、再藉助輔具，

和絕對安全細膩溫柔的技巧手法。 

  〔極簡特效舒適深入病灶核心〕 

  〔以眾擊單超越極限為目標〕 

  〔以迂為直繞道直擊病灶〕 

  〔追求卓越突破瓶頸再超越〕 

運用人生三分之一休息睡覺時間，透過

生物能概念主動、被動、靜態、動態，輪流

交替，康復理療，調理矯正，導引復健，激

發提升生物能量，瞬間舒解壓力，瞬解僵硬

緊張，使氣血旺盛循環順暢，能量充沛增強

活力，提升免疫力修復力，提高治癒能力，

讓陳舊傷口，媲美高壓氧的療效迅速癒合. 

 

讓脊椎病變引起的各疾病，痠麻痛痺無力

氣，不必冒麻醉、開刀手術風險，就能瞬間

緩解，再給予足夠時間休養生息，定可痊癒，

讓勞累疲憊的功能衰退，在短時間恢復精氣

神旺盛，促進臟腑功能竄升，讓身體比自己

實際年齡更健康，更有活力，青春長駐延緩

老化。 

八、願景 

  脊椎極精密複雜，病變特別多，最常見

讓患者困擾、醫者頭痛，且折損國民生產力，

又浪費健保醫療資源難以估算，〔十全鳥休

息神功昜筋經〕極簡特效，健康睡躺可得。

創新醫技養生保健醫技手法，是人類追求健

康延壽的最佳捷徑，期望成為人類共同的資

產，引領期盼有機會跟各位專家前輩、有影

響力的產官學者，攜手共創學術尖端，共同

來預防藥物副作用的傷害，為人類追求更健

康及節省龐大醫療資源，盡棉薄之力，立足

中華弘揚世界，促進人類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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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的作用

劉芳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按摩是通過各種手法作用於人體的肌

表，以調整人體的生理工科，病理工科狀

態，從而達到治病和保健的作用。 

1、疏通經絡:《黃帝內經》中曰:"經絡

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這說明按

摩有疏通經絡的作用，經絡受阻，人體氣血

不暢通陰陽失調，機會產生疲勞和病變，而

按摩通過刺激末梢神末促進血液，淋巴迴圈

及組織間的代謝過程，以協調各組織和器管

間的功能，使機能的新陳代謝水準有所提

交，能起到消除疲勞，解除病痛的作用。 

2、調理氣血:按摩能疏通毛竅，能調和

氣血，因為按摩就是以柔軟，輕和的力量，

通過經絡的傳導來調節全身營養平衡，藉以

調和營衛氣血，增強機體健康。 

按摩的機械刺激是通過將功能轉化為熱能

的作用，它能提交局部組織的溫度，促使毛

細血管擴張，改善血液和淋巴迴圈，使血液

粘滯性減低，降低周圍血管阻力，減輕心臟

負擔，因而可預防心腦血管方面的疾病。 

3、提高機體的免疫能力，因為按摩能

改善血液和淋迴圈，刺激了免疫系統的機

能，使全身扔免疫系統為之一振，當然也能

提交人體的免疫能力，如果兒童能經過一段

時間的推拿、身高、體重、食欲都有所提高、

感冒、咳嗽等發病率也會明顯下降，這些就

是以證明，推拿按摩具有消炎退熱，提高免

疫力的作用，可以增強人體的抗病能力。 

 

 

------------------------------------------------------------------------------ 

補腎療法結合火針治療哮喘 60 例報告 

方安海  陳振宗 

（福建省龍海市榜山衛生院） 

 

 
哮喘是一種常見的、反復發作的肺部過

敏性疾病 ,為較難治癒之病。中醫認為可分

為哮病及喘病，哮病是由於宿痰伏肺，遇誘

因或感邪引觸，以致痰阻氣道，肺失肅降，

痰氣搏擊所引起的發作性痰鳴氣喘疾患。發

作時喉中哮鳴有聲，呼吸急促困難，甚至喘

息不能平臥為主要表現。喘病是指由於外感

或內傷，導致肺失宣降，肺氣上逆或氣無所

主，腎失攝納，以致呼吸困難，甚則張口抬

肩，鼻翼煽動，不能平臥等為主要臨床特徵

的一種病症。嚴重者可由喘致脫之危重證候

「1」。臨床上單獨使用毫針刺法收效一般，

筆者臨證中以補腎療法結合火針治療此證

收效滿意，茲介紹如下。 1 一般資料 本組 

60 例 ,男 35 例 ,女 25 例 ;中醫辨證屬腎

陽虛 56 例 , 脾腎兩虛 4 例。 

【治療方法】基本方以附子 20g、肉桂

20g、細辛 10g 熟地、丹皮、胡桃、淫羊藿、

澤瀉、補骨脂各 10 g、五味子 12 g, 山 藥 2 

0g。 水煎 600 毫升，文煎 6 小時。 每日 1

劑 , 15 劑為一個療程 。脾腎兩虛可加黨

參、茯苓、白術、黃芪各 15g， 咳嗽痰多加

杏仁、蘇子、半夏；食欲欠佳加神曲、砂仁、

白豆蔻。 服藥期間忌食生冷、油膩、煙酒, 避

免受涼感冒。若遇哮喘憋氣嚴重 ,伴躁動不

安或喉中哮鳴聲明顯之病劇者則配合火針



 

 144 

針刺配穴。取穴 主穴 :肺俞雙側 、大椎;

配穴 :定喘雙側、腎腧雙側、顫中穴。具體

操作：在室內光線較好且無風地方 ，令患

者採取坐位 ，充分暴露治療部位。酒精燈

儘量靠近欲刺穴位。火針快速點刺上述穴位, 

1 次/ 3d 、5 次 1 療程。 

【治療結果】 有效 (症狀消失，經 1、

2 個冬春未復發者 ) 23 例，好轉(症狀消失，

入冬間有復發，但症狀明顯減輕 )35 例，無

效 2 例。總有效率為 96 . 7% ，最短一個療

程，最長四個療程，一般多在二至三個療

程。 

【典型病例】徐某，男，74 歲，2012

年 5 月 20 日診。患支氣管哮喘五年餘，每

年入冬即發，久治不愈。1 周前因咳喘，就

診於當地縣醫院，經治療後症狀緩解（具體

用藥不詳），出院後因天氣寒冷, 喘息加劇，

不能勞動，頭暈，肢冷，呼吸困難，動則喘

息不止，口唇淡紫，面色恍白，虛汗出，舌

淡紅 ，唇淡白，脈浮虛數，無力，兩尺尤

甚。此為腎陽虛極不能攝納，發為喘息。治

當溫補腎陽，固攝下元，納氣平喘。用金匱

腎氣丸加味：附子 30 克 ，肉桂、細辛各 15

克，熟地、丹皮、澤瀉、半 夏、蘇子、胡

桃、淫羊藿各 10 克，山藥 25 克，黨參、

黃芪、白術、茯苓、五味子 、補骨脂各 15

克，用法：水 600 毫升 ，文煎 6 小時。每

日 1 劑。連服一周，喘息稍平，配合火針

快速點刺肺俞、定喘穴 ,3 日 1 次。治療 5

次，一個療程。說話走路氣息平穩 ，除上

樓稍喘外，餘無所苦。此方加減調二個療

程，呼吸自如 ，兩腿有力，能持物登樓而

不喘，後連服四個月，面色紅潤，很少感冒，

隨訪一年未見復發。 

【討論】哮喘是臨床常見病，老年喘息

之症，必以腎虛為主 。 年老腎氣先衰，而

且病程較長、必致人體精氣耗傷，真元虧

損，腎氣攝納無權，而發為喘息之症。補腎

法溫煦下元，固攝真氣，使上奔之腎氣恢復

原位，則喘息自平。火針屬溫通之法，生效

迅速，用穴少 ，虛、實證均可應用。以火

針點刺可以使肺氣充盛，氣機調暢從而達到

消痰定喘之目的。哮喘若因感受外邪而引發

或喘見躁動。不安 ,肢冷汗多等症狀較重者

可隨證加用配穴以增強療效 。 

 

「1」田德祿.中醫內科學.中國中醫藥出

版社.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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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針療法探討 

代朴丁 

(陝西省漢中市人民醫院康復科） 

 

 

 

1.針具 

目前臨床上使用的長針有5-20寸等數種,

粗細為0.35mm-1.2mm 不等。其又稱芒針、巨

針、環跳針及蟒針等，而芒針因針身細如麥芒

多指直徑為0.4mm 及以下的長針。臨床上常用

5-8寸、粗細為0.4-0.6mm 的長針。 

2.操作方法 

2.1 進針法  

2.1.1 夾持進針法 醫者右手拇食二指緊

夾針體下端，露出針尖1-2cm，左手按壓住穴

位旁邊的組織以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右手對準

穴位快速刺入。也可左手拇食指持針體下端，

右手拇食指持針柄，雙手配合，快速刺入。此

法多用於肌肉豐厚的部位。 

2.1.2 舒張進針法 醫者左手拇食二指分

張置於穴位兩旁以固定皮膚，右手拇食二指緊

夾針體下端，從拇食指之間將針刺入。此法多

用於腹部的腧穴。 

2.1.3 提捏進針法 左手拇食指將穴位旁邊

的皮膚提捏而起，右手持針從提起的上端刺入。

此法多於頭面部及腰背部腧穴橫刺透穴時用之。 

2.2 針刺方法   

2.2.1 直刺法 針向以90°垂直刺入。肌肉

豐厚處或是在腹部腧穴需深刺時用之，如取秩邊

治療腰痛、取中脘治療胃脘痛等；也用於長針直

刺透穴時，如陰陵泉透陽陵泉治療膝關節炎。 

2.2.2 斜刺法 針向以20°-90°之間角

度刺入。骨骼邊緣處常用之，如承山透承筋治

療腓腸肌痙攣。 

2.2.3 橫刺法 針向以15°-20°之間角

度刺入。頭面部、胸背部及四肢皮膚淺薄處常

用之。也用於長針橫刺沿皮透穴時。如足三裏

循經透刺下巨虛治療下肢外側麻木。 

2.2.4 變向刺法 又稱彎刺法，這是變換

針刺方向的刺法，某些穴位由於其解剖位置特

殊，不能直刺到一定深度，故需採用彎刺。如

刺天突穴，可先直刺0.5寸左右，然後使針尖

向下，沿胸骨後緣深刺，可達4-5寸。這種刺

法要根據腧穴的不同解剖特點，相應的改變押

手所掌握的進針角度，以使針尖沿著變換的方

向順利刺入。除天突穴外，頭面部的一些腧穴

透刺也可採用這種刺法
[1]
。如此操作宜選用針

身較細較軟的長針。 

2.2.5 多向刺法 進針得氣後,自穴位遠

端一次退至穴位近端，變換針尖方向，再朝其

他方向斜刺或是橫刺進針。如取環跳沿風市方

向透刺，再退針由環跳透沿伏兔方向透刺可治

療腦卒中後下肢功能障礙。 

2.3 行針手法 

長針的行針手法如提插、撚轉補瀉等與毫

針基本一致。長針以深刺、透刺為主要特點，

故行針手法宜輕巧、柔和。 

2.4 出針  

長針出針宜緩慢，可分段出針，採用小幅

度輕輕撚轉，徐徐提針，提出一段，稍停片刻，

然後再提，這樣可以減少肌肉緊張，避免滯

針。出針後以無菌幹棉球按壓針孔
[1]
。 

3.功效探析 

    3.1 通經行氣，更好的促使氣至病所  長

針療法由於針長可以深刺，可起一針透兩（多）

穴，一針貫兩（多）經之功，作用範圍大，針

感強烈，得氣快，能夠更好的通經導氣，促使

氣至病所。如採用長針取秩邊透水道定向深

透，通過經絡感傳達到氣至病所，直接有效的

治療前列腺疾患
[2]
。  

    3.2 針至病所，可以取“深邪遠痹”  長

針療法由於針長深刺可直達病所，開壅通塞，

宣通氣血，解痙止痛，治療“深邪遠痹”。如

孫氏
[3]
以長針由肩前穴透刺肩貞，針至病所，

可直接松解肩關節粘連，破結散瘀，促進無菌

性炎症的吸收及組織的修復而收到較好療效。  

臨床應用 

    長針能治毫針所治之病，又能補償毫針之

不足。毛氏
[4]
認為凡是病位較深的疾病或神

經、肌 肉、筋膜疾病皆可視為長針療法的適

應範圍。如前列腺疾病，腰椎間盤突出症，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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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垂，截癱，中風，肩周炎，呃逆，肥胖症，

肌肉急性損傷，三叉神經痛，尿瀦留，胃炎，

陽痿，筋膜炎，尿失禁，卵巢囊腫，梨狀肌綜

合症及腸梗阻等。  

4．現代研究 

以長針取秩邊、中極治療前列腺增生排尿

困難，能選擇性地鬆弛前列腺平滑肌，而不影

響膀胱逼尿肌的收縮，緩解尿梗阻，使排尿順

暢
[5]
。長針取阿是穴、秩邊等治療腰椎間盤突

出症針刺直接作用於神經根，使神經周圍的血

管擴張，局部血液迴圈加速，炎症、滲出及水

腫得到改善，從而解除椎間盤組織的痙攣、水

腫，緩解神經根壓迫症狀，達到治療目的，改

善臨床症狀
[6]
。長針針刺巨闕治療胃下垂可提

高消化道平滑肌張力，促進胃腸蠕動，使胃下

極位置上升，增強消化功能，從而收到滿意的

療效
[7]
。長針針刺環跳治療動物脊椎損傷，在

顯微鏡下觀察血運情況，發現血流加快，對創

傷性骨骼恢復起到了積極作用
[8]
。長針治療中

風時可以顯著改善患者的血流變化性能，增強

病變部位的血氧供應，調整了微循環的調節機

制，改善受損腦組織的缺血缺氧狀態，促進腦神

經功能的恢復
[9]
。大量的臨床實驗資料表明，長

針深刺有關穴位，可加強大腦皮層細胞的工作能

力，增強興奮與抑制過程的力量和靈活性，使之

趨向正常的生理平衡，對交感神經和迷走神經也

具有雙向良性調節作用
[10]
。 

5.典型病例 

5.1  男，60歲，2012年12月3日就診。主

訴：左側肢體活動不靈8天。患者于8天前無明

顯誘因突然出現左側肢體不能活動，吐字不清

晰。家屬急送我院急診行頭顱 CT示：右側基

底節區後份片狀梗塞灶；左側基底節區、右白

質半卵圓中心陳舊腔梗可能。遂以“腦梗塞”

收住神經內科。入院行 MRI 示：右側外囊區梗

塞，左側基底節區、雙側腦室旁、雙側半卵圓

中心區及右額葉多發腔梗，中腦缺血病灶，腦

白質脫髓鞘，腦萎縮。病前無發熱、頭部外傷。

病程中無飲水嗆咳、吞咽困難，無意識喪失、

四肢抽搐及二便失禁，無頭痛、噁心、嘔吐。

既往發現血壓升高10餘年，最高250/180mmHg,

間斷服用降壓藥物（具體藥名不詳），血壓監

測情況不詳。查體：脈搏78次/分，血壓：

150/90mmHg。神志清，精神差。口角歪斜，四

肢肌張力正常，左側肢體肌力0級，右側肌力

正常，左側 Babinski 征（+）。伸舌左偏，舌

質淡苔白膩，脈滑。西醫診斷：1.腦梗塞2.

高血壓病3級(很高危)。中醫診斷：中風（風

中經絡 風痰瘀阻證）。治以0.5×200mm 長針

取患側肩髃透曲池、曲池透陽池，梁丘透伏

兔、足三裏透下巨虛。地倉透頰車、陽陵泉透

陰陵泉、丘墟透照海取3寸毫針針刺，平補平

瀉法，留針30min。起針後再以0.6×125mm 長

針取大椎透至陽，命門透腰陽關；0.6×250mm

長針取環跳透風市，行撚轉補法。不留針。5

天一療程。治療10個療程後口角恢復正常，右

側上肢肌力恢復至4級，下肢恢復至5-級，生

活基本能自理。 

按：《靈樞·熱病篇》言：“偏枯，身偏

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

巨針取之。”遂以長針取患肢腧穴舒筋活絡，

行氣通經。督脈為陽脈之海，取大椎透至陽，

命門透腰陽關助陽通脈。                                                             

5.2  男，45歲，2013年6月3日就診。主

訴：打嗝2周。2周前吃完午飯後突然出現打

嗝，隨後一直持續，夜裏入睡後嗝聲停止，醒

後又打，牽涉咽喉疼痛。口服中西藥物及電針

治療效不顯,既往患者有十餘年慢性胃炎病

史，常因飲食不潔而胃痛,遂以“慢性胃炎”

入住我院消化科。現嗝聲連連，聲短而頻。舌

質淡紅苔白膩，脈弦滑。西醫診斷：膈肌痙攣。

中醫診斷：呃逆（濕邪阻遏證）。以0.4×125mm

長針直刺中脘，得氣後行小幅度提插撚轉手法，

並以 TDP 燈照射。再取陰陵泉透陽陵泉、足三裏

透下巨虛得氣後行小幅度撚轉法，公孫常規毫針

針刺。留針1h。針後嗝聲停止，當晚晚飯後症狀

再發，次日早晨再治一次症狀消失。 

按：本案因濕邪阻遏中焦，氣機上逆，遂

發呃逆。取中脘、陰陵泉透陽陵泉、足三裏透

下巨虛、公孫利濕行氣而收功。  

6.體會 

《靈樞·官針》言：“九針之宜，各有所

為；長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

能移。”其指出九針之用途各異，據情選用，

方可去病。施用長針療法，根據臨床需要，還

可以接電針或是接艾行溫針灸。長針針體長、

刺入深，故針具宜嚴格消毒，醫者持較長長針

操作時宜注意手衛生，可戴一次性無菌手套操

作。長針在操作過程中，宜密切觀察患者的反

應，雙手協作，靈巧配合，徐徐進針，以防刺

到大的神經幹上引起肌肉強烈收縮發生斷

針、暈針事故，或是傷及人體重要血管。長針

刺入深，針感強烈，故患者針刺後可能遺留酸

脹等不適感，一般會自行消失，無需處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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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先告知患者，以免引起患者的恐懼。《靈樞·

終始》載：“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

深內而久留之。”長針針刺一般可以不留針，

但對於一些頑固性疾病，痙攣性疾病以及中風

後遺症等病可留針15min-1h 甚至更長。長針

針刺前，患者宜擺放好體位，留針期間，不可

改變體位。 
參考文獻（略）

---------------------------------------------------------------------------------- 

 

超微針刀結合十宣放血治療偏頭痛 
陳振宗  曾志偉 

（龍海市榜山衛生院） 

 
 
 

摘要目的: 觀察超微針刀結合十宣少量

放血治療偏頭痛的療效。方法: 60例患者隨機

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各30例。結果:治療組的

療效優於對照組。結論: 超微針刀結合十宣少

量放血是治療偏頭痛的良好方法。 

關鍵字:偏頭痛; 超微針刀; 十宣放血 

偏頭痛是一種常見的頭痛類型, 為發作

性神經—血管功能障礙引起的一側劇烈頭

痛。我科於2012-2013年治療偏頭痛60 例, 其

中以超微針刀結合十宣少量放血治療偏頭痛

30例, 取得滿意療效。總結如下。 

1．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60例均為我科門診病例, 根據國際

疼痛協會( 1998) 偏頭痛診斷標準
[ 1] 

確診,

男20例, 女40例; 年齡最小17 歲,最大70歲; 

隨機分為兩組, 治療組30例, 對照組30例; 

治療組以超微針刀結合十宣少量放血, 對照

組則單純針刺治療。 

1.2 症狀和體征 

頭痛呈反復發作性, 至少發作2次, 間隙

期正常, 體檢正常。 頭痛從兩眉間或一側眉

弓向顳部及後頭部放射, 頭皮局部血管跳痛,

觸及頭皮時疼痛( 即痛覺過敏) , 疼痛呈脹

痛、持續性或針刺樣, 陣發性加劇, 發生頻率

不定, 每次持續2h～1 周, 伴有目脹或視物

模糊、頭暈, 頭痛嚴重時可伴有噁心、嘔吐、

畏光、畏聲, 走路、上樓梯或類似活動可加重

頭痛, 部分伴失眠、胸悶、心慌、乏力、出汗

等。 

2． 治療方法 

2.1 治療組: 超微針刀操作: 穴位皮膚

常規消毒，選取皇齡牌超微針刀( 泰興市三裏

醫療用品廠生產，規格0. 5 × 30mm) 。在枕

骨粗隆下的上、下項線、風池穴周圍，選擇結

節點、壓痛點為進針點,常規方法消毒後進針, 

使刀口線與身體縱軸平行刺入皮下, 針刀長

軸線與皮面垂直刺入0.5cm 左右，刀刃到達淺

筋膜後，切割1-3刀，然後將針刀稍提起，再

次沿後正中線方向向上、向下分別傾斜30°插

入，各切割3-5刀。然後在患側手指末端選取

十宣穴常規消毒後, 用細三棱針點刺, 擠出

少量血液後, 用酒精棉球按壓止血。以上操作

每3天1次, 10 次為1療程。 

 2.2 對照組:針刺太陽、絲竹空、風池、

外關、角孫、率谷、足臨泣。穴位常規消毒後,

用28號不銹鋼毫針,常規刺法,留針30 分鐘,

隔10 分鐘提插撚轉1 次,用瀉法,每日針1 次, 

10 次為1 療程。兩組均在治療5 次及10 次時

評定療效。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

效標準
[ 2]
 制定療效標準。痊癒: 頭痛、噁心、

頭暈不適等症狀完全消失; 顯效: 上述症狀

基本消失,頭痛程度輕微; 好轉: 頭痛程度減

輕, 伴隨症狀明顯減輕; 無效: 治療前後症

狀無明顯變化。 

3.2 治療結果 

治療5 次時, 治療組痊癒9 例, 顯效9 

例, 有效12 例; 對照組痊癒1 例, 顯效2 例, 

有效17 例, 無效10 例。治療10 次時, 治療

組痊癒16 例, 顯效10例, 有效4 例; 對照組

痊癒4 例, 顯效4 例, 有效16例, 無效6 

例。經Ridit分析, 治療5 次時有效率比較, 

U=4.32, U>2.58, P<0.01; 治療10 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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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4.36,U>2.58, P<0.01, 兩組差異非常顯

著。 

4．典型病例 

方某, 女, 55歲, 2012年5月初診。自訴

左側頭部疼痛6年, 反復發作, 近1 個月來頭

痛頻繁, 發作急暴, 作止無常, 以左顳部疼

痛為著。劇痛難忍, 患者以拳擊頭、撞牆, 頭

痛可持續數小時至數天。可因怒氣、睡眠障

礙、過勞、看電視而誘發。伴目眩、噁心、嘔

吐。頭痛休止期有煩躁、恐懼感。腦部CT、腦

電圖皆未見異常。檢查: 神清語明, 體質瘦弱, 

面色青黃, 來診時正值患者頭痛發作, 嚎啕

大哭, 以頭撞牆, 顳部青筋暴露, 顳動脈顯

現劇烈搏動, 噁心嘔吐。神經系統檢查未見異

常徵象。診斷: 偏頭痛。取治療組之方法, 1 

個療程後症狀明顯好轉, 續治近2個療程痊

癒。後隨訪未見復發。 

5.討論 

偏頭痛是常見的急性頭痛之一, 是一類

有家族發病傾向的週期性發作的疾病。系由於

發作性血管舒縮功能障礙以及某些體液物質

暫時改變所引起的疼痛。病因尚不明, 約50%

的病人有家族史, 且以女性多見。偏頭痛發作

初期, 腦動脈收縮痙攣, 導致腦組織缺血缺

氧, 出現不同的先兆症狀, 繼而發生反應性

顱外血管如頭皮動脈和硬腦膜血管擴張, 導

致偏頭痛發作。有研究表明血小板粘附性增強, 

血小板大量釋放5- HT致血管痙攣, 消耗大量

5HT使血管反射性擴張, 可能是偏頭痛發病機

理之一。點刺放血可能對局部血管舒縮功能具

有雙向調節作用, 即能使痙攣的血管舒張,使

過度擴張的血管收縮, 從而使頭痛迅速緩解,

另偏頭痛和枕部神經受卡壓尤其是枕大神經

卡壓有密切關係。枕大神經為第2 頸神經的後

內側支, 出椎管後, 先斜向後下, 繞過頭下

斜肌, 經頭下斜肌和頭半棘肌之間向上內行, 

在頭半棘肌附著於枕骨處的內側, 穿過頭半

棘肌, 再穿過斜方肌及頸固有筋膜, 達上項

線下側, 分為數支感覺性終末支, 這些神經

通路上軟組織粘連、瘢痕、攣縮等病理變化, 

均可對枕大神經造成卡壓。超微針刀在上、下

項線周圍做松解, 既有針刺作用, 又有手術

松解效果。通過針刀松解覆蓋在枕大神經上的

頸部淺筋膜及頭夾肌等,解除神經卡壓,松則

不痛。筆者通過對照觀察發現, 超微針刀結合

十宣少量放血治療偏頭痛其療效優於體針療

法, 具有療程短, 便於操作等優點,是一種比

較有效的組合療法。由於頭痛有時可為某些嚴

重疾病的早期表現, 排除後才能行此療法。 
 

參考文獻（略） 

------------------------------------------------------------- 
 

超微針刀配合火針治療 

退行性膝關節炎臨床療效觀察 
方安海  陳振宗  曾志偉 
（福建省龍海市榜山衛生院） 

  

 

退行性膝關節炎(OA)是由於膝關節軟骨

退行性改變引起的中老年人常見病之一 ,肥

胖女性更多見。主要表現為膝關節酸痛、 僵

硬、腫脹變形、活動障礙。筆者在臨床常採用

超微針刀配合火針治 療 ,具有較好的療效。

為系統觀察其療效 ,自 2012 年 5 月至今 ,

採用超微針刀配合火針及火針治療 退行性膝

關節炎近百例 ,現報告如下。 

1．臨床資料 1. 1 一般資料 納入統計的

為 2012 年 5 月～2013 年 5 月在龍海市榜

山衛生院針灸科門診診療的患者 ,按其就診

先後 ,本著隨機、對照 ,知情同意原則 ,分別

納入超微針刀配合火針的治療組 ,單純火針

的對照組。治療組 50 例中 ,男 1 5 例 ,女 

35 例 ; 年齡最小 40 歲 ,最大 75 歲 ;病

程最短 1 個月 ,最長 8 年 ,1 年以 內 10 

例 ,1～3 年 20 例 ,3 年以上 20 例 ;雙膝

病變者 28 例 ,單膝 病變者 22 例 ;對照組 

50例中 ,男1 6 例 ,女 34 例 ;年齡最小 41 

歲 ,最大 74 歲 ;病程最短 1 個月 ,最長 7 

年 ,1 年以內 10 例 ,1～ 3 年 29 例 ,3 年

以上 11 例 ;雙膝病變者 31 例 ,單膝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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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9 例 ;兩組患者在年齡、病程、病情程度

等方面比較 ,差異均無統 計學意義( P > 0. 

05) ,具有可比性。1. 2 診斷標準
[1]
 根據 

1995 年美國風濕病學會臨床分類標準 : (1) 

膝關節中 等程度的疼痛 ; (2)包括以下指標

中的 3項以上 :晨僵在30 min 之內 ;膝關節

活動時有摩擦響聲 ;膝關節周圍腫脹 ;X 線

檢查示 膝關節骨端邊緣有骨贅形成 ;關節無

觸及的發熱。 1. 3 排除標準[1] (1)關節間

隙顯著狹窄或關節間形成骨橋連接而成骨性

強 直者 ; (2)膝關節腫瘤、類風濕、結核、

化膿及關節內骨折急性期 者 ;(3)有明顯膝

關節內外翻畸形及患肢有血管神經損傷史者 ; 

(4)年齡 > 75 歲 ,病程 > 10 年。2 方法 2.

治療方法：①超微針刀治療。選點: 根據解剖

學，髕骨是一塊活動的籽骨，功能是協 調膝

關節運動。如果髕骨的活動範圍被限制，則膝

關 節活動也將受限。膝關節病大多數是因髕

骨的活動 範圍受限所致。針具: 選用 0．5 mm 

的超微針刀。操 作: 患者仰臥在治療床上，

暴露治療部位，常規消毒。 將髕骨四周看做

一塊鐘錶。上樓疼痛松解 10 點、 11 點、 1 

點、 2 點位的筋膜，下樓疼痛松解 4 點、 5 

點、 7 點、 8 點位的筋膜，內側疼痛松解 2 

點、 3 點、 4 點位 的筋膜，外側疼痛松解

8 點、 9 點、 10 點位的筋膜。輕 輕切開，

進刀深度 1 cm 左右，出刀後用幹棉球按壓針

眼 1 ～2 min 即可。每週治療 3次。②火針 :

患者仰臥 ,膕窩部墊毛毯使膝關節屈曲放鬆 ,

均取 患側穴位。主穴 :內膝眼、外膝眼、鶴

頂、足三裏、 膝周阿是穴 1 ～2 個 ;配穴 :

陰天下雨時重加陰陵泉、受寒時重加膝陽關、 

遇風、時重加血海 ,行走多時重加陽陵泉、曲

泉。主穴每次必取 ,配穴每次酌情選用 3～5 

個。擬定穴位後用拇指在相應穴區揣穴 , 找

到反應敏感點後 ,掐一十字印。安爾碘常規消

毒穴位 ,主穴 用直徑為 0. 8mm 的中粗火

針 ,配穴用直徑 0. 5mm 的細火針 , 將火針

在酒精燈外焰上燒至白亮 ,穩、 准、 快的從

十字印中心垂 直刺入 5～10mm(據病人胖瘦)

後疾速出針 ,出針後用消毒棉簽按壓針孔 5

～10s 以減痛。若刺後有血液或積液流出 ,

則用消毒幹棉球擦拭、擠壓至不流。擬定穴位

全部刺完後 ,用抽氣罐在主穴拔罐 10min ,

同時 TDP 照射 30min。起罐後用 75 %酒精棉 

球擦去血液、積液或黃色組織液。治療組先超

微針刀治療 ,隔天再火針治療 ;對照組單純

火針。隔日治療 1 次 ,10 次 1 療程。1 療

程後統計療效。 

3 結果 3. 1 療效標準
[2]
 :臨床痊癒 :

臨床症狀消失 ,膝關節功能恢復 正常 ,行走

和站立自如 ;顯效 :臨床症狀消失 ,膝關節

功能基本恢復正常 ,但行走過久或天氣變化

時仍有疼痛 ;好轉 :關節疼痛減輕 ,膝關節

功能有所改善 ;無效 :臨床表現與治療前無

明顯變 化。 3. 2  治療結果 ,見附表。 

附表  兩組療效比較  例( %) 

組

別 

例

數 

臨

床

痊

癒 

顯

效 

有

效 

無

效 

愈顯

率 

治

療

組 

50 26 13 11 0 78% 

對

照

組 

50 20 9 21 0 58% 

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 < 0. 05 4 

4 典型病例  鄭某，55 歲，農民，2012

年 6月 20 日來診，主訴左側膝前疼痛，勞累，

活動加重，下樓疼痛，已半月，曾就診當地診

所，口服中西藥無顯效果，近 3 天來疼痛加

重，不能下樓。筆者根據活動疼痛分析，診斷

為髕下脂肪墊勞損，採用超微針刀膝前髕骨下

緣 4，5，7，8 點常規消毒，松解，然後讓鄭

某站起活動，做下樓梯動作，當即消失大半。

3天來復診稍有疼痛有配合火針 1次，全部消

失，隨訪 3個月未見復發。 

討 論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是由於膝關節

的退行性改變，使膝部肌肉韌帶出現退變，股

四頭肌等肌力明顯減 退，膝關節活動時各關

節軟骨出現異常滑動，造成軟 骨面摩擦力明

顯升高，使關節軟骨軟化，剝脫，造成關 節

周圍軟組織損傷，如此惡性循環，使病情加

重，逐漸 形成唇樣增生等變化。超微針刀療

法是在小針刀 療法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一種

更加安全有效的方法。 其核心理論為改變軟

組織的力學平衡失調。通過人 體的骨性杠杆

作用或肌肉的力學傳導和牽引作用， 將人體

深層的病變提到淺層來治療。通過對人體表淺

表部位進行松解
［3］

，促進血液迴圈及淋巴迴

圈，改善局部病變組織的營養供應，提高病變

組織的新陳代謝 能力，從而利於病變組織的

恢復。此外，針刀療法對 病灶的刺激，可使



 

 150 

局部組織蛋白分解，末梢神經介質 增加，產

生血管神經的活性物質，降低致痛物質緩激 

肽和 5 －羥色胺等在血清中的含量，從而活

躍組織功 能，調整神經功能
［4］

。火針所刺穴

位均為膝關節局部或鄰近穴 ,通過熾熱的針

體 ,使局部血液、 淋巴迴圈加 快 ,加速炎性

組織的清除吸收 ;使穴位組織炭化 ,炭化組

織對於 人體是一種異物 ,可以啟動自身免疫

系統 ,並長時間刺激穴位 而發生長效調整和

治療作用。兩種方 法聯合應用最終達到治癒

目的。 

參考文獻（略） 

---------------------------------------------------------------------------------- 

 

超微針刀配合圓利針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80 例 

方安海  陳振宗 曾志偉 

（福建省龍海市榜山衛生院） 

 

 

1.1 臨床資料 本組病例共 80 例，其中男

性 24例，女性 56例；年齡 20 歲以下有 1例，

20 歲至 30 歲 14 例，31歲至 40 歲 20 例，41

歲至 50 歲 29 例，51 歲至 60 歲 12 例，、60

歲以上有 4 例；病程 3 至 30 天有 24 例，31

至 60 天有 35 例，61 天以上 21例，病程最長

有 30年。 

2.1 診斷標準參考趙俊等主編的<<疼痛

診斷治療學>>中的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標

準，即通常情況下根據病史中的腰腿痛規律以

及間歇性發作，咳嗽、打噴嚏加重史，同時結

合下肢放射痛，脊柱側彎，直腿抬高試驗陽性

率，腰椎旁壓痛點，伸縮肌明顯減弱，下肢外

側痛覺減低，跟腱反射減弱或消失，通過 X

線腰椎正側位片加骨盆平片（呈八字站立位拍

攝）即可治療臨床治療。 

3.1 治療方法  

3.1.1 根據超微針刀的診斷治療特點：⑴

軟組織損傷的三大臨床特點①壓痛是診斷和

判斷療效的法定②結節是定位和切割松解的

主要部位③受損的軟組織主動收縮、抗阻收

縮、被動牽拉產生疼痛。⑵軟組織損傷的四大

理論：①杠杆理論：將深層的病（力學上的如

痙攣、力學平衡失調）提到淺層治療②弓弦理

論：利用人體的四大生理彎曲將骨性組織看成

弓的部分，而軟組織看成弦的部分。其應力集

中點分別在弓弦的交接部位和絃的中央部

位；當弓弦弧增大時表示弓已拉開，則弦處於

緊張狀態，應力集中點在弦上。③拉杆理論：

如果將人體骨性組織看成是電線杆，四周的肌

肉看成是固定電線杆的四根鐵絲，當一塊肌肉

損傷痙攣時，則其他三個方向的肌肉也會出現

痙攣狀態。④鏈條理論：病損處的疼痛由上往

下傳遞，病損處疼痛點則可以通過鏈條的相對

應的其他部位予以治療。⑶腰部四部走:①松

解腰大肌，②松解骶三角區，③松解骶結節韌

帶④松解大轉子部位。 

3.1.2 超微針刀、園利針的具體操作：患

者俯臥。如果患者腰椎間盤間隙小，可在患者

的腹部墊一個枕頭。進針部位常規消毒，術者

帶無菌手套，在腰椎自上而下推摸，摸到結節

用超微針刀松解，具體根據損傷的肌肉松解部

位不一樣比如腰部疾病：腰部的運動軸：（1）：

前屈：損傷的部位，腰骶三角區。前屈等同於

坐位，可引起類似於 L5,S1 節段椎間盤症狀。

（2）：後伸：損傷的部位：腰肋三角區。（3）：

左右旋轉：損傷的部位：腰大肌，腹外斜肌。

左右旋轉等同於翻身動作（4）：左右側彎：損

傷的部位：腰三橫突。 

3.1.3 總結：①腰骶三角區刀針法相同，

在區域內找結節點治療。②腰肋三角區刀法只

在 L1-2 棘突旁松解，圓利針法將針尖平刺刀

法，針體刺結節點即可。③腰大肌刀法只在

L1-2、L5-S1 棘突旁松解，圓利針針法在 L4

橫突尖下方進針，達到阻力感後，再向下進針

2cm 即可，目的是避開腎的下極。④腹外斜肌

一般用圓利針在肌腹上穿過即可。⑤腰三橫突

綜合症一般用刀法在 L3 棘突旁同側松解即

可。圓利針用 0.5mm*75mm 的圓利針治療攣縮

肌肉，選定攣縮肌肉，用圓利針斜刺，使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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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酸、脹，超微針刀及圓利針交替使用，6

次為一療程。 

4.1 治療結果：80 例患者中治癒 62 例，

顯效 15 例，有效 1 例，無效 2例，總有效率

98.14%。 

5.1 典型病例 鄭某，男 50歲，農民，2012

年 5 月 30 日就診，訴右側腰腿部反復疼痛、

麻木 3年，再發加重 3天，患者于 3 年前無明

顯誘因，自感右大腿後中 1/2 段疼痛麻木，半

年後右大腿中後部麻脹，近 3 天來右側腰腿部

疼痛加重，不能平臥，夜間疼痛不能入睡，攝

CT 片 MRI 片，提示 L4-5、L5-S1 椎間盤向右

突出，伴椎管輕度狹窄，患者經外院治療（輸

液，口服藥物等）未見明顯好轉，今日特來就

診，查患者腰椎向左側偏移，曲度變直，右側

腰部、大腿根部、右腓骨頭部壓痛明顯，疼痛

加重、右直抬試驗，25cm 時，引出右下肢麻

木，壓痛明顯，咳嗽時腰腿部疼痛加重，屈頸

試驗陽性，初診斷為腰椎間盤突出症，用上法

治療 6次，3個月後臨床症全部消失，活動自

如，今年 3 月隨診時訴，10 月來腰腿部無異

常，活動自如，每週末去爬山、背水，一直不

間斷。 

6.1 討論 椎間盤突出是周圍的支援系統

勞損或因為局部的臨近組織損傷痙攣牽拉所

致。臨床上我們手法將其錯位或錯縫關節復

位，將勞損的肌肉進行修復性的治療，對粘連

的肌肉或肌腱進行松解就可以達到治療目

的。這一點我們無需懷疑。這是一種很直接的

療法，行之有效。超微針刀療法不是將刀伸到

肌肉或肌腱中去松解，而只是松解勞損肌肉附

著點處的淺層肌筋膜，緩解肌肉附著點的張

力，通過力學傳導作用達到緩解整條肌肉痙攣

的目的，從而實現治療目的的方法。另外，超

微針刀刀口只有０．４ｍｍ，最 大限度地減 

輕了患者的疼痛。不用麻藥和激素，解決手

麻、腿麻、疼 痛等，安全無副作用。進針深

度為１ｃｍ 左右，治療時不會傷及神經及重

要血管，為臨床提供了安全保障。治療 時間

每次１～２ｍｉｎ，每３天一次，治療１～３

次即可。而圓利針針刺點為：肌肉起點、中點、

止點。進針手法簡 單，無提插、撚轉，只是

將針體穿過要求治療的部位即可。根據功能障

礙的動作 或姿勢選擇治療肌肉，不留 針，患

者隨治隨走，提高了臨床醫生的效率。 綜上

所述，超微針刀配合圓利針治腰椎間盤突出

症，具有安全、簡便、費用低等優點，適合在

基層醫院推廣應用。 

---------------------------------------------------------------------------------- 

 

點穴療法的點、線、面 
劉陳麗杏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前言 

點穴，究竟是發明在哪一朝代，是哪位先

聖先賢所發明，眾說不一，但是，確定在過去

對於[點穴]，好像是武林好漢用來打打殺殺的

補助法術，如今日的書刊（武俠小說）或是古

裝電影隨時可見，很少有人以點穴討論保健、

治病的事。筆者習點穴功是在 1982 年初，時

有丁老師承少林寺老和尚的真傳，來高雄開班

授課，餘以半信半疑的心去試試，初學很好

奇，以兩雙手、十根指頭，在病人身上固定的

地方（穴位）戳戳按按就可除病，經幾天的課

程學了兩手，回家抓到我先生後腦左側的[瘤]

作實驗，按老師的指點，領悟到以點穴功治病

的道理，例如：以瘡、癤來說，發病時在某一

位置因外界的蟲咬、物刺受傷而發生一個小點

點的[點]，漸漸的發炎加重，經過筋絡、血管

的擴散，向外四周伸延的[線]，再由線的左右

擴散，全面的大面積的腫成一個大的周邊面積

的[面]，是為成病的演變，而點穴治病則依其

道反行，先由[面]即是自週邊的大面積下手，

採以阿是穴的方式在周邊點壓，使之消炎、消

腫，進而循[經絡]疏通，使血液迴圈恢復，引

導白血球協助[殺菌]，進而以[包圍縮小範圍]

的作戰方式向內逼進，為以其[面]而循[線]

達到中心的[點]的含意。此為以點穴功治療外

科[瘡]、[癤]及婦科病等均可涵蓋之。是為領

悟研究的新發展的理論者。 

我先生頭上左側有個瘤，已逾二十幾年，

其高約一寸，底盤二寸有餘的周圍，時感頭

痛、左半身時有麻木感，曾擬手術切除，但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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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有癱瘓之後遺症而遲遲未動刀。此次余習此

功夫，正好是臨床的好題材，我乃採[面]而[線]

再[點]的進度行之，約二周後，[瘤]軟下來

了，經繼續每天一次，約三個月，[瘤]全部軟

下來，漸漸的消失只剩下一塊皮，說來神奇。

如此信心大增，用心學習，半年結業後又接繼

在老師開的診所做了三年助理，切身臨床，經

歷了很多怪病，也就都在兩雙手、十根指頭之

下，戳戳、按按，病就解除了。 

練功自保 

執行點穴的人，必須自已先練好氣功，以

防止病的反射而受傷（傳染），即每日起碼以

最基本的[環帶功]功法天天練之，這樣先把自

己[陣地]鞏固好，當接觸病人施點時，氣的施

出，而求得自保，因[氣]壯、[功]力才能強，

就此才能自我保護，也能達到給人治療的順利

進行，而本身不會受到傷害！ 

臨床介紹 

（病例一）一位卜姓的老先生，現年 83

歲，因膀胱及腎臟的病變，引發了雙腿、腳腫

脹，不能穿鞋子也不良於行，愈來愈嚴重達到

每天必須家人或外勞攙扶著，才能一點一點的

移動，漸漸的視力模糊，兩腿無力於行動，十

分嚴重。家人緊張，各地求中、西醫治療，有

的要洗腎，有的要開刀，有的要留醫住院……

不知如何。後經友人介紹來我處治療，一個療

程後，即是起色，兩腿腫漸漸消退。病人有了

信心，我也信心十足，由此兩心之結合，並加

以針灸、拔罐之配合治療，約三個療程，幾近

痊癒，在此，也介紹他服用[腎氣丸]加以補養

之，已不再天天來求診，近日見之，能自行來

去，無須他人攙扶，精神、氣力非常良好，病

已痊癒。 

（病例二）又一位小妹妹病人，現年 12

歲，初來時走路得由家人扶持，手腳都不聽使

喚，經診斷：應屬[後天性腦性麻痹]之病變，

其治療；先疏解經絡，也是由面—即從腳趾、

腳掌疏解，循經絡為[線]，以點、推來打通其

經絡，迫使血液恢復迴圈，使養份可以展開輸

送，最後歸於[點]，即發病之始點，以頭皮針

補助之，使用穴位：以[陽陵泉]透針[陰陵

泉]，加[合穀]、[手三裏]、[曲池]透[少海]、

[昆侖]，經留針一小時候起針，令其雙腳掌落

於地面不斷拍打，以助其使氣血順暢。一般一

個療程八次，該病人治療兩個療程，手腳都能

主動張開，自主的行動了，且很有力氣。他家

人回想；以前經過了幾個大醫院（中、西醫），

都未辦到，沒想到用手指頭點一點，就好起來

了，真是意外，真是欣喜不已！ 

結論 

[人體經絡，如山川水流；點穴療法，乃

大禹治水。]此道理甚是正確，人體經絡堵塞

不暢，就像山川河流淤塞一樣，水不流則臭，

血不流則凝，外在環境污染，社會人類受難，

經絡不暢血不流則滯而不能動，人必生病。所

以，千言萬語，點穴亦即[內在運動]，是健康

另一補助之道也。 

 

---------------------------------------------------------------------------------- 

 

電針治療 CSA 失眠症 26 例療效觀察 
顏少敏 

(福建省永春縣中醫院) 
 

  

失眠是對睡眠的質和量持續相當長時間

的不滿意狀況[1]，是一種影響機體生理和心

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雖然有許多起效快，作用

強的睡眠誘導劑或鎮靜催眠藥可治療失眠，但

存在一定潛在的成癮性。本課題主要是探討電

針對椎動脈型頸椎病失眠症的作用。現把筆者

採用電針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失眠症的臨床

觀察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52 例均為門診患者，按就診順序隨機分

為電針組和對照組。電針組 26例，男 17例，

女 9 例；年齡最小 36 歲，最大 69 歲，平均

47.5 歲；病程 2周-3 年，平均 1.13 年。對照

組 26例，男 16例，女性 10例；年齡最小 34

歲，最大 73 歲，平均 48.1 歲；病程 1 周-3

年，平均 1.05 年。兩組性別、年齡、病程差

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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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納入標準 

1.2.1  符合 1984 年全國桂林頸椎病專

題座談會的椎動脈型頸椎病的診斷標準。 

1.2.2  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

標準》第 3版（CCMD3）失眠診斷標準[2]。 

1.2.3  實驗室及心電圖檢查，腦部 CT

或 MIR 掃描均無異常。 

1.2.4  排除嚴重腦、心、肝、腎等嚴重

軀體疾病、妊娠或哺乳期婦女、重型精神病、

酒精及藥物依賴者。 

2  治療方法 

2.1  電針組 

針具選用 0.30mm×25-50mm 彈性良好的

一次性不銹鋼毫針，電針儀選用中國廣州汕頭

醫用設備廠生產的 G6805-A 型治療儀，腧穴選

擇：大椎、頸夾脊穴、天柱、後溪、合穀、足

三裏、三陰交，每次取穴 4 個穴位，患者取俯

坐位、穴位局部用碘伏消毒後，大椎穴採用

25mm 一次性不銹鋼毫針，直刺 1-1.5 寸，施

平補平瀉手法促針感向頭部傳導。其他穴位按

常規針刺，針刺得氣以病人有酸麻脹重或沿經

絡走向感傳為佳，醫者針下有泥澀、緊滯感、

留針 30 分鐘、留針期間連接 G6805-A 型治療

儀，用連續波型，連續開關調到 8-9，輸出開

關調到 1.0-2.0，使穴位局部肌肉有抽動麻木

感、電流強度以患者能夠忍受為度，15 次為

一療程，療程間休息天，再進行下一療程的治

療。 

2.2  對照組 

採用毫針治療：針具選用 0.30mm×

25-50mm 彈性良好的一次性不銹鋼毫針，腧穴

選擇大椎、頸夾脊穴、天柱、後溪、合穀、足

三裏、三陰交，每次取穴 4 個穴位，患者的坐

姿與醫者運針手法同電針組，留針 30 分鐘，

留針期間運針 3 次，每次運針 3 分鐘，15 次

為一療程，療程間休息 5天，再進行下一療程

的治療。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評定  於治療前及治療第 2 療

程未採用睡眠狀態問卷量表（SQ）[3]，臨床

總體量表（CG）[4]評定睡眠狀態，治療 2 療

程末以 SQ減分率判定臨床療效，減分率=（治

療前總分－治療後總分）÷治療前總分。痊癒

為大於或等於 75%，顯效為大於或等於 50%，

好轉為大於或等於 30%，無效為小於 30%。 

3.2  臨床療效 

治療 2 個療程後的統計療效。電針組 26

例中，痊癒 6例（23.08%），顯效 9例（34.62%），

好轉 10例（38.46%），無效 1例（3.84%），

有效率為 96.16%。對照組 26 例中，痊癒 4

（15.39%），顯效 8例（19.23%），有效率為

90.77%，兩組有效率比較差異有非常顯著性意

義（P＜0.01）。 

4  討論：法國的學者在 1957 年提出的椎

動脈樞椎橫突孔至枕骨大孔有 4個彎曲，我國

學者倪文才研究後報告，國人在這段椎動脈有

6-7 個彎曲，經測量發現顱內遠側椎動脈支配

橋腦，延腦的管徑很細小，如橋腦支管徑為

0.1-0.5mm，內聽動脈的管徑平均為 0.2mm，

由此可見，椎動脈走行的多個彎曲和支管徑的

細小致使椎動脈血流緩慢，若出現鉤椎關節骨

贅形成，容易導致腦幹相應部位供血不足，造

成微循環障礙。祖國醫學認為：人到中年以上，

肝腎不足，氣血漸虛，督脈空虛，筋骨失養，

氣血不能潤養腦竅，容易出現失眠、頭痛、頭

暈等症。根據針灸學的經絡治療學說“經絡所

過、主治所及”“虛則補之、實則瀉之”的治

療原則，採用補益肝腎、活血通經為大則，取

穴以頸夾脊及手足太陽，足少陽經穴為主。穴

取諸陽之會，督脈之俞穴大椎，針刺激發諸陽

經經氣，通絡活血，以促進氣血上榮腦竅，治

療失眠症，天柱、後溪屬於手足太陽經之穴，

天柱為局部取穴，後溪為八脈交會穴之一，與

督脈相通，二穴相配可疏調太陽，督脈經氣，

通經活絡；取足三裏、三陰交為補益肝腎，促

進氣血上榮於腦竅；頸夾脊具有疏理頸項局部

氣血的作，諸穴遠近相配，再加上電針儀連續

波的鎮靜作用，共秦補益肝用腎，活血通經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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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取“瘰疬穴”灸治颈淋巴结核 121 例的临床观察 
 

王铭  王锋   指导：王健 
（福建省福安风湿哮喘病研究所） 

 

 

颈淋巴结核，中医称之为“瘰疬”。其核

小而多，累累如葡萄者谓之瘰疬；其核少而大

者谓之疬，合称瘰疬。瘰疬多发于儿童与老年

人；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在现代医学上，瘰疬

仍是一种较难彻底治愈的疾患。笔者出身于中

医世家，对中医医治瘰疬手术繁、疗程长的状

况有所认识，故于 1967 年根据祖国医学针灸

专家陈玉铭先师循经取穴之治法，以“瘰疬穴”

灸治瘰疬 40 多年之实践（计收治 121 例），

经临床观察，具有疗效满意、手术简易、根治

率高、疗程短、花钱少等实效，为弘扬祖国医

学，振兴中、畲医做出自己的贡献，现特将其

疗法介绍如下： 

一、临床资料： 

1、一般资料：余共观察治疗 121 例，男

70 例，女 51例，其中 11~20 岁 30 例，21~30

岁 52 例，31 岁以上 39 例。病程一年以内 43

例，1~2 年 32 例，2~4 年 18 例，4~10 年 15

例，10年以上 13例。 

2、中医分型 

（A）结核型：瘰疬分散而可活动者 68

例。 

（B）硬结型：瘰疬呈硬块弥漫不活动者

36 例。 

（C）脓肿型：形成冷脓肿或继发感染有

潮热者 6 例。 

（D）溃疡型：淋巴结化脓溃破，创口难

于愈合者 11例。 

二、治疗方法 

甲、“瘰疬穴”灸治法 

“瘰疬穴”是在足少阳经光明穴附近（附

图） 

取穴方法：先嘱患者张开大拇指和食指，

按两指端的距离长度作为量度，再按此长度，

自足外踝直量上尽头处即是瘰疬穴，病左取

右，病右取左，若双侧皆病，左右俱灸。 

灸法：定穴后用笔于穴上做一记号，为了

避免患者畏痛，先以 2%普鲁卡因（先行皮试，

无过敏后），施用 4CC 注于穴位皮下，然后用

艾绒捻成一厘米大小（年龄小的略小），连灸

七壮，灸至 2~5 壮时，常有爆响声，甚至把艾

炷弹去，灸后夏天 12~15 天，冬天 15~20 天，

创口即开始化脓，几天后瘰疬即开始缩小，对

化脓创口每日仅用硼酸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外

敷凡士林，盖上消毒纱布，不能用其它草药外

敷，这样可促使足部创口排脓，以利于颈部瘰

疬的缩小，直至消失，创口自然愈合，正所谓

“上病取下之意”；如个别病人瘰疬已消失，

但创口仍有流脓，可用雷佛奴尔液外敷 3 天即

可完全痊愈。 

乙、分型疗法 

（1）结核型：只灸“瘰疬穴”即可痊愈，

一般情况，不用其他治疗。 

（2）硬结型：除灸“瘰疬穴”外，若瘰

疬在颈侧属少阳经，可予“消疬合剂”以疏肝

消坚，方用：毛柴、黄芩、法夏、牡蛎、海藻、

昆布、夏枯草、浙贝、元参，便秘加石斛、知

母，咽痛重用元参，并加桔梗。个别顽疬之硬

结难消者，采用火针疗法，方可生效，其法，

在结核病灶上，经过严密消毒，避开血管，特

别是颈动脉，用金属环固定疬核，视瘰疬之大

小不同，用不同大小的钢针，在酒精灯上烧红，

趁热刺入结核心的 2/3，切不可深刺，当即流

出白色分泌物，外敷阳和膏；数日后该结核可

完全消失。 

（3）脓肿型：仍灸“瘰疬穴”，内服丹

枝逍遥丸加减，方用：丹皮、枝子、赤芍、当

归、白术、甘草、毛柴、夏枯、山甲等。 

（4）溃疡型：除灸“瘰疬穴”，并于患

处洒以海典仿，再敷桉树液，即可生效。一般

不必内服，若气血俱虚，可服人参养荣汤，脾

虚肢软可用归脾汤以助之。 

饮食方面：三分治，七分养，饮食宜忌，

对瘰疬的痊愈，亦有密切关系，故忌食辛辣、

油炸、炒烤等刺激性之物，如鸡、鹅、酒、醋、

辣椒、马铃薯等均属禁忌。 

本文介绍瘰疬之疗法，是以灸“瘰疬穴”

为基本疗法，分别不同类型，辅助一些中草药

配合治疗，使疗程缩短，疗效满意，复发极少，

愈后颈部不留疤痕，且可避免手术、拔核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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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可门诊治疗，不必住院。轻者，1—2次，

顽固者几次即可治愈。此法安全、方便、经济，

易为患者接受。特别在广大农村，更有推广价

值，医者只要取穴准确，对症施治，都会取得

满意的疗效。 

三、治疗及结果 

疗效判断： 

（1）临床治愈：㈠结核型与硬结型之瘰

疬已完全化为乌有。经检查无疬核存在者。㈡

脓肿型：潮热消退，脓肿消除结核不存在者；

㈢溃疡型创口愈合，溃疡痊愈，各症消失。疬

核不存在者，即痊愈 94 例，痊愈率 77.68%。 

（2）显效：治疗后瘰疬缩小，或溃疡瘘

管有所改善者 11 例，占 9.09%。 

（3）无效：经过多次治疗，症状及局部

病灶未改善者 16 例，占 12.22%. 

四、典型病例 

甲、许峰，男，53 岁，中共宁德地委农

林办主任。1972 年右侧颈部长一硬块 5×3cm，

自觉影响颈部活动，经宁德地区一院、134 部

队医院等检查治疗未见好转，1973 年 2 月来

诊：检查血压 140/80 毫米汞柱，体湿 37℃，

心率 80 次/分，经灸“瘰疬穴”七炷，20 天

后开始化脓，淋巴结核开始缩小，3 个月后硬

结完全消失，随访至今 37 年未见复发，此人

现已离休，赞此法甚妙，值得推行。 

乙、潘菊秀，女，32 岁，福州二塑化验

室干部。1972 年 10 月来诊，自诉：1968 年患

颈淋巴结核精神疲惫，影响正常工作。检查：

双侧颈淋巴有 3×2~2×1cm 的硬结 8枚，面黄

肌瘦，精神萎靡，灸“瘰疬穴”7炷，18 天开

始化脓，经过一个多月双侧瘰疬全部消失，至

今 40年未见复发。 

丙、郑树春，男，17 岁，福安市穆云乡

玉林村人。1967 年 4 月来诊，其父郑春波代

诉：患瘰疬病已 10 年之久，检查：双侧淋巴

明显肿胀，计大小不同 24 枚，面色不华，四

肢无力，食欲减退，影响发育，形似 10 岁儿

童。当即灸双侧瘰疬 7炷，内服龙胆泻肝汤一

剂，续服“消疬合剂”加白术等药 10 剂，三

个月后各症、疬核全部消失，五年后其父带他

谢恩，见其判若两人，身高 1.8 米，且壮实魁

梧，至今仍很正常。 

五、讨论与体会 

瘰疬是常见病之一，国内外均有各种不同

疗法。针灸治疬，自古有之，一般用穴多者

10～20 个穴位，医者术繁，患者痛楚，笔者

独取“瘰疬穴”，去繁从简，亦可减轻患者之

苦痛，愈后颈部不留疤痕，疗效确切，故为患

者所欢迎。 

---------------------------------------------------------------------------------- 

 

耳穴、气口的起点 
李广缘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想要活得更健康長壽，現代人愈來愈重視

養生之道，源於中國古代的岐黃養生之術，歷

代或近代高壽者的養生妙方，因而成為人們鑽

研師法的方向。 

不論是《黃帝內經》或是《難經》等，自

古流傳的重要醫書，大多強調“上工治未病”，

也就是“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從中國歷代

皇帝中，以將近 90 歲高壽辭世的乾隆皇帝之

養生經驗來看，也充分印證日常力行養生良

方，自然能活得健康而長壽。 

經由乾隆力行而歸納出為世人所知的“十

六字養生要訣” ，即為“吐納肺腑”、“活

動筋骨”、“十常四勿”與“適時進補”。 “十

常四勿”則指的是乾隆常做的 10個養生動作，

以及 4項他認為不宜做的事。 

“十常”包括“齒常叩、津常咽、耳常彈、

鼻常揉、睛常運、面常搓、足常摩、腹常旋、

肢长伸、肛常提”；“四勿”則是“食勿言、

臥勿語、飲勿醉與色勿迷”。 

十常四勿，養生之道。 

后人針對乾隆，“十常”的做法，分析其

好處，發現經常空口讓上下齒反復輕叩至有

聲，目的在於堅固牙齒，防止牙齒鬆動、脱落，

同時可（活動臉部肌群，促進血液循環。經常

含嗽並吞咽口水，則唾液含有大量的澱粉酵

素，有助促進胃腸的消化、吸收，有效預防相

關的胃疾，經常彈耳，刺激耳穴，除了預防耳

疾，也有助於經絡之運行。時常沿鼻翼兩側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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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刺激相關穴位，緩解鼻塞外，也助於預防

感冒或是呼吸道不適。 

同時，經常使用精明穴、旋轉眼球或凝目

遠視，也有保養眼睛，維護視力的作用，可以

預防視力減退；經常將雙手搓热後，上下搓揉

臉部幾次，則有助於促進臉部的血液循環；時

常按摩腳部，也能改善腳底末梢血循，並有助

於足底保暖，可預防腰腿相關的疾病；常常順

時針的按摩腹部，有助於腸道蠕動，預防腹脹、

便秘；經常伸展四肢，除了能夠促進肢體血液

循環，也能有預防心腦血管等相關的病變；至

於常提肛，則能有益於攝護腺的保養。 

穴位按摩，促進血循。 

細看乾隆的養生要訣，和同樣以養生知

名、享壽 101 歲的陳立夫所強調“養身在動、

養心在靜”等養生之道，也有不少異曲同工之

處。而陳立夫最為人熟知的 48 字養生真訣就

是：“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飲食有節，起居

有時；物熟始食，水沸始飲；多食果菜，少食

肉類；頭部宜冷，足部宜暖；知足常樂，無求

常安。” 

而乾隆的“十常”更與中醫經絡、穴位按

摩等息息相關。不論是耳、鼻、眼、面、足、

腹、肢等各部位，都有相當多的穴位，曾在陳

立夫慶百歲後獲贈他親筆書寫“精明”二字墨

寶，本身深諳中醫經脈和醫書原理。 

精明耳針低週波治療器的發明人李廣緣

指出，其中，耳垂可謂“氣口”是全身氣血經

脈通行起點，耳薄穴淺，乾隆常彈耳，便能因

此藉耳穴促進全身經絡氣血運行。 

刺激耳穴，打通氣血。 

中醫的“針灸學”有“耳針療法”，視整

個耳朵猶如一倒立的嬰兒般，耳垂即為頭面

區，耳垂中間即為耳穴的眼點位置所在；耳珠

則有耳門、聽宫、聽會等重要穴位存在，除了

耳朵，眼與經絡的聯繫也多而廣，勝過其他五

官九竅。李廣緣表示，正如《靈樞•邪氣臟腑

病形篇》所曰：“十二經絡、三百六十五絡，

其氣血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

而為精。”眼睛週邊，也分布着許多重要穴位，

包括位於眼頭的精明穴，位於眼尾的瞳子膠

穴，位於眼袋下方的承泣穴，位於眉頭的攒竹

穴，位於眉中的陽白穴，位於眉尾的絲竹空穴

等。 

根據《黃帝內經靈樞》之記載：“黃帝問

於歧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税；余

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

砭石，欲以微針通其經脈，調其氣血，榮其逆

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其中，“微

針通其經脈，調其氣血”，即中醫常謂氣行即

血行。李廣緣表示，藉耳針刺激耳穴，進而連

動眼週各穴，並遍及全身十二經脈與任督二

脈，便也是這個道理。 

低週波電流運行全身。 

同時，李廣緣表示，由國立編館出版之《難

經今釋》第 20 頁有載：“國醫之醫病，主要

使陰陽調和，人之生病，因陰陽電度不均，，

他日科學進步，倘能找到某病的電度，而用調

整器，以調整電度，即可治癒。一切藥物，在

未來的世界是沒有用了。”其中所謂之“電度”，

即是低週波耳針設計之原理。 

李廣緣表示，按摩耳朵穴道的時候，耳朵

會感覺到痠、脹、重、麻與溫熱的感覺，另藉

由低週波電流刺激，可運行連通全身經絡，就

好像是氣功到一個相當的程度，會有一股熱氣

在全身運行似的，當然若按壓眼頭的精明穴

位，也可達到保養眼睛的效果。 

從民國 82 年成立寶鑑興業，並推出精明

耳針低週波治療器以來，李廣緣也自己身體力

行，每天使用，自豪於年近 60仍鮮少白頭髮！

而且視力維持良好。同時，民國 96 年，由於

產品的品質優良，獲得了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

醫療器材类铜獎的肯定。 

養生應預防勝治療 

深懂中醫原理的李廣緣，對於飲食養生也

自有一套，推崇《黃帝內經》的〈五味篇〉，

十分重視食物的“酸、苦、甘、辛、咸”五味

與“木、火、土、金、水”五行，以及中醫“肝

經、心經、脾經、肺經、腎經”的對應關係。 

同時，明瞭膽經、肝經、肺經、大腸經、

胃經、脾經、心經、膀胱經、腎經、三焦經、

心包經等十二經脈的陰陽表裡，以及應如何搭

配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

戌、亥等不同時辰進行飲食與作息保養。李廣

緣建議，以東方人皮膚黃如稻穀的顏色看，適

合食用白米飯為主食，食用時機則以每天早餐

為宜，最能入脾經、固脾胃。若是能夠慢慢咀

嚼，使唾液增生，也有助於膽汁胰液的运化，

符合於預防勝於治療的養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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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對變應性鼻炎大鼠模型血清IL-5及組胺含量的影響 
黃桂鋒 

（泉州市中醫院耳鼻喉科） 
 

 

 

變態反應性鼻炎(AR)為耳鼻喉科常見

病，由於環境等因素其發病率逐年上升，目前

尚無根本有效的治療方法。本病屬祖國醫學

“鼻鼽”範疇，祖國醫學認為本病病位在肺與

脾腎有關。針刺療法是祖國醫學治療疾病的重

要方法。本實驗對針刺治療大鼠變應性鼻炎的

機制進行探討，旨在為臨床提供實驗資料。 

1 實驗材料 

1.1實驗動物 

SD 大鼠，SPF 級，體重:180-220 g，雌雄

各半。由上海斯萊克實驗動物有限公司提供，

許可證號:scxk(滬)2007-0006 飼養於泉州醫

學高等專科學校實驗中心，室內溫度控制在

20℃-25℃。 

1.2 藥物及試劑 

氯雷他啶研磨成粉用生理鹽水配成

0.03%的混懸液。卵白蛋白：上海化學試劑廠

(20100212)。血清 IL-5、組胺試劑盒由北京

博奧森公司提供。 

2 實驗方法 

2.1 分組 

SD大鼠40只。自由餵養一周後，按體重隨

機分為空白組、模型組、針刺組、藥物對照組,

每組10只。 

2.2 AR模型的建立 

按照安雲芳報導的方法造模
[1]
。實驗動物

以卵白蛋白0.30mg作抗原，氫氧化鋁粉末30 

mg作佐劑，加生理鹽水至lml形成混懸液，腹

腔內注射，隔日1次，共7次。腹腔注射免疫完

成後，每側鼻腔均以5%卵白蛋白的生理鹽水溶

液20μ1局部免疫，每日1次，共7次。 

2.3干預方法 

鼻部激發的同時分別進行針刺及藥物干

預。藥物對照組根據實驗動物與人用藥量的換

算方法計算出用藥劑量
[2]
用氯雷他啶混懸液

O.lmg.kg
-1
.d

-1
灌胃，每日1次，共14次。針刺

組參照華氏
[3]
選取“雙側後（足）三裏”、“肺

俞”、“腎俞”採用直刺法，用醫用毫針直刺

皮膚表層後放手，刺入深度分別為“後三裏”

約3mm、“肺俞”約2mm、“腎俞”約2mm, 留

針30分鐘，每5分鐘行撚轉手法刺激一次，每

次1分鐘，連續14天；空白組、模型組生理鹽

水灌胃2ml/次，每日1次，共14次。 

2.3指標檢測方法  將大鼠用25%烏拉坦

腹腔麻醉，仰臥位固定。腹腔主動脈取血，放

入離心機內3000轉/分離心15分鐘，取上清

液，採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ELISA)

法，嚴格按試劑盒說明進行操作。 

2.4統計學方法 

資料用SPSS17.0套裝軟體進行分析處

理，用One-Way-ANOAY分析，組間比較採用LSD

（方差齊）或Tamhane（方差不齊）及SNK分析，

計量資料採用均數±標準差( sx  )表示。 

3 結果  對大鼠血清IL-5、組胺含量的影

響（見表1） 

表 1 對大鼠血清 IL-5、組胺含量的影響（ sx  ,n=10） 

組別    n IL-5 (pg/ml) 組胺 (ng/ml) 

空白組 
   

10 

15.6±2.1＊ 7.05±0.45＊ 

模型組    

10 

55.7±5.67 15.60±1.72 

針刺組    

10 

25.83±5.23＊ 10.98±1.29＊ 

藥物對照組    

10 

21.91±4.20＊ 9.85±1.47＊ 

注:與模型組比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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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示：模型組大鼠血清IL-5、組胺含量

與空白組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針

刺組、藥物對照組大鼠血清IL-5、組胺含量與

模型組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4 討論 

AR是臨床常見的非感染性疾病，以鼻癢、

噴嚏、清涕、鼻塞為主要表現。發病機理複雜,

是由多種細胞，多種細胞因數和多種傳導途徑

作用於鼻部的結果
[4]
。人類IL-5主要由活化

Th2亞群細胞產生
[5]
。IL-5調控著嗜酸性粒細

胞（EOS）的產生、活化和分佈，它能激發EOS

在變應性炎症局部浸潤，從而發揮生物學功

能， IL-5可使EOS存活時間延長，抑制EOS的

凋亡
[6]
。IL-5可作為AR療效評價的一個指標

[7]
 。組胺作為一種重要的炎性介質,直接參與

過敏性鼻炎免疫學發病機制。組胺由嗜堿粒細

胞和肥大細胞受刺激後脫顆粒產生, 作用於

H1 受體從而引起血管擴張、 管壁滲透性增

高、腺體分泌增多等。 

AR與祖國醫學的“鼻鼽”相類似。本病多

由臟腑虛損,衛表不固,風寒異氣侵襲而致,其

病位在肺與脾腎有關。故針刺穴位治療AR可從

溫肺散寒、補腎健脾等方面進行
[8]
。研究表明

針刺穴位能夠調節人體的免疫功能，可通過影

響患者總IgE和特異性IgE進而對變應性疾病

起治療作用
[9]
。腎俞、肺俞，分別為肺、腎兩

髒的背俞穴，是兩髒之氣輸注於背腰部的穴

位，針刺該穴可以起到補益肺腎的作用，後

（足）三裏是足陽明胃經的合穴有健脾和胃的

功效。本實驗結果表明：針刺腎俞、肺俞、後

（足）三裏可能是通過降低AR大鼠血清IL-5、

組胺含量進而對AR起治療作用。 

 

參考文獻：略。

 

---------------------------------------------------------------------------------- 

 

耳穴埋豆治療失眠及護理在社區中的應用 

哈少鴻 

（泉州市中醫院） 
 

 

隨著現代人們的工作、生活節奏加快，壓

力增加，失眠人群越來越多。失眠是指入睡困

難，不易入睡及早醒。睡眠品質低，嚴重者整

夜難眠，是睡眠障礙中最常見的病症，其病因

病機多為七情內傷，思慮勞倦或暴受驚恐等引

起氣血陰陽失和，臟腑功能失調，以致心神被

擾[1]，神不守舍而不得安寧，嚴重影響人們

的正常生活、工作、學習和健康，西醫的安眠

藥催眠方法，常會引起藥物的依賴和耐藥性，

甚至引起醫源性的疾病。耳穴埋豆療法是一種

簡便易行，經濟安全，療效頗佳的治療方法，

在社區中應用有便於操作，深受百姓喜歡和接

受的優點。現介紹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社區人群失眠患者

30 例，其中女性 17 例，男性 13 例，年齡最

大 55歲，最小 24 歲。 

1.2 操作方法 

1.2.1 取穴：主穴，神門、皮質下、枕、

垂前、交感穴。配穴：心、肝、膽、脾、胃、

腎穴。 

失眠的辨證分型有：即肝鬱化火、胃氣失

和，陰虛火旺，心脾兩虛。根據患者辨證分型

加配穴：肝鬱化火者加肝膽穴，以疏肝利膽；

胃氣失和者加脾胃穴，以健脾和胃；陰虛火旺

者加腎穴，以養心安神，水火相濟；心脾兩虛

者加脾穴，以健脾安神。 

1.2.2 用物準備：王不留行紙，膠布，75%

酒精，棉簽，探棒，鑷子，彎盤。 

1.2.3 方法：（1）首先選擇穴位，用探

棒探測耳穴敏感點，確定穴位並做好標記。用

75%酒精消毒待幹，操作者一手固定耳廓，另

一手持鑷子夾持粘貼有王不留行籽約 0.6 釐

米見方的膠布帖在耳穴部位，俗稱埋點，貼壓

時要施以一定壓力，並按揉片刻加強刺激，使

患者耳朵感到發熱，發脹。 

（2）留埋豆期間，囑咐患者每天用手按

壓穴位 3~5 次，每次 2~3 分鐘，尤其在睡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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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患者即感到疲倦，睡意增強。每貼保持

3~5 天，換另一側耳朵，10 天為一療程。一般

是 3個療程。 

2.護理  

 2.1 注意事項：  埋豆時要對耳朵進行

全面觀察，檢查有無潰瘍、濕疹、凍瘡、破潰

時不宜採用，選穴要準確，否則無效。夏天易

出汗，時間不宜過長，容易皮膚感染。若貼後

出現皮膚紅腫癢痛，立即取下，防止過敏，取

下時動作輕 

柔，不可強行撕扯，以免損傷皮膚，洗頭

洗澡時注意不要弄濕，有脫落時及時告知，孕

婦禁用。 

  2.2 進行有關健康宣教：囑咐患者睡前

忌劇烈運動，大吃大喝，大喜大悲，思慮過度，

或者喝濃茶、咖啡等興奮性飲品，上網或電視

不要看太晚等。臨睡前首先要營造一個易於入

睡的環境，如安靜的臥室、柔和的燈光，、播

放輕音樂，然後用溫水泡腳，喝杯熱牛奶，飲

食要清淡可口、禁辛辣、肥膩之品。再加上貼

耳穴的功效，這些都有助於患者入眠，提高睡

眠品質。 

2.3 情志調護：如患者因長期失眠，睡眠

障礙而精神疲倦、情緒低落，我們要給予關心

和安慰，加強溝通交流，獲得信任，以增加治

療信心，舒緩緊張情緒和精神壓力，消除不良

情緒對睡眠的影響，有利於促進睡眠效果。 

3.結果： 

3.1 療效標準：痊癒：睡眠時間恢復正常

或夜間睡眠時間在 6小時以上，睡眠深沉，醒

後精力充沛。顯效：睡眠明顯好轉，睡眠時間

增加 3小時以上，睡眠深度增加。有效：症狀

減輕，睡眠較前增加不到 3小時。無效：治療

後失眠症狀無明顯改變。 

3.2 通過耳穴埋豆治療後，採用患者自身

治療前後對照，結果：治癒 8例，顯效 13例，

有效 7例，無效 2例，總有效率 93%。 

4.討論： 

失眠中醫稱不寐，認為正常睡眠是心、

肝、脾、腎等臟腑陰陽氣血自然而有規律轉化

的結果，由於各種原因導致這種規律破壞均導

致不寐。中醫認為失眠多由思慮過度、情志失

調、體虛勞倦、胃氣不和等所致，與心、肝、

脾、腎等臟腑有關[2]，而耳與臟腑經絡又有

密切關係、各臟腑在耳廓上均有相應的反應區

(耳穴) ，而神門穴有鎮靜安神;皮質下調節大

腦皮層的興奮與抑制;心主神明為火髒，腎藏

精為水髒，兩者水火相濟則神志安寧，配合脾

主運化，小腸與 

心相表裏，此兩穴可健脾，益心血，補心

氣;肝為木，木生火，補肝可補心;胰膽可增強

脾胃運化功能，以助氣血化生而補心氣;交感

調節植物神經功能，改善煩躁緊張症狀 。通

過耳穴埋豆刺激，可在主穴的基礎上辨證地加

配穴，達到疏通經絡、運行氣血、調理陰陽臟

腑，從而達到治療失眠的效果。 

社區人群可以在家裏、社區等處隨時接受

耳穴埋豆治療，不一定到醫院去，即節省時間

又有效果，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略。 

--------------------------------------------------------------------------------- 

 

扶陽通督法結合穴位埋線治療強直性脊柱炎 50 例臨床觀察 

方安海   陳振宗  曾志偉  楊平東 

（龍海榜山衛生院） 

 

強直性脊柱炎是一種主要侵犯中軸關

節，以骶髂關節和脊柱慢性炎症為主的周身性

疾病，晚期脊柱呈“竹節樣”變化。此病多發

於青壯年，在我國發病率為 0.26%[1]。其病

因尚不明確，大多認為與遺傳、感染、免疫、

環境等因素有關，由於致病因素多故缺乏特異

的治療方法。我們運用自擬扶陽通督方結合穴

位埋線治療本病，取得了較好療效，現報告如

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80 例均為本院風濕科門

診患者，均符合美國風濕病協會:1987 年制定

的診斷標準[2]，並排除其他性質的脊柱疾病

如類風濕性關節炎、增生性脊柱炎、退行性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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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關節病等。按就診先後順序隨機分為治療組

和對照組。治療組 50 例，男 41 例，女 9 例；

年齡 11-49 歲；病程最短 4月，最長 20年；

有家族顯性遺傳者 7例。對照組 30例，男 25

例，女 5 例；年齡:9-40 歲；病程最短 3月，

最長:19 年；有家族顯性遺傳者 5例。兩組臨

床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 

1.2 方法 

1.2.1 服扶陽通督方加減，藥物組成（附

子 30-60g、肉桂 6-20g、桂枝 20-50g、川烏

10-20g、穿山甲 6-15g、淫羊藿 10-20g、麻黃

6-20g、全蠍 6-15g、細辛 6-15g、威靈仙

20-50g、蜈蚣 2-4 條、鹿角霜 20-40g、土鼈

蟲 10-15g、甘草 15-30g），煎法：附子先煎

3 小時後再下餘藥，共 300ML，服用方法：每

日一劑，分 3次服，服用 2 月，服藥期間，禁

食生冷辛辣等。 

1.2.2 埋線採用大椎、身柱、至陽、命門、

腰陽關、雙側腎俞、白環俞、秩邊、次髎、足

三裏、華佗夾脊等穴埋線。針具為新型埋線

針，羊腸線為 1個 0型號，碘伏常規消毒後，

醫者右手持針，左手將一段已消毒的 0號羊腸

線套於埋線針尖端的凹槽內，然後左手拇指繃

緊穴位皮膚，右手緩慢進針，針尖缺口向下以

45°角刺入，直至線頭完全埋入皮下，再進

針，順勢提插幾次，患者出現麻、脹等感覺，

即至穴位處，將線埋於穴內肌層，隨後出針，

針孔用碘伏再次消毒，外敷創口貼，15 天埋

線 1次，5次為 1療程。埋線後，24小時內囑

患者切勿洗澡，以避免針孔感染。 

1.2.3 對照組 口服雷公藤多苷片，每次

10mg，每日 3 次。治療期間，停用其他對 AS

有治療作用的藥物。 

1.2.4 療程 兩組均以 2 個月為 1 個療

程，共服用 1個療程。 

2 治療結果 

2.1 療效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

指導原則中的強直性脊柱炎的臨床研究 指導

原則》[3],臨床緩解:主要症狀基本消失, 主

要化驗指標恢復正常;顯效: 主要症狀好轉, 

主要化驗指標趨於正常;有效: 主要症狀有所

改善, 主要化驗指標數值有所下降; 無效: 

未達到上述有效標準或加重者。 

2.2 治療結果 

兩組療效比較見表 1。治療前後檢測指標

見表 2。 

附表 1  兩組療效比較  例( %) 

組別 例數 顯效 有效 無

效 總有效 

扶陽通督埋線組 50 26（52.00） 20

（40.00） 4（8.00） 46（92.00） 

對照組 30 8（26.67） 15（50.00）

 7（23.33） 23（76.67） 

兩組總有效率經統計學處理，X2=76，

P<0.05,差異有顯著性意義，治療組效優於藥

物對照組。 

附表 2  兩組治療前後檢測指標變化

（X(--)-+-S）   

組別 療程 血沉（mm/h） 晨

僵時間（min） 20 米步行時間（s） 

扶陽通督埋線組 治療前 

治療後 47.64+-16.82 

33.83+-17.52* 

 180.00+-40.34 

67.62+-32.42** 

 24.47+-17.03 

12.06+-10.52** 

對照組 治療前 

治療後 46.98+-17.92 

44.73+-16.63 176.32+-41.77 

162.73+-38.44 28.83+-15.36 

25.44+-13.72 

與治療前相比：*P<0.05,**P<0.01,兩組

治療前後血沉、晨僵時間及 20 米步行時間均

有變化, 但治療組治療前後變化均有顯著性

意義( P<0.05, P< 0.01) , 表明扶陽通督法

結合穴位埋線對強直性脊柱炎的生理調整作

用優於藥物治療作用。 

2.4 隨訪情況 1 年後對治療組和藥物對

照組的顯效病例進行了隨訪觀察, 結果顯示

埋線組 26 例顯效者中有 3 例患者出現了腰骶

部僵直疼痛, 但症狀比治療前輕微, 復發率

為11.5%; 藥物對照組顯效8例中有2 例出現

腰骶部僵痛,復發率為 25%, 藥物組明顯高於

治療組。 

3、典型病例：許某, 女, 26 歲, 2012

年 5月 4日初診。腰骶部僵直疼痛 2個月, 嚴

重時甚至不能翻身, 曾在漳州市醫院住院, 

檢查血沉 70mm/ h, 類風濕因數陰性,HLA- 

B27 陽性, 給予雷公藤多苷片等藥物治療, 

疼痛未見明顯好轉, 且腰骶部疼痛逐漸上走, 

以至整個脊柱均有強硬疼痛, 腰及頸部活動

明顯受限。經給予扶陽通督方及埋線治療 2

個療程, 僵直疼痛明顯好轉。隨訪 1 年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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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明顯加重。 

4、討論:強直性脊柱炎是一種原因不明的

慢性進行性炎性疾病，侵犯 

脊柱關節和鄰近軟組織，早期病變常發生

在骶髂關節並可累及整 

個脊柱而致強直和畸形[4]。目前多數學

者認為與組織相容性抗原 

HLA-B27 有關。多數患者誘因以受風寒、

潮濕的侵襲及外傷為 

多，並呈現家族遺傳傾向[5]。強直性脊

柱炎屬於中醫“痹證”範疇，有人稱之為“龜

脊風”，“竹節風”，“骨痹”。本病起於先

天稟賦不足或後天調攝失調、房室不節，驚

恐、鬱怒，病後失調等，遂致腎肝虧虛，督脈

失榮，風寒濕邪乘虛侵襲，深入骨髓、脊柱。

腎肝精血虧虛，使筋攣骨弱而邪留不去，漸致

痰濁瘀血相互膠結而成。本病多以素體陽虛，

肝腎陰精不足，督脈虧虛為內因，風寒濕邪、

寒濕偏盛為外因，互為因果而成。治療組用扶

陽通督方以附子、肉桂強脊壯督、補腎溫陽，

淫羊藿滋補腎肝，桂枝、川烏、穿山甲、麻黃、

全蠍、威靈仙、蜈蚣、細辛等活血祛風通絡，

豆蔻、砂仁調理脾胃，甘草調和諸藥。全方配

伍則補腎強督，活血化瘀，祛邪通絡，不僅可

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症狀，且有整體調節作用。

是臨床治療活動期強直性脊柱炎 

的有效方法。穴埋線治療本病之所以取得

良效, 其作用機理主要在於, 夾脊乃腰府奇

穴,大腸俞乃是太陽膀朧經穴, 通過針刺及埋

線治療, 可疏通局部氣血, 直達病所, 調痹

止痛, 益腎通督。針具刺激以及埋線出血產生

了針刺和刺血的作用; 腸線埋植體內, 產生

了特殊的留針和埋線作用。穴位埋線療法實際

上是多種傳統治療手段的有機結合。從現代醫

學角度看, 埋線療法在埋線過程中產生機械

物理刺激, 直接刺激傳導痛覺的神經, 使其

對痛覺刺激產生抑制, 而月 形成的刺激衝動

幾上傳大腦皮層, 以激發有關的抗痛結構, 

使人體增加內啡膚等鎮痛物質的分泌, 而產

生鎮痛效應。腸線埋植於體內, 通過一系列的

生物化學反應和刺激, 提高人體的應激能力, 

調節人體免疫平衡, 並促進病灶部位血管床

增加, 血管新生, 血流量增大, 血管通透性

和血液迴圈均得到改善, 既延緩和阻止了組

織的持續破壞, 又加速了機體的自我修復。通

過埋線治療不僅能夠對症治療，還可以鞏固和

維持治療，達到標本兼治。 

 

---------------------------------------------------------------------------------- 

 

 

刮筋療法 
 

蔡培春 
（馬亞西亞） 

 

 

 
（論文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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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針配合埋線治療膕窩囊腫的療效觀察 

方安海  陳振宗  莊巧紅  林銀泉 

（龍海市榜山衛生院） 

 

 

 

膕窩囊腫是腓腸肌內側頭的滑膜囊腫，目

前認為多數胭窩囊腫為繼發於關節內疾病，是

發生在膕窩部位的囊性腫物，由於其囊液質黏

如膠狀，屬中醫“筋瘤”、“膠瘤”範疇。該

病臨床症見圓形隆起，邊緣光滑，觸之有飽

脹、滑動感，隨著局部包塊的增大，往往影響

人們的日常活動，給工作、生活帶來不便。目

前治療西醫多採用外科手術治療，但由於膕窩

部位的解剖關係比較複雜，手術中易造成局部

血管神經損傷，且手術剝離囊壁易造成滑囊細

胞殘存而多復發但因其形狀不規則，手術難度

大，術後有易復發、易感染之弊。運用火針配

合埋線治療膕窩囊腫患者 21 例，取得一定療

效，現報告如下。 

1.1 臨床資料 

本組患者 21 例，男 12 例，女 9 例，病

程 1 個月-3 年，年齡 34-65 歲，單側發病

13 例，雙側發病 8 例，其中大多伴有膝關節

疼痛不適，合併膝關節增生 12 例，5 例關節

紅腫較為明顯。有 5 例曾行手術，為術後復

發。 

1.2 臨床表現: 局部腫塊，大小不一，表

面光滑，與周圍皮膚無粘連，觸之有波動感，

多數患者伴有膝關節酸脹疼痛不適，嚴重者膝

關節屈伸活動受限，不能行走。體格檢查: 在

膕窩部可觸及有彈性的波動性腫物，表面光

滑，質地較軟，壓痛不明顯，而且和皮膚或其

他組織不粘連。X 線檢查:將空氣注入囊內拍

攝 X 線片，可發現滑囊與關節相通，以此則

可確定診斷。 

2.1 治療方法: 

2.1.1 火針治療： ①取穴局部阿是穴。

②操作方法：刺法患者取臥位，暴露患處，常

規消毒。術者以左手拇指、食指擠住囊腫，將

內物推至一邊，避開血管及肌腱，使囊腫突

起，右手先持粗火針在酒精燈上燒紅，對準囊

腫中心迅速刺入深部，速進速出，每穴刺 2-3

針，起針後，以雙手擠壓囊腫，擠出囊內濃稠

膠凍狀物體，再持細火針在囊腫周圍刺 8-9

針後擠至囊液全部流盡，使囊腫消失，用酒精

棉球擦淨瘡口，然後用消毒幹紗布覆蓋施術部

位，加壓包紮。③注意事項：,24 小時內不要

沾水，避免劇烈運動，最好臥床休息。療程每

3天 1次。一般 4-7 次即囊腫消失。 

2.2．2 埋線治療：火針治療後,再輔以埋

線治療，鞏固療效。用 9 號新型埋線針,退出

針芯約 2.5 cm,根據囊腫大小將醫用 0～1 號

羊腸線置於穿刺針內。然後從原針孔刺入囊腔

中,將針芯推入,邊推針芯,邊退針體,使羊腸

線完全置於囊腔內。每個部位埋線 5-8 根，以

加強局部刺激，針孔處貼敷創可貼。 

3．1治療效果： 

3.1.1 療效標準療效標準參照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年頒佈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

準》。痊癒：經治療後囊腫消失，隨訪 1 年未

復發；好轉：治療後囊腫縮小，臨床症狀減輕；

無效：經治療後症狀無變化。 

3.1.2 治療結果本組 9 例痊癒，好轉 11 

例，無效 1例，總有效率 95%。 

4.1 典型病例：患者，陳某，女，44 歲。

就診日期：2012 年 5 月１４日。主訴：右膝

關節活動後腫脹疼痛 3個月，加重 2天。現病

史：3個月前感覺右膝關節活動較多後膕窩部

不適或脹感，休息後緩解，近１個月來感覺右

膝關節膕窩部疼痛麻脹明顯。經骨科檢查診為

右膝關節膕窩囊腫後轉我科治療。右膝關節伸

直位檢查見膕窩有囊性腫物，約雞蛋大小。彩

色高頻超聲檢查膕窩可見一橢圓形無回聲

區，邊界清晰，包膜完整，內部透聲好，後方

回聲增強，大小 35ｍｍ×３0ｍｍ×３１ｍ

ｍ。用火針配合埋線治療，火針治療 6次後埋

線治療 4次鞏固，1個月後。腫塊日漸縮小，

3個月後囊腫消失。隨訪１年未見復發。 

5.1 討論： 

窩囊腫泛指窩內的滑囊炎, 其發病與膝

關節內壓力升高致使關節囊在薄弱的地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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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形成關節疝[1], 表現為膝關節後方腫塊直

徑 4-10 cm, 呈圓形或橢圓形, 窩囊腫可與關

節相通, 有時伴有關節退行性改變, 損傷、積

液, 股四頭肌萎縮, 壓迫神經可引起疼痛。常

規治療為手術摘除囊腫。抽液及注射考的松類

藥物一般無效。火針治療膕窩囊腫，以火針除

腐排膿及散結消腫的作用，可以清除囊腫當中

的瘀血污膿，又因為火針可以在高溫下瞬間殺

毒，不會出現感染，同時火針還可以通過借助

火力來溫壯陽氣，通過補益心肺宗氣以激發經

氣和衛氣，對於機體的恢復有很好的補益作

用。另外，火針還可以生肌斂瘡，促使新肉化

生、生長，使瘡口較快地癒合。因該病有易復

發的特點,其在治療後由於囊壁的血供豐富,

容易癒合,囊液可再一次聚集而復發。我們採

用火針治療後加埋線,可防止囊壁在短期內癒

合,且可慢慢軟化、分解、液化、吸收。在這

一過程中,囊腫可以自我調整,恢復到正常的

生理狀態,從而使疾病痊癒而不易復發。總之

使用火針加埋線治療膕窩囊腫, 療效確切, 

簡便安全、適於推廣。 

---------------------------------------------------------------------------------- 

 

經絡參與藥物體內代謝假說 

羅 忠 

(福建省量源生物醫藥有限公司) 

 

 

現代藥物代謝動力學認為藥物在體內的

代謝分為三個過程：吸收、分佈和生物轉化。

此三個過程主要與人體的血液系統和神經系

統有關。 

與現代醫藥學理論不同的是，中醫藥學有

著完善的經絡理論。距今 2000 年以前的《內

經》更十分具體、系統、全面地講述了經絡的

循行分佈、與臟腑的關係、病候以及經絡系統

中經別、絡脈、經筋、皮部的內容，還提出了

經絡的根結、標本、氣街、四海等理論，成為

指導中醫藥、針灸、推拿等臨床各科的重要依

據。 

中藥歸經理論的現代研究始於 50 年代，

大多為文獻整理，對歸經的含義、源流、理論

依據、歸經的意義、分類、發展以及存在的問

題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現有的國內外實驗結果證明：中藥活性成

分在體內的吸收、分佈、代謝與中藥歸經理論

密切有關，這就為經絡參與藥物的體內代謝假

說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同時，已有藥理實驗結果表明，中藥對正

常機體不呈現作用，對病態機體能起調整作

用，有的甚則是雙向性的調節作用。所謂雙向

調節是指同一中藥在同一劑量下，對機體某一

機能處於偏亢或偏抑的不同狀態時，均可使之

趨向正常水準的作用。早在 60 年代，已發現

人參、刺五加、葛根、柴胡等對內分泌等有雙

向調節。近年來發現，地骨皮、肉蓯蓉、絞股

藍等對核酸代謝等有調整；也發現玉屏風散、

補中益氣湯、桂枝湯等複方對免疫、腸道運

動、體溫等有雙向調節作用。 

上述實驗結果提示：中藥在體內的代謝途

徑，不僅與經絡有關，而且主要途徑為經絡系

統。中藥通過經絡，感知人體所處狀態，決定

與人體結合的中藥成分和數量。這與西醫藥的

藥物在體內代謝途徑，主要為人體的血液和神

經系統明顯不同。 

經絡參與藥物體內代謝假說認為：藥物在

體內的代謝過程應與人體的血液系統、神經系

統及經絡系統有關。並且，利用現代手段跟蹤

藥物在體內的代謝過程和途徑，可以觀察經絡

系統的走向及通道，從而闡明經絡系統與人體

血液系統、臟器、神經系統的關係，進而徹底

破解經絡的實質之迷。 

中醫藥學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在數千年與

疾病作抗爭的過程中，中醫藥為中華民族的繁

衍昌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經絡學說是中醫藥

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相信在國家的支持、醫

藥界廣大同仁的努力下，一定會將中醫藥事業

發揚光大，真正揭開人體經絡之謎以及中藥在

體內的代謝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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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療法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臨床觀察 

蔣碧明 1 陳碧霞 1 陳豐實 2 程少丹▲3 

（1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正骨醫院；2 福建省南安市陳豐實頸肩腰腿痛專科；3.復旦大

學附屬華山醫院靜安分院） 

 

  

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療法是軟組織外科

治療軟組織損害性疼痛的三大療法之一[1]，

主要適應于椎管外軟組織損害性疼痛病例。筆

者自 2006～2012 年以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針

刺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145 例, 並與普通針

灸結合推拿治療的 104 例做對比，療效顯著, 

現報告如下。 

1  一般資料 

249 例腰椎間盤突出症(診斷標準見文獻

[2] )並採用脊柱側彎試驗、俯臥位脊柱伸曲

位加壓試驗和脛神經彈撥試驗排除椎管內軟

組織損害性病變, 患者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

145例, 男80 例, 女65 例;年齡48 ±12 歲; 

L4～5 椎間盤突出 80 例, L5 / S1 椎間盤突

出65 例; 平均病程110 ±19 天。對照組104 

例, 男 56 例, 女 48 例; 年齡 46 ±6 歲; 

L4～5 椎間盤突出 57 例, L5 / S1 椎間盤突

出 47 例; 平均病程 105 ±18 天。兩組患者

性別、年齡、突出節段、病程等比較無顯著性

差異( P > 0.05) , 有可比性。 

2  治療方法 

2.1 治療組治療方法 

2.1.1 壓痛點定位 

     所選病例按椎管外軟組織損害性痛

的壓痛點檢查方法[1]，判斷患者疼痛區域，

以便確定針刺部位。壓痛點主要分佈區域為：

①腰部、髂後上棘內側緣與髂脊後 1/ 3 肌附

著處；②臀部、臀中、小肌髂骨翼附著處。 

2.1.2 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針刺 

銀質針使用前做高壓消毒處理，針刺嚴格

在無菌條件下進行。確定病變部位，患者俯臥

位或側臥位，暴露壓痛點，常規消毒後，取

0.25 %利多卡因皮內注射一個皮丘，選長度適

宜的銀質針進行直刺、斜刺，針尖直達骨面。

針刺完畢後，在針與針的皮膚空隙鋪墊足夠緊

實的純棉布條，再在每根銀質針的針柄上套上

用桑皮紙裹的艾球,用適量 95 %酒精滴濕半個

艾球表面，燃燒至完全熄滅，待針自然冷卻後

就可取針。偶有針眼滲血者按壓 1～2min ，

便可止。針眼消毒,無菌敷料覆蓋, 休息幾分

鐘即可。針眼 3d 不與水接觸,以防針道感染。 

2.1.3 布針方案: 

①腰部、髂後上棘內側緣與髂脊後 1/ 3 

肌附著處：沿骨盆、髂脊緣弧形布針 2 行,針

距為 1. 5～2. 0 cm , 每行約為 8～12 枚針

即可；L3～S1 棘突旁椎板處,及骶骨背面沿棘

突旁兩側 1. 0～2. 0 cm 直線布針 2 行,針距

為 1. 0～1. 5 cm ,每行約為 5～6 枚垂直進

針, L2～4 橫突處每處布針 2 枚,橫向斜刺至

橫突背面及末端。② 臀部、臀中、小肌髂骨

翼附著處： 20～28 枚分 3 行直刺達骨膜。

髂前上棘外下,沿闊筋膜張肌與髂脛束布針

24 枚直達骨膜。 

2.1.4 治療頻次療程 

    在同一病變區做 3 次針刺，同一病

變區針刺間隔時間 15 d ；不同部位針刺間隔

時間 7 d。每週針刺 1 次，治療 6次為 1 個療

程。 

2.2 對照組治療方法 

2.2.1 針灸: 

採用華佗牌針灸針, 規格 0.25mm ×

30mm,0.3mm×130mm。交替選用 L2、L5 夾脊

穴、腎俞、氣海俞、腰部阿是穴,，秩邊、環

跳、委中、合陽、飛揚、承山、陽陵泉、大鐘

均取患側。患者取俯臥位, 針刺環跳穴用

0.3mm×130mm 毫針, 直刺快速進針後, 予提

插撚轉手法, 至產生通電樣感向患側放射至

小腿, 針刺秩邊穴針感需向下肢放射, 其他

穴位取 0.25mm ×30mm 毫針快速直刺進針 1

～1.5 寸, 採用提插撚轉手法以得氣為度。留

針 20min , 每 5min 行針 1 次。隔天治療 1

次，20 次為 1 個療程。 

2.2.2 牽引: 用體重的 40%的重量牽

引，,以疼痛減輕為原則，持續牽引 20～

30min。隔天牽引 1次，20次 1個療程。 

2.3 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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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患者均治療 1 個療程，並在治

療後 6 個月進行隨訪綜合評定。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 治癒: 腰腿疼痛酸脹

消失, 腰部活動自如, 椎旁無壓痛及放射痛, 

直腿抬高試驗陰性;顯效: 腰腿疼痛酸脹消失

或偶有輕微疼痛酸脹, 腰部活動無明顯不適, 

椎旁無壓痛及放射痛, 直腿抬高超過 70°; 

有效: 腰腿疼痛部分消失, 腰部活動功能改

善, 椎旁壓痛及放射痛減輕, 直腿抬高試驗

30°～60°; 無效: 症狀體征無改善或加重。 

3.2  治療結果: 

治療組總有效率 93.4%，對照組總有效率 77.9%，治療組療效明顯好於對照組( P < 0.01) 。 

表 1  兩組療效比較 

組別 例數 治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145 73 41 22 9 93.4%
△
 

對照組 104 37 25 19 23 77.9 % 

  注: 與對照組比較, △P < 0.01 。 

4  討論 

腰 椎 間 盤 突 出 症 ( la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是一種臨床常見病和多發

病, 腰腿疼痛是最常見症狀, 多見於成年人

和老年人。LDH 的疼痛發生機制尚未明確，主

要包括: 機械壓迫機制、炎症化學性刺激、自

身免疫反應等。軟組織外科學屬於中西醫結合

範疇[3]，認為椎間盤退變屬生理性改變的自

然規律，不是疼痛因素；只有當腰椎管內鞘膜

外脂肪和椎管外軟組織患無菌性炎症病變時,

才會出現腰腿疼痛。來自椎管內外疼痛,臨床

可通過腰脊柱“三種試驗”來檢查鑒別[4]。

這 249 例病例經過脊柱側彎試驗、俯臥位脊柱

伸曲位加壓試驗和脛神經彈撥試驗證實為陰

性，雖有突出物的陽性依據，其疼痛主要病理

基礎仍是椎管外軟組織(骨骼肌、筋膜、韌帶、

關節囊、滑膜、椎管外脂肪) 病變引起[5]，

多為慢性勞損，它的發生是肌肉和筋膜等受到

經常性和過多的牽拉性刺激，日積月累在肌附

著點外形成具有無菌性炎症病理變化的壓痛

點，疼痛又可引起肌痙攣和肌攣縮，損傷引起

肌附著處軟組織的疼痛必然累及與其相關聯

的肌群，使之過度緊張而出現反射性(或保護

性) 肌痙攣。凡有痛必有肌痙攣;凡有肌痙攣

亦有疼痛。軟組織疼痛引起的肌痙攣會破壞身

體的動力性平衡，機體為了保持重新平衡以補

償性肌痙攣進行調節,從而引起一系列相關的

功能障礙和功能失調,即所謂椎管外軟組織損

害的相關徵象[6]。這一發病機制可概括為

“因痛增痙(攣) 、因痙(攣) 增痛”,即中醫

學的“痛則不通,不通則痛”。 

銀質針系 80 %白銀加 20 %銅、鋅、鎳溶

化的合金拉絲製成，針身直徑為 1 mm. 約為

普通不銹鋼毫針 3 倍，針身長度為 7. 5 

~16cm[7]。銀質針的治療優點:(1)針身較長,

能夠刺達深層病變組織，而常規的針灸理療難

以抵達深層病變區。(2)針身粗,針感強，較一

般毫針刺激強度大，而且不會發生因肌肉痙攣

引起斷針或滯針。(3)質地較軟,可延骨膜下的

骨凹面彎曲,繼續推進而不折斷,起到軟組織

剝離松解作用,以擴大治療面積。(4)傳熱作用

快,銀是熱的優良導體,可將熱能傳導並擴散

到周圍的病變組織,有直接的熱療作用,使病

變的肌肉、筋膜附著區溫度升高,小血管擴張,

血循環加強。從而改善組織營養,提高細胞活

力,加速代謝產物和致痛物質的排除,促進炎

症消散和組織再生。(5)通過銀質針對椎板、

關節突、橫突及骶髂部的軟組織附著處進行反

復針紮剝離松解,破壞附著處的神經末梢,達

到“去神經” 作用，而這也是銀質針療法治

療的重要機制。 

“壓痛點”取穴屬於中醫“以痛為腧”

的取穴方法，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療法按照軟

組織松解手術入路發現的壓痛點分佈規律進

行治療，是銀質針療法“以痛為腧”針法的應

用[7]。通過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針刺，可以

起到“以針代刀”的作用[8]，對於腰部明顯

壓痛的部位有松解粘連軟組織的功效，且可避

免刺傷經脈和骨膜，部分取代了以前的軟組織

松解手術[9]。 

銀質針針柄輔以艾灸，體外的銀質針針柄

溫度大於 100 ℃，體內針身為 55 ℃，針尖為

42℃，熱能直接傳導到病變部位，起到促進血

循環、改善無菌性炎症病變及增強粘連松解的

作用，從而對椎管外軟組織的病變引起的腰椎

間盤突出症起到治療作用[10]。王福根等經血

流量檢測儀測定[11] ，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

療法可使局部組織血循環流量較治療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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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50 % ，治療後 1 個月仍使血流量增

加維持在 20 %～40 % ；肌電圖[12]結果也證

實了銀質針療法對慢性軟組織損害性肌痙攣

具有明顯的、持久的解痙作用。 

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療法與針灸結合牽

引的綜合療法相比，由於銀質針刺激作用強，

“以痛為腧”，加上密集型進針，起到“以針

代刀”的作用；同時配合艾灸作用，“針灸並

用”，臨床療效更加顯著。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針灸牽引組無效病例採用密集型壓痛點銀

質針療法也取得明顯效果。筆者認為密集型壓

痛點銀質針療法是保守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實用有效的方法，具有療效好、作用持久等優

點，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略）

--------------------------------------------------------------------------------- 

   

淺談針灸治療失眠症 

李義鋒 1   顏少敏 2   

(福建永春縣中醫院針灸科) 

 

失眠症，中醫稱為“不寐”。是指睡眠不

正常，輕者入睡困難，或睡眠不實，或醒後不

能入睡；重者徹夜不眠。常伴有頭痛、頭暈、

健忘等症狀。很多人誤解失眠是指很難入睡，

其實，以下三種情況都屬於失眠：①起始失

眠：入睡困難，直到半夜才能入睡。 ②間斷

失眠： 睡不安寧，容易驚醒，常有惡夢。③

終點失眠：入睡不困難，不過，常常半夜醒後

無法再度入睡。據我國衛生部 2001 年公佈的

一份統計資料披露，我國失眠症患病人數已達

120 萬～240 萬人[1]。而且隨著社會競爭日益

激烈，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節奏加快，生活方式

發生改變，失眠症的發病率還在不斷升高。長

期失眠對人的身心健康有害，容易引起多臟器

功能紊亂和免疫功能下降，並與潰瘍病、高血

壓病、冠心病、糖尿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有一

定的相關性。針灸治療失眠症具有豐富的理論

基礎和臨床依據。 

一、 古代文獻對失眠症早有記載。 

《靈樞•大惑論》[2]雲：“黃帝曰：‘病

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

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

滿則陽蹺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

矣’。”說明了陰虛陽盛則不寐也。而針灸具

有調和陰陽的作用。《靈樞•根結》[2]篇說：

“用針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陽與陰，精

氣乃光，合形於氣，使神內藏。”闡明了針灸

治療疾病具有協調陰陽的作用。人體在睡眠正

常的情況下，保持著陰陽相對平衡的狀態。如

果有心脾兩虛、陰虛火旺、心虛膽怯、胃氣不

和等，均可導致陰陽失和而致失眠。針灸治療

失眠的關鍵，就在於根據證候的屬性來調節陰

陽的偏盛偏衰，使機體歸於“陰平陽秘”，恢

復其正常生理功能。 

《景嶽全書•不寐》[3]中說“不寐證雖病

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則盡之矣，蓋寐本乎

陰，神其主也，神安則寐，神不安則不寐，其

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氣之擾，一由營氣之不足

耳。……真陰精血之不足，陰陽不交，而神有

不安其室耳。……無邪而不寐者，必營氣之不

足也，營主血，血虛則無以養心，心虛則神不

守舍。”這條原文述說了致失眠有虛實之分，

虛本乎陰也，腎陰血精虧，不能養心，心腎失

交而致失眠。而針灸具有扶正祛邪的作用。扶

正，就是扶助抗病能力；祛邪，就是祛除致病

因素。失眠的發生、發展在一些情況下也是正

氣與邪氣相互鬥爭的過程，針灸可以扶正祛

邪，故可收到改善睡眠之功。 

《醫宗必讀•不得臥》[4]篇說失眠病機有

“一曰氣虛，一曰陰虛，一曰痰滯，一曰水停，

一曰胃不和”。如心氣不足、胃氣失和、心火

熾盛、痰熱內擾、肝鬱化火、水飲內停皆可引

起失眠。其中“痰滯”、“水停”、“胃不和”

皆因邪實而發，久則傷及正氣，使失眠更加纏

綿難愈。這時就應用針灸扶正祛邪，大凡針刺

補法和艾灸皆有扶正的作用；針刺瀉法和放血

有祛邪的作用，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結合腧

穴的特殊性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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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灸臨床對失眠症的研究 

現代對失眠症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細緻。對

失眠的病因、病機及治療有新的闡述。舉例如

下：  

1、頸椎病引起失眠症。由頸椎病引起的

失眠其西醫學認為主要為血管、神經受壓、腦

供血不足、疼痛所致，中醫學認為都是因氣血

淤滯，經脈痹阻不通，清竅不通；或年老體衰、

肝腎不足、清竅失養所致。我院頸椎病專病專

科在臨床上經常可以遇上椎動脈型和交感神

經型頸椎病的病人伴有長期的失眠，在治療頸

椎病的同時配合治療失眠症，起得很好的療

效。針灸對治療頸椎病引起失眠症離不開辨證

論治，臨床上常見於勞傷血淤型和肝腎虧虛

型。勞傷血淤型常見於外傷史或久坐低頭工作

者長期失眠，並伴有頸項、肩臂疼痛、手指麻

木，勞累後加重，項部僵直或腫脹，活動不利。

加上情緒緊張，工作壓力大等因素，導致氣機

不暢，氣血淤滯，經脈痹阻，清竅不通。肝腎

虧虛型常見中老年人長期失眠，並伴有頸項、

肩臂酸痛、手指麻木乏力，年老體衰、肝腎不

足、清竅失養。所以針灸治療頸椎病引起的失

眠應因證型不同而加予選穴、配穴。通過針刺

疏理頸項部局部氣血、疏筋活絡、理氣止痛，

改善腦供血、促進腦部迴圈。血管、神經壓迫

被解除，顱內壓降低，清竅得於氣血津液的濡

養，氣血調和、陰平陽秘，就可以促使人體的

神經、迴圈、代謝、免疫、內分泌系統恢復平

衡，就可以促使頸椎病患者緩解症狀，同時改

善患者的失眠症狀，恢復健康。這種治療作用

是傳統治療失眠藥物難以代替的。 

2、從肝論治治療失眠。《王翹楚教授從

肝論治失眠症》[5]中介紹王翹楚教授通過近 

20 年的臨床研究，創建了具有中醫睡眠疾病

診療特色和優勢的臨床新學科，提出“五臟皆

有不寐”的新的學術觀點，並對以失眠為主症

及其相關軀體疾病和其他精神疾病主張“從

肝論治”。中醫睡眠疾病研究所根據臨床流行

病學調查近 5000 病例統計分析，發現當今失

眠症發病因素多有情志因素參與，臨床表現有

六多六少現象（即精神亢奮者多，精神衰弱者

少；氣血旺盛者多，氣血虛弱者少；無外邪感

染者多，有外邪感染者少；中壯年人較多，老

年人較少；因精神情志因素合併其他軀體疾病

或精神疾病者多，單純因體質因素先天不足，

無其他加雜疾病者少；中醫辨證實證者多，虛

證者少）的特點，遂立從肝論治法治療以失眠

為主症及其相關軀體疾病、精神疾病。這也正

引導我們針灸治療失眠時從足厥陰肝經入

手，來平衡足厥陰經及相關臟腑經絡之氣血陰

陽，達到治療失眠為主症的疾病。厥陰經為多

血少氣之經；肝藏血，主疏泄，調暢氣機；足

厥陰經“出於額，上行與督脈會於頭頂部”；

腦為髓海，血氣之精華則上聚於髓海，是為

“精明之俯”和“元神之俯”；而《靈樞•海

論》[2]說：“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

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目無所見，

懈怠安臥”。所以針刺足厥陰經，恢復肝的生

理功能，調節足厥陰經的氣血陰陽，濡養髓

海，使得陰氣平和，陽氣固密，精元不失，寤

寐正常，而達到治療失眠症。又因隨著現代化

進程的不斷推進，社會競爭日益激烈，人們的

工作和生活節奏加快，生活方式發生改變，

“鬱悶、無聊”等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故肝木

偏旺是當今失眠症的發病基礎，失眠症的症狀

和證候主要表現在“肝”，而非僅表現於

“心”。以針刺足厥陰經、調節氣血、疏肝理

氣等法並兼顧手少陰、厥陰諸經，調和氣血，

調整陰陽，以達治療失眠等症。 

三、問題與展望  

綜上所述，針灸治療失眠有悠長的歷史，

具有有豐富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各種文獻記載

百家爭鳴。現代研究也各家學說紛紜、見解獨

到。失眠症是損害人們身體健康的頑疾，針灸

治療是一種健康、有效、無毒副作用、簡單便

捷。應該發揮針灸治療的優勢，為人們解除痛

苦。但應注意以下問題： (1) 針灸治療失眠

還未在臨床上廣泛的推廣，需要時間和廣大醫

療人員去推廣。 (2) 加強機理研究，探討臨

床療效機理； (3) 失眠是一種頑固性疾病，

其病因複雜，多種疾病均有影響睡眠的因素，

因此，單純一種治療方法療效不穩定，在臨床

上最好採用內外合治的綜合療法，可用針灸配

合中藥內服、推拿、放鬆療法等方法治療失眠

症，均有良好的治療效果；（4）情志、心理

因素對睡眠的品質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治

療中既要內外合治，還要配合心理治療，幫助

患者分析、解決心理等問題，以進一步縮短療

程，提高療效。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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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針療法治療慢性腰肌勞損 

蔡新疆   鐘德生 

(福建省安溪縣龍門中心衛生院） 

 
                  

我院自2001年 1月至2003年 1月採用水

針療法治療慢性腰肌勞損 92 例，療效顯著，

現介紹如下。 

1 臨床資料 

⑴本病一般以青壯年較多，其年齡最小者

20 歲，最大者 65歲。病程最短者 1 周，最長

者 6年。 

⑵臨床治療有效率為 100%，其注射一次

痊癒者 86 例，注射兩次痊癒者 4 例；注射兩

次症狀減輕但未痊癒者 2例。 

2 病因分類 

慢性腰肌勞損是指腰部肌肉、腰臀部筋

膜、腰椎棘上韌帶、骶髂韌帶等軟組織的慢性

損傷。 

⑴積累性勞損。因勞逸不當，氣血筋骨活

動失調，造成腰肌勞損。 

⑵創傷性。在急性腰部扭傷後，未作及時

治療，或者反復扭傷，致使局部出血、滲出、

纖維變性，以及肌肉韌帶或關節發生粘連。 

⑶自然因素。因風、寒、濕的侵襲，使腰

部肌肉，筋膜，韌帶發生沾連、痙攣、緊張而

變性，引起腰疼。 

3 症狀 

臨床主要表現為腰部一側或兩側出現彌

漫性疼痛，疼痛常為酸脹或鈍痛，勞累後加

重，休息後疼痛減輕。同一姿勢不能維持過

久，腰部可因肌緊張，而使活動受限。壓痛點

不明顯。常和病變部位一致。 

4 水針療法的組成、用法及用量 

⑴療法組成：20%葡萄糖 40ml,2%利多卡

因 10ml，強的松龍 50mg，654—2 注射液 5mg，

VB12 500ug。 

⑵用法：用 50ml 無菌注射器接 封閉針

頭，抽吸藥液，在患側局部皮膚常規消毒，在

患側腰大肌壓疼明顯處進針，呈扇形封閉，藥

液注射完畢。退針後以酒精棉球輕壓針孔，以

橡皮膏固定。如一次未愈可 5~7 天重複注射一

次。 

5 體會 

⑴20%葡萄糖和 VB12 肌肉注射，具有增強

局部良性刺激，營養受損的肌肉和神經，促進

局部有害物質的代謝。2%利多卡因能麻醉局部

肌肉和神經，使其得到充分休息。強的松龍具

有抗炎作用，有利於代謝物質的排泄。654－2

能控制痙攣，擴張血管和改善血液迴圈的作

用。各種藥物互相配伍能更好的增強其療效，

且沒有任何不良反應。 

⑵本療法對病人無任何不良反應，療效確

切，簡便、經濟。經隨訪半年，未出現任何復

發和不良效果，適合基層醫院應用。

---------------------------------------------------------------------------------- 

   

天宗穴與頸神經根相關性的探討 

  陳志生 

(福建省南安市醫院) 

 

作者通過觀察和對比發現：天宗穴壓痛能

反映頸神經根的受壓迫情況，並能隨著有關疾

病的好轉或治癒而減輕或消失，治療前後壓痛

對比，有著非常顯著的差異。即壓痛的減輕或

者消失與疾病的好轉或治癒呈平行關係。因

此，可據此用於診斷與頸神經根受壓有關的疾

病和判斷有關治療方法的療效，判斷有關疾病

的轉歸，並可以此為阿是穴用以治療有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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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臨床中發現，天宗穴壓痛與頸神經

根受壓迫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繫，現將觀察的

方法與結果報告於下： 

 

觀察的方法 

1．選擇與與頸神經根受壓有關的疾病患

者作為觀察的對象； 

2．隨機選擇與頸神經根受壓無關的疾病

患者作為對照組； 

3．觀察與頸神經根受壓有關的疾病患者

治療前後天宗穴壓痛的變化情況； 

4．觀察患者雙側天宗穴壓痛的變化情況； 

5．觀察組與對照組均排除岡下肌綜合征

和肩胛上神經綜合征。 

结果与计算 

表 1  双侧天宗穴压痛    单位：例 

观察例数 单侧压痛数 双侧压痛数 
89 56 30 

 
表 2 观察组情况    单位：例 

病  名 观察数 自觉痛数 压痛数 

颈椎病（神经根型） 89 76 86 

落  枕 28 16 25 

骨折（C4，5，6） 9 5 9 

合  计 126 97 120 

 

表 3 对照组情况    单位：例 

病  名 观察数 自觉痛数 压痛数 

腕管综合征 26 0 0 

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 68 0 0 

肩部挫伤 46 2 2 

颈肩纤维炎 13 2 3 

合  计 153 4 5 

X
2
=235.34  P﹤0.01 

 

表 4 治疗前后对比    单位：例 

病  名 观察数 自觉痛数 压痛数 

颈椎病（神经根型） 89 86 3 

落  枕 28 25 0 

骨折（C4，5，6） 9 9 2 

合  计 126 1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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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表記載了觀察與記錄的情況： 

1． 由表 1、2、3觀察結果可見：天宗穴壓痛

與頸神經根受壓有關的疾病有著密切的關

係，它與頸神經根受壓無關的疾病的患者之間

的對比，有著非常顯著的差異。即可由天宗穴

壓痛的情況，來瞭解判斷頸神經根受壓的情

況。 

治療前壓痛率：120/126*100%=95.24% 

治療後壓痛率：5/126*100%=3.07% 

P﹤0.01 

2． 由表 1觀察結果可見：天宗穴壓痛以一側

為多，筆者在觀察過程中發現，天宗穴壓痛的

一側與症狀嚴重的一側相一致。即使是雙側均

壓痛，也以症狀嚴重的一側天宗穴壓痛嚴重。 

3． 由表 2觀察結果可見：在有天宗穴壓痛的

患者中，有部分患者在未按壓即自覺肩胛下窩

處（天宗穴處）疼痛，但自覺疼痛的患者少於

壓痛的患者數。觀察中還發現有自覺疼痛的患

者，一般症狀多較為嚴重。 

4． 由表 4 觀察結果可見：天宗穴的壓痛程

度，隨著治療效果的顯現，可以減輕或者消

失，治療前後壓痛對比，有著非常顯著的差

異。即壓痛的減輕或者消失與疾病的好轉或治

癒呈平行關係。 

 

討論 

1． 天宗穴位於肩胛下窩正中處，肩胛下窩肩

胛骨外為岡下肌，覆蓋岡下肌的斜方肌和三角

肌後部肌束，以及相應的皮膚。支配這些肌肉

皮膚的感覺神經為：來源於 C5-6 神經的肩胛

上神經支配岡下肌⑴；副神經（運動纖維）和

C2-4 神經支配斜方肌⑵；來源於 C5-6 神經的

腋神經支配三角肌；肩胛骨則為肩上下神經

（C5-6）所支配，肩胛骨內側上角對第三肋

骨，下角對第七肋間隙或第八肋骨，由於皮膚

的神經支配為重疊支配，故肩胛下窩皮膚的神

經支配應為 T2-9 神經。綜上所述，肩胛下窩

處的感覺神經為 C2-6，T2-9 神經。因此頸神

經根的受壓情況，均可由所支配的神經反映到

相應體表部位。 

2． 我們知道：經絡不僅是溝通內外，聯繫肢

體，運行氣血，營養周身，抗禦外邪，保衛肌

體的網路和通道，而且是反應病侯，傳注病邪

的途徑。手太陽小腸經起於小指之端……上後

濡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

從缺盆，循頸；足太陽膀胱經起於目內此，上

巔，交會於巔頂……下行項後，沿著肩胛部內

側，扶著脊柱，到達腰部……由此可見：頸部

背側為手足太陽經所循。而手太陽經症可見：

肩似撥，臑似折，頸頜，肩臑、肘臂外後廉痛。

足太陽膀胱經症可見：是動，則病沖頭痛，項

如撥；脊痛；是主筋所生病者；頂、背……皆

痛；張仲景《傷寒論》也把頭項強痛列為太陽

病症。可見頸部病症當屬於太陽經所主。有諸

內必行諸外，所以其病候可通過太陽經反應出

來，表現於太陽經穴上，天宗穴是太陽經上的

穴位，所以可反映出頸部症狀。 

3． 綜上所述：天宗穴的壓痛，能夠反映頸神

經根的壓迫情況，而且能反映治療方法的效果

情況。 

3．1．根據患者天宗穴的壓痛情況與頸部相應

位置壓痛情況，篩選出與頸椎神經根受壓有關

的疾病，即作為診斷有關疾病的一種手段。筆

者曾以此方法作為頸椎病神經根型的患者的

初步診斷的輔助方法，結果有一定的可靠性。 

3．2．根據觀察的結果，筆者認為可以根據天

宗穴在有關疾病的治療中壓痛的變化情況，作

為治療方法效果的判斷。 

3．3．根據病在經筋者取阿是穴的治療原則，

以天宗穴為針刺、按摩等的穴位，對有關疾病

進行治療，可取得療效⑶⑷⑸⑹⑺。筆者曾以

此為阿是穴按摩並配合其他方法治療頸椎病

取得了一定的療效。 

本文作者通過通過觀察和對比發現：天宗穴壓

痛能反映頸神經根的受壓迫情況，並能隨著有

關疾病的好轉或治癒而減輕或消失。因此，可

據此用於診斷與頸神經根受壓有關的疾病和

判斷有關治療方法的療效，判斷有關疾病的轉

歸，並可以此為阿是穴用以治療有關疾病。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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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針灸治療小兒腦癱 

  廖基城 

(廣西桂林市中醫院) 

 

小兒腦癱是一種由腦病變引起的運動障

礙，同時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礙，視覺、聽

覺、語言、行為、情緒等障礙的一組綜合症侯

群。以下三種情況下均可引起嬰幼兒造成腦

癱。 

(一)產前:母親在孕期中毒，如:煤氣中

毒。或腹部外傷引起掛紅(出血)，或患病毒感

染。 

(二)產中：產程過長、難產，引起窒息、

缺氧、昏迷或產傷。 

（三)產後:早產兒、低體重者、新生兒黃

疸(高膽紅素血症) 感染、外傷等。 

腦癱的基本柄理變化為大腦皮層神經細

胞變性壞死、纖維化，導致大腦的傳導功能失

常，經 CT 檢查，可見到大腦皮層不同程度的

萎縮，腦回變窄，腦溝增寬，腦室擴大等表現，

也有部分病人 CT 表現正常者，但臨床症狀嚴

重，曲於腦癱患兒的病因複雜，大腦受損的部

位及程度各異，所以症狀各有不同，根據患兒

肌張力情況可分為硬癱、軟癱、混合癱三種。 

一、硬癱:肌肉痙攣型，肌張力高亢，患

兒肌肉發緊發硬，上下肢被動活動時，不能伸

屈自如。頸項強硬，角弓反張。如扶站時足尖

著地，足跟不著地，扶走時下肢交叉，呈剪刀

步，患兒拇指內扣，常緊握拳，不易分開，智

力、言語有些不正常，伴流涎，眼睛斜視等。 

二、軟癱:肌肉鬆弛型，肌肉鬆弛無力，

呈軟綿綿狀，四肢主動活動少，被動活動時沒

有抵抗力，或抵抗力很弱，俯臥位時頭抬不

起，頸腰軟不能直立不能坐立，無法扶站扶

走，關節活動範圍相比正常兒較大。 

三、混合型癱: 

肢體運動障礙，全身肌肉的張力不斷焚

化，手足不自主抽動或徐徐動，舞蹈樣動作，

手足徐動症，四肢運動不協調，平衡力差，臉

部表情複雜，常做鬼臉、流涎、咀嚼、吞咽困

難，語言不清。本人從 1985 年起收治腦癱病

人 248 例，其中療效較好的主要是生產過程中

因窒息，缺氧而引起的痙攣型患兒。1 一 10

個月內治療效果最好，治療越早恢復得越好，

後遺症越少，因為 1 一 1O 個月正是嬰兒大腦

細胞發育生長最快的時候，在這時給予身體某

些特定部位一個良性刺激，對促進大腦皮層細

胞發育生長、修復最為有利，1 歲----2 歲也

還可以，三歲以上效果會差一些，但只要治療

得當，世能恢復大部分功能，但療程長，療效

相對較差。 

治療方法: 

一、推督脈經。令患兒俯臥，醫者以一指

禪手法在患兒背部的督脈經上來回往返推十

餘次，因為督脈總督人的一身之陽氣，其下是

脊髓，連通大腦，"督脈行脊裏，入絡腦，又

絡腎與腦、髓、腎關係密切"，故推督脈經對

腦細胞的發育生長很有作用。 

二、揉丹固。令患兒仰臥，醫者以掌根按

揉患兒腹部之丹田 5----10 分鐘，丹田位於肚

臍下部 1.5 寸，即氣海穴。丹田與人的元氣相

通，是元陽之本，真氣發生之處，更是人體生

命動力之源泉，此穴能鼓舞臟腑經絡氣血的新

陳代謝，以健脾補氣，促進脾胃的運化功能，

因"脾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強健

則氣血充盈，以利患兒發育成長。 

三、按揉四肢關節。上肢按肩、肘、腕，

關節，下肢按髖、膝、踝關節，配合下肢足太

陰脾經，足陽明胃經的按摩，有通疏經絡，滑

利關節解除肌肉緊張，矯正肢體畸形。 

四、按囟門，令家長將患兒抱扶坐位，醫

者立于患兒對面，以馬步蹲椿式，屏心靜氣，

用兩手拇指按患兒頭部囟兩側約 5--一 7 秒

鐘，因嬰兒囟門未閉，在囟門兩側施以適當的

良性刺激，對促進大腦細胞的發育很有幫助。

如果患兒年齡較大，囟門已閉，效果會稍遜。

針灸取穴:l、大椎：在第七頸椎與第一胸椎之

間，為六陽經所經過之處，位於督脈經上，在

散寒疏通諸陽之功。2、四神聰:在百會穴前後

左右各 1 寸處，有醒腦開竅，鎮驚安神的作

用。3、足三裏:在外膝服下三寸，脛骨旁開一

橫指，有健脾胃補氣血的作用。4、陽陵泉:

在腓骨小頭而凹陷處，為筋之總匯，有疏經通

絡，解除肌肉痙攣的作用。每天推拿針灸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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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推拿半小時，針灸半個小時，每週五

次，30次為一個療程。 

療效標準及結果 

在收治 248 例中，其中男性 117 例，女性

131 例，1---12 月 98 例，1歲----2 歲 76 例，

2-----3 歲 45 例，3歲以上者 29 例，其中以

1歲以內效果最好，有效率為 96%，2 歲-----3

歲，有效率為 86%, 3 歲以上者有效率為 68%，

總有效率為 79.7%。 

療效標準: 

①痊癒:經治療後各種症狀基本消失，四

肢活動恢復正常，能像正常兒童一樣生活。 

②顯效:症狀基本消失，但部份患兒有一

定的跛行、跟腱攣縮現象。 

③減輕:各種症狀均有減輕，但四肢活動

欠佳。 

④無效:症狀無明顯改善。 

典型病例: 

唐某，性別:男，年齡:1 個月，廣西省桂

林市人, 93 年 7 月 26 日。初診:其母妊娠 10

個月，在桂林市南溪山醫院婦產科生產，因產

程過長達 6小時，導致嬰兒窒息缺氧，出生後

不會哭，經搶救後做 CT 檢查，發現腦細胞損

傷，醫師診斷為小兒腦癱，建議家長放棄，但

家長不忍，滿月後即來推拿治療，當時我用一

指禪推督脈十餘次，揉丹田 10 分鐘，按摩四

肢關節及下肢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按囟

門 5-----7 秒並配合針灸大椎、四神聰、足三

裏。經推拿針灸五個月後，小兒發育良好，只

是發現小兒不會用牙咀嚼食物，只會允吸食

物，又經過三個月的治療後小兒慢慢學會了咀

嚼，一年後基本康復，發育正常，現長成 l.8

米的青年，就讀于南寧某大學。林小漫，性別:

女，年齡:兩歲9個月 ，廣西南寧橫縣人, 2011 

年 11 月 l4 日。初診:因妊娠七個月早產，患

新生兒黃疸，導致腦細胞損傷，兩歲 9個月還

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經多方治療無效後，

經人介紹來本人處治療。當時症狀:小兒消

瘦，兩眼無神，四肢無力，腰膝軟癱，兩腿不

能站立。經以上方法推拿針灸治療兩個月後，

即能站立，治療三個月後就可獨立行走 30 余

步，經治療半年後，基本能健康行走，現已上

幼稚園了。體會:祖國醫學認為，本病是由於

先天稟賦不足，或後天失於調護，並依據症候

表現分為肝腎不足(痙攣型、硬癱型)，脾腎兩

虛 

(肌肉鬆弛型、軟癱型)，肝、脾、腎虛混

合型。一、肝腎不足(硬癱) 因小兒肝常余脾

常不足，肝陽偏亢，陰虛於內，無以柔肝，則

肝風易動、肝主筋，故出現手足僵硬、抽搐，

治療以健脾胃以柔肝滋補腎水以涵木，一指禪

推督脈經，揉臍腹丹田, 既能健脾胃又能補腎

水。 

二、脾腎兩虛 (軟癱)  

腎主骨生髓，脾主運化主肌肉主四肢，由

於脾腎兩虛，故筋骨不堅，軟癱無力。脾胃運

化失簾，則四肢缺乏氣血濡養而消消瘦無力。 

三、肝脾腎虛（綜合型）  

則上述兩種症狀均有不同程度的出現。本

人採用一指禪推督脈經，揉臍腹丹田，能健脾

胃又熊補氣血及滋補腎水；按囟門有鎮痙，提

神，醒腦開竅的作用:按揉四肢關節，有疏通

經絡，滑利關節，緩解肌肉痙攣，糾正肢體畸

形的作用;配合針灸、大椎、四神聰、足三裏

等穴，有通經絡補氣血，起到相得益彰的作

用。故本人採用上述四種推拿手法加針灸的方

法治療小兒腦癱，取得了滿意的療效。 

以上是本人在治療小兒腦癱中的粗淺體

會，由於知識水準有限，不當之處，望通道們

的指正。 

 

 

 

 

 

 

 

 

 

 

 

 



 

 173

捏脊療法防治小兒肺系疾病的體會 

劉蘭英 

（泉州市中醫院針灸科） 

 

 

小兒肺系疾病主要指感冒、咳嗽、乳蛾、

哮喘等疾病，常 1月發作數次不等，主要表現

為鼻塞、流涕、發熱、咽痛、咳嗽、喘促等不

適；西醫稱為免疫功能低下，中醫則認為是小

兒衛外功能薄弱，陰陽不調所致。2010 年 7

月-2013 年 7 月，本科室門診收集 60 例小兒

肺系疾病病例，均為反復感冒、咳嗽、乳蛾、

哮喘等疾病，1月發作均在 3次及以上者；運

用小兒捏脊法連續治療 2個月，隨訪 2個月，

均取得滿意的效果，肺系疾病未再發作，或發

作次數明顯減少，血清免疫球蛋白 IgA 含量較

治療前明顯升高。 

一、臨床資料 

60 例患兒均在 3-7 周歲；男 25例，女 35

例；感冒病例 23例，咳嗽 20 例，乳蛾 12 例，

哮喘 5 例；以上疾病均反復發作，1月發作 3

次以上，常用抗生素治療者。 

二、治療方法 

手法操作：小兒採取俯臥位,操作者先輕

揉小兒脊柱兩旁放鬆肌肉, 從尾骶開始，用拇

指指腹與食指、中指指腹對合，挾持肌膚，拇

指在後，食指、中指在前，然後食指、中指向

後撚動，拇指向前推動，邊捏邊向第七頸椎提

捏小兒脊柱兩旁的肌肉,此為一遍，第二遍採

用捏三提一法即捏三次後提一次,以後均重複

第一遍手法，共操作 7遍，最後在小兒肺俞、

脾俞及腎俞穴各提 3次，每日治療 1次，2個

月為 1個療程（以上手法操作均由家屬自行完

成）。  

三、療效觀察： 

方法：60 例患兒均運用小兒捏脊法連續

治療 2個月，治療期間疾病發作時，常規應用

西醫對症治療，口服或靜滴抗菌藥物、抗病毒

藥物等治療，隨訪 2 個月，觀察治療前後肺系

疾病發作的頻次，治療前後進行血清免疫球蛋

白 IgA 含量檢測。 

結果：60 例患兒連續治療 2 個月後，隨

訪的 2 個月期間，42 例患兒肺系疾病未再發

作，占 70%；15 例患兒肺系疾病發作 2-3 次，

占 25%；3 例患兒肺系疾病仍反復發作，每月

3次以上。60 例患兒血清免疫球蛋白 IgA 含量

較治療前明顯升高，治療前後對比，差異非常

顯著。 

四、體會： 

小兒臟腑嬌嫩，肺氣未充，衛外不固，易

感受外邪，故易發肺系疾病，《諸病源候論》

雲：“肺主氣，合於皮毛，邪之初傷，先客皮

毛，故肺先受之。”，目前小兒肺系疾病臨床

上西醫多採用抗菌藥物、抗病毒藥物等治療，

但其療效不甚理想，容易產生耐藥性和副作

用，無法預防反復發作，並且費用較高，加重

了群眾的負擔。 

    捏脊療法是中醫學推拿手法的一

種，早在西晉，葛洪所著《肘後備急方》中有

“拈取其脊骨皮，深取痛行之，以龜尾至頂乃

止，未愈更為之”以治療卒腹痛的記載，此法

所取部位及操作與捏脊頗為相似，是捏脊療法

的最早描述。 

中醫認為捏脊療法可以疏通經絡、流暢氣

血、調和臟腑，既能保健強身，又能治療疾病。

人體以背、腹分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脊

在背部正中，乃督脈所循行之處。督脈循行起

於下極之輸，併入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

巔，循額，至鼻柱。故而捏此部位，能促使督

脈與沖脈、任脈相接，陰陽協調。且脊柱兩側

為足太陽膀胱經所統，脊旁 1．5 寸多布有臟

腑的背俞穴，臟腑有病能影響經絡，而經絡有

病可內傳臟腑，臟腑有病常反應在足太陽膀胱

經的背俞穴上，相應的俞穴出現壓痛、酸痛等

症狀。捏脊療法作用於督脈及膀胱經上，使其

舒通經脈、平衡陰陽、調理氣血，以達安和臟

腑、培補元氣、治病健身的目的。 

現代醫學認為：捏脊療法是通過手法的機

械刺激直接施治於人體體表而起著治療作

用。首先通過刺激體表局部組織，增加局部供

血，改善微循環，改善細胞供氧和代謝，減少

有害物質的產生；其次手法的刺激還可以調節

人體免疫系統的功能，維持人體防禦機能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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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手法刺激通過感覺神經纖維傳至下丘腦，

其衝動引起下丘腦分泌和釋放各種激素，調節

內分泌系統；感覺神經傳人脊髓的腦幹，通過

導水管周圍灰質的膠狀質釋放腦啡肽，有很強

的鎮痛作用[1.2]。 

本文結果提示捏脊療法治療小兒肺系疾

病，取得滿意的效果，使肺系疾病未再發作，

或發作次數明顯減少，血清免疫球蛋白 IgA

含量較治療前明顯升高。故通過增強患兒機體

的免疫力而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即所謂

“扶正祛邪”。該療法簡單易行，療效確切，

痛苦小，無副作用，符合目前無創痛穴療學的

發病趨勢，容易被患者接受，值得臨床廣泛推

廣應用。 

參考文獻：略。 

--------------------------------------------------------------------------------- 

 

斜方肌起止點拔罐放血合脊柱調衡治療 

各型頸椎病臨床觀察 
 

莊偉斌  莊淵輝  莊韜光 
(泉州預備役高炮團衛生隊) 

 

 

頸椎病是中老人的常見病、多發病，隨著

現代生活節奏加快及人們、工作方式的轉變及

長時間的伏案工作、使用電腦、空調、風扇、

駕車及長時間坐姿不當等原因，頸椎病的發病

年齡有年輕化的趨勢。隨著脊柱生物力學的發

展，頸部肌肉的力學作用與頸椎穩固平衡之間

的相互關係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和研究。斜方肌

為頸項部的淺層肌肉，其肌肉的勞損可引起頸

椎的平衡失調，導致頸項部疼痛僵硬等症狀，

筆者通過臨床發現斜方肌起止點走拔罐、刺絡

放血可直達病所，消散筋結，通經止痛，脊柱

調衡有效恢復脊柱的穩定性，緩解肌肉或血管

痙攣，改善頸椎病患者的症狀，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病例共 86 例，源於 2010 年 5 月～

2013 年 5 月來我隊門診患者，其中頸型 50

例，神經根型 17例，椎動脈型 12 例，交感神

經型 6例，脊髓型 1例。 

1.2 診斷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

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及文獻綜合修訂病、證

分型標準。頸型（氣滯血瘀證）：頸部肌肉僵

硬，後伸受限、壓痛明顯，伴上肢放射痛，肌

肉萎縮，肌力減退，感覺障礙，舌質紫紅有瘀

點，少苔，脈細澀；神經根型（氣血兩虛證）：

頸部僵硬，活動受限，一側或兩側肢體疼痛和

放射痛，伴有手指麻木、手指無力，持物墜落，

頸肩部及枕部疼痛，枕部感覺障，少言懶言、

面色蒼白，舌質淡、苔薄白，脈虛弱；椎動脈

型（肝腎兩虛證）：頸肩及枕部疼痛，噁心嘔

吐，頭暈頭痛，耳鳴，視物不清，腰膝酸軟，

上肢屈伸不利或麻木，畏寒喜溫，舌質淡、苔

薄白，脈沉細弱；交感神經型（脾腎陽虛證）：

頭沉頭暈偏頭痛，不思飲食，四肢發涼，視物

不清，腰膝酸軟，溫熱則舒，舌質淡，苔薄白，

脈沉細；脊髓型（痰濕瘀阻型）：上一側或雙

側肢體麻木，酸軟無力，甚者可痙攣性癱瘓，

四肢下肢肌張力增高（腱反射亢進，淺反射減

弱或消失），眩暈頭痛，肢體沉重，活動困難，

舌質淡、苔白膩，脈弦滑。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頸椎病的診斷標準；②年齡 26～

76 歲，性別不限；③1個月內未接受其他治療。 

1.4 排除標準 

①腦源性疾病；②合併有心、腦血管、肝、

腎、造血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等嚴重原發性疾

病；③孕婦；④骨關節結核、腫瘤等；⑤椎管

內占位性病變；⑥有高位脊髓壓迫者。 

2 治療方法 

2.1 推拿:第一步，肌肉放鬆。患者裸背，

俯臥於治療床上，囑其放鬆伸長頸項，醫者立

於側後方，先在患者項背、肩胛骨脊柱旁兩側

肌肉塗上少許液體石蠟油，用拇指指腹或掌根

進行推揉、點按頸項部雙側、斜方肌、肩胛區

的肌群，使肌肉逐層放鬆，手法滲透有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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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溫熱，約 5min。第二步，反應點松解。

用一指禪推法、拿法和彈拔法，在斜方肌起點

穴位，包括天柱、風池，頸部椎體棘突旁壓痛

處相應夾脊穴；斜方肌止點穴位，包括肩胛骨

內上角阿是穴及曲垣、巨骨的陽性反應點，則

重點彈拔或按揉，手法輕重適宜以患者能忍受

為度，約 5min。 

2.2 走拔罐、刺絡放血：術者選擇適號玻

璃罐進行走罐法，刮拭經絡督脈風府—腰陽

關，膽經風池—天宗，膀胱經天柱—膀胱俞。

頸部自上而下，肩部由內向外，用力均勻，反

復刮走 10～20 次，至皮膚潮紅，大部分患者

會呈現鮮紅色、暗紅或紫色的痧斑，再于斜方

肌起止壓痛點以碘伏消毒後用梅花針快速叩

刺 3～5 次，並拔火罐，其他部位沿經絡走向

在背肌拔罐並留罐，時間為 5min，起罐後，

擦除瘀血後消毒，以滾法放鬆肌肉。以上治法

每 7d1 次，6 次為 1個療程。 

2.3 整脊法：①頸椎復位法：患者俯臥

位，醫者站其側後，患者面側向右側，術者一

手輕按患者面頰部，一手輕按右肩胛區，左右

搖動 2～3下，待患者放鬆，再用力加壓閃動，

椎此時多聽到關節復位時彈響“咯嗒”聲即

告整複，同法復位左側。②胸椎復位法:術者

以右手掌要按壓在痛椎棘突左側（緊靠棘突

旁），術者左手掌根按壓在同一椎的右側（緊

靠棘突旁），雙手呈交叉垂直狀，囑患者深呼

吸數次，待患者充分放鬆，在呼氣之末，雙手

同時猛然施力向胸前下壓 1-2 下，瞬間撤力，

同樣按此法作用於痛椎上、下椎，此時局部均

可聽及胸椎小關節復位的響聲，說明復位成

功。③腰部斜扳：患者側臥，在下側的上肢抱

頭，下肢自然伸直，在上側的下肢自然屈髖屈

膝，使脊柱略呈一弧形，術者一手抵住患者肩

前部，另一手抵住臀部，先用前後搖晃使患者

軀幹放鬆，兩手同時用力反向扳動，可有

“喀”聲，示意手法成功。此手法要穩、准、

巧，用力要適當，要用巧力、閃動力，忌用蠻

力暴力，60歲以上慎做，有畏懼者不做。 

3 療效觀察 

療效評定標準 

參照 1994 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國病

證診斷療效標準》制訂療效評定標準。由疼痛

程度、症狀持續時間、夜間的針刺或麻木感、

疼痛對睡眠的影響、對社交活動的影響，搬抬

重物、讀書或看電視、工作或做家務和駕駛汽

車等方面進行綜合判定。治癒：原有各型症狀

消失，肌力正常，頸、肩、肢體功能恢復，能

參加正常活動和工作；顯效：原有各型症狀減

輕，肢體功能明顯改善，能參加正常活動和工

作臨床主症及兼症完全消失≥2/3；有效：臨

床主症及兼症完全消失 1/3-2/3；無效：臨床

主症及兼症完全消失<1/3，或無任何改善。 

治療結果 

所有 86 病例均在 1 個療程結束 3 個月後

判定療效。治癒 70 例占 81%，顯效 13 例占

15%，有效 3 例占 4%，無效 0，總有效率 100%。 

討論 

頸椎病多由於頸項部日常活動頻繁，發生

勞損，包括頸椎骨質增生、頸項韌帶鈣化、頸

椎間盤退行性變致頸椎間隙狹窄及椎間關節

囊、黃韌帶增厚等病理改變。當這類勞損改變

影響到頸部神經根、脊髓或主要血管時，則出

現肩臂疼痛、麻木、眩暈、癱瘓等一系列症狀，

臨床上統稱為頸椎病。 

《素問•痿論》所說：“宗筋主束骨而利

關節也。”經筋為病，筋結必瘀，氣血失運，

經脈不通，不通則痛，表現為轉筋、筋痛、痙

攣、疼痛等。十二經筋行走於體表，不入內臟，

其中剛（陽）筋分佈於項背和四肢外側，經筋

約束關節、屈曲關節、維持人體正常運動功能

的作用與西醫所闡述的肌肉維持關節的平衡

和穩固作用相一致。斜方肌起止點有多條經脈

通過，風池、天柱分別是膽經和膀胱經脈上穴

位，頸部夾脊穴與督脈鄰近，巨骨、曲垣分別

位於大小腸經脈上，斜方肌起止點刺絡放血、

拔罐可調節經絡、行氣活血、消炎止痛的目

的。《素問•經筋》載：“治在燔針劫刺，以

知為數，以痛為輸”，風池、天柱、巨骨、曲

垣穴均是陽經經脈上穴位，手足三陽經筋又結

於頸項部，解剖位置上處於斜方肌起止點路線

上，故刺絡放血，可良性刺激頸項之經筋，可

直達病所，消散筋結，使骨入其位，筋歸其槽，

筋絡順接，氣血通達，通則不痛。 

人的脊柱是一個整體，脊柱是人體的支

柱，脊柱及其周圍的軟組織構成了人體軀幹部

的平衡系統，當脊柱的生物力學發生改變時，

脊柱生理曲度的改變會不同程度地造成脊柱

平衡失的失穩，引起局部疼痛、僵硬、活動受

限等症狀。脊柱調衡可激發多條經脈經氣，以

疏通經絡、調理臟腑、宣暢氣血，精血得以上

注於頭部，髓海得以濡養，頭暈頭痛得以改善

而達到治療目的。因此，恢復脊柱的穩定性是

治療本病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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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症的中醫治療以 “通則不痛” “正

則通”為原則，重在活血通絡，理氣止痛。採

用走罐療法通過火罐的負壓吸附與溫熱按摩

作用，可使局部皮膚充血、毛細血管擴張，血

液迴圈加快，並通過神經—內分泌調節血管

舒、縮功能和血管壁的通透性，緩解頸背部肌

群的緊張狀態，消除頸部肌肉痙攣，改善骨活

動度，軟組織及枕後神經的壓痛，改善頸椎周

圍組織的營養和血液供應。經筋痛點放血符合

《靈樞•九針十二原》“菀陳則除之”的治療

原則，楊繼洲也在《針灸大成》中指出刺絡放

血的特異功效，曰：“蓋針砭所以通經脈，均

氣血，蠲邪扶正，故曰捷法最奇者哉。”放血

拔罐通過負壓吸引，直接將富含致痛物質的血

液釋放出，加速局部瘀滯積血的排出，促進新

鮮血液流動，改善局部微循環，促進損傷組織

修復。推拿和整脊復位發揮了鬆馳肌肉、韌

帶、關節，分離組織間炎性粘連，恢復脊椎與

脊椎、脊椎與軟組織、軟組織與軟組織的順應

關係等作用，達到解除炎症反應與形態壓迫的

目的。本症在中醫整體觀的指導下，運用經筋

理論、經絡理論，結合現代解剖學、生物力學，

運用走拔火罐、推拿整脊手法和經筋痛點剌絡

放血，解除了筋結點的緊張狀態,恢復了經筋

系統的平衡狀態，調整了脊柱小關節結構，可

大大提高頸椎病患者的療效，縮短療程。 

--------------------------------------------------------------------------------- 

 

營衛與子午流注針法關係探微 

楊煜鈞 

(新疆) 

 

 

營衛理論在《黃帝內經素問》《靈樞經》

(下簡稱《靈》、《素》)中記載,現存子午流

注針法最早記載在金代，靈素中與子午流注針

法相關的語句散在可見，但後世醫家在十二經

脈于十二時辰的對應上均未作可行的說明，各

家旦談及此必談營衛成為一種總的趨勢，對子

午流注針法作了不當說明[1]，這其中就包括

《子午流注針經》。現代對這一能夠集中反應

《靈》、《素》按時治療思想的針法研究認識

進展較慢，不僅因為這一針法不易找到直觀感

受，且難找到感性認識深奧難懂，另外，於此

類不當的解釋表述所造成的影響有一定的關

係。下面僅以《靈》、《素》為主對子午流注

針法與營衛的關係做一粗淺的討論。 

營衛運行理論與該針法理論的矛盾點 

《靈》、《素》中論述了營衛的生成，營

衛同氣血的關係等，詳細論述的是營衛的運行

規律，另外多次出現天人相應的內容，尤其多

次出現相貫流注如環無端的類似提法，加之有

營氣寅時出於肺、十二經脈順次流注等印象的

干擾，是導致理論關係錯置的又一原因。將營

衛運行理論錯用於子午流注針法理論的關鍵

原因是：營氣流注順序同時辰對應經脈順序相

同，而針法說明中“借用”營氣流注之序，造

成二者關係及概念混淆。現總結以下七點矛

盾： 

一、營氣日行于經脈五十周，六百分之一

太陽日通過一條經（左右雙側）。而保留下來

的各種子午流注針法都未反映這一規律。假設

納子法中一日十二支應十二經一個迴圈，營衛

運行另外四十九周將無對應；同樣，納幹十幹

一個迴圈不僅有缺失，還將有其他不符之處；

如十日一迴圈，癸日亥時開穴差別更大。《靈》

述營衛 

氣血異名同類，這種停閉是否在說人體氣

血活動“停閉”了？ 

二、營衛迴圈一周需二十八點八分鐘，與

現在臨床留針時間三十分鐘接近。保留下來的

任一子午流注針法均無此規律的對應。現存子

午流注針法均有嚴格的時間性，其最小標誌單

位是一時辰。 

三、營氣寅時由肺出並非說寅時由手太陰

經對應，每一時辰營氣至少有三次通過同一經

脈，用寅時營氣出於肺說明寅時應肺經不當。 

四、衛氣運行較營氣運行特殊，如衛行脈

外，行陰分二十五陽二十五；“後行于陰

分……至於足……大會於風府”[2]①，同子

午流注針法理論及應用更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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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衛氣晝行于陽經及陰分五十七點六分

鐘一周,夜隨營入於臟腑,不符合子午流注針

法的時間運用特點。 

六、《靈》中《五十營》《營氣》《衛氣

行》三篇論述的是三個看似相容，其實不同的

三個主題。如《五十營》中明確指出左右、前

後、上下二十八脈；《營氣》述其行於十二經

脈且有任督為其支，共十四脈；《衛氣行》中

有十二經脈兼陰分之句，其至少涉及十三經

脈，這是筆誤嗎？ 

七、中醫理論在後世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

各樹一幟獨成一說的局面（僅各種各樣的子午

流注針法就是一個證明），相互又有錯綜複雜

的關係，其中營衛與子午流注針法也必定有關

係，但並不能肯定營衛活動規律與此針法理論

有如此直接的關係。 

傳統認識並非捕風捉影故弄玄虛，其精華

散在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角落，不僅僅局限

在單純的中醫正統醫籍裏，正統中醫醫籍中的

理論內容並不完整(在此不做詳細論述)，且有

其他錯誤和疏漏。營衛與子午流注針法二者關

係的糾正與整理將有助於中醫理論的系統整

理，有潛在的意義。其中涉及的問題相當繁

雜。 

子午流注針法中的部分理論基礎 

《素》載“法天則地，合以天光”[3]①，

人有經脈以應於天地的提法[3]②，同樣在

《靈•經別》提出五臟六腑應天道[2]②，此類

語句很多，強調人體活動規律與宇宙的對應，

但是沒有具體指出符合以六十甲子日、十日、

五日等為週期的子午流注針法的任一對應，僅

有一些內容隱含了子午流注針法理論的部分

基礎內容。 

《素•針解》提出“六律、七星、八風、

九野，身形以應之”[3]③，《靈•官能》篇指

出“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臟六腑亦有所

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2]③，

將臟腑合五行納於先天八卦之位，肺與大腸屬

金為兌，脾胃陰陽土為艮，心小腸屬火為離，

腎膀胱二水為坎，肝膽屬木為巽，三焦心包相

火為震，由此僅直接看出十二經營氣之流行、

十二經對應地支同先天八卦有吻合，後世醫家

據此總綱又發展衍生了部分中醫理論，但並不

能直接確定十二經對應十二時辰。《靈•經別》

篇提出六律建陰陽對應十二經脈[2]④，所以： 

十二律黃鐘為首，十天干中甲為首，十二

支中子為首，故確定子時配甲膽足少陽，據先

天八卦、陰陽儀及洛書配律呂支辰應六合等到

圖推導，其中有很多順序同十二經脈有一致之

處，卻不能很肯定的推理各經配十二時辰的順

序。將子午流注十二辰配十二經對應列入，可

以考慮：各經的活動是否有一定的頻率規律，

或受外界一定頻率物質的影響；在一個時辰，

一條經處於活動頻繁狀態，或易激發狀態。對

於一個健康人，這種特性表現越明顯，其生理

活動越趨向正常；當其受到異常情況影響時，

經絡的活動將發生相應的變化，明顯時表現出

異常或特殊的生理現象，在熵改變的過程中也

可以出現經絡現象，並可反應一定的生理或病

理指征；治療中給予特定的刺激才可以使其儘

量趨近于原來的狀態。 

圖與注文付後，由圖看出三焦包絡納丙丁

較妥當。徐鳳提出納於壬癸存疑[4]①。圖中

反應三合、兩儀等與人體經絡有同樣的規律

性。另外，子時陰極轉陽之前，戌亥應手厥陰

少陽，這與一日之中氣血歸於三焦心包也對

應。申酉為肺經生旺之時；營氣申時之初如寅

時之初亦由肺出；且申時肅殺西金肅降，有這

麼多對應，用寅時肺氣出等作為根據不僅不

當，而且有矛盾，所以用寅時營氣由肺出、肺

氣旺于寅等作為十二時辰於十二經脈的對應

依據並不合理，這於六律建陰陽合十二經脈的

提法又是什麼關係呢？後世醫家表述中動輒

以"營衛"及"營衛環週五十"等類似語句闡述

子午流注針法是不妥當的。著名經學家江慎修

認為人的身體與易理等相符[5]①似屬天然，

穿鑿附會只能強說錯解。 

《靈》《素》提出陰陽有名無形可無限推

演等，古人認識到人體生命活動規律複雜多

樣，並做了部分解釋和總結。其中同現代認識

有相融或可以溝通的地方：《靈》《素》提出

五音五色應五臟，古有以樂暢情志的記載，現

代提出了音樂療法、光線療法。音、光有頻率，

這與六律、十二經、支辰、流注針法似有一種

莫名的關係。這是人為的捏作或單純的巧合

嗎？江慎修感歎："天道中默具人事之理，千

古誰覺之"[5]②。對傳統文化瞭解不足，加之

現代研究尚未定論，容易出現難解或不解之

解，不能銜接、溝通、繼承，非常遺憾。中西

兩種文化、中西兩種醫學，如何溝通？如何探

討？其理論的溝通將有可能從中國傳統文化

的探討開始。 

十幹對應五行以應五臟找不到其他形式

的推論 。關於干支其初始確定也無公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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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實。黃帝何以考建五常而確立干支計時？

日幹對應臟腑、十幹對應臟腑等規律，即無爭

議，也無從考證，所涉及的問題也很多，有待

於研究探討（包括現代研究）。 

《素•保命全形》認為人受天地之氣得以

生[3]④，《素•藏氣法時》認為合人形法四時

五行而治'[3]⑤；《素•天元紀大論》述天有

五行禦五位,以應萬化，各有期日，非獨主時，

布氣真靈,生生化化[3]⑥；《醫宗金鑒•運氣

要訣》雲“未有天地氣生形，已有天地形寓

氣”[7]，人稟受天地之氣而成形，人的形、

氣符合天地的陰陽開闔生化規律。根據這一規

律，對人體氣機進行主動的調整，影響人的生

理條件，控制個人生理熵值，使人的形體氣血

與功能恢復到一定的狀態，從而達到調和氣血

形體，祛疾防病，強體延年的目的。 

無論納幹納支，均以人體氣機活動規律為

指導，所以說子午流注針法是提示反應人體生

命活動諸多規律中的一種，並用於指導取穴治

療的理論。 

子午流注針法在中醫理論中已發展了一

定的理論內容。在發展中各醫家重點講自己的

一套針法，未能合理論述理論原由，其中涉及

諸多問題，但是可以肯定科學合理的子午流注

針法均反映了人體氣機活動隨時間變化的規

律，相互可以變通處理。只要具備與子午流注

針法規律[7]①符合的條件，可以考慮是否選

用。 

《素•六節藏象》要求“謹候其時，氣可

與期”[3]⑦。中醫強調辯證，用藥講究對證，

同樣針灸應在嚴格選擇病員的情況下注重治

療時機。 

子午流注針法概念的擴展 

在《針灸治療學》[8]中子午流注針法與

靈龜八法、飛騰八法單獨分列，一些書籍也有

這一歸類傾向，但未明確提出其之所以不同的

根據。子午為陰陽對立的兩個名詞，同時又用

作一種時間標誌。在《靈》中指出營衛氣血異

名同類，中醫多以“象”定論，營衛、氣血的

活動是人體生命活動的一種基礎，其活動表現

為物質活動規律的“象”對應，而子午流注針

法是以氣血活動規律做指導（包括營衛活動規

律），所以凡是體現氣血活動流注規律，並用

於指導選擇用穴進行科學治療的理論都應歸

入子午流注針法。根據運用干支的不同，將保

留下來的這一類針法分為納甲、納支、干支同

用三大類。分列與下： 

納幹：養子時刻開穴法[9] 高武養子流注

法[10]① ,賈氏流注開穴法[10]②,徐鳳逐日

按時定穴法[10]③,李梃六元開穴法[10]④  

王國瑞逐日按時開原穴法[10]⑤,李學川開原

穴法[10]⑥ 徐鳳飛騰八法[4]② ,同宗開穴

法[7]②,反克開穴[10]⑦。 

納支：高武是動所生病補瀉迎隨法[10]

⑧一時開完本經五俞穴法[10]⑨,吳琨開原穴

法[10]⑩,十二經納子按時開原穴法⑾[10]⑾  

任督二泳流注針法[7]③ 

干支同用：王國瑞飛騰八法[10]⑿ ，靈

龜八法[11] ，移光定位法[12]①，李白清藏

氣法時針法[12]② 

以上就部分流注針法做一歸類。有顧、

張、鄭等人的針法未列入[12]③，有些針法其

創制者歸屬有爭議，未綴姓氏。 

結語 

不溯其源則無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窮其

流則可以知後世變法之弊。 

子午流注針法是對《靈》《素》針刺應時、

候氣思想的具體補充。因所涉及的問題繁雜，

研究中還有很多棘手的問題，其涉及的中國傳

統文化內容之間有著彼此的溝通和矛盾。僅以

針法中存在的問題為例，比如針對奇經八脈按

時取穴，八脈交會穴對應八卦有多種看法，如

果根據《奇經八脈考》的認識，將有另一種對

應，這樣又產生一種新針法。僅僅八個穴，可

以有多種不同的選穴方法，並有同一時刻同選

一穴的情況，它們的適應症和療效都如何？是

不是有理論的針法就正確？其是否符合生命

活動規律？這都是疑問。 

關於子午流注針法的研究，現代科學還未

提出真正可行的解釋。雖然有人認為有著驚人

的相似，但依舊只是一種現象上簡單的吻合，

不能很好的說明其原因機理。現代物理科學在

繼續發展，也許此二者可以同時成為科學史上

的偉大發現。其研究內容涉及髒象和生理、病

理等內容以及經絡的研究、防治疾病的機理，

人體臟腑功能及其衰老原因，中西醫觀點的區

別與聯繫，人體生命活動的研究，經絡形態的

研究，生命科學與宇宙科學的聯繫等。其將可

能影響現代科學研究的進展。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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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耳术在中医治未病中的应用 

叶金连 1，陈美华 2，指导老师：吴炳煌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進入二十一世紀，健康長壽已引起了廣大

公眾的普遍重視。國際上認為，人的壽命應等

於成熟期的 5 至 7 倍，即人的壽命應該是

100~150 歲，但實際上當今絕大多數人都達不

到這個年齡，其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不重視保健

或不懂得如何進行保健。所以，針對這個問

題，重點介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自我保健

的方法，達到未病先防的目的。運耳術則是臨

床上有效且操作簡便的養生方法。 

1 民間應用耳針治療疾病的情況 

耳穴是耳廓皮膚表面與人體臟腑、經絡、

組織器官、四肢百骸相溝通的部位，也是脈氣

輸注所在，臨床運用極廣。民間應用耳尖點刺

放血治療發熱、頭痛、急性扭傷；耳輪放血治

療扁桃體炎、球結膜炎；耳背降壓溝放血治療

高血壓、頭暈；耳垂眼區打孔帶耳環能明目；

皮膚病可以選取肺穴；神經衰弱症可選取皮質

下等等，耳針療法既屬於中醫體系，同時又包

含西醫的的元素在內。因此，不僅從事針灸的

醫務工作者普遍使用這一療法，而且從事西醫

的醫療同道也對這一療法頗感興趣，這使得耳

針療法在臨床上得到廣泛的應用。 

2 耳針起防治疾病和保健作用的機制 

2.1 耳與五臟六腑的關係 

耳與五臟六腑的關係十分密切。生理上相

通，病理上相累。耳為腎所主，腎開竅於耳。

故《靈樞•脈度》曰：“腎氣通於耳，腎和則

耳能聞五音矣。”［1］，《素問•陰陽應象大

論》曰：“腎主耳，在竅為耳。”［2］心本

開竅於舌，五臟皆有竅，而舌非竅，故心竅寄

於耳部。《素問•玉機真髒論》曰：“脾不及，

則令人九竅不通。”［2］另外，肝藏血，耳

受血方能有聽覺；肺主氣，一身之氣貫於耳。

清代醫家張振鋆還把耳分為心、肝、脾、肺、

腎五部，即“耳珠屬腎，耳輪屬脾，耳上輪屬

心、耳皮肉屬肺，耳背玉樓屬肝。”以上的論

述表明，耳是機體體表與內臟聯繫的重要部

位，二者緊密聯繫，耳可反映五臟六腑的生理

病理變化。現代研究也表明通過刺激耳部，可

治療五臟六腑的各種疾病。 

2.2 耳與人體經脈的關係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雲：“十二經脈

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

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睛，其別氣走於耳為

聽。”［1］十二經脈中，六陽經的經脈或經

別分別到達耳中或耳廓周圍。如手太陽小腸

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的經脈、經筋

分別入耳中或循耳前後；足陽明胃經、足太陽

膀胱經分別入耳前、至耳上角；手陽明大腸經

之別絡入耳合于宗脈；六陰經雖不直接入耳，

但通過經別與陽經相合而與耳發生聯繫。十二

經脈直接或間接與耳發生聯繫。經絡是運行氣

血、聯繫臟腑和體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具有

溝通內外、網路全身、運行氣血、協調陰陽、

抗禦病邪、反映病症、傳導感應、調整虛實的

作用。古人雲：“有諸內，必行諸外”。人體

的臟腑器官有病變的時候， 會在耳部的相應

區域出現各種陽性反應點，可表現為壓痛敏

感、條索、變色、脫屑、耳廓變形、丘疹等。

這種陽性反應點有利於醫生進行診斷，可作為

臨床輔助診斷的依據。耳穴不僅可以反映病

候，同時是醫者施術的部位。當刺激相應耳穴

時，就能調整特定的某條經脈，從而達到防病

治病的目的。耳穴之所以能治療遠端部位的疾

患，正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經絡的內在聯

繫。 

2.3 現代理論“生物全息論”與耳針療

法的關係 

人體的某一部分，例如，1 個細胞、1 個

節肢、1只耳朵，它在結構和功能上有相對的

內部完整性，與其周圍的部分有著相對明確的

界限，恰似整個人體的微縮，並且包含著整體

各部分的生理、病理資訊，具有以上特點的局

部，稱為“全息胚”。因為每一個全息胚，也

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雖然縮小但帶有整

體的全部資訊。不言而喻，人的耳廓，作為人

體的一個“全息胚”，完全符合上述規律，因

而能全面詳盡地反映出全身資訊。關於生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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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律，吳炳煌教授打比方說：“人體就像是一

面大鏡子，而耳朵就像是面小鏡子，小鏡子可

以從大鏡子上截取而來，而不管是大鏡子還是

小鏡子都能反映出一個人全身的狀況。”耳是

人體的一個縮影，因此耳穴可反映機體全身的

變化情況，刺激耳穴可治療全身的疾患。 

3 運耳術的操作方法 

3.1 準備動作 

①雙手合拾，置於胸前，盤腿端坐； ②

閉口合目；③調節呼吸節奏，16～18 次／

min；④意守丹田，達到入靜狀態。 

3.2 操作步驟 

①雙手掌心摩擦發熱後，以勞宮穴正對耳

孔，揉耳 36 次；②左手置於左耳，右手置於

右耳，拇指置於耳後，食指屈曲，拇食二指夾

住耳廓，輕揉耳廓正面和耳廓背面 36 次，做

到耳廓充血且自我感覺耳朵發熱為度；③指切

以拇指的指甲從位於耳三角窩所正對的耳輪

邊緣起動點，由內向外慢慢點切。當切到極痛

點時，繼續點切該點 36 次，至整個耳朵發

熱、發脹、充血潮紅為度；④點按神門穴 36 

次；⑤點按腎區 36 次；⑥點按脾胃區 36 次；

⑦點按心點 36 次；⑧以拇指指腹及食指指腹

按揉對耳屏 36 次；⑨拉擰耳垂：以拇指指腹

置於耳垂後，食指腹置於耳垂前，向外下方向

牽拉後，再往後擰 7 次。 

3.3 功效：疏通經絡，運行氣血，安神利

眠，防病保健。 

3.4 適用範圍：用於失眠、頭痛、高血壓

病治療，主要作為日常自我保健法。或作為其

他相關疾病的輔助治療方法。 

3.5 運耳術，每日早晚各 1 次，持之以

恆，長期堅持，是取得良好效果的關鍵。 

4 以上諸刺激點選擇作用 

4.1 “起動點”： 此點為吳炳煌教授在

臨床中發現的 1 個易使整個耳朵發脹的刺激

點， 故在初步按摩全耳後，以此點開始較強

刺激的點切，可以疏通經氣，故命名為“起動

點”。 

4.2 神門：具有鎮痛、鎮靜、消炎的作用，

可用於各種疼痛性疾患，是止痛要穴。亦可用

於止咳、止喘、止癢、止瀉、止帶、止暈、降

壓、安神，常用於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呼

吸系統、消化系統疾病以及各種炎症疾患。 

4.3 腎區：具有補益陽氣、強腰壯脊、充

腦髓、利水道、聰耳明目的作用，可用於治療

各種慢性虛弱性疾病，並用於治療智力低下及

記憶力下降、耳鳴、聽力下降、眼病。 

4.4 脾胃區：脾胃為後天之本，具有健脾

和胃、消腫利濕、止血調經、補益中氣的作用，

可用於治療各種消化系統疾病。 

4.5 心點：具有強心安神、寧心瀉火等功

能，可用於治療心腦血管系統疾病。 

4.6 對耳屏：為腦的對應區，可用於治療

各種腦源性疾患，提高記憶功能。 

4.7 耳垂：與面頰相應的穴位，位於耳

垂，可治療相關病種，同時可作為預防感冒。 

總之，“運耳術”中選取了起動點、神

門、腎區、脾胃區、心點、對耳屏、耳垂這幾

個具有代表性的部位作為刺激點， 通過刺激

以期達到調理全身臟腑氣血的作用。 

運耳術具有簡便、易學、便於推廣，適合

各人群的特點，且能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增強

人體抗病能力，做為治未病的一個重要方法。

目前，我們借助福建省第二人民醫院健康管理

中心所積累健康資料和相關資訊的有利條

件。利用中管局治未病重點專科建設基地的平

臺。開展以運耳術為主，結合耳穴藥物壓貼防

治脂肪肝、高血壓、頸椎病、糖尿病等常見病、

多發病的研究，亦收到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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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對變應性鼻炎大鼠模型血清 IL-5 及組胺含量的影響 

黃桂鋒 

（泉州市中醫院耳鼻喉科） 

 
變態反應性鼻炎(AR)為耳鼻喉科常見

病，由於環境等因素其發病率逐年上升，目前

尚無根本有效的治療方法。本病屬祖國醫學

“鼻鼽”範疇，祖國醫學認為本病病位在肺與

脾腎有關。針刺療法是祖國醫學治療疾病的重

要方法。本實驗對針刺治療大鼠變應性鼻炎的

機制進行探討，旨在為臨床提供實驗資料。 

1 實驗材料 

1.1 實驗動物 

SD 大鼠，SPF 級，體重:180-220 g，雌雄

各半。由上海斯萊克實驗動物有限公司提供，

許可證號:scxk(滬)2007-0006 飼養於泉州醫

學高等專科學校實驗中心，室內溫度控制在

20℃-25℃。 

1.2 藥物及試劑 

氯雷他啶研磨成粉用生理鹽水配成

0.03%的混懸液。卵白蛋白：上海化學試劑廠

(20100212)。血清 IL-5、組胺試劑盒由北京

博奧森公司提供。 

2 實驗方法 

2.1 分組 

SD 大鼠 40只。自由餵養一周後，按體重

隨機分為空白組、模型組、針刺組、藥物對照

組,每組 10只。 

2.2 AR 模型的建立 

按照安雲芳報導的方法造模[1]。實驗動

物以卵白蛋白 0.30mg 作抗原，氫氧化鋁粉末

30 mg 作佐劑，加生理鹽水至 lml 形成混懸

液，腹腔內注射，隔日 1次，共 7次。腹腔注

射免疫完成後，每側鼻腔均以 5%卵白蛋白的

生理鹽水溶液 20μ1局部免疫，每日 1次，共

7次。 

2.3 干預方法 

鼻部激發的同時分別進行針刺及藥物干

預。藥物對照組根據實驗動物與人用藥量的換

算方法計算出用藥劑量[2]用氯雷他啶混懸液

O.lmg.kg-1.d-1 灌胃，每日 1次，共 14次。

針刺組參照華氏[3]選取“雙側後（足）三

裏”、“肺俞”、“腎俞”採用直刺法，用醫

用毫針直刺皮膚表層後放手，刺入深度分別為

“後三裏”約 3mm、“肺俞”約 2mm、“腎俞”

約 2mm, 留針 30 分鐘，每 5 分鐘行撚轉手法

刺激一次，每次 1 分鐘，連續 14天；空白組、

模型組生理鹽水灌胃 2ml/次，每日 1 次，共

14 次。 

2.3 指標檢測方法  將大鼠用 25%烏拉坦

腹腔麻醉，仰臥位固定。腹腔主動脈取血，放

入離心機內 3000 轉/分離心 15 分鐘，取上清

液，採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ELISA)

法，嚴格按試劑盒說明進行操作。 

2.4 統計學方法 

  資料用 SPSS17.0 套裝軟體進行分析處

理，用 One-Way-ANOAY 分析，組間比較採用

LSD（方差齊）或 Tamhane（方差不齊）及 SNK

分析，計量資料採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 

3 結果  對大鼠血清 IL-5、組胺含量的

影響（見表 1） 

表 1 對大鼠血清 IL-5、組胺含量的影響（ sx  ,n=10） 

組別 n IL-5 (pg/ml) 組胺 (ng/ml) 

空白組 10 15.6±2.1＊ 7.05±0.45＊ 

模型組 10 55.7±5.67 15.60±1.72 

針刺組 10 25.83±5.23＊ 10.98±1.29＊ 

藥物對照組 10 21.91±4.20＊ 9.85±1.47＊ 

注:與模型組比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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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示：模型組大鼠血清 IL-5、組胺含

量與空白組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針刺組、藥物對照組大鼠血清 IL-5、組胺含

量與模型組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4 討論 

   AR 是臨床常見的非感染性疾病，以鼻

癢、噴嚏、清涕、鼻塞為主要表現。發病機理

複雜,是由多種細胞，多種細胞因數和多種傳

導途徑作用於鼻部的結果[4]。人類 IL-5 主要

由活化 Th2 亞群細胞產生[5]。IL-5 調控著嗜

酸性粒細胞（EOS）的產生、活化和分佈，它

能激發 EOS 在變應性炎症局部浸潤，從而發揮

生物學功能， IL-5 可使 EOS 存活時間延長，

抑制 EOS 的凋亡[6]。IL-5 可作為 AR 療效評

價的一個指標[7] 。組胺作為一種重要的炎性

介質,直接參與過敏性鼻炎免疫學發病機制。

組胺由嗜堿粒細胞和肥大細胞受刺激後脫顆

粒產生, 作用於 H1 受體從而引起血管擴張、 

管壁滲透性增高、 腺體分泌增多等。 

AR 與祖國醫學的“鼻鼽”相類似。本病

多由臟腑虛損,衛表不固,風寒異氣侵襲而致,

其病位在肺與脾腎有關。故針刺穴位治療 AR

可從溫肺散寒、補腎健脾等方面進行[8]。研

究表明針刺穴位能夠調節人體的免疫功能，可

通過影響患者總IgE和特異性IgE進而對變應

性疾病起治療作用[9]。腎俞、肺俞，分別為

肺、腎兩髒的背俞穴，是兩髒之氣輸注於背腰

部的穴位，針刺該穴可以起到補益肺腎的作

用，後（足）三裏是足陽明胃經的合穴有健脾

和胃的功效。本實驗結果表明：針刺腎俞、肺

俞、後（足）三裏可能是通過降低 AR 大鼠血

清 IL-5、組胺含量進而對 AR 起治療作用。 

參考文獻：略

---------------------------------------------------------------------------------- 

 

針灸在治療維持性血液透析皮膚瘙癢患者的機制探討 

許文娟  李秋景 黃雪紅 朱良偉 

（泉州市中醫院腎內科） 
 

 

皮膚瘙癢是慢性腎衰竭尿毒癥期病人常

見的併發症之一，而目前醫學研究普遍認同

的一個比較重要的致病物質基礎是由β2 微

球蛋白、甲狀旁腺分泌的ＰＴＨ以及其他幾

種中大分子物質。而血液透析一般對清除小

分子致病物質如鈣離子、磷離子等以及少數

中分子物質效果比較明顯，而對大部分中分

子和大分子致病物質的清除效果則不佳。因

而皮膚瘙癢的發病率隨維持性血液透析的治

療時間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皮膚瘙癢呈現頑

固性，難治性等特點。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

科學技術的進步，血液透析治療不僅僅是維

持患者生命，同時也要以提高患者的生活品

質為目標，而皮膚瘙癢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

活品質。有研究表明，頑固性皮膚瘙癢在維

持透析患者的發病率約 60% ～90%，其中血液

透析約 37% ～90%，腹膜透析約 25%～70%。

患者往往採取口服抗組胺藥物，但臨床症狀

始終未能緩解。國內外多項臨床觀察及試驗

研究均表明血液透析加血液灌流的治療模式

能有效緩解維持性血液透析皮膚瘙癢症狀。

國內外西醫研究主要在於血液透析方式、血

液透析耗材的改良上，但往往建立在明顯增

加醫療成本基礎上，如血液灌流、低鈣透析

液的使用等。 

皮膚瘙癢屬於中醫“風瘙癢”、“癢

風”等範疇。病機基本認為本虛標實之症，

即長期血液透析使患者氣血俱虛，營血亦

虧，血行鬱滯，氣血津液失於疏布，肌膚失

養，風邪內生，風性“主動”，致皮膚表現

為瘙癢無度。脾腎虧虛，氣化無權，下焦決

瀆不利，水濁不能外排，濁毒逗留皮膚可引

起乾燥、粗糙、脫屑、瘙癢。治則則為養血

潤燥、活血化瘀、祛風利濕、清熱涼血解毒

止癢。治療方法有中藥口服、熏洗、藥浴、

灌腸等，臨床亦取得一定的療效，但以上研

究主要集中在慢性腎衰非血液透析患者上，

對於血液透析患者，因其需控制液體入量、

心血管等併發症較嚴重等因素而研究甚少。 

本科通過針灸聯合血液透析組與單純液

透析組進行隨機雙盲實驗對照預實驗，結果

表明針灸聯合血液透析治療模式較單純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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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治療模式在瘙癢症狀積分及血清尿素

氮、肌酐、甲狀旁腺素、血磷、β2微球蛋白

等各項指標對照中均有顯著性差異。目前該

課題已通過泉州市科技局審核，正進行正式

試驗前期準備工作。現就針灸在治療維持性

血液透析皮膚瘙癢患者的機制探討如下： 

皮膚瘙癢是終末期腎臟病患者的常見症

狀可能與多種因素有關，大多數認為與尿毒

素刺激皮膚肥大細胞的增殖釋放組胺、皮脂

腺萎縮、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周圍神經病變、

鈣磷沉積、血漿 P 物質、內源性阿片樣肽、

透析時伴有過敏反應以及透析膜等因數刺激

有關，有學者認為尿毒癥皮膚瘙癢還與微炎

症狀態有關。 

尿毒癥中醫普遍認為以脾腎陽虛為主，

其中有氣陰兩虛，陰陽兩虛。尿毒癥皮膚瘙

癢常則多見陽損及陰，陰陽兩虛。陰虛火旺，

虛火生風，故瘙癢以風為標。針灸以標本兼

治為原則，取足陽明胃經足三裏以益氣健

脾，扶正固本治本，輔以手陽明大腸經曲池

散風清熱止癢治標。在電生理方面，針灸則

通過穴位處的感受器和神經組織的興奮，將

針感資訊傳入中樞而起到相應的作用。同時

針刺能動員內源性物質參與鎮靜作用。針刺

足三裏和曲池穴則能增加白細胞數目，從而

增強網狀內皮系統的吞噬能力，從而達到扶

正祛邪的目的。 

血液透析皮膚瘙癢患者通過針刺聯合血

液透析治療取得較好療效，與針刺後中大分

子物質如β2微球蛋白、甲狀旁腺分泌的iPTH

以及其他幾種中大分子物質的透析清除率明

顯升高息息相關。 

綜上所述，尿毒癥性皮膚瘙癢發生率

高，危害性大，但它的發病機制仍不十分清

楚，因此有必要深入的探討其發病機制。 

-------------------------------------------------------------------------------- 

針灸治療頑固性呃逆 70 例 
辜逢陽 

（永春縣中醫院） 

 

呃逆一症，西醫稱之為膈肌痙攣，常見於

受寒、冷食等使膈肌發生不自主的痙攣性收縮

的一種常見症狀，繼發性呃逆者常見於器質性

心臟病，消化系統疾病如：肝癌、胃癌、潰瘍

病、胃炎、癔症以及服用某些藥物等刺激因素

引起迷走神經興奮性增高所致，持續 24h 以上

稱為頑固性呃逆，嚴重影響患者的睡眠與進

食。而祖國醫學認為此病屬胃氣上逆動膈所

致。筆者自 1988 年以來採用針灸療法治療 70

例頑固性呃逆患者，取得較為滿意的療效，現

總結如下。 

1 一般資料 

本組 70 例患者均為門診病人。其中男 41

例，女 29 例；年齡最小 15 歲，最大 78 歲；

療程最短 1d，最長 14d。臨床分型：胃寒型

18 例，胃熱型 16 例，氣鬱痰阻型 27 例，正

氣虧虛型 9 例。 

2 治療方法 

以和胃、降逆、平呃為治則。主穴取中脘、

膈俞、足之裏，胃寒型加灸關元、脾俞，胃熱

型加內關、合谷，氣鬱痰阻型加太沖、豐隆，

正氣虧虛型加灸大椎、胃俞。膈俞向脊柱方向

斜刺，餘穴均為直刺，得氣後再施以強刺激。

留針 30min，每隔 10min 行針 1 次。每日治療

1 次，7 次為 1 個療程。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標準    痊癒：症狀消失，隨訪

1 周無復發。有效：呃逆次數減少。無效：症

狀無改善。 

3.2 治療結果    70 例患者中，痊癒 62

例，有效 6 例，無效 2 例，總有效率 97.1%。 

4 體會 

本病為胃氣上逆動膈而成，《內經》稱之

為“噦”，認為是中、上二焦病變所致。臨床

上針對病因採用辨證分型取穴，手法上則遵循

“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原則。中脘為胃之募

穴，足三裏為胃之合穴，二穴合用，瀉之可清

熱降氣，補之可益氣溫中；膈俞可利膈降逆；

內關和中解鬱；太沖為肝之原穴，可瀉肝氣，

和脾胃；合谷為大腸經原穴，針之可和胃泄熱。

以上諸穴合理配伍，從而可達理氣和胃、降逆

平呃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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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藥結合治療原發性坐骨神經痛 70 例臨床經驗總結 

李長城 葉永財 

（南安市中醫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 70 例均為門診患者，男 48 例，女

22 例；年齡最大 70 歲，最小 20 歲，其中以

25－45 歲居多；病程最短為半年，最長為 15

年。全部病例均為原發性坐骨神經痛，直腿抬

高試驗均為陽性和彎腰試驗陰性，在腰骶臀部

都有明顯壓痛感，並結合影像學檢查，排除繼

發性坐骨神經痛，臨床症狀為自腰骶臀部起，

向下沿坐骨神經分別區域自發性放射疼痛，甚

者坐臥不安為主要特徵，輕者影響工作，重則

無法站立行走。 

2 治療方法：採用針灸治療和口服中藥 

2.1 針灸治療： 

治則：通經活絡、疏筋通絡，針灸並用。 

處方：以足太陽、足少陽經腧穴為主 

取穴：環跳、秩邊、承扶、陽陵泉、殷門、

委中、承山、昆侖 

針灸加減：有腰骶部疼痛者，加腎俞、大

腸俞、腰陽關、腰夾脊穴等以疏通腰部經絡氣

血；與天氣變化有關者，加灸大椎、腰陽關、

命門以溫經止痛；氣滯血瘀者，加膈俞、合穀、

太沖、血海活血化瘀止痛。 

操作：諸穴均常規針刺，用撚轉提插瀉

法，以出現沿腰腿部足太陽經、足少陽經向下

放射感為佳。 

2.2 中藥治療 

治則：補益肝腎，通絡止痹。 

處方：自擬通絡止痹湯。 

方藥組成： 

川續斷 15g，杜仲 15g，狗脊 12g，補骨

脂 15g，牛膝 15g， 雞血藤 15g，丹參 12g，

獨活 9g，千年健 15g，威靈仙 15g，當歸 9g，

川蜈蚣 2 條，全蠍 6g。水煎服，每日一劑，

早晚各服 1次。服用本方停用其他一切藥物。 

隨症加減：若兼濕重者加木瓜、防己、苡

仁；兼風寒者加桂枝、附子；兼濕熱者加炒蒼

術、黃柏；陽虛者加肉蓯蓉、巴戟天；刺痛明

顯者加制乳香、制沒藥；氣虛者加黃芪、黨參。 

3 治療結果 

痊癒（症狀及體征完全消失、肢體活動自

如，同正常人一樣參加工作）40例；好轉（疼

痛基本消失，但步行過久或勞累後仍有輕度疼

痛，休息後疼痛自行消失，日常生活能自理）

26 例；無效（症狀及體征與治療前相比無變

化或加重）4例。總有效率為 92.8％。 

4 病案舉例 

陳某，男 45 歲，農民。2012 年 11 月 27

日初診。 

患者右側右下肢疼痛 2 年余，加重 1周，

每因氣候變化、勞累時加劇，經多處診治時輕

時重，近 1周來加重，久站、久行時右下肢酸

痛劇烈，疼痛難忍，由家人攙扶來就診，就診

時症見：步行艱難，疼痛並沿右側下肢坐骨神

經分佈區域（大腿後側，小腿後外側及足背外

側）呈放射性疼痛，活動後明顯加劇，痛不可

忍。查：直腿抬高試驗陽性，右側環跳、委中、

腓腸肌部位壓痛明顯，腰椎正位片：未見明顯

異常；腰椎 MRI：未見明顯異常。舌質淡紅，

苔薄白、脈沉細無力，診斷為“原發性坐骨神

經痛”。治療上：1.予取患肢環跳、承扶、殷

門、委中、陽陵泉、承山、昆侖穴位，以電針

連續波刺激 30 分鐘，1次/天，治療 10次為 1

療程；2.方藥口服治療 10 天，經上述針灸治

療和口服中藥治療 10 次後右下肢酸痛明顯減

輕，直腿抬高試驗陰性。針藥已中病，囑其繼

續針灸和中藥治療 10 次，疼痛基本消失，活

動自如，已能參加正常工作。隨訪半年無復

發。 

5 臨床經驗總結 

原發性坐骨神經痛是坐骨神經炎症引起

的疼痛，以單側者居多，指沿坐骨神經通路以

放射性疼痛為主要特點的綜合征。即疼痛位於

臀部、大腿後側、小腿後外側及足外側，可常

伴有肌纖維炎同時發生，結合腰椎 X光片、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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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圖、CT 等檢查有助於排除繼發性坐骨神經

痛。本病屬於祖國醫學的“痹症”範疇。中醫

又稱“坐臀風”、“腿股風”等，其病因多由

營衛失調，腠理不密，風寒濕邪內侵，正氣為

邪所阻，不能宣行，氣血凝滯，久而成痹。故

在針灸取穴上，循經取足太陽經穴和足少陽經

穴，；陽陵泉是筋之會穴，可舒筋止痛，故可

用；採用諸穴針灸，以疏通兩經痹阻不通之氣

血，以達“通則不痛”的治療目的。從坐骨神

經痛部位腰臀及下肢看，肝腎不足在發病中占

重要因素。故方以川續斷、杜仲、狗脊、補骨

脂補益肝腎，強筋壯骨；制川烏、威靈仙、獨

活、千年健祛風除濕，散寒止痛；當歸、雞血

藤、丹參養血和營、活血通絡；再配蟲類之品

全蠍、川蜈蚣以“搜剔”經絡筋骨間之邪氣，

並且蟲類藥物含有動物異體蛋白，對於增加機

體免疫功能，提高機體抗病能力有特殊作用；

牛膝祛瘀止痛，引藥下行，直達病所。諸藥合

用，具有補益肝腎，搜風通絡，活血止痛之功

效。在本病治療上，採用針灸和中藥治療，外

治法配合內服療法，發現可縮短療程、提高療

效，值得臨床推廣使用。

 

---------------------------------------------------------------------------------- 

 

 

針藥結合治療風寒濕型肩凝症 96 例臨床經驗總結 

葉永財  林林森 

（福建南安市中醫院） 

 
 

一、臨床資料 

本組 96 例中，男性 39 例，女性 57 例；

年齡 40-65；病程最短半個月，最長 8年。 

證候診斷依據（參考中醫藥行業標準《中

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肩部竄痛，遇風寒痛

增，得溫痛減，畏風惡寒，或肩部有沉重感，

舌淡苔薄白或膩，脈弦滑或弦緊。 

二、治療方法 

1、蠲痹湯加減： 

羌活 9g  獨活 9g    桂枝 6g  桑枝 15g   

當歸 15g   秦艽 12g   乳香 12g   木香 9g   

海風藤 15g  川芎 9g  防風 12g   炙甘草 6g  

水煎內服，每日 1 劑，早晚分服。10 劑為 1

療程。 

加減：風氣勝者重用秦艽、防風；寒氣勝

者加細辛、川烏、草烏、良薑；濕氣勝者加防

己、薏苡仁；患肢屈伸不利者加木瓜、絲瓜絡；

氣血虛弱者加雞血藤；病程長久不愈者加防

己，千年健。 

2、針刺取穴： 

  肩前  肩髎  肩髃  臂臑   外關 合

穀  條口透承山 

其中肩前、肩髎、肩髃向臂臑透刺。在肩

前、肩髎、肩髃、臂臑局部腧穴針刺得氣後，

選 2-3 個腧穴行溫針灸，連續施灸 2柱（從藥

艾條上截取每柱約 2cm）；合谷、外關採用毫

針刺激，用瀉法並留針。 

3、功能鍛煉：囑患者適當進行肩關節功

能鍛煉如：掄臂法、手指爬牆法、懸臂法等，

並囑其避風寒等。 

三、療效標準與結果 

療效標準：治癒：肩部疼痛消失，肩關節

活動範圍恢復正常；顯效：肩部疼痛緩解明

顯，肩關節活動範圍明顯改善；有效：肩部疼

痛基本緩解，肩關節活動範圍部分改善；無

效：症狀無改善。 

治療結果：本組 96例，治癒：46例，顯

效：33 例；有效：11 例；無效：6 例。總有

效率 93.8%。 

四、典型病例 

吳某，男，51歲，農民。1個月前淋雨後

出現右肩部酸痛，活動受限，畏風，在當地診

所行封閉治療 2次，未見好轉。近幾日加重，

右肩部酸痛，活動明顯受限，洗臉、穿衣均困

難。檢查右肩部無紅腫變形，關節活動受限，

不能上舉、外展、內旋，右肩關節處廣泛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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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斷：肩凝症（風寒濕型）；西醫診斷：

右肩關節周圍炎。證屬風寒濕阻，絡脈閉塞所

致。治宜祛風散寒，利濕通絡。處方： 

1、蠲痹湯加減： 

羌活 9g，獨活 9g，桂枝 6g，桑枝 15g，

當歸 15g，秦艽 15g，乳香 12g，木香 9g，海

風藤 15g，川芎 9g ，防風 12g，炙甘草 6g，

×10劑 水煎內服，每日 1 劑，早晚分服。 

2、普通針刺（按上法行針刺治療）10次，

每日一次。 

3、並囑其進行掄臂法、手指爬牆法等功

能鍛煉。 

治療 10 天后疼痛明顯好轉，肩關節活動

明顯好轉。治療已中病，繼續治療 10 天，而

痊癒，隨訪半年無復發。 

五、體會 

肩關節周圍炎的發病機制，現代醫學認為

是一種退行性病變引起的無菌性炎症，病灶部

位為肩關節周圍軟組織。中醫學一般認為內因

氣血不足，外因風寒濕入侵而發病。故治法多

從行氣活血、祛風散寒入手。方中羌活、獨活、

防風祛風除濕；桂枝、桑枝溫經散寒，並可引

藥上行；秦艽、海風藤祛風濕、舒筋絡；當歸、

川芎、乳香、木香活血通絡；甘草緩急止痛又

可調和諸藥。諸藥合用，共奏祛風散寒，化濕

行氣，活血通絡之功。又有局部針刺治療以舒

經通絡，溫針灸以祛風散寒除濕。配合功能鍛

煉以鞏固療效。諸法共用，取得更好良效，值

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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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杂谈】 

 

 

丹參水提物對帕金森氏病小鼠模型行為學的影響 

李瑩 1 吳小玲 1 陳可強 1 官江淋 1 許白燕 1 朱曉勤 2 

（1.福建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學院,2.福建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院） 

 

 

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PD)

又稱震顫麻痹,是一種好發於中老年人的

多巴胺能神經元功能降低引起的錐體外系

慢性病。原發性帕金森氏病的主要臨床上

主要表現為靜止性震顫、僵直、運動減少，

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如多汗，流涎，便秘，

尿頻或失禁，在精神症狀上表現為憂鬱，

多疑，癡呆，智慧低下及幻覺等。現在多

數學者認為其發病機制與“氧化應激學說”

有關。“氧化應激學說”
[1]
指出 PD 患者在

多巴胺氧化代謝過程中會產生大量 H2O2、

超氧陰離子和羥自由基，而此時機體卻無

法清除自由基，最終導致神經元變性發

生。臨床上多巴胺替代療法是帕金森氏病的

首選療法。但長期應用多巴胺替代療法會出現

嚴重副作用，且仍無法延緩多巴胺能神經元進

行性缺失
[2]
。本研究通過以氟呱啶醇片混懸液

誘導的帕金森氏病模型小鼠
[3]
行為學上的變

化來研究有抗氧化，清除超氧陰離子和羥自

由基作用的丹參水提物
[4]
是否具有緩解帕金

森氏病臨床症狀的作用，為帕金森氏病的治療

提供新思路。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  普通級雄性(♂)KM 小鼠

60 只，體重 20~25g，由福建醫科大學吳氏實

驗動物提供。（許可證號：閩 SYXK-8888888） 

1.2 藥物與試劑  丹參，購自福建福州鼓

樓區四方藥店。將丹參除去雜質，稱取 

0.5kg，粉碎成細粉，加水浸泡 3h，加熱回流

提取 3次，每次 2 小時，過濾，合併濾液，減

壓濃縮，配製成 5.0mg/mL、1.0mg/mL，分裝

凍存備用。氟呱啶醇片，購自附屬福建中醫學

院第二省人民醫院，藥物粉碎後用 5%葡萄糖

注射液超聲溶解，配製成 0.2mg/ml，分裝凍

存備用。左旋多巴片，購自附屬福建中醫學院

第二省人民醫院，藥物粉碎後用生理鹽水注射

液超聲溶解，配製成 2.5mg/ml，分裝凍存備

用。 

1.3 主要儀器  精密電子分析天平：

AR2130 型，奧豪斯儀器（上海）有限公司；

旋轉蒸發儀：RZ01C 型，鄭州長城科技工貿有

限公司；超聲波清洗器：KQ-500E 型，昆山市

超聲儀器有限公司；自製小鼠測試杆。 

1.4 方法 

1.4.1小鼠篩選與分組  小鼠隨機分組以

基礎飼料飼養1W，基礎飼料為普通鼠繁殖料，

購自福建醫科大學吳氏實驗動物。同期進行小

鼠爬杆訓練，動物給藥前,先引導動物在15s

內由杆頂爬至杆底,每只訓練4次,訓練完畢對

其進行測定,選用0分小鼠(評分標準見表1)稱

重，按體重分層隨機分為5組，每組10只，分

別為正常組（Normal）、模型對照組（Model）、

左旋多巴陽性對照組(Positive)、丹參水提物

高濃度（5mg/ml）、低濃度(1mg/ml)給藥組(A

組、B組)
[5][6]

。各組動物均用基礎飼料飼養。 

表1  PD小鼠爬杆試驗評分
[7]
 

分

數 
症狀描述 

0 
四肢並用,一次順利從杆上爬

下 

1 
一步一步螺旋向下爬行但兼

有後肢滑行行為 

2 
上杆後停頓數次後爬下,但可

抱緊金屬杆 

3 滑行後掉落,伴輕微震顫 

4 
頻繁性震顫,四肢僵直,不能

抓杆,直接掉落 

5 
小鼠出現連續震顫,四肢麻

痹,不能活動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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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實驗方法  

①正常對照組(簡稱正常組, Normal 

control,NC) :生理鹽水0.1mL/10g灌胃。②模

型對照組(簡稱模型組,Modelcontrol,MC) :

氟呱啶醇片混懸液0.1mL/10g灌胃。③丹參水

提物治療組（A組），丹參水提物0.1mL/10g

體重灌胃。④丹參水提物治療組（B組），丹

參水提物0.1mL/10g體重灌胃。⑤左旋多巴陽

性對照組，左旋多巴片混懸液0.1mL/10g體重

灌胃。第②～⑤各組從造模第1天開始灌胃,

每次給予氟呱啶醇後1h給小鼠灌胃相應各組

藥物,正常組給予生理鹽水灌胃。各組連續用

藥7天。以上各組每日進行2次爬杆試驗並進行

評分
[8]
,結果進行統計學處理。7天之後不給予

氟呱啶醇，繼續給予丹參水提物及左旋多巴再

觀察老鼠爬杆一周。所有動物於每日口服藥物

前後,均進行爬杆試驗,每只鼠爬杆2次,積分

並計算平均分,評分結果進行統計學分析。各

組藥物劑量按人小鼠體表面積外推換算。 

1.5 資 料 統 計   統 計 學 方 法 採 用

SPSS13.0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學分析，各指標均

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分類資料統計分

析採用X
2
檢驗,計量資料採用兩樣本t檢驗，

P<0.05表示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一般觀察：正常對照組動物在給予生

理鹽水灌胃前後，其行為學表現無明顯差異。

其他各組灌胃氟呱啶醇片混懸液後，小鼠出現

明顯的運動障礙，動作遲緩，震顫，豎毛的表

現，2h 後，所有小鼠對外界刺激反應性明顯

降低，之後逐漸恢復，但各組動物症狀都於

24h 後完全消失。隨著給藥天數的增加，小鼠

的症狀也加重，症狀的持續時間和恢復時間也

增長，與正常對照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
0.01）。丹參水提物高濃度和低濃度給藥組均

能不同程度改善 PD 模型小鼠的行為學表現，

與模型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1）。 

2.2 爬杆試驗評分變化：給藥後各組小鼠

爬杆試驗評分變化情況見圖 1，結果顯示在給

藥後相同時間點上，除正常對照組小鼠爬杆試

驗評分不變外，其餘各組爬杆實驗的分數是先

上升後下降，但模型對照組下降幅度明顯小於

左旋多巴陽性對照組、丹參水提物高

（5.0mg/ml）、低(1.0mg/ml)濃度給藥組(A

組、B組）。 

各組小鼠給藥後不同時間段小鼠爬杆試

驗評分情況見表 2。結果顯示，實驗初期（0

～1W），除正常對照組小鼠爬杆試驗評分不變

外，其他給藥組小鼠爬杆試驗評分都有明顯的

升高，其中模型組小鼠的爬杆試驗評分最高。

而實驗後期（1～2W），正常對照組小鼠爬杆試

驗評分不變，模型組小鼠的爬杆試驗評分略有

降低，基本保持不變，其他給藥組則出現明顯

下降的趨勢。 

 

表 2  給藥後不同時間段小鼠爬杆試驗

評分變化（x±s） 

爬杆試驗評分 
組  別 n 

1W 2W 

Norma 6 0±0 0±0 

Model 6 
2.5±

0.78
△
 

2.9±

0.16
△△

 

A 6 
1.9±

1.03
*
 

1.9±

0.29
**
 

B 6 
2.2±

0.93
*
 

2.0±

0.33
**
 

Positive 6 
2.3±

1.02 

2.1±

0.55
**
 

注：與 Normal 組比較，△P0.05；△△ 

P0.01；與 Model 組比較，* P0.05；
**P0.01； 

 

3  討論 

PD的發病機制與中腦黑質緻密部DA能

神經元選擇性地調亡，使黑質—紋狀體通

路 DA 釋放減少有密切關係。而帕金森氏病

的“氧化應激學說”解釋了黑質多巴胺能

神經元變性的原因，即在氧化應激時，PD

患者 DA氧化代謝過程中產生大量 H2O2和超

氧陰離子，在黑質部位 Fe
2+
催化下，進一

步生成毒性更大的羥自由基，而此時黑質

線粒體呼吸鏈的複合物 I 活性下降，抗氧

化物（特別是谷胱甘肽）消失，無法清除

自由基，自由基通過氧化神經膜類脂、破

壞 DA 神經元膜功能或直接破壞細胞 DNA，

最終導致神經元變性，從而出現一些臨床

上的震顫、肌強直等症狀。因此，抗氧化劑

用於進行防治帕金森氏病的實驗研究具有很

好的理論依據。多巴替代療法雖能改善臨床症

狀，但長期應用會出現“開—關”現象、運動

及精神障礙等副作用,且仍無法延緩多巴胺能

神經元進行性缺失，因此尋求新的有效治療手

段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
[9]
證實丹參水提物具有較好的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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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用，對超氧陰離子自由基和羥自由基

均有清除作用，尤其是其提取成分中的丹

參酮ⅡA、酚類及維生素 E 對羥自由基的抑

制能力最強，丹參水提物在清除自由基抗氧

化等方面的作用都已明確，且有文獻報導丹參

是治療帕金森氏病的常用中藥
[10]

。 

我們觀察了丹參水提物對帕金森氏病小

鼠模型行為學的影響。實驗結果顯示：實驗初

期（0～1W），模型組小鼠出現明顯的運動障

礙，動作遲緩，震顫，豎毛的表現，所有小鼠

對外界刺激反應性明顯降低，隨著給藥天數的

增加，小鼠的症狀也加重，症狀的持續時間也

增長。而其他給藥組小鼠的PD症狀均較模型組

小鼠輕，其中高濃度丹參水提物治療組小鼠症

狀最輕。參考爬杆試驗評分指標，丹參高、低

濃度給藥組與模型組相比有顯著性差異

（P<0.05）,左旋多巴給藥組與模型組相比無

顯著性差異（P＞0.05），因此我們推測丹參在

早期防治PD較左旋多巴有一定的優勢。 

實驗後期（1～2W）模型組小鼠運動障礙，

動作遲緩，震顫，豎毛的表現更加明顯，而其

他治療組小鼠的 PD 症狀開始減輕，繼續治療

7天后，高濃度丹參水提物治療組、低濃度丹

參水提物治療組的小鼠行為學基本恢復正常,

而左旋多巴陽性對照組中的部分小鼠行為學

基本恢復正常，少數小鼠還存在輕微的動作遲

緩等 PD 症狀。參考爬杆試驗評分指標，丹參

高濃度、低濃度給藥組及左旋多巴給藥組與模

型組相比均有顯著性差異（P<0.01），說明了

高濃度丹參水提物、低濃度丹參水提物和左旋

多巴均有減輕 PD症狀的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研究認為，高濃度丹參水

提物、低濃度丹參水提物和左旋多巴均有減輕

PD 症狀的作用。在第 1W 高濃度丹參水提物、

低濃度丹參水提物對 PD 症狀就有較好的控制

作用，第 2W 其症狀改善程度最為明顯。而左

旋多巴在第1W並沒有體現出對PD症狀良好的

控制作用，到了第 2W才開始改善 PD症狀，推

測丹參在早期防治 PD 較左旋多巴有一定的優

勢，本實驗從行為學的角度進行了初步研究，

有一定的局限性，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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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癀對胃潰瘍活動期臨床療效及IL-6、PGE2的影響 

林文泉 

（台灣中醫藥學會） 

 

 

在胃潰瘍的發病過程中有很多因素在共

同發揮作用，如幽門螺旋桿菌感染、胃酸、胃

蛋白酶、非甾體抗炎藥、遺傳因素、應激和精

神因素等，因此該病在臨床上常見並困擾醫患

多年。近些年來隨著鉍劑、H2受體拮抗劑和質

子泵抑制劑等的相繼應用，胃潰瘍臨床療效得

到了顯著的提高，但藥物的副作用及潰瘍的復

發率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中醫藥及中西醫

結合在消化性潰瘍治療中的積極作用已逐漸

取得共識
[1]
。筆者在臨床上應用綠豆癀結合四

聯療法治療胃潰瘍活動期（A1期）患者，觀察

其療效及治療前後血清前列腺素E2 (PGE2）、

白細胞介素6（IL-6），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總結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所有病例均是住院患者，共 64 例。患者

臨床表現均有不同程度發作的規律性中上腹

疼痛，噯氣，反酸，上腹飽脹不適，食欲不振，

甚至厭食等症狀，經胃鏡檢查及粘膜組織病理

檢查確診為 A1 期胃潰瘍，並伴 HP感染。患者

隨機分入中西組及西藥組，其中中西組 32

例：男性 21例，女性 11 例，年齡 26~65 歲，

平均 43.5 歲，病程 10 個月~24 年，平均 8.1

年；西藥組 32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2 例，

年齡 27~67 歲，平均 39.8 歲，病程 9個月~26

年，平均 7.7 年。2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

程分佈上無顯著性差異。另設對照組 30 例，



 

 190 

為健康體檢並經胃鏡檢查予以排除消化性潰

瘍者。 

1.2 病例入選及排除標準 

1．2．1 入選標準:：患者年齡在 18周歲

以上，胃鏡證實胃潰瘍，尿素酶試驗或
13
C-尿

素呼氣試驗檢測 HP 陽性；同期健康體檢者為

胃鏡檢測及 HP 尿素酶試驗和
13
C-尿素呼氣試

驗均陰性。 

1．2．2Al期胃潰瘍胃鏡診斷標準(參照《消

化道內鏡分期標準》)：潰瘍呈圓形或橢圓形，

中心覆蓋厚白苔，可伴有滲血或血痂，周圍潮

紅，充血水腫明顯。 

1．2．3  排除標準：妊娠，複合性潰瘍

或合併出血，嚴重心肺、肝、腎疾病，合併腫

瘤或結締組織疾病，1個月內有明顯感染、使

用過免疫抑制劑、抗菌素、質子泵抑制劑或鉍

劑。 

1.3 治療方法 

西藥組予以四聯療法：奧美拉唑 20mg，

每日 2 次，口服；膠態果膠鉍 100mg，每日 4

次，口服，飯前 30 分鐘各服 1 次，睡前服 1

次；克拉黴素 250mg，每日 2次，口服，甲硝

唑片 400mg，每日 2 次，口服。其中果膠鉍及

奧美拉唑連續服用 4周，克拉黴素及甲硝唑連

續服用 1 周。中西組在西藥組基礎上加用綠豆

癀（泰鶴生醫科技公司，批號 E2910500），1g，

tid，飯後服，服用 6天后停用 1 天，連續應

用 4周。 

1.4療效判定標準
[2]
根據電子胃鏡檢查和

臨床表現。 

(1)治癒：胃鏡下潰瘍苔消失(處於S2

期)，胃黏膜充血，水腫等徵象消失，胃黏

膜呈橘紅色；自覺症狀全部消失。 

(2)顯效：胃鏡下潰瘍苔基本消失(處於

S1期)，胃黏膜充血、水腫等徵象明顯好轉；

自覺症狀全部消失。 

(3)有效：胃鏡下潰瘍苔明顯變薄，潰

瘍接近癒合(處於H2期)，胃黏膜充血、水腫

有所改善；主要症狀消失。 

(4)無效：潰瘍面縮小在50％以下，胃

黏膜充血、水腫等徵象無變化；自覺症狀無

改善。 

1.5 指標檢測 

采血前兩周所有受試物件均無使用消炎

痛，阿司匹林等影響前列腺素代謝的藥物。取

血時間在上午7：30-8：00，抽取空腹靜脈血

2ml，靜置2～3h後分離血清，置EP管中，--20

℃冰箱保存。血清PGE2採用ELISA法檢測，血

清IL-6採用放射免疫法檢測，具體操作方法按

說明書進行。胃潰瘍患者于治療前後各取血檢

測1次，對照組僅取血檢測1次。 

1.6 統計方法 

使用 SPSS11.5 統計軟體處理分析資料，

計量資料以（X±S）表示，組間差別顯著性檢

驗用 t檢驗，計數資料採用 X
2
檢驗。 

2 結果 

2.1  2 組患者治療後療效情況 

2組患者治療4周療程結束後經複查及症

狀評定，西藥組及中西組的總有效率分別為

72.5%和 90%，2 組療效經 X
2
檢驗，P<0.05，

差異顯著，具體見表 1。 

 

表 1               2 組患者治療後療效比較 

組別 例數 治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西藥組 32 16（50%）   4（12.5%） 2（6.25%） 10（31.25%） 

中西組 32 25（78.13%） 3（9.38%） 1（3.13%）   3（9.38%） 

2.2 各組治療前後血清 PGE2、IL-6

的變化 

治療前西藥組及中西組患者血清 IL-6 水

平均高於健康體檢組且有顯著性差異

（P<0.0l），2組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

2 組患者血清 PGE2水平均低於健康體檢組，2

組間比較亦無顯著性差異（P>0.05）。經治療

4周後，中西組的 PGE2水準升高明顯，與治療

前對比有顯著性差異（P<0.0l），與健康體檢

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2組患者 IL-6

水準接近于健康組水準且 2 組間無顯著性差

異（P>0.05），具體見表 2。 

表 2 各組治療前、後血清 PGE2、IL-6 水準（X±S） 

組別 例數 PGE2(pg/ ml) IL-6(p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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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組 

西藥組（治療前） 

西藥組（治療後） 

中西組（治療前） 

中西組（治療後） 

30 

32 

32 

32 

32 

84.56±12.83 

59.73±13.14△ 

64.45±21.10 

59.52±15.92△ 

83.05±16.32*# 

171.44±81.19 

 339.18±92.87△ 

186.73±105.69* 

348.50±91.68△ 

177.64±98.17* 

注：與健康組比較△P<0.0l，與同組治療

前比較*P<0.0l，與西藥組（治療後）比較

#P<0.0l 

3 討論 

根據胃鏡表現胃潰瘍可分為活動期（A

期）、癒合期（H期）及疤痕期（S期），A期又

分為A1和A2期，其中A1期鏡下可見明顯的炎症

表現，其臨床症狀在各期中亦表現地最為嚴重

及急迫。因此在胃潰瘍A1期即給予及時有效的

幹預措施不僅可以緩解症狀、改善生活品質，

而且有助於潰瘍癒合的品質並降低復發率。目

前中醫藥對於消化性潰瘍的治療多著眼於濕

熱病機，採用清熱化濕結合理氣止痛等法則，

常能取得不錯的療效
[1]
。但胃潰瘍A1期患者臨

床多表現出燒灼樣的疼痛特點且痛勢急迫，常

伴有口幹、口苦，其舌象多為黃苔、黃厚苔或

腐苔，脈象多為弦脈或弦數脈，結合其胃鏡下

紅腫的特點，證候特徵更應歸於熱證。因此在

胃潰瘍A1期的中醫治療中清熱法則的應用應

該得到加強與重視。綠豆癀是將優質綠豆置於

綠竹中，歷經24節氣在清泉中飄制而成，具有

清熱解毒功效，在臺灣民間廣泛應用，可防治

各類型肝腎疾病，解藥物、酒精及其它有害物

質、不明原因中毒，對皮膚病如青春痘、過敏、

搔癢、黑斑、瘡癰腫毒等有殊效。筆者先前研

究發現綠豆癀具有解毒、降脂、降血糖、提高

免疫、抗菌抑菌等多種藥理作用。本研究發現

四聯療法結合綠豆癀治療胃潰瘍A1期的臨床

療效明顯優於單用四聯療法，這正是綠豆癀清

熱解毒功效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從治療的角

度驗證了胃潰瘍A1期熱毒病機的存在。 

幽門螺桿菌感染胃粘膜上皮後可誘導上

皮細胞產生明顯的炎症反應，形成以中性粒細

胞浸潤為主要特徵的慢性活動性炎症，從而導

致潰瘍的發生，其中 IL-6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5]
。IL-6 是由單核巨噬細胞、T 細胞、B細胞、

內皮細胞、成纖維細胞等多種細胞產生的細胞

因數，除具有免疫增強作用和造血促進作用

外，還可參與炎症反應，對於提高炎症對機體

的非特異性免疫功能有一定的作用。本研究發

現胃潰瘍 A1期患者的 IL-6 水準高於健康者，

經過 4 周的治療後均下降接近于健康者水

準，這與相關研究一致
[6]
。而綠豆癀配合西醫

四聯療法並不能更有效降低 IL-6 水準，這說

明綠豆癀的應用對其炎症反應未能顯示出其

特殊的功用。 

人類胃腸道粘膜可合成PG，包括PGE，

PGF，PGI，其中以PGE2含量最多。PGE2是胃粘

膜重要的保護因素，研究表明PGE2既有細胞保

護作用，又有抑制胃酸分泌的功能，且能保持

黏膜血管結構的完整性，改善黏膜血流迴圈，

促進細胞更新，增加黏膜修復和再生能力以促

進潰瘍癒合
[7]
。本研究發現胃潰瘍A1期患者

PGE2水準顯著低於健康者，單用四聯療法治療

4周後患者PGE2水準略有提高，但與治療前比

較無顯著性差異，中西組患者治療後的PGE2

水準卻大幅提高並接近健康者水準，說明綠豆

癀的配合應用有助於提升胃潰瘍A1期患者

PGE2水準，促進潰瘍癒合與修復，這可能是其

取得良好療效的關鍵原因。綜上所述，綠豆癀

的應用能夠從清熱解毒的角度增加胃潰瘍A1

期患者的PGE2水準，從而加快潰瘍的修復，達

到提高療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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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一種因疾病或創傷所導致的痛苦

感覺，是臨床最常見的多發症之一。疼痛是一

種主觀症狀，可發生於人體的各個部位，出現

在臨床各科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並直

接影響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嚴重危害人們身心

健康。 

從“疼痛”二字含義是：冬天寒邪阻於氣

血流行是致痛主因；也是道路阻塞，氣血不流

暢致痛病機。如《素問 舉痛論》中論述：“經

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

而不行，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 

“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

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 

從經文中可知道疼痛機理：氣血循行紊

亂，而寒邪是引起氣血循行紊亂主要原因。後

世在辯證中，也認識到致痛因素不只是寒邪，

還有外感六淫、內傷七情以及外傷都會使氣血

產生病理現象。氣血在生理上對人體健康是很

重要，氣血是生命基礎，人的一切活動都與氣

血有關，如：目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

掌受血而能握等，當腦供血不足就會頭暈頭痛

思維遲鈍，在短時間缺氣血則昏厥、昏迷，引

發中風等症，所以人的生存是氣血維持，正所

謂有氣血則生，無氣血則死，人要健康就要保

持氣血周流不息無阻。 

我在臨床對氣血致病認識。很多疾病與血

管病理密切關係，如常見疾病：冠心病、腦血

栓、臁瘡的形成，是從微血管缺氧缺血痙攣不

通開始，緩慢造成局部組織器官氣血阻塞，中

醫稱“久病入絡”，在身體代償功能失調下，

嚴重疾病就產生了，所以醫者在臨床辯證中對

疼痛性疾病病機要強調對氣血功能認識。對氣

血障礙病理現象可分為：不通則痛，不榮則痛；

筋脈絀急則痛；諸痛癢瘡皆屬於心等幾方面，

這幾方面中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有時可同時在

於一患者，或同一疾病發展過程中，例如：骨

傷科最常見踝關節扭傷，在急性期是氣滯血

瘀，不通則痛；慢性期因失治，久之氣血循行

不暢，缺氧、缺血，不榮則痛；由於經絡受阻

血不養經，或缺少功能鍛煉，出現筋脈絀急則

痛，同時也可受情緒壓力使局部疼痛加劇。 

1  臨床如何認識各種不同致痛病機及其

治療 

1.1  不通則痛：指臟腑氣機阻滯或經絡

氣血阻滯，如風、寒、濕三邪阻滯經脈氣血引

起的痹證；風寒之邪阻於太陽經脈見：如太陽

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頸背強痛者，可內

服方藥桂枝湯疏風驅寒，外治在膀胱經用刮痧

法；又如痰濁、瘀血阻痹腦絡，見頭痛眩暈、

手麻，為中風之兆；寒濕、濕熱   氣血阻滯

胃之絡脈，可發生胃脘疼痛；痰濕水飲、淤血

痹阻心之絡脈，可發生胸痹心痛，治療以活血

驅邪為主，如天麻鉤藤湯、香砂六君子湯、丹

參合劑等，或取內關、足三裏、膻中等穴。 

在臟腑辯證中，各種腸胃病疼痛症中，中

醫者往往忽略器質性疾病發生，如胰腺炎、大

腸癌、膽結石，當出現症狀如：消化不良，大

便失常，便秘、便溏，疲倦、便血時必須進一

步用中西醫診斷法，不致誤診。 

1.2 不榮則痛：指感受外邪，邪氣傷正或

臟腑功能低下，致使人體陰陽氣血虧損，使經

絡臟腑失于溫煦，常因虛而不榮，因不榮而不

通, 再因不通而致痛。如：身體失於濡養而引

起的疼痛，臨床多見以血虛為主的病證。婦女

在月經不調，產後失養時若出現：頭暈、頭痛、

腹痛、脈澀者，內服方藥可用當歸膏、生化湯、

調經種子丸等；或針刺三陰交、關元、子宮等

穴。 

臨床也常見正氣不足，臟腑功能減退致

痛，如：氣虛血瘀不通則痛——如帶狀皰疹後

遺症，陽虛生寒， 寒凝血瘀不通則痛——臁

瘡； 中氣不足、清陽不升，可致頭痛、困倦

等均屬於不榮則痛，辯證以本虛為主，可開補

虛藥物如四君子湯、 補中益氣湯、陽和湯；

外治推拿、溫灸， 拍打法都有效果。 

1.3 筋脈絀急則痛：指諸邪外犯，氣血虧

虛、筋脈失養，症見拘急痙攣。 如寒邪或寒

濕之邪，侵犯筋肉關節，可見關節拘攣疼痛、

屈伸不利，如膝關節炎肢體活動嚴重受限。髒

血不足，陰液虧虛，筋脈失養，可出現肢體拘

攣而痛——類風濕關節炎；陰虛火鬱，肝火上

擾，筋脈拘急，可出現偏頭痛，抽掣而痛等。

在骨傷科常見如：橈骨莖突腱鞘炎，肩周炎都

屬於筋脈絀急症，在治療推拿用理筋整骨，針

灸用火針，直接灸都有特效。 

1.4 諸痛屬心：心神失常、情志內傷可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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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痛證。痛證患者常伴焦慮不安情緒，可因七

情太過及意外變故誘發加重。 同時心主血脈，

血脈不通不榮， 絀急又可直接引發疼痛。所

以說諸痛屬心，言之成理，所以臨床上治療痛

證，應注意寧心神、調血脈，應該知道疼痛作

為主觀症狀，常伴有強烈的情緒反應，而解除

這種焦慮情緒，對控制疼痛，以致治療疼痛性

疾病十分有利。 

2  介紹中醫各種止痛療法 

2.1  針刺止痛法 

針刺療法：《內經》雲 ：持針之要在於

“堅”，“堅”——針刺操作中，無論進針法、

侯氣法、運針法、出針法都必須有勁，就是適

當的刺激量，對止痛效果佳。 

2.1.1 進針法：持針之時沉肩垂肘，蓄力

於腕發力於指，快速旋轉插入皮下二分，可達

到減痛，不痛目的。例如新加坡有一位心臟專

科醫生曾告訴我：“他在做手術時，當用手術

刀難穿刺已鈣化的血管，於是就集中精神，意

念在刀尖即順利穿入”。正所謂“用針之要，

無忘其神”有意，有氣，有力。 

2.1.2 侯氣法：為針之要氣至而有效，侯

氣法可用力重按緊提， 就容易得氣。一般刺

激神經幹、支，多引起麻或觸電感， 刺激肌

肉、肌腱、 骨膜多引起酸脹感， 刺激血管多

引起痛感。 

2.1.3  運針法：目的是調和氣血， 疏通

經絡，發揮扶正祛邪， 補虛瀉實，調整 陰陽

作用，使機體轉歸於陰平陽密， 恢復其正常

的生理功能， 從而達到止痛治癒疾病目的。 

一般疾病產生是由於機體功能亢進或衰退導

致，所以運針法主要是用：興奮手法，促進機

能興奮，一般稱為補法；用抑制手法，壓制機

能亢進，一般稱為瀉法。臨床應用可分：寒、

熱、虛、實 型手法：①偏寒症狀：可用燒山

火手法：三進一退或重按慢提，手法中“按壓”

動力，可使末梢神經、血管容積舒張，使氣血

流動快有興奮作用。如慢性腰痛取腎俞、關元

俞；退化性關節炎痛取血海、梁丘、膝眼。②

熱症：由於臟腑功能亢進偏熱症狀時，可用透

天涼手法：三退一進， 或緊提慢按 手法中產

生"提拉" 動力， 可使末梢神經血管收縮，皮

膚溫度降低，抑制氣血亢進作用。 如取太沖、

合谷、四關穴，靜鎮降壓治高血壓頭痛；取大

椎治發熱、頸項痛。③虛症 : 體質偏虛型，

一般手法用輕刺激  ：提插撚轉幅度小淺刺，

多配合各種灸法及結合腧穴的特殊性。 如足

三裏、 關元、氣海有扶正作用，一般稱為補

法。陽痿取關元；陽氣虛灸神闕；慢性胃痛取

胃、肝、膽、脾俞等。④實症: 體質偏盛型， 

多見急性疼痛症， 手法用重刺激，如：（一）

撚轉法，術者拇指固定，食指半屈曲狀，用拇

指第一節的掌側面與食指橈側面夾持針柄，快

速連續屈伸使針體左右旋轉；（二）提插法，

沉肩垂肘屈腕，拇、食、中指握緊，針柄作緊

提慢按或緊按慢提動作。有抑制機體亢進作

用，提高止痛效果。⑤調和手法: 針刺時撚轉

提插力度中等，一般稱中刺激或平補平瀉手

法， 有調和作用。多用與一般寒熱虛實症狀

不明顯者。 

2.1.4  出針法：是最後加強刺激量手法，

我在臨床時多用小幅度撚轉提插，慢慢退針。 

我個人的臨床經驗止痛選穴是：取痛點、

病灶作為主穴，配穴取經驗穴如：五輸穴、募

俞穴、全息點、脊柱相關反應點等。如腰椎間

盤脫症 L4、5 取關元俞配委中、丘墟、耳穴、

坐骨點等等。 

2.2  艾灸止痛法 

臨床中，我用艾灸對痛症應用是：直接灸。

如足跟痛可持用芝麻粒大小的灸炷在局部灸

三炷，立刻止痛。慢性腰痛或腰痛可在背腹部

施灸，可緩解疼痛。骨傷科各關節、肌肉扭傷

可用艾條灸法有消炎止痛效果。 

2.3  刮痧止痛法 

刮痧止痛快，特別是對於軟組織疾患。如

頸椎病、肩周炎、腰背痛，一刮見效。刮痧有

宣通、透泄、發散外邪、舒筋活血、調理臟腑

氣機等作用。其機理是：由於刮痧部位包括十

五皮部、十二經筋，為營衛所在，從表達裏。

刮痧解剖部位是皮膚下組織，包括淺筋膜、感

應點，內有豐富神經末梢微血管。當不斷刺激

病灶區時，由於接觸面積大、反應強烈，可具

有將資訊不停傳達到脊髓中樞神經，大腦皮層

神經的功能，使自身調節而達到止痛效果。其

實一切外治法如：拔罐、針灸、皮膚針等都同

此理。操作法：用邊緣光滑的器具如：民間常

用湯匙、目前多用牛角製成刮痧板。用時先蘸

有關介質、藥物（一般有疏風、驅寒、清熱作

用的藥膏如：薄荷膏、青龍膏、平安膏或如意

油、清水也可）。刮痧規律一般從上到下，從

內到外，有勁力，不宜輕浮也不可用暴力，每

部位大約刮 20 次，刮至皮下紫紅色為度。注

意在做刮痧前，被刮部位的皮膚先要消毒。若

有白血病、出血症、腫瘤、皮膚病、潰瘍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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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或小心處理。 

2.4  疼痛性疾病止痛方劑 

方劑是辨證論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自

古就非常重視方劑的應用，如醫聖張仲景在

《傷寒雜病論》中就創立不少至今仍行之有效

方劑，其中涉及痛證治療的各方近 120 首，多

用辛溫之品，驅寒邪為主。然而歷代醫師也流

下很多針對不同因素的止痛方劑，臨床可分為

理氣、活血、散寒、清熱、祛風、除濕、寧神

止痛等方劑。介紹如下： 

2.4.1 理氣止痛方劑：是調理氣機、行氣

化滯作用。如《傷寒論》四逆散，有舒肝理氣、

調中化滯可廣泛用於胸痛、脅痛、胃痛多種疼

痛證。後世在此方基礎上化裁，創立了逍遙散、

柴胡疏肝散，是治療氣機鬱結情志病的有效方

劑。 

2.4.2 活血止痛方劑：具有活血化瘀、通

經絡作用。如《醫宗金鑒》桃紅四物湯，對血

虛夾瘀有效，如帶狀皰疹後遺症。《醫林改錯》

的血府逐瘀湯用在周圍血管病如：臁瘡。復原

活血湯用於跌外損傷所致脅痛腰痛等。 

2.4.3 散寒止痛方劑 ：有散寒溫通作用。

如《金匱要略》烏頭湯治風濕之邪阻滯經絡所

致肢節冷痛，有溫通經脈之功。血虛寒凝脈細

微者，可用陽和湯治周圍血管病疼痛，及陰疽

流注疼痛。小建中湯治寒邪內盛所致胃脘痛繞

臍冷痛。 

2.4.4 清熱止痛方劑：《金匱要略》中白

芍加桂枝、蒼術可以治熱痹，肢節煩痛。普濟

消毒飲治耳下腺炎、腮腺炎。 

2.4.5 祛風止痛方劑：有祛散風邪止痛作

用。如川芎茶調散治頭痛，偏頭痛。 

2.4.6 除濕止痛方劑：有祛除濕邪止痛作

用。如藿香正氣散、平胃散、胃苓散等芳香化

濕、理氣和中，可治濕邪中阻，胃脘脹悶疼痛、

頭重、周身酸痛、吐瀉、頭眩等症。 

2.4.7  寧神止痛方劑：是指具有安定心

神作用的止痛方劑。有磁石朱丸可治頭痛、心

悸、失眠。 

2.5  飲食止痛方 

飲食療法：可針對痛證的病因，根據食物

的藥性偏頗辯論用膳如:寒邪致痛（如外感寒

邪）可用薑、蔥、豆豉熱飲，腹痛沖薑糖水；

熱邪致痛，如眼瞼粟瘡用菊花水內服，菊花查

貼，勝過抗生素及手術；有清熱止痛消腫；陰

虛火旺、咽喉腫痛可用穿心蓮加蜜糖；牙痛用

洋參加鹽；氣滯致痛宜理氣，如腹脹痛，消化

不良，用老彿手沖水，血瘀致痛宜活血如雞冠

花可治子宮出血、咳血、痔血有清熱止血止痛，

也可外用如疔瘡腫痛，用鮮葉及半邊蓮冷飯，

搗爛外敷患處。 

2.6  推拿手法止痛法 

推拿手法止痛機理——松則不痛。推拿手

法，作用在軟組織如皮膚、韌帶、肌腱、腱鞘、

血管、滑囊，筋膜以及關節，能消除緊張、痙

攣、錯位並促進氣血流暢，痛自然消失。推拿

手法規律有四方面： 

2.6.1  松法：用輕刺激如摩、揉、擦、

推、拿捏有放鬆保健止痛作用。 

2.6.2  通法：用中等刺激量如點、拔、

摳抓、拿、抖有祛瘀活血止痛作用。 

2.6.3  順法：用大、中程度刺激如：搖、

牽引、扳手法有理筋整骨止痛作用。 

2.6.4  動法：病患做有關功能鍛煉，使

軟組織如關節恢復鞏固療法。 

 3  頸椎病治療手法示範   

臨床頸椎病可分為軟組織損傷型、椎動脈

型、神經根型、交感型、脊椎型。 最常見是

軟組織損傷型、神經根型及椎動脈型這三種型

有共同手法，可用松、 通、順、動四個階段

處理，從輕到重手法可達到舒筋通絡，驅瘀活

血、消除粘連、理筋整骨作用。 

 

3.1 松法 ：有放鬆肌肉、韌帶等軟組織，

松則不痛，有關部位如： 

（一）頸後線，風府至大椎，消除棘間韌

帶鈣化攣縮，糾正頸椎曲線的變質，增進頸椎

前後活動功能。手法： 一指禪、點、揉、撥

等。 

（二）椎旁線- 頸神經根椎間孔出口處。

手法可以消除神經根水腫炎症、壓迫，緩解周

圍的斜方肌，頸夾肌，頸闊肌痙攣疼痛，矯正

棘突偏歪，頸椎曲彎增進頸椎屈應能力。手

法 ：捏，摳，點。 

（三）頸旁線 - 自枕骨乳突向下至頸臂

部。可緩解斜方肌，斜角肌疼痛。手法要強、

深透，如點、摳、彈、抓。 

（四）肩胛帶區 - 自頸根部向外至肩峰

區域。緩解斜方肌、頸闊肌、胸鎖乳突肌頭夾

肌痙攣疼痛。 手法消除臂叢 神經受壓症狀，

並能增進頸椎左右旋轉功能。手法：拿、滾、

抓撚等。 

（五）肩胛背區 - 肩胛崗下緣區域手法。

手法可消除斜方肌、崗下肌痙攣疼痛 板滯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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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感。手法有：滾、點、按等。 

（六）肩胛間區 - 在兩肩胛內側緣之間

為督脈、膀胱經循行之地。手法可緩解該區肩

胛提肌、斜方肌、大小菱肌痙攣，矯正胸椎錯

位。手法：滾、按、壓、板。 

3.2 通法  有止痛、消除粘連、結節病理

產物。手法要強有力的點、拔、摳、撚。如臂

從神經有關穴位，：缺盆、 極泉、 曲澤、內

關、合穀等 

3.3 順法  有放鬆肌肉，解除關節錯位，

擴大椎間孔，有理筋整骨作用。手法：搖、 牽

引、板。 

3.3.1 頸椎病搖法：手托住患者下頜部，

另一手按住頭頂，進行左右畫圈旋轉，動作緩

慢。 

3.3.2 頸椎拔伸法： 用雙手拇指頂按枕

骨下方相當風池穴，其他四指托住下頜骨兩側

避開頸動脈，前臂置患者肩井穴上為支力，雙

腕協調用力將頸項向上牽拉配合上下左右旋

轉，或用牽引器代替。 

3.3.3  頸部旋轉定位板法：患者坐位， 

頸項先放鬆後，術者站於其後，用一手拇指頂

住病變椎突旁，先囑患者頸部慢前屈，至拇指

下感到棘突活動，關節間隙張開時，即保持這

一前屈幅度再囑其向患側屈至最大幅度，然後

術者用一手托住其下頦部向患側方向慢慢旋

轉，當旋轉遇到阻力時，隨即用勁做一個有控

制的增大幅度的快速扳動（一寸力），與此同

時頂按棘突的拇指要協同使勁將患椎向對側

推動此時常可聽到“喀”響聲，同時拇指下亦

有棘突彈跳感。 

3.4 動法  令病患者每日做有關功能鍛

煉，恢復功能有鞏固療效作用。如頸椎病功能

鍛煉法如 ：頸項之旋轉法，抬肩法，頭部自

我牽引法。 

中醫止痛方法，多樣化。在臨床中我的經

驗是：推拿、刮痧、針灸等綜合性治療，對軟

組織損傷引起的疼痛性疾病止痛最快，有立竿

見影之效。應該加於發展，不斷研究創新，成

為中醫特有療法之一。 

---------------------------------------------------------------------------------- 

 

診證隨筆-大柴胡湯之運用 
 

林國新 

(香港) 

 

大柴胡湯出自《傷寒論》。是仲景師貫用

在臨床以辨證辨病辨脈或辨病辨證辨脈或辨

脈辨證辨病或辨脈辨病辨證，即所謂從病到證

或從證到病或從脈到病或從脈到證等以脈、

病、證施以制訂治療方法。比如說，抓住脈象

的機理，據該脈所產生某病，在這某病之病變

的主證施以制訂治療方法。正如”少陽之為病”

就是少陽病的”綱”，而三焦屬少陽，膽亦配

少陽，雖說少陽病之範圍頗廣，但其”口苦、

咽乾、目眩而嘔、胸脅苦滿、往來寒熱”就是

少陽病的主證，這”證”俗稱之”目”矣。在

這綱目主題下，擬以施治方藥及用法。然後再

由主證脈象伸延至病變可能性之細證加以再

制定方藥也。大柴胡湯就是在小柴胡湯的基礎

上，再根據病情而隨證加減的組方。組方的意

義為解少陽鬱熱，瀉陽明腑實之實用經方。主

治少陽邪熱未解，陽明裏熱又熾盛，表現出鬱

鬱心煩，甚至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嘔吐而下

利，因嘔不欲食，大便秘結，苔色黃而厚，脈

弦大或沉結等證。屬在證偏重於陽明而成為少

陽與陽明合併之病疾，故臨床常常運用仲景良

方之雙解少陽、陽明之大柴胡湯。大柴胡湯的

組成，即小柴胡湯去人蔘、甘草，加炙積實、

大黃、芍藥是也。為何要去人蔘、甘草呢，這

關鍵在仲景的組方之嚴謹，理法對陽明實熱症

候者，不適用人蔘、甘草補虛之品；而胃中熱

結呢，胃中熱結則非積實不能破其結，非大黃

不能下其熱，芍藥則用於舒暢其心下之急。另

方面，當陽明雖結而少陽未罷，柴胡湯又不可

不用之際，故仲景師立此雙解少陽、陽明之方

組矣。在臨床中以此方隨證加化，根據辨證施

治，每獲得良好療效，現舉驗案如下： 

少陽與陽明併病案例  

陳小姐，就讀香港大學，月初寒冬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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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宿營，食物以香炸乾脆汽水為多，當時白天

氣溫尚可，但入夜寒氣迫人，只可以形容這三

日宿營，是難忘的學年天真期。無論是鼻水、

鼻涕、發熱、怕涷、頭項強痛，一概置之度外。

回家後，家人見狀自購”中成藥”，見熱給予

銀翹散，見不大便就煎”番瀉葉”。如此折騰

了二星期有多，這階段裡，時常喜嘔，胸下胃

部滿而不舒，鬱鬱心煩，胸脅滿悶，大便秘結，

三天未排，苔黃稍厚，脈象弦大。綜合四診合

參之中，加以思索本案為接二連三自服中成藥

以及番瀉葉，引致熱邪轉入於胃，喜嘔，鬱鬱

心煩，不欲飲食，是由於汗、吐、下變證而來，

思索後認為無疑屬大柴胡湯證，因此擬以大柴

胡湯證的原味藥，只將原每一兩重量化為一

錢。來診時為上午，即時代煎溫服一帖，囑服

藥後，作休息。由於患者居住本苑關係，晚餐

後，患者到來要求，再覆診作療效跟進。喜悅

說服藥後，中午及晚餐均未嘔之現象，精神覺

轉爽，胸悶脹滿減輕，經辨證程序後，覆擬原

方原量代煎溫服外，加以取中脘穴、足三里穴、

承山穴、間使穴以常規消毒後刺之。而第二天

亦如此施治一次。到了第三天祗是擬原藥一劑

而收功。 

本案後記 

患者原屬太陽證，雖然經過十多日複下等

等，幸患者年青力壯未致太虛，亦不因下法而

解，本可先行小柴胡湯，但察有喜嘔，心下滿

而不舒，鬱鬱而稍為心煩等症候。於是認為常

喜嘔則少陽之鬱熱，不但表示未解，而且熱邪

轉入於胃。熱邪轉入胃，表現為胸下胃脘滿而

不舒，致胃中之熱更重而結也，這階段少陽之

邪，已明顯轉陽明之裏矣。患者表現鬱鬱，鬱

鬱必熱鬱於胃，這種鬱鬱，比之嘿嘿為重。患

者表現出稍為心煩，稍為心煩，比之小柴胡心

煩輕。以整體總觀之，首先要領悟到仲景之強

調臨床的辨證辨病辨脈各細節相結合，先能認

識與認為本例屬於證偏重於陽明，而成少陽與

陽明併病而治之，故選用大柴胡湯雙解之。並

且在第二劑、第三劑，加之針穴取中脘穴等刺

之，故先後治療四次而愈矣。不過，本病例畢

竟是病疾中的少部分數據，亦未能作臨床大規

模研究數據，筆記之中祗能作為鞭策自己，無

論患者之疾重與輕，都應緊遵中醫學獨具特色

的理論體系，辨脈辨證辨病論治之中醫臨床治

療的精髓，並從病人的社會、心理、環境因素，

即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加以結合考慮，發揮

臨床上每一分每一毫的經驗，再從臨床經驗積

累的基礎上，更認真、慎重地辨脈辨證辨病整

體論治，才能擴展中醫中藥大道，亦是執醫者

的使命。

 

---------------------------------------------------------------------------------- 

 

淺談急性心肌梗死中西醫治療 

黃建章  黃文英 

(安溪縣中醫院內一科 安溪縣醫院) 

 
急性心肌梗死（AMI）通常是因冠狀動脈

內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破裂處形成血栓所致。它

導致冠狀血管急性堵塞，以及隨時間推移而發

生的心肌壞死和功能障礙。治療要求儘早儘快

地建立心肌的完全再灌注，以減小梗死範圍，

減輕左心室功能障礙的程度，以提高存活率。

AMI的內科治療通常包括：⑴院前急救；⑵入

院後的一般治療；⑶再灌注治療（溶栓或介

入）；⑷硝酸酯類、β受體阻滯劑、抗血小板、

抗凝、ACEI以及血管緊張素II受體阻滯劑等藥

物治療；⑸併發症處理等。就上述眾多方面的

治療措施，特別是再灌注治療和急診搶救而

言，現代心血管病治療學已有了很大的進步，

存在著明顯的優勢，對AMI的治療起著決定性

的作用，在此不再贅述。AMI的治療關鍵是迅

速使閉塞的梗死相關冠脈（IRCA）的再通。目

前，AMI再灌注治療（冠脈血運重建）的方法

主要有溶栓療法和介入治療。傳統中醫藥學治

療急性心肌梗死（AMI）有著悠久的歷史，早

在二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中就有“真心

痛”的記載。自從20世紀70年代興起血瘀證及

活血化瘀研究以來，以冠心Ⅱ號治療冠心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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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痛為先導，活血化瘀中西醫結合急性心肌梗

死治療搶救成功率及病死率(13％～16％)，曾

明顯優於單純西藥組，並受到國內外矚目。然

而當代醫學潮流發展勢不可擋，90年代以來逐

步興起推廣的介入治療使急性心肌梗死的病

死率下降至5％一7％；中西醫結合許多方面以

往的優勢已風光不再
[19]
。儘管中醫在心肌梗死

急性期的現代臨床治療中並不佔有主導地

位，但是通過與現代科技的有機結合，中醫學

在現代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療中，正日益顯示其

一定的特色和優勢。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療原則

是保護和維持心臟功能，挽救瀕死的心肌，防

止梗死擴大，縮小心肌缺血範圍，及時處理心

律失常、泵衰竭和各種併發症，防止猝死，使

患者不但能度過急性期，且康復後還能保持盡

可能多的有功能的心肌。當前在中醫中藥治療

AMI的臨床中也同樣遵循著上述原則，在急性

期通常採用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法，以期獲得

更多的益處和取得更好的近期、遠期療效；並

且在AMI的二級預防中，中醫中藥也將展示其

獨特的的魅力。 

1.1 溶栓再灌注治療的中醫干預
[1] 

靜脈溶栓療法在 AMI 中的地位已然確

立。然而，溶栓療法仍然存在許多亟待解決或

有爭議的問題，如在全部患者中僅約 l／3 適

於並接受溶栓治療，而不適於溶栓 治療者病

死率更高；“再灌注假像”——實際上溶栓療

法僅能使 l／4 左右的患者達到冠狀動脈充分

持久再通，即使給予最佳溶栓方案也僅能使

54％的 AMI 患者獲得充分再灌注，且早期和晚

期病死率仍較高，無論使用何種溶栓藥物，其

梗死相關血管(IRA)開通率的極限為 75％～

85％；“早期危險”——溶栓後頭 24h 病死率

增高；缺血事件復發率較高(15％～20％)，約

0.3％～1％併發顱內出血，且不可預測等。 

在 AMI 溶栓時應用具有我國特色的藥物

來降低溶栓過程中的副作用，增加溶栓療效，

可能是一條值得探索的途徑。目前的臨床研究

資料顯示：中醫辨證論治方藥、逐痹湯(丹參

30g 煎汁 100m1 分上、下午空腹溫服，每次並

沖服三七粉 1.5g)、水蛭注射液、血塞通、參

麥注射液、黃芪注射液、脈絡寧、生脈注射液、

路路通注射液（三七總苷）、燈盞花注射液、

葛根素注射液、麝香保心丸、心脈通膠囊（人

參、三七、大黃、川芎、幹地龍等）、通心絡

膠囊、複方丹參滴丸等中藥配合西醫溶栓治療

AMI 可取得更好的臨床療效。這些中藥對於控

制再灌注心肌損傷、再灌注心律失常、AMI 後

再梗死、梗死擴展，縮小梗死面積、保護梗死

後的存活心肌、改善心臟重塑、保護心臟功

能、防止泵衰竭、穩定心電功能等方面均起到

了積極的作用。 

1.2  介入再灌注治療的中醫干預 

如何防治 PTCA 術後的再狹窄是當前心血

管臨床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現代醫學研究

表明一些藥物對再狹窄的防治有一定的輔助

療效，如抗血小板聚集的低分子肝素、魚油、

血小板衍生生長因數(PDGF)拮抗劑曲匹地

爾、血管緊張素轉換酶(ACE)抑制劑卡托普利

等藥物，但迄今為止，在臨床研究報告中仍沒

有結果顯示再狹窄的發生率得到明顯的控

制。現有學者認為應該從不同角度多方面地研

究相應的綜合治療措施，以便更好地治療再狹

窄。有關實驗以及臨床試驗結果表明應用中藥

防治再狹窄具有一定療效，尤其是中藥複方以

其多靶點、多部位、多層次、多水準的作用方

式顯示出了較突出的效應。 

資料表明：在 AMI 介入治療的同時，給予

口服芎芍膠囊（川芎、赤芍）、舒心飲(黨參、

黃芪、葛根、生地、熟地、枸杞子、桑寄生、

麥冬)、四逆湯、雷公藤多甙、血府逐瘀濃縮

丸以及補陽還五湯濃縮劑型——消栓口服液

等干預治療，對於介入再狹窄的發生具有一定

的防治作用。另外中藥藥物塗層支架的探索也

正在進行，實驗研究顯示大蒜素包膜支架可抑

制術後再狹窄發生。 

1.3  無再流現象的中醫干預 

任何一種技術、一門學科的形成發展均基

於解決其時尚未解決的難題。隨著介入治療的

普及應用，也出現新的難點，如約 30％～50

％介入治療患者 0.5 年後再狹窄，約 10％因

血管彌漫病變、心功能不全等嚴重合併症無法

施行介入治療。除此之外，還有冠狀動脈一旦

發生閉塞，除心肌損傷外，心肌的毛細血管和

小動脈同樣會發生損傷性改變，即使施以介入

治療，冠狀動脈閉塞減輕或消失後，缺血組織

的血流不能完全恢復正常，這種現象又稱為無

複流現象(no-reflow phenomenon)以及慢複

流現象(slow-reflow phenomenon)，也就是微

循環灌注仍然障礙，對此，現代醫學尚無十分

理想藥物治療，主要集中在抗血小板藥物一血

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 受體拮抗劑的治療；

維拉帕米和腺苷有一定作用，但未能進一步證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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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料表明：中藥養心散（人參、玄參、

丹參、酸棗仁等）、麝香保心丸等可能對此有

效。基於以往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環的研究，可

重點著眼於防治“無複流現象”及“慢複流

現象”已闡明的病理生理機制，採取積極中藥

干預。 

1.4   心肌“缺血預適應” 的中醫干

預
[2] 

 

隨著對缺血預適應（IPC）本質、特點和

作用機理的不斷深入研究和認識，人們期望用

藥物來代替缺血刺激，促使機體釋放生物活性

物質或直接啟動保護機制而產生心臟對缺

血、缺氧的耐受。即藥物性 PC。雖然早期預

適應（EPC）也有心臟保護作用，但其作用時

間窗較窄，必須在缺血再灌注損傷前短時間內

給予，故臨床可操作性不強；相反，延遲預適

應（DPC）作用時間跨度較大，在臨床運用時

更有可行性和便利性，因此更具實用價值和開

發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中藥如大蒜素、川芎嗪

等也具有模擬 IPC 的作用，但目前多局限於

EPC 的研究。因為 EPC與 DPC 的關聯性，不排

除這些中藥在治療缺血性心臟病時 DPC 心臟

保護作用的參與。這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中藥因為其極少的毒副反應以及具多靶點藥

理作用而更具有吸引力，相信隨著中藥 PC 作

用機制的不斷研究和瞭解，中藥新藥開發研製

的前景將十分廣闊而誘人。 

1.4   治療性血管新生的中醫干預
[3]
 

傳統中醫中並無冠心病和血管新生的概

念，但是長期以來對治療“胸痹”、“心痛”

等與冠心病、心絞痛、心肌梗死相類同的病症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有關機制的研究，近年

中西醫結合研究多偏重於其改善血液特性(如

血液流變學、血小板聚集)和擴張冠狀動脈的

作用，很少注意到其對冠心病病人血管新生的

可能作用。研究中藥在治療性血管新生中可能

的作用中，對安全性的顧慮也較少。從中醫治

療“胸痹”、“心痛”的最常用處方中進行篩

選，尋找有顯著促血管新生的中藥，在此基礎

上根據“強強聯合”和中醫“辨證論治”的

特點，進行合理組方，旨在為冠心病病人提供

更有效的治療手段，並寄希望於找到具有臨床

價值的促血管新生物質。至今，還沒有看到國

內外在這一方面有較為系統的研究。 

初步體外的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已篩選得

到的某些中藥粗製劑確有促進血管生長的作

用。不同的中藥有不同的劑量—效應關係，作

用也可相加。研究也發現，一些中藥製劑能促

進體外培養的微血管內皮細胞增生、管腔結構

的形成，增加其 VEGF、bFGF 的釋放和 mRNA

的表達。在實驗性心肌梗死大鼠心臟中，也觀

察到某些中藥有助於限制心肌梗死面積，使缺

血區心肌 VEGF、bFGF 含量增加，血管面密度

增加。下面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研究在體外

實驗研究中觀察到的這些現象。一方面，需要

進行慢性心肌缺血的動物模型研究；另一方

面，通過相關的臨床研究，從症狀、活動耐量

和影像學手段諸方面評價其臨床療效和安全

性、可行性。 

1.5  減少 AMI 的早期合併症 

眾多的臨床隨機（或非隨機）對照觀察的

小樣本資料提示：中醫藥治療有助於降低心律

失常、泵衰竭、栓塞、心室室壁瘤、心肌梗死

後綜合征等 AMI 的併發症。中醫中藥在輔助治

療急性心肌梗死並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伴

低血壓狀態等方面具有潛在的優勢。 

1.6 防止梗死擴展，改善心臟重塑 

急性心肌梗死後梗死面積範圍擴展、左心

室重塑和心功能減退是影響患者預後的重要

因素。梗死面積的擴展與心臟的重塑是多因素

人用的結果，中藥以其多靶點、多效應、整體

干預的優勢，在減少梗死面積改善左心室重塑

方面將具有重要的作用。 

2 中西結合醫治療 AMI 存在的問題 

2.1  有關 AMI 的中醫臨床研究缺乏循證

醫學證據 

近年來 AMI 中西醫結合醫療水準有了漸

進性地提高，但尚缺乏突破性的進展。循證醫

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理念並未得到

很好的推廣。AMI 的中醫臨床研究缺乏循證醫

學證據，除了紅麴製劑血脂康已開始應用於國

際公認的前瞻性、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化、

雙盲、對照臨床試驗(randomizing control 

trial，RCT)進行臨床調脂作用及心血管二級

預防作用觀察外，未見有大系列研究的舉動；

也還缺乏用 RCT 的系統評價(systematic 

review，SR)和匯總分析(meta—analysis，MA)

的結果以提供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最可靠的醫

療經驗結論
[2]
。由此帶來了 AMI 中醫急診處理

中的局限性，以及遠期療效的不確定性，妨礙

了中醫中藥的規範化使用。中醫治療也就難以

進入有關 AMI 診療指南之中。 

AMI 治療的目的是儘早、儘快開通閉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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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挽救頻死的心肌，但是冠狀動脈造影顯示

的血管通暢，並不代表心肌供血一定恢復正

常，心肌亦常有微小的梗死灶存在。造影達

TIMIⅢ級血流的患者，25％以上心肌組織水準

的血供並未恢復。斑塊中的脂質碎片、基質成

分及內皮細胞、炎症細胞脫落、血小板及白細

胞黏附聚集均可造成微小血管栓塞，在即刻或

遠期預後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較大的引起血流

障礙的血栓導致急性冠脈事件，較小的栓子所

造成的微血管床的異常可明顯影響患者的症

狀及預後。並非僅有自發性的斑塊破裂才導致

微血管栓塞，臨床觀察發現，在血管介入治療

中，幾乎所有的患者均有致血栓物質的釋出，

並可能形成微血管栓塞，使心肌灌注發生障

礙，導致各種臨床後果，如冠狀動脈儲備下

降、心功能降低、形成微梗死灶、心律失常等。

介入治療後發生的心肌梗死又稱為“圍手術

期心肌梗死”。因此，防止及減少微栓塞的發

生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3]
。

--------------------------------------------------------------------------------- 

 

化痰通絡湯治療急性腦梗死的臨床觀察 

林培賢  史秋實 

(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 

 

1 資料與方法 

L.1 臨床資料  入選的100例急性腦梗死

患者均為我院2012年01月至2012年12月期間

住院病人。均按照參照1995年度全國第四屆腦

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腦血管病分類診斷要

點》
[1]
，並全部經頭CT或MRI檢查證實，隨機

分成兩組。將其按照簡單隨機抽樣分為治療組

和對照組各50例。治療組中男31例，女l9例；

年齡最小36歲，最大84歲，平均(62．2±8．

52)歲。對照組中男29例，女21例；年齡最小

41歲，最大85歲，平均(60．6±7．63)歲。兩

組資料經檢驗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和治療組均給予西醫

基礎治療，包括改善腦迴圈和神經保護，同時

根據病情予降顱壓、控制血壓、降糖、調脂、

保護胃黏膜、抗感染等治療。治療組在對照組

基礎治療上．給予化痰通絡湯加減。組成：法

半夏（10g）、橘紅（10g）、枳殼（10g）、川芎

（10g）、紅花（10g）、遠志（10g）、石菖蒲

（15g）、茯神（15g）、黨參（15g）、丹參（15g）、

炙甘草（10g）、生大黃（3g）。口服每日1劑，

用煎藥機煎煮封袋，每袋200ml，每次1袋，每

日2次。若血瘀徵象較重者加地龍、土鼈蟲；

若氣虛較重者，加生黃芪、人參；若痰濕較重

者，加用瓜蔞、膽南星，連用2周。 

1.3療效評定標準   參照《腦卒中患者臨

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中神經功能缺

損程度評分標準評定療
[2]
。基本治癒：神經功

能缺損程度評分減少91％～ 

100％ ，病殘程度0級。顯著進步：神經

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減少46％～90％，病殘程度

1～3級。進步：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減少18

％～45％。無效：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減少

或增加不足17％。惡化：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

分增加18％以上。死亡。 

1.4 運用SPSS 12.0統計軟體，計量資料

均用 表示表示,，兩組資料比較正態分

佈時用t檢驗，非正態時用秩和檢驗，多組資

料比較用F檢驗並進行q檢驗；計數資料採用χ
2
檢驗；相關關係採用Person相關分析，

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

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見表1）：治療組基本

痊癒13例，顯著好轉22例，進步13例，無變化

2例，惡化0例，死亡0例，顯效率70%，總有效

率為96%。對照組基本痊癒10例，顯著好轉17

例，進步17例，無變化4例，惡化1例，死亡0

例，顯效率54%，總有效率為88%。兩組顯效率

及總有效率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0.01）

表1.  2組臨床療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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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 基本痊癒 顯著進步 進步 無變化 惡化 死亡 總有效率 

治療組 50 13 22 13 2 0 0 96% 

對照組 50 10 17 17 5 1 0 88% 

2.2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見表2) 兩組治療前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比較無統計學意義

(P>O．05)。治療組治療後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及減少分數均低於對照組(P<O．O1)。 

表2.  2組臨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比較： 

組別 n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組 50 9.02±3.92 3.52±1.79 

對照組 50 9.57±3.87 5.45±2.19 

2．3 安全性及不良反應  2組治療前後血尿便常規及肝腎功能檢查未見異常改變，未見明

顯不良反應。 

3 討 論 

    腦梗死屬缺血性中風病範疇，痰瘀互

結、痹阻腦脈是其基本病機，風、火、痰、瘀

是主要病理因素，腦梗死急性期與痰瘀密切相

關．痰、瘀常相兼為患．風痰瘀阻為中風病急

性期的常見證型
[3]
。王永炎教授

[4]
指出，痰瘀

互阻是中風急症的主要病機。 

    本研究採用化痰通絡湯治療缺血性

中風，湯中半夏、茯神、健脾祛濕；黨參、炙

甘草益氣；橘紅、枳殼行氣；川芎、紅花、丹

參活血化瘀；遠志、石菖蒲化痰；大黃通腑泄

熱，行氣血，又有保持大便通暢之用。諸藥合

用共奏益氣活血、化痰通絡之功，使痰瘀得

化，氣血調和。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化痰通絡

湯可有效清除體內氧自由基，具有抗氧化作

用，抑制自由基對組織的損傷，並且保護動脈

不受損傷；同時其成分川芎嗪、赤芍總苷具有

改善微循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化痰通絡湯以化痰化瘀為主，因痰、瘀均

為有形之邪，風為無形之邪，無形必附於有形

之中，則痰瘀化，風邪無所依而自除。 

    本研究結果表明，應用化痰通絡湯治

療急性腦梗死效果確切，而中藥取材廣泛，價

格便宜，極易適合臨床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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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通絡治療糖尿病併發症舉隅 

楊家茂  楊劍英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醫院) 

 

關鍵字：活血通絡，糖尿病併發症，病案

舉例，中醫藥療法， 

摘要：目的；探討活血通絡法臨床治療糖

尿病伴不穩定型心絞痛，腦栓塞伴腦出血，周

圍神經病變，視網膜病變伴青光眼出血，痛風

等併發症，在西藥治療產生矛盾或毒副反應嚴

重，效果不好的情況下，應用活血通絡法治

療，收到較好效果 。結論：絡脈理論是《內

經》經絡學說的組成部分，經過歷代醫家探索

研究，發展提高，目前絡病理論體系構建已成

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項目。我們臨床用於

辨證治療糖尿病的各種併發症，效果顯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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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推廣應用。 

糖尿病已成為現代社會常見病，多發病。

容易出現各種合併病併發症，嚴重影響患者身

心健康和生活品質，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多

年來我們應用活血通絡法治療糖尿病合併病

併發症，收到較好效果[1].今舉例報告如下： 

1、不穩定型心絞痛。 

陳 X，女，68歲，糖尿病冠心病 6年，應

用諾和靈治療 3年。近 7天來心前區陣發性刺

痛，每天發作 3-5 次，每次數分鐘，曾在心內

科診斷為不穩定型心絞痛。用過硝酸甘油，消

心痛，潘生丁、阿斯匹林，心血康等藥物。症

狀未減，又出現皮下紫癜和尿血，於 2006 年

12 月 6 日來中醫治療。查空腹血糖 8.3mmol

／L，血壓 150/90mmhg，舌紫紅脈結代..診斷

為消渴真心痛，心絡瘀阻。擬活血化瘀，通絡

止痛為治。藥用：丹參、藕節各 30g，甘草 6

克，赤芍，川芎、生地、葛根各 15 克，桃仁、

紅花、甘松、檀香、郁金各 10 克。水煎服，

每日 1 劑。三天后心絞痛未作，皮下紫癜已

消；續服 5劑 ，復查心電圖，尿常規均正常。

繼續胰島素及口服通心絡膠丸善後。最近隨

訪，情況穩定。 

按：糖尿病應用胰島素治療，降糖作用得

到肯定，但並不能阻止心腦血管併發症的發

生，成為致殘致死的首要原因。 所以現代醫

學認為糖尿病是心腦血管病的等危症[2].  

應用硝酸甘油，潘生丁，阿斯匹林等容易引發

出 血 情 況 。 根 據 葉 天 土 久 病 入 絡                        

的理論，治從活血化瘀，可以改善心肌供血；

通絡止痛，又可以消除心絞痛；改變血液流變

學，皮下紫癜和尿血也不治而愈。再用通心絡

膠丸善後，長期未見發作。說明中醫絡病理論

治療糖尿病心腦血管合併病，併發症的優勢，

值得總結推廣。 

2、腦梗塞伴腦出血。 

李 X，男，73 歲，糖尿病，高血壓 10 年，

間斷服藥治療。因頭痛嘔吐，右側肢體偏癱，

住入某院，診斷為腦梗塞伴腦出血治療半個

月，無法手術，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來中醫

治療。查空腹血糖 12.6mmol／ L，血壓

160/100mmhg，口眼歪斜，語言蹇澀，舌紫紅

苔黃厚，脈弦澀。予以諾和靈 30R 早晚注射，

絡丁新 10mg，每日 1 次降壓，中藥以活血化

瘀，通絡息風為治。藥用：丹參，赤藥，絲瓜

絡，葛根，生地各 15 克，地龍，桃仁，大黃，

黃芩，水蛭，牛膝各 10克、珍珠母 30克、水

煎服，每日 1次，並結合針刺療法。七天后空

腹血糖 7.1mmol／L,血壓 140/75mmhg，語言較

流利，右下肢肌力三級，可以扶行，二便通利，

半個月後症狀進一步改善。1個月後可以自理

生活，血糖、血壓平穩，繼續諾和靈，絡丁新

和通心絡膠丸治療。目前情況進一步改善。 

按：腦血管意外是糖尿病常見併發症，也

最易引起致殘致死。現代醫學將其分為缺血性

和出血性中風兩大類，分別予以溶栓或止血為

治。此例患者是混合型中風，溶栓需要在 6

小時內進行才能有效[3]。況且合併出血，所

以並不適宜。止血又不符合治療原則。手術且

有一定風險。中醫活血通絡，既不是致出血，

又不加重栓塞，配合針刺，降糖降壓，綜合治

療效果顯著。 

3、周圍神經病變。 

劉 X，男，63 歲，糖尿病 8年，服用格列

吡嗪，拜糖平等治療。近半年來雙下肢麻木疼

痛，徹夜不眠，用過甲鈷胺，維生素 B12、地

西泮，芬必得等藥物，症狀未減，於 2005 年

12 月 6 日來中醫治療，查空腹血糖 13.6mmol

／L.雙下肢發涼，膝腱反射消失，彩超報告雙

下肢動脈重度硬化，脈細澀。診斷消渴虛痹。

藥用：丹參、赤芍、川芎、葛根、桂枝、當歸、

地龍、水蛭、靈仙各 15克，牛膝，鎖陽各 10

克，蜈蚣 1條，水煎服。每日 1劑，停用口服

降糖藥，改甘舒霖 30R 早晚各 16 單位皮下注

射。7天后血糖立即6.6mmol／L,餐後8.3mmol

／L,雙下肢麻痛減輕，夜能安寢，繼續甘舒霖

注射，間斷服用活血化瘀湯方藥。 

按：糖尿病併發周圍神經病變，目前西醫

予以營養神經劑和止痛藥效果欠佳[4]。中醫

辨證為久病入絡，氣血不通，證屬虛寒之痹。

主用丹參，川芎，黃芪 當歸氣血雙補，活血

化瘀；更用桂枝，鎖陽溫陽補腎，蜈蚣，靈仙、

牛膝通絡，辨症中的，繼以活血化瘀加減和甘

舒霖善後，效果顯著。 

4、視網膜病變伴出血和青光眼。 

林 X，女，68，糖尿病 6年，間斷服用消

渴丸，二甲雙胍等治療。近半個月來，因喪子

悲傷，引致頭痛如劈，噁心嘔吐，眼睛紅赤，

視物模糊已在眼科會診，確定為急性閉角型青

光眼，視網膜病變伴少量出血，用過降眼壓和

鎮靜劑治療，效果不著。於 2008 年 11 月 7

日來中醫治療。舌紅苔黃脈弦，空腹血糖

13.6mmol／L。症屬陰虛陽亢。木火刑眼。口

服降糖藥改為格列美脲 2mgbid 二甲雙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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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tid,中藥以白芍、天冬、生地、元參、牡

蠣、龜板、龍骨、木賊，夏枯草，丹皮、穀精

珠滋陰降火、平肝潛陽，服用 3天，症狀依然。

改用活血化瘀，平旰通絡為治。藥用丹參、生

地、葛根各 15 克，桃仁、紅花、牛膝、水蛭、

白蒺藜、郁金各 10 克，珍珠母 60 克，三劑頭

痛止，眼目清，空腹血糖降至 6.3mmol／L，

眼科查眼壓正常，繼續格列美脲，二甲雙胍和

通心絡膠丸治療。近日隨訪，視力改善。 

按：眼科病變是糖尿病的常見併發症，也

是糖尿病致盲的主要原因[5]。此例患者既因

眼底血管硬化引起青光眼，又有滲出出血。西

藥效果欠佳。中藥先從補陰降火，平肝潛陽為

治。收效不著。改以活血化瘀、平肝通絡、使

之頭痛止，眼目清、視力得保，說明活血通絡，

治療糖尿病眼科併發症前景廣闊。 

5、痛風。 

黃 X，男，54歲，糖尿病 3年，應用達美

康，二甲雙胍等治療。近 1 個月來，反復雙姆

趾關節紅腫熱痛，多次檢查血尿酸在

510-1020mmol／L。服用過別嘌醇，秋水仙堿，

芬必得等藥物，症狀時輕時重。因白細胞減

少，胃腸道反應嚴重，於 2003 年 6 月 18 日來

中醫治療。舌紫紅，苔黃膩，脈弦滑。擬診：

消渴並濕熱痹症。治從清熱利濕活血通絡。藥

用丹參、黃拍、秦艽、靈仙、車前草，牛膝各

15 克，葛根、生地，絲瓜絡各 30 克，徐長卿

10 克，生石膏 60克，水煎服，每日 1劑。一

劑病輕，二劑可以下地行走，5天后關節紅腫

熱痛消失，繼續口服降糖藥和間斷活血化瘀湯

方善後。近日隨訪，仍在口服降糖藥，痛風未

再發作。 

按：痛風也是糖尿病的常見並發病（合併

病）。由於嘌呤代謝紊亂。血尿酸沉積，導致

關節腫痛，甚至引起腎結石，腎功能衰竭。西

藥別嘌醇，秋水仙堿和解熱止痛藥副作用，反

應較大，病人難以耐受。中醫辨症為濕熱內

蘊，阻滯血脈經絡，治以清熱利濕，活血通絡

為法，取得較好療效 

討論：糖尿病各種代謝紊亂，產生高血

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血酸。容易產生嚴

重的各種併發症，對患者身體健康和生活品質

影響極大。研究表明，糖尿病的併發症以血管

病變為特徵，病變發展符合氣滯血瘀，津凝痰

結，絡脈失養，瘀毒阻滯等病理過程［6］。本

人從事臨床工作四十年，運用活血化瘀，通絡

滋養貫穿於治療糖尿病的各種併發症始終，收

到較好的療效，說明中醫絡病理論體系的科學

性，臨床運用的實用性，值得進一步總結，推

廣運用。 

--------------------------------------------------------------------------------- 

 

補中益氣湯的臨床應用體會 

洪真珠  吳嘉博   指導：吳盛榮 

（南安市中醫院  南安市醫院） 

 

補中益氣湯為甘溫之劑的代表方，主要用

於治療內傷脾胃，脾胃氣虛之證。筆者在臨床

實踐中常碰到不少脾胃氣虛的病人，根據不同

症候，用本方隨證化裁，取得顯著療效。茲舉

驗案數則如下： 

1  口瘡 

洪某，男，35 歲，幹部，2012 年 12 月

20 日初診。 

患者 2年來，口舌生瘡反復發作，嚴重影

響進食及睡眠，以致身體逐漸消瘦。現口瘡又

復發近 20 天，曾服維生素 B2、硫酸梓、維生

素 C等，並外用冰硼散，賽黴胺等藥物，效果

欠佳，要求服中藥治療，查體見面色萎黃，口

唇內側上下粘膜可見多個豆粒大小之潰瘍

點，瘡面色白，平坦，周圍有紅暈，舌質淡紅，

苔薄白，脈細弱。證屬脾胃氣虛，清氣不升，

陰火上乘所致；治宜健脾益氣升清。方用補中

益氣湯加味：黃芪 15 克、黨參 12 克、白術

12 克、當歸 9 克、升麻 6 克、柴胡 9 克、陳

皮 9克、幹薑 3克、肉桂 3克、甘草 6克，水

煎服，每日 1 劑，囑服 3劑。 

二診：服藥 3劑後，口瘡疼痛明顯減輕，

瘡面縮小，藥已對症，原方再進 5劑而愈。最

近隨訪，自訴偶有復發仍以原方治之，隨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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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2  便秘 

黃某，男，60 歲，農民。2012 年 12 月

10 日初診。 

患者便秘已將 5 年，多次服用承氣類中

藥，雖能通便一時，便停藥後仍大便不下，伴

有便後腹脹、納呆。近一個月來大便經常秘

結。就診時患者已 6天大便不解，雖有便意，

但臨則駑則不出，駑則汗出氣短，精神疲倦，

食減，舌淡苔白，脈弱。證屬老年氣虛下陷，

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治當補中益氣，升清降

濁。方用補中益氣湯加味：黃芪 30 克，當歸

15 克，升麻 6克，桔梗 9克，黨參 15 克，陳

皮 9 克，甘草 6 克，白術 15 克，柴胡 9克，

枳殼 9克。水煎服，服藥 3 劑後，大便已下，

腹脹減輕，納食增加，囑按原方繼服 10 劑，

後每兩天大便一次，諸症悉除。 

3  流涎 

李某，男，10 歲，學生。2012 年 10 月

20 日初診。 

患者因一個月前腹瀉經治癒後，夜間睡眠

常流口涎，濕透枕巾。診見患者精神倦怠，面

色胱白，舌質淡，苔薄白，脈緩無力。此乃氣

虛不能攝津之症。治宜補中益氣，固攝津液。

方用補中益氣湯加味：黃芪 15克，升麻 6克、

當歸 6 克，黨參 12 克，柴胡 6 克，益智仁 9

克，白術 9克，陳皮 6克，烏梅 3克，甘草 3

克，水煎服。連服 5 劑，諸症消失，隨訪一年

未見復發。 

4  梅核氣 

陳某，女，32 歲，工人。2012 年 10 月

11 日初診。 

患者素體虛弱，近年來因家務繁忙，心情

不快而頭暈、心慌、納食不香，倦怠乏力，精

神不佳，動則氣短，以深吸氣為快，並伴有咽

喉梗阻感，吞吐不利，納食正常，舌質淡紅、

苔薄白、脈緩無力。證屬脾胃虛弱、中氣不足、

升降失和、濁氣上湊所致。治宜益氣健脾，化

濁降逆。方用補中益氣湯加味；黃芪 30 克、

當歸 9克，枳殼 6克，黨參 15克，升麻 6克，

沉香 6克，川樸 9克，白術 12克，柴胡 9克，

半夏 9克，甘草 6 克，水煎服。每日 1劑，連

服 10劑，而諸症痊癒。 

5  眩暈 

陳某，男，35 歲，教師，2012 年 10 月

20 日初診。 

自訴近 3 年來間斷眩暈，失眠多夢，噁心

伴納差，不定期發作，多因工作勞累誘發。曾

到上級醫院檢查腦電圖及腦血流圖均未發現

陽性體征，血壓正常。曾按“美尼爾氏綜合

征”，對症治療效果不佳，逐於我院求診。患

者發作時，頭暈目眩，視物旋轉，如坐舟船，

動則加劇，勞累即發，面色蒼白，氣短無力，

噁心欲吐，伴心中懊農，時有耳鳴如蟬，寢差，

舌質淡白天，苔白，脈細弱。證屬氣虛眩暈，

治宜補中益氣，升清降濁。方用補中益氣湯加

味：黃芪 30 克，黨參 20 克，白術 15 克、陳

皮 9克，當歸 12克，炙甘草 9克，升麻 9克，

柴胡 9克，蔓荊子 15克，酸棗仁 15克，遠志

6 克，生薑 5片，水煎服，每日 1劑。服藥 7

劑後症狀大減，再服 7劑，症狀消失，隨訪 1

年，未再復發。 

6  腹瀉 

李某，男，37 歲，幹部。2012 年 11 月 2

日初診。 

患者腹瀉 1年餘，每日晨起便瀉，繼則每

日 3-4 次，大便不成形，瀉後肛門墜脹，腰酸

腿軟，形瘦色萎，食欲不振，頭暈乏力，經中

西醫多家治療效果欠佳，請餘診治，觀其舌無

苔，脈細濡，治以補中益氣湯加減。方藥：黨

參 10 克，白術 12 克，黃芪 20 克，陳皮 10

克，當歸 9克，薏苡仁 15 克，淮山藥 10 克，

補骨脂 15 克，砂仁 10 克，吳茱萸 10 克，肉

豆蔻 12克，大棗 5枚。日 1 劑，服藥 3劑後，

腹瀉次數減少，繼服 10劑痊癒。 

體會：補中益氣湯為著名醫家李東垣所創

制，首載於《脾胃論》，方由黃芪、人參、白

術、陳皮、當歸、柴胡、升麻、甘草所組成，

具有調補脾胃，升陽益氣之功。主要用於脾胃

虛弱所發生的多種病症，臨床主要症狀為精神

倦怠，肢體乏力，面色萎黃或白，飲食無味，

氣短懶言、自汗、動則喘促，舌質淡、脈虛無

力。 

上述病例，診斷雖不同，但表現均有脾胃虛

弱、中氣不足、身體虛弱之共同證候。故均採

用調補脾胃，升陽益氣的補中益氣湯治療，收

到良好的效果。這說明先做好證候的辨證、找

出病機是處方用藥的重要環節，同時也體現祖

國醫學“異病同治”、“臟腑相關”的治療特

點。 

中西醫結合治療潰瘍性結腸炎 2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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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慧忠 

（福建省惠安縣醫院） 

 
 

潰瘍性結腸炎（UC）是一種原因不明的慢

性非特異性炎症腸病，其病變主要局限於結腸

粘膜，以潰瘍為主，臨床以黏液血便、腹痛、

腹瀉為主要表現，病程漫長，臨床表現輕重不

一，常反復發作，本人自 2009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採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潰瘍性結

腸炎，取得較滿意的療效，現報告如下： 

1.1 臨床資料 

共觀察 50 例患者，均為電子結腸鏡檢查

確診的病人，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 25 例，

男 15 例，女 10 例，年齡 16～65 歲，病程為

1 個月～15 年。對照組 25 例，男 13 例，女

12 例，年齡 17～68 歲、病程 2 個月～10 年，

兩組性別、年齡、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入選標準： 

根據文獻標準，典型的臨床表現，主要以

黏液血便，腹痛，腹瀉，裏急後重，舌質紅苔

黃膩，脈滑為主要症狀。同時配合結腸鏡檢查

及粘膜活檢支持。排除細菌性痢疾，阿米巴痢

疾，血吸蟲，腸結核等感染性結腸炎及結腸克

羅恩病，缺血性腸炎，放射性腸炎等疾病。 

2、治療方法： 

2.1 治療組： 

中藥治以清熱利濕，補脾柔肝，理氣止

痛，方取四妙散合痛瀉要方加味，處方：白術

10g，白芍 15g，陳皮 10g，防風 10g，薏苡仁

30g，黃柏 10g，牛膝 10g，蒼術 10g, 白頭翁

10g，葛根 10g，淮山 15g，白及 10g。隨症加

減，每日 1劑，水煎渣再，分早晚服；西藥：

美沙拉嗪每日 3 次，每次 0.5g 口服，並予保

留灌腸；處方：生理鹽水 100ml 或 200ml 加柳

氮磺吡啶 4g，雲南白藥 2g；地塞米松注射液

5mg，利多卡因 5ml，慶大黴素 16u。生理鹽水

用量視潰瘍部位而定，每日 1次，灌腸後囑患

者採用變化多種體位法，如平臥位或俯臥位，

左、右側臥位等各 15～20分鐘。 

2.2 對照組 

根據以上保留灌腸方法及口服美沙拉嗪

腸溶片每日 3次，每次 0.5g。 

兩組皆以 4周為 1 個療程，共觀察 2個療

程。統計療效，治療期間不再用其他治療方

法。 

3、療效觀察 

3.1 判定標準 

顯效（或完全緩解）：臨床症狀消失，電

子結腸鏡提示：粘膜大致正常；有效：臨床症

狀基本消失，電子結腸鏡檢查發現粘膜輕度炎

症水腫或血管紋理稍亂；無效：臨床症狀及電

子結腸鏡檢查均無改善。 

4、結果 

治療組 25 例，顯效 18例，有效 6 例，無

效 1 例，顯效率：72.0％，總有效率：96.0

％。對照組顯效 13例，有效 9例，無效 3例，

顯效率：52.0％，總有效率：88.0％。兩組比

較，治療組療效明顯優於對照組（P＞0.05）。 

5、討論 

現代醫學認為潰瘍性結腸炎（UC）是一原

因不明的大腸慢性非特異性炎症，該病與自身

免疫，局部感染，以及精神因素誘發等有關，

美沙拉嗪腸溶片在腸中崩解，大部分藥物可抵

達結腸，作用於炎症黏膜，抑制引起炎症的前

列腺素合成和炎症介質白三烯的形成，對腸壁

炎症有顯著的消炎作用，對腸壁的潰瘍有顯著

的修復作用，採用灌腸治療本灌腸液在結腸內

與腸上皮直接接觸而發揮作用，可抑制前列腺

素合成，消除氧自由基、抗炎、抑制免疫反應，

從而使症狀緩解，粘膜修復。本病屬中醫的

“泄瀉、腸癖、痢疾、便血”等範疇，病因病

機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脾虛是發病的基礎，熱

毒內蘊是發病的條件，脾虛日久，飲食不節，

情志所傷，肝鬱脾虛，感受濕熱，鬱而從熱，

症見諸症。治宜益氣健脾，養肝柔肝，清熱解

毒，方取四妙散合痛瀉要方加味，方中白術健

脾燥濕以扶脾土，白芍養肝柔肝，緩急以抑肝

木，防風升陽止瀉，配伍白芍疏肝解鬱，陳皮

理氣醒脾，蒼術健脾燥濕，薏苡仁健脾滲濕，

黃柏性味苦寒、善引下焦，祛下焦之濕熱，加

淮山助健脾之力，白頭翁、葛根助清熱化濕意

在加強清熱化濕之效，白及和血止血生肌。配

合保留灌腸，有利於藥物的直接吸收，對潰瘍

部位有明顯的修復作用，用時可減輕免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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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中西醫結合治療體現內外同治，標本兼顧 的作用。參考文獻：略 

---------------------------------------------------------------------------------- 

 

 

淺談各種癌症的臨床治療與研究 

王仁發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癌症，當屬腫瘤疑難雜症。 

下面談談癌症的起因。大多數癌症都是身

體虛弱，食物不潔，氣血兩虛，痰阻內絡，陰

陽失調，心情壓抑，精神不暢等多種情況，久

而久之因素連帶關係形成的病變，不管什麼癌

症都是氣血兩虛，痰阻脈絡，心情不暢和其他

礦物質、水質等造成癌症原因，但前者發生癌

症病變最多，前期癌症不知不覺，一般檢查都

是中後期才發現，所以在臨床治療過程中治癒

率很低，達不到理想結果。 

西醫不用溫、和、下、清、消，補表裏，

寒熱，虛實陰陽，我們就應用這一優勢二合為

一對患者進行施治效果不是最理想嗎？西醫

使用抗生素，激素等都對人體的危害，用中草

藥不是更理想嗎？而且中草藥是先以健脾胃

和中，清肝、解毒、化痰、散結理氣、定心安

神為先决治療解决基本問題，不傷害正常肌

膚，不增加痛苦，不破壞正常組織和正常細胞

保持正常生活，這是祖国医學對治療癌症的科

學發展“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觀，活用經典

敢於創新，少用劇毒藥，或者不用毒藥再創新

奇跡。 

治療癌症各方： 

①鼻咽癌：清瀉陰火、潤肺、解毒、活血

化痰、軟堅散結、健胃消食。 

單方：六月青、蛇頭草、山豆根、生地、

白芍、當歸、—枝箭，野靈芝、石菖蒲、半枝

蓮、喜樹、黃藥子、豬殃殃、鵝馬黃、大貝母、

山慈菇、石見穿、青天葵、槡寄生、水煎服。 

②肝癌：小葉龍磷草、茵陳、蛇頭草、一

支箭、石見穿、六月青、紫草、石蓮子、大腹

皮、野靈芝、白芍、扁豆、生地、鵝馬黃、貓

尾射、郁金、半枝蓮、白英、法半夏、了刁竹、

一枝黃花、茯苓、馬鞭草、扇葉葵、野杞子根、

盤龍生。 

⑧乳腺癌：貓爪草、蛇頭草、一支箭、腫

節風、山慈菇、菱角、鵝馬黃、郁金、繡花針、

石見穿、盤龍生、白芍、澤瀉、大貝母、桔梗、

丹參、知母、生地、麥冬、六月青。 

④子宮癌：蛇頭草、六月青、豬殃殃、石

見穿、薏仁、鵝馬黃、半枝蓮、追風箭、莪術、

茯苓、知母、金錢草、車前草、野靈芝、蒼術、

生地、土人參、繡花針、丹參、郁金。 

⑤肺癌：青天葵、白英、蛇頭草、肺心草、

桑接生、半枝蓮、桑葉、魚腥草、狗舌草、繡

花針、串錢草、麥冬、吊蘭花、蒲公英、丹參、

土人參、野靈芝、紫草。 

以上各種癌症：加服“自製醒消丸”都有

明顯的治療效果，如果沒有經過手術化療、放

療的患者效果更佳。如痛不可忍，野山杞子、

蟾酥、罌粟殼、川烏、草烏、散血子、鬧洋花、

馬錢子、細辛、搜山虎、七葉一枝花、藤七、

南星、半夏、木鱉子、蔓羅花、全細末適量冷

開水拌敷痛處有神效。 

 

 

 

 

 

積食治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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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鋒王銘 

(福安市中佘醫藥研究所) 

 
積食，不論男女老幼均有發生。人們常因

飲食不節，外感風邪，包括感冒、中暑等諸邪

在身，誤食補品，諸如人參、雞、犬、牛、羊

肉等，引發低燒、腹脹、腹痛、全身酸楚、四

肢無力，以致體能失調，導致高血壓、糖尿病、

腎炎、肝炎等症。如果只對症治療，因外邪未

祛，無法治癒。中醫認為“正不勝邪”，佘醫

稱之為“誤補”。50 多年來我用下法先驅

邪，後對症治療，取得較滿意之療效，特將治

驗推薦如下： 

（一）狗肉積食 

［A方］魚腥草 40g，甘蔗目 30g。 

［功效］祛邪化積。 

［用法］魚腥草與甘蔗目（即甘蔗每節長

出一個“目”，用刀削下），加水 500 毫升，

熬至 250 亳升，日分 3 次服。 

［B 方］白術、茯苓各 10g，澤瀉、

桑白皮各 12g，桂枝 6g（如體溫升高者可

加至 10～12g），豬苓 8g，山楂 15g。 

［功效］祛邪利濕，健脾化積。 

如併發急性肝炎者加綿茵陳 30g，潮熱者

加秦艽 10g，高血壓加地龍幹、牛膝各 10g。 

［用法］用水適量燉 2次，分午晚飯後各

服一半。 

［病例 l］雷某某，男，30歲，福安市穆

雲鄉南山村人。1973 年夏，吃狗肉一斤許，

不久染上急性肝炎、高血壓，經醫院治療未見

顯效，求醫於我。診其脈，實而有力，舌苔厚

濁，血壓 190／110 毫米汞柱，體溫 38.5°。

詢其曾吃過狗肉，遂用上兩方治之，連服 3

劑，諸症緩解。治療一個月，恢復正常。 

［病例 2］陳某某，女，52歲，福安市康

厝鄉郵亭村人。1976 年秋，因食狗肉致使雙

目失明，邀餘治之，用上法，連服 3劑症狀明

顯好轉，再用明目之劑調治半個月恢復正常，

至今年已耄耋仍健在，視力還好。 

［按］炎夏易中邪，加以勞累過度，誤食

強陽狗肉，極易得病，即“正不勝邪”也，肝

炎易染，血壓易升。治宜祛邪消暑，方用五苓

散加桑白皮、山楂以消邪，魚腥草、甘蔗目專

解狗肉之積，逐邪從小便排出，諸症消矣。此

法不損體，易康復。餘常用此法治之甚靈。 

（二）牛肉積食 

［A方］糯杆（即糯穀之稻杆）200g。 

［功效］糯杆專治牛肉食積。 

［用法］加水適量，熬湯日分三四次服。 

［B方］茯苓、白術、白果各 10g，澤瀉、

桑白皮各 12g，豬苓、桂枝各 6g，山楂 15g。

如低燒加銀花、秦艽各 10g，脈症合參，適當

調整。 

［功效］祛邪利濕，健脾化積。 

［用法］用水適量燉 2次，分午晚飯後各

服一半。連服 3～5天，療效顯著。 

（三）水雞積食 

［A方］水雞骨 20g。 

［用法］將水雞骨用草紙包緊，濕水後置

於草木灰內，燒存性一小時，取出熬湯服。 

［B 方］桑白皮、澤瀉各 12g，白術、茯

苓各 10g，桂枝 6g，山楂 15g。如有低燒加秦

艽 10g，高燒桂枝改為 10g、銀花 10g。 

［功效］健脾利濕，祛邪化積。 

［用法］用水適量燉 2次，分午晚飯後各

服一半。兩方同時用。 

（四）雞、鴨配桂元肉積食 

［A方］山楂 15g，桑白皮、澤瀉各 12g，

白術、茯苓、秦艽、鱉甲各 10g，豬苓 6g，桂

枝 8g，低燒加秦艽 6g。 

［功效］祛邪扶正。       

［用法］用水適量燉 2次，分午晚飯後各

服一半。 

［B 方］用桂圓核 10 粒紙包燒存性，煎

湯作茶飲。 

［病例］陳某某，女，32 歲，福安市糧

食局職工。長期低燒，體溫 37.5～37.8℃之

間，住某醫院治療半年未見好轉，又查不出病

因．遂求診于餘。按其脈實，苔濁，是因炎夏

邪氣不清，鴨子燉桂圓食後所致，遂用上法連

服 3劑，體溫正常，諸症均消。 

（五）糯米或粽子食積，引發胃、腹痛者 

［處方］佛手（質差、無氣味者無效）、

陳皮、郁金各 8g，白術、元胡、茯苓各 10g。

中暑加香薷、扁豆花、川樸各 10g。便秘加枳

殼 8g，石斛 10g。 

［功效］鎮痛，化積，消暑，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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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加水適量燉二次，上下午飯後

服。 

［病例］郭某某，女，53 歲，福安市康

厝佘族鄉湖心樓管理員。2007 年 7 月 3 日，

突發胃絞痛，嘔吐，尤以夜間為甚，多日未痊，

他藥未見效。診脈緩細，舌膩苔白。查其近一

二個月來，因工作忙，每早用糯米飯當早餐，

幹吃，不用開水或湯汁而導致積食。遂用上兩

方治之，一劑緩解，二劑顯效，三劑痊癒。 

（六）暴飲暴食積食 

［l方］藿香、桂枝各 6g，白術、茯苓各

10g，澤瀉 12g，內金 8g。嘔吐加陳皮、法夏；

肉積加桑白皮、山楂；穀物積加麥芽、神曲；

低燒加秦艽；高燒重用桂枝，或再加銀花、連

翹；咳嗽加桑白皮、桔梗。 

［功效］清邪，健脾，化積。  

［用法］加水適量燉二次，午晚飯後服。 

［2 方］葛花 12g，白術、茯苓、豬苓各

10g，佩蘭、白蔻、木香（後下）、青皮、神曲

（炒）各 6g，陳皮 8g，砂仁 5g（後下），澤

瀉 15g。 

［功效］解酒醒脾 

［用法］加水適量燉二次，上下午飯後

服。 

［病例］：王某，男，53 歲，福安市南湖

花園人，常愛與友人暴飲暴食，一醉方休，引

發腹脹腹痛，邀餘治之，用上方一劑緩解，三

劑諸症消除，後以清暑益氣湯調治之。 

 

---------------------------------------------------------------------------------- 

 

論根治哮喘病 

王健  王鋒  王銘 

(福建省福安風濕哮喘病研究所) 

 

哮喘病，衛生部定名為哮症，西醫稱之為

支氣管哮喘病，是當今世界上難以根治的疑難

病證之一，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 21 世紀重點

防治三大疾病之一，又把 5 月 10 日定為世界

哮喘日。古今中外醫學典籍雖有記載與論述，

也有各種不同治療手段和藥物，但如何治癒此

病，特別是根治，至今仍是棘手的難題。我國

部分地區調查發病率為 0.5-2%，有的地區高

達5%，估計全國至少有3000萬的哮喘病人(注

1)。如加上氣管炎、肺氣腫，患者人數更是成

倍增加。 

哮喘病，為害甚烈，如歌後鄧麗君、運動

健將柯受良皆因患此病而英年早逝。上世紀

70 年代，美國胸腔學會就認定“阻塞性肺部

疾病，是不可逆的病變”（注 2），衛生部 1993

年發佈《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第一

輯，國家目前還需要研究開發的中藥新藥以應

對 76種病症。哮證名列第二（注 3），可見國

家衛生部門，對研製開發此類藥物的重視。因

此，研究開發一種療法簡、療效快、費用少、

既不影響心、肝、腎與胃腸功能，又能達到根

治此病之良藥，是社會的期盼，也是我們醫學

科研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 

我出身於中佘醫世家，師承祖業，先父王

玉田清末秀才，亦諳醫道，醫術精湛；長兄王

阿景原為福安地區醫院名中醫，省衛生廳授其

“名老中醫”榮譽證書；次兄阿尚、季兄阿久

均為當地名醫，其“德昌藥行”名赫一時。餘

自幼跟隨父兄學習醫學，勤求古訓，稍長又拜

我省名老中醫陳玉銘，續學中醫針灸，得其真

傳。早在上世紀 60 年代初，為回應周總理對

全國醫學界向氣管炎作鬥爭的號召，在祖傳秘

方的基礎上，傾注多年心血，加以改進與完

善，由原來的丸劑改進為膠囊，又進一步研究

按中醫辯證論治分為寒型與熱型，用純中、佘

藥研製成國家發明專利產品“特效哮喘膠

囊”，運用臨床 50 多年，對大多數患者確有

根治之效，現報告如下。 

一、臨床資料 

1、一般資料，本文共觀察治療 300 例，

男 135 人，女 165 人，年齡最大 66 歲，最小

8歲，平均年齡 26 歲，病程最長 38年，最短

1.5 年，平均病程 12.4 年，寒型哮喘 253 例，

占 84.3%；熱型哮喘 47例，占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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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醫分型 

寒型：呼吸急促，喉中哮鳴、咳痰清稀，

色白或泡沫狀，形寒畏冷，口不渴或渴喜熱

飲，舌淡苔白滑，脈沉遲或浮緊。 

熱型：氣粗息湧，痰鳴如吼，咳嗆陣作，

痰稠色黃，咯痰不利或無痰，舌紅苔黃膩，脈

滑數。 

二、藥物組成與治療方法。 

本品為純中藥劑，其主要成份由人參、紫

河車、射幹、蘇葉、荷葉等 15 種地道中藥材，

經多道工序，精心鑽研優質提取，研製而成。

每粒膠囊 0.25 克，成人每晚服 4粒，65歲以

上服 3粒，少兒酌減。一日一次，只在夜間用

開水送服，成人服 10-30 天，兒童服 5-15 天

后，食欲逐增，痰咳減輕，哮喘銳減。3個月

為一療程，服完第一療程，即可痊癒，再服一

療程可根治；5年以上病程者，每增加一年病

程加服 1個月，以此類推，病程在 10 年以上

者，服藥一年亦可根治。肺氣腫、氣管炎仍按

上法更易根治。 

三、療效標準及結果 

根據衛生部《中藥新藥臨床指導原則》第

一輯，遠期療效判斷標準： 

1、治癒：無需任何平喘藥物，保持無症

狀一年以上者，本文改為 3年以上者為根治。 

2、顯效：偶用治喘藥物而緩解喘息者。 

3、喘息症狀有所減輕，但時常仍需藥物

治療者或緩解期延長，發作次數減少，發作時

間縮短者。 

4、無效：症狀無改善者。 

根據患者臨床表現症候的不同屬性、年

齡、病程，寒哮者服“寒型特效哮喘膠囊”，

熱哮者服“熱型特效哮喘膠囊”，共治療 300

例。

表 1   300 例不同病例療效分析 
 

5 年以内 6-10 11-15 16-20 21 年以上 合计 比例 

根治 92 57 36 44 15 225 85% 

显效 4 3 3 3 8 21 7% 

无效 1 3 5 6 8 21 8 

 

四、病例介紹 

例一：趙某，男，45 歲，北京民航管理

幹部學院教授，患哮喘病 8 年。1972 年 8 月

就診，咳痰清稀，症屬寒型，服“寒型特效哮

喘膠囊”1個月。症狀顯減，3個月哮喘消失，

連服 9 個月，至今 30 多年未見復發，來信稱

讚“祝哮喘膠囊，為更多患者帶來福音”。 

例二：張某某，男，51 歲，國家民政部

辦公廳主任。1992 年 4 月，由北京來福安，

在福安縣雷瑞華縣長、甯德市政協繆耕山副主

席陪同下，來我處治療，自訴：患哮喘病已 6

年之久，經常發作，尤以寒冬為甚，遍治無效，

舌淡苔白，咳痰清稀，服寒型膠囊 1 個月症見

好轉，連服 7個月，至今 14 年未見復發，到

青藏高原也不喘，連續 3年均寄賀年卡給我，

以表感謝。周總理生前保健大夫卞志強教授是

他的朋友知悉深受觸動，給我創辦的哮喘病研

究所來信祝賀，並親自寫信給衛生部藥政局潘

學田局長給予推薦。 

例三：陳奇珍，女，30 歲，福安市韓陽

衛生院護士長。患哮喘病 20多年，反復發作，

肌黃體瘦，多方治療，未見顯效，1966 年，

服用特效哮喘丸 1年（當時是丸劑，後改進為

膠囊），已根治，其夫黃松登系閩東醫院內科

主任醫師，親自在療效登記卡上讚揚“我愛人

患哮喘病經多方治療，效果不佳，自服特效哮

喘丸後，已根治，值得推廣”。 

例四：劉月梅，陳麗容，兩婦皆為福安市

康厝佘族鄉郵亭村人。1964 年，兩婦時年 39

歲，均患哮喘病 20 多年，反復發作，甚至小

便失禁，苦不堪言，兩人連服特效哮喘丸 1

年，均已根治，至今 47 載，未見發作。至今

兩人已逾 80高齡，仍健在，且身體正常。 

例五：中國中醫研究院陸綮基教授，曾患

哮喘頑疾 12 年，經我治癒後不曾復發，1992

年在重慶十二屆全國中醫學術研討會上與我

合影留念。 

五、體會 

年 

龄 病 

例 

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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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祖國醫學“肺為氣之主，腎為氣

之根，脾為痰之源”的原理，以我 50 多年的

臨床觀察，痰、瘀、虛是哮喘反復發作的宿根，

肺、脾、腎三髒的失調，是機體致病的重要因

素，西醫認為與過敏源有關，本膠囊具有益肺

健脾、化痰祛瘀，滋腎納氣之功。服後使患者

食欲增加，痰喘銳減，促進血液迴圈，增強機

體免疫力與抗過敏作用，消除哮喘的發作，從

而達到哮喘的根治。這種綜合整體調節療法的

觀點與近年來國內研究肺系疾病的最新提

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2、哮喘病是頑固性、反復性、發作性的

慢性頑疾，雖然國內外有新的治療手段方法，

但真正根治哮喘的療法與藥物，至今尚未有確

切發現，實踐證明，本品通過防治勞病之思

路，採用長時間，按病程、劃療程，分年齡、

定劑量的療法，既方便患者，且療效確切，又

能達到根治哮喘的效果，從臨床療效追蹤發

現，不少病例已隨訪 40 多年未見復發。 

3、標本兼治：自古醫家有‘未發扶正’，

‘已發祛邪’之說，本品標本兼治，配方恰

當，臨床療效證明，此藥已解決了這一難題。 

4、飲食護理有“三分治療，七分護理”

之說，哮喘也不例外，飲食的調攝宜忌，對疾

病的康復，體質的改善也極為重要。哮喘者的

飲食宜忌，應提防“寒涼生冷，過敏刺激”的

八字原則，我在 50 多年的臨床上也證實了這

點。 

5、根據《素問·生氣通天論》（注 4）中

“平日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陽氣已

虛”的原理，睡前時值陰盛陽衰之時，可趁陰

強之機，用藥滋補肺脾腎，兼化瘀祛痰之劑，

達到強化優勢而祛邪，擇時用藥，寓辨證於其

中，故本膠囊定於晚間服用，即順應人體生理

之自然，又能使藥中病所，“因天時而調氣

血”，可事半功倍，現代時辰藥理學也證明了

這個觀點。 

特效哮喘膠囊為純中、佘藥劑，具有劑型

簡單，標本兼治，療法簡易，療效確切，無毒

副作用，安全攜帶，服用方便，根治率高等特

點，且為社會所公認，體現祖國醫學對根治哮

喘的優越性。 

主要參考資料（略）。

---------------------------------------------------------------------------------- 

 

 

李東垣清暑益氣湯臨床應用體會 

練志平 鐘黎娟 

（福建省泉州市正骨醫院小兒骨科） 

 

 李氏清暑益氣湯出自李東垣《脾胃

論》，李氏認為，本湯證多由飲食勞倦，損傷

脾胃，外感或內生暑濕，傷津耗氣、氣機升降

失調而發，故以清燥之劑達到去除暑濕，輔以

理氣健脾之劑達到脾運健、調和氣機，再結合

益氣養陰之劑達到津液複、氣機和的目的。原

方由黃芪、蒼術、升麻、人參、澤瀉、炒神曲、

白術、炙甘草、當歸身、麥冬、青皮、陳皮、

五味子、黃柏、葛根組成，理氣健脾燥濕之品、

瀉火去暑生津之味，全方攻補兼施，標本並

治，氣血雙調，非夏暑之日專方，亦不拘於暑

濕一病，凡辨證準確者均可加減應用，旨在謹

守病機，靈活變通。現將其臨床應用舉例如下: 

1、發熱： 

患者許 XX，男，48歲，在職醫師， 因“發

熱、頭痛、全身酸痛 3 天” ，於 2012 年 1

月 11 日入院，患者自訴：約於 5 天前喝酒後

受涼後開始出現發熱、頭痛、全身酸痛、咳嗽，

自測體溫波動在 38℃～40 ℃，無氣喘、胸

悶、胸痛，無咯血，無午後低熱、夜間盜汗、

消瘦。自服用藥物，症狀未見明顯好轉。查體：

T：39.0℃；P：94 次/分；R：18 次/分；Bp：

110/70mmHg，咽部充血，扁桃體無腫大，雙肺

呼吸音稍粗，雙肺未聞及明顯幹濕性羅音。未

聞及胸膜摩擦音，無觸及胸膜摩擦感，觸診語

顫正常，雙肺叩診呈清音。 舌紅，苔薄少，

脈沉、細、數。血常規（20120111）：WBC：

10.1X10
9
/L，Neu%：74.7%，餘未見明顯異常。

立位胸片（DX427401-20120111）:支氣管炎。 

入院予頭孢曲松、左氧氟沙星抗感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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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巴韋林抗病毒，予川貝枇杷膏止咳化痰；沐

舒坦化痰。且服用解熱鎮痛藥(泰諾)，第 1～

3天，體溫仍波動於 39℃～39.8℃。 

入院第四天下午，發熱，T：38.8℃，口

服解熱鎮痛藥後出現腹瀉、大汗虛脫等症狀，

患者仍頭痛、全身酸痛，精神疲乏，口乾咽痛，

無惡寒，納差。舌淡，苔薄白，脈沉、細、數。

辨證：氣陰發熱、暑濕傷氣，予李氏清暑益氣

湯加減，益氣養陰，清熱利濕，處方：黨參

10 克，甘草 6 克，黃芪 15 克，當歸 10 克，

葛根 15 克，五味子 10 克，麥冬 10 克，  陳

皮 10克，神曲 10克，黃柏 9克，蒼術 10 克，

白術 10克，升麻 12克，澤瀉 10克，蟬蛻 10

克，服藥第 1 劑後，體溫降至 38℃，頭痛、

全身酸痛明顯改善，精神狀態明顯好轉，效不

更方，守前法，服藥第 2劑後，體溫降至 37.5 

℃，但尚有咳嗽、少痰。服藥第 3劑後，體溫

降至正常，有咳嗽，痰少。神志較前疲乏。繼

續調治 2 劑後咳嗽、咳痰明顯減少，體溫正

常，精神好轉，疲乏緩解，食欲改善。辦理出

院，適當調理後痊癒。 

析：臨床上發熱患者非常多見，現代醫學

認為發熱病因絕大多數屬感染性，少數為非感

染性，感染原因以呼吸道、泌尿道和消化道最

常見，以及某些急性傳染病和其他系統的感

染；非感染性發熱如風濕熱、過敏、血液病、

惡性腫瘤等，中醫學認為發熱有外感發熱，內

傷發熱，是許多醫者在臨床實踐中經常遇到的

棘手問題。該患者素體氣陰兩虛，剛好春節長

假期間飲食不節，嗜食肥甘，飲酒過度，濕濁

內生，蘊化濕熱，此次外感而引發雜病，並加

重雜病，從而形成氣虛濕熱表裏夾雜之病症。

符合李氏清暑益氣湯病機，故果斷投以李氏清

暑益氣湯，果然收穫奇效。 

2、兒童環樞關節半脫位 

患者袁某，男，10.0 歲，學生，因“頸

部歪斜、疼痛、活動受限 1個月余”，於 2011

年 04 月 18 日入院。患者自訴：1 個月餘前，

感冒發熱，扁桃體炎，出現頸部疼痛，活動受

限，並見頸部歪斜，曾就診兒童醫院，口服藥

物（具體不詳），頸部歪斜、疼痛時好時壞，

查體：頸部歪斜、疼痛、活動受限，形體偏瘦，

頭部向左側傾斜，頸部右側肌肉緊張，局部肌

肉壓痛，頸椎活動受限明顯，病理征未能引

出，四肢肌力肌張力正常。舌淡紅，苔薄黃，

舌根部黃膩，脈細，咽部無明顯充血，雙側扁

桃體Ⅱ°腫大。病史：患兒平素喜食油炸、肥

甘厚品，零食，平時容易感冒，扁桃體炎。X

線片（20110412）示：頭部左偏，左側寰齒、

寰樞關節間隙較右側略增寬。血常規

（20110420）：WBC：8.5X109/L，Neu%：55.7%，

餘未見明顯異常。肝腎功能未見明顯異常，血

沉 5mm/h。 

入院予丹參改善血液迴圈，枕頜吊帶牽

引，局部中頻脈衝理療，並予雙氯芬酸鈉凝膠

外用消炎止痛，中醫辨證施治：氣陰兩虛，治

予 “清熱益氣生津”，予自擬方口服，方藥

如下：玄參、生地、浙貝母、蒲公、桑葉、防

風、桔梗、馬勃、夏枯草、赤芍、甘草，3劑

後頸部疼痛、活動有所緩解，但是頸部歪斜仍

未改善。 

第 4天后，再次辨證：氣陰濕熱、升降失

調，予李氏清暑益氣湯加減，處方：黨參 8g、

甘草 4g、黃芪 10g、當歸 8g、麥冬 8g、五味

子 8g、青皮 8g、陳皮 8g、神曲 8g、黃柏 8g、

蒼術 8g、白術 8g、升麻 8g、澤瀉 8g、葛根

10g，服藥 3劑後，頸部疼痛、活動基本緩解，

頸部歪斜明顯改善。繼續 2劑鞏固，患兒症狀

基本消失。 

析：環樞關節半脫位，又名環樞椎旋轉半

脫位，兒童多發病之一，發病前可有上呼吸道

感染史或外傷史，環樞椎半脫位臨床上主要表

現為頸部疼痛，有的甚至向枕部、耳部放射，

突發性斜頸，其以頭部屈曲同時向一側偏斜，

頸部活動受限。其病程較短，數日內出現症

狀，經臥床休息平臥位墊高肩部後或行牽引治

療 1周左右，多數症狀、體征即可消失，少數

病兒病程較長持續性斜頸，甚至導致頭面部不

對稱性發育畸形。該患兒平常易感冒發熱，扁

桃體炎，日久熱邪蒸津耗氣，肢體關節失其濡

養，筋脈則失其綴絡肢體關節，骨節失於約

束，骨位不正，失其正常功能，故見頸部活動

受限。平素喜食油炸、零食等，飲食不健康，

損傷脾胃，導致濕熱內生，阻止氣機，升降失

常，穀精不能上升濡養筋骨，導致頸部歪斜，

濕濁不降，故見舌苔黃膩，形成氣陰虛兼濕熱

之病機，符合李氏清暑益氣湯病機。在臨證中

筆者常用此方治療環樞關節半脫位，效果明

顯。 

李氏清暑益氣湯在臨床中應用廣泛，諸多

醫者在臨床實踐中以李東垣清暑益氣湯治療

一些久治不愈的疑難雜症，屢有效驗。盛夏多

暑邪，但亦有陰寒，隆冬多寒邪，但亦有暑熱，

清暑益氣湯的應用不拘於季節，非夏暑之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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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亦不拘於暑濕一病，凡辨證為氣虛濕熱者 均可加減應用，旨在謹守病機，靈活變通。 

--------------------------------------------------------------------------------- 

 

 

小柴胡湯加減治療中風病心得 

陳興友 

（廣西桂林） 

 

 

中風是由於陰陽失調，氣血逆亂，使風、

火、痰、瘀痹阻腦脈，或者血溢腦脈之外，臨

床以突然昏僕、神識昏蒙、口舌歪斜、語言不

利、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或不經昏僕而僅以歪

僻不遂為主證的一種疾病。現代醫學認為是人

到年老，機體衰退，陰陽失調，氣血逆亂，直

沖犯腦所致。致病原因有:l、外在因素，人生

活在自然界中，時時刻刻都受著大自然"六淫

"(風、寒、署、濕、燥、火)的煎熬，當人體

生理機能在失調狀態下或"六淫"變化超過了

人體機能所承受的限度時，人就生病了;2、內

在因素，人體機能先天稟賦不足，人隨年增，

損多正衰，陰陽失調，氣逆血瘀;3、人為因素

是"七情" (喜、怒、憂、思、悲、恐、驚)、

飲食勞倦等。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生活

水準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從過去的缺吃

少穿，迸入溫飽步入小康。在這二十年的過程

中，一部分人吃喝風盛行，賭氣成風，酒色無

度;也有的人為了生活，心欲不達，各種壓力

極大，"七情"因素對人機體致病顯得尤為突

出，中風病日趨年青化。 

中風病其性質為:本虛標實，上盛下虛。 

其病位在腦。與五臟六腑有著重要關係。 

中醫分型為:氣血虧虛→瘀阻腦脈;積損

正衰，肝腎陰虛→陽亢動風;煩(房)勞過度，

陽氣升張→陽化風動 ;情志過極，五志化火→

心火暴盛 ;肝陽驟亢→肝風暴動 ;飲食不

節，脾失健運，痰濁內生→痰熱動風。 

其病機為:虛 (肝腎陰虛、氣虛);火 (肝

火、心火);痰(風痰、濕痰);風(肝風);氣 (氣

逆)血 (血瘀)。 

治療原則:表裏雙解，通化栓塞，標本兼

治，特別是急性期顯得十分重要;恢復期應

以，扶正祛邪，益氣活血，滋養肝腎，育陰熄

風為準繩。 

例一、 

易XX，男，50歲，農民。 

患者于1996年9月3 日下地農作，突感頭

暈，右側肢體有些麻木，活動不靈，當天由家

人攙扶住進醫院，診斷為:腦栓塞。經治六天，

病情不見好轉，反而加重，患者要求出院，醫

生說，病有起色了，不能出院，又住五天，病

情還是不見好轉，患者強烈要求出院。 

9月l2日出院後，邀我診治，患者訴說:

共住院ll天，每天輸液8-9瓶，腹脹不能平臥，

十分痛苦。平時嗜酒，有頸椎病。望診:神志

清，言語不利，口眼歪斜，腹脹不能平臥側轉，

右側肢體癱瘓，面色晦暗，舌質暗紅苔白膩，

脈弦滑。 

此屬肝風挾痰上擾清竅，留滯腦脈，腦脈

痹阻，水濕停滯。治法:平肝熄風化痰，活血

通絡，利水消滯，通化栓塞，標本兼治。處萬，

小柴胡湯加減:柴胡12克、黃芬IO克、黨參12

克、半夏io克、甘草6克、生薑9克、紫萍12

克、夏枯草12克、白芍15克、葛根30克、生首

烏藤50克、陳皮l5克、天麻15克、枳椇葉6克。

水煎服，日一劑，日服七、八次，總量注500

至600毫升。 

二診(9月14日):照上方服二劑，小便二

十多次，大便五次，腹脹全消，身體能側轉、

攙扶能坐，頭暈減輕，己思飲食。 

三診(9月19日):上方服五劑，舌質淡紅

苔薄白，言語正常，口眼歪斜己正，頭暈消

失，右側癱瘓肢體有了力量，在家人看護下，

自己扶著床邊可站立幾分鐘，也能移動幾步

了，飲食正常，癱瘓肢體感到疼痛。 

四診(9月24日):上方加減:柴胡l2克、黃

苓10克、黨參12克、半夏10克、甘草6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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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6克、夏枯草l2克、天麻15克、白芍15克、

葛根15 克、生首烏藤25克、、陳皮9克、黃

芪25克、當歸12克又服十劑，面有色澤，言

語流利，走如常人。一年後追訪，身體健康，

生活滿意，沒有留下後遺症。 

例二、 

李XX，男，40歲，農民。 

患妻主訴，其夫於2009年4月9日給同村

堂兄蓋房子，白天辛苦了，晚上就多喝了幾

杯酒，晚十點鐘就回家休息了(天妻分床)，

第二天早上九點了，還未見起床，其妻破口

大駡，但仍禾見動靜，以為丈天不理睬她，

一氣之下抓住丈夫的手就往床下拖，人拖到

一半在床上，一半在床下才發現，手足發潦，

肢體僵直，神志不清，才知道情況不妙，急

打電話，邀我急去診治。 

4 月l0門早上十點，我趕到患者家，見

症狀:手足發涼，肢體僵直，神志不清，左半

身不遂，舌強不語，面青紫，舌質紅繹，舌

苔黃黑，脈弦數。病機:長期心情不好，加上

飲酒過多，酒熱助風，肝火更旺，風火相煽，

上沖犯腦，經絡腦脈痹阻，己中臟腑。又察

患者神志，雖然不清，但可以喂進藥物。 

治法:平肝熄風，清熱瀉火，清解酒毒，

通化栓塞。處方:小柴胡湯加減:柴胡15克、

黃苓15克、黨參12克、麥冬30克、甘草6克、

生薑6克、夏枯草20克、白芍12克、紫萍6克、

幟懼葉3O克。生首烏膝50克、天麻15g，鉤藤

l5g (後下) 。囑家屬急取藥物，煎好，慢慢

喂下，日一劑，日服七、八次，總藥量控制

在500---600毫升。 

二診(4月12日) :上方僅服一劑，大便小

便多次，手足暫溫，肢體不再僵直，神志轉

清，左半身肢體能動盪，但無力，能坐立床

上。服兩劑後，就下床活動了，語言清亮，

面青紫消退，苔黃黑己退去。 

三診(9月19日):效不更方，上方囑服七

劑，諸症皆除，能拉板車，勞動如常。沒有

留下後遺症。 

例子三 、 

王XX，女，50歲，農民。 

患者2013年4月13日下地種菜，突然昏

僕、不省人事。家人及時送醫院搶救，經CT

診斷為:右側顱內出血，己超過30毫升。醫院

通知家屬，要做開顱手術搶救，家屬簽字後，

及時進行了手術，24小時後檢查發現顱內水

腫嚴重，接著又做了第二次手術，並去掉了

右側一大塊顱骨，住院40天后出院回家。6月

20日邀我前去診治: 

症見:右側顱骨己取出一大塊，大腦向外

突出如球狀，神志有時不清，左半身不遂，

患側手足冰涼，手捏有微痛感，言語不利，

面色黃白，舌質暗淡，舌苔黃膩，有痰食少，

身體肥胖，脈弦滑。五年高血壓史。 

病機:此屬肝熱血癱挾痰停飲證，顱內水

腫瘀腫仍然存在。 

治法:平肝熄風化痰，活血通絡，利水導

飲，通栓化塞，標本兼治。處方:小柴胡湯加

減:柴胡15克、黃苓l5克、黨參12克、麥冬30

克、甘草6克、生薑6克、白芍12克、厚樸24

克、紫萍6克、生首烏藤50克、夏枯草20克、

天麻15g，鉤藤l5g (後下)，中藥十劑，水煎

服，日一劑，日服七八次，總藥量控制在

5OO---600毫升。 

二診(6月30日):上方服十劑後，大便小

便正常，手足轉暖，手捏左上肢有痛感，下

肢大趾能前後曲動，但無力，在床上能仰坐，

飲食有增，肚腹鬆軟多了，精禪好轉，大腦

向外突出如球狀的部分已平坦。效不更方，

上方又囑服二十劑，服法同前。 

三診(7月19日):上方服二十劑後，氣色

精砷已如常人，能坐在椅子上吃飯，在家人

攙扶下能走二十米遠的路了，手足關節疼

痛，有螞蟻爬行感覺。原方加減:柴胡12克、

黃苓10克、黨參l2克、麥冬12克、甘草6克、

厚樸10克、紫萍6克、生首烏藤20克、夏枯草

10克、大麻l5克，鉤藤l5g(後)全歸12g、川

芎l5克、紅花10克、威靈仙10克、秦艽10克、

乳香10克、油松節6克。囑服二個月，服法同

前。8月2O日打來電話說，生活能自理了，但

手一直不能活動，留下了後遺證。 

按:小柴胡湯，是為治病邪蘊積在機體半

表半裏的少陽病而設的，為什麼治療中風病

如此有效呢?本人認為: 

一是病邪積累過程:要從病邪積累發展

過程進行分析，病邪作用人體的程式應是先

表後裏，由淺入深，先經絡後臟腑，最終直

沖犯腦，或栓塞或溢血; 病邪來勢的緩和兇

猛，決定中病的輕重緩急，既有病理過程又

有時間過程：中風一旦發生，滯留在身體半

表半裏的病邪還在繼續危害機體，甚至更

猛，這是病邢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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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診治時間:越及時越好，及時治療能

縮短治療時間，治癒率高，留下後遺證的機

率大大降低，這樣患者的生存品質高。我臨

床十多年，冶中風病二十三例:（栓塞二十

例，顱內出血少於20毫升三例)，小柴胡湯加

減，無不屢見奇效。三是用藥：我認為，中

風的病灶周圍(或栓塞或溢血)，肯定會有瘀

血水腫形成，一旦形成了，顱內壓力就升高，

腦細胞在水腫、栓塞情況下，得不到血液或

得到很少的血液滋養，時間長了，就會造成

腦細飽缺血壞死，造成神經系統功能障礙。

給患者留下了致命的後遺證。小柴胡湯加減

合用就能標本兼治(方中夏枯草、天麻、紫萍

等對顱內降壓、水腫、瘀腫、化栓療效極佳)。 

如果上述的"認為"是客觀存在的，標本

兼治的理論正確，應用臨床診治中風病 (不

光是中風病)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 

 

 

慢性胃炎的中醫辯證治療經驗淺談 

王火成 

（晉江市中醫院） 

   

 

慢性胃炎屬中醫胃脘痛範疇。臨床以胃脘

脹痛、隱痛、納差、噯氣、乏力為主要症狀。

病變部位在胃，與肝、脾關係密切。病程長，

歷時已久，導致脾胃虛弱，運化失司，濕熱痰

瘀夾雜。筆者多年來，對慢性胃炎的中醫辯證

治療，略有所悟，簡介如下： 

一、肝胃不和 

肝鬱氣滯，橫逆犯胃，引起胃脘脹痛，連

及兩脅，噯氣頻作，心煩喜嘔，食欲減退，舌

苔薄白，脈弦。治療宜疏肝理氣，和胃止痛，

自擬疏肝和胃飲加減：柴胡 10g 白芍 15g  枳

殼 8g  香附 10g  玄胡索 8g  川楝子 9g  白

術 10g  茯苓 10g  佛手片 8g  炒麥芽 20g  

炙甘草 5g ，每日一劑，水煎服。如胃氣上逆，

嘔吐，加旋複花 8g（布包煎），代赭石 20g（先

煎）降逆止嘔；肝膽鬱熱犯胃，胃失和降，或

濕熱內阻，有燒灼感，泛酸嘈雜，口幹口苦，

加黃連、黃芩、半夏、郁金、竹茹；煩躁失眠，

胃不和引起臥不安，加茯神、麥冬、淮山養胃

陰，安心神。但是辛溫理氣藥，要中病即止，

以防耗損胃陰。 

二、脾胃虛弱 

脾虛運化不健，胃脘脹悶不適，隱痛綿

綿，不思飲食，或食後加重，神疲乏力，舌質

淡，苔薄白，脈細。治療宜健脾益氣，溫中和

胃。宜香砂六君子湯加減：黨參 10g 白術 10g

茯苓 10g  半夏 8g  陳皮 6g  木香 8g（後下） 

桂枝 6g  白芍 10g  炒麥芽 20g  甘草 5g 。

每日一劑，水煎服。泛吐清水，喜熱飲，胃中

有寒加幹薑、吳茱萸；虛寒甚去白芍，加附片。

濕困脾胃，口甜，納呆，苔白膩，加蒼術、藿

香、佩蘭、白寇仁化濕醒脾健胃；脾胃虛弱，

氣虛下陷加黃芪、升麻、幹葛；脾虛便溏加炒

苡仁、炒芡實、炒扁豆； 

食滯，脘腹飽脹，厭食，加萊菔子、雞內

金、神曲、山楂消積導滯。 

三、胃陰不足 

胃陰虛，胃氣不足，引起胃脘痞塞，嘈雜

隱痛，納差，口幹，大便幹結，舌質紅，苔少，

脈細。治療以自擬芪參斛蒲飲加減：黃芪 20g  

北沙參 15g  石斛 15g  蒲公英 20g 麥冬 10g  

白芍 12g  淮山藥 15g  川楝子 9g  白芨 10g  

玄胡索 8g  甘草 5g  每日一劑，水煎服。口

乾舌燥，胃中嘈雜，胃酸缺乏，加烏梅、山楂、

木瓜酸甘化陰；上腹脹痛，氣機阻滯，酌加理

氣不傷陰佛手、玫瑰花行氣止痛；氣滯血瘀，

阻滯胃絡，引起胃脘刺痛，痛有定處，按之加

劇，加制乳香、五靈脂、郁金、九香蟲化瘀通

絡，行氣止痛；大便幹結加生白術、火麻仁、

瓜蔞仁潤腸通便；疼痛吐酸，伴消化性潰瘍，

加白芨、烏賊骨、瓦楞子；西醫檢查有幽門螺

桿菌，加黃連、蒲公英、大黃、仙鶴草，有清

熱，抑制幽門螺桿菌的作用。 

病案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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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某，女，58 歲。因胃飽脹不適一月餘，

胃鏡檢查，提示慢性萎縮性胃炎，服西藥效果

不顯，轉診中醫 

患者形體消瘦，胃部痞滿隱痛，嘈雜不

適，有燒灼感，口幹不欲飲，大便結，舌質紅，

苔光剝，脈細 

診斷：胃脘痛（氣陰兩虛） 

治療：益氣養陰，和胃止痛。擬芪參斛蒲

飲加減： 

黃芪 20g  北沙參 15g  石斛 15g  蒲公

英 20g  麥冬 10g  淮山 15g 

白芍 15g  太子參 15g  佛手片 10g  川

楝子 9g  白芨 10g  甘草 5g 

每日一劑，水煎服。 

先後用此方隨證化裁，服藥 30 餘劑，胃

脘痞脹，隱痛，嘈雜不適等症狀基本消失。 

囑其注意飲食，適度調養，隨診一年，至

今未復發。 

按：患者因胃陰不足，胃失濡養，久而脾

胃虛弱，導致氣陰兩虛。經用益氣養陰，和胃

止痛的芪參斛蒲飲加減治療。方中的黃芪乃補

氣之要藥，甘溫味薄，補而不膩，對中氣不足

確有良效；北沙參甘潤微寒，滋而不膩，涼而

不瀉，配石斛、麥冬有助養胃陰；蒲公英性味

寒涼，能調理胃陰不足，防其裏熱滋生，並且

有抑制幽門螺桿菌，對胃黏膜炎症有消炎作

用；白芍、甘草酸甘化陰，玄胡索、川楝子、

佛手片行氣活血止痛；太子參甘平，益氣生

津，補而不燥，養陰而不膩，為補氣益陰之佳

品；白芨入肝、肺、胃經，有收斂止血，消腫

生肌之功。對胃黏膜及潰瘍面有保護作用，促

進病灶癒合。以上諸藥合用，對氣陰兩虛的胃

脘痛有較好的治療效果。 

體會： 

慢性胃炎，是臨床常見的慢性疾病。病程

長，病機複雜。多呈本虛標實，虛實夾雜，治

療頗為棘手。根據臨床經驗，治療胃脘痛，必

須抓住主要矛盾，脾胃虛弱，胃陰不足是本，

肝氣橫逆，濕熱內阻，氣滯血瘀是標。所以要

明確辯證，分清寒熱虛實，遣方使藥，隨症化

裁是非常必要的。也要注意，凡味厚甘膩，大

寒大熱，破氣攻下，性味峻猛，有礙胃氣之藥，

都要慎用，既要用，也要輕投，中病即止。同

時也要囑咐患者，注意調節飲食，保持良好心

態，定期檢查，對慢性胃炎的治療及預後，都

非常重要。 

---------------------------------------------------------------------------------- 

 

 

中草藥治療癌證经验体会 

黃必芬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笔者三十多年来用中药治疗癌症，略有心

得，介绍如下。 

癌證的病因是風、寒、邪息毒和熱毒進入

全身日久成為寒毒，膠結難解，影響到人的心

臟、肝、腎，經絡不通，全身腫大。 

癌症的病機，多有變化，非常復雜，癌症

之所以難治就在於癌症病人經常出現寒熱錯

雜，虛實夾雜，陰陽互見，癌毒攻身。就拿噎

膈來說吧，五噎氣、憂、食、勞、思，五膈、

憂、恚、寒、熱。但歷代醫家關於噎膈病機的

論述還是各有所見，各有所長，缺乏了全面的

中肯之論。 

現代中医對噎膈病機的認識全則全矣，但

仍有泛泛而談之嫌，沒有找出病機的特殊性，

因而在病因病機上分為憂思鬱怒，飲食所傷、

寒溫失宜，房勞傷腎四種，证型上分為痰氣交

阻，津虧熱結，痰瘀內結，氣虛陽微四類，這

種分型論治看起來頭頭是道，但在臨床的癌證

病人卻很難對號，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可以有

熱、寒、氣、痰、瘀、虛等不同或兼夾，但本

病的基本病機是貫穿始終的，衹不過或隱或現

或強或弱而已。如果我們不能抓住病因病機，

就衹有見痰治痰，見血治血，見虛補虛了，往

往是熱尚未去，寒又復起，潤燥則痰泛，化痰

則傷陰，且痰血未化，已體虛不耐了。所以我

認為噎膈的基本病機是癌毒膠固，陰衰陽結，

寒熱錯雜，痰氣血瘀，上下不通，本虛標實，

癌毒才是噎膈頑固難愈的本質問題。癌毒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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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陰衰陽結，難分難解，衹有既針對癌毒又針

對陰衰陽結，寒熱錯雜，痰氣血瘀，上下不通

的復雜病機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抗癌扶正，養陽通陽，清熱散寒，化痰活

血。治療方有：石打穿 30g、鵝管石 12g、威

靈仙 12g、人參 6g、當歸 12g、內花蓉 5g、槍

子 10g、生薑 6g、枇杷葉 12g、降香 12g、代

赭石 20g、瓜蒌 12g、竹茹 12g，水煎服，每

日 1 劑，10 天一個療程。食道癌、胃癌症病

人，先服中藥三個療程，後服草藥仙鴿草

20g、三豆跟 20g、野椒葉 20g、天鵝草 20g、

餓馬黄 20g、白花蛇舌草 30g、黃連 20g、鐵

樹葉 50g、猴桃根 20g、馬鞭草 20g，三個療

程，治好了食道癌 14人，胃癌病 16人，效果

滿意，具有藥力平穩、見效快而持久的特點，

部分患者經活檢證實查不到癌細胞。在不同的

癌證有不同的方法治療，青礞石加樟樹油，治

療腦瘤證；海浮石和青河絲草治療肺癌；肝癌

用上藥加花蕊石和馬鞭草；子宮癌加紫石英和

蒲公英等，取得良效。對癌證的病情，用中藥

和草藥交叉治療，更換的治療方法與加減。在

癌細胞對這藥物將要產生耐藥性之前，改用另

外的一種藥物，以便對腫瘤細胞持續打擊，進

而殲滅。

---------------------------------------------------------------------------------- 

 

 

片仔癀在急性會厭炎治療中的應用 

餘琴棋   盧惠卿 

（安溪縣中醫院耳鼻咽喉科） 

 

 

急性會厭炎是喉科急重症之一，又名急性

會厭感染、急性聲門上喉炎、蜂窩織炎性會厭

炎等，是急性喉炎的一種特殊形式。主要表現

為會厭及杓會厭襞的急性水腫伴有蜂窩織炎

性變，或形成會厭膿腫。因會厭的靜脈血流均

通過會厭根部，故會厭根部如受到炎性浸潤的

壓迫，使靜脈回流受阻，會厭將迅速發生劇烈

水腫，且不易消退。是一種危及生命的嚴重感

染，可引起喉阻塞而窒息死亡。全年均可發病，

男性多於女性，早春、秋末發病多見。屬於中

醫猛疽、喉癰、咽喉生癰、咽喉生瘡、下喉癰、

會厭癰範疇。本病以藥物治療為主，選用足量

抗生素及腎上腺皮質激素類藥物，並給予霧化

吸入，抗組胺類藥物，備氣管切開。近年來我

科收治成人急性會厭炎 52 例，配合片仔癀含

服治療，取得較好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本組 52 例患者中，男 33例，女 19例，

年齡 16—65 歲，平均 44.5 歲，首發症狀到就

診時間，最短為 1 小時，最長為 4 天，12 小

時以內就診 18 例。發病誘因：受涼、感冒或

勞累後引起的 30 例，外傷及異物傷 6 例，酗

酒 3例，魚蝦及藥物過敏者 2例，無明顯誘因

的 11例。主要症狀：均有咽痛，吞咽困難 43

例，呼吸困難 6 例，發音含糊似口中含物 12

例，喉喘鳴 2倒，流延 11例，發熱 18例（體

溫 37.8℃——39℃），咽部充血 36 例，Ⅱ度

呼吸困難 23 例，Ⅲ度呼吸困難 2 例，會厭舌

面輕度充血水腫 9例，中度充血水腫 31 例，

重度充血水腫呈球形隆起 12 例。會厭充血水

腫伴軟齶充血水腫 7例，合併杓會厭皺襞充血

水腫 5例。會厭表面形成假膜或膿腫 2 例。 

2 治療方法及結果 

本組 52 例患者中，均用頭孢菌素類抗生

素+地塞米松靜脈滴注，同時用慶大黴素+地塞

米松+糜蛋白酶每日 1—2次霧化吸入。並配合

片仔癀含服，0.15 克每日 3-4 次。 

結果：本組 52例患者中，氣管切開 0例，

會厭切開 1例，0例復發，住院時間 2—8天，

平均 5天，全部治癒出院。 

3 討論 

國內外有文獻報告，成人急性會厭炎發病

率有逐年增多趨勢，發病突然，因此對病情進

展和呼吸困難程度的及時判斷是對本病進行

有效治療的關鍵。急性會厭炎的死亡原因，主

要是由於會厭舌面粘膜下結締組織鬆馳容易

出現水腫，腫脹的會厭向後遮蓋了聲門，杓狀

會厭皺襞水腫後，用力吸氣時，內翻致使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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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更加狹小，如滯留的分泌物被吸入狹小的聲

門裂，可發生喉阻塞，甚至窒息死亡〔1〕。成

人急性會厭炎治療的重點是應用足量的抗生

素，消除喉頭水腫，及維持呼吸道通暢，若來

診時呼吸困難嚴重者，在做好氣管切開術的準

備下，立即給予吸氧，靜脈給予地塞米松 10

—20 毫克，同時給予霧化吸入。本病屬於中

醫猛疽、喉癰、咽喉生癰、咽喉生瘡、下喉癰、

會厭癰範疇。本病的病因與喉關癰大致相同，

皆因外邪侵犯，引動肺胃蘊熱，循經上犯於咽

喉，內熱外邪博結於會厭，致氣滯血瘀，壅聚

作腫；若熱毒較甚，熏灼血肉，終致肉腐成癰。

中醫治療原則是疏風清熱，解毒消腫。片仔癀

牌片仔癀是蜚聲中外的名貴中成藥，是漳州片

仔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家生產的中成藥錠

劑，其處方、工藝均屬國家絕密級秘密，是國

家一級中藥保護品種。功能主治：清熱解毒，

涼血化瘀，消腫止痛。適用於熱毒血瘀所致急

慢性病毒性肝炎，癰疽疔瘡，無名腫毒，跌打

損傷及各種炎症。 採用配合片仔癀含服治療

急性會厭炎，有明顯消腫止痛、減輕喉頭水腫、

減少併發症、縮短病程等作用。因下喉癰病位

較低，一般的含漱方法則藥液難於到達病處，

用含服法則效果較佳。 

【參考文獻】 

〔1〕 孔維佳.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北

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8. 

---------------------------------------------------------------------------------- 

 

淺談慢性萎縮性胃炎（CAG） 

  柯孝棟 

（晉江市西園街道官前社區第一衛生服務站） 

 

 

指胃粘膜反復受損害，粘膜血流減少，防

禦機制破壞，和胃蛋白酶對胃粘膜損傷，致粘

膜固有層腺體萎縮、減少，粘膜變薄，基層增

厚的病理改變，或伴幽門腺化生或腸腺化生。

胃鏡及病理檢查方可確診。 

一般認為慢性淺表性胃炎→慢性萎縮性

胃炎→腸上皮化生→異型增生→胃癌。臨床上

把慢萎胃伴腸上皮化生、異型增生稱胃癌前期

病變。伴中等以上異型增生和不完全大腸型化

生稱真正胃癌前期病變。伴重度腸化生和重度

不典型增生才有癌變可能。發病率 10%。 

症狀以上腹部痞悶、脹滿、胃堵、難受不

適,噯氣泛酸，燒灼噁心嘈雜。食欲尚可但食

後不舒不敢多吃。輕中度貧血、頭暈、神疲乏

力，重者消瘦。是一種多致病因素疾病。 

病因： 

1、 HP 感染：有 60%¬--90%胃粘膜可培養

出幽門螺桿菌。 

2、 病毒感染：輪狀病毒、柯薩奇病毒，

可能包括胃癌病毒，建議科研人員在這方面加

強研究。 

3、 免疫因素：慢萎胃尤其胃體胃炎在其

血液、胃液及萎縮的粘膜漿細胞可找到壁細胞

抗體或內因數抗體，故認為自身免疫是相關病

因。 

4、 膽汁或十二指腸液反流。 

5、 體質因素：統計結果示與年齡成顯著

正相關，年齡愈大，胃粘膜抵抗力愈差，易受

外界因素影響致病。 

6、 外因：腎上腺皮質激素、酒、阿斯匹

林、吲哚美辛、保太松、某些抗生素可損傷胃

粘膜屏障，尤其皮激素干擾機體對病毒細菌抗

體的產生，降低免疫反應，有利病毒在體內定

植和繁殖而致病。抗質子泵藥可使胃酸分泌為

零致病菌病毒乘機繁殖致病。 

治療：一般療程六個月 

1、 抗 HP：痢特靈 

2、 抗病毒：西咪替丁抑酸保護胃粘膜又

抗病毒。V.C 促膠原蛋白合成，提高抵抗力，

增強中性粒細胞趨化和變形力，提高殺菌力;

促淋巴母細胞生成，提高機體對惡變細胞識別

力和殺傷力;參予免疫球蛋白合成，促干擾素

產生，干擾病毒轉錄抑病毒增殖。 

3、 弱酸：米醋 1-2 匙 1x3 或 10%稀鹽酸

5-10ml 1x3（無酸或低酸者)。 

4、 治療口腔、咽、鼻感染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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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肽胃泌素，促壁細胞分泌鹽酸，增

胃蛋白酶分泌外，對胃粘膜及上消化道粘膜有

明顯增殖作用，治無酸或低酸者。早餐前半小

時肌注 1 次，15 天后改二日一次，29 天改一

周兩次，3 個月一療程，對輕中度慢萎胃效

佳，有促腺體修復。 

6、 中藥治療：辨寒熱虛實，在氣在血，

臟腑部位。 

 a：辨寒熱：胃陣痛急迫（慢病急作）、

口幹苦、胃區灼熱感、苔黃燥或黃膩為熱。口

淡唾液多欲嘔、便溏、食冷物飲冰、冬天加重、

苔白舌淡為寒。 

b：辨虛實：饑甚喜按、苔薄、久病、疏

愈劇、頭暈神疲乏力為虛。慢病急作，有氣滯、

痰濕、飽甚補不效苔厚者為實。 

c：辨氣血：初病痛且痞在氣，久刺痛拒

按入絡，黑便舌紫多瘀。 

d：辨臟腑：實證多肝胃、虛證多脾腎。

在肝胃者連及胸脅少腹，脈弦口苦、苔厚。在

腎者腰酸足軟頭暈耳鳴苔薄。胃灼熱嘈雜得食

暫止、口幹苔中脫為胃陰虛，舌光無苔為脾陰

虛。 

常用方：甘草瀉心湯：甘草 15-20 克、半

夏 9克、黃芩 9克、幹薑 5 克、黃連 6克、黨

參 30克、紅棗 30 克。 

本方治寒熱虛實錯雜，姜夏之辛散痞，芩

連之苦瀉痞熱。現代研究本方消弱攻擊因數，

增強胃粘膜保護因數、胃粘膜粘液屏障，抑制

淋巴因數游離和強烈抑制炎症作用，提高機體

免疫功能及抗缺氧能力有顯著作用，促進胃粘

膜再生和修復。本方是粘膜修復劑，包括口

腔、咽喉、胃腸、肛門、前陰，還包括泌尿系

粘膜、呼吸道粘膜、眼結膜。都有較好粘膜修

復作用。 

方議：甘草抗炎、抗病毒、抗菌、抗愛滋

病、抗癌，有粘膜修復作用增強免疫力;類皮

激素作用，抑制對壁細胞、內因數抗體生成，

增水鈉瀦留，治消痩者。半夏燥濕化痰、消痞

散結、降逆治反流、治心下痞還抗腫瘤。黃芩

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治濕溫、暑濕胸脘痞滿;

抗菌抑制流感病毒 PR 株、抗皮膚真菌、抗炎

抗變態反應。黃連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治濕

熱痞滿;抗菌、抗潰瘍，保護胃粘膜、抗癌。

黃連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治濕熱痞滿;抗菌、

抗潰瘍，保護胃粘膜、抗癌。黨參補中益氣生

津、治氣血兩虛、心悸氣短乏力、頭暈眼花、

易感冒;調節胃腸運動功能、提高小腸推進

力、糾正病理狀態下胃腸運動功能紊亂;抗潰

瘍、促胃黏液分泌保護胃粘膜，增強機體免疫

力，抗缺氧抗癌。紅棗甘溫補中益氣，養血安

神，健脾益胃，使血中含氧量升高，防腦供血

不足，營養全身細胞，抗疲勞、增肌力、增耐

力，增體重,為緩和性強壯藥;含維生素 C為果

蔬之冠。抗過敏對特異反應性疾病抑制抗體產

生具抗變態反應，還抗癌。藿香理氣和中、避

穢袪濕、治暑濕致胸脘痞悶、嘔吐瀉痢，抗病

毒、抗干擾真菌、鉤端。木香辛苦溫、行氣止

痛、調中宣滯，治胃脘脹痛、瀉痢後重，尤宜

伴慢性結腸炎者，調胃腸運動;抗菌、抗真菌、

抗病毒。 

中西醫結合，療效進一步提高.療程一般

6個月。 

本文誠蒙洪榮銓老師指導特致謝 

---------------------------------------------------------------------------------- 

 

糖尿病患者心理和康復初探 

楊家茂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醫院） 

 

 

祖國醫學認為七情內傷是消渴發病的主

要誘因。現代醫學研究結果表明：應激過度在

糖尿病的發生發展與治療過程中起著重要作

用，甚至影響到患者的預後轉歸。因此，心理

康復已成為糖尿病治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

環，必須予以高度重視。茲將我們臨床體會探

討如下： 

1、應激過度是糖尿發病的重要誘因 

無數的臨床病例和實驗觀察證明：糖尿病

是一種心身疾病。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醫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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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著作《靈摳•五變篇》就說：“怒則氣上逆，

胸中蓄積，氣血逆留……血脈不行，轉而為

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金元時期劉河

間的《三消論》則認為：“消渴者，耗傷精神，

過違其度，而燥熱郁盛之所成也”；明朝的戴

思恭在《證治要訣》中說：“若用心過度，而

致心火上炎，故為消癉”；清代葉天士的《臨

證指南醫案》也說：“心境愁鬱，內火自燃，

乃消症大病”。 

古代中醫所說的七情內傷都與現代社會

所指的應激事件有關。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

各種競爭壓力的增加，諸如升學就業、工作煩

惱、福利保障欠缺，各種自然災害、交通事故、

意外傷害導致家庭成員的爭吵患病、離異喪

偶，親人亡故或者個人性格缺陷，爭強好勝，

對疾病和事故缺乏正確認識，社會適應性較

差，導致人際關係緊張，生活壓力過大和不良

情緒等等是造成糖尿病發病重要的環境因素。 

現代醫學認為：伴隨精神的緊張，情緒的

激動，心理壓力及突然的創傷，可引起體內生

長激素、去甲腎上腺素、胰升糖素、腎上腺素、

腎上腺皮質激素等拮抗胰島素的激素分泌增

加，而使血糖升高。應激還可影響多種細胞因

數的表達，加重胰島細胞的損傷，也會使胰島

局部抗氧化能力下降，導致胰島細胞的直接損

害，引起脂代謝異常(紊亂)，降低胰島素的敏

感性，形成胰島素抵抗綜合征。因此說不良的

心理狀態是造成糖尿病發病的重要因素。分析

心理變化的一般規律，從而制定心理調適方法

是內分泌科醫生臨床診療的重要內容之一。 

2、糖尿病患者的心理變化。 

對於正常個體而言，應激過程中暫時的血

糖升高，只是一種維持自身平衡的正常生理反

應。而對於具有糖尿病傾向(諸如糖尿病易患

基因持有者，糖尿病家族史及巨大胎兒分娩史

者)等危險人群，由於具有內生的腎上腺素能

神經刺激的糖反應異常，輕微的應激就可能引

起明顯的血糖升高。而長期的應激性高血糖可

以對胰島素分泌功能產生毒性作用，引起糖尿

病的發生。而不同的糖尿病患者亦有不同的心

理變化，臨床常見的有以下幾種情況： 

2.1、拒絕和違拗：部分患者初期(或很長

時間)對於確診為糖尿病有拒絕心理。不承認

不相信醫院的檢查、醫生的診斷，諱疾忌醫，

拒絕醫治。以致於害怕讓別人(包括家人、單

位)知道自己患病，不配合調整飲食，不肯改

變不良的生活行為方式，依舊暴飲暴食，而致

糖尿病加重，併發症發生。 

2.2.埋怨與責怪：經過醫生的診斷和解

釋，患者已認識到糖尿病的症狀和危害，部分

病人要麼埋怨父母遺傳，責怪家人生活方法不

對，或者自責自罪而憂心忡忡。當然，如果他

們化自責自罪為力量，從此改變飲食和生活方

式，可能對控制糖尿病有利。 

2.3. 焦慮急躁：臨床發現，具有 A 型性

格或在家庭在單位最煩惱最勞累，責任最大貢

獻最多的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他(她)們往往

心理壓力很大，事必躬親，追求完美。患病之

後也更容易出現焦慮急躁。經常發火與人爭

吵，遇上事不順心，憤怒即作，喜歡相信道聼

塗説，對傳聞中的“根治糖尿病”、“不需要

控制飲食”的單方秘方，廣告藥物深信不疑，

以致屢屢上當受騙，造成病情加重，血糖更

高，併發症迭起。 

2.4.悲觀失望：有的患者受社會上對糖尿

病負面傳聞的影響，容易出現情感低落，心灰

意懶，沮喪自閉，廻避交往，疏遠親友。尤其

是經過治療效果欠佳或伴有併發症合併病，苦

於經濟上、生活上的困難，大有度日如年，生

不如死之感。變成思維遲緩，聯想困難，生活

被動等等抑鬱狀態，甚至可以出現自殺念頭和

行為，而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 

以上諸種心理變化，可以孤立出現，也可

能合併存在。某些患者可以是先拒絕違拗後埋

怨責怪，或同時出現焦慮急躁而悲觀失望。有

人以數千例糖尿病患者的病因及行為類型做

調查統計，結果表明：76%的患者屬於 A 型性

格，48%的病人因情緒不良、家庭衝突或社會

事件而復發加重。糖尿病患者的抑鬱症患病率

是健康人的 3 倍。而重型抑鬱症是由生物學和

心理社會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單一病因

所致，單靠飲食控制和胰島素治療是不夠的，

需要從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三個層次一起

考慮，才符合現代醫學模式的要求。因此，如

果不能正確對待應激情況，這些不良的負面心

理活動持續不斷的話，勢必影響糖尿病的治

療，導致惡性循環，所謂“因鬱致病”“因病

致郁”，病情加重，從而付出更大的代價。 

3.心理康復對策和方法 

心理康復是身心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

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是：在生理上、心理上和

社會適應能力方面都處於完好的狀態，而不僅僅

指沒有軀體的疾病或殘疾，造成糖尿病的環境因

素如應激事件有的是無法改變的，而人們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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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卻是可以調整的。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康復是

生理康復的重要基礎。正象《古今醫統》所說：

“凡初覺燥渴，便當清心寡欲，薄滋味減思慮，

則治可瘳  ”。我們本著“一切為了患者，為了

一切患者，為了患者的一切”的理念，提出了用

“愛心、信心、細心、恒心”的方法，開展防治

糖尿病工作，收到較好的效果。 

3.1.愛心：心理健康最好的營養素是愛

心。患者家人、單位以及社會都對病人的心理

活動產生影響。而醫護人員職業的特殊性，可

能起的作用更大。因此，我們要對患者有深厚

的仁愛之心，科學地正確地向患者講解糖尿病

原因，治療方法和各種措施。態度要和藹、語

言要親切，動作輕柔準確。要告訴患者在目前

醫學發展的情況下，大多數糖尿病還是需要終

身治療的慢性病，雖然無法全部根治，但是仍

然可以無病早防，有病早治，已病防重，既重

防變，經濟省費，提高療效，帶病健康，延年

益壽。在防治糖尿病的過程中，人們還是可以

大有作為的。我們常邀請患者家人一起對病人

進行具體的幫助指導，精心護理，而不能責怪

埋怨和厭煩。即使出現並發病合併症病情危重

時，也不宜在患者面前做過多的負面評論。因

為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大都比較敏感，任何一

句話，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都會給病人很大的

影響，沒有希望的語言和表示都將對患者心理

產生致命的打擊。只要我們從愛心出發，動之

以情、曉之以理，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克服不良

情緒，配合治療的。 

3.2.信心：社會上對糖尿病認識的局限

性，以往治療糖尿病方法的欠缺，使得人們對

患了糖尿病驚恐萬分。由於糖尿病本身具有的

三性(慢性、進行性、全身性)決定了控制治療

糖尿病的長期性、複雜性，也是容易產生情緒

急躁或是喪失信心的原因所在。因此，提高糖

尿病患者及家人防病醫治的信心就更顯得重

要。我們組織糖尿病患者聯誼會，發放各種宣

傳教育手冊資料，講解防病治療知識，要讓患

者相信科學，相信醫生。尤其是近來開發的長

效胰島素、基因療法、糖尿病疫苗和胰腺（島）

移植等新技術的突破，在不遠的將來戰勝糖尿

病也是大有希望的。幫助他們樹立自信、自

重、自愛、自己掌握命運的觀念。患者經過互

相交流，參加各種文體活動，唱歌跳舞、朗讀

吟詩、看喜劇小品、相聲笑話，患者的意願得

到理解，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氣，心理減壓，情

緒穩定，使他們產生信賴感、安全感，安心服

藥，配合治療。 

3.3.細心：糖尿病並不可怕，麻煩的是其

具有可能出現的各種併發症、合併病，影響患

者的生活品質和健康壽命。我們經常告訴並幫

助患者定期進行全面的體檢，諸如血糖、血

壓、血脂、尿常規、心電圖、肝腎功能，胸部

X光拍片、檢查五官牙齒、皮膚足趾等及時發

現和防治併發症。我們還根據每個患者的年齡

病情，工作性質、體重胖瘦等不同情況，為他

們制定詳盡的飲食計畫和運動計畫，並且告訴

其家人幫助落實督促，禁煙限酒，每週食譜盡

可能安排的有滋有味，又富有營養，對身體健

康有利。更把我們醫院、醫務人員的電話號碼

寫在患者病歷中或電話本上，24 小時開通，

以便及時聯繫指導。 

3.4.恒心：有了家人和社會的愛心，患者

的信心增強了，醫護人員制訂的防治措施，三

天五天做得到，十天半個月也能堅持，難得是

長期不懈，需要大家持之以恆。一些患者在病

情穩定，血糖調整在正常以後，很難堅守禁忌，

對“一輩子吃病號飯”有抵觸心理，“天天打

針吃藥”對他們來說更是很難接受。他們誤認

為打針服藥會“成癮”，而找出種種理由來抵

制或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想到就服藥，怕打

針就說“忘記了”，不能堅持規範的合理治

療，我們利用每個月的糖尿病人聯誼活動的機

會，囑咐患者家人及時發現苗頭，隨時予以宣

傳教育。並且為患者登記家庭住址、通訊方法，

適當的時候就打電話聯繫，給予問候。尤其是

喜慶節日之時，提醒控制飲食，調整藥物，及

時治療，得到了患者及家人的理解，取得了良

好的治療效果和社會影響，受到了患者的好評。 

總之，糖尿病是一個全身性的慢性疾病，

既因應激過度誘發而加重，又可以心理減壓而

改善胰島素的分泌功能，需要多方面的綜合治

療。我們通過宣傳教育，飲食控制，文體活動

和藥物治療，配合心理康復的方法，盡心盡力

地為患者著想，保護患病人群的身心健康，提

高他們的生存品質，所做的工作還是初步的，

有待今後進一步加強和探索，為糖尿病患者的

全面康復而努力。 

胃病靠養不靠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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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雄亮 

（現就職福建三木集團，原第一軍醫大學八四大隊學員） 

 

在生活中，很多人有胃不好的毛病，常常

吃了很多草藥、西藥也不見好轉。現在，我可

以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其實，胃病靠養不靠

醫。 

曾有一件趣事，讓我至今還忍不住常常自

我得意一番。那是我第二次入職新工作的第一

天，老闆突然叫我到他辦公室坐坐。當時我心

裏的確緊張了一下，不知道老闆為什麼突然召

見。 

沒想到，到了老闆辦公室，他問我的第一

句話不是財務問題，而是：“小朱，看了你的

簡歷，你有學醫的經歷，所以我突然想到要問

你一個問題：我長期胃病，也到過很多醫院治

療，可是一直不見好轉，這是怎麼回事？” 

我淡淡一笑，隨手從包裏拿出了一瓶撕去

標籤的藥，遞給了老闆，並告訴他：“我的藥

很神奇的，只要你吃了之後一定會有好轉，但

你必須每天飯後服一粒！”另外，我還要求他

早、中、晚要如何如何地定時定量吃飯，並要

求他不喝酒不吃辛辣等等。 

兩年後再見面時，我早已忘記了此事。不

想有一天，老闆叫住了我。他滿懷喜悅地拉著

我，告訴我說：“小朱，你的藥實在太神奇了！

我的胃病已經完全好了！” 

其實，並不是我有一味包治胃病的神奇的

藥。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我給老闆吃的不是

什麼良藥，只不過是一瓶穀維素而已。它對胃

病並沒有什麼治療作用，只有營養植物性神經

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老闆自己的定時定量

吃飯，而後又不吃剌激性的食物之故。 

人的本身是有一種自我修復和免疫能力

的，而人的所有感覺與運動都受神經的指揮和

控制，另外人的神經活動又是有一定規律的。

每當吃飯時間，神經就會指揮胃腺分泌胃液。

而胃液是強酸性的，如果你在這吃飯時間沒有

進食，胃液就會腐蝕胃壁，造成胃潰湯。如果

你吃飯重新恢復規律，胃就自我修復胃壁回到

正常。而如果你還不重視，胃就可能穿孔，最

後只能做手術了。胃的功能就像一個太極圖，

當你的活動走向極端時，必須要自我回復走向

平衡，不要繼續走遠。如果繼續走遠，就會徹

底打破平衡，突破生物體這太極圖，最終失去

器官活力，而要做大手術了，比如開刀等。更

有危者，就可能危及生物體的生命安全。 
由身體聯想到工作，我想，生物體或生物

體的器官更像一個公司，要有一個好的領導

（腦袋），要有一個好的神經（自律精神），

再有就是一個自我修復、自我免疫的員工隊伍

了。

---------------------------------------------------------------------------------- 

 

 

噎膈治驗（食道癌）論治 

樊秀玲 

（山西省稷山縣翟店秀玲門診） 

 
噎膈之症，肺胃二經病也。噎有吸門，膈

在賁門。吸門即喉嚨，下接肺氣，為呼吸之門

戶，賁門居心窩之中，胃之上口，上連於咽，

為水谷之道路，由此而入胃中。在《孟河四家

醫集》中，馬培之謂神思間病，緣憂思恚怒，

心脾受傷，心陽鬱結，而脾肺之氣亦因鬱滯。

脾與胃為夫婦，以膜相連，脾不能為胃行其津

液，生氣傷殘，心火炎於上，津枯氣結，水谷

之道路枯而狹窄。會厭噎塞，食難下喉，枯稿

在肺也;即食雖入喉，而不能下膈，槁在賁門;

始則尚堪粥飲，繼之米粒不入，入而還出，肺

胃均槁。陰津無以下輸，腸胃燥幹，糞如貓屎。

《素問》謂三陽結。病結者，熱結也，血脈燥

結，前後不通，乃無形之真氣先傷，生機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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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時治此病者，每以辛香耗氣，取快一時，見

燥熱口幹，陰傷氣竭而斃。細揣是症，雖見於

膈上，總由髒真氣衰，精枯血少。少壯之人不

病，多起于高年衰老之人，憂鬱勞心，屬虛屬

火可鑒矣。當專事脾腎，腎為胃關，水虧則關

門不利，腎不吸胃;脾弱則陰津不布，不能生

血。土不生金，水不潤金，肺槁於上，氣不下

回，腸胃於涸;中虛營損，肝術上犯，脘痛，

食難下膈，大便艱難，痰氣交阻，關津不利，

中州失運，升降失司，食不能下，木鬱傷中，

氣不展舒，會厭梗噎，時吐痰涎，胃氣大傷，

己成三陽結病。余宗前賢論治，以六味、歸脾、

八仙長壽、生脈、牛乳、五汁諸方，略參一二

順氣之品，往往奇效。即食入疾湧者，乃脾虛

津液不歸正化，蒸變成痰，非濕痰寒痰可比。

以大半夏湯，用長流水煎，煎好，揚三百六十

五遍，加朱砂少許，服時將右手脈門紮緊，徐

徐服下，亦屢屢奇功，是上病治下，滋苗灌根。

以脾腎為資生立命之本也。  堯之見，敢質明

眼，當有以教我也，人身一小天地，揚三百六

十五遍者，寓周天之意，使其升而能降。將脈

門紮緊，俾肺胃之氣下固入於胃，不致入而還

出之意也。 

自擬三穿七葉消癌湯治食道癌驗案 

典型病例:李鐵梅，女 30 歲，經內蒙附

院、寧夏腫瘤醫院確診為食道癌晚期並告回家

調養。在 1987 年 9 月 13日來我門診求治，舌

苔中剝，脈見虛澀，為陽明中虛。水入即吐，

脈左弦數且澀，石脈細數而澀，此是鬱結所

傷，而成津枯氣滯之症，肺胃肝三經受病也。 

組方:石見穿 30 克，石打穿 30 克，穿破

石 30 克，白花蛇草 30 克，半枝連 30 克，吞

梨根 2O克，七葉一枝花 20克，腫節風 20 克，

蜂房 20 克，喜樹果 20 克，黃藥子 15 克，急

性子 15 克;穿山甲 15 克，丹參 30 克，黨參

30 克，代赭石 50 克(先煎)，竹茹 20 克，黃

芪 20 克，白叩 l5 克，焦三仙各 20 克，炒穀

芽 20克，雞內金 60克，陳皮 20克，柿蒂 30

克，木香 15 克，積實 20 克，生三棱 10 克，

生莪術 l0克，生菜菔子 20克，生麻仁 30克，

瓦楞子 20 克，玉片 l0克，川大黃 l0克，元

明粉 5克 (藥水沖服)，共 35 味藥，共煎三次，

早服第一渣，午服第二渣，晚服第三渣，只服

一劑。如果服完三渣後有溏便腹痛等，在原方

加人參 15 克，沉香 l0 克，肉掛 l0 克，丁香

5克，去元明粉，玉片後，連服 l0---30 劑，

病情就會好轉到 90%左右。脈較流暢，腑氣良

爽。 

加減:(去大黃、生麻仁、肉桂、丁香)赭

石變成 30克，炒菜菔子 20克，火麻仁 20克，

炒三棱 10 克，炒莪術 l0 克。加藿香 15 克，

炒蒼木 15 克，天冬 20 克，麥冬 20 克，後林

l5 克，風蘭 15 克，起到芳香代濕、益陰生津

之功效。再服 10---30 劑則可全愈。 

方解:吞梨根、穿破石、石見穿、石打穿、

七葉一枝花、白花草、半枝連、喜樹果、腫節

風、蜂房、解毒散結，逐邪消腫抗癌;焦三仙、

穀芽、內金、消食積、助納化：三棱、莪術、

丹參、甲珠活血消癓止痛;黨參、黃芪、白叩、

陳皮、柿蒂補中益氣;人參大補元氣，扶正祛

邪;竹茹、赭石、柿蒂止嘔、降胃、化痰、消

痞、除藺。沉香、木香、枳實、來服子理氣導

滯，以運血淚中和胃，推陳致新;玉片、麻仁、

大黃、無明粉、瀉下積滯，清腸通便，活血散

結;肉桂、丁香溫胃芳香;急性子、黃藥子、瓦

楞子行瘀散結，軟堅，搜頑疾，去一切痰積、

血積、氣塊，破癓瘕，攻瘰癘，治噎食不下。 

三穿七葉消癌湯用於多種癌症均有一定

療效，尤以食道癌療效最為顯著。治療食道癌

晚期 39 例，治癒後 l5 年以上的 15 例，8 年

以上 6 例，5 年以上 10 例，3年以上 5 例，1

年以上三例，均無復發，履治不衰，效果特別

顯著。 

 

 

 

 

 

 

 

真性紅細胞增多症並高血壓腦梗塞治驗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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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江明 

（臺灣高雄市發明人協會） 

 

 

患者，女，61 歲，農民。因“頭昏，言語

含糊，走路不穩三天”於 2012 年 8 月 1日背送

入縣醫院。既往有高血壓史八年，未規律服用

降壓藥，二年前出現全身皮膚紫紅。查體：血

壓 216/113mmhg 神清，構音不良，雙眼球向右

側凝視，四肢肌 3級。輔查：頭顱 CT示右側額

頂葉腦梗塞，X 線示兩下肺感染性病變，血常

規 ： 白 細 胞 19.92*10*9/L ， 紅 細 胞

8.5*10*12/L ，血紅蛋白 232g/l ，血小板

178*10*9/L。入院降腦壓（甘露醇）利尿（雙

氫克尿噻）降壓（硝苯地平，氨氯地平）擴血

管（丹參）抗凝（阿斯匹林）等治療。二天后

病情加重，出現口角歪斜，流涎，言語含糊不

清，肌力減退，小便失禁。 

餘為之診治。症風：面色黑紅，雙眼赤紅，

舌質紫烏，苔白厚膩，脈浮實緊。辯證：風寒

束表，脾賢內助陽虛，氣逆血瘀，痹阻腦脈。 

治法：解表溫陽，活血破瘀，通脈化栓。 

擬方：桂枝 20g 杭芍 30g 制附片 30g 川芎

20g 黃芩 12g 防風 15g 防已 20g 白術 20g 勾

藤 20g（後下） 蒼術 15g 黨參 20g 甘草 10g ，

服後汗出小便多，二服後大便利，言語較前清

晰，四肢有力，攙扶下可下地行走，繼服六劑

痊癒出院。出院後陪護去市內某三甲醫院行骨

髓穿刺檢查，骨髓細胞學檢查示：增生性骨髓

象，診斷為：1 多發腔隙性腦梗塞.2 真性紅細

胞增多症。未做特殊治療，回家繼服上方隨症

加減約 30劑，行走正常，言語清晰，但血壓維

持 在 150-180/90-110mmhg ， 紅 細 胞

7-8.5*10*12/L 左右。 

12 月 2 日患者再次出現意識模糊，四肢無

力，口角歪斜，流涎，喝水嗆咳，急送縣醫院

住院，診斷如前，予降顱內壓等治療三天病情

加重，小便失禁，大便三日未下，家屬自動要

求出院。 

餘為之診治，症見：血壓 180/115mmhg 意

識模糊，鼾鳴嗜睡，口角歪斜流涎，面色紅絳，

舌質約降，苔黑厚膩，脈洪數， 

辨證：肝腎陰虛，肝火上沖，陽明腑實。 

治法：救火存陰，開竅醒腦，清熱通便。 

擬方：大黃 12g（後下）梔子 20g 白參 20g

川牛夕20g琥珀20g羌活15g制膽星20g三七

15g 遠志 20g（川貝粉 3g 麝香 2分 童便 30ml

沖服），分次從鼻飼管灌服。一服後微汗出，

二服後意識較前清醒，但大便仍未下。上方去

大黃，加抬腳蓮 30g（本地草藥），夜交藤 30g，

一服大便下，三服後便下腥臭黑便半盆，意識

清醒，叫肚餓，拔去胃管可喂粥湯。繼用清營

涼血，活血通經，化瘀通栓善後。服十餘劑後

能扶坐，右側肌力 1級，左側肌力 4級。繼服

十餘劑右下肢肌力 4級，右上肢肌力 1 級，可

自行翻身。繼服五劑右肩關節出現腫脹疼痛，

外敷消腫止痛藥無效，關節囊內用注射器連續

有三天抽出約 300ml 醬黑色不凝液體，脹痛消

失。繼服上方隨症加減約四十劑，患者面色黑

色轉淡，能下地攙扶行走，右上肢力約 2級，

血壓維持在 135-160/85-105mmhg，復查血常

規 ： 紅 細 胞 4.47*10*12/l ， 白 細 胞

6.58*10*9/l，血紅蛋白 123g/l，血小板

216*10*9/l。 

按語：真性紅細胞增多症分早，中，晚三

期，早期為紅細胞增多期，中期為骨髓纖維化

期，晚期為骨髓衰竭期。綜合分析本病屬早期

增生期，腦梗塞為常見併發症，西醫採用放

血，放療和化療治療。中醫文獻記載少見，大

多歸於溫病範疇。本人認為其病因為長期受

風、寒、暑、濕、燥、熱六淫的侵襲，邪毒侵

淫肝腎，導致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受累，腎的

生髓和造血功能異常。病程日久，肝風內動，

腎精虧損，津液虛耗，血濃積聚，瘀阻腦脈。

本例第一次中風屬外感風寒，寒凝經脈，血阻

腦脈而致，故解表溫陽效如浮鼓，但血濃瘀阻

的根本仍存。第二次中風為肝風內動，濕熱侵

淫，血熱熾盛，津液虧虛。急當救火存陰、開

竅醒腦，待病性和緩好轉，再用清營涼血，活

血破瘀收功。治療中出現右肩關節腔瘀血腫

脹，乃藥物破胭化瘀的一條路徑。 

自汗、盜汗的中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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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萬昌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盜汗、自汗是由於陰陽失調，腠理不固，

而致汗液外泄失常的疾病。時時汗出，不因外

界環境因素的影響，此為自汗；睡眠之中汗出

稱為盜汗。 

出汗是人體正常的生理現象。炎熱的夏

天，勞動奔走或飲食熱湯等，出汗量會增加，

此是正常生理現象。通過汗腺排汗，將體內餘

熱排出體外，以維持人體正常的生理體溫，這

是一種自我保護，自我調節的生理反應。在感

受外邪時，出汗又是驅邪的一種方法。外感病

邪鬱於表，需要發汗以解表，以祛表邪。 

心主汗液，汗為津液所化生，津液隨衛氣

而散佈，循脈管營血周流全身。因此，體內陰

陽的偏盛或偏衰，營衛不和或邪熱偏盛，蒸液

外泄，這就是自汗、盜汗的主要病機。 

一、病因有二： 

1、素體虛弱或久病體虛 

素體虛弱或久病體虛，或久患咳喘，耗傷

肺氣；或氣虛不能衛外，陽虛腠理不密，津液

外泄或營血不足，陰虛內熱，逼津外泄，均可

導致自汗或盜汗。 

2、邪熱偏盛 

肝火偏旺，濕熱內蘊，迫津外泄。 

辨證論治 

    自汗、盜汗的辨證，應辨別陰陽虛實；

就汗證而言，一般以虛證者居多。自汗多屬氣

虛不固，盜汗多屬陰虛內熱，若因肝火，濕熱

等鬱蒸所致者，則屬實證。 

    證狀：汗出惡風寒，倦怠無力，面色蒼

白，氣短，動則汗甚。舌質淡，脈細弱。 

分析：衛氣虛弱，腠理不固，故汗出惡風，

易於感冒。面色蒼白，倦怠乏力，氣短，舌質

淡白，均為氣虛之象。 

治法：益氣固表 

方藥：黃芪 15 克、白術 10 克、黨參 10

克、沙參 10 克、五味子 5 克，若汗出甚者，

可加麻黃根、浮小麥、煅牡蠣等固澀止汗。 

二、陰虛內熱證 

證狀：夜寐盜汗，或自汗，五心煩熱，兩

颧色紅，口渴，舌紅苔少，脈細數。 

分析：陰血虧損，虛火內灼，迫津外泄，

故盜汗，或有自汗；五心煩熱，陰虛生內熱，

內熱煎熬津液，故口渴。兩顴色紅，口渴，舌

紅苔少，脈細數，此均為陰虛內熱之象。 

治法：清熱養陰，固表止汗。 

方藥：黃柏 10 克、黃芩 10 克、黃芪 15

克、生地 10 克、熟地 10 克、知母 10 克、太

子參 15克、胡黃連 10 克。 

若潮熱加地骨皮、龜板、鱉甲等滋陰退

熱，若氣虛加白術、黨參。 

三、實熱證 

證狀：汗出粘稠，口苦，納差，手足心熱，

小便黃，舌苔黃，脈濡數。 

分析：邪熱內蘊，營衛失調，故汗出粘稠；

濕熱鬱阻中焦，胃脾失和，故納差口苦，濕熱

下注，故小便色黃，脈濡數，均為濕熱內盛之

證候。 

治法：清肝泄熱，祛濕和中。 

肝火偏盛用藥：龍膽草 15 克、澤瀉 10

克、車前子 10 克（布包）、生地 10 克、梔子

10 克、黃芩 10克、柴胡 15克、黃柏 10克、

麥冬 10克。 

濕熱偏盛用藥：蒼術 10 克、黃柏 10 克、

牛膝 10 克、茯苓 15 克、薏苡仁 15 克、黃芩

10 克、車前子 10 克（布包）。 

 

 

 

 

 

 

淺談尿毒證的病因與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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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海樹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尿毒證是多種病因轉發而成的一種疾病，

衹要能導致腎功能衰竭的疾病都可能引起尿

毒證。尿毒證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疾病，世界醫

學界都束手無策，都很難作出一個正確的論

斷。但是尿毒證不是絕證，還是可以治癒的，

象腎炎、糖尿病、前列腺肥大、腎病綜合症、

腎囊腫、腎結石、腎萎縮、高尿酸證、重症尿

路感染等中早期尿毒證患者（並且沒有經過血

透、鐳射碎石和外科手術）是可以治癒的。 

我研究尿毒證多年，發現该病有八大類，

如糖尿病、前列腺肥大、急慢性腎炎、腎囊腫、

腎結石、腎萎縮、高尿酸證、重證尿路感染，

以及前列腺炎等。 

1、糖尿病 

案例：全州火車站蔣某，女，42 歲，患

糖尿病的多年，血糖 17、6 點（餐前），多年

治療無效（曾服用西藥 2 年）。後經他人介紹

來我處治療，用藥 5 劑，血糖降至 8、9 點，

再服用 30 劑，血糖降至正常。 

方藥如下：玉盞花、糖角刺、薔麥七、鬆

樹皮（刮掉表皮粗皮）、酸子根、山苦瓜等水

煎服，餐前半小時服用。 

2、腎炎 

對於急慢性腎炎，治療以利尿、消腫、清

熱解毒、活血化瘀之藥。 

方藥如下：鐵銹、海金沙，積雪草、山消、

免耳峰等。 

案例：全州廟頭鎮羅某，男，21 歲，慢

性腎炎，發病 2年，浮腫，蛋白尿，全身浮腫，

神倦乏力，時腫時消，病情反反復復，最後到

我處治療。 

內服藥方：積雪草、免耳峰、金沙牛、鐵

銹等。 

再配以坐浴，以達發汗、消腫之能。 

此法能減輕腎臟負擔（因利尿等會加重腎

臟排尿，加重其負荷，損傷腎氣）。 

坐浴用藥：杉樹龍頭(嫩枝)、黃柏、金剛

刺、糖角刺等。 

坐浴水溫為 50℃為宜，每天坐浴一次，

每次坐浴半小時。 

內服配坐浴，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3、腎結石 

案例：興安縣高尚村村民朱某，男，45

歲，患雙腎結石，曾外科手術，取其結石，一

年後又復發，根據患者的體質狀況，不適合手

術治療。病人悲痛萬分，後經他人介紹到我處

治療，服藥 20 劑，結石全部排出，至今未復

發。 

方藥：破石珠、魚腦石、鷄內金、穿破石、

蘆根、皂角刺等。 

4、高尿酸證 

案例：全州大西江鎮黎某，男，32 歲，

因長期飲酒無度，過食厚膩，患尿酸血證，尿

酸高達 1250，痛不能行走經用激素類西藥治

療無效，來我處求治，服藥十劑，尿酸降至正

常，關節紅腫消退，行走自如。 

方藥如下：車前子、滑石、甘草梢、瞿麥、

萹蓄、蟲蛻、透骨消等。 

5、腎囊腫 

腎囊腫是一種由濕熱毒素產生的水泡。 

案例：全州柘橋村委大新村楊某，女，24

歲，患腎囊腫，囊腫6cm，患者家庭貧窮，放棄

手術治療。後來我處求治，服药六剂，囊腫消

失，後再服用四劑以鞏固療效，至今未復發。 

方藥：皂角刺、破石珠、穿破石、海藻、

昆布等。 

6、前列腺增生 

對於本病的治療，采用內服與栓塞之法。 

方藥：七葉一枝花、八角蓮、通城府、護

心膽等。 

栓塞用藥：破石珠、蚤休、八角蓮、麝香

等十五位中草藥組成，製成栓劑。內塞病灶部

位，使藥力直達病灶。 

案例：龍勝縣平等鄉寨江，男，70 歲，

患老年性前列腺增生，小便不能排泄，下腹腫

脹如鼓，胀痛難忍，在鄉衛生院治療（西藥），

病人拒絕插導管，因疼痛難忍，後到我處治

療，采用清熱利尿、活血化瘀、軟堅散結之法，

服藥五劑，病人小便排出，腫脹消退，後又服

十五劑，腫脹消失，病人小便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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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慢性白血病的臨床實踐 

劉儉友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辨證論治 

1、瘀血內阻型 

證狀：形體消瘦，面色不華，脅下結塊堅

硬，時有脹痛，舌紅，脈細數。或神疲乏力、

舌質淡，形胖，脈細。 

治法：活血化瘀 

五靈脂、當歸、川芎、桃仁、赤芍、紅花、

玄胡、丹皮、烏藥。 

若氣血虧虛者可加白術、黃芪、黨參等益

氣補血藥。 

2、氣血兩虛型 

證狀：面色蒼白，倦怠乏力，心悸，有時

鼻出血，皮下出血，嘔血，便血，舌質淡紅，

形胖，舌苔薄，脈細濡。 

治法：益氣養血 

方藥：黨參、黃芪、白術、茯苓、甘草、

當歸、白芍、喜樹根皮、羚羊角、熟地、川連。 

3、血熱型 

證狀：鼻衄，便血，發熱，頭痛，舌質紅，

脈數。 

治法：清熱解毒，涼血止血。 

方藥：水牛角、丹皮、地骨皮、赤芍、板

藍根、半枝蓮。 

---------------------------------------------------------------------------------- 

 

 

治療胃和十二指腸潰瘍病的一點體會 

胡善制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胃和十二指腸潰瘍的臨床表現为胃脘和

上腹部疼痛，食入甚痛或饑時疼痛，得食痛

止，按了痛減，噯氣吐酸，大便時有潛血。 

本病因病機為久病胃痛，經絡受傷，瘀血

積於胃絡，血瘀為本病的主因。 

治療宜活血化瘀和修復潰瘍相結合，主要

方藥如下： 

五靈脂 10 克、川芎 10 克、當歸 10 克、

桃仁 10克、丹皮 10克、赤芍 10克、烏藥 10

克、延胡 10 克、甘草 60 克、香附 10 克、紅

花 50克、枳殼 10克、梓霜餅 15克、馬勃 10

克（布包）、白芷 10克、烏賊骨 15克。 

上述方藥，在具體適用時，應辨證施治，

隨證加減。 

病案舉例： 

蔣某，男，36歲，患胃和十二指腸潰瘍，

胃脘及上腹部疼痛，幾年來時發時止，吞吐酸

水，飲食疼痛，大便常黑血，舌邊紫，脈沉澀。 

方藥：柿蒂 10 克、馬勃 10 克（布包）、

白芷 8克、紅花 5克、丹參 10克、烏賊骨 10

克、田七 5克、川連 5克。 

病人連服二十劑（吩咐飯後半小時服用），病癒，至

今未復發。 

陳某，男，25 歲，病人平時飲酒無度，

患胃和十二指腸潰病，脘腹痛脹，食入痛止，

口泛酸水，口苦，舌邊紅，苔膩，脈弦沉。 

擬以活血化瘀，清熱除濕。 

方藥：川連 5克、馬勃 10克（布包）、白

芷 5克、紅花 5克、烏賊骨 15克、玫瑰花 10

克、田七 5克。 

服藥十五劑，脘腹痛止，口泛酸水、口苦

等證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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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病的認知與治療 

閻淑芹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癲癇為陣發性間歇性的神志昏迷及抽搐

之病症。 

1、臨床表現：大發作來勢兇猛，風氣串

入胃經往前倒地，風氣串入膀胱往後倒，風氣

串入肝經往側倒，不省人事，全身挺直，角弓

反張，兩眼睜大，眼球上斜，這種緊張過去後，

病人開始抽搐，每抽一下，伴有口聲；舌頭被

咬破，口吐白沫，也有無叫聲，不吐白沫的，

喉間痰鳴，口唇和面部變紫，這樣經過幾分

鐘，抽動次數慢慢恢復，感到極度疲乏和頭

痛，全身肌肉痛，並且想睡覺，他對自己發病

的情況都記不清楚，因為臟腑經脈皆不勝其沖

逆，故暈倒，少時風氣退散乃醒，若生氣未複

則餘風漸熾而復發作。總而言之，癲癇之病先

天最多，後天也有，疾發心腎，病標在腦，是

虛鬱之症。 

2、治療方藥：醫癇丸、磁石、防葵入腎

解除宿水以散結，而治病本。龍齒、鉤藤鎮肝

熄風，而治病標。郁金、白礬入心解除驚憂痰

血以安心。青黛鹹寒，能瀉五臟鬱火而清熱。

共十三味藥組成，研成水丸，每丸 0.25 克，

成人每次 20 丸，小孩每歲 2 丸，蜂蜜送下，

日三次。輕者 10 天，重者百日痊癒。 

3、一般資料：1992-1994 年筆者採用自

研的“醫癇丸”治療 1000 例癲癇，其患者均

為瀋陽軍區後勤部門診部就診者，男 753 例，

女 247 例，先天性 745 例，後天性 220 例，遺

傳性 35例。 

4、診斷與治療結果：定志穴壓有痛感，

並具有以下證狀者，癲癇發生時，口中作聲，

將醒時口吐涎沫，醒後又復發，一日 3-5 次。

也有數日數月發病一次者，發作時不僅神志不

清，四肢抽搐，停止後感到極度疲乏和頭痛，

並且想睡覺。按此診斷為癲癇病，臨床症狀和

體征完全消失，並經隨訪一年後仍未復發者

950 例痊癒，年齡 60歲以上患病 40多年的 15

例，遺傳性癲癇 35例，均未見效。 

5、討論與體會。我國古代醫書中，對於

癲癇的病因記載很多，一般認為該病的形成與

氣虛、痰瘀、濕熱蘊結有關。如：“醫學準繩

六要”說：大抵癲癇之發，由腎中陰火上逆，

而肝從之，故作搐搦。“濟生方”說：邪留五

臟、發則旋暈顛倒、口眼相引、目睛上搖、手

足搐搦、背脊強直、食頃乃醒。原其所自，皆

由驚動，髒氣不平，鬱而生涎，閉塞諸經，故

有是證。“幹金方”說：癲癇有五，症狀不同，

而病則同，其實痰火與驚三者而己。內經《大

奇論》說：二陰急，為癇厥。因為古人立文簡

括，這六個字、一言擊破癲癇的病因與治法。

“二陰急”就是少陰脈急，而水氣乘心。“為

癇厥”癇者驚也，厥者逆也，也就是驚氣上

逆，激發水氣竄入至心，脈道閉塞，則頭中氣

亂，僕倒於地，故作搐搦。因驚氣歸心，心氣

傷則氣分錯亂於內，以致心竅有惡血。恐傷於

腎，腎傷則氣不足，所以腎間有宿水。筆者治

療本病，抓住心竅惡血，腎間宿水之關鍵環

節，故方中以防葵、郁金為主藥，使其補不滯

邪，通不傷正，達到氣機不亂，髒氣得平，惡

血消散，腎氣足則腦健，郁解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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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性高血壓 

唐紅豔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直接因腎臟引起的高血壓稱為腎性高血

壓，大約占高血壓人群的 5%-10%,腎性高血壓

也是繼發性高血壓的主要組成部分。 

先天性腎發育不全等病變較廣泛，可伴有

血管病變或腎缺血，故常常會出現高血壓，而

像腎結石及腎盂腎炎引起繼發性高血壓的機

會較少。此外，腎性高血壓與腎功能狀態有

關，腎功能衰退者血壓趨向升高，腎功能衰竭

後期 80%以上伴有高血壓。 

腎性高血壓與原發性高血壓的區別：高血

壓在臨床上極為常見，總的看來，高血壓可分

為原發性高血壓和繼發性高血壓兩大類。腎性

高血壓是為繼發性高血壓之一，在無明顯水腫

或未做尿液檢查時，患者容易以為是原發性高

血壓。腎性高血壓和原發性高血壓有本質的區

別，腎性高血壓可分為腎實質性高血壓和腎血

管性高血壓，其中腎實質性高血壓在病史不典

型時，與原發性高血壓的鑒別有一定困難，可

以通過做腎穿刺以明確診斷。 

（1）腎實質性高血壓：這類患者多有腎

臟病史，如急性腎炎、慢性腎炎、腎病綜合症

以及慢性腎盂腎炎等。 

（2）原發性高血壓：一般患者年齡較大，

或有原發性高血壓家庭史，先有高血壓，以後

才有腎損害，如蛋白尿、腎功能不全等。 

（3）腎血管性高血壓：患者突然發生惡

性高血壓，或以往有高血壓病史，突然轉化為

惡性高血壓，體檢時腹部或脅腹部、頸部可有

血管雜音，但上述徵象並無特異性，通過腎動

脈造影可以確診此病。此病通過手術治療一般

可以治癒。 

腎性高血壓的形成 

腎臟疾病時影響血壓升高的因素很多，如

水鈉瀦留導致血容量增加，腎素（腎血管緊張

素等）系統作用增加，腎內降壓物質，如前列

腺素等分泌減少，活性減弱，同時交感神經興

奮性增高，從而導致全身小動脈痙攣，從而導

致 I腎性高血壓的發生。 

腎性高血壓有兩種類型：容量依賴高血和

腎素依賴型高血壓。 

（1）容量依賴型高血壓：當，腎實質損

害後，腎臟處理鈉，水的能力減退，當鈉的攝

入超過機體的排泄能力時，即可出現水鈉瀦

留，水鈉瀦留在主要血管內，伎血容量擴張，

即發生高血壓。 

（2）腎素依賴型高血壓：其發病機理為

腎動脈狹窄，腎血管緊張素性活增高，全身小

動脈管壁收縮而產生高血壓，腎實質損害導致

前列腺素等舒張血管的物質減少也是形成高

血壓的重要因素。 

腎性高血壓的中醫發病機理 

（1）肝腎陰虛，肝陽上亢。（2）氣機壅

滯，水濕內停。（3）濕熱內盛，上蒙清竅。 

在急性腎炎，腎病綜合症早期，以邪實為

主，是因為肺、脾，腎功能失常，三焦氣機壅

滯，水濕內停，鬱久化熱，形成濕熱，或素體

肝腎陰虛，陰虛內熱，濕熱互結、上蒙清陽、

故頭暈。發病日久，腎陰虧損，或素體陰虛陽

亢，其病機多以肝腎陰虛居多。陰虛陽亢和濕

熱內盛為導致高血壓（腎性）的主要因素，並

且二者相互交織，互相影響，常常在同一患者

身上表現出來。因此滋陰潛陽，清熱化濕為治

療腎性高血壓的常法，方藥如下： 

丹參 10g、川牛膝 15g、通草 15g、黃柏

10g、金錢草 15g、海金沙 10g（布包）、紅花

5g、田七 10g、甘草 10g、黃精 10g、枸杞 10g、

石決明 20g 等藥組成。 

上述方藥，煎劑內服，為通用經驗方，飯

前半小時服用。 

飲食注意：禁吃酸辣之品，禁煙酒，飲食

宜清淡，少食鹽，每天應少於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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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能夠遺傳嗎? 

劉湖輝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當婦女患癌時，會不會在懷孕期間癌通過

胎盤傳給胎兒嗎?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取得統

一的看法，但有些事實我們應該值得重視。 

醫生在臨床上偶爾也會遇到患癌孕發生

胎盤部轉移灶。這就說明癌細胞可以進入胎

盤，當然也會通過胎盤進入胎盤，當然也會通

過胎盤進入胎兒體內，也有癌同時發生在母

體，胎盤和胎兒的患者，但是應該有這樣一個

觀點，就是從母體胎傳到胎兒體內的癌細胞，

不一定都發展成癌瘤，有癌潛力的細胞可以在

人體內隱伏不同的時間。如機體情況有利於癌

生長時，這種細胞就顯示出因有的特性一，而

發展成一個臨床上可見的腫瘤，甚至引起嚴重

的後果，如機體情況不利於癌生長時癌細胞就

處於勉強保存自己的靜止狀態，長期隱伏而不

發病，這些事實提示有隱性癌的母體可能在自

身還沒有識別出癌時即把癌細胞胎傳給了胎

兒，然而這種情況是很少的。 

說明了癌可以胎傳，對於患癌的婦女來說

就必須嚴格地採取避孕措施，一旦懷孕就應該

及時地做人工流產，終止妊娠，這樣做即是免

於胎兒受癌之害，也是為大人著想，大量的臨

床觀察表明，患癌的婦女結婚，懷孕和餵奶，

都會促使病情惡化，所以患癌的婦女特別值得

注意。 

---------------------------------------------------------------------------------- 

 

 

便秘的辯證施治 

莫梅花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大便經常秘結不通，排便時間延長，或有

便意而排便困難者稱便秘。便秘的發生主要是

由於大腸傳導功能失常。 

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胃腸燥熱 

陽盛之體，或飲酒過度，嗜食辛熱厚味。 

以致胃腸積熱；或熱病之後，餘熱留戀，傷精

耗液導致胃腸燥熱，津液失於輸布而不能下

潤，於是大使幹結，難於排出。 

（二）氣機鬱滯 

憂愁思慮，或久坐少動，氣機鬱滯，傳導

功能失常，因而糟粕內停，不能下行，造成大

便秘結。 

（三）氣血兩虧 

勞倦內傷，或病後，產後以及年老的人，

氣血兩虧。氣虛則大便傳導無力，血虛、津少

則不能滋潤大腸，而成便秘。 

四、陰邪凝結 

身體虛弱，或年老體衰，真陽虧損，溫煦

無權，以致陰邪凝結，造成大便困難。 

辨證施治：便秘的一般表現為大便燥結，

排便困難，經常三、五日或七八日才一次。便

秘日久常可以引發其他證狀。部分患者由於便

秘腑氣阻滯，往往引起腹中脹滿，甚至疼痛，

食欲減退，頭暈腦脹，睡眠不安等證。長期便

秘還會引起痔瘡、便血，肛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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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秘 

1、熱秘 

主證：大便斡結，小便短赤，面紅身熱，

或有腹脹，口幹心煩，舌紅，苔黃燥，脈滑數。 

分析：本證多見於形體壯實或素體陽盛之

人。體內積熱素盛，熱盛灼津，腸道津液枯燥，

故而面紅身熱，大便秘結。胃腸積熱，腑氣不

通，故有腹脹口幹心煩等證，苔黃燥、舌紅，

脈滑數，均為熱盛，傷津之象。 

治法：清熱潤腸 

藥用：大黃、甘草、芒硝、黃芩、紅藤、

銀花、石斛。 

若肝火亢盛可用： 

龍膽草、黃芩、梔子、車前子、柴胡、甘

草、生地、草決明。 

2、氣秘 

主證：噯氣頻作，胸脅痞滿，納食減少，

腹中脹痛，舌苔薄膩。 

分析：肝氣鬱滯，氣機失調，故見噯氣頻

作，胸脅痞滿，肝脾不和，脾失健運，故納食

減少，因氣機鬱滯，糟粕內停，所以欲便不能，

甚則腹脹疼痛。 

治法：順氣行滯。 

木香、沉香、大黃、檳榔、枳實。 

二、虛秘 

1、氣虛 

主證：便秘或不暢，但大便並不幹結，便

後疲乏，汗出氣短，面白神疲，舌淡，苔薄、

脈弱。 

分析：此為肺脾氣虛導致排便困難，肺主

氣與大腸相表裏。肺氣虛則大腸傳送無力，排

便困難；肺氣虛、衛外不固，故排便汗出氣短。

脾虛則運化精微功能減弱，氣血來源不足，故

面白神疲，舌淡苔薄，脈弱。 

治法：益氣潤腸。 

方劑：黃芪、黨參、陳皮、火麻仁、甘草、

黃芩。 

方中黃芪為補氣要藥，火麻仁通便潤腸為

輔，黨參、甘草加強益氣通便之功。 

2、血虛 

主證：大便秘結，頭眩心悸，面色無華，

唇舌淡白，脈細弱。 

分析：血虛津少，不能滑潤腸道而導致便

秘。 

治法：養血潤燥 

方藥：當歸 生地 桃仁 火麻仁 枳殼 麥

冬 

方中當歸、生地養血滋陰，與桃仁、火麻

仁同用，兼能潤腸通便。枳殼行氣以助大便下

行，全方共奏養陰通便之功。 

3、冷秘 

主證：大便艱澀，排便困難，小便清長，

四肢不溫，或腰膝冷感，或腹中冷痛，舌質淡，

苔白潤，脈沉遲。 

分析：陽氣虛衰，腸道傳送無力而大便艱

難，陰寒內結，則腹中冷痛，四肢不溫，小便

清長，舌淡白，脈沉遲，均為陽虛內寒之象。 

治法：溫陽開秘。 

方藥：肉蓯蓉、當歸、胡桃肉、半夏、白

附子。 

---------------------------------------------------------------------------------- 

 

 

癲 癇 

劉湖輝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癲癇即羊癲瘋，是由於腦神經細胞的異常

放電所致的暫時性神經系統失常。癲癇的病因

非常複雜，影響發病的因素也很多，其危害損

傷大腦，嚴重的影響精神及智力發育。癲癇可

分為原發性癲癇和繼發性癲癇。 

《診斷》 

臨床症狀 

①常在過度勞累、精神刺激、驚恐、暴飲

暴食，感染，過度換氣或月經來潮時誘發。 

②主要表現為突發性、短暫性和自限性，

以反復發作性抽搐意識障礙，感覺，精神或植

物神經異常為主要症狀，發作期間無任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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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事後對發病經過全無記憶。 

2、主要類型 

①小發作，以短暫意識障礙為特徵，多見

於兒童和少年，患者突然思緒中斷，或站立不

動或失神，或出現點頭、搓手、摸膝等動作，

為時短暫數秒或數十分鐘，一日內可發作多

次，也可表現為頸肌，四肢肌肉呈陳攣性發作。 

②大發作，以意識喪失和全身抽搐為特

徵，病人突然出現意識喪失、全身肌肉強直、

尖叫、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暫停、有時

咬破舌頭(強直期)約數十分鐘後，四肢、軀幹

肌肉經過一段時間睡眠後逐漸清醒或有少數

病人出現精神症狀，部分病人有頭昏，頭痛，

恐懼感等前驅症狀。 

③局限性發作，以局部症狀為特徵，除良

性申央回癲癇外僅見於繼發性癲癇，它包括運

動性和感覺性發作。 

④精神運動性發作，也稱顆葉癲癇，屬繼

發性癲癇範圍，表現為多種幻想和錯覺，如苦

味，視物變形，移位，自覺胃氣上升;對生疏

事物感到曾經經歷，對熟悉事物感到陌生;出

現強迫思維、感到無名恐懼、憂鬱和欣、憤怒

等，作些吸吮、清喉、搓手、撫面等動作，甚

至遊走，叫喊，奔跑等等。 

《治療》 

1、急救 

①發病快，發作時間短，在這種情況下，

千萬不要慌張，迅速將病人移動比較安全的地

方。 

②為防止病人咬破舌頭，應迅速用筷子壓

舌板等纏上手帕插入病人的上、下牙之間。 

③為防唾液和嘔吐物吸入氣管，或舌頭墜

入咽喉部引起窒息，要讓病人的側臥，呈昏睡

狀態以保持氣道暢通，同時要鬆開病人的頤

帶、皮帶、紐扣等，使入易於呼吸。 

3、中醫治療 

①患者發作前有頭昏、眩暈、胸悶、情緒

不穩定，乏力隨後突然尖叫一聲，昏僕倒地、

面色蒼白、不省人事、牙關緊咬、口吐白沫、

四肢抽搐、兩眼上翻、大小便失禁或表現短暫

喪失意識，說話中斷、雙眼發直、茫然失措、

拿物落地、舌質淡、舌苔膩、脈滑強、此時宜

用:陳皮 貝丹 半夏 竹瀝水 天麻 全蠍唬班 

僵蠶 朱砂 襖神 莒蒲 遠志麥冬 丹參等 

用水煎服 一日三次 飯前二小時服 如痰

涎不利就加全枯萎，痰涎清稀加幹薑 

②平常心煩失眠，口苦咽幹，情緒急躁、

大便秘潔、四肢抽搐、口吐涎沫、發作時僕倒

在地不省人事，舌紅苔黃，脈數弦，此時就用:

黃誇 山桅 龍膽草 柴胡 澤瀉 車前子 當歸 

生地半夏 膽南星 陳皮 枳實 竹茹 菖蒲 茯

苓等 

用水熬，一日三次，飯前二小時服，如患

者肝陽上亢就加石頭明鉤藤各 30 克 x 重鎮潛

陽熄風止抽，如患者便秘加大黃(後放) 通腑;

痰粘加個瀝水。 

③發作日久、頭暈眼花、失眠多夢、腰膝

酸軟、記憶力差、心性不寧、五心煩熱、口乾

舌燥、大便秘結等，舌紅少苔、脈數細、此時

用:生地、麥冬 阿膠(烊化) 雞子黃、醋龜板、

醋鱉甲 生牡蠣、白芍 五味子 大麻仁 如心煩

燥急、心肝炎旺加龍膽草和燈芯草;食欲不振

加焦山桂、炒麥芽、神曲等 

④癲癇症久發、神收乏力、眩暈時作、面

色無華、食欲不振、噁心嘔吐、大便溏泄、舌

質、陳皮、生牡蠣、鉤藤、僵蠶、如腹脹嘔吐

加積殼、竹茹等開竅理氣止嘔痰多加曾蒲、遠

去、膽南星來化痰。 

4、食療 

①生山藥、粳米各 40 克、慢火熬粥吃，

主治脾虛性癲癇 

②粳米、淨薏米各 40 克熬粥吃，治脾虛

性癲癇 

③白蒺藜子、沙苑子各 15 克，熬粥吃，

主治腎虛癲癇 

(預防) 

1、要有良好的飲食習慣和良好的生活規

律，避免過勞和情表。 

2、預防已知的各種致病的因素，如腦外

傷，顱內感染、產傷嬰兒高熱驚厥等。 

3、不能參加和咯帶有危險的活動和工作，

如電工、水下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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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汗 

唐海平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多汗有下列幾種情況 

(1)多汗伴有心跳，食欲亢進、興奮、易

怒、失眠、怕熱、突眼等，多為甲狀機能亢奮。 

(2)多汗伴有寒戰、高熱、昏迷、臭汗等，

多為敗血症或急性熱病等。 

(3)多汗伴有頭暈乏力，饑餓感明顯者，

為低血糖引起。 

(4)多汗伴有發熱、反應遲鈍、食欲不振、

腹脹、脾腫大相對緩脈攻瑰糖疹，多為傷寒病。 

(5)服用某些藥物後突然出汗為藥物作用

所致。接觸或服用某些毒藥，如有機磷農藥，

鋁、汞等，均可在中青毒後出汗。 

(6)平時稍微一動就出汗，不是患有肥胖

症就是體質虛弱所致。 

(7)有部分青年人愛出汗，這是因為青春

期植物神經功能失調而致。 

(8)有些人房事後出汗，尤其是下身部分 

(包括雙下肢)出汗很顯著，出汗嚴重者身體下

部大汗淋漓的現象。房事出汗的原因可能是房

事過頻，身體疲勞進行房事有關，還有一個重

要的原因就是與身體的植物神經功能的程度

有關，這種人平時的植物神經的副交感神經就

是亢奮狀態，表現為面色潮紅，常出汗，唾液

分泌多，心跳較平常人慢，因此婚後在房事中

很容易出汗，而且汗量較多。 

 

 

---------------------------------------------------------------------------------- 

 

耳 鳴 

唐翠英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耳鳴是指周圍環境中無相應的聲源，而感

覺耳內有某種聲音。耳鳴不僅擾人不安，影響

工作和生活，而且常為耳部和全身一些疾病的

早期信號，最常見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一、耳部疾病引起的耳鳴 

這類耳鳴的特點是大多有耳病史，而且夜

間呈加重趨勢，另外，根據不同的部位可產生

傳導性耳鳴和感音性耳鳴兩種。耳的傳導部位

分為外耳、中耳、因此當外耳道因耳盯聹異

物、炎症腫脹發生阻塞，耳膜充血、內陷、穿

孔，中耳腔積液或感染、耳硬化症等，均可發

生傳導性耳鳴。這種耳鳴的特徵是單側性，也

就是在有病變的一側，而且耳鳴的音調較低，

如"轟轟聲" "隆隆聲"，耳的感應位是內耳耳

膜蝸，如果發生內耳震盪，水腫(如美尼爾氏

症)聽神經瘤等會刺激內耳耳蝸的螺旋而產生

耳鳴。這類耳鳴一般為雙側性，如果及一側耳

蝸也可為單側性耳鳴。耳鳴呈高音調，如蟬鳴

聲，嘶嘶聲，汽鍋放氣聲。根據刺激的突然發

生或突然消失耳鳴常呈間歇性時有時無。 

二、頸部疾病引起的耳鳴 

頸部腫瘤或頸部疾患壓迫頸動脈時，可以

引起同側的耳鳴，此種耳鳴的特點為持續性、

低音調、同時隨著體位變動，耳鳴程度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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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三、藥物中毒內耳損傷引起的耳鳴 

大劑量的奎寧、奎尼丁或氯唾等藥物可引

起劇烈的耳鳴，但停藥後好轉，常用的慶大黴

素，鏈黴素，卡那黴素等藥物，對聽神經及前

庭神經均有毒害作用，一且發生藥物性耳鳴，

耳聾後，一般難以恢復。藥物中毒或過敏造成

的耳鳴，往往是高音調，往往成雙側性，不少

藥物中毒的病人，如鏈黴素、慶大黴素的早期

中毒就出現這種耳鳴，所以這種耳鳴是藥物中

毒的預兆要警惕，一旦發生要馬上停藥，以免

中毒加深而影響聽力。嬰兒幼兒使用鏈黴素等

對聽覺有損害的藥物更要謹慎。 

全身疾病引起的耳鳴 

腎臟病、肝膽疾病、糖尿病、結核病、慢

性運氣管炎等，它們在全身功能紊亂時，會出

現耳鳴症狀，但隨著人體的康復而康復。全耳

性疾病引起的耳鳴和藥物中毒引起的耳鳴症

狀相同即高音調，呈雙側性。冠心病，心絞痛

能引起耳鳴，腎虛，更年期綜合症等都能引起

耳鳴，有時顱內核小腦角病變也能引起一側高

音調耳鳴。一旦出現耳鳴應及時到醫院檢查確

診到底是患上哪種耳鳴，以便及時治療。 

---------------------------------------------------------------------------------- 

 

 

風濕性心瓣膜病的辯證論治 

唐海樹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風濕性心瓣膜病，指風濕病所致的心臟炎

證遺留下來的心瓣膜損害，形成瓣膜的狹窄或

關閉不全，或狹窄與關閉不全同時存在，導致

血液動力學的改變，最後心臟功能代償不全，

形成充血性心力衰竭。此病屬中醫“心悸”、

“心痹”範疇。 

    祖國醫學認為，本病由於外邪侵入人體，

久而不去，或外邪反復侵襲，均可累及心臟，

此稱為“心痹”。《素間·痹論》說：“脈痹

不已，復感於邪，內捨於心。” 

    心主血脈，心痹則氣血運行不暢。“心痹

者，脈不通”。血脈瘀阻則唇青舌紫，血不養

心則心悸。 

    肺主氣，心主血。肺氣貫心脈而行呼吸。

如因心脈痹阻，則肺氣壅塞，肅降無權，發為

喘咳，肺絡瘀阻，可見咯血。 

    心脈痹阻，除了影響肺功能外，久則累及

脾腎二臟。由於肺氣受阻，脾腎陽虛，於是肺

的通調，脾的運化，腎的氣化作用減退，最終

發生水腫，水飲上淩心肺，則心悸、喘咳而不

得臥。 

    辨證施法： 

   1、氣血虧虛型. 

   面色蒼白或萎黃，心悸動則尤甚，氣短、

汗出，脈細或濡弱，舌質淡胖有齒印。 

   治法：益氣養血（歸脾湯加減）。 

   黨參 10g、黃芪 12g、丹參 12g、桂枝 5g、

浮小麥 15g、炙甘草 10g、桂圓肉 10g、大棗

五枚、紅花 5g。 

   2、肺絡瘀阻型。 

   兩顴紫紅，唇、指甲青灰，頭暈乏力、心

悸怔忡、氣急咳嗽、則咯血甚。脈細數或結代，

舌質青紫或有瘀斑。 

    治法：活血化瘀（桃紅飲加減）。 

    桂枝 10g、赤芍 12g、丹參 12g、紅花 6g、

桃仁 10g、遠志 5g、炙甘草 6g、田七 6g。 

    若咳喘甚、粘痰，可加蘇子、白芥子、半

夏等以祛痰宣肺平喘。若咳血甚者可加大三七

量以散瘀止血。 

    3、心腎陽虛型。 

    主證：面色萎暗，咳嗽喘急，面浮，脈結

代或沉細而數。 

    治療：溫陽利水。 

    真武湯加減：桂枝 15g、附子 10g(先煎)、

防已 15g、白術 12g、茯苓 15g、黃芪 15g、葶

藶子 10g、姜皮 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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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針治療 

    採用新針療法，適當配合強心利尿藥進行

治療，對心功能的改善，增進食欲，減輕疼痛，

改善睡眠，有顯著效果。 

    1、主穴、內關、間使、少府。 

心動過緩：內關。 

    2、心動過速：內關，間使。 

    3、腹脹：中極、氣海、足三裏、天樞。 

    4、鎮咳、平喘：肺俞、少府、合穀。 

    5、利尿：太衝、水分、水泉、飛揚。 

    以上穴位，主穴可選 1-2 個，配穴根據病

情選用，每次針刺穴位 4-5 個左右，有左右

者，針雙穴。 

    針刺常採用深紮強刺，用提插或撚轉。有

酸、麻、脹或通電感等針感後退針。 

    療程一般以 7-10 日為宜，根據病情與身

體狀況，酌情休息幾天後再進行第二療程。 

    經過上述的治療、調理，一般都會收到比

較滿意的療效。 

---------------------------------------------------------------------------------- 

 

 

 

肝癌治驗 

黃必芬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治療肝癌藥方： 

木賊草 15g，野芥菜 30g，天性草 30g，

石油菜 50g，銀花 30g，龍葵 30g，三白草 25g，

甘草 15g，半枝蓮 25g，紫地丁 25g，蛇莓 25g，

人參 30g，黃芪 30g，白芥子 20g。 

葦念，男，19 歲，桂林市靈川縣三街人，

2011 年 9月 16 日到我處就診，查醫院檢查結

果，為巨型肝脾腫大，患者體形消瘦，面色暗

黑，步履艱難，少气聲微，飲食欠佳，腹脹，

肝區疼痛；小便黃，脈弦，沉數，舌苔邊紅褐。 

從患者的病情來看，已現危象，首次投

藥，採取扶正、祛邪，殺蟲，排毒之药，給予

中藥四劑（劑量稍偏大），服後，食欲已增，

腹脹已除，肝區痛的現象有所減輕。按以上方

劑，增加排毒藥的投入，患者每天排便一、二

次而便黑污臭。三個多月後，患者母親訴之，

精神狀況良好，病已好轉，可和同學打籃球到

處遊玩。從這一患者的證狀上看，治療以先扶

正，祛邪外，殺蟲，排毒更重要。試看，日久

積毒，如果體內的毒沒排的話，加之不於消

炎，扶正、祛邪，殺蟲，對治療此病也就如煮

菜不放鹽油那樣無味了。 

其中人參、黃芪，固表補氣實為提高抗病

能力；銀花、龍葵、三白草、半枝蓮、紫花地

丁、蛇莓，清熱利水，解毒；野芥菜根、天性

草、石油菜，殺蟲祛邪散结，排毒，白芥子，

祛痰散結，殺蟲，排毒，合藥共用，起到治肝

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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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的論治 

羅宏運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感冒為臨床上常見的外感疾病。它是由風

邪侵襲人體所致，證狀為鼻塞、流涕、打噴嚏、

頭痛、惡風或發熱等為主要表現。 

     辨證施治 

本病的治療，應先辨風寒與風熱，以疏

風宣肺解表為主要治法。若病較嚴重或復雜，

則採用辛溫和辛涼的重劑，或表裏雙解之法，

方能取效。 

（一）風寒 

主證：鼻塞、打噴嚏、流清涕、咽癢、咳

嗽或痰多稀薄，頭痛、身痛、惡寒發熱，舌苔

薄白，脈浮或緊。 

分析：風寒外襲，肺氣失宣，上竅不利，

故見鼻塞、流涕、咽癢、咳嗽。風寒閉阻於表，

衛陽被鬱，故見惡寒、發熱、無汗、頭痛等證。

舌苔薄白、脈浮是風寒在表，脈緊為寒盛之

象。 

治法：辛溫解表，宣肺散寒。 

藥用：蔥白、豆豉、杏仁、蘇葉、防風、

荆芥。 

方以蔥白通陽散寒，豆豉透表去邪，蘇

葉、杏仁宣肺化痰，荆芥、防風辛溫發散祛風

邪。 

重證者如惡寒發熱、頭痛、身痛較重者，

可用荆芥、防風、川芎、生薑、柴胡、桔梗、

枳殼、茯苓、羌活。 

方中荆芥、防風、川芎、生薑辛溫發散；

柴胡宣肺解熱；桔梗、枳殼、茯苓，理氣化痰；

羌活為頭痛、身痛要藥；體虛者可用黨參或人

參扶正祛邪，若惡寒明顯而無汗者可用麻黃、

杏仁、甘草、桂枝以祛風寒之邪。 

若風寒挾濕，兼見頭重身倦，納差或腹

瀉，口淡苔白，脈沉可用厚朴、陳皮、藿香、

神曲。 

若陽氣不足，證見惡寒較重，無汗神倦，

苔白脈沉，可用麻黃、附子、細辛助陽散寒，

以祛風寒之邪。 

若氣虛，或遷延日久不愈者，治宜益氣解

表，，以防復感，藥用黃芪、防風、白術。 

二、風熱 

證狀：發熱、微惡風寒，或有汗出，頭痛

鼻塞，咽喉紅腫疼痛，咳嗽痰稠，舌苔薄黃，

脈浮數。 

分析：風熱上擾，侵犯肺衛、衛氣失於宣

暢，故見發熱、微惡風寒。風熱為陽邪，故以

發熱為主，風熱上擾則見頭痛、鼻塞有稠涕，

咽喉紅腫疼痛，肺氣不宣則咳嗽痰稠，苔薄

黃，脈浮數。 

治法：辛涼解表，宣肺清熱。 

藥用：銀花、連翹、豆豉、牛蒡子、薄荷、

荆芥、桔梗、甘草、桑葉、菊花。 

若咳嗽重者加前胡、杏仁、去豆豉、荆芥；

咽痛者加板藍根，玄參，麥冬。 

重證如高熱，惡寒、頭痛、鼻幹、口渴、

心煩、舌紅苔黃者，前方可加葛根以解肌散

熱，加石膏、黃芩以清熱，加知母，天花粉以

生津，使熱退津回，其病易愈。 

若風熱挾濕，證見頭重體乏，胸悶、小便

黃、舌苔黃膩，則前方去荆芥、牛蒡子，加藿

香、佩蘭、厚樸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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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的中成藥療法 

何成龍 

（泉州市中醫院） 

 

 

 

一、感冒的定義和範圍； 

感冒是一種常見病，是由於風邪乘人體禦

邪能力不足之時，侵襲肺衛皮毛所致。亦稱傷

風、冒風。屬於輕證。《景嶽全書•傷風》中

說：“傷風之病，本由外感，但邪甚而深者，

遍傳經絡，即為傷寒；邪輕而淺者，只犯皮毛，

即為傷風。”   如果病情較重，並在一個時

期內廣泛流行，證候多相類似者，稱作時行感

冒。亦可能轉化為風溫，出現高熱神昏之證等，

甚至於心肺衰竭，危及生命。 

《黃帝內經》：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中說：

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

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 

感冒之名，始見於北宋《仁齋直指方•諸

風》，該書在“傷風方論”中論述參蘇飲時指

出：“治感冒風邪，發熱頭疼，咳嗽聲重，涕

唾稠粘”。元、明、清以來，明確指出感冒與

風寒或風熱襲肺有關，提出用辛溫或辛涼之劑

以疏風解表。 

西醫所稱的上呼吸道感染屬於感冒的範

圍，流行性感冒屬於時行感冒或風溫的範圍。

大葉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屬於風溫的範圍。禽

流感基本上屬於風溫的範圍。 

感冒的表現：衛陽被遏，營衛失和，邪正

相爭，可出現惡寒、發熱、頭痛、肢體痠痛等

表衛症狀；風邪犯肺，肺失宣肅，則見喉癢、

咳嗽、鼻塞等肺系之證。 

二、感冒的分類和適用的中成藥； 

感冒在中醫辨證屬於表證，主要分為風寒

感冒、風熱感冒和體虛感冒三種，相應的解表

中成藥也分為辛溫解表、辛涼解表和扶正解表

三類。 

1、 風寒感冒：主要是風寒外襲，肺氣失

宣所致。表現為鼻塞聲重，流清涕，打噴嚏，

喉癢咳嗽，痰多稀薄，肢體酸痛，甚則惡寒發

熱，無汗，頭痛，苔薄白，脈浮等症。 

如風寒夾濕邪客於皮毛，濕性粘膩重著，

則惡寒而身熱不揚，頭脹如裹，肢體酸疼而重；

如脾胃有濕，複感風寒之邪，內外合邪，可見

風寒表證外，又兼胸悶、泛惡、納呆、苔膩等

濕困中焦之象。 

2、 風熱感冒：主要是外感風熱邪氣，郁

於肌表，腠理不密；風熱上受，肺失清肅。表

現為發熱惡風，無汗或有汗不解，頭痛，鼻塞

涕濁，咽喉腫痛，咳痰黃稠，口幹欲飲，苔薄

黃，脈浮數等症。 

如夾暑則見身熱汗出不解，口渴心煩，尿

赤，舌苔黃膩等症。 

咽喉腫痛與否常為風寒、風熱辯證主要依

據。 

3、體虛感冒，指正氣虛弱者，外感風寒，

不能抗邪外出而致邪戀不解。往往反復感冒，

當以扶正祛邪為主，除根據感邪之不同而施用

不同的解表法外，必須時時顧護正氣，隨證調

補之。分為氣虛感冒，陽虛感冒，血虛感冒，

陰虛感冒。 

氣虛感冒：多發於素體氣虛、抵抗力差者，

衛外不固，風邪乘襲。主要表現為惡寒發熱，

或熱勢不盛，但覺時時畏寒，汗自出，頭痛，

鼻塞，咳嗽，痰白，咯痰無力，平素神疲體弱，

氣短懶言，反復易感，舌淡苔白，脈浮而無力。

均為肺氣虧虛之象，需扶正祛邪、益氣解表。 

陽虛感冒：陽氣不足者，易感受風寒邪氣，

以老年人較為常見。表現為陣陣惡寒，甚至蜷

縮寒戰，或稍兼發熱，無汗或自汗，汗出則惡

寒更甚，頭痛，骨節酸冷疼痛，面色蒼白，語

聲低微，四肢不溫，舌淡胖苔白，脈沉無細力。

患者陽虛汗出較多，陽氣耗散，則惡寒更甚，

此乃陽虛感冒之特徵。 

血虛感冒：素體血虛者，邪犯肌表。由於

血虛，汗源不足，一般無汗或汗少。主要表現

為頭痛，身熱，惡風，無汗或汗少，面色不華，

唇甲色淡，指甲蒼白，心悸，頭暈，舌淡、苔

白，脈細，或浮而無力，或脈象結代。 

陰虛感冒：陰虛之體，肺有燥熱，感邪之

後，常見偏於風熱之證。常表現為發熱，微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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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寒，無汗或微汗，或寐中盜汗，頭痛，心煩，

口乾咽燥，手足心熱，乾咳少痰，或痰中帶血

絲，舌紅少苔，脈細數。 

感冒藥的分類為：辛溫解表藥；辛涼解表

藥；扶正解表藥。 

辛溫解表藥：適用於風寒表證，部分藥物

兼有宣肺平喘，利水，勝濕止痛作用，還可用

治喘咳，水腫，痹證等。常用辛溫解表中藥有

麻黃、桂枝、紫蘇、荊芥、白芷、防風、羌活、

細辛、生薑等。常用辛溫解表中成藥：荊防顆

粒、九味羌活丸（顆粒）、感冒清熱顆粒、正

柴胡飲顆粒、 傷風停膠囊、表實感冒顆粒、

風寒感冒顆粒、感冒軟膠囊、感冒疏風丸、都

梁丸、小兒清感靈片、參蘇丸、通宣理肺丸，

等等。 其中九味羌活丸（顆粒）、感冒清熱

顆粒、正柴胡飲顆粒為國家基本藥物。 

藿香正氣水也可以用於風寒感冒，特別是

胃腸型感冒，功能解表化濕，理氣和中。用於

外感傷寒、內傷濕滯或夏傷暑濕所致的感冒。

其在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屬於清熱劑中清熱

祛暑的。 

辛涼解表藥：適用於風熱表證。常以辛涼

解表中藥如薄荷、牛蒡子、桑葉、菊花、葛根、

柴胡等配合清熱藥金銀花、連翹、黃芩等為主

組成方劑。臨床上也常用清熱藥治療風熱表

證。常用清熱宣肺的辛涼解表中成藥：桑菊感

冒片、銀翹散、羚翹解毒丸、銀翹解毒丸、羚

羊感冒片、感冒退熱沖劑、銀翹解毒丸（顆粒）、

風熱感冒顆粒、黃氏響聲丸、芎菊上清丸、牛

黃清感膠囊、小兒寶泰康顆粒、祖卡木顆粒、

小兒熱速清口服液（顆粒）、小兒解表顆粒、

兒童清熱口服液等。其中銀翹解毒丸（顆粒）、

芎菊上清丸、牛黃清感膠囊、小兒寶泰康顆粒、

祖卡木顆粒、小兒熱速清口服液（顆粒）為國

家基本藥物。 

常用的清熱解毒、疏風解表的中成藥：雙

黃連顆粒（口服液）、板藍根顆粒、黃連上清

丸、牛黃解毒丸、牛黃上清丸、一清顆粒（膠

囊）、疏風解毒膠囊、清熱解毒顆粒、銀黃顆

粒（口服液）、蓮花清瘟膠囊、香連丸、柴銀

口服液、柴黃顆粒、金蓮清熱顆粒、勝紅清熱

膠囊、金蓮花膠囊、巴特日七味丸等。 

其中雙黃連顆粒（口服液）、板藍根顆粒、

黃連上清丸、牛黃解毒丸、牛黃上清丸、一清

顆粒（膠囊）、疏風解毒膠囊、清熱解毒顆粒、

銀黃顆粒（口服液）、蓮花清瘟膠囊、香連丸

國家基本藥物。 

扶正解表藥：適用于表證而兼正氣虛弱

者。正虛指氣、血、陰、陽不足。氣虛或陽虛

者外感風寒，若單純發汗解表，不僅使已虛之

陽氣在隨汗泄而更虛，且因正虛不能抗邪外出

而致邪戀不解。恰當治法是扶正祛邪，雙管齊

下，使正旺邪除。故本類方劑每由辛溫解表的

麻黃、羌活、防風、蘇葉等與益氣助陽的人參、

黃芪、附子、細辛等構成益氣解表、助陽解表

方劑，代表方如敗毒散、參蘇飲、麻黃細辛附

子湯。素體陰血不足而感受外邪，治療不能專

事發表，因陰血虧虛，汗源不充，感受外邪，

不能作汗達邪，若強行發汗，更耗陰血，甚至

造成汗多亡陰的不良後果。因此此類方劑常由

辛而微溫或或辛涼的解表藥如蔥白，豆豉、薄

荷、葛根等，滋陰養血的玉竹、生地等組成滋

陰解表，養血解表方劑，代表方如加減葳蕤湯、

蔥白七味飲。 

常用的扶正解表中成藥是玉屏風顆粒，用

於表虛不固，自汗惡風，面色晄白，或體虛易

感風邪者。是國家基本藥物。 

我院現有的解表中成藥：辛溫解表藥：藿

香正氣水。辛涼解表藥（清熱解毒、疏風解表

的中成藥）：雙黃連顆粒、疏風解毒膠囊、銀

黃顆粒、柴銀口服液、柴黃顆粒、金蓮清熱顆

粒、勝紅清熱膠囊、金蓮花膠囊、金銀花糖漿、

巴特日七味丸等。扶正解表藥：玉屏風顆粒。 

三、介紹幾種治療感冒的中成藥 

藿香正氣水 

成份：蒼術、陳皮、厚朴（姜制）、白芷、

茯苓、大腹皮、生半夏、甘草浸膏、廣霍香油、

紫 蘇 葉 油 、 輔 料 為 幹 薑 、 乙 醇 。                                    

功能主治：解表化濕，理氣中和。用於外感傷

寒、內傷濕滯或夏傷暑濕所致的感冒，症見頭

痛昏重、胸膈痞悶、腕腹脹痛、嘔吐泄瀉；胃

腸型感冒見於上述證後者。 

規格：每支裝 10毫升。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5~10 毫升，一日

2次，用時搖勻。 

本品也適用於暑熱感冒的治療。 

雙黃連顆粒 

成份：金銀花、黃芩、連翹、輔料為蔗糖、

糊精。                              

功能主治：疏風解表，清熱解毒。用於外

感風熱所致的感冒，症見發熱、咳嗽、咽痛。 

規格：每袋裝 5克，相當於淨飲片 15 克。 

用法用量：口服或開水沖服。一次 2袋，

一日 3次；6個月以下，一次 2/5 袋~3/5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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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月至 1歲，一次 3/5 袋~4/5 袋；一歲至三

歲，一次 4/5~1 袋；三歲以上兒童酌量或遵醫

囑。 

疏風解毒膠囊 

成份：虎杖、連翹、板藍根、柴胡、敗醬

草、馬鞭草、蘆根、甘草。 

功能主治：疏風清熱，解毒利咽。用於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屬風熱證，症見發熱，惡風，

咽痛，頭痛，鼻塞，流鼻涕，咳嗽等。 

規格：每粒裝 0.52g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4粒，一日 3次。 

銀黃顆粒（無糖型） 

成份：金銀花提取物、黃芩提取物。輔料

為糊精、蛋白糖。 

功能主治：清熱疏風、利咽解毒。用於外

感風熱、肺胃熱盛所致的咽幹、咽痛、喉核腫

大、口渴、發熱；急慢性扁桃體炎，急慢性咽

炎、上呼吸道感染見上述證候者。 

規格：每袋裝 4 克（無糖型），每盒裝

16 袋。 

用法用量：開水沖服。一次半~1 袋，一

日 2次。 

柴銀口服液 

成份：柴胡、金銀花、黃芩、葛根、荊芥、

連翹、桔梗、苦杏仁、薄荷、魚腥草。 

功能主治：清熱解毒，利咽止咳。用於呼

吸道感染風熱證，症見：發熱惡風，頭痛、咽

痛，汗出，鼻塞流涕，咳嗽，舌邊尖紅，苔薄

黃。 

規格：每瓶 20ml，每盒 6瓶。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20ml（1 瓶），一

日 3次，連服 3天。 

柴黃顆粒 

成份：柴胡、黃芩苷，輔料為蔗糖、埃斯

帕坦、糊精。 

功能主治：清熱解毒。用於上呼吸道感染，

感冒發熱。                         

規格：每袋裝 4克，每盒裝 12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1袋，一日 2次。 

金蓮清熱顆粒 

成份：金蓮花、大青葉、石膏、知母、地

黃、玄參、炒苦杏仁。輔料為：糊精。                                                                 

功能主治：清熱解毒，生津利咽，止咳祛痰。

用於感冒熱毒壅盛證，症見高熱、口渴、咽幹、

咽痛、咳嗽、痰稠；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

染見上述證候者。                                                                         

規格：每袋裝 5 克（無糖型），每盒裝

10 袋。 

用法用量：口服。成人一次 5克，一日 4

次，高燒時每四小時服 1次；小兒 1歲以下每

次 2.5 克，一日 3次，高燒時一日 4次；1~1.5

歲每次 2.5~5 克，一日 4次，高燒時每四小時

1次，或遵醫囑。 

勝紅清熱膠囊 

成份：勝紅薊、連翹、三葉鬼針草、紅木

香。 

功能主治：清熱解毒、理氣止痛、化瘀散

結，用於濕熱下注、氣滯血瘀慢性盆腔炎見有

腹部疼痛者。 

規格：每粒裝 0.25 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3~4 粒，一日 3

次，飯後服；或遵醫囑。 

*此藥用於外感風熱之咽喉腫痛者，效果

較好。 

金蓮花膠囊 

成份：金蓮花。輔料為糊精。 

功能主治：抗菌消炎。用於上呼吸道感染，

咽炎，扁桃體炎。  

規格：每粒裝 0.35 克，每瓶裝 48粒。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4 粒，一日 2~3

次。 

巴特日七味丸（蒙藥） 

成份：草烏葉、訶子、翻白草、茜草、黑

雲香、人工麝香、銀朱。 

功能主治：清瘟解毒，消“粘”，止痛，

散瘀，止痢。用於瘟疫盛熱，腦炎，赤白痢疾，

白喉，目黃，音啞，轉筋。                                              

規格：每 10粒重 2g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9-13 粒，一日 1~2

次，或遵醫囑。 

玉屏風顆粒 

成份：黃芪、白術（炒）、防風、輔料為

糊精、甘露醇、矯味劑、粘合劑。 

功能主治：益氣，固表，止汗。用於表虛

不固，自汗惡風，面色晄白，或體虛易感風邪

者。 

規格：每袋裝 5克，每盒裝 15袋。 

用法用量：開水沖服，一次 5克，一日 3

次。 

四、感冒的治療與預防 

“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

病”。 

感冒是常見病，對感冒最好的治療就是平

時的預防。平時多喝水，適當運動，及時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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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外邪通過流汗排掉，不讓其轉入體內；注

意飲食，不要積蓄過多的毒素在體內。所謂“正

氣存內，邪不可幹！” 

從另一方面講：感冒發燒也是一種排毒的

過程。激發自身免疫功能，清除體內積蓄的毒

素。 

感冒的治療 

1. 多喝水。多食瓜果蔬菜。飲食宜清淡，

忌油膩辛辣燥熱之物。 

2. 勤開窗多換氣。 

3. 適當休息。發熱時多休息。 

4. 外感風寒，先喝紅糖姜湯治感冒：即

以適量的生薑、紅糖煮湯，每天飲用兩三次，

可暖身去寒，對治療風寒感冒初期有很好的效

果。 

5. 外感風熱，取菊花、桑葉和甘草煎湯

代茶飲服。可疏風清熱，宣肺止咳，治療風熱

感冒初期有很好的效果。 

6. 辯證服用解表藥。 

7. 須注意煎藥和服藥方法，解表藥煮沸

後 5-10 分鐘即可，過煮會降低藥效。 

8. 中藥應趁溫熱服，服後避風覆被取

汗，或進熱粥、米湯以助藥力。得汗脈靜身涼

為病邪外達之象，無汗是邪尚未祛。出汗後尤

應避風，以防複感。 

9. 對時感重症及老年、嬰幼兒、體虛者，

須加強觀察，注意病情變化。如高熱動風、邪

陷心包、合併或繼發其他疾病等。 

10. 使用發汗力強的解表藥，要注意不可

使之出汗過多，以免損耗陽氣和津液。解表藥

忌用於多汗及熱病後期津液虧耗者。 

感冒的預防 

1、 生活上應慎起居，適寒溫。 

2、 健康飲食。多食瓜果蔬菜，少食肉類。 

3、 注意鍛煉，增強體質，以禦外邪，適

當運動、不吸煙。 

4、 避免與患病的人近距離接觸。避免用

手接觸眼睛、鼻子和口腔。 

5、 打噴嚏或咳嗽時用適當的東西遮住

口鼻，隨後將其棄去。 

6、 經常並用正確方式洗手，可以使用肥

皂和水或手部清潔液。 

7、 常易患感冒者，可堅持每天按摩迎香

穴，並服用防治方藥。 

8、 在流行季節，應儘量少去人口密集的

公共場所，防止交叉感染。 

9、 室內可用食醋薰蒸法，以預防傳染。 

五、小結： 

感冒的病因，以外感風邪為主，其病位在

於肺，多數屬於實證。如虛體感邪，則成為本

虛標實之證。感冒的臨床表現，主要包括二方

面：其一是衛陽被遏，營衛失和，呈現表衛症

狀；其二是肺的宣肅失司，氣道不利，可見肺

系症狀。 

感冒實證以風寒、風熱為主，並有夾濕、

夾暑、夾燥、夾食等不同兼證；虛證則有氣虛、

陽虛、血虛、陰虛之分。感冒應與鼻淵，風溫

作鑒別。一般來說，風寒感冒宜辛溫解表；風

熱感冒宜辛涼解表；表實無汗者，用辛散之劑；

表虛出汗者，用疏解之劑；虛證感冒，宜扶正

祛邪。各種感冒在寒熱虛實之間，皆可相互轉

化。 

 

參考文獻：略 

---------------------------------------------------------------------------------- 

 

失眠的辯證論治 

唐白玲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失眠是指經常不能獲得正常的睡眠，輕者

入眠艱難，或睡眠不穩，時寐時醒，嚴重者整

夜不眠。 

病因病理： 

（一）思慮勞倦，傷及心脾，血液耗損，

不能養心，以致心神不安，而成失眠。 

（二）身體虛弱，或久病腎陰耗傷，不能

上承於心，則心火獨亢而神志不寧，因而失

眠。 

（三）飲食不節，腸胃中宿食滯，釀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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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壅滯中焦，痰熱上擾，以致臥不得安。 

（四）暴受驚駭，擾亂心神，驚悸不安，

或少寐多夢，夢中驚醒，甚至情緒緊張，多慮

善驚，形成失眠重證。 

辨證論治： 

失眠分虛實二種，證候也表現不同。虛證

多由於陰血不足，重在心脾腎；治宜補益氣

血，滋陰降火。實證則多因痰熱內擾，壅滯胃

腑，治宜消導和中，清熱化痰。實證日久，則

精神萎靡，食欲不振，也可以轉為虛證。 

（一）心脾兩虛。 

證狀：多夢易醒，心悸健忘；腰膝酸軟，

神疲，飲食無味，面色少華，舌淡苔薄，脈細

弱。 

分析：由於心脾虧損，血不養心，故多蘿

易醒，健忘心悸。血不上榮，故面色少華而舌

質淡。脾失健運，則飲食無味，生化之源不足，

血少氣衰，故精神萎靡，四肢倦怠，脈細弱。 

治法：補養心脾，化生氣血。 

方劑：黨參、白術、黃芪、茯神、木香、

甘草、大棗、遠志、酸棗仁、麥冬、川連、五

味子。 

若兼見脘悶納差，舌苔滑膩者，可加半夏、

陳皮、厚樸以化濕濁，若夜寐驚惕，可加龍齒、

磁石以鎮驚安神。 

（二）陰虛火旺。 

證狀：心煩失眠，頭暈耳鳴，口幹津少，

五心煩熱，或夢遺，健忘心悸，腰膝酸軟，舌

質紅，脈細數。 

分析：因腎陰不足，心肝火旺，故心煩失

眠，五心煩熱，頭暈耳鳴，舌質紅，脈細數，

皆為陰虛，火旺之象。 

治法：滋陰補腎，清心降火。 

方劑：丹參、生地、遠志、酸棗仁、朱砂、

川連、珍珠母、麥冬、黃精。 

（三）痰熱內擾。 

證狀：胸悶頭重，心煩口苦，苔膩而黃，

脈滑數。 

分析：痰熱上擾，則心煩失眠，清陽被蒙

則頭重胸悶，苔黃而膩，脈滑數皆屬痰熱內阻

之象。 

治法：清熱化痰。 

方藥：半夏、陳皮、甘草、茯苓、大棗、

竹茹、川連、梔子。 

方中半夏、茯苓、陳皮理氣化痰；川連、

梔子、竹茹清心、大黃泄熱通腑。 

---------------------------------------------------------------------------------- 

 

關於便血的臨床治療的一點心得 

藍桂花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凡血从大便而下，在大便前后下血，或

单纯下血者统称为便血。 

一、便血產生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飲食不節。 

過食辛辣油膩，燥熱之品，或飲酒無度，

胃腸積熱，濕熱下注，氣血瘀滯，故而下血於

大腸，以致十便血。 

2、七情內傷 

勞倦過度，淫欲傷身，以致脾腎虧虛，

脾主統血，脾虛則不能統血，營血失攝，滲入

大腸而為便血。 

3、外感風寒，濕熱。 

外感風寒或濕熱之邪鬱結於營血，而致

營衛失道，滲入大腸而致便血。 

4、大腸息肉，以及內痔亦可以導致便

血。 

二、便血產生的病機 

大便下血分為實熱和虛寒兩類。實熱之

候，多由胃腸積熱，濕熱下注，灼精傷血，迫

血妄行而為便血；虛寒之證，則因脾胃虛寒，

脾陽虛衰，中氣下陷而不能統血致便血。 

三、辨證論治 

1、近血（外感風熱或濕毒，壅滯腸道而

致便血） 

證狀：大便下血，先血後便，血色鮮紅，

小便赤短，肛門灼熱，舌紅苔膩，脈濡數。 

治以：清熱利濕。 

赤小豆 20g、當歸 10g、甘草 10g、川連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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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術 10g、茯苓 10g、桃仁 10g。 

2、遠血 

證狀：大便下血，先便後血，顏色暗黑，

小便清白，四肢冰冷，舌質淡白，脈沉無力。 

治以：健脾溫陽。 

玄參 10g、甘草 10g、茯苓 10g、  餓鳥王 15g、

大棗 6 枚、川連 10g、茜草 10g、黃柏 10g、

人參 10g、附子 10g。 

3、濕熱下注，以致便血 

過食辛辣，飲酒無度，胃腸積熱，或濕

毒壅滯腸道，而致便血。 

證狀：肛門疼痛，便血灼熱，血色鮮紅，

口幹舌燥，小便短赤，舌紅苔黃，脈濡數。 

治療：清熱涼血。 

玄參 10g、槐角 10g（炒）、丹皮 10g、

赤芍 10g、銀花 10g、甘草 10g、川連 10g、黃

芩 10g 

4、脾虛便血 

證狀：面色無華，唇甲蒼白，甚者頭暈

眼花，舌質淡白，脈沉細。 

治以：健脾溫陽。 

人參 10g、白術 10g、黃芪 15g、木香 10g、

炙甘草 10g、川連 5g、茯苓 10g、麥冬 10g、

石斛 10g。 

--------------------------------------------------------------------------------- 

 

口淡辨病 

劉繼寅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口淡，就是指口中味覺減退，自覺口內發

淡而無法品嘗食物的滋味，多見於炎症初起或

消退期，而以腸炎痢疾和消化系統病症多見，

還見於大手術後的恢復階段，內分泌疾病及長

期發熱的消耗性疾病，營養不良 維生素及微量

元素鋅的缺乏，蛋白質及熱攝入不足的病人也

常有口淡感，因為這類疾病可使舌味蕾敏感度

下降而造成口淡無味，另外，口淡無味，味感

減弱甚至消失，還是癌症病人的特徵之一，因

此中老年人發生原因不明的味覺突然減弱或消

失時，要高度警惕癌症的可能，當然這也要同

中老年人味蕾退化，牙齒殘缺不全(即使裝上假

牙，也因頜骨有不同程度的萎縮)使咀嚼不充

分，甚至囫圇吞咽，食物不能和味道蕾充分接

觸導致食不知味的情況區別開來。中醫認為，

口淡無味，飲食不香，多屬病後脾胃虛弱運貨

失健，常伴有食欲不振，四肢無力，胸腔脹滿，

舌淡苔白等症狀。

---------------------------------------------------------------------------------- 

 

腦血栓形成的中醫治療 

蔣斌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腦血栓形成是指腦動脈在內膜病變的基

礎上血管壁內形成血栓，阻礙血流而言，由於

腦組織局部缺血或供血不足而出現中風證

候，本病多發生在中年人以上。 

    本病主要有二種類型：中經絡證與中臟腑

兩種。    

    辨證施治：風痰中腑。 

    證狀：有淺中度昏迷，呼之能有反應，一

般無寒熱，有半身失靈，言語不利，多有尿閉

便秘，舌苔厚膩，脈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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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法：芳香開竅，祛風化痰，通腑活絡。 

    （1）方藥：川連、黃芩、梔子、鬱金、

朱砂、人工牛黃。 

    （2）方藥：桑枝、羌活、大黃、瓜蔞、

竹瀝、紅花、赤芍、桃仁、遠志、石菖蒲。 

     以上二方，第一方先用，再用第二方。 

中經絡證狀：以半身不遂為主證。 

     方藥：川芎、桃仁、赤芍、紅花、地龍

幹、當歸尾、白芍、丹參、田七。 

--------------------------------------------------------------------------------- 

 

嘔吐的中醫治療 

羅正業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嘔吐是由於胃失和降，氣逆於上所出現的

病證。 

病因病理： 

胃以降為和，無論任何原因，使胃的功能

發生紊亂，導致氣逆於上，都能引起嘔吐。引

起嘔吐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一）外邪犯胃。 

感受風、寒、暑、濕之邪以及穢濁之氣，

侵犯胃腑，導致胃失和降，水穀隨氣上逆，發

生嘔吐。 

（二）飲食失調。 

飲食過多，或過食生冷油膩之物，傷胃滯

脾，以致胃氣不能下行，上逆而嘔吐。 

（三）情志不和。 

惱怒傷肝，肝失條達，橫逆犯胃，胃氣上

逆，而致嘔吐。 

（四）脾胃虛弱。 

脾胃虛弱或胃陰不足，失其潤降，不能承

受水穀，每因食後嘔吐。 

辨證施治 

（一）實證 

1、外邪犯胃 

證狀：突然嘔吐，來勢較急，可伴有惡寒

發熱頭痛、胸悶、中脘疼痛、腹瀉、口粘膩、

舌苔膩白。 

分析：外邪犯胃，動擾胃腑，濁氣上逆，

故突然嘔吐，來勢較急；若風寒之邪束於肌

表，營衛失和故惡寒發熱，頭痛；若暑濕穢濁

之氣犯胃，胃失和降，故胸悶，脘痛腹瀉，舌

苔白膩為寒證挾濕之證。 

治法：疏邪解表，芳香化濕。 

方藥：藿香 10g、紫蘇 15g、厚樸 10g、

半夏 10g、陳皮 10g、茯苓 15g、川連 8g、白

術 10g、甘草 10g。 

若宿食停滯、胸悶腹脹者，去白術，大棗

加雞內金，神曲以消食導滯。如表邪偏重，寒

熱無汗，可加防風、荊芥之類的祛風解表。夏

季感受暑濕，嘔吐心煩，去其甘溫之藥，加入

佩蘭、荷葉清熱解暑。 

2、飲食停滯 

主證：嘔吐酸腐，脘腹脹滿，疼痛拒按，

噯氣厭食，舌苔厚膩，脈滑實。 

分析：飲食停滯，運化失常，氣機受阻，

因而脘腹脹滿，疼痛拒按。食滯內阻，濁氣上

逆，故嘔吐酸腐，苔厚膩，脈滑實，為食滯內

停證候。 

治法：消食化滯，和胃降逆。 

方藥：神曲 10g、山楂 10g、萊菔子 15g、

茯苓 10g、陳皮 10g、半夏 10g、甘草 5g、川

連 8g，積滯甚者，可加大黃、枳實導滯通腑，

使濁氣下行，嘔吐可止。 

3、痰飲內阻 

主證：嘔吐痰涎清水，頭暈心悸，苔白

膩，脈滑。 

分析：脾失健運，痰飲內停，故脘悶不

食，胃失和降，上逆而嘔吐清水痰涎，水飲上

犯，清陽之氣不得展，故心悸頭暈，苔白膩，

脈滑，為痰飲內停之象。 

治法：健脾溫中，化飲降逆。 

方藥：半夏 10g，生薑 10g，茯苓 15g，

白術 10g，厚樸 10g，陳皮 10g，桂枝 10g。 

4、肝氣犯胃 

主證：嘔吐吞酸，胸脅痛滿，煩悶不舒，

舌邊紅，苔薄膩，脈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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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肝氣橫逆犯胃，胃氣失於和降，

因而嘔吐吞酸，噯氣頻頻，胸脅滿痛。若氣鬱

化火，則煩悶不舒，舌邊紅，脈弦為氣滯肝鬱

之象。 

治法：疏肝和胃、理氣降逆。 

方藥：紫蘇葉、半夏、厚樸、茯苓、生

薑、大棗、龍膽草、柴胡、川連。 

（二）虛證 

1、脾胃虛寒 

主證：飲食稍多即脘脹不通，噁心嘔吐，

倦怠乏力，口幹不欲飲，喜暖惡寒，面色蒼白，

甚至四肢不溫，大便溏薄，舌質淡，脈濡弱。 

分析：脾胃虛弱，中陽不振，故而飲食

稍多則脘脹不舒，甚則嘔心嘔吐。陽虛不能溫

布，則面色蒼白，喜暖惡寒，四肢不溫，倦怠

乏力。中焦虛寒，氣化不利，故口幹而不欲飲。

脾虛則運化失常，故大便溏薄，舌質淡，苔白

膩，脈濡弱，乃脾陽不足證候。 

治法：健脾和胃，溫中降逆。 

方藥：黨參 10g、白術 10g、幹薑 10g、

甘草 10g、人參 10g、砂仁 10g、半夏 10g、陳

皮 10g。 

若嘔吐不止，加吳茱萸以溫中降逆止嘔。 

胃陰不足。 

主證：嘔吐反復發作，有時幹嘔，口燥

咽幹，似饑而不欲食，舌紅津少，脈細或數。 

分析：熱病之後或肝鬱化火，耗傷胃陰，

以致胃失濡養，氣失和降，所以嘔吐反復發

作，或時作幹嘔，似饑而不欲食，津液不能上

承，故口燥咽幹，舌紅津少，脈細或數，為津

傷有虛熱之象。 

治法：滋養胃陰，降逆止嘔。 

方藥：人參、甘草、石斛、知母、半夏、

竹茹、川連、黃芩。 

若大便幹結，可加火麻仁、瓜蔞以潤腸

通便。 

---------------------------------------------------------------------------------- 

 

 

疲勞與疾病 

潘小軍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人們習慣地認為疲勞是過度體力消耗的

結果。其實不儘然，引起疲勞的原因很多，但

主要有三種:(一)體力消耗;(二)精神抑鬱，憂

慮等心理原因;(三)體內潛伏著某種疾病，前

一種屬於生理性疲勞，後兩種屬病理疾病，其

區別是生理性疾病和病理性疾病沒有絕對的

界線之分，所謂的區別也只是相對的，即使是

生理性疲勞也不能掉以輕心。如繼續疲勞也可

能輕化為病理性疲勞，正因為如此，專家們提

出警告，疲勞是許多疾病的誘因，所以當生理

性疲勞產生應注意休息，儘快地恢復，這是預

防疾病發生的最佳方法之一:它對中老年來說

尤為重要。 

生理性疲勞只有在活動量過大，過猛勞動

時間過長時才出現，除感覺疲勞外，不伴有別

的不舒服，如果得到休息疲勞很快會消失;病

理性疲勞就不同，它是一種健康者不該出現的

疲勞，譬如活動量比平時小，活動的速度也比

平時緩慢，活動時間比一般情況時少，而此時

出現的疲勞，此外在疲勞的同時往往伴有畏

寒，發熱，噁心，咳嗽，心悸，食欲減退等等

的臨床表現，而且疲勞的消除也顯得緩慢或不

容易，這就是病理性的症狀。 

1、心肌梗塞:疲乏是心肌梗塞的先兆，表

現為其原因可能釋的 

疲倦，精力不足，情緒不穩定以及胸燜心

悸、頭痛等症狀。 

2、再生性貧血為骨髓選血機能低下或衰

竭所致的一種貧血。病人主觀感覺的症狀主要

是全身無力，易疲乏，並有頭暈，呼吸困難等，

呈進行性加重若貽誤治療時機，可發生嚴重的

出血和感染而危及生命。 

3、糖尿病:起病緩慢、病程較長，初期無

明顯症狀，疲乏怠惰，精神萎靡是糖尿病值得

重視的警告信號，它還常伴有典型的"三多一

少"多飲、多食、多尿、但體重卻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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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化性肝硬化:此病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就是疲勞，每一個患者的主訴都是極度疲勞，

好象耗盡了精力，並伴有夜間肌肉痙攣而影響

睡眠。 

5、原發性肝癌:發病隱匿緩慢，早期除消

化道症狀外，值得重視的信號是四肢無力，疲

憊不已，還伴有進行性消瘦如右上腹肝區疼

痛。 

6、愛滋病:患者經常感覺全身無力，精憊

力盡。 

7、抑鬱症:這是一類發病率較高的心理疾

病。臺灣作家三毛就是患抑鬱症而自然身亡

的，該病主要的特殊症狀是情感憂鬱，但身體

上最明顯的症狀卻是周身無力、疲勞、失眠、

食欲不振、面部更顯得疲乏不堪，缺乏生氣，

精神萎靡。 

此外，對於病毒性肝炎，慢性腎炎、肺結

核、淋巴網狀細胞瘤(何傑金氏病)等疾病，疲

勞也都是較典型的早期症狀之一。 

總的來說，一旦身體出現原因不明的持續

性的疲憊不堪，而且在無重體力勞動或在增加

休息時間也不易恢復的情況下就要儘早去醫

院進行全面系統的身體檢查，以便早期診斷疾

病，早期治療。 

---------------------------------------------------------------------------------- 

 

 

淺談消瘦 

李文敏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人體發胖對健康不利，但是如果體重過

輕，皮膚缺乏彈性骨瘦如柴，弱不禁風面容乾

枯，這些都是不健康的表現。人體因疾病或某

種因素而致使體重下降，比正常體重低於百分

之十以上就能稱為消瘦。瘦是疾病之窗。如果

一個人在飲食、起居、精神工作環境和強相對

穩定的情況下，短時間身體日漸消瘦，應警惕

疾病的存在。要透過"瘦"這個視窗窺探體內是

否存在尚處於隱蔽狀態的疾病。 

青少年身體瘦弱，表示肌肉力量較差(特

別是腰背肌)常常會出現脊柱變形;身體各部

位的圍徑小，支撐內臟肌肉的力量弱，各內臟

器官發育不良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營養不良症

狀，易患疾病，青少年過分消瘦，大致有以下

幾點原因:一是消化不良，食欲不振;二是睡眠

不規律或由於神經衰弱而長期失眠;缺乏體育

鍛煉。身體得不到充分的發育，肌肉纖維無法

增大。此外由於內分泌腺機能障礙也會引起身

體消瘦。 

中年人消瘦比較少見，這是因為中年人進

食的熱量超過了消耗量，多餘的能量轉化為脂

肪儲存在各組織及皮下，所以無論男女進入中

年期都會發胖。 

如果中年人過度的消瘦往往是不祥的徵

兆，雖然口腔、胃、腸、肝、胰等臟器的炎症

或潰瘍均可引起消化吸收障礙而導致消瘦，但

要特別警惕惡性腫瘤，因為消瘦是惡性腫瘤的

突出症狀，消瘦伴有某個部位疼痛或腫塊時，

均應懷疑到惡性腫瘤的可能性。所為如要中年

人出現突然的消瘦應及時診治切莫麻痹大意。 

人到六十歲以後逐漸消瘦大多數是正常

的，而且可避免因肥胖而引起的許多慢性疾

病，常言說"有錢難買老來瘦"，但是老來瘦者

也不一能一概盲目樂觀，他們要警惕的另一些

老年性疾病，如:一般性消瘦，即體質構造消

瘦，這種消瘦不是因為體內病變所致，而且由

於長期飲食缺少和不喜歡運動所引起的這類

消瘦有伴有消化不良易感疲勞，心悸，失眠等

神經等。 

衰弱症狀 

消瘦並伴有消化道症狀，特別是慢性不明

顯的腹瀉常見於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慢性

非特異結腸炎等疾病。 

消瘦程度逐漸加重，並伴有消化道症狀，

或者有抑鬱、淡漠、老年精神錯亂、低熱等表

現常見於甲狀腺功能亢奮者。 

先是消瘦，以後逐漸出現皮膚粘膜色素沉

著的症狀，常見於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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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多為肥胖，但時間長後又逐漸消瘦，

常見於老年性糖尿病，在此應提醒大家的是有

的老年人糖尿病患者，雖然沒有明顯的"三多

"(多飲、多食、多尿)，但由於長期糖代謝紊

亂必然消瘦。 

老來瘦除上述原因以外，還常見於慢性傳

染病，如老年結核病，老年寄生蟲病等，老年

慢性肝炎尤為多見;藥源性消瘦，這是因為服

用了一些增加人體代謝能力的藥物引起的消

瘦如服用二硝基酚，甲狀腺等藥物。

---------------------------------------------------------------------------------- 

 

淺談中醫治療肝癌的臨床體會 

唐海樹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癌症是機體在各種致癌因素作用下，局

部組織異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癌細胞就是

異常增生的細胞，正常的細胞增生是有限度

的，由於自我控制機制被破壞，癌細胞可以無

止境地增生，對人體造成巨大的傷害。 

    下面談談治療肝癌的一點心得。 

    慢性肝炎（乙型肝炎）久治不愈後引起肝

硬化，在此基礎上發展為肝癌；或乙肝在其他

致癌因素（如黃麴黴素等）作用下，加之本身

遺傳，免疫力、內分泌失調等因素而導致肝

癌。 

    對於肝癌採用中醫保守療法效果比較理

想。在提高患者機體免疫力的同時，再配以軟

堅消瘤之藥，做到標本兼顧。患者之所以得肝

癌，其自身免疫力一定很低下，增強患者體質

是必須的，治人才是根本。 

    方药：玄參 10g 、甘草 10g、川連 10g、

龍膽草 10g、紅棗 5枚、山桂花 5g、刺三七（本

地草藥）15g、鱉甲 10g、茵陳 10g、雞骨草

10g、馬鞭草 10g、薏仁 10g、厚樸 10g、茯苓

10g、白術（淘米水制）15g、土茯苓 10g、斷

腸草（油制）20g 等三十多味中草藥組成。 

    肝屬木，脾屬土，肝病日久克土，所以治

肝病必須從脾胃和肝臟入手加以健運脾胃，舒

肝理氣之品。 

    肝病之所以難治，就是因為肝病之人脾胃

的功能非常差，其對藥物的吸收功能也非常

差。 

    腹水也是肝癌的常見現象，對於腹水的治

療必須謹慎，逐水之藥，量必須少，否則病人

狂瀉不止，導致虛脫，加重病症。另外肝從腎

治；肝腎同源，因此滋陰固腎是根本。 

    上方為經驗方，臨床中鬚根據具體情況，

辨證施治。如氣陰兩虛型，可斟加人參、黃芪

等補氣養血之品；若脾虚中阻，可斟加雞內

金、檳榔、神曲、厚樸等健脾之品；若是氣滯

血瘀可斟加三七、桃仁等活血化瘀之品。根據

不同症型，辨證論治，方能收到滿意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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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疾的辯證施治 

羅夢青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痢疾一般以腹痛，裏急後重，下痢赤白膿

血為主證，一般多發于夏秋季節。 

辨證施治：本病初起多屬實證、熱證，治

宜清熱化濕解毒，兼以調氣行血，忌用收澀止

瀉藥。若有表證的加解表藥，若有食滯的加導

滯藥，裏實熱盛的可酌加瀉下藥，病遷延日

久，多屬虛證，寒證，治宜補虛調中，如虛實

夾雜，則宜攻補並用。 

一、濕熱痢痰。 

主證：腹部疼痛，下痢赤白夾雜，裏急

後重，肛門灼熱，小便短黃，舌紅，苔黃膩，

脈滑數。 

分析：濕熱之邪，壅滯腸中，氣機不暢，

傳導失司，故腹部疼痛，裏急後重；濕熱熏灼

腸道，脈絡受傷，氣血瘀滯，故下痢赤白相雜；

濕熱下注，故肛門灼熱，小便短黃，舌紅，苔

黃膩，脈滑數，是濕熱蘊蒸之象。 

治法：清熱化濕解毒、輔以調氣行血。 

方藥：黃芩、白芍，甘草、黃連、大黃、

檳榔、當歸、木香。 

方中川連、黃芩清熱化濕解毒，當歸、

白芍、甘草行血和營，木香、檳榔行氣導滯。

大黃瀉實熱，挾食滯者加六曲、山楂。 

熱重下痢，赤多白少，或純赤痢，發熱

較高，口渴引飲，舌紅苔黃，脈滑數。藥用： 

白頭翁、秦皮、川連、黃柏、銀花、白

芍、枳實、甘草。 

二、疫毒痢 

主證：發病急驟，高熱頭痛，煩躁口渴，

腹痛劇烈，痢下膿血，多為紫紅色或血水狀，

舌黃幹燥，脈滑數，嚴重者可出現四肢厥冷，

呼吸喘促等虛脫現象。 

分析：疫毒之邪過盛，故發病急驟，高

熱煩躁；熱毒上擾則頭痛；熱傷津液則口渴，

熱毒壅滯腸道，氣機不暢，故腹痛；裏急後重；

熱毒熏灼，腸中氣血受損，故下鮮紫色血或血

水，熱毒蒙蔽清竅以至神志不清；熱盛風動，

故生痙厥，邪盛正虛，正不勝邪，故出現內閉

外脫之證候；舌質紅絳：苔黃幹燥，脈滑數，

是熟毒熾盛之證候。 

治法：清熱涼血解毒。 

方藥：白頭翁、秦皮、川連、黃柏、丹

皮、白芍、銀花、黃芩。 

方中銀花、赤芍、丹皮、清熱涼血；川

連、黃柏、秦皮、白頭翁清熱解毒。 

如見高熱神昏抽搐者，為熱毒侵入營血

之重證，藥用： 

石膏、寒水石、磁石、羚羊角、青木香、

玄參、甘草、芒硝、朱砂、麝香、沉香。 

若面色蒼白，四肢厥冷，汗多、喘促，

脈細弱者，是正虛邪陷，內閉外脫之證。藥用：

人參、附子。回陽救脫，脫證解除後，按前方

治療。 

三、寒濕痢 

主證：痢下赤白粘凍，白多赤少，或純為

白凍，伴有腹痛，裏急後重，或畏寒倦怠，舌

質淡，苔白膩，脈濡緩。 

分析：寒濕滯留腸中，氣機阻滯，故見下

痢腹痛，裏急後重，寒濕多傷氣分，故下痢白

多赤少，或為純白痢，畏寒，倦怠是寒濕傷及

脾胃陽氣所致。舌淡、苔白膩，脈濡緩、是寒

濕內盛之證。 

治法：溫中燥濕。 

方藥：附子 人參 幹薑 甘草 木香 枳實 

山楂 神曲 

四、休息痢 

主證：下痢時發時止，日久不愈。發作時

便下膿血，裏急後重，腹部疼痛，平時大便次

數不多，赤白夾雜，或為暗紅色、腹部隱痛、

或腹痛裏急，或飲食減少，倦怠無力，舌質淡，

苔膩，脈細。 

分析：本證多因病久正虛，濕熱滯留所

致。痢疾日久，脾陽虛弱，故飲食減少，倦怠

無力；濕邪滯留不去，病根未除，故感受外邪

或飲食不當，即能發病。舌質淡苔膩，脈細是

體虛濕邪未盡之象。 

治法：健脾益氣，清熱化濕。病發作時以

清熱化濕為主，休止時以健脾益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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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藥：黃芩、川連、甘草、檳榔、當歸、

木香、厚樸。 

本方適於發作時用。 

休止時藥用如下：黃連、木香、黨參、甘

草、黃芪、紅棗。 

五、虛寒痢 

主證：下痢稀薄，帶有白凍，甚則滑脫不

禁。下腹隱痛，食少神疲，四肢不溫，腰酸怕

冷，舌質淡，脈細弱。 

分析：本證多因久痢，脾腎虛寒所致。脾

陽不振，氣機不暢，故下痢稀薄，下腹隱痛。

食少神倦，胃腸小足，手足不溫，腰酸怕冷，

脾腎陽虛，中氣下陷，固攝無權，故滑脫不禁，

舌質淡，脈細弱是虛寒之證。 

治法：溫補脾腎，佐以固脫。 

方藥：人參、白術、肉豆蔻、肉桂、木香、

當歸、白芍、訶子、罌粟殼。 

方中人參、白術補氣，肉豆蔻、肉桂溫脾

腎，木香行氣，當歸、白芍調血。 

若久痢不愈，傷及陰血，證見下痢赤白粘

凍，腹痛綿綿，心中煩熱，口幹，體虛無力，

舌紅苔少，脈細數，藥用：黃連、阿膠、當歸、

幹薑、生地、龜板。 

---------------------------------------------------------------------------------- 

 

淺談咳嗽的中醫治療 

唐麗麗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病因病理： 

咳嗽發生的原因有內傷和外感兩大類、

外感咳嗽主要是由於感受外邪而引起，內傷咳

嗽主要是由於臟腑失調引起。 

（一）外感咳嗽 

風、寒、熱、燥、濕等外邪從口鼻入，

或是皮毛受邪，內合於肺，均可使肺氣逆而發

生咳嗽，因此，外感咳嗽較為常見。 

（二）內傷咳嗽 

1、脾虛生痰 

脾失健運，飲食不能化生精微，反而釀

成濕痰，上貯於肺，壅塞肺氣，引起咳嗽，正

所謂“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 

2、肝火犯肺：肝脈布於胸脅，上注於肺，

若肝氣鬱結化火，則上逆於肺，熏灼肺臟，引

起咳嗽。 

3、肺氣虛損，則肺氣上逆而咳嗽少痰，

肺氣不足，則咳而氣短。 

此外，腎虛也與咳嗽有一定的關系，腎

虛則不能納氣，使肺氣上逆而致咳嗽。 

腎虛則水泛為痰，上漬於肺，亦令咳嗽，

若脾肺兩虛，日久及腎，則咳嗽必甚。 

辨證論證 

一、外感咳嗽 

1、風寒咳嗽 

證狀：咳嗽，痰稀薄色白，伴有鼻塞流清

涕，惡寒無汗，頭脹頭痛，舌苔薄白，脈浮。 

分析：風寒犯肺，肺氣不宣故咳嗽，痰液

色白，鼻涕清稀，均屬寒象，風寒束表，腠理

閉塞，故惡寒無汗，頭痛骨痛，苔薄白，脈浮

均为風寒在表之象。 

治法：疏散風寒，宣肺化痰。 

方藥：紫蘇、前胡、杏仁、桔梗、麻黃、

陳皮、半夏、銀花 

方中紫蘇，麻黃疏風散寒，桔梗、前胡、

杏仁宣肺化痰止咳，陳皮、半夏，燥濕化痰。 

2、風熱咳嗽 

證狀：咳嗽痰稠或黃稠，口渴，咽痛，鼻

流黃涕，身熱，汗出惡風，頭身酸痛，舌苔薄

黃，脈浮數。 

分析：咳嗽痰稠、鼻流黃涕、咽痛、口渴，

均為風熱犯肺的表現，風熱襲於肌表，營衛不

和，故見汗出、惡風、頭痛、全身酸楚，舌苔

薄黃，脈浮數。 

治法：疏風清熱，宣通肺氣。 

方藥：桑葉、菊花、薄荷、連翹，銀花、

桔梗、杏仁、蘆根、前胡、牛蒡子。 

方中桑葉、菊花、薄荷、連翹等辛涼解

表，杏仁、桔梗、蘆根清熱化痰。 

二、內傷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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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痰濕咳嗽。 

主狀：咳嗽多痰，痰白而粘，胸脘作悶

或胃納不振，神疲乏力，舌苔白膩，脈濡滑。 

分析：痰濕漬於肺，阻礙氣機，故咳嗽

痰白而粘稠，胸脘作悶，胃納不振，舌苔白膩，

為痰濕困脾之象。 

治法：燥濕化痰，健運脾胃。 

病情發作時，燥濕化痰為主，病情減輕

時時健運脾胃為主。 

方藥：蒼術、陳皮、厚樸、杏仁、牛蒡

子、桔梗、川連。 

本方主要起到燥濕化痰之功。 

方藥：黨參、茯苓、白術、甘草、陳皮、

半夏、銀花。 

本方主要起到健運脾胃之功，脾胃健

運，則痰濁自消。 

若痰濕化熱，則痰黃而粘稠，或有腥臭

味，或身熱、口幹、便秘，舌苔黃膩，脈滑數，

治當清肺化痰，藥用如下： 

黃芩、浙貝母、瓜蒌、桔梗、蘆根、竹

茹、魚腥草、銀花。 

2、肝火犯肺 

證狀：咳嗽氣逆，胸脅作痛，咽喉幹燥，

面紅，舌苔薄黃少津，脈弦數。 

分析：肝氣鬱結，氣鬱化火，肝火犯肺，

因而咳嗽、咽幹。脅肋為肝經的循行，故咳嗽

時脅肋作痛，脈弦數為肝火旺盛之象。 

治法：清瀉肝火，清肺化痰。 

方藥：梔子、龍膽草、黃芩、桑白皮、

瓜蒌、浙貝母、海蛤粉。 

3、肺虛咳嗽 

證狀：起病較慢，幹咳少痰，或痰中帶血，

形體消瘦，神疲乏力，食欲不振，咽幹口燥。

陰虛火旺，可見午後潮熱，手足心熱，心煩，

夜寐盜汗等虛火現象，舌質紅，脈細數均為陰

虛火旺之證。 

治法：清肺養陰，化痰止咳 

方藥：沙參、麥冬、天冬、天花粉、甘

草、川貝母、瓜蒌、杏仁、川連、黃芩。 

如有咯血者加白芨、三七；午後潮熱者，

可加銀柴胡、地骨皮、胡黄連等清熱除蒸。 

此外內傷咳嗽日久，每見腎虧，咳而兼

喘，治當兼用補納腎氣之藥，如：五味子、熟

地、冬蟲夏草、人參、蛤蚧。 

---------------------------------------------------------------------------------- 

 

淺談眩暈的辨證施治 

唐翠蘭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一、肝陽上亢 

證狀：眩暈耳鳴，頭痛頭脹，面色潮紅，

急躁易怒，少寐多夢，舌紅，苔薄黃，脈弦。 

治療：平肝潛陽，清火熄風。 

方藥：天麻、鈎藤、石決明、黃芩、梔子、

夜交藤、茯神、白芍、 珍珠母、龍膽草、丹

皮。 

二、痰濕中阻 

證狀：眩暈、頭重、頭痛、胸脘痞悶、少

食多寐、苔白膩、脈濡滑。 

分析：痰濁蒙蔽清陽，故眩暈頭痛，痰濁

阻於中焦，胃氣不降，氣機不利，故胸脘痞悶，

惡心欲吐、飲食減少，苔白膩、脈濡滑，均為

痰濁內蘊，清陽不升之象。 

治法：燥濕祛痰 健脾和胃 

方藥：半夏、陳皮、茯苓、甘草、白術、

天麻 

若眩暈較甚，嘔吐頻作，加代赭石以降逆

止哎，脘悶不食者加白蔻仁，化濁開胃，耳鳴

重者，加石菖蒲，以通陽開竅。 

若頭目脹痛，口苦，舌苔黃膩，脈弦滑者，

是痰濁化火，治以清熱化痰，和胃降逆，藥用

如下：半夏、陳皮、甘草、茯苓、竹茹、川連、

黃芩。 

三、腎精不足 

眩暈，神疲健忘，腰膝酸軟，遺精耳嗚，

失眠多夢。若偏於陽虛，則四肢不溫，舌質淡，

脈弦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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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偏於陽虛者，治以補腎壯陽，偏於

陰虛者，治以補腎滋陰。 

方藥：熟地、山萸肉、菟絲子、枸杞子、

牛膝、鹿角膠、龜板膠、黃精。 

本方適於腎陽虛型。 

方藥：知母、黃柏、山萸肉、熟地、丹

皮、茯苓、枸杞、生地。 

本方適用於腎陰虛型。 

四、气血两虚 

證狀：頭暈眼花，面色蒼白，唇甲不華，

心悸失眠，舌質淡，脈細弱。 

氣血不足，腦失所養，故頭暈。血虛不能

輸布全身，故面色蒼白，唇甲不華。血不養心，

故心悸少氣，舌質淡，脈細弱，均為氣血不足

之象。 

治法：補氣養血，健運脾胃。 

方藥：黨參、黃芪、白術、茯神、酸棗仁、

甘草、大棗。 

若見形寒、肢冷、便溏等可加幹薑、肉桂

以溫中助陽。 

---------------------------------------------------------------------------------- 

 

瘙癢與疾病 

唐海林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瘙癢:一般認為是由皮膚疾患引起的，但

是有些瘙癢特別是明顯的，持續性，或復發性

的瘙癢，無任何先行或同時發生的皮疹，則往

往是多種疾病的信號，例如: 

1、皮膚瘙癢:提示可能有阻塞性黃疸，糖

尿病、甲狀腺病等引起 

2、部分慢性腎炎轉化尿毒癥期，就出現

全身性皮膚瘙癢 

3、肛門皮膚瘙癢，提示可能有痔核、肛

裂、直腸炎、腸道寄生蟲等疾病。 

4、神經衰弱，大動脈硬化的病人常可發

生陣發性瘙癢。 

5、外陰奇癢常發生在 30-40 歲的已婚婦

女身上，它往往因外陰炎，月經不調，白帶增

多，卵巢疾病，陰道滴蟲和真菌感染所致。 

6、一切性病都可引發陰部瘙癢。 

此外，平時無瘙癢而突然發生頑固性的全

身瘙癢，皮膚表面又看不到有任何變化，僅僅

是有難以忍受的心劇癢，而且與氣候無關，用

任何止癢的均無效，這時應警惕癌症的可能

性，必須及時到醫院作進一步檢查。例如:鼻

孔奇癢往往是腦腫瘤的特有表現;肛門奇癢側

往往是直腸，乙狀直腸癌的表現;各種白血病，

肺癌食管癌等可有泛發性瘙癢。因此這些瘙癢

己引起國內外醫學專家的高度重視，據國外的

醫學研究資料表明，瘙癢往往是發生在癌症出

現之前，己被視為癌症的一種先驅症狀，所以

患者要特別注意，己被視為癌症的一種先驅症

狀，所以患者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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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笑辨病 

唐冬瓊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傻笑表現為特殊的憨裏憨氣的笑容，大多

數見於大腸發育不全和老年癡呆等患者，傻笑

是早發現性癡呆的一個顯著嚴而具有特徵性

的症狀，而且不伴有情緒特色，所以病人經常

樂呵呵的，但由於智慧障礙的影響，而部分表

情常給人以呆傻的感覺，這種特殊的憨裏憨氣

的笑難以引起正常人的共鳴。 

 

--------------------------------------------------------------------------------- 

 

 

聲音辨病 

李文敏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正常人說話的聲音清亮圓潤，飽滿豐富，

如果說話的聲音表現出沙、啞、嘶、毛時、常

是喉嚨疾病和全身其他疾病的信號。例如: 

①說話時聲音粗糙，發硬或破裂、低沉、

發音費力，早晨較輕，午後加重，說話前常常

要清一清嗓子，常見於慢性喉炎。 

②說話時聲音嘶啞:開始時發低音無變

化，但發高音時破裂(發"毛")用聲易疲勞，不

能持久，以後逐漸加重，出現沙而啞，聲嘶呈

間歇性逐漸發展，最後出現持續性聲嘶，常見

於聲帶小結(又稱歌唱者小結，教師小結，聲

帶顆粒)。 

③說話時聲音嘶啞，呈進行性加重，並出

現呼吸困難最後可完全失音，提示可能為喉部

腫瘤，凡 40 歲以上的男子 (尤其是吸咽者)

突然出現聲啞，持續一周以上無好轉應警惕喉

瘤。除上述症狀外，聲音嘶啞還可見於用聲過

渡，急性咽炎、血管神經性喉頭水腫、喉結核、

甲狀腺瘤、癔病，全身性衰弱以及手術或外傷

引起喉返神經麻痹或損傷等。 

值得一提的是:人進入老年後，由於生理

上的變化，音高、音強和音長都逐漸下降，而

且常常顫抖，形成特殊的"老人聲"這並不是病

態，它是一種功能性障礙，但也應加以注意的

是不少老年病同樣可導致老年人聲音發生變

化，譬如患慢性支氣管炎不僅影響病人的換氣

功能，還可損傷聲帶，使聲音沙啞;患肺氣腫

時呼吸快，肺的風箱作用"下降"呼出的氣流速

度變慢，氣壓降低，聲音可變得格外低弱;而

低沉急迫;腦血管疾病發作常可引起語言中樞

功能障礙或舌肌麻痹，以致造成聲音含混不

分，直致失音。有很經驗豐富的醫生往往能夠

根據老年人的嗓音改變"聽"出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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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口腔的顏色辨病 

朱繼斌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正常的口腔粘膜呈粉紅色，如果出現藍黑

色素沉著斑片多為腎上腺功能減退的表現,出

現黑點和淤斑，可能是缺少維生素 O 引起的。 

在觀察口腔粘膜顏色時，特別要注意有無

"白斑""紅斑"黑斑"出現。因為"白斑" "紅斑""

黑斑"的癌變率較高而口腔又是易患癌的部位

之一，所以要特別注意。 

①白斑:這是一種常見的口腔粘膜病變

(白斑用棉簽是按不掉的，這可與鵝口瘡相鑒

別)多發生在男性老年人口腔粘膜的不同部

位，但可見於頰粘膜，唇、齶、舌粘膜也可發

生，白斑如果出現硬結，突起，潰瘍就是癌變

的徵兆，另外吸煙者易患白斑。 

②紅斑:這是一種口腔粘膜經紅色病變，

表現為鮮紅、柔軟而界線清楚的斑塊，一般無

明顯疼痛(紅斑應與粘膜炎症，灼傷，擦傷相

鑒別)。另一種表現為鮮紅斑塊樣散的粟粒狀

白色顆粒，常伴有輕微疼痛。紅斑多發於舌緣，

刮腹及舌底，發生率比白斑低，而癌變率比白

斑高 18 倍左右，因此患者要特別注意。 

③黑斑:這是一種口腔粘膜上邊界清楚的

黑色或清藍灰藍色斑，較小，形狀不規律，無

自覺症狀，(口腔黑色素沉著症表現為範圍彌

散，血管瘤腫脹突起，與黑斑外觀不同)。黑

斑多見於上齶牙糟脊及頰粘膜，男性發病率為

女性的二倍多，惡變率為 30%左右，在惡變

轉為黑色素瘤時，黑斑增大邊界模糊，色素不

均或增深，有的發生出血，衛星結節等。

---------------------------------------------------------------------------------- 

 

胃  癌 

李中平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病因有五個方面: 

1、飲食因素， 

2、生活習慣， 

3、亞硝胺化合物， 

4、遺傳因素。 

一、胃病與胃癌的關係。 

飲食因素:經常燙食，飲烈性酒都能引起

胃粘膜的損傷，引發胃炎，胃潰瘍乃至胃癌，

從而成為胃癌發症的一個主要誘因。 

生活習慣:高鹽食品能增加對胃粘膜的損

害，經常吃高濃度鹽醃食品，如鹹肉、熏魚等

的人容易患胃癌。 

亞硝胺類化合物:亞硝胺存在於熏魚、脯

肉、香腸等食品中，它是引起胃炎的原因，同

時也是日後引起胃癌的因素。 

遺傳因素:胃癌與遺傳有一定的關聯，研

究發現，近親有胃癌的，則他自身患胃癌的機

率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另外胃癌與 A 型血有

一定的聯繫。 

二、胃病與胃癌的關係 

(1)慢性萎縮性胃炎與胃癌關係密切，慢

性萎縮性胃炎常被視為胃癌前疾病。 

(2)胃息肉也常被視為胃癌前疾病。 

(3)胃潰瘍:對日久不愈的潰瘍高度警惕，

潰瘍周圍胃粘膜炎症再生上皮、極易引發胃

癌。 

容易患胃癌的人士 

1、有多年的慢性胃病史，或最近一段時

間突然消化不良。 

2、胃息肉、萎縮性胃炎、胃粘膜上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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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增生、惡性貧血者。 

3、喜食高鹽食品者(包括各種醃製品)和

薰制食品者，長期吸煙和酗酒者。 

4、有胃癌和食管癌家族史者。 

三、胃癌年輕化的原因 

1、酗酒:近年來烈性酒的消耗量大幅度增

長，青年人相聚豪飲成風，經常酗酒，會使胃

粘膜遭受乙醇的刺激，很容易引起胃部慢性炎

症，誘發胃炎及十二指腸炎或潰瘍，在此基礎

上如照飲不誤，會便胃粘膜重度增生，最終導

致胃癌的發生。 

2、煙霧刺激 

近年來加入吸煙大軍的主要是青少年，很

多年輕人或借煙消愁，或盲目仿效而吸煙，這

也是青少年易患胃癌的重要因素。 

3、飲食不當 

有些年青人嗜好醃制、薰制及辛辣食品。

其實鹹魚，鹹蛋等醃制食品中含硝酸鹽較多，

而硝酸鹽在胃內可轉化為亞硝胺類化合物，此

化合物是誘發胃癌的元兇。 

4、精神緊張 

現代社會，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節奏普遍

加快，精神上持續處於緊張，會回饋性誘發胃

癌，這是因為精神狀態能影響胃的蠕動和分

泌，易誘發和加重各種胃癌，並降低人體的兔

疫功能。 

四、胃癌的早期特徵 

主要症狀有以下幾個萬面 

1、上腹部飽脹不適。 

2、上腹部疼痛。 

3、食欲不振、反酸、暖氣、消化不良。 

4、大便潛血陽性或黑便。 

5、不明原因的乏力，消瘦或貧血。 

6、原有的慢性胃病的疼痛規律發生改變。 

對於胃癌採取中醫保守療法，效果比較理

想。方劑:玄生 10g、麥冬 l0g、甘草 l0g、竹

茹 10g、川蓮 8g、白花蛇舌草 10g、莪術 l0g、

紅豆杉 15g、七葉一支花 10g、八角蓮 10g  

上方劑為經驗方，臨床中要根據患者具體

情況辯證施治，再配以穴位按摩(取中脘穴和

天樞穴)，一般會收到滿意的療效。 

---------------------------------------------------------------------------------- 

 

心腦血管的健康與關注 

黃必芬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一、心臟病患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 

有許許多多的心腦血管病患者為了把病

治好，不知花了多少的錢財，吃過了多少藥，

西藥，可疾病的痛苦依舊痛淚滿面，不少家庭

因此背上了嚴重的經濟和精神負重，為什麽？

其實原因主要在於患者本身的有兩個方面： 

1、患者平時購買的大都是成份簡單的藥

物，藥品成分簡單因而療效單一，這類藥治標

都很難，更不用說治本了。 

2、患者識別能力不強，由於治病心切又

缺乏醫學常識，加上一些藥品廣告的誤導，患

者經常花冤枉錢，服錯藥，買錯藥，不但對自

己的心腦血管疾病的進行根本性治療，而且長

期服用還會造成藥害，衹會使患者病情更加嚴

重。從這一點，有許多患者都有深刻的切身體

會，藥物很重要，有的藥要蒸治過藥才好。藥

物的配製給患者的醫治是十分關鍵的，因為它

決定藥品的治病機理。 

二、手腳冰冷，小心心臟病。 

當你發現手腳冰冷，不衹是中醫說的氣血

虛，它還有可能是心臟病的徵兆，手腳常常冰

冷，不衹是未肖神經循環不好，當你在外地旅

行，氣候不同，時熱時冷，天氣突然改變，或

者是感冒流行時，這類人的因為免疫力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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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就會跟著趕流行，手腳冰冷，不衹是氣血

虛，心臟病和糖尿病的患者，有時也會有手腳

冰冷的證狀。如果膚色、肢體功能沒有特殊的

變化，手腳冰冷衹是身體反應處界環境變化的

現象，人們不必太緊張。要多多的活動，有個

好的心態，採用草藥的煮服法，排除身體上的

火、濕、寒、風氣和毒血物質，時常服用养生

治療藥方。 

    靈芝、冬蟲夏草、稱杆樹、青龍風、山芝

麻、苦膽木、牛膝、杜仲、路路通、翠雲草、

虎杖、壓腳木、刺壓腳木、山道根、過江龍、

九節風、麻骨風、黃骨風、千斤拔、七葉蓮、

山蒼樹和豬腳煮水服（先把豬腳煮好，再把藥

合煮開後 40分鐘可服）吃豬腳水，飯後服。 

每天 3次，十天為一個療程，連服四十天。 

病例：廣西灌陽縣，劉艷芳，女，38 歲，

患心臟病 5年，有哮喘，經常氣急、胸悶，全

身無力，面黃，有時頭暈，於二 0一二年八月

到我這裏醫治，用上方草藥，給服一個月，一

天三次，每天一包，再诊病已好轉，臉色很好，

到現在有一年多的時間身體健康正常工作。 

如有血壓高，心臟缺血，肝功能不好者，

經常口幹頭暈的病人，用黃精 15g、黃芪 20g、

西洋參 20g、天麻 40g、丹參 20g、山楂 30g、

田七 20g、葛根 15g、靈芝 20g、合研粉，每

天二次，空腹，每次 5g。 

---------------------------------------------------------------------------------- 

 

 

血 尿 

唐海燕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血尿是指小便中混有血液，或伴有血塊

夾雜而下。大多數無明顯疼痛，或有輕微的腫

脹或熱痛，或伴有血淋的滴瀝澀痛，痛苦難

忍。一般以痛的血淋，不痛為屎血，血尿主要

是腎與膀胱蓄熱，熱抗血份所致。但心、小腸、

肝等髒的火如損傷膀胱的經絡，也可引起血

尿，脾氣受損，不能統血也可引起血尿。" 

1、下焦熱盛 

證候:小便熱赤帶血，血色鮮紅，口渴心

煩，口舌生瘡，夜臥不寧，舌尖紅、舌苔薄黃、

脈數。 

病機:心肝火旺，移熱下焦，灼傷血絡，

則血尿鮮紅火邪下致膀胱如尿道因而小便熱

赤，上擾心神則心煩，夜臥不寧，火熱傷津 口

渴，舌是心的苗竅，心火亢盛則舌尖紅，口舌

生瘡，舌苔黃，脈數，均為熱盛之象。 

治法:清熱利尿止血 

方劑:生地黃25克，小薊15克，滑石13

克，木通8克，蒲黃10克(炒)淡竹葉7克，藕節

10克，當歸7克浸酒，山桅仁10克，炙甘草6

克，煮水服。如血尿夾有血塊就加琥珀末以通

淋化瘀止血。 

2、腎虛火旺 

證候 

小便短赤帶血，耳鳴目眩，腰漆酸軟，

舌質紅，脈細數 

病機:腎陰虧虛，水不濟火，虛火妄動，

灼傷血絡而短赤帶血。腎水不足，水不涵木，

肝陽上亢，故耳鳴目眩，腎精虛少，不能懦養

腰膝則腰腿酸軟，舌質紅，脈細數均為陰虛高

耗，虛火內擾之象。 

治法:清火滋陰 

方劑:黃連10克、黃柏15克、麥冬15克、



 

 253 

瞿麥18克、金錢草10克、茜草10克、地榆10

克、川牛膝15克。 

3、證侯:水餃頻數血、血色淡紅、食欲

不振、倦怠乏力、面色萎黃或脫白、舌質淡、

脈虛弱。 

病機:勞倦內傷，脾氣虛弱不能攝血，則

小便數而帶血，血色淡紅，脾胃虧虛，運化不

健，則食減納差，中氣不足，白、倦怠無力，

舌質淡、脈虛弱。 

治法:益氣健脾攝血 

方劑:黃芪16克、黨參13克、白術10克、

炙甘草7克、當歸10克、陳皮9克、麻9克、紫

胡9克、煮水服，每月2次，出血都有夾雜瘀血

的可能。 

因此，上述各種不同類型的出尿血 (包

括由瘀血所致的出血)如出血表現紫黑瘀血舌

質紫暗，或兼疼痛因定，或刺痛，是有瘀血之

象，應在辯證論治中，適當地選用活血祛瘀止

血之藥，如在芯中，血余炭蒲黃、田七、丹皮、

丹參、茜根、琥珀等以利止血。

---------------------------------------------------------------------------------- 

 

 

張氏醫案 

張金臬 洪榮銓 

（福建省晉江市陳埭湖中第一衛生所） 

 

 

房勞內傷案 

患者陳某，安徽籍。男，年齡 26 歲，住

陳埭花廳口,操摩的工載客，於 2012 年 10 月，

中途遇雨全身透濕，回家後洗澡更衣，則感惡

寒一陣，食稀粥二碗，隨有微汗，入房安寢。

因系新婚夫婦，是夜緯帳兩度，次日早起，感

覺腰部疼、頭暈、飯量減少，至午後則惡寒、

發熱、口渴、心煩、腹痛，其妻到某診所，問

症取藥。檢查處方是小柴胡湯加石膏、知母，

服後竟不省人事。到本診所邀餘往診，按其脈

沉細無力身發高熱，微自汗出，神昏、口渴喜

飲熱湯,少腹切痛,大便泄瀉，小便不利等症，

余斷為房勞傷寒，內傷脾腎所致，乃虛寒假熱

之症，宜擬溫裏散寒劑治之。 

初診處方：附子 10g,白術 10g,酒芍 10g,

茯苓 10g,炮薑 6g,玉桂 3g,洋參 5g,木香 3g,

水煎溫服。 

服後約二小時痛止熱暫除，繼服第二煎則

能安眠。 

次日復診，脈象和緩，精神稍複，依前方，

更服一劑諸症消失。 

三診擬六君子湯，加洋參 6g,附子 6g，附

子 6g,連服三劑調理而痊。 

小兒脫肛案 

患兒謝某，男性，年 5歲，重慶籍，住陳

埭。於 2012 年 2 月，因下痢後氣虛，肛門脫

出，初尚輕微,其母因家庭生活困難，置之不

理，待其自愈，延至五月底，始來餘求治，觀

其面色萎黃，聲音低微，腸頭脫出不收，診其

脈虛無力，舌淡純白，精神倦怠，胃納不佳，

種種虛象盡現，辨脈論證，系為氣虛下脫症，

擬補中益氣湯加味治之，處方：洋參 6g，白

術 6g，當歸 5g，黃芪 12g，升麻 5g，陳皮 3g，

柴胡 2g，炙甘草 3g，柯子 5g，木香 3g，水煎

出味分二次服連進三劑。外用赤石脂，伏龍幹

各 10g 釜底墨 3g，共研極細末調麻油擦於肛

門，亦連擦三日，全部收入，繼用補中益氣原

方連服五六劑恢復健康。 

   按此症經常遇見虛者用此方法治療多效，

對於藥粉外擦，則不論虛實皆可使用。 

胸痹症治案 

患者丁某，男，現年 59 歲，住陳埭四境，

於 2011 年 8 月患胸痹症，症見胸部及肋間，

痛如錐刺，日夜呻吟，經中西醫治療，3-4 日

服藥不效，延餘診治、診其脈浮而滑有力，脈

症合參，並察其面色紅如醉狀，口渴，大便難，

身發高熱，胸痛難堪，小便白舌披白苔而膩斷

為胸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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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診處方：鮮瓜蔞一個約 30g，薤白 15g，

水二杯煎八分沖好燒酒半杯，服後片時痛止，

則能安寢，身熱暫退，至次早完全退清。 

復診脈轉浮弦帶滑，胸部尚有不適之狀，心中

煩悶，口幹、舌苔轉黃，二便如常，依前方加川連

6g，服之諸症若失。善後方法，擬半夏瀉心湯加鮮

瓜蔞五錢，連服二劑，恢復如常。 

陰虛下痢 

患者吳某，龍岩人到陳埭謀職，年齡 42

歲，2012 年六月間患痢疾，在該處治療罔效，

經友人介紹，前來本診所就醫，詢其致病之

原，因食鹵牛肉過量，遂成痢疾，經當地醫師

治療，用芍藥湯，大承氣加味及真人養髒湯都

不中病，遂致寐則盜汗，醒則欲大便，解出如

涕滑脫黃白相兼，一日十餘次，小便短少。診

其脈沉細無力，精神疲倦，骨瘦如柴，食欲不

振，面色萎黃，四肢無力等症狀，症脈合參，

辨症論治，斷為陰虛下痢症，師先哲治陰虛下

痢用千金駐車丸加味治之。 

初診處方：當歸 9g，黃連 9g，阿膠 15g，

生薑 6g，木香 3g，黑芍 9g，灸草 3g，水煎出

味，連服兩劑，盜汗下痢俱有減輕。 

復診：依前方減黃連 5g，阿膠 6g，加防黨

15g，服兩劑後症狀消失。 

三診：脈象轉和緩，元氣大虛，食欲不振，

乃過服克伐之劑。傷及脾胃，擬大劑歸脾湯加

味，連服十餘劑，並調其飲食，增加營養，調

理複元。

---------------------------------------------------------------------------------- 

治療胃脘痛的臨床體會 

李彥蓮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胃脘部經常發生疼痛稱為胃痛。 

胃痛發生的病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1、外邪犯胃。 

寒邪犯胃，過食生冷，寒積於中，可致胃

脘疼痛。 

2、飲食停滯。 

飲食不節，恣食厚膩，或過飲酒類，或飲

食寒涼生冷、發黴變質之品等，導致脾胃受

傷，脾失健運，胃失和降，故食積內停，氣滯

血瘀，故胃痛。 

3、七情內傷。 

憂愁思慮：暴怒憤鬱而傷肝脾，久而久

之，氣血瘀滯故胃痛。 

胃痛治療原則： 

1、胃痛必先辨其寒熱虛實，熱者涼之，

寒者溫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 

2、胃痛必須用通法，因通則不痛，痛則

不通。如調氣以和營血，調血以和氣，上逆則

降其氣，寒者則溫心，虛者補之等等。 

3、辨別胃痛之新久。 

久病入絡，初病在經，經主氣，治宜行氣。

絡主血，治當和營血。初病，元氣未虛，應去

其邪實；久病則元氣已傷，證屬虛證，治宜溫

補。胃痛日久，必氣滯血瘀，須活血化瘀。若

伴有食滯，兼以消導，若有氣滯的兼以理氣等

等。 

辨證施治： 

1、寒邪襲胃。 

證狀：惡寒發熱，嘔吐清水，喜喝熱湯，

手足冰冷，小便清長，舌苔白潤，脈浮緊或沉

遲。 

藥用：高良薑 10g、當歸 10g、桂心 10g、

蒼術 10g、炙甘草 10g、大棗 6枚。 

2、熱毒犯胃。 

嗜食辛辣燒烤，恣飲烈酒，胃有積熱，

鬱久不除，阻礙升降，血鬱氣滯，而致胃痛。 

證狀：煩燥不安，大便燥結，小便短赤，

牙齦出血，舌苔黃燥，脈弦數。 

方藥：清胃瀉火。 

玄參 10g、川連 10g、梔子 10g、甘草 6g、

茯苓 10g、丹皮 10g。 

3、血虛。 

思慮傷脾，氣血不和，致胃脘疼痛 

證狀：胃脘疼痛，面色無華，唇甲蒼白，

耳鳴心悸，健忘，舌淡苔白，脈沉細。 

治療：補脾益氣，止痛。 

當歸 15g、黃芪 10g、甘草 10g、大棗 6

枚、麥冬 10g、人參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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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氣虛。 

飲食勞倦，損傷脾胃，脾為後天之本，生

氣生血之源斷絕，因而致使脾氣大虛，元氣不

足，而致胃脘疼痛。 

證狀：面色蒼白，呼吸少氣，動則氣短，

胃痛喜按，按之痛減，舌胖苔白，脈沉無力。 

治療：健脾益氣 

人參 10g、白術 10g、砂仁 5g（後下）、

炙甘草 5g、茯苓 10g、木香 10g（後下）、陳

皮 10g、麥冬 10g、、黃芪 15g。 

5、氣滯血瘀。 

方藥：玄胡 10g、香附 10g（酒炒）、桃仁

10g、紅花 5g、麥冬 10g（醋炒）、五靈脂 10g 

(醋炒）、川連 8g。 

6、食滯傷胃 

飲食不節，損傷脾胃，胃失納穀，脾失運

化，胃失和降，脾胃不和，因致疼痛。 

證狀：胃脘脹痛，噯腐吞酸，惡心厭食，

大便秘結，舌苔黃膩，脈弦滑。 

治療：和胃化食，理氣止痛。 

山楂 10g、神曲 10g、陳皮 10g、麥芽 10g、

麥冬 10g、甘草 10g、萊菔子 10g、連翹 10g、

川連 8g、枳實 10g。 

另外，蟲積痰濕內停滯於中脘，也可能引

起胃脘痛。 

--------------------------------------------------------------------------------- 

 

中風患者忌飲酒過多 

鄧家堯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如果中風患者飲酒過多的話，乙醇有直接

導致心律失常，可引起心律失常或心肌病，以

心房顫動最常見。乙醇引起的心房顫動和心肌

病可使心臟排出的血量減少，造成附壁血檢形

成，引起心源性腦栓塞。乙醇還可引起強烈的

血管反應，造成血壓變化無常。酗酒引起的血

管麻痹，使其舒綜功能障礙，導致血壓急劇變

動，如果血壓下降過多過快，容易造成心臟和

腦部供血不足，加上酒後定向障礙和步態蹦

珊，容易暈倒造成顱外傷，使得腦血管破裂。

酗酒也會交感神經興奮，可使新陳代謝增強，

心跳加快，血壓升高，容易引起血管破裂，酗

酒的急性酒精中毒還可使體內凝血機制啟

動，促使血小板聚集而血液濃度增高，血流速

度減慢，容易誘發血栓形成，如果飲酒者同時

伴有高血壓，動脈硬化，糖尿病等疾病以及伴

有吸咽這一危險因數存在，則中的發病率將會

大大提高，而且發病也比不飲酒者返早。所以

節制飲酒則可降低中風的危險性。但適宜飲用

藥酒，又可促使申風後遺症能早日康復。 

---------------------------------------------------------------------------------- 

 

中藥外敷內服治療心腦血管疾病 

盤星軍 

（廣西桂林） 

 

心腦血管疾病是當今社會中老年朋友最

常見最易發生的疾病之一，它有緩慢性型和快

速型、急性型的讓我們措手不及，而緩慢型的

遷延難好，痛苦萬分。筆者用外敷內服治療幾

例效果極好，現介紹如下: 

一般資料 

以下病例都經拍頭顱 CT 而確診，5 例患

者中男3例，女2例，年齡43 歲一例，65---80

歲 4 例，從性別看男性多於女性，患者大多數

伴有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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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法 

一、外敷藥方:紅內消 獨活 白芷 望見消 

赤勺藥 草烏 南星 軍薑 肉桂 共研末用馮了

性藥酒拌均炒熱趁熱敷在大腦動脈及分支處。 

二、內服中草藥方:根據患者不同症狀，

辯證用藥。 

1、腦血栓形成:伴高血壓肝風 內動為主

者，認平肝熄風滋陰潛陽為主，可用鎮肝熄風

湯和天麻鉤藤飲加減，天麻 鉤屯 龍骨 牡蠣 

白芍 石決明 代赭石 元參 玉米須 有肝膽 

濕熱者加黃苓 膽草柴胡。有痰者加半下 竹茹 

南星;動脈硬化氣虛血滯者宜益氣活血通絡，

以補陽還五湯為主方:當歸 黃芪 桃仁 紅花  

赤芍 川芎 地龍，據證可酌用熄風，豁痰 清

熱藥。 

2、腦栓塞、心臟病所致的腦栓塞宜培補

心脾，活血 去瘀 通絡，可用歸脾湯合用補陽

還五湯加減，黨參 黃芪 白術 山藥 桂枝 遠

志 茯神 菖蒲 當歸 川芎 桃仁 紅花、黃花倒

水蓮 臭馬丹。 

治療結果 

療效標準:顯著療效，經治療後，頭昏眼

花、頭部脹痛的症狀明顯降低，雙腿也明顯有

力。 

典型病例 

患者:女，68歲，2012 年 3月 20 日初診，

主訴頭昏頭暈、全身無力、不能畏寒、手足麻

木，曾昏倒去醫院搶救，住院十多天，醫院經

CT 拍片診腦梗塞伴高血壓。我診脈，脈洪、

肝風內動為主，給予鎮肝熄風湯和天麻鉤屯飲

加減，天麻 15g 鉤屯 lOg 龍骨 lOg 牡蠣 l0g  

白芍 lOg 石決明 l0g  黃苓 l0g 下枯草 l0g  

玉米須5g  當歸15g  黃芪15g 桃仁l0g  紅

花8g  赤芎15g  川芎10g 地龍10g  黃花倒

水蓮 15g，二劑煎服並用補敷藥:紅內消 30g  

獨活 20g  白芷 15g  望見消 10g  赤芍 20g 

制草烏20g  南星(制)l0g 軍薑20g  肉桂8g

共炒幹研末用酒攔均炒熱，熱敷在大動脈及分

支處。 

四天后復診，各種不症狀都說減輕了許

多，能夠不需倍同自己來復診。仍然用原藥方

內外兼施，月餘。再診時，患者說要到外面帶

小孩去了，身體覺得己無異樣了。 

患者:男，79歲，2012 年 6月 5 日初診。

主訴頭昏眼花、失眼已多年，曾住院無數次，

治療均療效差，這次也是住院剛回，可症狀還

是原樣，飲食無味，住院二十多天，雙手臂肌

萎縮，CT 診確為動脈硬化並栓塞。看情況不

妙，特出院來我處診治。 

患者來時柱著拐杖，行動不便，頭昏雙腿

麻木並小腿有點腫，臂部肌肉收縮利害，飲食

無味，食欲差，診脈:脈弦、脾胃脈弱，證為

濕困脾陽而導致的肝脾地不合，肝陽上亢，治

以平肝潛陽，健脾利濕。 

處方:黨參15g  黃芪15g  白術l0g  山

藥15g  蒼術l0g  厚補L0g  陳皮l0g  薏仁

l0g  柴胡 10g  菊花 10g  草決明 8g  山查

10g 砂仁 10g  竹茹 8g 二劑，並外敷中草藥

方，三天復診飲食有味，頭昏目花明顯消失。

原藥的基礎上再加補陽還五湯加減。 

黃芪15g  黨參10g  白術10g  山藥15g  

蒼術10g  厚補10g  山查10g  陳皮10g  砂

仁 10g  當歸 15g  川芎 10g  桃仁 8g  紅花

8g 茯神 10g  柴胡 10g  菊花 8g  草決明 8g  

甘草 5g  桂枝 8g  黃花例水蓮 15g  夏枯球

10g  玉米須 3g, 8 劑煎服外敷照常，7 月 2

日再診，症狀大好，行動自如，上方繼續 5

劑以固療效。隨仿一年，無其他症狀。 

醫按:  

心臟血管的發病是有各種病理病因的，但

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病灶多發生在大

腦動脈及其分支點上，按中醫的角度上看，均

屬中風的範疇內，它的形成無非是與風、痰、

火、血有關，風是由於肝腎陰虛，肝陽上亢引

起的肝風、肝風內動。氣血痰隨風逆而生阻滯

不通，血瘀內積。火是由陰虛內熱所生，痰是

熱煎津液而生，總而言之，其多與肝腎不足，

心脾兩虛和氣血虧損關係密切，西醫治療針對

遠期療效不佳，中醫通過內服外敷合治，雙管

齊下，內外兼施，或扶正祛邪，或活血化瘀，

溫經通絡，從內到外，辨證施治達到標本兼治

之目的，外敷能讓藥物因數滲透到大腦皮質病

灶可使血管快速疏通，活血化瘀內外兼施，硬

化或堵塞的經絡肯定比單方面治療要快通暢

得多。加上內服可從根本上調解五臟六腑的生

理機能，使身體達到陰陽平衡，內外施為，說

不定確是一種治療的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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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特色治療房事感寒之淺見 
施土埕 

（福建省晉江市醫院晉南分院） 
 

 

為了進一步傳承和弘揚中醫藥國粹，經幾

十年來的臨床見證，用中醫藥學的辯證論治，

充分應用於臨床，實踐出真知，共治療房事感

寒三十多例，輕重急性病人均治癒。經初步總

結如下： 

一、檢查八法，作為診斷該病的依據。 

1、用生薑切一片，立即輕擦病人的眼睛，

若是沒有出現流淚或刺激感，則與該病有很大

可疑。 

2、用生黃豆 3—5 粒放入病人口中生咀碎

（越碎越好），若是口中沒有產生腥味的感

覺，則可疑與該病有關係。 

3、當夜房事後到發病（指下腹部疼痛）

沒有出現過一次小便，甚至沒有小便感，可疑

與該病有關係。 

4、下腹部（丹田）劇烈疼痛持續不止，

並出現微汗，丹田處可以觸診，嚴重病人可疼

得大汗淋漓不止（虛寒之疼可喜按）。 

5、脈沉弦而長，嚴重者脈微欲絕。 

6、口不幹，一直不想喝水。 

7、出現畏冷感，但無發熱的體征。 

8、經全腹部觸診，沒有出現器質性病變。 

二、治療法則：不斷收集農村的老藥農的

秘方，及本人多年來臨床經驗總結出來的自擬

方劑。 

1、房事感寒發病危急之時的處理：（1）

可用鮮生薑切十多片急火煎湯，趁熱頻頻飲

之；（2）中草藥馬蹄金和紅糖急火煎服；（3） 

然後另煎農村秘方，該藥方為：灶心土，杆真

（即舊屋內壁杆真），燈心，赤小豆各一小把，

紅棗 5—7粒合煎後，繼續頻飲之。 

2、本人經驗方：自擬“附子理中湯加

味”：人參 5 克（或黨參 10 克），幹薑 12

克，焦白術 8克，肉桂 5克研末沖下（桂枝可

代替），熟附子 7 克，木瓜 10 克，檳榔 10

克，炙甘草 5克，每劑中藥煎兩遍，一天一劑，

重者兩劑，療效頗佳。 

三、典型病例： 

許經碧，男，56 歲，許厝人，文革期間

（1975 年 7 月）發病（夏天炎季）。初診。

自述昨夜行房一次，今晨發生肚痛持續不停，

故請我出診。經我按檢查八法後確診為房事感

寒之症。治宜溫下祛寒，理氣止痛，本人開出

自擬附子理中湯三劑，拿回家先煎一劑。當時

沒有煎服，其因是有些群眾懷疑我開的中藥是

否有效，建議到其他村莊找有一位老藥農，老

藥農有祖傳超百年秘方（聞名內外百里），救

治房事感寒者百發百中。一小時內拿到二服

（即六色），一天服下三次，兩天服完，減輕

病人疼痛效果輕微。病家最後才懷著試一試的

心理開始煎我開的第一劑中藥，一天中藥煎兩

遍，一天內服完。事後根據病家相告，第一劑

見效，疼痛大為減輕。服第二劑後，諸症悉除，

一切如常。 

體會：論房事感寒一症，是指發生疼痛在小

腹丹田之處，且有明顯的在早晨未起床之時發

生，痛無定處（喜按）又沒有小便之意，因痛在

下焦，屬於腎與膀胱位置，且腎與膀胱互為表裏。 

先談方劑理中湯，本方有溫中除寒，治理

中焦脾胃的作用，加入該湯劑附子一味，更能

生髮陽氣驅散寒邪，所以對脾胃陽虛的人最為

適宜。本人由於對於附子理中湯的研究深入淺

出，發現房事感寒（中醫沒有病名）的治療方

法，又參照農村秘方有類似之處，即異病同治

處。因湯劑效力不顯，故本人大膽使用，內中

加入補陽溫下，散寒逐邪增強止痛之肉桂。醫

家有雲：肉桂有補下焦不足，治沉寒痼疾之

病。再加入治腹痛轉筋的木瓜，行氣利水的檳

榔，組成一方則自擬附子理中湯加味。臨床實

踐證明，該方劑能夠迅速達到溫腎陽散寒邪，

促使寒邪從小便而出（助利水通小便），邪有

出路，是疼痛緩解到完全止痛的效果。 

討論，治療該病的始終，體現突出幹薑（生

薑）這味起到關鍵性作用，參閱中藥學，幹薑

有四大作用。其一、通心助陽；其二、去髒俯

沉寒痼冷；其三、發諸經之寒氣；其四、治感

寒腹痛。 

總而言之，治療房事感寒證，亦有從農村

秘方治癒的也不少。本人經臨床實踐證明，自

擬“附子理中湯加味”治療房事感寒一症是

行之有效的，取得的良效是值得推廣的，可供

同道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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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抗癌特色 

陳廷輝  陳柏志 

（福建安溪縣中醫院） 

 

 

一、癌症是一種慢性病 

癌症是一種世界性難題，病機的本質是本

虛標實，虛實夾雜的全身性疾病。 

癌症對人類的危害日趨加劇。 2006 年世

界衛生組織（WHO）綜合多方面結果達成新共

識：合理應對下，癌症多數情況下只是一類與

冠心病、糖尿病類似的慢性病。癌症的發生發

展約 80%與不良生活方式、精神心理、個性因

素有關，環境污染、遺傳、醫療因素只占 20%。 

二、中醫中藥在癌症患者康復中的作用 

用中醫藥控制癌症不容易反彈，又可以預

防癌症的轉移復發。運用傳統的中醫藥治療手

段，並與手術，化療，靶向治療等西醫治療手

段有機結合，揚長避短，使癌症患者從精神和

身體兩個方面都得到康復。中醫要怎樣才能更

好地發揮作用呢？從目前的發展看，主要是採

用中醫藥與手術治療前後、化學治療、靶向治

療相結合，中醫藥運用得當，有利於增強患者

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三、中醫治癌 

（一）中醫治癌的主要原則：扶正祛邪、

調養脾胃、化癌鎮痛 

對癌症患者，首先運用中醫藥調整其功能

狀態，讓其各項功能逐步恢復平衡並改善其主

要症狀最為重要；其次是穩定情緒，促使胃口

好轉，大小便通暢，睡眠安穩。與此同時，癌

症患者往往還伴有白細胞偏低，或肝功能有

損，某些癌胚指標有異常等情況，也應努力加

以糾正或調整。只有調養脾胃、化癌鎮痛，解

決了患者當下的一些痛苦，消解了一些疑慮，

患者的抗癌信心才會確立，患者也才會認真而

堅定地配合完成漫長的治療全過程。不管是治

療期、鞏固期或康復期，均宜貫徹“扶正祛

邪、調養脾胃、化癌鎮痛”的原則。只有這樣，

才能收取持久之效。老年人生理機能衰減，腫

瘤長得非常慢，所以老人通常對化療的耐受性

差，因此老人腫瘤適合用中醫中藥為主的保守

治療方法。 

得了癌症別害怕，千萬別被癌症嚇倒，做

好抗癌戰線比較長的思想準備，不要抱怨，不

能累，不能急躁，融入社會提高生活品質，要

學會感恩，培養興趣轉移壓力，癌症治療關鍵

是心理，一定要開朗，走出你的家門到大自然

運動，平時多吃五穀雜糧、蔬菜水果，少吃或

不吃動物性蛋白質。癌症的發生，是細胞代謝

異常所導致的，每個人體內都有，有很多因素

促進癌症的發生、有很多因素減緩了癌症的發

展、如合理的飲食、合理的生活方式，良好的

心理素質，可以適當減緩癌症的發生發展，減

緩癌細胞的異化進程。 

（二）中醫針灸治癌 

針灸治療癌症日益受到重視，針灸有抗

癌，使瘤體明顯縮小，可抗放化療副反應，緩

解癌性疼痛，又能提高機體免疫功能。有一例

83 歲老人，患晚期食道癌，吞咽困難，邀我們

治療，經氣功針刺天突、內關、內庭，當即喝

下50毫升米湯。三個月後CT復查，瘤體縮小。 

針灸具有雙向調節功能，可以促使致癌基

因和抑癌基因更加平衡穩定，對於控制癌症的

生長和擴散發揮有益的作用。針灸治療適應中

晚期癌症不能手術或不願手術，放化療間歇

期，手術後康復期的患者。在臨床上得到驗證

的有三個方面。 

1、改善病人的症狀：疼痛、發熱、便秘、

腹脹、失眠等。 

2、對肺癌、胃癌、腸癌等患者，可用瘢

痕灸的方法。 

3、正在進行放療或化療的病人，針灸可

改善血象，減少胃腸道的反應。 

針灸治療取得療效的關鍵是選穴及手

法。選穴原則是循經取穴，氣功帶氣進針，實

證多用針刺，虛證用灸法。 

四 、轉移復發 

轉移復發，本身就是惡性腫瘤的生物學基

本特點之一，這是回避不了的事實；而另一方

面，轉移復發的患者中大量仍健康或較健康地

存活著，有的甚至活過了 10 年。筆者所在的

治療機構，是一所以中醫藥為主體的醫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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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來診癌症患者中，早期的所占比例不高，

70%以上初診時已有轉移復發，常被認為是無

路可走時，才來找尋中醫藥這座最後“獨木

橋”。其中，有不少是非常棘手的晚期患者。

事實表明，轉移復發需努力防範；即使轉移復

發了，也並非離死期不遠。 

對於已轉移復發而又生存下來的腫瘤患

者，我們總結了三條康復經驗： 

（1）定期檢查身體，包括血液、B 超、

CT、MRI 等。 

    （2）需科學、合理、適度治療，良

好的心態最重要，此時需以中醫藥針灸長期調

治為主。 

（3）堅持以素食為治本基礎法，必須持

之以恆。 

五、癌症治驗介紹 

病例 1 肝癌：張某某.男.62 歲.臺灣

人.2011.8.22 初診主訴:右上腹不適乏力 20

多天。2011.08.15 在臺北榮總醫院確診為肝

癌。因懼怕手術放化療於 2011.08.22 來安溪

中醫院就診。查體：神清、消瘦、右上腹壓痛、

舌質淡紅苔黃脈弦，經氣功針刺曲池、陽陵

泉、太沖、行間留針 45 分鐘，每天一次，連

續 12 天。中藥：重樓 30克、白毛藤 30克、

茵藤 30 克、半枝蓮 30 克、沙參 30 克、白術

30 克、土茯苓 30 克、陳皮 15 克、神曲 30克、

白花蛇舌草 30克、虎杖 12克、紅藤 30、克、

葉下珠30克。服用30帖隨症加減。2012.10.14

患者告知體重比以前增加 5公斤，右上腹無訴

不適，臉色紅潤、行走自如。2013.02.20 臺

北榮總醫院化驗 B 肝陰性(—)、C 肝陰性

(—)。身體檢驗結果：良好。續用上述氣功針

刺中藥等方法鞏固治療。門診隨訪，至今身體

狀況良好。 

病例 2：胃癌術後肝轉移 

蘇某某  女  51 歲  福建 安溪人。

2012.11.10 初診主訴：右上腹部不適 4 個月。

2012.05.04 福建省級醫院病理確診為：胃竇

潰瘍浸潤型低分化神經內分泌癌。腫物大小

8.5*8.5cm,行全胃切除。術後半年見肝轉移，

現右上腹部疼痛，每日需服用美施康定，每次

一片，每天 3次。查體：神清，面色萎黃，行

走乏力，右上腹部脹痛、不眠，食欲不振、舌

質淡、苔厚、脈沉。氣功針刺：足三裏、中脘、

內庭、支溝、留針 30 分鐘，每日一次，連續

12 天。中藥：太子參 30 克、蒼術 30 克、茯

苓 30 克、藿香 10 克、佩蘭 10 克、郁金 15

克、酸棗仁 20 克、石斛 12 克、枳實 10 克、

白毛藤 20 克、重樓 30 克，服用 30 帖隨症加

減。2012.11.13 氣功針刺治療後，患者訴胃

脘脹減輕，食欲增加，已減西藥美施康定一片

每天只服 2 次。2013.01.05 續用上述方法，

隨症加減，納可寐安二便調，體重比以前增加

2公斤，已停服美施康定止痛片。2013.04.04 

安溪縣中醫院彩超示：肝膽胰脾未見明顯異

常。繼續氣功針灸中藥鞏固治療，門診隨訪,

至今無訴不適，感覺良好。 

病例 3:卵巢癌Ⅲ期 

劉某某  女  48 歲  新加坡人。于

2007.12.09 在醫院行子宮全切+右附件+左輸

卵管切除術，術後病理報告為：卵巢中一低分

化粘液性乳頭狀腺癌,出院診斷為:卵巢癌Ⅲ

期。2008 年 3 月彩超復查中等量腹水。氣功

針刺三陰交(雙)、關元、太沖(雙)中藥：紅藤

30 克、車前草 30 克、澤蘭 12 克、土茯苓 30

克、半枝蓮 20 克、益母草 12 克、女貞子 15

克、旱蓮草 15 克、澤瀉 30 克、豬苓 30 克，

服用 30帖隨症加減。 

二診：精神好轉、納可寐安二便調。上方

去車前草、澤蘭加夏枯草、小茴香。中藥治療

一年腹水消退，體重增加、症狀改善。 

三診：生曬人參 10 克、仙鶴草 30 克、苦

參根 30 克、土茯苓 30 克、豬苓 30 克、郁金

12 克、蒼術 15克、金銀花 12 克、石斛 15克、

何首烏 20克、淫羊霍 12克 、菟絲子 20克 

2010 年 B超復查一切正常。 

癌症的治療目的：1、預防復發和轉移 2、

改善症狀、減輕痛苦、帶癌生存。中醫氣功針

刺治療適應於各期癌症病人，具有副作用小、

改善症狀、見效快的特點。癌症的氣功針灸中

醫治療，不能求速效，要綜合調整，長期治療，

取得病情的長期穩定，才是最佳方法。 

摘要：癌症是一種世界性難題，病機的本

質是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的全身性疾病。中醫

治療必須從整體觀念出發，尤其要重視胃氣，

加強心理疏導，積極配合康復治療。通過辨症

論治的方法，在臨床中運用中藥針灸等特色抗

癌，在預防癌症復發和轉移、改善症狀、減輕

痛苦、帶瘤生存、提高生活品質具有獨特的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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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降脂湯治療痰濁阻遏型高脂血症患者的臨床觀察 

李偉鴻 

（惠安縣中醫院） 

 

 

高脂血症是指血中膽固醇（CHO）和(或) 

甘油三酯（TG）水準過高，以及低密度脂蛋白

（LDL-C）水準過高和(或) 血中高密度脂蛋白

（HDL-C）水準過低。目前醫學界已經形成共

識，高脂血症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主要危險因

素。因此，積極防治高脂血症是防治心、腦動

脈血管粥樣硬化疾病的重要環節。主要強調飲

食清淡且結構合理，忌暴飲暴食、忌煙酒，加

強體育鍛煉、調暢情志等。筆者就近年來在臨

床上應用自擬降脂湯治療高脂血症，療效顯

著，現報導如下： 

1.臨床資料 

選擇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在我

院門診或住院經清晨空腹血脂測定，確診為高

脂血症且中醫證屬痰瘀阻滯型患者 56 例。高

脂血症西醫診斷均參照《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

治指南》[1]中診斷標準：TC≥5.18mmol/L；

TG≥1.7 mmol/L，LDL-C≥3.37mmol/L，HDL-C

＜1.04 mmol/L，其中一項或多項異常者即可

診斷。高脂血症中醫證屬痰濁阻遏型，參照《中

藥新藥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2]的

分型標準而確定，主證：形體肥胖，頭重如裹，

胸悶，嘔惡痰涎，肢麻沉重，舌胖，苔滑膩，

脈弦滑；次證：心悸，失眠，口淡，食少；具

有主證 2 項及以上，次證 1 項及以上，結合舌

脈即可診斷。所有患者未經治療或曾用其他降

脂藥物治療，但已停用降脂藥物 4 周以上，其

中男 32 例，女 24 例，年齡 42～76 歲，平均

53±3.4 歲；其中冠心病 5例，高血壓 16 例，

脂肪肝 10 例。 

2.治療方法 

56 例痰濁阻遏型高脂血症患者，以健脾

益氣，化痰降濁，活血行滯為治法，自擬降脂

湯，組方：生黃芪 30g，炒白術 15g，法半夏

10g，草決明 10g，丹參 15g，何首烏 20g，山

楂 15g，茯苓 15g，澤瀉 10g。水煎服，1天 1

劑，分早、晚飯後溫服，每次 200ml，連服 20

天，治療期間停用其他降脂藥，並囑清淡飲

食，忌食高脂肪食物。 

3.觀察指標及療效標準  

所有患者治療前後各檢測空腹 TC、TG、

HDL-C、LDL-C 一次，治療前後進行中醫證候

積分評定。中醫證候積分評定及療效判定標準

按《中藥新藥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

[2]，實驗室檢查療效判定標準：臨床控制：

實驗室各項檢查恢復正常；顯效：血脂檢查達

到以下任一項者，TC 下降≥20％，TG 下降≥

40％，HDL-C 上升≥0.26mmol/L；有效：血脂

檢測達到以下任一項者，TC 下降≥10％但<20

％；TG 下降≥20％但<40％；HDL-C 上升≥

0.104mmol/L 但<0.26mmol/L；無效：血脂檢

測未達以上標準者。中醫證候療效判定標準：

臨床控制：臨床症狀、體征消失或基本消失，

證候積分減少≥95％以上；顯效：臨床症狀、

體征明顯改善，證候積分減少 70％～89％；

有效：臨床症狀、體征均有好轉，證候積分減

少 30％～69％；無效：臨床症狀、體征無明

顯改善，甚或加重，證候積分減少不足 30％。 

統計學處理採用 SPSS 16.0 軟體處理，實

驗資料以 ±S表示，治療前後自身對照採用 t

檢驗。 

4.結果 

56名高脂血症患者經20天口服自擬降脂

方後，治療前後測血 TC、TG、HDL-C、LDL-C

對比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 1。 

表1  治療前後血脂水準變化比較（ x±S，mmol/L） 

時間         TC          TG            HDL-C         LDL-C 

治療前    6.85±1.45   3.28±1.14    0.95±0.22    3.52±0.98 

治療後    4.35±1.68   2.27±1.22    1.45±0.31    2.45±1.16 



 

 261 

56名高脂血症患者，經服用20天自擬降脂方後，達臨床控制18例，顯效22例，有效11例，

無效5例，總有效率91.1%，詳見表2。 

表2  中醫證候療效 

療效                   例數           比例% 

臨床控制                18            32.1 

顯效                    22            39.3 

有效                    11            19.7 

無效                    5              8.9 

56 名證屬痰濁阻遏型高脂血症患者經 20 天口服自擬降脂方後，治療前後中醫證候積分對

比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 3。 

表3 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時間                     積分 

治療前               14.57±3.68 

治療後                4.24±2.31 

5.討論 

近年人們的物質生活有了巨大的改變，富

含高脂肪、高膽固醇的食物(如蛋黃、肥肉、

蝦、蟹等)已成為了人們餐桌上常見的美味佳

餚；加之工作繁忙、生活節奏加快，卻忽略了

運動鍛煉，這些都是造成高血脂症患者人數逐

年上升的原因。但高血脂症如不及時治療，可

逐漸發展成動脈粥樣硬化，從而導致頭暈、胸

悶、胸痛、四肢麻木等症狀；嚴重者可出現腦

卒中、心絞痛、心肌梗死等，嚴重威脅著人們

的身體健康。 

中醫學雖無高脂血症的病名，但根據其的

臨床表現可歸屬“痰濁”、“脂膏”、“胸

痹”、“眩暈”、“中風”等範疇。其病多由

長期嗜食肥甘厚味，致使脾胃失調功能。金元

著名醫家李東垣在《脾胃論》中提到：“百病

皆由脾胃衰而生也”。脾胃為後天之本，為水

穀精微運化之樞紐，嗜食肥甘厚味，膩礙脾

胃，日久則脾胃運化輸布失司，聚濕生痰，津

從濁化為膏，凝而為脂，變生痰濕、濁脂。又

或因貪閑少動，久坐伏案等因素，勞傷心脾，

心氣虧虛則運血無權，血脈運行不利，不通則

滯。又或因工作、生活壓力而致思慮過度，過

慮傷脾，脾虛生痰濕，痰濁內阻，久必致瘀，

終則痰瘀互結，阻滯脈絡，內傷臟腑，而發生

諸多病變。故治宜健脾益氣，化痰降濁，活血

行滯。方中重用生黃芪益氣扶正，升清降濁，

促進氣化，氣旺則血行、津行；白術健脾利水，

使中州得健，水穀得化，精微得布；二者相合

既絕生痰之源，又消已成之痰。法半夏、茯苓

燥濕健脾以化痰濁兼以行氣；生山楂健運中

焦，消食化積，活血化瘀，尤能消化油膩肉積；

澤瀉滲利水濕痰濁；丹參活血化瘀通絡；草決

明、何首烏潤腸泄濁。諸藥合用共達健脾祛

濕、化痰降濁、行氣活血之效。 

現代藥理研究表明，黃芪、白術具有增強

機體免疫功能，促進機體代謝，改善心功能和

血液微循環的作用[3]；丹參對內源性膽固醇

合成有抑制作用並能降低三醯甘油[3]；澤瀉

能抑制外源性 TC、TG 的吸收和內源性 TC、TG

的合成，並能影響血脂的分佈運轉和清除

[4]；山楂、制首烏的純提物對血脂（TC,TG）

含量有明顯降低作用,對 HDL-C 有顯著升高作

用[5]；複方茯苓製劑能使肥胖大鼠減肥及改

善小腸腸系膜微循環[6]。上述藥物通過多環

節、多方面協同發揮作用，達到良好降低血脂

的治療效果。 

本臨床研究表明，證屬痰濁阻遏型高脂血

症患者通過服用筆者自擬降脂湯治療後，能明

顯降低 TC、TG、LDL-C 水準，能升高 HDL-C

水準，且中醫證候療效明顯改善，說明該組方

療效確切、穩定，可以為治療高脂血症及冠心

病、腦卒總等血脂異常的二級預防的高效、安

全、有效的方法，對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有

著重要的臨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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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治冠心病 

劉湖明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冠心病全稱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

病，也是中老年人常見病，此病多因膽固醇類

脂質沉積在冠狀動脈內膜壁下，內皮細胞，平

滑肌細胞、結締組織增生及血小板凝集形成粥

樣硬化斑塊而引起管腔狹窄而閉塞，或者是由

冠狀動脈內膜平滑肌強烈收縮引起冠狀動脈

痙攣，導致心肌缺血性改變血液星膽固醇過

高，高血壓和吸煙是發生本病的危險因數，此

病多尿中醫"胸痹"、心痛"範疇。主要是由氣

滯血瘀、血脈瘋阻而致不通則痛，主要症狀為

心前區突然發生疼痛或壓榨感，疼痛時間一般

為 3-6 分鐘，常伴有面色蒼白，精神恐懼，胸

悶憋氣，呼吸困難，出冷汗等，在疼痛發作時

應及時進行緊張搶救，平時應該堅持是部按摩

療法效果甚佳。 

冠心病的臨床表現 

1、過早搏動:可無症狀。可有心悸、胸悶、

心律不規則，心跳停歇感，嚴重時出現四肢無

力。 

2、羹性心動過速而過緩:當賽性心律超過

每分鐘 100 次就稱竇心動過來，當竇性心律

每分鐘在 60 次以下稱竇性心動過緩，一般無

症狀，可出現頭暈、乏力、胸悶、心悸等。 

3、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發病無預兆，

突然發生，終止也突然，症狀有心悸，胸悶頭

暈，乏力、四肢麻木、發作等心瘁可達每分鐘

160-220。 

4、心房傳導阻滯:Ⅰ度房室傳導阻滯常無

症狀體征，II 度房室傳導阻滯心瘁較慢時有

頭暈、心悸，Ⅲ度房室傳導阻滯常伴有心悸、

頭暈、乏力、容易暈厥。 

中藥是療方： 

黃茂、桂枝、丹參各 35 克、黨參 18 克、

良薑 5克，用上藥加清水 1200 毫升，煎沸 11

分鐘，去渣，取藥液倒入盒 1 夕，浸泡雙是

30 分鐘，每月 1次，10天為一療程。 

手法按摩 

1、按揉兩是腎上上腺、腎臟、輸尿管、

膀胱反射區各 3-5 分鐘，揉壓心臟反射區 5

分鐘，對是腹腔福經叢、脾臟、胃反射區各揉

3-5 分鐘。 

2、選泉生是，第 2 泉生是兩穴盤腿坐在

慶上，用右手拇指壓住左腳的位，壓得指甲象

突然撕裂一樣，原"地"壓揉，數 3下即停，雨

松一下手，如此迴圈反復地進行 15-20 分鐘每

日 1-2 次。用力壓湧泉穴 2-3 分鐘，將是第二、

三趾向右旋轉各 2-3 分鐘，然後撚揉各是趾，

推擦是心正中線至皮膚潮紅，每日 2次輔助療

法。 

用橡皮膏將米粒貼在泉生是，第二泉生是

兩穴，隔 1日按 1次工，吸塵日吸腳，先把吸

塵口上的其他部件取下，直接露出軟管，把圓

形的軟管頭緊貼著腳掌，然後憑著吸塵器的吸

力嘬腳掌的皮膚，當被"嘬"的部位有一種被夾

緊或"吸入"的感覺時，拿起軟管，再去吸別的

部位，如此直到把整個腳底全部吸遍，每日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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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骨伤】 
 

 

脊柱“骨錯縫”的源流及現代分型思考 
翁文水 1  林玉芬 1    指導 王詩忠 2 

（1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正骨醫院，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康復醫院） 

 

“骨錯縫”是中醫傷科學特有的病名，隨

著中醫傷科學的不斷發展，“骨錯縫”理論在

脊柱損傷中有了新的內涵。但一直以來，學術

界對脊柱“骨錯縫”並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也

沒有統一的分類方法，這影響脊柱推拿的規範

化和進一步發展。因此，筆者結合古代醫家的

論述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對“骨錯縫”的

認識和發展作簡要論述。  

1、歷代對“骨錯縫”的認識 

1.1 唐以前的認識： “骨錯縫”學說在

唐以前的醫著中雖然有所記載，其含義是比較

含糊的。《素問•五藏生成》篇“諸筋者皆屬

於節”；《難經》有“四傷於筋，五傷於骨”，

這裏初步說明筋骨相連，傷筋必及骨，傷骨必

損筋的互相影響。 

1.2 唐代的認識：到了唐代，藺道人《仙

授理傷續斷秘方》說：“凡左右損處，只須相

度骨縫，仔細撚捺、忖度，便見大概。” 是

說當人體損傷後，醫者要重視對骨縫的檢查，

才能察明病變概況。這就有了“骨錯縫”的基

本內涵。 

1.3 清代的認識：到清代對“骨錯縫”就

有詳細記載。清代醫家吳謙在《醫宗金鑒•正

骨心法要旨》，認為“骨錯縫”就是“骨節間

微有錯落不合縫者”，“面仰頭不能重，或筋

長骨錯”。並指出其病因是“或因跌僕閃失，

以至骨縫開錯，氣血瘀滯，為腫為痛”，及“先

受風寒，後被跌打損傷者，瘀聚凝結”；臨床

表現為 “背骨，自後身大椎骨以下，腰以上

之通稱也。先受風寒，後被跌打損傷者，瘀聚

凝結，若脊筋隴起，骨縫必錯，則成傴僂

之……”，“若脊椎筋隆起, 骨縫必錯, 則不

可能俯仰”；體格檢查“用手細細摸其所傷之

處, 或骨斷、骨碎、骨歪、骨整、骨軟、骨硬、

筋強、筋柔、筋歪、筋正、筋走、筋粗、筋翻、

筋寒、筋熱……”；對其治療也有詳細論述，

如“若腫痛已除, 傷痕已愈, 其中……又有

骨節間微有錯落不合縫者, 是傷雖平, ……

惟宜推拿以通經絡氣血也”；“或因跌撲閃失, 

以至骨縫開錯, ……宜用按摩法”，“蓋骨離

其位，必以手法端之，則不待曠日遲久，而骨

縫即合”。至此，對“骨錯縫”的病因病機、

臨床表現、體格檢查及治療均有論述，其中也

包括對脊柱“骨錯縫”的闡述。 

1.4、當代對“骨錯縫”的認識 

運用現代醫學知識來解釋和論證骨錯

縫，國內學者葉衍慶[1]教授作出了開拓性的

貢獻，早在 1962 年他就經過觀察肯定了骨錯

縫的存在，並將病理機制作了科學的分析。他

認為：“暴力加在任何關節上，既能使一部分

韌帶受傷，亦可使關節移位。移位的關節可使

一部分未斷的韌帶受到牽拉而發生緊張，它們

的彈性可能將關節面交鎖在不正常的位置

上。於是患者感到疼痛，而關節的正常生理運

動，亦要受到限制。在 X線攝片上只有 1～2mm

的移位，常不易看出。但是當復位時，常有一

彈響發生，隨之患者感到舒適。所以，中醫所

謂錯位，雖然在 X線攝片上常常無根據，但是

在臨床上這是事實。” 施杞、王和鳴[2]等認

為，骨縫是指骨與骨相連接處的間隙，包括可

動關節和和微動關節。這些關節在外力作用下

引起微細的離位，即稱為骨錯縫。郭憲和[3]

認為，“關節錯縫是構成關節骨之間的接觸

面，因外力或肌腱牽拉，或加之肌腱鬆弛，或

軟組織的嵌頓所引起的微小錯離，而不能自動

回歸。書中所論述的脊柱錯縫多指後關節錯

縫。田紀鈞[4]認為，“錯骨縫的發生，主要

是關節面的解剖關係和關節內結構位置的紊

亂”。 

2.當代對脊柱“骨錯縫”的認識 

到目前為止，對脊柱“骨錯縫”是什麼部

位的錯位，還沒有統一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

是後關節錯縫，有的學者認為是單、多個椎體

位移，更多的學者認為是椎體的三維立體錯

位。 

2.1 後關節錯縫：郭憲和[3]在《宮廷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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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傷筋、錯縫的手法治療》一書中所論述的

脊柱錯縫多指後關節錯縫。 

2.2 單、多個椎體位移：1975 年，馮天有

[5]在傳統醫學“骨錯縫、筋出槽”的臨床研

究基礎上，提出了損傷性脊柱疾病發病機理是

單（多）個椎體位移理論及脊柱內外平衡失調

學說，並創用脊柱（定點）施轉重定法。 

2.3 脊柱三維立體的錯位 

龍層花[6]認為，椎間關節錯位是指脊椎

間關節（包括椎間盤、關節突關節、鉤椎關節、

環樞關節和環枕關節、肋小頭關節、肋橫突關

節、骶髂關節）發生小於半脫位的位移，且已

刺激壓迫周圍組織，引發一系列臨床表現時，

稱為椎關節錯位。並將錯位分為左右旋轉式錯

位、前後滑脫式錯位、側彎側擺式錯位、傾位

仰位式錯位以及混合式錯位，至此，已經把脊

椎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它的錯位；田紀均[3]

認為脊柱所有微小移位都是三維、立體的旋轉

移位，既有矢狀面，又有冠狀面，還有水平面

上的共同旋轉移位，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微小移

位方向，並將脊柱錯位分成錯移型、旋轉型、

傾倒型、側擺型、嵌夾型等。以上學者是按照

剛體運動學理論，以脊柱的運動節段在三維 6

個自由度上的異常運動進行錯位分型。  

3.對脊柱“骨錯縫”的本質認識 

3.1 脊柱“骨錯縫”的本質是三關節複

合體的錯位 

1990 年 Kirkaldy-willis[7]提出了三關

節複合體(three-joint complex)理論，認為

兩個後方的小關節和一個前方的椎間關節(即

椎間盤)構成三關節複合體，在脊柱的穩定性

中起到重要作用。無論是退變、創傷，還是醫

源性損傷，均可致三關節複合體受累，進而通

過連鎖反應而影響脊柱的穩定性。筆者認為，

脊椎的運動不是單純關節突關節的運動，而是

三關節複合體的運動，所以，脊柱“骨錯縫”

是指三關節複合體的錯位。 

3.2、三關節複合體的退變  

許多學者認為三關節複合體的退行性變

源於椎間盤的退變。正常的髓核能夠保持椎問

關節間隙，向纖維環施加應力以增加椎問的穩

定性，這使得椎問盤具有內在的剪切力傳遞和

壓力支撐。在成人，椎間盤缺乏直接的血液供

應，僅依靠通過椎體軟骨板的淋巴液營養，其

負重勞損又大，因此 在 20歲以後即進入退變

期。退變的椎間盤逐漸失去水分，椎間盤體積

縮小，椎間隙變窄，纖維環鬆弛並 向周邊膨

出，椎體間位移增大，後縱韌帶及纖維環在椎

體邊緣出現撕裂，撕裂的韌帶及骨膜下產生新

骨，此種新生骨最初為粗的骨小梁，繼之變為

松質骨，最後形成堅硬的骨贅。同樣椎間小關

節也或早或晚的發生退變。椎間盤退變後關節

間隙變窄，給關節突增加了壓力，纖維環鬆弛

使椎體前後位移增大，也增加了關節對抗前滑

的應力。關節軟骨因壓力、磨損而逐漸變為黃

色、不透明，且出現粗糙不平的軟化區，軟骨

下骨硬化，邊緣增生肥大，影響了其原有的功

能。椎旁軟組織如關節囊、韌帶因力學改變而

相應變厚，甚至鈣化骨化。在外力作用下，三

關節複合體的內外平衡受破壞而出現各種類

型的錯位。 

3.3、三關節複合體的錯位分型 

在對三關節複合體錯位進行分析前，我們

首先要瞭解脊柱運動的 2個生物力學概念：暫

態旋轉軸和運動螺旋軸。暫態旋轉軸

[8](instantaneous axis of rotation , 

IAR)：對於一個在平面上運動的剛體，任一瞬

間，它的內部必有一條線或這條線的假想延伸

線不發生運動，暫態旋轉軸就是這條線。平面

運動完全由暫態旋轉軸的位置及圍繞它旋轉

的數量所決定。運動的螺旋軸[9]（helicoidal  

axis of  motion，HAM）：剛體在三維空間的

暫態運動可用一個簡化的螺旋運動來解釋。它

是圍繞和沿著同一軸旋轉和平移基礎上疊加

而成的。它與圍繞 X、Y、Z軸旋轉的三個力的

合力方向一致。對於一個給定的空間運動剛

體，這個軸的位置、平移和旋轉的量可以完全

精確地解釋三維空間的運動。 

在人體不同的姿勢和運動中，三關節複合

體的 IAR 及 HAM 是變化的，不同體位的 HAM

位置可能偏離運動節段的中心軸，所以三關節

複合體的錯位不是圍繞一個固定中心軸的錯

位，而是隨著 HAM 的變化，出現以椎體（椎間

盤）為主的錯位和以後關節為主的錯位。在臨

床分型中，以三關節複合體的下一椎體為參照

物，如果上位椎體有左右側傾、前傾後仰、前

後滑脫錯位的，屬於椎間盤為主的錯位；如果

上位椎體以棘突旋轉為主，屬於後關節為主的

錯位。這一分型是為臨床手法治療服務的，以

後關節錯位為主的錯位，調整的力點可以是棘

突或關節突，以椎間盤錯位為主的，應該以橫

突或乳突為著力點，作用力應透過椎間盤中

心，才能起到矯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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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臂引導下骶髂關節針刀松解術 

治療早中期強直性脊柱炎 98 例臨床分析 

游玉權  劉聯群 翁文水 李中欽 許文錕  康景陽 

（泉州市正骨醫院） 

 

1 臨床資料 

1.1  病例選擇  觀察病例均為我院風濕

科2010年02月至2012年02月住院病例，均符合

1984 年修訂紐約標準，據判斷AS 的常用活動

指標判定均為活動期。對有以下情況者不納入

本組臨床觀察：(1)具有嚴重過敏病史或藥物

（柳氮磺吡啶、利多卡因）過敏者；(2) 妊娠

及哺乳期婦女；(3)影像提示骶髂關節融合(Ⅳ

級) ；(4)伴有椎間盤病變、外周關節病或其

他風濕類疾病；(5)伴有腫瘤、結核或其他傳

染性疾病；(6)患者不能配合針刀治療；(7)

精神病患者。 

1.2  一般資料  195例AS患者, 按就診

的先後次序，按1:1比例隨機分為治療組（98

例）與對照組（97例）進行觀察；兩組患者在

性別、年齡、病程、骶髂關節X線分期等方面

比較，經統計學處理，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

＞0.05）。 

2 治療方法 

2.1  對照組  

 給予常規藥物治療：柳氮磺吡啶：一般

以 0.25g, 每日 3 次開始，以後每週遞增

0.25g，直至 0.75，每日 3次，飯後服。正清

風痛寧緩釋片（湖南正清制藥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生產）120mg，每日 2 次，每次 60mg。對疼

痛加劇者，可配合口服雙氯酚酸鈉 50mg  

bid；奧美拉唑 20mg  bid，至疼痛減輕至可

忍受後停用或是 3個月後全部停用。 

2.2  治療組  

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予 C 臂引導下骶髂

關節針刀松解術（見附圖）：患者取俯臥位腹

部墊枕，先定位髂後上棘連線中點旁開

2.5CM、下 2.5CM，用手觸到骶髂關節間隙後，

局部用膠布固定帶圈的金屬鐵絲，在 C臂定位

準確後用手術專用標記筆標記穿刺點，局部以

碘酒、酒精常規消毒後鋪無菌洞巾，以 2％利

多卡因麻醉，持腰穿針向外斜 70 度經皮膚進

針經過皮膚、皮下組織、骶髂後韌帶、進入骶

髂關節間隙，C臂交叉定位準確後，緩慢注入

曲安奈德 40mg，退出腰穿針，改為 3 號針刀

進針經過皮膚、骶髂後韌帶，進入骶髂關節間

隙，在 C臂交叉定位準確後，在間隙內上中下

三個層面各松解三刀後，拔出針刀後，局部以

無菌紗布固定。如為雙側骶髂關節炎，可在術

後間隔 1 個月後再進行另一側的骶髂關節針

刀松解術。2 組患者均治療 6 月進行指標觀

察、療效評估，並統計不良反應。 

3 觀察指標與統計學方法 

3.1  安全性觀測  一般體格檢查，血常

規，尿常規，肝腎功能，胃腸道症狀，皮膚粘膜。 

3.2  療效性觀測  疼痛 VAS 評分(使用

標有 0 ～ 10cm 刻度的尺規，0 為無痛，10 

為最劇烈的疼痛，患者根據自身所感受的疼痛

程度，在尺規上標出疼痛值) 、Bath 強直性

脊柱炎病情活動指數(BASDAI )、Bath 強直性

脊柱炎功能指數(BASFI )、擴胸度 Schober

試驗、ESR、CRP、骶髂關節 X 線片。2組病例

均每月檢驗 1 次血常規、肝功能腎功能。 

3.3  療效標準 

依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

行)》中有關標準
[2]
及臨床風濕病學

[3]
等擬定 

顯效: 自覺症狀 (疼痛 腫脹 晨僵 疲乏不適)

消失或改善 75%以上，BASDAI BASFI 均下降 

50%，擴胸度 Schober 試驗正常或明顯改善，

ESR、CRP 正常或明顯下降，骶髂關節 C臂 或 

X 線平片顯示骶髂關節炎無進展；有效：自覺

症狀改善 50%-75%，BASDAI BASFI 均下降

30%，擴胸度 Schober 試驗等明顯改善，ESR、

CRP 明顯下降，骶髂關節 C 臂 或 X 線平片

顯示骶髂關節炎無明顯進展；無效: 自覺症狀

無明顯改善， BASDAI BASFI 下降﹤30%，擴

胸度 Schober 試驗無明顯改善，ESR 、CRP 變

化不大，骶髂關節 C 臂 或 X 線平片顯示骶

髂關節炎有進展。 

3.4 統計學方法 使用 SPSS12． 0 統計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 計量資料採用 檢

驗，計數資料採用卡方檢驗， ＜0.05 為差異

有顯著性意義。 



 

 266 

4 結果 

4.1  兩組治療前後主要症狀、體征變化

比較  前後對比治療組 3月、6月患者的 VAS 

評分、BASDAI、 BASFI、擴胸度、Schober 試

驗、枕壁試驗均有改善；治療組的治療 3 月、

6月前後主要症狀、體征變化比較差異有顯著

性意義（P<0.01）；對照組的治療 3 月、6 月

前後主要症狀、體征變化比較差異也有顯著性

意義（P<0.05）；治療後兩組間主要症狀、體

征變化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0.05）。（表

1） 

 

表 1    兩組治療前後對比 
組

別 

n 時間 VAS 評分

（分） 

BASDAI

（分） 

BASFI（分） 枕壁試驗

(cm) 

胸廓擴展度

(cm) 

Schober 試驗

(cm) 

治療前 8.81.6 4.91.7 5.01.9 1.120.83 1.561.02 2.561.02 

治療 3月 4.41.7 3.41.5 3.71.7 0.740.55 2.471.81 4.232.10 

治

療

組 

9

8 

治療 6月 3.81.4 2.31.3 2.41.7 0.780.6 2.521.8 4.522.4 

治療前 8.91.8 4.81.2 4.91.7 1.090.7 1.621.1 2.621.1 

治療 3月 5.62.0 4.31.3 4.11.7 0.890.9 2.121.6 3.741.7 

對

照

組 

9

7 

治療 6月 5.21.6 3.51.4 3.31.9 0.910.9 2.311.7 3.981.9 

 

4.2  兩組治療前後 ESR、CRP 比較  比較兩組結果，治療組的治療前後 ESR、CRP 比較差異

有顯著性意義（P<0.01）；對照組的治療前後 ESR、CRP 比較差異也有顯著性意義（P<0.05）；治

療後兩組間 ESR、CRP 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0.05）。(見表 2) 

                

表 2    兩組治療前後 ESR、CRP 對比 

組別 n 時間 ESR(mm/h) CRP(IU/ml) 

治療前 30.311.6 12.16.5 

治療 3月 18.710.7 8.34.4 治療組 98 

治療 6月 14.710. 3 7.33.6 

治療前 31.111.4 12.45.8 

治療 3月 24.910.2 10.54.6 對照組 97 

治療 6月 21.814.8 9.94.7 

 

4.3 兩組治療後療效比較  治療後兩組間療效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0.01）(見表 3) 

表 3   兩組治療後療效比較[例(%)] 

組別 n 顯效 有效 微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98 43（43.88%） 48（48.98%） 6（6.12%） 1（1.02%） 92.86% 

對照組 97 16（16.49%） 34（35.05%） 30（30.93%） 17（17.53%） 51.55% 

 

4.4  兩組治療後不良反應比較  對照組的不良反應較多，治療後兩組間不良反應比較差異

有顯著性意義（P<0.05）。 

表 4   兩組不良反應比較[例(%)] 

組別 n 皮疹、瘙癢 胃腸道反應 蛋白尿 白細胞減少 ALT 升高 

治療組 98 6（6.12%） 5（5.10%） 0 3（3.06%） 4（4.08%） 

對照組 97 5（5.15%） 6（6.19%） 1（1.03%） 4（4.12%） 7（7.22%） 

針刀介入治療安全性評估 治療組行 C

臂 引導下骶髂關節針刀松解術，無 1 例出現

手術併發症。 

5  討論 

強直性脊柱炎一般起病比較隱匿,早期診

斷難，貽誤治療者較多，到確診時很多已出現

髖關節間隙變窄、關節活動嚴重受限，不能下

蹲，部分導致骨性強直，而失去活動功能。強

直性脊柱炎目前尚無根治方法，國際上治療強

調包括藥物、健康教育、物理療法及推拿、針



 

 267 

灸、中藥在內的長期綜合治療。柳氮磺吡啶可

改善 AS 的關節疼痛、腫脹和發僵，並可降低

血清 IgA 水準及其他實驗室活動性指標，是目

前公認的比較有效的藥物，是基礎用藥，但循

證醫學也表明，本品對強直性脊柱炎的中軸關

節病變的治療作用及改善疾病預後的作用均

缺乏證據。因此我科在中西藥物基礎治療上，

配合針刀治療強直性脊柱炎。 

針刀療法始於上世紀 80 年代，並逐漸被

用於強直性脊柱炎的治療，主要針對骶髂關

節、脊柱關節及其附著點治療，通過針刀的微

小離斷傷，並調動機體的修復能力，起到消除

炎症關節、減壓和松解軟組織的治療目的。關

節功能受限由於機體組織動態平衡失調導致

局部軟組織粘連、結疤及攣縮
[4]
從而產生頑固

性疼痛及僵直 。骶髂關節的炎症和破壞是強

直性脊柱炎的起始表現和重要體征，所以，筆

者認為在患者發病的早中期針對骶髂關節治

療尤為重要，在臨床上採取骶髂關節針刀松解

術後，不僅骶髂關節的疼痛能明顯緩解，患者

全身性僵痛也能很快改善，其後配合常規用

藥，療效更加明顯，並能減少藥物劑量，使得

患者因服藥導致的不良反應大為降低，且療效

明顯優於單純藥物治療。通過小針刀對附著點

處病變軟組織的切割、剝離、擴通,使粘連得

以分開，疤痕得以刮除， 局部血液、淋巴迴

圈因而改善，營養供應增多，炎性致痛物質吸

收加速。臨床在實行骶髂關節針刀松解術時，

還可考慮不同患者骶髂關節局部使用曲安萘

得、益賽普等藥物，得到更好的藥物療效。 

骶髂關節結構複雜，關節腔狹窄不規則，

變異性較大，給穿刺帶來一定的難度，故有必

要影像引導
[5]
。影像引導一般採用 C臂 X線、

CT 或 MR， CT 能更好的顯示穿刺路徑上各組

織層次，準確引導針刀至骶髂關節後緣，但輻

射量大，操作時間較長；MR 無輻射，軟組織

解析度高，是理想的引導設備，但成本較高，

機器較大，不利於手術的開展。一般醫院無條

件實施，相比之下，C形臂 X線機可移動性好，

機器可根據需要的角度靈活旋轉，可以監視穿

刺的過程，隨時調整穿刺方向，但影像重疊較

多，成像為平面圖，較難於定位，故筆者在反

復實踐中發現通過交叉透視定位（見附件），

可準確地定位針刀在骶髂關節中的位置。筆者

在臨床上採用 C 臂影像引導，一般在 1 ～ 2 

次即能將針刀準確穿刺至骶髂關節後緣，大概

10 分鐘內就可操作完畢，無 1 例出現併發症，

安全快捷，操作簡便，值得臨床推廣。 

 -------------------------------------------------------------------------------- 

 

 

經皮鐳射汽化間盤減壓聯合臭氧注射 

對腰椎穩定性的影響 

蘇再發
    
王芳泰  張景川  蘇昭元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骨科） 

   

 

近年來，隨著微創脊柱外科技術的不斷

發展，經皮鐳射汽化間盤減壓術等微創治療技

術已廣泛應用於椎間盤突出症的治療，避免了

開放性手術對脊柱穩定性的破壞及遺留神經

根粘連、硬膜纖維化等併發症
[1]
。但經皮鐳射

汽化間盤減壓聯合臭氧注射是否會導致腰椎

失穩還未 

見報道。我院自 2007 年 9 月~ 2009 年 3 月

來，採用動態 X 線片評估 48 例採用經皮鐳射

汽化椎間盤減壓聯合臭氧治療患者腰椎的穩

定性，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48 例, 其中男 29 例, 女 19 例; 年齡 

21~ 57 歲,平均 45.6 歲; L3/4 椎間盤突出 3

例, L4/5 椎間盤突出 25 例, L5/S1 椎間盤突

出 17 例, L4 /5 、L5 /S1 椎間盤突出 3例; 21

例為右側, 27 例為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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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標準：（1）年齡 20～60 歲；（2）單

側神經根受壓迫症狀；（3）CT或 MRI 呈典型

的椎間盤突出徵象，且突出的髓核組織仍被纖

維環或後縱韌帶包繞，並未形成游離的碎塊脫

落于椎管內；（4）至少有 2個月的神經根受損

症狀及經過 2個月的保守治療無效。 

排除標準：（1）年齡＞60歲；（2）以馬

尾神經受壓為主要臨床表現的腰椎間盤突出

症；（3）游離髓核塊嵌入後縱韌帶下或椎管

內；（4）間盤退變伴明顯的椎體後緣骨贅形成

者或椎體不穩；（5）伴有椎間盤突出的後縱韌

帶鈣化。 

1.2 儀器和設備 

（1）標準氣壓醫用臭氧發生器（MEDOZON 

型，德國赫爾曼醫療儀器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2）義大利昆泰（型號 Quanta、A 波長

808nm）半導體鐳射儀系統。（3）C型臂 X光

機 （型號 RADIUS  

R9，義大利 Radius 公司  ） 

1.3 手術方法 

經皮鐳射減壓術：患者取常規俯臥位於

“八”字墊上 ，用直徑為 2.5mm 克氏針置於

L4/5、腰 5/骶 1椎間隙，“C”臂 X光機腰椎

正位透視確認，然後龍膽紫畫線作標記，碘酒

固定。碘伏消毒術區皮膚，鋪無菌手術巾單。

取L4/5椎間隙標記線棘突左側旁開10cm為穿

刺點，1%利多卡因作皮膚及沿穿刺途徑作局部

麻醉，採用一直徑為 1.0mm 的帶芯穿刺針與水

平面約成 45度，與矢狀面約成 10度（與 L4/5

椎間隙的傾斜角相同）從穿刺點經側後方肌群

緩慢插入 L4/5 椎間隙，“C”臂 X光機腰椎正

側位透視確認進針位置：正位穿刺針頭位於椎

間隙正中、側位穿刺針頭位於椎間隙中、後

1/3。退出針芯，安裝光纖，使光纖頭端剝脫

裸露 5mm，用三通管將光纖固定在穿刺針上，

使光纖頭露出穿刺針約 0.5cm。定位及光纖固

定滿意後，打開鐳射。先在三通管注入生理鹽

水 2ml，將半導體鐳射調至 8W，1.0 秒脈衝，

1秒間隔，進行椎間盤鐳射汽化。 

臭氧注射方法：在治療過程中可看到輕微煙

霧冒出針管並聞及焦味，當鐳射能量達 1000J

時，用 5ml 注射器經三通管抽出液體及氣體。

抽取 10ml 臭氧，濃度為 40ug/ml，沿穿刺針

注入，退出穿刺針，穿刺點壓迫止血 5 分鐘。

同法行腰 5/骶 1椎間盤鐳射汽化，鐳射能量

為 1000J，注入 10ml 臭氧，濃度為 40ug/ml。

創口貼覆蓋傷口，觀察 10分鐘。  

1.4 腰椎不穩定的評估方法 

    患者術前拍攝椎正側位片和過伸過屈位

片，術後6個月拍攝頸椎正側位和過伸過屈位

測量術前及術後椎間盤相鄰椎體前後橫向位

移及成角情況、腰椎曲度以及椎間隙高度。 

1 腰椎曲度 

按Size的測量方法在側位X線片上,正常

的腰椎前凸弧頂在L3,腰椎曲度的距離是18～

22mm。 

2 角度位移 

根據 Sonntag－Marciano 方法,測量術前

與隨訪時病變節段及病變上下節段在腰椎背

伸前屈側位片上的角度差，若角度差大於 10

°,確定為腰椎不穩。 

3 採用 Posner 的相對位移的方法定義水

準方向上的不穩，即腰椎背伸前屈側位 X 線片

上椎體間相對滑動距離與上位椎體前後徑的

比值。 

4 椎間隙高度 

根據 Frymoyer－Pope 測量椎間隙高度的方

法,椎間隙高度是椎節前緣上下間距和椎節後

緣上下間距的平均數"為減少拍片時的放大率,

用椎間隙高度與其上位椎體上下終板間中點

高度比值的百分數代表椎間隙高度。 

1.5 統計學分析 

採用 SPSS10.0 軟體，對過伸過屈位手術

前後椎間盤相鄰椎體前後橫向位移及成角情

況採用配對 t 檢驗進行比較。 

2 結果 

2.1  腰椎曲度 

術前腰椎曲度為（14.45±7.50）mm，術後

腰椎曲度為（13.25±6.70），手術前後比較差 

異有顯著性（t=4.16，p＜0.001） 

2.2 角度位移 

L3/4、L4/5 和 L5/S1 節段手術前後角度

位移比較差異無顯著性（t=1.65，p＞0.05）。

見表 1。 

2.3  水準位移 

L3/4、L4/5 和 L5/S1 椎間盤突出並在相

應節段性行經皮鐳射汽化間盤減壓聯合臭氧

注射 

治療，手術前後過伸過屈時的水準位移差異

無顯著性（t=0.13~1.43，p＞0.05）。見表 2。

進一步用腰椎過伸過屈側位 X線片上椎體間

水準位移與上位椎體矢狀徑的比值比較，手術

前後差異均無顯著性（t=0/13~1.27，p＞

0.05）。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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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椎間隙高度 

手術前後比較發現病變節段差異無顯著性

（L3/4：t=1.65，p＞0.05；L4/5：t=1.71，p

＞0.05；L5/S1：t=1.85，p＞0.05），見表 4. 

 

表格 1 手術前後 L3/4、L4/5 和 L5/S1 角度位移比較(α/（°），X±s) 
L3、4（n=3 ）                  L4、5（n= 28）                L5、S1（n=20 ）  

時間 

 
病變間隙  病變上間隙  病變下間隙  病變間隙  病變上間隙  病變下間隙  病變間隙  病變上間隙 

術前    3.00±2.03 3.61±3.25  3.00±2.03 3.00±2.03 3.20±3.15  3.00±2.03  2.19±2.31 2.78±1.96 

術後    3.00±2.03 3.20±2.03  3.00±2.03 3.50±2.03 5.12±4.22  3.31±2.23  3.13±2.34 3.43±2.17 

 
 

表格 2-1     L3、4 穿刺節段及相鄰節段水準位移的變化(x，X±s) 

                               L3、4(n=3 ) 

時間          病變節段                  病變上節段               病變下節段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術前    3.00±2.03  3.00±2.03    3.00±2.03  3.00±2.03   3.00±2.03  3.00±2.03 

術後    3.00±2.03  3.00±2.03    3.00±2.03  3.00±2.03   3.00±2.03  3.00±2.03 

 

表格 3-2  L4、5 穿刺節段及相鄰節段水準位移的變化(x，X±s) 

                               L4、5(n=28 ) 

時間           病變節段                  病變上節段               病變下節段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術前    1.00±1.77  1.18±1.16    1.10±1.56  1.22±1.16  0.33±0.53  0.20±0.42 

術後    1.68±2.43  0.56±0.82    0.65±0.87  0.87±0.98  0.63±0.89  0.38±0.47 

 

 

表格 4-3  L3、4 穿刺節段及相鄰節段水準位移的變化(x，X±s) 

L4、5和 L5S1 

                               L5、S1(n= 20) 

時間          病變節段                  病變上節段               病變下節段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術前    0.33±0.53  0.20±0.42    0.33±0.53  0.20±0.42   1.00±1.35  1.12±1.16 

術後    0.63±0.89  0.38±0.47    0.35±0.47  0.56±0.82   0.64±0.82  0.85±0.89 

 

表格 5 水準位移與上位椎體矢狀徑比值比較(xx，X±s) 
L3、4（n= 3）            L4、5（n=28 ）             L5、S1（n=20 ）  

時間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前屈           後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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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前    3.00±2.03  3.61±3.25     2.26±2.37   3.18±5.31    1.27±2.13     2.36±3.59 

術後    3.00±2.03  3.20±2.03     2.052±2.68   5.12±7.09    1.85±2.21    2.30±4.16 

 

表格 6 手術前後椎間隙高度比較（X±s） 
L2、3（n= 3）          L3、4（n=3 ）           L4、5（n=28 ）       L5、S1（n=20 ） 

 

時間 
椎間隙高度 高度比值 椎間隙高度 高度比值    椎間隙高度 高度比值    椎間隙高度 高度比值 

（l/mm）               （l/mm）                （l/mm）                 （l/mm） 

術前     3.00±2.03   3.00±2.03   13.73±2.31  0.528±0.103  14.46±2.82  0.547±0.109  13.46±1.82  0.502±0.068

術後     3.00±2.03   3.20±2.03   14.03±1.73  0.631±0.460  13.87±2.66  0.524±0.102  12.91±1.79  0.482±0.007

2 討論 

腰椎的穩定性是指腰椎在生理載荷下維

持椎骨間正常關係的能力。正常腰椎的穩定性

主要由椎間盤、小關節和韌帶共同維持，並與

軀體姿勢、肌肉力量和腹內壓等因素有關。腰

椎作為承載和傳導力的樞紐，腰椎的穩定性是

行使功能的基礎。當椎間盤退變時，腰椎的內

在穩定性遭受破壞，導致腰載荷和應力分佈與

傳遞方式發生改變。傳統的腰椎椎間盤切除術

雖然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術後併發腰椎不穩

常常影響遠期療效
[2]
。                                                                                                                                                                                                               

椎間盤具有傳遞載荷和穩定腰椎的能

力，髓核在承受載荷是傳遞液壓靜力，並使纖

維環 

產生張力。與完整椎間盤相比，切除髓核的椎

間盤幾乎喪失了傳遞液壓靜力的能力，而纖維

環上的切口減弱了其產生張應力的能力，因而

使手術節段腰椎剛度降低
[3]
。文獻報導，鐳射

的消融能力汽化一定量的髓核組織，降低椎間

盤組織壓力，並導致突出的椎間盤回縮，從而

減輕其對神經根及脊髓的壓迫，達到緩解症狀

的效果
[5]
。臭氧可以破壞部分髓核細胞，使盤

內髓核重新分佈，髓核水分部分丟失，椎間盤

萎縮，解除對神經血管的壓迫，達到治療目的
[6]
。由此可見，鐳射和臭氧可以破壞椎間盤的

內部結構，對脊柱結構有一定的影響。 

有作者研究表明，椎間盤切除後，該節段

的旋轉、側彎、前屈運動範圍都顯著增加，而

且與髓核切除的量及纖維環損傷的位置有關
[4]
。國內學者張鵬採用臨床觀察研究腰椎經皮

髓核切吸術對腰椎穩定性的影響，結果表明經

皮髓核切吸術不會造成腰椎的不穩
[7]
 。由此

可見，腰椎穩定性與手術對椎間盤的損傷程度

與位置有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手術節段的角度位移和

水準位移和椎間高度在手術後短期內未見明

顯變化。理論上經皮鐳射汽化間盤減壓聯合臭

氧注射可改變手術節段椎間盤的結構和生物

力學特點，對腰椎的穩定性有潛在影響。本研

究表明，在短時間內經皮鐳射汽化間盤減壓聯

合臭氧注射未對腰椎的穩定性造成影響，可能

與鐳射汽化後椎間盤的損傷程度較輕與損傷

後自身修復有關。齊強等研究表明：椎間盤在

激光輻射後即刻有空腔形成，提示鐳射可以使

椎間盤發生汽化。術後 2周已存在有肉芽組織

修復，至術後 8 周肉芽組織已轉變為纖維組

織。但在術後 12 周，纖維組織消失，代之軟

骨組織。同時見到外層纖維環的纖維細胞向軟

骨細胞轉化的跡象，推測軟骨組織由此而來。

術後 40 周，則表現為原鐳射汽化形成的空腔

已經被緻密的軟組織所替代。 

 總之，採用測量角度位移和水準位移和

椎間隙高度的方法是判斷腰椎穩定性的簡便

方法，本研究表明，經皮鐳射汽化間盤減壓聯

合臭氧注射對腰椎穩定性在短期內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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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為筋之府理論”在膝骨性關節炎的臨證意義 

洪昆達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康復醫院脊柱康復科） 

 

    

膝骨性關節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是中老年人易患的一種慢性關節疾病。

中醫學屬“痹證”範疇。據資料顯示[1]：我

國人群中 KOA 患病率為 9.56％，症狀多出現

在 40歲以後，女性發病率高於男性，60歲以

上者達 78.5％。本病作為臨床的常見病、多

發病，同時因其有極高的致畸、致殘率，嚴重

危害人類的健康。傳統中醫治療本病具有獨到

之處。我們在《素問·脈要精微論》[2]“膝

者，筋之府”理論指導下，著重從治“筋”入

手, 探討膝骨性關節炎的臨床治療。 

1  筋的理論基礎 

1.1 筋的概念 

     (1)形質結構“筋”:包括現代所稱

的肌腱、韌帶和筋膜等。《靈樞·經脈》說：

“筋為剛”，指筋為形體中一類堅韌剛勁的條

束狀組織。筋附著于骨而聚集於關節。《素問·

五臟生成篇》說：“諸筋者，皆屬於節”
[3]
，

即指此而言。全身的筋按十二正經循行分佈的

不同，分為手足三陰三陽，合稱“十二經筋”, 

十二經筋中足三陽、足三陰經筋從腳趾向上沿

伸，途經路線包繞膝部關節，因此經筋病變與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的發病尤為密切
[4]
。因膝關

節處集聚較多筋膜，故《素問·脈要精微論》

又說“膝為筋之府”。 

   (2)生理功能“筋”:主要有以下 2

項：①連接和約束關節：筋起著連接骨節肌肉

的作用，並在骨與骨相銜處以筋膜加以包裹約

束，形成關節，有利於骨節肌肉的相互聯結與

協同作用，保證了機體的正常運動。臨床上患

者容易扭傷、骨折、脫臼者，即與其筋膜軟弱

弛縱有關。②主持運動：機體關節之所以能屈

伸轉側，運動自如，除肌肉的收縮弛張外，筋

在肌肉與骨節之間的協同作用是頗為重要

的。故《素問·痿論》說：“宗筋之束骨而利

機關也。”若筋膜失養，痿軟弛縱，可發為以

運動無力為主症的痿證；筋膜攣急，拘急不

舒，又可發為以肢體強直為主症的痙證。 

1.2 筋與肝的聯繫 

《素問·宣明五氣篇》說：“肝主筋。”

筋與肝在生理病理上有諸多聯繫。①生理上，

肝之氣血濡養諸筋。《素問·經脈別論》：“食

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以及《素問·

平人氣象論》“髒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

氣”，均強調肝之精氣，布散至筋，以充養筋

膜。②病理上，肝病不愈，易傳及筋。如肝之

氣血不足，筋膜失養，可致動作遲鈍，屈伸不

利。《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說的“男子七八，

肝氣衰，筋不能動”，即屬此類病症。《素問·

痿論》還指出：“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幹，

筋膜幹則筋急而攣，發為筋痿。”它如肝風內

動，多見動搖、震顫、抽搐等與筋有關的症狀。

此外，《素問·痹論》說“筋痹不已，複感於

邪，內舍於肝”。所以筋病日久，同樣也可累

及至肝。  

2  從“膝為筋之府”論治膝骨性關節

炎 

《張氏醫通》雲：“膝為筋之府，膝痛無

有不因肝腎虛者，虛則風寒濕氣襲之。”古人

認為肝腎虧虛是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的病變根

本，風寒濕邪是致痹外因，瘀血是病變過程中

的病理產物，邪、瘀日久致虛，相互為患，亦

成為其致病因素。但“膝為筋之府”這句話，

卻容易被忘卻。臨床上膝骨關節的病變，我們

臨症時往往忽視了“筋失所養”之病機。 

2.1 膝骨性關節炎的診治現狀 

祖國醫學認為骨性關節炎屬於“骨痹”

範疇。臨床以疼痛、腫脹和關節活動障礙為主

要表現。結合症狀體征，診斷比較容易，基於

影像學的介入，膝骨性關節炎的早期診斷亦不

難。臨床治療中，多數醫者常圍繞著鎮痛、消

腫治療，疼痛、腫脹容易緩解，而患者的關節

屈伸功能，卻難以改善；對關節失穩也常束手

無策。這歸因於多數醫家不夠重視滋養筋脈、

養血柔肝的治療法則。目前關節功能障礙一直

是影響患者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而影響患者

屈伸活動功能主要是“筋”功能下降所致,膝

關節的應力異常，與關節周圍軟組織的性能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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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關
[5]
。因此，臨床治療中，“膝為筋之府”

理論不容忽視。 

2.2 “養筋柔肝”是改善關節功能的關

鍵 

膝骨性關節炎從病理上看其最先病變部

位為關節軟骨、滑膜、軟骨下骨等關節周圍組

織，而這些組織均屬於中醫學“筋”的範疇。

體格檢查常可發現在骨關節炎關節周圍肌肉

起止點、韌帶等部位有明顯觸痛或經關節活動

誘發疼痛; 有的患者關節周圍更可觸及軟組

織的結節狀或條索狀物，包括伴有膕窩囊腫、

痙攣的肌肉纖維等
[6]
。《素問·脈要精微論》

言：“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附，筋

將憊矣。僂，曲身不能直。附，依附的意思。

筋，即筋膜、肌腱之類，為聯結關節、肌肉的

一種組織。全身之筋，惟膝膕之處為最，故膝

為筋之府。關節屈伸不利，行走僂曲其身，甚

者依附他物，是為筋失其養所致。有報導
[7]
 : 

如果肌力在男性約增強20%, 女性約增強25%, 

則預計使得膝關節骨關節炎的發生率分別降

低20%～30%。因此, 在治療上強調對筋肉組織

的退變應貫穿于疾病治療全過程。 

《靈樞·九針論》篇謂“肝主筋”，《素

問·六節藏象論篇》曰：“肝者，其充在筋”，

《素問·痿論》說：“肝主身之筋膜。”全身

筋膜有賴於肝血的滋養。肝血充盈，筋得所

養，則柔韌而勁強，運動才能有力而靈活。如

肝之精血衰少，筋膜失養，多表現為筋力不

健，活動不利，甚至振顫瘛疭，或痿廢不用等。

據此，治療筋病，不僅要滋養筋脈，養血柔肝

一樣重要。 

3 典型案例：陳某，女，65 歲，2010 年

5 月 12 日就診，診斷“雙膝骨性關節炎”5

年，反復雙膝關節酸痛、無力，活動受限，常

于發作時口服雙氯芬酸鈉及關節腔注射玻璃

酸鈉後疼痛減輕，今症狀復發，行走困難，因

西藥引起胃腸道反應而轉求中醫治療。辰下

見：雙膝關節疼痛，痿弱少力，活動不利，納

可，寐欠安，二便自調，舌質偏紅，苔薄白，

脈細。查體：雙膝關節外側壓痛明顯，左膝關

節活動度 10-105 度，右膝關節活動度 15-105

度，浮髕試驗及抽屜試驗陰性。X線提示膝關

節退行性改變。辨證：肝腎不足、筋脈失養證。

治則：滋陰補腎、養筋柔肝。治療：1、中藥

內服予六味地黃丸合芍藥甘草湯，加牛膝

12g、秦艽 9g。2、針灸取內外膝眼，配陽陵

泉（加溫針灸），阿是穴，平補平瀉。治療兩

周，症狀緩解，疼痛明顯減輕，活動度改善，

恢復行走。 

按：患者老年女性，肝腎不足、筋脈失養

而致本病，中醫治療予六味地黃丸滋補肝腎，

配合芍藥甘草湯柔肝、緩急止痛，配伍牛膝、

秦艽意在強筋健骨、通絡止痛。內、外膝眼為

治膝痛常用穴，針身可深入關節囊，直達病所
[8-9]

；陽陵泉，筋會，八會穴之一；屬於膽經

穴，膽與肝相表裏，肝主筋，凡筋肉拘急或弛

緩不收等症，均能獲效，同時在加以溫針灸，

利用艾絨燃燒時產生熱量，通過針體將熱能傳

到穴位深處，有行氣活血，通絡止痛之功效，

達到通則不痛的目的
[10]

。

--------------------------------------------------------------------------------- 

 

按壓推擠手法結合複合外固定治療 Smith 骨折 

鄭曉蓉 鐘黎娟 蕭慶瑞 

（泉州市正骨醫院） 

 

 

Smith骨折是骨傷科比較常見的損傷 ,早

期復位欠佳或外固定不可靠 ,容易致骨折畸

形癒合
[1]
，從而影響到腕部及前臂的功能。我

院2009年4月至2011年2月通過按壓推擠法復

位取得良好復位效果，同時採用夾板結合石膏

達到有效固定，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本組 32 例，男 16 例，女 16 例，其中左

上肢 15例，右上肢 17例，年齡 13歲－86歲，

平均年齡 43.5 歲，I型 15 例，II型 4例，III

型 13 例，4 例經外院整複後求診我院，傷後

就診時間最短半小時，最長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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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方法 

2.1 復位方法 

    患者取臥位，以右上肢為例，患肢呈肩部

外展肘關節伸直前臂旋後位，由一助手握住上

臂，另一助手雙手扣緊掌根部稍屈腕使腕掌側

部處鬆馳狀態，術者雙拇指固定於遠折端骨折

塊的近端，餘四指環抱於骨折近端背側，先囑

遠端的助手于屈腕位牽引，術者同時雙拇指垂

直按壓遠折端骨折塊的近端向背側與之形成

對抗牽引，待感掌側骨塊近端接觸到近折端

後，囑助手徐徐將腕背伸牽引，與此同時術者

推擠骨折塊遠端向背側。見腕部畸形糾正，掌

側緣未觸及異常突起的骨塊，說明復位成功。 

2.2 固定方法 

整複後用夾板三點加壓固定腕關節於背

伸位，用石膏固定屈肘 90°前臂旋後位。石

膏旋後位固定 2周後，拆除石膏僅夾板固定腕

關節於背伸位。4周後行前臂旋轉功能訓練，

6周後拍片復查，骨折端對位對線良好，骨痂

生長滿意，則予以解除固定行腕關節屈伸功能

訓練。 

3  療效評價標準
[2]
 

優：局部不痛，患腕關節活動正常 X線片

顯示解剖對位元或接近解剖對位；良：局部不

痛，患腕關節活動基本正常，X線片顯示骨折

斷端移位元＜1/10，關節面塌陷＜1mm，掌傾

角 15°~20°；尚可：局部略有酸痛，患腕關

節背伸活動輕度受限，X線片顯示骨折斷端移

位元 1/10~1/5， 關節面塌陷 1~3mm，掌傾角

20°~25°；差：局部疼痛，患腕或患指背伸

明顯受限，X 線片顯示骨折斷端移位元＞

1/5，關節面塌陷＞3mm，掌傾角＞25°。 

4   結果 

本組32例中, 均採用夾板結合石膏固定

屈曲位固定, 隨訪時間最長14個月, 最短3個

月， 平均隨訪時間4.1個月。隨訪結果優29

例,良1例,差2例，1例因患者無法配合功能訓

練導致腕屈伸功能減少約10°，2例因復診時

間過長導致骨折端發生再移位而行手術治

療，優良率93.8%。 

5  討論 

Smith骨折作為骨傷科常見的疾病， 

Thomas(1975)按骨折線形態，將Smith骨折分

為三型，I型:骨折線為橫形，自背側通達掌

側，末波及關節面，遠折段連同腕骨向掌側移

位，向背側成角。II型:骨折線斜行，自背側

關節面的邊緣斜向近側和掌側，遠折段連同腕

骨一併向掌側及近側移位。III型:為橈骨下端

掌側緣骨折，骨折線斜行通達關節面，遠骨折

端為三角形，連同腕骨向掌側及近側移位，腕

關節脫位狀
[3]
。傳統的手法整複外固定一直存

在著復位難以完全，或固定欠缺可靠的不足。

Smith骨折骨折遠端向掌側移位，因掌側存在

腕管及旋前方肌，故手法整複時比較難以清楚

地觸摸到骨折端的掌側緣，在正骨手法中，手

摸心會是首要前提，如果無法清楚地觸清骨折

端的移位元情況，則很難將骨折端理想地復

位，而掌側移位是否充分糾正將關係到復位後

骨折端的穩定程度，因此很多學者都針對該骨

折特點提出了各種不同的復位手法。有從掌側

復位者，亦有從背側復位者，掌側復位多將前

臂置於旋後位復位，而背側復位則是將前臂置

於中立位復位，掌側復位主要是以遠端就近端

的原則，多數學者認為，Smith骨折的不穩主

要是由於肌肉收縮活動所產生的肌張力和縱

向傳達外力沿腕關節的軸線通過三角形骨

塊，而該骨塊為斜形骨折，軸向壓力極易引起

三角形骨塊隨腕關節向掌側移位。黃慶森
[4]

等對小夾板紙壓墊固定的生物力學進行測

試，測定實驗性掌側緣骨折固定下骨折斷端間

固定力。發現腕背伸旋後時斷端間固定力比腕

掌屈旋前位時固定力大2.75倍。說明小夾板紙

壓墊固定此類的骨折有較強的固定力。此固定

力在腕背伸前臂旋後位時最大。此外，在實驗

性橈骨遠端掌側緣骨折中，還直接觀察到腕掌

屈時遠端骨折塊被近排腕骨頂壓向掌側移

位，橈腕關節隨之半脫位；腕背伸時，遠端骨

折塊由於掌側橈腕韌帶、關節囊等的牽拉而復

位，據此說明了腕背伸固定治療此類骨折的合

理性
[5]
。按壓推擠法著力於掌側，利用近排腕

骨對移位骨塊的推頂及帶動作用，盡可能的糾

正移位骨塊的旋轉，以確保復位後關節面的平

整。Smith骨折如果單純採用折頂手法復位，

容易出現掌傾角變小，而按壓推擠法因按壓後

有效糾正骨折端的矢狀面上的旋轉，從而可以

較為充分地恢復掌傾角。有部分學者提出了腕

掌軸理論，認為當腕背伸時，因腕掌軸的作

用，反而使橈骨遠端掌側緣受力增加，從而導

致Smith骨折的不穩定。但從腕關節的運動生

理學角度講，腕關節的屈曲功能以橈腕關節為

主，而伸展功能則以中腕關節為主。也就是

說，腕屈曲時其應力主要集中於橈腕關節，此

時橈骨遠端掌側緣的受力增加，而伸展時應力

主要集中於腕關節，對橈骨遠端的剪切應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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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更小。按壓推擠法是在傳統手法基礎上進

行改良，著重於糾正掌側骨塊的旋轉，充分恢

復關節面的平整，盡可能避免因整複後掌傾角

的丟失。同時利用了夾板的生物力學固定優

勢，再通過石膏限制前臂的旋轉，減少腕掌軸

所產生的壓力，總體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

是值得推廣的一項技術。 

————————————————————————————————————————— 

 

小兒尺橈骨雙骨折 76 例治療體會 

林謨北 

（連江縣中醫院） 

 

摘要： 

小兒尺橈骨雙骨折手法整複，小夾板固

定，寧可矯枉過正，不必強求解剖對位，但應

糾正旋轉，重疊、成角。可適當延長固定時間，

但應注意關節活動的功能恢復。 

 

關鍵字：小兒骨折、手法整複、夾板固定。 

 

近年來，筆者應用手法整複，小夾板固定

治療小兒尺橈骨移位骨折 76 例，取得滿意療

效。現小結如下： 

1、 臨床資料 

本組 76例中，男 45例，女 31例，年齡最

大 15 歲，最小 2歲，平均 8 歲；傷後距治療

時間在 1 小時至 4 天之間。下 1/3 雙骨折 48

例，中 1/3 骨折 28例；其中青枝骨折成角（向

掌側成角）25 例，重疊移位 36例，側方、旋

轉移位的 15 例。經採用本法治療和 3 個月至

2年隨訪，全部病例功能恢復滿意，無後遺症。 

2、 治療方法 

2.1 治療手法 

患兒端坐椅子上，較年小的由其家長抱

坐于椅子上。肩外展 80°，肘屈 90°。一助

手雙手握肘部，術者雙手握手部的大、小魚際

或腕關節處，前臂置中立位，順前臂縱軸，對

抗牽引約 3至 5分鐘後，根據不同移位元情況

實施以下手法：青枝骨折成角的用反折手法，

以折斷未斷裂的凹側骨皮質、骨膜，並達到輕

度矯枉過正。重疊移位的，在牽引下用折頂手

法，術者用兩拇指由背側按壓突出的骨折斷

端，兩手其他四指托提向掌側下陷的骨折另一

斷端，慢慢向原來成角變化的方向加大成角，

一定程度後驟然向回反折。對於側方移位，在

牽引、分骨下應用推擠、提按手法。當然以上

幾種手法有時可配合應用。骨折整複後，還要

用拇指沿著骨幹縱軸捋骨順筋調理仍有旋轉

曲折的軟組織。然後夾板固定，透視檢查若骨

折端對位不滿意，則可再次整複。 

2.2 夾板固定 

用杉樹皮削成小夾板，夾板內側襯以棉花

或粘貼上折疊 4至 5層的紙墊。一般情況下，

掌背側板超腕、肘關節，橈側板從腕關節稍下

至肘關節，尺側板從腕橫紋至肘尖。尺橈骨遠

端雙骨折，一般有向橈向背移位傾向，橈側板

背側板可超腕長於尺、掌側板。根據骨折移位

元情況，必要時加壓墊，4條布帶捆紮固定，

兩條膠布加強固定。固定時間 3至 6周。 

3、 體會 

小兒尺橈骨雙骨折，臨床常見，與成人相

比整複相對容易。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幾點： 

1） 不可忽視對青枝骨折輕度成角的整

複及固定。此類骨折寧可折斷凹側骨皮質，矯

枉過正。因輕視輕度青枝成角忽略整複固定，

日後而逐漸加大成角的病例臨床並不少見。 

2） 一般情況下，尺橈骨雙骨折特別是早

期外固定夾板應超過腕固定。尺側板長度應達

掌橫紋，以免腕部活動下垂而導致骨折端移

位。尺橈骨遠端雙骨折應輕度尺偏掌屈固定。 

3） 因小兒自製能力較差，固定時間寧可

適當延長。如過早解除固定，骨痂未堅固時，

很容易導致成角。為適當延長固定，又不影響

腕肘關節活動，固定後期可剪短小夾板，使之

既能固定，又能活動關節。 

4） 小兒再生塑型能力較強，不必強求解

剖、近解剖部位，只要糾正了旋轉、重疊、成

角後，骨折端對線較好有些側向移位可自行塑

型糾正。應避免為糾正輕度側方移位而粗暴、

多次整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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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兼治與動靜結合 

在兒童股骨幹骨折治療中的應用 
 

鐘黎娟 李炳鑽  王建嗣 蔡秀英 
（福建省泉州市正骨醫院小兒骨科） 

 

 

 
 

兒童股骨幹骨折是下肢常見的創傷之

一，占全部小兒骨折與骨骺損傷的 2%，占下

肢骨折的 10.6%
［1］
。兒童股骨幹骨折具有癒合

能力強、再塑形能力突出等特點。自 2002 年

8 月～2012 年 2 月，採用手法整複、股骨髁上

骨牽引加小夾板外固定，結合三期辨證用藥和

功能鍛煉的方法，治療 52 例，為了分析兒童

股骨幹骨折診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總結臨床

經驗，提高治療效果，現作回顧性總結報告如

下。 

1．臨床資料 

   本組 52例，男 39例，女 13例。跌落傷

13 例，車禍傷 6例，平地摔倒 33 例。年齡 7

～12 歲，平均 8.6 歲。均為單側閉合性股骨

幹骨折，上段骨折 13例，中段骨折 24 例，下

段骨折 15 例。骨折類型：橫斷形 18例，長斜

形 10 例，螺旋形骨折 7 例，短斜形骨折 13

例，粉碎性骨折 4例。傷後到就診時間傷後 1

小時～5天，平均 18.5 小時。均無合併血管、

神經損傷。 

2．治療方法 

2.1 牽引治療。 

患兒仰臥位，患肢置於托馬氏架上，外展

20～30 度，股骨上段骨折者屈髖屈膝位 90

度，中段骨折者膝關節屈曲 20～45 度，下段

骨折者屈膝 90 度位。採用股骨髁上牽引，根

據骨折類型，決定手法復位與牽引的先後，橫

斷型採用先手法復位後牽引，牽引重量不超過

患兒體重 1/7；一般用 2.5～4k，維持復位後

位置和軸線即可，而長、短斜型骨折、螺旋型、

粉碎性骨折採用先牽引後整複，早期超過體重

1/7，一般 4～6kg，迅速將骨折端牽開，牽引

後 3 天內必須拍床邊片以觀察骨折重定情

況，防止過牽及力量不足，根據拍片結果，決

定是否調整骨折位置、牽引重量及牽引力線，

並放置準確的壓力墊。1周內完成骨折復位。 

2.2 三期辨證用藥： 

初期，一般在傷後 1～2周內，採用行氣消

瘀法、清熱消食法、清熱涼血法等，方選用桃

紅四物湯、血府逐瘀湯、八仙湯加減、小柴胡

湯加減、銀翹保和湯、仙方活命飲等 

中期：採用和營止痛法、接骨續筋法、舒

筋活絡法等，方選用和營止痛湯、新傷續斷

湯、肢傷二號方等。 

後期：採用補氣養血法、補養脾胃法、溫

經通絡法等，方選用四物湯、八珍湯、七味健

脾湯、參苓白術散、麻桂溫經湯等。 

2.3 三期功能鍛煉： 

第 1周，做早期功能鍛煉，前 3天主要背

伸足趾為主，接下來 4天內開始，鍛煉背伸踝

關節。 

第 2、3 周骨折中期讓患兒用雙手撐住抬

起上身，進行上肢及腰背肌鍛煉，每日數次，

根據患兒耐受程度等具體情況逐漸增加力度

及幅度。接下來指導患兒在夾板保護下鍛煉抬

小腿，每日數次。在抬小腿的基礎上鍛煉抬整

個下肢，每日數次，在抬小腿時應由醫生暫時

鬆開牽引，在床邊指導，以免使斷端受到剪

力，一般可在 2周內完成抬整個下肢，拍片可

見大量梭形骨痂出現在骨折端，骨折線模糊，

可拔去牽引。 

出院後繼續夾板保護在床上作抬腿、屈膝

等功能鍛煉 2～3 周。患兒能夠輕鬆抬起整個

下肢，拍片可見大量梭形骨痂出現在骨折端，

骨折線模糊，既可在夾板保護下鍛煉行走。 

3．治療結果 

⒊1療效標準
【2】

 ，優：外觀無畸形，X 線

片骨折端解剖對位，對線良好，骨折線模糊，

骨折端有大量梭形骨痂生長，患肢無肌肉萎

縮，肌力正常，行走功能良好，患肢膝關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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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關節屈曲活動度達到 120 度。良：外觀無畸

形，X線片顯示側向移位元，不超過骨幹橫徑

1/3，對線良好，骨折線模糊，骨折端有大量

梭形骨痂生長，患側膝關節及髖關節屈曲活動

度超過 100 度，肌力正常，行走功能良好。可：

外觀無明顯畸形，X線片顯示側向移位元不超

過骨幹橫徑 1/2，有不超過 10 度的向前或向

外成角，骨幹有短縮畸形，小於 2cm，患側膝

關節及髖關節活動受限，關節活動度大於或等

於 90 度，輕度跛行，行治療後可正常行走。

差：外觀輕度畸形，X 線顯示骨折端對位元較

差，側向移位，超過骨幹橫徑 1/2，有超過 10

度的向前或向外成角，以及向後及向內成角，

骨幹有短縮或延長大於 2cm，患肢有明顯肌肉

萎縮，肌力低於 4級，有明顯畸形，跛行。 

⒊2 療效評定結果：本組 52 例，隨訪時間 9 

～24 個月，平均 12.5 個月，優 35 例，良 14

例，可 3例，優良率 94.2%，隨訪期間無骨折

端變形及再骨折者，功能恢復良好。 

4、討論‘ 

小兒由於臟腑嬌嫩、形氣未充這一生理特

點，無論機體和功能均較脆弱，對疾病的抵抗

力較差，宋代兒科名醫錢乙在《小兒藥證直訣》

中提出“小兒五臟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

壯”。閻考忠更在序言中提出“由於小兒骨氣

未成，形聲未正，悲啼喜笑，變態不常”，概

括的敍述了小兒時期的生理特點，引起後代兒

科學者的重視和注意。小兒骨科三期用藥與成

人有明顯差別，由於發病容易、變化迅速的特

點，患病之後若調治不當，容易輕病變重，重

病變危，所以小兒骨折早期用藥尤為要及時、

準確。 

小兒骨折三期辨證用藥與成人明顯差別，

小兒稚陰稚陽，骨折早期，由於遭受創傷出

血，離經之血易瘀熱互結，遭受突如其來的刺

激，使氣機紊亂，易食滯發熱等。初期，一般

在傷後 1～2 周內，由於氣滯血瘀，需消腫止

痛，以活血化瘀為主，即採用消法”、“清

法”，早期常用治法有行氣消瘀法、清熱消食

法、清熱涼血法等，由於小兒易虛易實、易寒

易熱的病理特點，“消法”、“清法”都不能

太過，中病即止。 

行氣消瘀法屬於消法，具有消散和消破的

作用，為骨傷科內治法中最常用的一種治療方

法 ，適用於損傷後有氣滯血瘀、局部腫痛，

常用的方劑有桃紅四物湯、血府逐瘀湯等，行

氣消瘀方劑一般並不峻猛，如需逐瘀通下，可

與攻下藥配合，素體虛弱的幼兒不宜猛攻破

散，可遵王好古“虛人不宜下者，宜四物加穿

山甲”之法治之。 

清熱消食法，適用於跌撲損傷，由於遇

受突如其來的刺激，使氣機紊亂、易氣滯發

熱、食滯發熱等，常用的方劑有八仙湯加減、

小柴胡湯加減、銀翹保和湯等。 

清熱涼血法，本法包括清熱解毒與涼血

化瘀。適用於跌撲損傷後熱毒蘊結於內，瘀熱

互結等證，常用的方劑有仙方活命飲。 

中期治法：骨折諸症經過初期治療，腫脹

消退，疼痛減輕，但瘀腫雖消而未盡，斷骨雖

連而未堅，故骨折中期宜和營生新，接骨續

損，其治法以和為基礎，結合內傷氣血，外傷

筋骨的特點，具體分為和營止痛法、接骨續筋

法、舒筋活絡法等，常用方劑：和營止痛湯、

新傷續斷湯、肢傷二號。從而達到祛瘀生新，

接骨續筋法、、疏風通絡、活血舒筋的目的。 

後期治法：“久傷多虛” 1、臥床久了

出現氣血虧損，筋骨萎弱等症候，如創口經久

不愈，氣血虧虛，常用方：四物湯、八珍湯等。

2、平素脾胃虛弱，或臥床後缺少活動，而致

脾胃氣虛，運化失職。補養脾胃法即通過助生

化之源而加速損傷筋骨的修復。常用：七味健

脾湯、參苓白術散等。3、氣血運行不暢，瘀

血未盡或陽氣不足，腠理空虛，複感外邪，以

致風寒濕邪入絡，遇氣候變化則局部症狀加

重。常用方：麻桂溫經湯加減等 

以上治法，在臨床上應用時都有一定規

律。如初期以消瘀活血、理氣止痛、消食健脾

為主，中期以接骨續筋為主，後期以補益脾胃

為主。對上述的分期治療原則，必須靈活變

通，對特殊病例須仔細辨證，正確施治，不可

拘泥規則或機械分期。 

由於兒童生長發育旺盛，小兒股骨幹骨折具

有斷端塑形能力強，無須強調解剖復位等特

點，雖然現在小兒股骨幹骨折的治療方法很

多，但是我們還是嚴格手術適應症和患者家長

的選擇，小齡段、長斜形、螺形常採用非手術

治療。非手術治療常採用股骨髁上骨牽引，但

是牽引後，如不採用積極治療措施，消極等待

骨痂自然生長，常造成骨折端延遲癒合或再移

位。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如何減少小兒

股骨幹骨折的臥床時間，減少併發症，加快骨

折的癒合，儘快恢復小兒的自理能力，減少家

長護理時間，是治療的關鍵。 

中醫治療骨折的原則主張：內治和外治並



 

 277 

重，局部和全身兼顧，靜養（包括固定）和治

療(主動練功及被動練功)互補，手法與藥物並

用，以達到治療目的.中醫氣血學說認為：“骨

折後，“瘀不去則骨不能續。現代醫學研究，

骨折期間應用理氣活血劑、益氣化瘀劑，由於

血容增加，保證了合成膠原所必需氨基酸的供

給，啟動了成纖維細胞、成骨細胞、成軟骨細

胞活性，促進了對膠原合成分泌，有利於骨折

癒合
[5]
。所以在早期儘快達到骨折復位後，應

儘快介入三期用藥，並儘早地開始分期功能鍛

煉，分期功能鍛煉早期有助於組織消炎，恢復

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中期增加骨折端軸向應

力刺激，有助於骨膜生成骨痂，加快骨折癒

合。後期防止肌肉萎縮，維持正常肌力，有助

儘早下地活動，使關節內代謝趨於正常，防止

僵硬，減少併發症
[6]
。通過正確功能鍛煉，允

許骨折端微動存在，可刺激毛細血管長入，常

入大量未分化間質血細胞，在應力作用下分化

為成骨細胞及成軟骨細胞，加速骨折癒合
[7]
。

所以三期辯證用藥與分期功能鍛煉是中醫內

外兼治與動靜結合治療小兒股骨幹骨折的具

體體現。是祖國醫學治療小兒股骨骨折的一種

特色。具有痛苦少，併發症少，功能恢復好，

費用低，縮短患兒家長的護理時間等優點，值

得中醫骨傷科後代的繼承和發揚。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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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六型辨證在小兒髖關節錯縫中的運用 

揭強 鐘黎娟 李炳鑽 王建嗣 蔡秀英 

（福建泉州市正骨醫院） 

 

小兒髖關節錯縫，是兒童的常見病，多發

病，是指股骨頭與髖臼窩之間發生微小的移動

而言，祖國醫學又稱之為“髖骨吊”、“胯骨

骨錯”、“掰髖”、“閃胯”等，臨床表現大

部分體溫正常，髖部、股或膝部有疼痛、拒絕

負重或痛性跛行，也可僅有跛行。查體見腹股

溝中點或/和內收肌的壓痛，骨盆向患側傾斜，

髖關節活動有不同程度受限，尤以內旋活動受

限最明顯，也可不受限。“4”字試驗、Thomas

征可為陽性，無膝關節陽性體征。實驗室檢查

無特異性。從現代解剖學和兒童屍體標本看，

髖關節錯縫的發生機制解釋尚有一定困難。雖

然目前對本病的發病機制尚無統一的認識，但

本病的病因病機與外感病邪、運動外傷、飲食

起居及自身稟賦密切相關，本院根據病例個體

情況，採用中醫六型辨證綜合治療，收到了明

顯的療效。 

資料與方法 

一般資料： 2011 年至 2013 年 7 月共收

治 437 例患兒，其中雙側 42 例，年齡 2～14

歲，3-10 歲居多。本院根據病因、證候表現

及舌脈象，內治上分六型進行辨證施治，即風

寒阻絡型、風熱蘊結型、濕熱痹阻型、肝火流

筋型、血瘀氣滯型及脾胃虛弱型。 

方法：中醫六型辨證施治 

1、風寒阻絡型 

患肢疼痛，行走不便，跛行或繞行，關節

活動時疼痛加劇，皮膚溫度不高，遇寒劇痛，

得熱痛減，伴鼻流清涕，或咳嗽痰白，苔薄白，

脈弦緊或浮緊。運用麻桂溫經湯，根據病情，

可隨證加減，方藥組成:麻黃，桂枝，細辛，

白芷，桃仁，紅花，赤芍，木瓜，苡仁，甘草。 

2、 風熱蘊結型 

患肢疼痛或行走不便，跛行或繞行，關節

活動時疼痛加劇，皮膚溫度較高，遇熱痛增，

得涼痛減，伴流黃涕，或咳嗽痰黃，口渴喜飲，

尿黃，發熱、咽痛，舌質紅，苔黃，脈浮數。

運用白虎加桂枝湯，方藥組成：石膏，知母，

粳米、桂枝、甘草，可隨證加減。 

3、濕熱痹阻型 

患肢疼痛，行走不便，跛行或繞行，身熱

不揚，關節屈伸不利，無明顯外感徵象，口渴

喜飲，尿黃，舌質紅，苔黃膩，脈滑或濡。運

用滑膜炎湯，方藥組成：夏枯草，防己，牛膝，

丹參，當歸，苡仁，瓜絡，女貞子，黃芪，十

大功勞，稀簽草，土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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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肝火流筋型 

患兒煩燥易怒，食少，寐差，患肢疼痛明

顯，關節活動受限，尿短黃，舌紅，苔黃，脈

弦數。隨證運用瓜絡地骨湯，方藥組成：桑枝，

防風，瓜絡，地骨，葛根，秦艽，赤芍，甘草。 

5、血瘀氣滯型 

多數兒童有劇烈運動或外傷史，如跳躍、

騎跨、滑倒時腿外展位扭傷髖部。症見髖關節

疼痛，軀幹向患側傾斜，活動受限，腹股溝處

壓痛，患肢較健肢長，舌質暗紅，苔薄白，脈

澀或弦。隨症運用桃紅四物湯加味。 

6、脾胃虛弱型 

患肢輕微疼痛或無疼痛，行走不便輕度跛

行，關節活動基本正常，患肢膚溫正常，無外

感症象，面色萎黃，形體瘦弱，納差、便溏，

舌淡，苔少，脈細弱。患兒食少納差，便溏，

關節疼痛輕微或無痛，四肢乏力，疲乏少氣，

予參苓白術散加減。或伴有髖膝關節疼痛遊

走，無脹腫，舌淡胖、苔滑膩，治宜健脾益氣，

兼祛風除濕，予八仙湯加減口服，方藥：防風 

神曲 蟬蛻 鉤藤 茯苓 蠶衣 麥芽 穀芽 山

楂。或伴有關節疼痛活動受限明顯者，用健脾

腸加減，方藥：太子參 白術 茯苓 陳皮 威靈

仙 木瓜  甘草 川貝。以上方藥，根據病情，

可隨證加減。 

結  果 

本組 437 病例中，隨訪 2 周-3 個月，平

均 1.2 個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

標準中醫骨傷科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國家中醫

藥管局 1994-06-28 批准)：治癒：無跛行，步

行無痛，髖關節活動正常，“4”字試驗陰性，

雙下肢等長。好轉：症狀體征改善，仍有輕度

跛行。未愈：症狀體征無改善。治癒 421 例，

好轉 16 例，無 1例不治癒。其中 5 例好轉者

在後期隨訪中最終確診為股骨頭骨蝕，即股骨

頭缺血性壞死。 

結  論 

小兒髖關節錯縫，雖然西醫稱之為髖關節

一過性滑膜炎，是一種可自愈的非特異性炎

症，但由於髖關節疼痛、活動受限，特別是後

期持續跛行，甚至反復發作，因此對該疾病的

治療不容忽視。 

小兒髖關節錯縫的病因，根據《中醫骨傷

科學》認為：1，外傷引起：同樣的病名有：

小兒髖關節扭傷，小兒髖關節閃傷，小兒髖關

節一過性滑膜炎，髖關節滑囊炎，小兒髖關節

半脫位，小兒髖關節假性脫位，小兒髖關節圓

韌帶嵌頓，小兒髖臼錯縫等等。2，下肢長期

過度外展、外旋，過度勞累使關節囊受到拽傷

或關節囊被擠壓後受風寒而引起關節滑膜炎。

這種情況多因傷後局部氣血流通不暢，風邪乘

機侵入凝滯而引起，正如《醫宗金鑒、正骨心

法要旨，胯骨》所述：若素受風寒濕氣，再遇

跌打損傷，淤血凝結，腫硬筋翻，是不能直行，

筋短……站立時足尖外旋，足跟不能著地，如

《醫宗金鑒  正骨心路要旨》胯骨》所述“腳

尖著地，骨錯者，臀部斜行”，髖關節屈曲，

內收受限，湯瑪斯征陽性，鼠蹊部稍腫，並有

輕壓痛，但在 X線照片看不出髖關節有明顯異

常。 

小兒髖關節錯縫作為一種小兒的常見病，

根據《中醫診療規範》中國家標準分型，早就

有明確的分型：1、濕熱型 2、肝火流筋型 3、

脾胃虛弱型。但從臨床與大宗病例的統計分析

證明，以及從所有病例的整體表現而言，無論

在好發年齡，病程長短，病情輕重，甚至預後，

除典型病例外，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院根據

病例個體特點，對中醫證型方面進行優化，分

為六型，對每型的證候表現、治法、方藥等進

行規範制定，本院兩年半收治的 437 例患者

中，均運用以上中醫六型辨證治療。依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中醫骨傷科病證

診斷療效標準，治癒 421 例，治癒率超過 96%，

因此本院通過規範制定中醫六型辨證，增加辨

證施治的準確性，進一步提高療效，甚至對預

防出現股骨頭缺血性壞死起到積極的作用。當

然，除了內治上規範運用中醫六型辨證外，還

配合手法及外治方法進行中醫綜合治療。 

值得注意的是小兒髖錯縫，即髖關節滑膜

炎，需排除其他疾病，如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小兒未分化性脊柱關節

病、幼年特發性關節炎及滑膜型髖關節結核

等，但有一部分是這些疾病的早期表現，特別

是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根據《實用小兒骨科

學》，髖關節滑膜炎引發 Perthes 病占 1%-4%，

因此給臨床鑒別診斷帶來一定的難度。 

中醫治未病的原則是：未病先防、已病防

變、病後防複。《中醫治未病》文中所述的 9

種體質類型，主要是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

陰虛質，痰濕質，濕熱質，血瘀質，氣鬱質和

特稟質。研究發現，某些疾病甚至是一類的疾

病的發生與人的體質類型有關，前面講體質是

相對穩定的固有狀態。但也是可以調的。也就

是說體質既是有穩定性，又是有可變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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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可以使人的體質偏頗失衡狀態，得到改

善與調整，從而恢復健康。 

回顧幾年在探索小兒滑膜炎的內治法—-

分型治療，對於那些經常在感冒後滑膜炎發作

或復發，食用膏粱厚味後復發者以及其他特發

疾病的早期，除了護理與飲食指導，中醫治療

遵循中醫治未病的原則進行干預，重點是體質

的干預，改善症狀，扭轉疾病的發展趨勢，向

好的方向發展，乃至痊癒。 

綜上所述，本院中醫六型辨證，取得了顯

著的治療效果，為治療小兒髖關節錯縫提供了

切實可行的臨床經驗，也是中醫治未病的一種

具體臨床體現。 

參考文獻：（略） 

---------------------------------------------------------------------------------- 

 

 

三檢篩查法在青少年脊柱側凸群體篩查中的應用
 

周惠清 1，張建新 2 ，林思舜 1   

（1.惠安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2.廈門市中醫院） 
 

 

 

青少年脊柱側凸的群體篩查中，三檢篩查

法可避免人為目測誤差，可大大減少x線的攝

片量，避免對青少年不必要的電離輻射，節約

時間、節省費用，在大規模的群體篩查中具有

推廣的價值。開展對青少年脊柱側凸的群體篩

查可早期發現、及時治療，減少對青少年身心

健康的危害，使需手術病例減少。本文根據福

建省惠安縣32280名中小學生脊柱側凸的流行

病學調查情況，現總結報告如下。 

1  物件與方法 

1.1  調查物件  選取惠安縣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所轄 13 所醫療衛生監控學校的學生進

行檢查，其中小學 4所，7347 人；中學 7所，

22209 人；職業高中 2所， 2724 人。由骨科

醫師組成的脊柱側凸調查小組在惠安縣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組織下，對體檢醫師進行脊柱側

凸知識講座及調查方法的培訓，在每年一次的

中小學生體格檢查時進行本次普查。 

1.2  檢查方法與判斷標準  第一檢：體

檢醫生讓被檢者暴露脊背部，自然站立，雙足

與肩等寬、雙目平視、手臂下垂、掌心向內。

觀察被檢查者：①雙肩是否等高對稱；②雙肩

胛下角的否在同一水準；③兩側腰凹是否對

稱；④雙側髂脊是否等高；⑤棘突連線是否偏

離中軸。5項之中有 1 項以上異常即為軀幹不

對稱，為陽性。 

第二檢：經第一檢定為陽性者，行 Adam

彎腰試驗：被檢者上身裸露，脊背部朝向光

源，神情放鬆，直膝合足並立，雙臂伸直合

掌指，軀幹徐徐向前彎至約 90°，檢查者沿

其背部切線方向依次觀察上胸段、胸段、胸腰

段及腰段。陽性體征有兩側背部高低不平，雙

肩不對稱，肩胛骨突出，兩上肢長度不等，向

前彎腰時脊柱側方偏移。若 Adam 彎腰試驗有

異常者，則在向前彎腰同時，用脊柱測量尺測

量其背部各段，記錄最大偏斜角及部位，如不

對稱偏斜超過 4°，則為可疑脊柱測凸。 

第三檢：對登記為可疑脊柱側凸者，由專

業放射醫師拍直立位脊柱全長正側位 x 光

片；最後由脊柱側凸調查小組集體閱片，測量

脊柱側凸角度，cobb 角≥10°者診斷為脊柱

側凸。 

1.3  統計方法  資料採集後，進行分類整

理，率的比較採用 X
2
檢驗男女患病率、各年

齡段患病率之間差異有無顯著性意義，使用統

計分析軟體 SPSS12.0 分析。 

2  結果 

共有 32280 名中小學生接受檢查，其中男

生 17212 人，女生 15068 人；第一檢篩查出陽

性者 877 例，陽性率 2.72%。第二檢篩查出可

疑脊柱側凸者 423 例，陽性率 1.31%。其中有

386 人進行第三檢 X 光拍片，拍片的到位率

91.25%，最後由脊柱側凸普查小組集體閱

片整理，X 光片顯示 cobb 角≥10°者有 234

例，陽性率（患病率）為 0.725%。其中特發

性脊柱側凸 229 例，占 97.86%，先天性側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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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占 1.71%，神經肌肉性側凸 1 例，占

0.43%。在脊柱側凸中以胸腰段側凸居多，

其次為胸段、腰段和雙彎；左側凸 107 例，

右側凸 117 例，雙彎 10 例。 

根據患者 Cobb 角制定相應的治療方

案，Cobb 角 10°-19°者，由骨科醫師指導

其進行體操治療，按張光鉑編寫的《青少年脊

柱側凸畸形體操療法》自行練習； Cobb 角在

20°以上，在征得患者及其家長的同意後，採

用當前國際通用支具矯正治療，本次調查無手

術病例。各年齡人數分佈和患病情況（見表 1）

 

表 1  惠安縣 32280 名中小學生各年齡段學生人數和脊柱側凸患病情況 

年齡（歲） 調查人數 患病數 患病率（%） 構成比（%） 

7~ 352 0 0 0 

8~ 954 0 0 0 

9~ 1264 1 0.08 0.43 

10~ 1450 3 0.21 1.28 

11~ 1564 3 0.19 1.28 

12~ 1763 8 0.45 3.42 

13~ 5520 49 0.89 20.94 

14~ 4382 37 0.84 15.81 

15~ 4272 37 0.87 15.81 

16~ 3623 33 0.91 14.10 

17~ 3828 35 0.91 14.96 

18~ 3032 27 0.89 11.54 

19~ 200 1 0.50 0.43 

20~ 76 0 0 0 

合計 32280 234 0.725 100 

 

3  討論 

當前篩查的手段不斷演變，從最初的體格

檢查和Adams的前彎腰試驗到高科技的篩查手

段，如超聲即時線性排布掃描
[1]
、光電圓周掃

描
[2]
等。迄今為止，最主要的全球範圍的篩查

手段包括：Adams向前彎腰試驗、應用脊柱

側凸尺測量軀幹旋轉角度、Moire局部測量

法、以及測量肋骨隆凸4種方法
[3、4]

。流行病

學研究顯示：Adams向前彎腰試驗的靈敏

性為84.37%，特異性為93.44%；Moire局部

測量法靈敏性100%，特異性85.38%；隆凸測量

儀靈敏性93.75%，特異性78.11%；脊柱側凸計

靈敏性90.62%，特異性79.76%
[5]
。 

本文作者在2007年福建省惠安縣32280名

中小學生脊柱側凸流行病學調查中
[6、7]

主要以

目測法、Adams向前彎腰試驗輔以脊柱測凸計

測量軀幹的旋轉角度為篩查手段，使用“三檢

篩查法”，第一檢使用目測法檢查出陽性者

877例，陽性率2.72%。第二檢使用Adam彎腰試

驗，輔以脊柱測凸計測量軀幹的旋轉角度等方

法，結果查出陽性者423例，剔除了454例的假

陽性學生。最後進行第三檢拍片，X線顯示cobb

角≥10°有234例，患病率0.725%，所以我們

認為“三檢篩查法”能大大地減少陽性體征

學生的攝片人數，在大規模的青少年脊柱側凸

的篩查中值行推廣。 

在脊柱前屈試驗檢查的同時，檢查者可用

脊柱側凸測量尺測量被檢查者背部各段的傾

斜度或Hump角，記錄其最大傾斜角及部位，若

背側不對稱大於4°，疑為脊柱側凸。應用脊

柱測量尺在被檢查向前彎腰時檢查脊柱的旋

轉度數，脊柱側彎所造成的脊背不對稱程度，

雖然與側彎及椎體旋轉程度絕對相同，但脊柱

側彎的Cobb角度數與背部不對稱的傾斜角有

一定相關性
[2]
，傾斜角≥4°者包括了幾乎所

有≥10°的側彎。若Adam向前彎腰試驗有異

常，則在向前彎腰的同時，用脊柱測量尺測量

其背部各段，記錄最大偏斜角及部位，如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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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偏斜超過4°，則高度懷疑脊柱側彎。有報

導認為
[2]
脊柱測量尺的應用及以脊背部傾斜

角≥4°作為X光攝片復查標準，其靈敏度與

Moire雲紋照像比較大致相同，可靠性強。Adam

向前彎腰試驗輔以脊柱測量尺測量為主的初

篩，方法簡單有效，脊柱測量盡製作容易，操

作方便，使用可減少不必要的攝片
[2]
。儘管有

報導認為沒有客觀的放射片檢查以及準確拍

片技術可能使篩選的範圍過大，但是在沒有拍

片前進行評估可減少假陽性率，並可減少拍片

的費用
[8]
。 

有些學者建議，以脊柱測量尺為主要篩查

手段，輔以Adams向前彎腰試驗來保證篩查所

需的靈敏性和特異性
[8]
。目前篩查面臨的主要

問題是它帶來的假陽性結果，這可能引起不必

要或者錯誤的人為干預，很多大規模的學校篩

查試驗
[9]
已經發現了這一問題，這將是今後人

們的研究方向；另外，篩查帶來的不必要的射

線輻射和社會心理壓力也已經受到學者們的

關注
[10]

。 

脊柱側凸的篩查需要多個單位的通力合

作，工作量大，時間長，但它反映出一個國家

青少年兒童的保健水準。脊柱側凸的早期診

治，不完全是醫護人員所能完成的，而是一項

社會系統工程，必須做好預防宣傳工作，患兒

本人及其家屬也要有耐心堅持治療幾年或十

幾年，直至脊柱骨骺停止發育
[6、7]

。通過普查，

早期發現，早期有效控制，減少手術病例，減

輕手術的難度。以目測法、以脊背角測量法為

主篩查手段，使用更少的人力、物力，查出更

多需要干預的脊柱側凸患者
[6、7]

。

參考文獻（略） 
——————————————————————————————————————————————— 

 

 

中西醫結合治療兒童骨關節感染 31 例臨床觀察 

蔡秀英  鐘黎娟  李炳鑽 

(泉州市正骨醫院) 

 

 

2010 年 3 月 2013 年 1 月期間 筆者採

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兒童骨關節感染 31 例 

療效滿意 現報告如下 

1.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62 例均為我院住院患者 

隨機分為 2 組 治療組 31 例：男 19 例，女 

12 例；年齡 8個月～12歲，平均年齡 8.5 歲；

病程最長 56d，最短 5d，平均病程 24d；對照

組 31 例，男 20 例，女 11 例；年齡 1.5 歲

～11 歲，平均年齡 7.4 歲；病程最長 48d，

最短 3d，平均病程 26d；。2 組一般資料比較

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標準 

⑴急性起病，局部疼痛，全身不適，寒戰

發熱，高熱，可達 40-41℃，汗出而熱不退，

倦怠食欲不振，甚至有噁心嘔吐，肢體搏動性

疼痛加劇，不能活動，被動活動可引起劇烈疼

痛。⑵實驗室檢查，可見血象明顯升高，白血

球可達 3萬以上，血沉增高，C反應蛋白增高，

血培養陽性；⑶X線片可見關節囊腫脹，關節

間隙增寬，骨端骨質疏鬆，幹骺端處有模糊區

和明顯的骨膜反應，並可見軟組織腫脹的陰

影，以及骨破壞，死骨與包殼、病理性關節脫

位等。 

2 治療方法 

2.1 對照組 選用敏感抗生素根據每公斤

體重計算藥量及並根據藥物半衰期給藥靜脈

滴注。 

2.2 治療組 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中

藥辨證治療，疾病早期膿未成者用仙方活命飲

加減，膿成未潰或潰後膿出不暢者用托裏消毒

散。仙方活命飲加減藥物組成：金銀花

9-15g，防風 4-6g，白芷 4-6g，當歸 4-6g，

陳皮 4-6g，赤芍 4-6g，白芍 4-6g，貝母 4-6g，

天花粉 6-10g，乳香 4-6g，沒藥 4-6g，穿山

甲 5-10g。托裏消毒散加減藥物組成：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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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g，黃芪 8-15g，當歸 6-9g，川芎 6-8g，

炒芍 6-10g，白術 5-8g，茯苓 6-10g，白芷

6-9g，桔梗 6-9g，皂刺 6-9g，金銀花 8-12g，

甘草 2-5g。 

2 組均以 30d 為 1 個療程，1 個療程後

觀察療效。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判定標準：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
⑴
之慢性骨髓炎

(附骨疽)的療效評定標準。1 治癒：患者全身

症狀和局部腫痛消失, 潰後瘡口癒合, X線攝

片示無死骨存在, 骨髓腔溝通, 1 年以上不

復發者。2 好轉：全身症狀改善, 腫痛減輕, 

瘡口基本癒合, X 線攝片示死骨逐漸修復。3 

未愈：全身症狀及局部症狀未能得到控制, X 

線攝片示病灶繼續發展。 

3.2 治療結果 治療組 31 例， 痊癒 21

例， 顯效 7例，好轉 3例，無效 0 例，痊癒

率 67.74%，總有效率 100.0%；對照組 31 例，

痊癒 18 例，顯效 6 例，好轉 5 例，無效 2

例，痊癒率 58.06%，總有效率 93.55%。2 組

痊癒率、總有效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治療組療效明顯高於對照組。 

4 討論 

骨關節感染屬中醫骨癰疽範疇，是指因外

感六淫或餘毒流注或勞損於內而致經絡阻

塞，氣血凝滯，鬱而化熱，腐蝕筋肉骨骼，引

起骨或關節破壞、攣縮、功能受限等病損的一

類疾病。中醫認為骨癰疽的發生及其病理變化

與機體的氣血、臟腑、經絡等功能強弱有密切

關係。當機體氣血充足，臟腑壯實，經絡通暢，

即使發病，其病理損害也較輕淺，且也不易傳

變；反之則損害嚴重，變化迅速。其概括起來

主要有以下六點病因病機：餘毒流注筋骨關節

而發病；外感六淫客於肌腠、筋骨、關節，鬱

而化熱，熱腐筋骨而發病；筋骨損傷，邪毒可

直竄入骨，借傷發病；七情內傷，正氣內虛，

抗病邪能力減弱，邪毒不能外散內消，深竄入

骨而發病；飲食不當，內傷脾胃，濕熱火毒內

生，流注筋骨、關節而發病；房室勞傷，肝腎

虧虛，筋骨不固，邪毒乘虛入筋注骨而發病。

仙方活命飲中重用金銀花，甘寒清輕，功善清

熱解毒，既能清泄清氣，且能清解血毒，且具

芳香透散之性而助消癰散結，為治一切陽證癰

瘡腫毒之要藥。當歸尾、赤芍活血通滯和營；

乳香、沒藥散瘀消腫止痛；陳皮理氣行滯，有

利於消腫止痛，五藥合用以調暢氣血，通行祛

滯，使經絡氣血通暢，則邪氣無滯留之所，共

為臣藥。白芷、防風辛散疏風透邪，散結消腫，

使邪從外透解，且能透達營衛，配合當歸尾、

赤芍暢行營衛，有助於癰腫的消散；穿山甲、

皂角刺走竄行散，通行經絡，透膿潰堅，解毒

消腫，且引藥直達病所；浙貝母、天花粉清熱

化痰散結，內消腫毒，均為佐藥。甘草清熱解

毒，和中調藥；加酒同煎，借其通行周身，助

藥力直達病所，使邪盡散，均為佐使之用。諸

藥合用，共奏清熱解毒，消腫潰堅，活血止痛

之效，用之可使熱清毒解，氣行血暢，則腫消

痛止。現代醫學研究發現仙方活命飲水煎醇對

金黃色葡萄球菌、乙型鏈壞菌有抑制作用，具

有啟動和增強機體免疫功能以及鎮痛的作用
⑵
。托裏消毒散方中黃芪、人參、白術、茯苓、

甘草健脾益氣，托毒排膿；當歸、川芎、白芷

養血和血，通經托毒。兩組藥合用，氣血雙補，

扶正托毒，以利排膿生肌，為方中主要部分。

更以皂角刺、桔梗、白芷透膿潰堅；銀花清熱

解毒使膿出毒泄，癰腫消散，為方中輔助部

分。對於兒童骨關節感染患者單純西醫治療往

往需要長療程的抗生素靜滴治療，而兒童因機

體功能稚嫩，可選用的抗生素較為局限，且長

時間用藥經常可引起菌群失調而出現併發

症，中醫藥的介入治療，可有效減少抗生素應

用的療程，減輕其對患兒所產生的毒副作用，

且中藥可隨機辨證使用，在祛除外邪的基礎

上，配合一些扶正的藥物，使祛邪而不傷正，

促進機體功能的恢復、疾病的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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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例鎖骨骨折保守治療臨床分析 

莊乙明 

(泉港區山腰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鎖骨骨折是一種常見骨折，目前常用的治

療方式為手術切開內固定和非手術保守治

療，筆者收集武警福建總隊醫院和泉港華僑醫

院自 2000 年 2月—2008 年 6 月共收治的 48

例鎖骨骨折患者，2例開放性骨折給予手術治

療外，其餘 46例均採用“雙圈”繃帶固定保

守治療鎖骨骨折，取得滿意療效，現將臨床資

料分析總結如下： 

1﹒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本組 46例鎖骨骨折患者

均為單側骨折，男性 33例，女性 13例；年齡

62 歲—16 歲，平均 34歲；左鎖骨骨折 19例，

右鎖骨骨折 27例；均為新鮮骨折，橫斷形骨

折 11例，短斜形骨折 28例，粉碎性骨折 7

例。 

1．2損傷原因。鎖骨骨折多為間接暴力

所引起，比如跌倒時手掌著地或肩外側著地產

生的間接暴力所引起。少數病例是直接暴力所

致，如直接打擊，重物砸傷。 

1．3臨床診斷。患者均有明顯外傷史。

患者多表現健手托患側，患肩下垂，局部腫脹

疼痛，皮下淤血，患側上肢上舉外展活動受

限，完全骨折者可觸及移位的骨折端，有異常

活動和骨擦感。所有患者均做患側上肢血管神

經檢查，排除血管神經損傷。X線檢查，正位

片可確定骨折部位、類型和移位方向。青壯年

多為橫斷形或斜形。1 例急刹車患者伴隨同側

肩鎖關節分離脫位。 

2﹒治療方法 

2．1手法復位方法。筆者常採用膝頂復

位法。令患者坐椅子上，頭偏向患側，使緊張

的胸鎖乳突肌放鬆，助手站立患者身後，用手

扶住患者肩部進行有效控制，向後上方徐徐用

力牽引，另外一手托住患者的肘關節適度向上

托舉，將患者上肢做由前上向後下的圓弧形適

度擺動，使向前下移位的骨折遠端逐步向後上

方移位的骨折近端。施術者雙手把持骨折斷端

細心搖擺捺正對位；對於遺留成角畸形的，給

予推擠按壓手法復位。切忌粗暴或反復手法追

求解剖復位。 

2．2固定方法。採用“雙圈”繃帶固定

法，選擇大小適度的紗布棉圈，分別套在患者

兩肩上，胸前由布條平鎖骨系於圈上，接下來

在背後拉緊雙圈，使兩肩後伸，用布條分別在

兩圈的上下方系牢，最後在患側腋窩部的圈外

加 1-2 個纏綿墊，加大肩外展幅度，保持肩下

垂，維持固定，防止壓迫。 

3﹒結果 

46 例患者全部獲得隨訪，隨訪時間平均 6

個月（4—9個月），46例經過保守治療無骨折

不癒合，無明顯畸形癒合，不影響外觀，功能

恢復好，骨折臨床癒合時間平均 8，最快 4周，

最慢 12周。 

4．討論 

鎖骨為一“～”形細長含狀骨，鎖骨骨折

是常見的上肢骨折之一，約占全身骨折的 6

℅，外固定保守治療以達到功能重定，骨折癒

合為目的，是目前的鎖骨骨折的傳統治療方

法，具有不破壞骨折端血供，加速骨折癒合，

操作簡單，治療費用少，經濟實惠的優點。避

免了手術治療痛苦和費用昂貴及術後感染併

發症等手術治療的不足。保守治療缺點是外固

定時間較長，給工作生活帶來不便。因此，筆

者認為除了患者強烈要求手術或開放性骨折

或併發血管神經損傷給予手術治療外，其餘建

議以保守治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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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NA 和 LCP 治療股骨粗隆間骨折的療效分析 

林棟  王芳泰  張景川  楊建清  蔡立忠  黃碧玲  蘇再發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中醫院骨傷科） 

 

 
股骨粗隆間骨折是指股骨頸基底至小粗

隆水準之間的骨折，造成股骨粗隆間骨折的主

要原因是暴力及本身存在的骨質疏鬆。手術治

療股骨粗隆間骨折由於可以幫助患者立即重

建下肢的穩定性，促成早期功能康復，避免了

長期臥床而帶來的一系列併發症（墜積性肺

炎、褥瘡、泌尿系感染、深靜脈血栓等），已

成為目前治療股骨粗隆間骨折的共識
[1]
。國內

外針對股骨粗隆間骨折的手術治療方法報導

很多，臨床療效不一。近年來隨著醫療科技的

發展及生物力學研究的深入，不斷有新的內固

定器械被應用到股骨粗隆間骨折的治療上來
[2]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股骨近端鎖定加壓鋼

板(lock compression plate,LCP)和股骨近端

防 旋 髓 內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筆者對我院 2008 年 8 月至

2011 年 3 月 82 例經 PFNA 和 LCP 治療的股骨

粗隆間骨折患者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

後併發症、髖關節功能、骨折癒合時間進行回

顧性比較分析，認為應用 PFNA 治療股骨粗隆

間骨折更符合股骨的生物力學特性
[3]
，而 LCP

在治療合併有大粗隆粉碎的股骨粗隆間骨折

仍具有一定的價值。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我院2008年8月至2011年 3月經PFNA

和 LCP 固定治療的股骨粗隆間骨折患者 82

例，男性 37例，女性 45例，年齡 38～82 歲，

平均 67.5 歲。右下肢 37 例，左下肢 45 例；

車禍傷 17 例，摔傷 65例。按照固定方式分為

LCP 組和 PFNA 組。LCP 組 38 例，男性 17 例，

女性 21例，其中按 Evans 分型分為 I型 6例，

II 型 8 例，III 型 13 例，IV 型 9 例，V 型 2

例。PFNA 組 44 例，男性 20例，女性 24例，

其中 I型 12例，II型 9例，III 型 15 例，IV

型 6例，V型 2例。 

1.2 手術治療方法 

1.2.1 LCP 組：腰硬聯合麻醉成功後，患者

取仰臥位，患側臀部稍墊高，以股骨大粗隆為

中心，沿股骨縱軸作一直切口，長約 12cm，

依次切開皮膚、皮下組織、深筋膜、股外側肌，

顯露大粗隆，復位各骨折塊，C臂 X線透視確

認骨折對位對線良好，於大粗隆外側安放合適

的 LCP，依次鑽入長度合適的鎖定螺釘固定鋼

板，再次透視確認內固定物位置良好後沖洗切

口，逐層縫合切口。 

1.2.2 PFNA 組：腰硬聯合麻醉成功後，患

者仰臥于骨科牽引床上，閉合復位後將患側髖

關節處於伸直內收位，健側屈髖屈膝外展位。

於大粗隆頂點 2cm 左右作一直切口，長約

5cm，鈍性分離肌肉組織直至大粗隆頂點，定

位後於大粗隆頂點插入導針，C臂 X線透視確

認位置準確後，擴髓，並插入大小合適的主

釘，在體外瞄準器的協助下植入螺旋刀片直至

股骨頭關節面下 5mm。擰入防旋螺釘，再次透

視確定內固定物位置良好後安放主釘尾帽，沖

洗切口，逐層縫合切口。 

1.3 術後處理 

常規使用 2 次抗生素預防感染，術後 12 小

時開始使用低分子肝素鈉預防深靜脈血栓直

至術後 14 天。術後第一天開始踝泵練習，第

二天開始股四頭肌等長收縮練習並開始使用

CPM 功能鍛煉。每 2-3 天換藥一次，14天拆線，

PFNA 組均在術後 3 周後開始下地部分負重，

骨痂生長後開始完全負重。LCP 組在術後 14

周左右開始部分負重，視骨痂生長情況決定完

全負重時機。 

1.4 評估專案 

LCP 組 38 例，術後隨訪 10-23 個月（平均

14 個月）。PFNA 組 44 例，術後隨訪 8-21 個月

（平均 15個月）。術前評估骨折類型，術中評

估手術時間、出血量。術後評估併發症（肢體

短縮、內固定鬆動等）、骨折癒合時間、髖關

節功能（Harris 評分）。 

1.5 統計學方法 

統計資料採用 SPSS 13.0 進行分析。以 P＜

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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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

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2.2 骨折類型比較 

按照 Evans 骨折分型標準，LCP 組含 I 型 6

例，II 型 8 例，III 型 13 例，IV 型 9 例，V

型 2例。PFNA 組含 I型 12例，II型 9例，III

型 15 例，IV 型 6 例，V型 2 例，二者分型比

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比較 

二者的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見表 1，LCP

組的手術時間（2.0±0.6）h 長於 PFNA 的手

術時間（1.0±0.4）h，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P＜0.05)。LCP 組的術中出血量（420±82.6）

ml 和 PFNA 的出血量（165±50.4）之間存在

差異，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 1 兩組患者術中出血量、出血時間、骨折癒合時間（x±s） 

組別              術中出血量（ml）      手術時間（h）     骨折癒合時間(周) 

LCP 組               420±82.6            1.5±0.6          14.5±1.6 

PFNA 組              165±50.4            1.0±0.4          13.2±1.2 

P 值 P＜0.05              P＜0.05           P＞0.05 

2.4 術後併發症 

術後 LCP 組和 PFNA 組均為出現內固定鬆動表現；LCP 組出現 4例延遲癒合，PFNA 組出現 1例延

遲癒合；兩組肢體短縮分別為 LCP組 0.84±0.32、PFNA 組 0.62±0.28。見表 2 

表 2 兩組患者術後併發症（x±s） 

組別         內固定鬆動（例）         肢體短縮（cm）          延遲癒合（例） 

LCP 組           0                    0.84±0.32                   4 

PFNA 組          0                    0.52±0.28                   1 

P 值             P＞0.05                P＜0.05                 P＜0.05 

2.5 骨折癒合時間、髖關節功能比較 

骨折癒合時間見表 1，二者在骨折癒合時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髖關節功能採用 Harris

評分系統，綜合髖關節疼痛、活動能力、影像學表現評分，優：55～60 分；良：45～54 分；差：

44 分以下。LCP 組優良率為 84.2%，PFNA 組的優良率為 95.4%，二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0.05）。 

表 3 兩組髖關節評分比較 

3.討論 

LCP 治療股骨粗隆間骨折主要靠其“內

固定架”作用
[4]
：螺釘與鋼板之間有固定的角

度，同時螺釘與鋼板能夠通過帶螺紋的孔緊密

鎖定，構成一整體，避免螺釘旋轉或滑移，其

優點是：1.可不直接剝離骨膜，跨骨折端固

定，體現 BO 生物學固定原則 2.獨特設計使其

不用預彎，簡化手術操作 3.可以通過其設計

的複合孔復位固定粉碎的骨折塊 4.鋼板近端

支援將粉碎的大粗隆復位固定 5.穩定性強于

普通加壓鋼板，允許一定程度的早期活動
[5] 

[6]
。但其缺點：單側固定造成應力遮擋，無法

克服因股骨矩破壞而造成的內翻應力，此外其

防旋能力較 PFNA 為差。PFNA 是近些年來發展

成熟起來的應用於股骨近端骨折的內固定系

統
[7]
，力學試驗表明，其獨特的螺旋刀片可以

有效壓縮骨質，對骨折端有很好的抓持力
[8]
，

尤其適用於合併骨質疏鬆的股骨粗隆間骨折
[9]
。其優點：1.獨特設計，尤其是其 6°的外

翻角可以順利地使主釘插入固定，操作簡便

組別                 Harris 評分等級             優良率              P 值 

優          良          差 

 

LCP 組 18          14           6        84.2% 

PFNA 組         26          16           2        95.4%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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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直接暴露骨折端，體現微創原則 3.旋翼

刀片壓縮夯實骨質，刀片尾部與主釘牢固鎖

定，增大整個內固定把持力、防旋性、穩定性

4.可以克服內翻應力，早期負重。缺點：無法

有效固定股骨大粗隆，因此對大粗隆粉碎性骨

折患者往往需要另行固定。本分析結果顯示，

PFNA 治療股骨粗隆間骨折在術中出血、手術

時間、骨折癒合時間、髖關節功能方面優於

LCP，同時因其微創、操作簡便，患者損傷小，

是治療股骨粗隆間骨折的首選。但 LCP 在治療

合併大粗隆粉碎的股骨粗隆間骨折仍具有良

好的應用前景。 

參考文獻：略。 

---------------------------------------------------------------------------------- 

 

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治療鎖骨中段不穩定性骨折 

吳天然  李銘雄  陳王  鄭瓊紅  蘇源冰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正骨醫院） 

 
摘要：目的 探討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治

療鎖骨中段不穩定性骨折的臨床療效。方法 
自 2010 年 3 月～2011 年 6 月，我科採用閉
合穿針後兩端折彎治療鎖骨中段不穩定性
骨折，患肩後外側針尾折彎 90

0
 ，前側針尖

折彎約 30
0
，與傳統閉合穿針作對比，對兩

組病例的手術資料、術後併發症、骨折癒合
時間和肩關節功能進行臨床隨訪分析。結果 
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療法固定可靠、療效更
好，且手術時間更短，術後併發症更少，骨
折癒合後取針容易。結論 閉合穿針後兩端
折彎是治療鎖骨中段不穩定性骨折的一種
較理想的微創療法之一。 

關鍵字：鎖骨骨折；微創；克氏針；內
固定  

鎖骨骨折是臨床最常見的骨折之一，治療
上傳統觀念認為主要應以非手術為主，隨著社
會的發展，人們的審美觀念逐漸加強，僅功能
的恢復已不能滿足需求，治療時在保證功能恢
復的前提下，一定要注意儘量保持外形的美
觀，同時要求減少受傷後痛苦和減短治療時
間，因此，符合骨折生物治療理念、介於手術
與非手術之間的微創手術已為廣大術者和患
者接受。自 2010 年 3月～2011 年 6月，我科

採用閉合穿針(閉合復位經皮克氏針內固定)
後兩端折彎治療鎖骨中段不穩定性骨折，與傳
統閉合穿針作對比，療效滿意，現報導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共治療鎖骨中段不穩定性骨
折患者 73 例，按就診順序採用同期非隨機對
照原則分為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組（治療組）
與傳統閉合穿針組（對照組），手術均為同一
組醫生操作，克氏針均由上海浦東金環醫療用
品有限公司提供，部分患者脫落，2組患者隨
訪時間 8～16 個月，平均 11.7±3.2個月，回
顧分析有完整隨訪資料的 69 例。其中治療組
36 例，男 17例，女 19例；年齡最小 19歲，
最大 68歲，平均（45.63±9.78）歲；傷後至
手術時間最短 1h，最長 5d，平均（2.2±0.7）
d；其中合併肋骨骨折 7 例，合併肩胛骨骨折
2 例，合併頭部外傷 2 例。對照組 33 例，男
15 例，女 18 例；年齡最小 17 歲，最大 71歲，
平均（46.17±9.45）歲；傷後至手術時間最
短 2h，最長 6d，平均（2.1±0.8）d；其中合
併肋骨骨折 6 例，合併肩胛骨骨折 1例，合併
頭部外傷 2例。2組在性別、年齡及合併症等
方面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見表 1。

表1  2組一般資料比較 

    性別 組別 例數    年齡/歲 

男 女 

手術準備 
 時間/d 

合併症/n 

治療組 36 45.63±9.78
1）
 17 19 2.0±0.7

1）
  11

1）
 

對照組 33     46.17±9.45 15 18 2.3±0.6 9 

注:與對照組比較，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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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治療方法 
2.1.1  傳統閉合穿針術

[1]
  選取直徑 2.5 mm

克氏針，對鎖骨骨折採用鉗夾端提經皮逆行穿
針固定術，將克氏針擊入近折段髓腔，並剛好
鑽透骨皮質，未穿出皮膚，折彎並剪去多餘針
尾，埋入皮下。 
2.1.2  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手術  將克氏針
擊入近折段髓腔並用電鑽鑽透骨皮質前的操
作同傳統法，該法在鑽透骨皮質的同時使針尖
從前側皮膚穿出。透視確認後，折彎 90

0
並剪

去多餘針尾，挫平、消毒後，術者維持復位，
一助手將前側針尖用半旋轉式儘量拉緊使針
尾貼近鎖骨後外側端骨面，並將針尾折彎處朝
下，術者用雙鎖骨鉗維持復位，囑助手將前側

克氏針於穿出骨皮質處向前折彎約 30
0
，剪去

前側多餘針尖並使之埋入皮下，無菌敷料包紮
針眼，術畢。    
2.1.3  術後管理  2 組的術後管理相同，均
採用統一的鎖骨骨折術後管理及康復訓練。  
2.2  觀測指標  記錄 2 組患者的術中出血
量、手術時間、骨折癒合時間、術後併發症和
肢體功能恢復情況。肢體功能評分採用根據
JOA 肩關節活動功能評分標準

[2]
。 

2.3  統計學方法  採用 SPSS 17.0 軟體進行
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資料採用百分比（%）
表示，採用χ

2
 檢驗；計量資料資料以均數±

標準差（ x±s）表示，符合正態分佈採用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佈採用 wilcoxon 秩和檢
驗。 

3  結 果   
3.1  2 組手術時間及術中失血量比較  見表 2。 
表 2  2 組手術時間及術中失血量比較 

組別 例數 手術時間/min 術中出血量/mL 

治療組 36 26.3±7.8
1）
 7.8±2.7

2）
 

對照組 33 36.5±8.6 8.2±2.5 

注:與對照組比較 1）P＜0.05，2）P>0.05。 
3.2  2 組骨折癒合時間及療效對比  見表 3。 
表 3   2 組骨折癒合時間及療效比較 

JOA 肩關節評分標準 組別 例數    骨折癒合時間/周 

 優 良 可 差 優良率 

治療組 36      12.0±2.8
1）
  23 12 1  0 97.2%

2）
 

對照組 33      12.7±2.5  21 9 2  1 90.9% 

注:與對照組比較，1）P>0.05，2）P＜0.05。 
3.3  2 組術後併發症比較  見表 4。 
表 4   2 組術後併發症比較（n ，%） 

組別 例數  針眼反應 畸形癒合 骨不連   斷針 退針  總發生率/% 

治療組 36 1(2.8%)   0(0) 0(0) 0(0)  0 (0)    2.8
1）
 

對照組 33 2(6.1%)   0(0) 0(0) 0(0)  
6(18.2%) 

24.3 

注:與對照組比較，1）P＜0.01。 
4  討  論  
4.1  鎖骨骨折治療方法的選擇  長期以
來，圍繞鎖骨骨折的治療方法及內固定方式的
選擇，存在很多爭議：傳統保守治療容易出現
鎖骨畸形癒合、肩關節功能受限及上肢肌力減
弱等問題；而切開復位內固定手術治療需較大
切口，軟組織及骨折內環境破壞大，常影響骨
折癒合。對於長管狀骨中段骨折髓內固定已成
金標準，這既符合生物力學原理，也符合材料

學原理。張志光
[3]
等測量部分國人鎖骨中遠端

的三維解剖資料，根據其實驗圖像重建表明鎖
骨皮質在中 1 /3 最厚，為一堅強圓柱，內外
段的皮質為極薄的骨板，整個皮質如一堅強、
中等厚、彎曲的空心圓柱，有一相當大漏斗狀
的內側端及扁平的外側端，皮質的內部充以稀
疏的松質骨，骨小梁縱形或斜形排列，這些骨
小梁借小的圓錐狀結節與皮質附著，這些結節
間的凹陷相當大，任何銳利的針進入骨松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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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當固定不致向外退出。可見，閉合復位
克氏針內固定是目前治療鎖骨骨折的理想方
法之一，其具有創傷小、美觀、操作簡單、取
出方便、安全及經濟等優點，但也存在一些如
克氏針斷針、滑移及導致一些不可預測和潛在
的併發症等缺點

[4]
。但這些缺點可通過選擇大

小適當的克氏針及對手術方式進行改進，早年
前國內學者連學全

[5]
等就認為克氏針內固定

治療鎖骨骨折符合生物學要求，實驗表明直徑
2.0mm 的克氏針已完全足夠承受患者上肢重
量及日常輕微活動所引起的剪應力，而直徑
2.5mm 的克氏針可承受超過 30 %的剪應力。何
健

[6]
採用克氏針固定後兩端折彎治療鎖骨不

穩定性骨折，有效預防克氏針鬆動、滑脫，但
其採用切開復位，且骨折癒合後也是切開把近
端的彎針整直後再取出，創傷較大。因此，鑒
於我科有較豐富的微創穿針基礎，對於鎖骨中
段不穩定性骨折，我們選用直徑為 2.5mm 的克
氏針進行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固定，未發現退
針、斷針的病例，骨折癒合快，患肩功能恢復
好，且骨折癒合後取針容易。 
4.2  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手術的優點  筆
者採取的閉合穿針後兩端折彎療法是在改良

閉合穿針
[1]
基礎上進行，改良閉合穿針較傳統

閉合穿針術具有以下優點：操作更簡便，縮短
手術時間；針道較緊，針尾貼近骨面，不易退
針；送針長度更精准，局部皮膚更舒適，便於
功能鍛煉。那麼經前側針尖折彎後埋于皮下，
兩組對比研究，臨床上未發現有退針的病例，
因此得出該療法更具有優勢：兩端均折彎，固
定更可靠，且取出容易。術中我們對克氏針折
兩個彎，針尾折彎 90

0
 ，針尖折彎約 30

0
，且

兩個彎的方向不一致，針尾折彎向下，針尖折
彎向前，這樣可控制退針，固定牢靠，且減少
旋轉應力，骨痂生長快；另針尖處僅折彎約
30

0
，在提供良好固定的同時，不影響內固定

物的取出，骨折癒合後在局麻下從患肩後外側
切約 0.5-1cm 的小切口，用持針器即可將克氏
針輕易取出。 
5  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閉合穿針後兩端折
彎手術具有創傷小、操作簡單、固定可靠、骨
折癒合時間短、肩關節功能恢復好、併發症
少、美觀及取出容易等優點，為治療鎖骨中段
不穩定性骨折提供一種安全、經濟、有效的微
創療法。 

參考文獻（略）  

---------------------------------------------------------------------------------- 
 
 

閉合復位經皮穿針內固定治療尺橈骨骨折 

張細祥 蘇源冰  郭穎彬 

（泉州正骨醫院) 

 

 

 

目的：探討閉合復位經皮克氏針內固定治

療尺橈骨雙骨折的臨床療效。方法：2011年8

月至2013年1月，採用閉合復位經皮克氏針內

固定治療尺橈骨幹骨折33例，評價其臨床療

效。結果：本組病例均得到隨訪，隨訪時間5

～16個月(平均9.2 個月)的隨訪，前臂功能按

Grace和Eversmann評定標準進行評定，優21

例，良10例，可2例，優良率達93.9%。結論：

該療法具有創傷小、固定相對可靠、功能恢復

快、併發症少等優點，可作為鋼板內固定和非

手術治療替代方法。 

關鍵字：尺橈骨骨折；骨折固定術；克

氏針；微創   

 

尺橈骨幹骨折是骨傷科臨床常見病、多發

病，不同的骨折類型應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法，

選擇不當易導致骨折畸形癒合、不癒合、前臂

功能障礙等併發症和後遺症。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1 月，我院採用閉合復位經皮克氏針

內固定治療尺橈骨幹骨折 33 例，療效滿意，

現總結報告如下。 

1.臨床資料 

本組 33 例，男 19 例，女 14 例。年齡最

大 65 歲，最小 16 歲，平均 34.9 歲。左側

20 例，右側 13 例。橫斷骨折 10 例，斜形 12 

例, 粉碎性 8 例，橈骨三段骨折 2 例、尺骨

三段骨折 1例。骨折端均有明顯側方、成角及

重疊移位。3 例合併下尺橈關節脫位，2 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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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橈骨頭脫位。傷後至就診時間 1 小時～10 

天，平均 5.2 天。 

2.治療方法 

2.1  手術方法  臂叢神經阻滯麻醉成功後，

患者取仰臥位，常規術區消毒、鋪巾。一助手

雙手把持患肢上臂下段，另一助手把持患肢手

部，屈肘 90°並維持前臂旋前、腕關節輕度

掌屈位，術者取一直徑為 2.5mm 的克氏針自橈

骨遠端背側緣關節面橈側（Lister 結節尺側）

刺入皮下，觸及骨質後，使用骨錘輕輕向掌尺

側錘入，邊進針邊調節進針方向，使克氏針進

入遠折端骨髓腔，兩助手分別把持前臂兩端並

持續牽引以糾正重疊移位，術者通過“手摸心

會、夾擠分骨，折頂迴旋”等手法對骨折斷端

進行復位，第三助手徐徐將克氏針擊入近折端

髓腔，繼續進針至橈骨小頭處為止。然後一助

手把持患肢上臂，另一助手把持患肢腕部，維

持肩、肘關節屈曲 90°、前臂旋前位，術者

取另一枚直徑為 2.5～3mm 的克氏針，自尺骨

鷹嘴頂點遠端 1.0cm 處刺入皮下，觸及骨質後

沿著尺骨近端縱軸線緩緩進針，邊進針邊調節

方向，使克氏針進入尺骨近端髓腔，採取同樣

的方法使尺骨骨折端復位後，繼續進針至尺骨

小頭處。Ｃ型臂Ｘ光機透視證實骨折端對位、

對線滿意，固定可靠後，針尾屈曲 90°，剪

斷多餘部分，挫鈍針尾，酒精消毒，埋于皮下。

並用無菌敷料包紮針眼。尺橈骨中上段骨折，

石膏外固定肘關節屈肘 90°，前臂旋後位；

尺橈骨中下段骨折或蓋氏骨折夾板固定肘關

節屈肘 90°、前臂中立位。 

2.2 術後處理 術後麻醉消失後即可行

患肩、腕及手部各關節活動鍛煉，但禁止前臂

旋轉活動；術後 2周後行夾板固定者可行肘關

節屈伸活動鍛煉，石膏固定者 4周後改夾板固

定。術後 6周拍片復查，骨折端有骨痂生長且

骨折端無明顯壓痛，則可在夾板外固定保護下

逐漸進行前臂旋轉及肘關節屈伸活動等鍛

煉。術後 8周，去除外固定，繼續進行前臂旋

轉功能訓練至完全恢復；但禁止持重物以防骨

折端分離移位，可行每日行前臂縱向擠壓訓練

100 次至 200 次。 

3.結果 

本組病例均得到隨訪，隨訪時間 5～16

個月(平均 9.2 個月)的隨訪。復查 X 線片示

解剖復位 10 例，近解剖復位 15 例，功能復

位 8例，術後骨折端均未發生再移位，其中 2

例因過早持重物出現延遲癒合，經縱向擠壓訓

練治療後分別於術後 10個月、11個月癒合，

其餘 31例均於術後 5～6個月內達骨性癒合。

前臂功能按 Grace 和 Eversmann 評定標準
[1]

進行評定：優 21例，良 10例，可 2例，優良

率達 93.9%。典型病例見圖（1、2、3）。 

4  討論 

4.1  治療方式的選擇  尺橈骨骨折是

最常見的骨折之一，約占全身骨折的 6%
[2]
。但

是尺橈骨雙骨折的復位往往比較困難，很容易

發生再次移位；同時由於前臂的旋轉作用和尺

橈骨特殊的解剖功能，對復位的要求很高。因

此，根據不同的骨折類型，臨床上相繼出現了

多種不同的治療方法，其中傳統的手法整複夾

板或石膏外固定治療，其不能完全有效維持骨

折端復位，骨折端易再錯位，易導致尺橈骨延

遲癒合、畸形癒合、前臂旋轉功能部分喪失；

雖然切開復位鋼板內固定能夠獲得解剖復位

且固定堅強，但是需暴露骨折端，手術創傷

大，影響骨折部位血液迴圈，術後骨折延遲癒

合、不癒合，骨橋形成以及感染發生率增加
[3]
 。基於以上基礎，我們採用閉合復位經皮

克氏針內固定配合外固定治療尺橈骨雙骨

折，既解決了保守治療存在固定不可靠、復位

丟失等問題，又能避免手術切開復位內固定創

傷大、骨折癒合慢等缺點。所以此種療法具有

創傷小、功能恢復好、費用低等優點，是一種

微創、安全、有效、經濟的手術方式。 

4.2 本療法的可行性與優勢  採用閉合

復位經皮穿針結合外固定治療尺橈骨雙骨

折，與其他治療方法相比較，其優點如下：具

有對於骨折部位及軟組織有干擾小、固定相對

穩定，符合現代骨折治療的微創原則，同時感

染率低，無手術疤痕切口，無骨膜剝離，對於

骨折癒合大有好處，骨折癒合快；同時取出較

為容易，且去除克氏針後不會出現骨幹應力集

中而造成再骨折。 

4.3  該療法應用體會   

4.3.1 適應證的選擇  不穩定的尺橈骨

中段、中上段骨折及尺骨下段骨折無伴血管、

神經損傷，受傷 10 天內；陳舊性尺橈骨骨折、

不穩定的橈骨下段骨折不是本療法的適應證。 

4.3.2 術前準備應充分  術前應拍尺橈骨全

長正側位Ｘ線片，以防漏診；同時對 X線片進

行充分的分析，瞭解骨折類型，髓腔的粗細程

度，以指導選擇合適的內固定物（克氏針）的

直徑。一般採用克氏針直徑為 2.5～3.0mm。 

4.3.3 術中復位技巧應用  對於橈骨中上段



 

 290 

骨折、骨折端背靠背移位元，由於局部肌肉豐

富加上創傷後腫脹，術中常遇復位困難，我們

採用在前臂旋前位經尺骨背側緣距斷面

2.0cm橈骨近折段骨幹穿一枚直徑為2.5mm克

氏針，這樣可避開橈神經深支；另外在距斷面

2.0cm 橈骨遠折段的橈背側垂直骨幹再穿一

枚克氏針，通過把持雙克氏針的滑動觸碰、迴

旋及折頂復位，均能復位成功。 

4.3.4 術後外固定的問題  單純髓內克

氏針固定，不能完全控制尺橈骨骨折端的旋轉

移位。因此，術後配合有效、可靠的外固定至

關重要，通過內、外固定結合，可取得骨折端

的有效固定。同時配合循序漸進地前臂功能訓

練，可有效預防骨不連及前臂旋轉功能受限的

發生。一般術後 6周拍片提示骨折端有骨痂生

長後，檢查骨折端無壓痛，此時指導患者在夾

板保護下行骨折端無痛的循序漸進地前臂旋

轉功能訓練。術後 8周內禁止持重物以防骨折

端分離移位。術後 8周解除外固定，繼續進行

前臂旋轉功能訓練至完全恢復。王亦璁認為尺

橈骨雙骨折髓內固定不癒合率為 20% ，克氏

針不癒合率高達 38% ，且造成旋轉弓消失
[4]
。

我們推測這可能是手術中切開復位剝離骨膜

破壞骨折端的血供，而且穿針後未予嚴格外固

定制動所致。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閉合復位經皮克氏

針內固定結合外固定技術是一種微創、安全、

簡便、經濟的尺橈骨雙骨折的治療方法。本組

結果顯示微創穿針內固定配合外固定治療尺

橈骨雙骨折，具有創傷小、功能恢復好，併發

症少等特點，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略） 

--------------------------------------------------------------------------------- 

 

補腎通絡湯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80 例總結 

李詩豪 

（南安市康美衛生院） 

 

 

補腎通絡湯系南安市中醫院國家級老

中醫吳光烈主任醫師驗方，筆者自 2007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運用該方治療腰椎間盤

突出症 80 例，經臨床應用療效確切,現總

結如下： 

1.臨床資料 

本組 80 例均為門診患者，男 42 例，

女 20 例，年齡 23-75 歲，病史 10 天至 5

年，其中 30-48 歲居多，患者均有頑固性

下腰疼痛，下肢單側或雙側交替性疼痛、

麻木。腰椎側彎畸形，雙下肢足跟測量不

等長，雙臀皺線不對稱。 

2.診斷要點 

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1994 年頒佈的

《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關於腰椎間

盤突出的診斷標準為依據。 

腰痛伴下肢放射痛。直腿抬高試驗小

於 60 度，強試驗陽性，膝、跟腱反射減弱

或消失，拇趾背伸力減弱。脊椎側彎，腰

椎生理前突平，棘突旁壓痛。X 線拍片有

骨贅形成及病變椎間盤可能變窄。椎管內

造影等輔助檢查與臨床症狀體征相符者。 

3.吳老驗方補腎通絡湯組成 

川續斷 15g、黑杜仲 15g、狗脊 12g、

補骨脂 15g、懷牛膝 15g、雞血藤 15g、千

年健 15g、丹參 12g、獨活 9g、威靈仙 15g、

當歸 9g、川蜈蚣 2 條、全蠍 6g，水煎服，

每日 1 劑，水煎 2 遍，早晚各 1 次。隨證

加減：若濕重者加木瓜，防杞，薏仁；兼

風寒者加桂枝，附子：兼濕熱者加蒼術、

黃柏；陽虛者加肉蓯蓉、巴戟天；刺痛明

顯者加制乳香、制沒藥；氣虛者加黃芪、

黨參。 

4.治療結果 

痊癒（症狀體征完全消失，直腿抬高

70 度以上，能恢復原工作）50 例，好轉（腰

腿痛症狀減輕，腰部活動功能改善，日常

生活能夠自理）26 例，無效（症狀及體征

與治療前相比無改善或加重）4 例，總有

效率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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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體會 

腰椎間盤突出屬祖國醫學中歸屬於

“痹症”。中醫對“腰椎間盤突出症”很

早就有敍述，《黃帝內經》“腰為腎之府，

轉搖不能，腎將憊矣”。《素問》“衡絡之

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俯臥，仰則恐僕，得

之舉重傷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

為痹也”。《太素》“內裏三脈，令人腰痛，

不可以咳，咳則筋急”。《醫學心悟》也說：

“腰痛拘急，牽引腿足”。所以本症當為

血淤、寒濕、濕熱之邪痹阻經脈，久病而

虛，大多為本虛標實之症。治療上當扶正

祛邪，標本兼治。吳老方中以川續斷、杜

仲、狗脊、補骨脂補益肝腎，強筋壯骨；

制川烏、威靈仙、獨活、千年健祛風除濕

散寒止痛；當歸、雞血藤、丹參養血和營、

活血通絡；再配蟲類之品全蠍、川蜈蚣以

“搜剔”經絡筋骨間之邪氣，並且蟲類藥

物含有動物異體蛋白，對於增加機體免疫

功能，提高機體抗病能力有特殊作用；牛

膝祛瘀止痛，引藥下行，直達病所。全方

達到活血化瘀、補肝腎、強筋骨、祛風通

絡、化痰除濕，有可能促使椎間盤突出的

自然吸收，並能減輕或消除福經根局部充

血、水腫等炎症反應，改善局部血液迴圈，

使神經內及周圍局部炎症介質、致痛物質

被清除，促進神經根結構及功能的恢復，

而且能減輕化學性刺激，降低免疫性反

應，甚至吸收突出物。由於本方配伍嚴謹

精當，故收效迅捷。

---------------------------------------------------------------------------- 

 

六味退熱湯治療小兒骨折術後發熱療效觀察 

   余曉梅  鐘黎娟 

(泉州市正骨醫院) 

 

摘要：目的：觀察我科經驗方六味退熱湯

治療小兒骨折術後發熱的臨床療效。方法：將

30 例術後發熱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

各 15 例。2 組術後均給予常規消腫、補液治

療，對照組予布洛芬混懸液口服，治療組在對

照組基礎上給予口服自擬六味退熱湯治療。觀

察 2組療效。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高於對照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 05)。結論：六味

退熱湯治療小兒骨折術後發熱的療效良好,值

得臨床推廣應用。 

關鍵字：六味退熱湯  小兒  術後發熱 

發熱是骨折手術後最常見的症狀，現代醫

學認為術後發熱可分為感染性發熱與非感染

性發熱
[1]
。有研究表明，大部分的術後發熱為

非感染性因素造成，原因包括手術反應熱、輸

血或輸液熱、藥物熱、脫水熱等，治療上常採

用解熱鎮痛藥物口服等方法，療效欠佳。中醫

中藥對小兒發熱的特色治療優勢突出，能標本

兼治，達到臨床快速起效、縮短病程、穩定療

效的治療目的。 

 

1 臨床資料 

選擇骨折微創手術術後發熱患者 30 例，

體溫在 38.5～40.1℃，年齡 14 個月至 12 歲

之間；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 15例，男 8例，

女 7 例，平均體溫 38.87℃；對照組 15 例，

男 6例，女 9例，平均體溫 38.85℃。所選病

例均為 2013 年 1 月至 8月因骨折于我院小兒

骨科住院並行微創手術的病人（主要包括肱骨

髁上骨折、肱骨遠端全骺分離、肱骨外髁骨

折、橈骨頸骨折、尺橈骨骨折、脛骨骨折、鎖

骨骨折等），並排除開放性骨折、或合併有上

呼吸道感染、扁桃體炎等外感症狀的患者，術

後均未使用抗生素。2組病例年齡、體溫、例

數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 05)，具有可比

性。 

2 治療方法 

治療組與對照組術後均常規予消腫、補液

等處理。對照組予布洛芬混懸液口服，嚴格按

年齡及體重一次給予 4－10ml 口服；4－6 小

時可重複用藥，24 小時內不超過 4 次。治療

組在對照組用藥的基礎上加用六味退熱湯口

服，方藥如下：金銀花、連翹、黃芩、桔梗、

銀柴胡、青蒿等量，根據患兒年齡體重予 5－

10g 等量水煎服，1日 2次。 

3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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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療效標準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中藥新藥

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相關標準擬定。痊癒：服

藥 24h 內體溫恢復正常且不再回升，伴隨症狀

減輕；顯效：服藥 48h 內體溫恢復正常且不再

回升，伴隨症狀大部分消失；有效：服藥 72h

內體溫恢復正常且不再回升，伴隨症狀部分消

失；無效：服藥 72h 內體溫未恢復正常或症狀

無改善甚至加重。 

 3.2 治療結果 

治療組與對照組臨床療效對比如下表：  

 

表 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例 

組別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治療組 10 4 1 0 

對照組 8 5 1 1 

表 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組別 痊癒率 顯效率 有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66.67 26.67 6.67 100
★
 

對照組 53.33 33.33 6.67 93.33 

治療組與對照組相比，其痊癒率與總有效率明顯高於對照組。說明六味退熱湯對術後發熱

確實有良好的效果。 

 

4 討論 

西醫認為骨折術後發熱多屬於非感染性

發熱，多由於骨折端滲血及術中出血于周圍組

織，機體對滲出的物質進行吸收而引起發熱，

屬吸收熱
[2–3]

。中醫認為發熱有外感和內傷之

分，骨折術後發熱多屬於內傷發熱。中醫對術

後發熱辨證分析多認為由於骨折端出血，瘀血

壅塞氣機，氣血鬱遏不通而發熱，為血瘀化熱

之證。清·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認為“瘟

毒在內燒煉其血，血受燒煉，其血必凝”；清·

唐容川《血證論》中提出“又有瘀血發熱者，

瘀血在肌肉，則翕翕發熱，證象白虎”，“血

由火生，補血而不清火，則火終亢而不能生

血”，均證實了術後發熱與瘀血的關係，以及

清火之劑對其治療的機制
[4－6]

。 

我科根據歷代醫家對中醫發熱的論述結

合臨床經驗認為患兒因暴力而致骨斷筋傷，斷

端局部脈絡受損，血溢脈外而成瘀，瘀血化

熱，以中醫“急則治其標”為原則，應治以

“清熱瀉火”，故予自擬六味退熱湯加減口

服。方中：金銀花、連翹清熱解毒、疏散風熱，

桔梗清熱解表，黃芩清熱燥濕、瀉火解毒，青

蒿清透虛熱、涼血除蒸、解暑，銀柴胡退虛熱、

除疳熱，並根據病情適當進行方藥加減，全方

共奏活清熱瀉火之功。現代醫學研究表明：金

銀花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免疫調節、

解熱鎮靜鎮痛及利膽保肝等作用；連翹有抗

菌、抗病毒、解熱抗炎和抗肝損傷等多種藥理

作用；桔梗為常用的止咳平喘藥，該藥主要含

桔梗皂甙，具有袪痰、鎮咳解熱、抗炎鎮痛、

抗過敏、抑制胃液分泌、抗消化性潰瘍的作

用；黃芩有抗菌、抗病原體、抗氧化、免疫調

節、抗腫瘤、抗炎、解熱鎮靜鎮痛等作用，並

對中樞神經系統有一定的調節的作用，另黃芩

提取物黃芩素還有抗血栓形成的作用；菁蒿具

有抗瘧、抗菌、解熱及調節免疫等作用；銀柴

胡提取物具有解熱、抗炎、抗動脈粥樣硬化、

抗變態反應等作用
[]
。六味退熱湯既符合中醫

辨證用藥，亦符合現代醫學之退熱原則，療效

顯著，不失為兒科退熱良方。因病例有限，有

待進一步探討和推廣。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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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架結合 TEN 與交鎖髓內釘治療成人脛骨幹骨折

的療效比較 

吳天然  陳 王  李銘雄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正骨醫院） 

 

摘要 目的：比較孟氏架結合 TEN 與交鎖

髓內釘治療成人脛骨幹骨折的臨床療效。方

法：回顧分析脛骨幹骨折 85例，41 例採用孟

氏架結合 TEN 固定，44 例採用交鎖髓內釘內

固定,比較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住院

天數、下地負重時間、骨折臨床癒合時間、術

後優良率及術後併發症發生情況。結果：2 組

隨訪時間 8～24 個月，平均（12.56±1.53）

個月，2組的手術時間、住院天數及下地負重

時間無明顯差異（P＞0.05），但孟氏架組術中

失血量、骨折臨床癒合時間比髓內釘組少，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後採用

Johner-Wruhs 評價標準，優良率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P＞0.05）；2 組的併發症發生率差異

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孟氏架結

合 TEN 固定治療脛骨幹骨折，符合生物學固定

原則，具有操作簡單、創傷小、骨折癒合快、

功能恢復好及併發症少等優點，臨床療效滿

意，是脛骨幹骨折的另一種有效治療方法。     

關鍵字 孟氏架；TEN；交鎖髓內釘；脛

骨幹骨折 

脛腓骨骨折在全身長骨骨折中發生率最

高，約占 10%
[1]
。其治療方法有石膏、跟骨牽

引、鋼板、外固定架和交鎖髓內釘固定。2010

年 1 月～2012 年 8 月，我科共治療脛骨幹骨

折 85 例，其中 41 例採用孟氏架外固定配合

TEN 內固定，44例採用交鎖髓內釘內固定，對

2種方法的臨床療效進行對比，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本組共有完整隨訪資料患者85例，男58

例，女27例，閉合性骨折61例，開放性骨折24

例，均無合併重要神經、血管損傷。年齡18

～75歲，平均（48.36±15.82）歲；骨折分段，

上段11例，中段49例，下段25例。  

2  方法 

2.1 分組方法  採用同期非隨機對照原

則分為2組，孟氏架組和髓內釘組，其中孟氏

架組41例，髓內釘組44例。兩組年齡、性別及

骨折分段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2組一般資料比較 

性別 分段 

組別 例數 年齡（歲） 
男 女 上段 中段 

下

段 

孟氏架組 41 41.53±14.72
1）
 28 13 5 24 12 

髓內釘組 44 43.68±12.87 30 14 6 25 13 

注:與髓內釘組比較，1）P>0.05；兩組性別、骨折分段的比較採用χ
2
檢驗（P>0.05）。 

 

2.2 治療方法  

2.2.1  孟氏架組   採用仰臥位，硬腰聯

合麻醉。橫斷骨折，術者用端提擠按等手法進

行整複，使骨折端對位，經皮鑽入一枚直徑

2.5mm骨圓針臨時固定；斜行或螺旋型骨折，

經皮鉗夾輔助復位並做臨時固定；自膝關節前

內、外下方開口後，送入兩枚直徑3.5mmTEN

至脛骨髓腔內，至針尖頂於遠折端骨質止。各

取一枚直徑3.0mm骨圓針自脛骨結節向外旁開

2cm及外踝上方3～6cm腓骨前緣鑽入脛骨，使

骨圓針與脛骨平臺及踝關節水準間隙平行。安

裝孟氏架，調節支撐杆上的伸縮螺母。再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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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確認，撤除臨時固定的骨圓針或鉗夾，術

畢。典型病例X線片。 

 2.2.2  髓內釘組  採用仰臥位，硬腰聯

合麻醉。通過止血帶進行止血，經皮鉗夾輔助

復位並做臨時固定，膝關節屈曲90°，將髕骨

下極到脛骨結節正中做一個縱行的切口，顯露

出髕韌帶內側脛骨結節上斜坡，在脛骨結節後

上進行擴孔，擴髓，注意到達髓腔狹窄處力度

緩慢，減少對於髓腔的壓力，從而減少對髓內

血運損傷。選擇比擴髓器小1號的髓內釘，順

行插入髓腔，保持骨折端貫通復位，安裝瞄準

器，上下各放置好2枚鎖釘，撤除瞄準器及臨

時固定的鉗夾，安好釘帽。透視確認，縫合並

包紮傷口，術畢。 

2.3  術後管理 兩組術後均無使用抗生

素，術後抬高患肢以有利於腫脹消退，術後麻

醉消退後即可行足趾及膝、踝關節主動活動。

術後第2天拍攝脛腓骨全長正側位X線片。術後

骨折端如果解剖對位，2周負重行走；骨折端

功能對位，4～6周負重行走；粉碎性骨折，8

周負重行走。定期復查X線片，孟氏架組一般

術後8周拆除孟氏架，兩組根據骨折癒合情況

取出內固定物。 

2.4  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7.0統計軟

體處理資料，計量資料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 x±s）表示；2組患者年齡、手術時間、術

中出血量、住院天數、臨床癒合時間的比較採

用t檢驗；性別、骨折分段、優良率的比較採

用χ2
檢驗；檢驗水準α=0.05。 

3  結果 

3.1  2 組手術時間及住院天數無明顯差

異，但術中失血量髓內釘組明顯多於孟氏架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 2  2 組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住院天數及住院費用比較 

組別 手術時間/min 術中出血量/mL 住院天數/天 

孟氏架組 50.22±13.14
1）
 18.44±8.47

2）
 12.78±5.27

1）
 

髓內釘組 54.41±15.06 109.71±33.28 13.65±6.30 

注:與髓內釘組比較，1）P>0.05；2）P＜0.05。 

3.2 2 組下地負重時間無明顯差異，但骨折臨床癒合時間對比，孟氏架組明顯少於髓

內釘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臨床療效採用 Johner-Wruhs 脛骨幹骨

折評定標準
[2]
進行評定，兩組對比，優良率接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見表 3。 

3.3  

表 3   2 組下地負重時間、骨折臨床癒合時間及療效比較 

療效評價 
組別 下地負重時間/周 骨折臨床癒合時間/周 

優 良 中 差 優良率 

孟氏架組 3.84±1.37
1）
 12.87±1.60

2）
 32 5 4 0 90.24﹪

3）
 

髓內釘組 4.18±1.53 17.09±3.36 34 6 3 1 90.91﹪ 

注:與髓內釘組比較，1）P>0.05；2）P＜0.01；3）P>0.05。 

 

2.3 2 組併發症比較  2 組患者隨訪時間

8～24 個月，平均（12.56±1.53）個月。孟

氏架組與髓內釘組均有 2例傷口感染，經換藥

及抗感染治療後均治癒。孟氏架組有 1例出現

克氏針及外支架鬆動，但 TEN 無移位，經調整

外支架固定後骨折端未出現再移位；髓內釘組

未出現內固定物鬆動。髓內釘組有 1例出現骨

不連，經動力化後患肢做部分負重訓練，3個

月後骨折癒合；孟氏架組未出現骨不連。兩組

的併發症總發生率分別為 7.3%和 6.8%，經比

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 

表 4   2 組併發症比較（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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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例數 感染 固定物鬆動 骨不連 總發生率/% 

孟氏架組 41 2(4.9%) 1(2.4%) 0(0) 7.3
1）
 

髓內釘組 44 2(4.5%) 0(0) 1(2.3%) 6.8 

注:與髓內釘組比較，1）P>0.05。 

4 討  論 

4.1 常見的治療方法  脛骨幹骨折是臨

床上常見的骨折，有多種治療方法，其中傳統

手法復位小夾板或石膏外固定或跟骨牽引治

療，其固定時間長，不利於功能鍛煉。單側多

功能外固定器固定，屬於偏心固定, 易出現骨

折再移位及針眼感染等。對於鋼板螺釘固定，

其固定可靠，但也存在創傷較大、骨折癒合慢

等不足。目前臨床上大多採用交鎖髓內釘固

定，研究發現
［3］

其具有通過中軸線固定的特

點，使骨折端受力均勻，抗折彎、抗旋轉性和

剪切應力得到提高；另外，張兵辰
［4］

的研究

表明閉合復位較切開復位具有明顯的優勢，其

保留骨膜的完整性和充足的血供，有利於骨折

的早期癒合。近年來，骨折的治療提倡以保護

血運為主，不剝離骨折端的骨膜和軟組織，不

強求解剖重定，提倡閉合復位和功能復位，即

生物的、合理的接骨術觀點(BO)，並提出各種

微創術式。基於以上認識，我們採用孟氏架結

合TEN治療成人脛骨幹骨折，該療法克服了外

支架偏心固定的缺點，結合了孟氏架彈性固定

和TEN軸心固定的優點，不僅固定牢靠，而且

創傷更小、骨折癒合更快，並可避免二次手

術。 

4.2 孟氏架的特點  孟氏架
[5]
，是中國中

醫科學院骨傷研究所孟和教授根據生物力學

原理發明的一種骨折復位固定器，其基本結果

可分為兩部分：軸向牽引加壓部分和橫向重定

固定部分。軸向部分是主體機構，它有兩根可

調支撐杆與兩個半環形托板連接而成。一端永

螺母固定，另一端用伸縮螺母連接。在半環形

托板上的滑槽中各裝置一對克氏針插座。當同

步旋動兩個可調螺母時，固定在與其相連的托

板上的克氏針將隨之軸向移動。橫向部分是附

加結構，它由兩個其上各裝有多個可調加壓板

的滑軌用L行鉤套接在支撐杆上。它的設計完

全符合外固定器的設計和使用要求。 

4.3 TEN的特點  TEN
[6]
的動力學原則基

於骨折周圍環形的肌肉包繞，以及利用鈦合金

良好的彈性恢復力，兩者相互平衡使得骨折端

恢復到解剖位置，同時由於彈性材料品質的優

點及平衡的插入結構，使得骨折端具有抗彎

曲、抗旋轉及軸向和橫向的穩定性。TEN的固

定治療具有創傷小、操作簡單、復位滿意及併

發症少等特點，是近年來國際流行的一種治療

兒童長骨骨折的方法，對於兒童脛骨骨折
[7]
，

應用TEN取得滿意的療效，但在成人脛骨骨折

的臨床應用較少。 

4.4 本療法的優點   

4.4.1 符合生物力學要求  TEN具有良

好的彈性，可在針與脛骨幹側壁接觸處產生

“壓力”，通過“六點支撐”起到“內夾板”

固定作用；結合孟氏架對骨折端起牽引或加壓

固定，可控制骨折端的內外成角、短縮和旋轉

移位；二者有機結合，內外固定，使骨折端相

對穩定，可早期功能鍛煉。本法微創，不剝離

骨膜，更不破壞髓腔的微循環，最大程度地保

護血供，為骨折癒合提供良好的生物環境；且

安裝孟氏架的上下兩枚克氏針遠離骨折端，對

骨折端的血運不產生干擾。另外，孟氏架及髓

內針固定屬非堅強內固定，避免應力遮擋，它

既可使骨折端獲得較好的對位、對線，又可在

術後早期功能鍛煉及部分負重行走時骨折端

有微小活動，使骨折端不斷產生軸向應力刺

激，為骨折癒合提供了最佳生物力學環境，加

速細胞的新陳代謝，促進新骨生成，從而加速

骨折早期癒合。本組平均骨折癒合時間為

（12.87±1.60）周，均有較多的骨痂生成。 

4.4.2 操作簡單  本法建立在手法整複

基礎上，通過鉗夾輔助復位，使難複性骨折閉

合復位變得簡單易行，大大擬補了單純手法整

複之不足，從而避免了切開復位。復位後僅自

膝關節前內、外下方各送入一枚TEN，並在脛

骨兩端平行膝、踝關節穿入兩枚克氏針即可，

操作極為簡單，手術時間較短，臨床醫師經培

訓後很快就會掌握要領。且所有內外固定均經

皮操作，骨折癒合後內外固定去除簡單，即使

取出TEN也是局麻下即可，而交鎖髓內釘在骨

折癒合後取釘仍需在硬腰聯合麻醉下進行。 

4.4.3 美觀  該療法屬於微創手術，術後

僅留數個針眼大小的手術疤痕，若不仔細觀察

還難以發現，對於追求美觀的患者特別適合。 

4.5 常見的併發症   

4.5.1 針道感染  穿針外固定療法產生

的針眼疼痛和感染問題，我們詳細分析其產生

的原因
[8]
，主要是克氏針鑽入骨質時高速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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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周圍組織燙傷、針眼無松解張力過大及護

理不到位等原因，並已提出對策，控制電鑽轉

速，進行針眼松解及加強術後針眼護理，力爭

將併發症降低到最少。本組32例中，僅1例因

患者術後自行回家，針眼護理不到位，出現針

眼周圍皮膚壞死、針道滲液，經應用抗生素及

加強換藥等處理後治癒。 

4.5.2 克氏針鬆動  因為克氏針本身沒

有螺紋，術後在功能鍛煉、自身肢體移動、翻

身或碰撞等，均可能引起克氏針鬆動。本組有

1例出現克氏針左右移動，支架伴隨移動，但

由於脛骨幹有TEN髓內固定，從而避免骨折端

再移位。 

綜上所述，將TEN內固定結合孟氏架外固

定治療成人脛骨幹骨折，符合生物學固定原

則，結合了孟氏架彈性固定和TEN軸心固定原

理，具有操作簡單、固定牢靠、微創、美觀、

骨折癒合快及功能恢復好等優點，且併發症

少，臨床療效滿意，在治療成人脛骨幹骨折方

面值得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略） 

————————————————————————————————————————— 

 

淺談痛風的臨床研究創新 

王仁發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痛風是一種代謝紊亂造成的內在疾病，在

臨床表現為高尿酸血症伴痛風急性關節炎，經

常發作。痛風在中醫學屬於“痰火毒”、“白

虎節”病，由於人體的肌表、經絡遭受風、寒、

濕、熱之邪的侵襲，使氣血經絡被外邪閉阻引

起關節紅腫、熱痛畸形等，總之急性屬風、寒、

濕熱。慢性關節時間長、有痰、瘀、氣血兩虛、

肝肾兩虧，出現四肢、面部有浮腫、畸形等。 

治療初起應疏散寒濕，久痛久病入血，化

熱傷陰，要以養血、活血、化痰、解毒、清泄

治之，雖然部位有腫、紅、熱，但主要還是因

寒邪入侵經絡而起，病位在關節和經絡，毒邪

的侵犯與寒邪相對認結成熱和結成痰，使致血

運行失常。當使用西藥，反而用量加大，對胃、

肝、腎的傷害，而且依賴也會增大。後患無窮。

中草藥就大有不同，先健脾胃和中清熱解毒、

涼血活血、舒肝、保肝、補腎益氣、通經活絡，

提高自身免疫能力，抗病能力。 

治療藥用精選： 

蘿芙木、蛇頭草、番石葉、生地、生石

膏、六月青、山茱萸、丹參、茯苓、澤瀉、繡

花針、茜草、山藥、桑接生、钩藤根、小占、

入地金牛、馬尾結、龍骨風、無根藤、威靈仙、

豨薟草、毛冬青、秦艽、木瓜、防己、防風、

白術、蒼術、知母、柴胡、盤龍生、二活、牛

膝、桂枝、桔梗、郁金、山霸王、路路通、半

楓荷、鵝馬黃、土人參（奶參）、野靈芝、青

風藤、黃芪、黨參、皂角刺、細辛、老松節、

八月紮、大貝母、夏枯草、制南星、制半夏、

千斤拔、黃花倒水連。 

後期加補肝腎的藥：龜板、枸杞、淫羊藿

等，痰結加制南星、制半夏、大貝母等。 

體虛，盤龍生、野靈芝、土人參（奶參） 

加減： 

1、氣血兩虛患者，應補腎益氣，活血解

毒利尿，健脾胃。 

黃芪、土人參、丹參、秦艽、姿草、豨薟

草、鵝馬黃、蛇頭草、知母、小占、盤龍生、

澤瀉、茯苓、繡花針、穿破石、青風藤、龍骨

風、千斤拔。水煎服，兩天一劑。 

2、紅、腫、痛患者：清熱祛濕、通經活

絡、消炎、解毒止痛、健胃消食。 

繡花針、入地金牛、小占、馬尾結、靈仙、

二活、秦艽、防風、防已、生石膏、生地、茯

苓、牛膝、老松節、豨薟草、木瓜、蛇頭草、

毛冬青、鵝馬黃、澤瀉，水煎服，兩天一劑。 

3、寒濕：通經活血活絡、除濕、健脾胃、

消炎補陰虛。 

桂枝、牛膝、羌活、丹參、桑接生、蒼術、

秦艽、防己、防風、  小占、入地金牛、豨薟

草、半楓荷、茯苓、蛇頭草、龍骨風、馬尾結、

路路通、搜山虎、毛冬青、盤龍生、野靈芝，

水煎服，兩天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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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痛逐瘀湯聯合西藥 

治療骨折後下肢深靜脈血栓36例療效觀察 

游玉權  許超塵  黃志培 黃秋萍 

（泉州市正骨醫院內科） 

 

下肢深靜脈血栓多發生於各種手術後、慢

性病長期臥床以及因多種原因造成肢體活動

受限的人群，好發於下肢，是血管外科常見

病，也是下肢骨折及術後常見併發症，嚴重者

血栓脫落造成肺栓塞，危及患者生命。下肢深

靜脈血栓臨床表現主要為患肢腫脹發熱，沿靜

脈走向可能有壓痛，並可觸及索狀改變，淺靜

脈擴張並可見到明顯靜脈側支迴圈。我院為骨

科轉科醫院，骨折病人多，骨折後臥床時間較

長，故常有骨折後或是手術後發現下肢腫脹的

患者，經彩超等檢查證實發生了下肢深靜脈血

栓，均予積極中西結合治療，取得較好的臨床

療效，現總結如下： 

1  臨床病例資料分析 

72例患者均為我院2002年至2011年住院

患者，其中男34例，女38例，單側65例、雙側

7例，按就診順序分為兩組各36例。中西藥組

（治療組）男15例、女21例，年齡平均(58 ± 

8.3) 歲。西藥組（對照組）男19例、女17例，

年齡平均( 56±7.9) 歲。均有下肢腫脹、疼

痛，間歇性跛行等症狀。均排除凝血功能障礙

及肝腎功能不全、胃及十二指腸潰瘍、嚴重高

血壓病、嚴重腦血管疾病患者。 

2  治療方法 

一般治療：臥床抬高患肢超過心臟水

準，直至水腫及壓痛消失。絕對臥床休息，以

免栓子脫落，阻塞重要臟器危及生命。 

藥物治療：兩組均口服華法林2.5mg（晚

上20：00左右服用），1 日1 次。低分子肝素

鈉5000IU  ih  qd。5天監測一次凝血時間，

並調整華法林用量，使部分凝血活酶時間

(APTT)2 倍於對照值為調整指標（INR2.0－－

2.5），以後停用低分子肝素。如有高脂血症

者可加用高脂藥治療。中西藥組在西藥基礎上

加用身痛逐瘀湯口服：紅花10 g，桃仁10g，

乳香6 g，沒藥6 g，五靈脂10 g，香附12 g，

獨活15 g，地龍10 g，川牛膝20 g，當歸15 g，

川芎15 g，甘草6 g。若肢體腫脹較劇、按之

凹陷、皮膚光亮者，加用威靈仙、桑枝。若見

肢體青紫腫脹，固定性劇烈疼痛者，可加用水

蛭。水煎服，日一劑。治療3 周後評判療效。 

3  療效標準 

參照《實用內科學》
［1］

。痊癒：彩色多

普勒檢查下肢閉塞的靜脈複通，下肢腫脹消

失，且麻木、畏冷、間歇性跛行、靜息痛等症

狀消失。顯效: 彩色多普勒檢查下肢閉塞的靜

脈血栓縮小50%以上，腫脹未完全消退，治療

前、後小腿周徑之差大於等於2cm，麻木、畏

冷、間歇性跛行、靜息痛等症狀消失。好轉: 彩

色多普勒檢查下肢閉塞的靜脈血栓縮小30% 

～ 50%，腫脹未完全消退，治療前、後小腿周

徑之差小於2cm，麻木、畏冷、間歇性跛行、

靜息痛等症狀消失。無效: 彩色多普勒檢查下

肢閉塞的靜脈血栓縮小30% 以下，腫脹及臨床

症狀無明顯減輕。 

資料採用SPSS12．0進行統計，用χ
2
 檢

驗，P ＜0.05表示具有顯著性差異。

4  治療結果 

兩組療效見表1。 

      表1        2組臨床療效觀察比較   例（%）            

組別    例數      治癒      顯效     好轉  無效   愈顯率 

中西藥組   36       21            11           3        1     （88.89%）△ 

西藥組   36       16      6       11       3    （61.11%） 

注: 與西藥組比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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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良反應：兩組用藥後各有一例患者

出現谷丙轉氨酶輕度升高，經予聯苯雙酯口服

後復查正常，餘腎功能、血尿常規等檢測項目

均正常， 未見過敏、皮膚黏膜及其他部位出

血，未見其他不良反應。 

6  討論 

Virchow 早在1856 年就歸納了促發靜

脈血栓形成的因素包括:靜脈內膜損傷、靜脈

血流淤滯及高凝狀態。骨折病人因骨折與創傷

可引起機體一系列的變化，促使血栓的形成，

加上手術影響、骨折後較長期臥床等，故深靜

脈血栓是常見併發症。 

中醫認為，濕、 熱、 瘀、 虛是血栓形

成的主要病理基礎，瘀血是主要致病因素，特

別是骨折後氣滯、血瘀於靜脈之中，瘀血阻

絡、水津外溢、聚而為血瘀氣滯，氣血運行不

暢，不通則痛，故見肢體疼痛。肢體損於外，

則氣血傷於內，形傷腫，氣傷痛，故見腫脹疼

痛；氣不化津，濕邪粘膩，流注肢體關節，則

發為肢體關節腫脹。 

現代醫學對深靜脈血栓主要採取保守治

療和介入治療
［2］

，其中保守治療主要選用溶

栓藥物如尿激酶、華法林、肝素等靜脈點滴或

推注；手術介入治療，即經健側股靜脈途徑在

下腔靜脈內放置濾器，然後將導管從健側或 / 

和患側入路插至病變處，進行持續溶栓取栓，

必要時行球囊擴張血管成形治療 雖該療法可

預防肺栓塞的形成，但投入臨床時間不久，遠

期療效及遠期併發症都不可知，且手術風險

大，費用昂貴，放置的濾器容易發生移位或嚴

重傾斜或展開不良等情況。故很多臨床患者還

是首先保守治療。且中西結合治療效果較好，

且在治療過程中未發現肺栓塞等嚴重併發症。 

身痛逐瘀湯系清 ·王清任 《醫林改錯》 

之方。方中桃仁、紅花活血化瘀為君藥；五靈

脂、 沒藥、 香附活血行氣為臣；羌活、 秦

艽祛風勝濕；川牛膝，甘微苦，平，入肝腎經，

取其活血祛瘀，補益肝腎，強筋健骨，兼祛風

濕之功效，合用地龍舒筋利血脈；重用當歸，

取其養血活血，補中有動，行中有補，本草正

謂其誠血中之氣藥，亦血中之聖藥也 ；又重

用川芎以活血行氣，散風止痛，且現代藥理學

研究證實川芎嗪對已形成的凝聚塊有解聚作

用
［3］

；甘草調和共為佐使。 全方具有活血祛

瘀，通經止痛，除濕消腫之功。威靈仙、 桑

枝祛風濕、 通經絡、 止痹痛。水蛭潛水而居，

為吸血之物，入肝經血分，為破血逐瘀要藥，

蟲性善走竄，能逐瘀血，通經絡，且現代藥理

學研究證實，水蛭尚有溶栓作用，故臨床配合

使用療效甚佳。周亞偉
［4］

等也通過實驗發現

“身痛逐瘀湯”對老鼠體外抗血栓作用顯著。 

低分子肝素與華法林重疊應用幾後， 單

獨使用華法林6個月是治療深靜脈血栓的傳統

方法
［5］

低分子肝素是通過亞硝酸分解強化普

通肝素而成，具有顯著的抗 Xa 和抗a 因數活

性， 可通過抑制凝血酶的生成發揮作用， 且

對血小板功能影響較小，被認為是有效預防及

治療血栓的藥物。華法林主要通過干擾凝血因

數 Ⅱ、Ⅶ、Ⅸ、Ⅹ和蛋白 C、蛋白 S的羧基

化 ,使新合成的因數不具有生物功能，從而達

到抗凝、預防血栓形成的目的。 

採用身痛逐瘀湯用以治療深靜脈血栓，

正如王清任所說身痛逐瘀湯能使周身之氣通

而不滯，血活而不瘀，氣通血活，何患疾病不

除。且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身痛逐瘀湯可使

下肢靜脈血管擴張，改善其微循環，加強組織

的有氧代謝，使炎症滲出及水腫等症狀得到改

善，配合西藥華法林、低分子肝素可克服中藥

起效較慢，血凝時間較難於到達治療目標的缺

點。通過中西醫治療，臨床療效顯著，可幫助

患者及時解除病痛，避免了手術帶來的風險和

經濟負擔。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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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結合中藥治療足跟痛 

施建中 黃全福 

（南安市醫院） 

 

 

跟痛症是以足跟部疼痛，影響站立及行走

為主要症狀的症候群。中老年人為多見。多由

蹠腱膜炎、跟脂肪墊病變、跟骨滑膜炎、跟骨

高壓症、根骨骨刺、神經卡壓等原因引起。臨

床常用激素加局部封閉治療，雖然療效尚佳，

但容易復發，且副作用多，筆者自 2011 年以

來，根據中醫理論，以手法配合中藥內服，外

洗治療 63 例，療效滿意。現報導如下： 

1.臨床資料 

  本組 63例，均為門診病人，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45例；年齡最小者 42歲，最大

者 75歲；平均年齡 58.5 歲。疼痛時間最短 2

個月，最長 3年餘；單側足跟痛 38例，雙側

足跟痛 25 例。症見行走時足跟痛，以起步行

走時為甚，待步行一段時間或活動片刻後症狀

會有所減輕。全部病例均經 X線攝片檢查。其

中 42例為跟骨骨刺形成，其餘未見異常。來

診前多數患者曾口服過中、西藥物或用過局部

封閉等方法治療，療效均不滿意。 

2 治療方法 

2.1 手法治療：患者取仰臥位，暴露患

足。醫生先用拇、食指點按足三裏、陰、陽陵

泉、承山、三陰交、太溪、昆侖等穴各 0.5

至 1 分鐘，再用拇指指腹置足跟內外側緣及足

底的壓痛點，反復進行推揉各約 1至 2分鐘。

接著再對申脈，湧泉，金門等穴點按各 0.5

至 1 分鐘；最後以輕柔的手法按揉腓腸肌至足

跟 3-5 次。推拿的力量要適中；每日治療 1

次；6次為 1 療程；休息 2天后進行第二療程，

最長治療 3個療程。 

2.2 中藥內服：以自擬方組成：杜仲 9

克、川斷 9克、獨活 9 克、牛膝 18克、白芍

12 克、補骨脂 15克、丹參 15克、雞血藤 18

克、元胡 12克、甘草 6克；肝腎虧虛者加淮

山 15克、丹皮 12 克、澤瀉 12 克、熟地 15

克；腎陽虛者加山茱 15克、仙靈脾 15克；濕

熱者加木瓜 12 克、蒼術 12 克。上方每日 1

劑煎服，煎 2 次，早晚分服。 

2.3 中藥熏洗，取內服藥渣加透骨草 20

克、五加皮 20克、威靈仙 20克。加水 3000ML，

煎沸 15分鐘後，再加入高度白酒 50克、白醋

50 克，先薰蒸，待水溫降至 50度左右浸泡患

足；每次 30 分鐘，每日 2次。6 天為一療程。 

3 療效標準與結果 

3.1 療效標準  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

佈的« 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 （1）為主要

參考。治癒：症狀完全消失，功能恢復正常；

顯效：疼痛明顯減輕，行走無影響；好轉：疼

痛稍減，行走仍有困難；無效，治療前後症狀

無改善。 

3.2 結果：所有患者均治療 1-3 個療程。

其中治癒 45例；顯效 7例；好轉 11例；無效

0例；治癒及顯效率為 83％  總有效率 100

％ 。 

4 討論 

本病症屬中醫的痹症範疇。足跟為腎經分

佈之處；因勞累過度，且人過中年，腎脈多虛，

易受風寒濕邪侵襲；邪氣閉阻於足跟，氣血凝

滯不通，使筋骨失養而發病。 故跟痛症當屬

本虛標實之症。本療法的口服中藥方中杜仲、

川斷能強健筋骨、通利關節。獨活、牛膝性下

行，善治下半身疼痛。白芍 、補骨脂滋陰養

血，補精益髓。元胡 、丹參 、雞血藤 能通

筋行淤止痛。甘草為調和諸藥而用；是以該方

能使肝腎得補，氣血得行，血脈得通。傳統療

法手法按摩和中藥熏洗的作用，能使局部微血

管擴張，豐富血運，藥力從皮膚滲透直達病

所，且白酒 白醋具有活血散結之功，從而起

到了疏通經絡，活血化瘀，增強消炎止痛的功

效。因此本療法用於治療足跟痛，確實能起到

解除病人痛苦，提高生活品質的作用。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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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方活命飲在小兒骨關節感染早期的應用 

蔡秀英  鐘黎娟  李炳鑽 

(泉州市正骨醫院) 

 

 
2010 年 3 月 2013 年 1 月期間，筆者採

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兒童骨關節感染 16 例 

療效滿意。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32 例均為我院住院患者 隨機分為 2 組 

治療組 16 例：男 10 例，女 6例；年齡 8個

月～12歲，平均年齡 8.5 歲；病程最長 56d，

最短 5d，平均病程 24d；對照組 16 例，男 9

例，女 7例；年齡1.5歲～11歲，平均年齡 7.4

歲；病程最長 48d，最短 3d，平均病程 26d；。

2 組一般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

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標準 

⑴急性起病，局部疼痛，全身不適，寒戰

發熱，高熱，可達 40-41℃，汗出而熱不退，

倦怠食欲不振，甚至有噁心嘔吐，肢體搏動性

疼痛加劇，不能活動，被動活動可引起劇烈疼

痛。⑵實驗室檢查，可見血象明顯升高，白血

球可達 3 萬以上，血沉增高，C反應蛋白增高，

血培養陽性；⑶X線片可見關節囊腫脹，關節

間隙增寬，幹骺端處有模糊區和明顯的骨膜反

應，並可見軟組織腫脹的陰影。 

2 治療方法 

2.1 對照組  

選用敏感抗生素根據每公斤體重計算藥

量及並根據藥物半衰期給藥靜脈滴注。 

2.2 治療組 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中

藥辨證治療，疾病早期膿未成者用仙方活命飲

加減，仙方活命飲加減藥物組成：金銀花

9-15g，防風 4-6g，白芷 4-6g，當歸 4-6g，

陳皮 4-6g，赤芍 4-6g，白芍 4-6g，貝母 4-6g，

天花粉 6-10g，乳香 4-6g，沒藥 4-6g，穿山

甲 5-10g。 

2 組均以 30d 為 1 個療程，1 個療程後

觀察療效。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判定標準：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
⑴
之慢性骨髓炎

(附骨疽)的療效評定標準。1 治癒：患者全身

症狀和局部腫痛消失, 潰後瘡口癒合, X線攝

片示無死骨存在, 骨髓腔溝通, 1 年以上不

復發者。2 好轉：全身症狀改善, 腫痛減輕, 

瘡口基本癒合, X 線攝片示死骨逐漸修復。3 

未愈：全身症狀及局部症狀未能得到控制, X 

線攝片示病灶繼續發展。 

3.2 治療結果 治療組 16 例， 痊癒 10

例， 顯效 4例，好轉 2 例，無效 0 例，痊癒

率 62.5%，總有效率 87.5%；對照組 16 例，

痊癒 9 例，顯效 4 例，好轉 2 例，無效 1

例，痊癒率 56.25%，總有效率 81.25%。2 組

痊癒率、總有效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治療組療效明顯高於對照組。 

4 討論 

骨關節感染屬中醫骨癰疽範疇，是指因外

感六淫或餘毒流注或勞損於內而致經絡阻

塞，氣血凝滯，鬱而化熱，腐蝕筋肉骨骼，引

起骨或關節破壞、攣縮、功能受限等病損的一

類疾病。中醫認為骨癰疽的發生及其病理變化

與機體的氣血、臟腑、經絡等功能強弱有密切

關係。當機體氣血充足，臟腑壯實，經絡通暢，

即使發病，其病理損害也較輕淺，且也不易傳

變；反之則損害嚴重，變化迅速。其概括起來

主要有以下六點病因病機：餘毒流注筋骨關節

而發病；外感六淫客於肌腠、筋骨、關節，鬱

而化熱，熱腐筋骨而發病；筋骨損傷，邪毒可

直竄入骨，借傷發病；七情內傷，正氣內虛，

抗病邪能力減弱，邪毒不能外散內消，深竄入

骨而發病；飲食不當，內傷脾胃，濕熱火毒內

生，流注筋骨、關節而發病；房室勞傷，肝腎

虧虛，筋骨不固，邪毒乘虛入筋注骨而發病。

仙方活命飲中重用金銀花，甘寒清輕，功善清

熱解毒，既能清泄清氣，且能清解血毒，且具

芳香透散之性而助消癰散結，為治一切陽證癰

瘡腫毒之要藥。當歸尾、赤芍活血通滯和營；

乳香、沒藥散瘀消腫止痛；陳皮理氣行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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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消腫止痛，五藥合用以調暢氣血，通行祛

滯，使經絡氣血通暢，則邪氣無滯留之所，共

為臣藥。白芷、防風辛散疏風透邪，散結消腫，

使邪從外透解，且能透達營衛，配合當歸尾、

赤芍暢行營衛，有助於癰腫的消散；穿山甲、

皂角刺走竄行散，通行經絡，透膿潰堅，解毒

消腫，且引藥直達病所；浙貝母、天花粉清熱

化痰散結，內消腫毒，均為佐藥。甘草清熱解

毒，和中調藥；加酒同煎，借其通行周身，助

藥力直達病所，使邪盡散，均為佐使之用。諸

藥合用，共奏清熱解毒，消腫潰堅，活血止痛

之效，用之可使熱清毒解，氣行血暢，則腫消

痛止。現代醫學研究發現仙方活命飲水煎醇對

金黃色葡萄球菌、乙型鏈壞菌有抑制作用，具

有啟動和增強機體免疫功能以及鎮痛的作用
⑵
。對於兒童骨關節感染患者單純西醫治療往

往需要長療程的抗生素靜滴治療，而兒童因機

體功能稚嫩，可選用的抗生素較為局限，且長

時間用藥經常可引起菌群失調而出現併發

症，中醫藥的介入治療，可有效減少抗生素應

用的療程，減輕其對患兒所產生的毒副作用，

且中藥可隨機辨證使用，在祛除外邪的基礎

上，配合一些扶正的藥物，使祛邪而不傷正，

促進機體功能的恢復、疾病的痊癒。
參考文獻（略） 

----------------------------------------------------------------------------------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和治療 

謝登崗 

安溪縣中醫院 
 
 

腰椎間盤突出為一種較古老的疾病。
1742 年有人看作是骨折，1929 年 Dandy 在
兩例由硬膜外椎間盤碎片引起的橫行性壓
迫的患者身上，進行手術，解除了坐骨神經
痛的症狀。此後，即確定了腰椎間盤突出可
引起的坐骨神經痛這一概念。目前，其症狀
也主要表現為根性坐骨神經痛。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病因有腰椎間盤退
行性變 、損傷、遺傳因素、妊娠等。主要
是腰椎間盤組織在退變基礎上因暴力外傷
或者累積性勞損使腰椎間盤在炎性變基礎
上發生突變、遲緩或瞬間大量髓核在連同纖
維玻璃樣軟骨突向椎管位於中央或側旁，不
同椎間系壓迫硬膜囊擠壓神經根造成椎管
內容積減小而狹窄，引起一系列病理變化。
臨床表現為腰痛、間歇性跛行、馬尾功能障
礙、下肢多根脊神經受累等綜合症狀。 

診斷標準：  
1.有損傷史及腰痛伴下肢放射痛，小腿

部分麻木痙攣及跛行，咳嗽或用力時症狀加
重。 

2.腰部或下肢活動受限，脊柱生理彎曲
改變，前凸消失，反張，側彎。 

3.腰椎偏歪的棘突旁壓痛或叩擊痛伴
下肢放射痛。 

4.步態：體前傾、臀歪、跛行。 
5.拉塞格氏征陽性、克尼格氏征陽性、

直腿交叉試驗陽性。 

6.膝腱、跟腱反射減弱、拇趾背伸力減
弱、神經系統感覺異常、肌力下降、反射異常。 

7.平臥挺腹試驗陽性、屈頸試驗陽性、
咳嗽征陽性。 

8.X 光線平片，可見患椎棘突偏歪，椎間
隙後寬前窄，或椎間隙變窄，有的椎緣增生，
脊椎側凸，前凸消失並排除其他疾病外。 

9.椎管造影示腰間盤突出。 
10．CT 掃描或磁共振，可見腰椎間盤脫

出陰影。 
以上具備 1~7 項者可診斷，第 8 項作鋪

助診斷，單獨第 9 項或第 10 項可診斷。腰
椎間盤突出症分型較多，一般可分為中央
型、側旁型、混合型、游離型等。發病年齡
一般在 20~50 歲，占發病人數 80%左右，20
歲以下發病人數較少，約占 6%，男女之比
4~6：1。依據症狀體征，及 X線片作出診斷，
並經手術證實者符合率 90%以上，脊髓造影
符合率 85%~90%， CT 掃描符合率可達
80%~85%，磁共振成像符合率更高，可達
85%~90%。  

椎間盤突出的症狀：  
1.腰痛占 91%；  
2.坐骨神經痛：見於 L4-5，L5-S1 占

97%； 
3.股神經痛：見於L2-3，L3-4占 5%以下； 
4.馬尾神經受壓占 0.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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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臨床診斷要點 
腰椎 

間隙 
受累神經 

過敏或 

麻木區 
疼痛部位 肌力減退 張力試驗 

腰 3、4 腰 4 
大腿和小腿

前內側 

骶髂部、髖部大

腿外側和小腿

內側 

伸膝肌力減弱 
股神經牽拉試驗

陽性 

腰 4、5 腰 5 

小腿前外側、

足背內側和

拇趾 

骶髂部、髖部大

腿後側和小腿

外側 

脛前肌、腓骨

長、短肌、拇長

肌無力、足下垂 

直腿抬高試驗陽

性 

腰 5、 

骶 1 
骶 1 

小腿下 1/3 後

外側、外髁、

足底外側和

外側二小趾 

骶髂部、髖部大

腿外側，小腿後

外側、外髁和足

底外側 

小腿三頭肌和

趾曲肌無力 

直腿抬高試驗陽

性 

中央型腰椎間盤突出症的定位診斷 
突出部位 多見於腰 4、5或腰 5骶 1椎間盤 

受累神經 馬尾神經 

過敏或麻木區 腰背部、雙側大腿、小腿後側，足底，會陰部 

疼痛部位 腰背部，雙側大腿，小腿後側 

肌力改變 肛門和膀胱括約肌無力 

反射改變 跟腱反射、肛門反射減弱或消失 
 
鑒別診斷 
與腰痛為主要表現疾病鑒別： 
1、腰肌勞損和棘上韌帶、棘間韌帶損

傷； 
2、第 3腰椎橫突綜合症； 
3、椎弓根峽部不連與腰椎滑脫症； 
4、腰椎結核或腫瘤； 
與腰痛伴坐骨神經痛的疾病鑒別： 
1、神經根及馬尾腫瘤； 
2、椎管狹窄症；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治療： 
1.一般治療：對可疑或確診為腰椎間

盤突出症者，應絕對臥硬板床休息，每天
不少於 18 小時，這是治療的關鍵，對減輕
症狀和減低腰椎間盤的壓力，促進腰椎間
盤的回縮或回納起一定作用，有部分病人
休息後就自然轉歸。 

2.牽引治療：是非手術適應症者較理
想的治療方法。牽引方法有三種：1.仰臥
位平面牽引；2.立式牽引；3.旋轉式液壓
多功能牽引。三種牽引各有其特點，第一
種牽引病人半空腹、排空二便，牽引力為
體重 30%至超體重 10%之間，每次牽引
10-40 分鐘，重量慢慢加重，牽引力消除
後，病人原處休息 5 分鐘後把病人移到平
板擔架，移至病床上休息 2 小時以上。第
二種方法臨床上少用。第三種方法比較常
用，具體方法如下：病人平仰臥于牽引床
板上休息 2 分鐘，綁好固定帶，調節牽引
力，依據病人年齡、體質、胖瘦、症狀輕

重而定，一般開始時牽引力為 25kg，牽引
時間 20分鐘，以後慢慢加重至自身體重或
超過體重 10%，時間為 30-60 分鐘，每日
一至二次。牽引是利用外力使突出的腰椎
間隙增寬，產生負壓，讓突出的椎間盤回
納或回縮，從而達到減輕或消除腰椎間盤
突出壓迫症狀。 

3.針灸理療：患者俯臥位元，局部常
規消毒，取雙側腰椎間盤脫出穴即患椎旁
開 3 寸或 1 寸或 0.5 寸，向椎體斜刺 45
度至 60度或直刺 1.5-2.0 寸，得氣後行提
插撚轉手法，令針感傳到下肢似觸電樣傳
導到趾間或足跟部為好，配穴：環跳、次
髎、委中、陽陵泉、承山、昆侖、太沖等，
留針 40分鐘，可加電針刺激，脫出部位加
TDP 照射，每次 40 分鐘。每 10 天為一療
程，每療程間休息三天，進行第二療程治
療。 

4.推拿治療：臨床一般採用四種推拿
方法，1.旋轉復位法；2.搖櫓復位法；3.
腰後伸按法；4.直腿抬高法。這四種方法
可同時使用，也可選擇使用，可一次性完
成亦可分次完成。應根據患者的耐受程度
因人而異。對中央型雙下肢酸痛，應雙側
治療。10天為一療程，休息 2天，再進行
第二療程。推拿治療前可加腰椎突出部位
加梅花針、拔火罐，每 3天一次。推拿治
療時應掌握好力度和選擇適應症，對不能
適應做推拿的病人慎用，對治療 2 個療程
後無明顯好轉，應採用其他方法治療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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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牽引等。 
5.針刀療法：讓病人俯臥，患側下肢

儘量伸直在突出部位的壓痛點、棘上韌
帶、橫突處取穴，常規消毒後，刀口線與
縱軸平衡，直達病所，切開松解，儘量消
除神經根受壓。針刀手術後，要做按摩、
推拿、扳法等手法，松解神經根受壓達到
治療效果。每週 1 次，3 次為一療程，可
配合常規方法治療，提高療效。 

6.硬膜外腔封閉：經過牽引、針灸、
理療、推拿等治療後症狀未見明顯減輕者
依據適應症可進行硬膜外腔封閉。方法：
經 L4.5 棘突間隙、硬膜外腔置入導管，經
導管給藥或行骶管直接穿刺給藥。用藥配
製為：氫化潑尼松 125mg+2%利多卡因
5ml+Vit B12 0.5mg。每週 1次，一般注射
3 次。推注藥物要快速，藥物注射後囑患
者端坐 30 分鐘，以增加藥物在下腰部硬膜
外腔的濃度，提高療效，消除局部炎症性
水腫，肌張力增強，使突出部位椎間盤回
納，達到治療目的。骶管衝擊療法：藥物：
2%利多卡因 5ml+曲安縮松 40mg+Vit B12 
0.5mg+NaHCO3 10ml 慢慢從骶管推進然後
用 0.9%NS 100~150ml 10 分鐘之內推完，
每十天一次，三次為一療程。 

7.藥物治療：上述方法治療的同時可
加藥物治療。中藥多採用散風祛濕、活血
化瘀、舒筋止痛類藥。常用有伸筋丹、大
活絡丹、複方丹參片、舒筋活血片。中藥：
獨活寄生湯加減。疼痛明顯者可口服消炎
痛、芬必得、阿司匹林等。局部也可用中
藥外敷如：扶他林軟膏、奇正消痛貼、正
骨水、活絡油等。 

8.手術治療：通過上述治療症狀未見
好轉者，或者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積極行
手術治療。（1）.有馬尾症狀者；（2）.臨
床症狀進行性加重者；（3）.經各級正規的
保守治療一個月以上無效者；（4）.雙側腰
椎間盤突出者；（5）.伴有明顯腰椎骨性管
道狹窄者。要行手術之前應嚴格掌握適應
症，能保守治療應儘量保守治療，只有
3%-7%的病人需要做手術。手術方法的選擇
目前採用四種手術方法：1.前路髓核、椎
間盤和相鄰的部分椎體切除和椎體間植骨
融合術；2.全椎板切除髓核摘除術；3.半
椎板切除髓核摘除術；4.棘突間黃韌帶開
窗髓核摘除術。可依據病情而定。 

討論： 
腰椎間盤突出症，要求早期儘量做出

明顯診斷，儘早選擇治療方法，該手術治
療應儘早手術治療，以免延誤病情；該保
守治療儘量保守治療，但要求病人要絕對
臥硬板床休息，這是治療的關鍵。各種治
療方法要充分結合應用，以提高其治療有
效率和臨床治癒率。上述各種治療的主要
原理是使腰椎突出部位消炎止痛、降低腰
椎間盤壓力、增強局部腰肌韌帶張力，促
使腰椎間盤的回縮和回納，減少突出的椎
間盤對神經根的刺激，松解神經根，減輕
或防止神經根粘連，從而達到治療目的。
患者經治療臨床症狀和體征消失後，還要
進行腰部保護措施。要求患者行走時至少
配戴腰圍一個月，手術後至少三個月，囑
其長期臥硬板床，長期進行腰背肌功能鍛
煉，防止腰椎間盤突出症的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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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儿男科】 
 

 

保胎益智方在優生優育中的應用 

郭俊緗 

（新加坡） 

 

 

前言：人的智力承受于先天父母遺傳和後

天的補養，以及環境教育兩個因素的影響。一

個人在出生後不但其貌酷似父母，而且其性格

和智力等各方面，也受到來自父母的影響。因

此欲使下一代聰明敏慧，首先應重視先天的培

育，亦即優生 。故兒童智力的開發從優生開

始，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一、重視胎教 

孕婦當懷胎數月，新生命在腹中有所動作

時，年輕的父母是否想到過，此時此刻，腹中

即將降臨人間世界的小寶貝是否正注意你的

言行、舉止。 

是故孕婦的一舉一動、喜惡、所好，將對

腹中胎兒的智力發展產生一定影響。隋代醫家

巢元方把這種影響稱作“外象內感”，認為孕

期中婦女的所見所聞，喜惡愛好，全會通過一

定的途徑對孩子發生潛移黙化的作用。因此，

婦女懷孕之後，加強精神調攝，品德修養和教

育，陶冶性情，它能促進胎兒的智慧發育，這

就是中醫所言的“胎教”。 

二、調節情志，勞逸適宜 

孕婦心寬氣舒，有助於胎兒在母體的成長

發育。唐代醫家孫思貌在《備急千金方》中說：

“凡受胎三月……調心神，和性情，節嗜欲、

庶事清淨、生子皆良，聰慧無疾。”因此孕婦

應當調和情志，保持愉快，恬靜的心情，避淫

邪、穢臭、醜陋、行兇、噪音等惡性剌激。《葉

氏竹林女科》說：寧靜即養胎......欲生好子

者，必先養其氣，氣得養，則子性和順，無乖

戾之習。 

孕婦還應參加適當的勞動，以保持體內氣

血的暢通，使其後代能結實強壯，增強抵抗

力，減少罹患 疾病。現代許多孕婦懷孕後，

少動以養胎，一切家務都由女傭代勞，所以許

多都 不能自然分娩，而必須手術代之，反觀

農村裏的孕產婦則多為自然生產者多，這是有

其一定的根據。經言：“動則養筋，靜則養

神”，動靜結合，這才能使氣血循環無端。 

三、注意孕期飲食 

孕期的調養是胎兒茯得足夠營養，發育成

長的關鍵，是故飲食宜忌，食物的營養是否能

達到孕期所需，是相當重要的。 

中醫主張孕婦飲食宜清淡，應多攝取蔬

菜，瓜果。明代醫家龔廷賢在《壽世保元》一

書中提出：“欲令兒多有智力。則啖牛心，吃

大麥”。這主是以牛心補心，是以形補開之

法，而大麥則有益氣調中之效。經言：心主神

明，主明則神安；脾為後天之本，脾健則五 髒

皆安也。近代中醫學家惲鐵樵亦說：“辣椒、

胡椒等辛辣食之物不可吃，吃了胎火重，小兒

多患眼疾；人參，豬肉不可多吃，吃了胎兒肥

大，難於產出；獐兔野味不可吃，吃了小兒多

驚。而孕期飲酒更是大忌”。更有醫家認為：

孕婦飲酒會大大提高損傷後代的智力，導致低

能兒，白癡的產生。人們還發現“星期日嬰

兒”之所以智力低下，其原因大多由於父母狂

飲縱欲後入室成孕所致。而現代人則認為孕期

多食燕窩、雲耳、豆類食品對胎兒有益。 

《婦人良方∙氣質生成章第七》言：“具

天地之性，集萬物之靈。陰陽平均，氣質完備，

鹹然其爾。……以附贅等垂，駢拇枝指，侏儒

跛蹩，形氣所賦，有如此者。瘡瘍癰腫，聾盲 

瘖啞，瘦瘠疲瘵，氣形之病有如此者。然則胚

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保衛外翼，固有

道也”。說明產生 肢體缺陷，瘡瘍、或聾啞，

目盲者。皆因飲食，或受驚至心氣受損。又言：

“天有五氣，各有所湊；地有五味，各有所入。

所湊有節適，所入有度量。凡所畏忌，悉知戒

慎，資物為養者理固然也，寢興以時，出處以

節”。說明若飲食失調，脾胃受損或起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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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都 將影響胎兒的發育。 

四、自擬保胎益智方 

本自擬方曾應用於近百例孕期產婦，其生下

的孩子，智力發育良好，均活潑可愛、好動、敏

慧、聰頴、學習，工課方面都比一般孩子優秀。 

組成：人參 3g   蟲草 5g  當歸 5g  川

芎 5g   艾葉 5g   莬絲子 5g   生白芍 5g   

厚樸 3g   川貝 3g   酸棗仁 6g   遠志 3g   

茯神5g   益智仁3g   石菖蒲3g    北芪5g   

以上各藥燉雞服用。 

方解：人參、北芪補氣、益肺固表；當歸、

川芎補血活血；白芍益陰柔肝養血；艾葉暖宮

安胎，冬蟲草、莬絲子，補腎益精健腦；厚樸

化痰下氣，除滿；川貝潤肺化痰；酸棗仁、遠

志、茯神、石菖 蒲寧神開竅，養心安神益志；

益智仁溫脾暖腎。各藥共奏補氣、養血、行氣

化痰，安胎益腎，健腦益智開竅之效。 

注：本方藥味均在 5g 以下，乃遵循《內

經》所言少火生氣之理法，以微溫之火滋養五

臟，又可避免火炎於上。即能養血安胎，又能

養胎寧神，益智；使腹中胎兒能很好的發育成

長。 

 

--------------------------------------------------------------------------------- 

 

產後（坐月）的進補與護理經驗 

陳國和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學院院長) 

 

 
“產後”通常指從分娩結束到生殖器官恢

復正常的階段時間 6-8 周，亦稱“產褥期”。

傳統醫學認為產婦在分娩之後的一個月內（俗

稱坐月），對吸取補益的的食物比較快，對身

體的恢復也比較好。如果調理得宜產後的體質

比產前更好。但是如果產後缺補或者調理不

宜、胡亂進補效果會適得其反，容易導致身體

虛弱，產後病的發生。所以產後進補對於婦女

一生的身體健康關係很大。 

 要搞好產後的進補，首先要瞭解產婦

的生理特點：由於分娩時的創傷出血以及臨產

用力等耗損大量氣血，傷及元氣，故產後有多

虛的一面，分娩創傷，經絡受損，血溢脈外，

惡露停滯胞宮，故產後又有多瘀的一面；分娩

時耗氣失血導致氣虛陽虛，陽氣偏虛可致寒

變；所以產後還有多寒的一面。故產後的生理

特點是“多虛多瘀多寒”。在這個時期，如果

生活上稍有不慎，調攝失當，極易發病，而且

患病多重多危而難治。正如《婦女大全良方》

所說“犯時微若秋毫，產後百節空虛，成病重

如山嶽。”然而，若“產婦將息如法，臟腑調

和遮無諸疾苦。”《產孕集》亦雲：“產後調

攝，最宜祥慎，蓋產後氣虛血少，脈絡空乏，

肢節懈怠，腠理開張，皮毛不實，營衛不周，

氣鬱易滯。故致疾之易，而去疾之難，莫甚於

此。”可見古人極看重產後的調養。 

 產後進補在產後的調理保健有著重

要的作用，產後及早合理的進補，對產婦保健

及產後的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進

補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使進補恰到好處，方可

取得預期的效果。現在我就對產後如何進補和

調攝談談自己的一些粗淺的經驗： 

一．分階段，辨體質，重整體，循序進

補。 

I．第一階段是“袪瘀生新調補”（產後

的第 2至 7天） 

本階段調理的重點是幫助產後的婦女化

瘀血生新血有利子宮收縮和惡露的排出。還有

促進乳汁分泌的作用。方劑飲食湯水如下： 

1．方劑：生化湯《傅青主女科》 

當歸 25g，川芎 10g，桃仁 9g，炮薑 3g，

炙甘草 3g。我個人用藥在本方中加益母草 12g

（益母草具有活血化瘀，幫助子宮收縮恢復的

作用）。每日一劑連續服用三劑（視病情可以

服 3-5 劑）。 

功效：本方具有活血化瘀，溫經止痛幫助

子宮的收縮和惡露的排出。 

2．飲食方面： 

產婦剛分絻身體虛弱，氣血兩虛，脾胃功

能運化薄弱。這時的飲食方面要清淡容易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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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營養。如雞湯、豬蹄湯、魚湯常用的。 

i．淮山，紅棗，桂圓粥： 

大米 100g，淮山 50g，桂圓肉 30g，紅棗

（去核）20粒，紅糖適量，生薑 10g。 

製作方法：先將大米淮山洗乾淨，用冷水

浸 20 分鐘，然後加入紅棗桂圓肉，生薑，水

適量。用大火煮沸，文火煮一小時，然後加入

適量紅糖。 

功效：本方具有健脾胃，補氣血養心安神

的作用。 

ii．鯽魚木瓜生薑紅棗湯 

鯽魚一條，紅蘿蔔一個，木瓜一個，蜜棗

三粒，瘦肉 100 克，生薑 15 克，紅棗 15 粒去

核，糯米酒 30cc。 

製作方法：鯽魚去鱗洗淨，紅蘿蔔去皮切

小塊，木瓜去皮去仔切小塊。上物料放入鍋中

加水適量，大火煮沸，文火煮 2小時，再加適

量糯米酒滾一滾即可食用。 

功效：溫胃健脾，催乳的作用。 

II．第二階段是“健脾胃補氣血”（產後

的第 8至 21天） 

通過第一階段的袪瘀生新的調補後，瘀血

基本已化，惡露排出。這時就應該著重健脾胃

補氣血。目的就是促進乳汁的分泌，幫助子宮

內膜的修復，使機體盡快恢復健康。  

1．平補：鴿子圓肉蓮子湯 

物料：鴿子一隻，紅棗 10 粒去核，桂圓

肉 15g，蓮子肉 15g，荔枝肉 10g，枸杞 10g，

生薑 10g，糯米酒 30cc。 

製作方法：鴿子去毛和內臟，洗淨，同上

物料放於鍋內加水適量，開始用武火煮沸後再

用文火煮 2小時，作為餐用分二次食之。 

功效：益氣養血，補益脾胃，養心安神。

本方甘溫滋補，平補氣血常服無妨。 

2．溫補：當歸，生薑，羊肉湯《金匱要

略》 

物料：羊肉 300g，當歸 25g，生薑 15g，

紅棗 15粒去核，糯米酒 30cc。 

製作方法：將羊肉洗淨切塊放入鍋中，然

後加上當歸，生薑，紅棗先用大火煮沸後再用

小火煮 2 小時，至羊肉熟爛，然後加入紅米酒

再滾一、二滾就可以服用。 

功效：用於產後腹痛，產後身痛及產後小

便頻數屬於子宮虛寒者。 

3．氣血雙補：八珍煲雞湯  

物料：母雞一隻，豬雜骨 200g，黨參 15g，

茯苓 15g，炒白術 15g，炙甘草 6g，熟地 15g，

當歸 15g，川芎 10g，白芍 12g，生薑 10g。 

製作方法：母雞去毛和內臟，洗淨，將以

上中藥放入紗袋中，豬骨也放入鍋中，加水浸

20 分鐘，然後武火煮沸，然後用文火煮 2 小

時，再加入紅米酒鹽就成美味的湯水。 

功效：具有氣血雙補之功效，為滋補藥膳

最好的方劑，適用於產後身體虛的，氣血兩虧

者。 

4．催生乳汁：豬蹄花生墨魚湯 

物料：豬蹄 2隻，墨魚乾 100g，花生 60g，

糯米酒 100g。 

製作方法：將豬蹄去毛爪，洗淨切開，將

墨魚乾浸洗乾淨。將上面物料放在鍋中加適當

的水用武火煮沸再用文火煮 2 小時至肉爛湯

香即可食用。 

功效：有滋陰養血，補血通乳的作用，用

於氣血虛型的產後缺乳者。 

III．第三階段是“補肝腎，壯筋骨”（產

後的第 22至 30 天） 

通過以上兩個階段的調理，特別是生化湯

的應用後，瘀血已化，惡露已乾淨。這時就可

以用高麗參、鹿茸、鹿尾巴來大補肝腎壯筋骨。

（惡露沒有乾淨有感冒決不能用參茸，切切記

住）代表方劑為以下：  

1．參茸八寶雞湯 

物料：高麗參10g，鹿茸10g（鹿尾巴10g），

母雞一隻，黨參 15g，茯苓 12g，炒白術 12g，

熟地 15g，當歸 15g，川芎 10g，白芍 12g，炙

甘草 6g，紅棗 20 粒去核，生薑 10g。 

製作方法：將八味中藥布包同雞煲成湯，

然後將八寶雞湯再同高麗參鹿茸（或鹿尾巴）

合在一起隔水燉 2個小時，分 2至 3次服 

功效：本方對剖腹產或自然分娩時失血過

多的婦女，有特別補身的效果。 

2．四物杜仲巴戟豬蹄湯 

物料：豬蹄 2個，熟地 15g，當歸 15g，

川芎 10g，白芍 12g，杜仲 15g，巴戟 15g，川

斷 12g，骨碎補 15g，蜜棗 2 粒，糯米酒 30cc。 

製作方法：豬蹄去爪毛洗淨切成小塊中藥

布包，同豬蹄放入鍋中，加適當的水洗浸 15

分鐘，然後用大火煮沸後用小火煮 2小時，即

可食用。食時湯中加小量的米酒就可以飲用。 

功效：補氣血壯腰補腎治療產後的腰酸膝

軟。適用於所有的婦女。是一劑比較經濟的處

方，可以經常配服。 

本方對剖腹產或自然分娩時失血過多的

婦女，有特別補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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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洗頭洗澡的方法。 

洗頭洗澡對產後母體的身體健康影響也

很大。有的產婦不注意，當醫院回家（特別在

夏天坐月時間）郤用冷水洗頭洗澡，最後引起

頭痛，全身骨節疼痛（俗語稱“月內風”），

所以我今特別提出來講，以便引起大家的注

意。方法為下： 

艾葉姜酒水（個人經驗方） 

物料：艾葉 50g，生薑 30g切成薄片，白

米酒 30g。 

製作方法：將艾葉生薑放入大鍋內，加一

大鍋的冷水。之後用大火煮沸，關火待涼，去

渣放入大桶裡。然後加入白米酒，再加適量的

冷水到可以洗頭洗澡的水溫就可以洗頭洗澡。

洗後就不要再用溫水來洗頭洗澡。洗完頭髮就

要擦乾頭身，然後用風筒熱風吹乾頭髮。凡有

頭痛和全身痛者，這樣一洗頭澡全身就不痛

了。可以說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方，整個產後即

使是滿月後，平時洗頭洗澡都可以用這種方

法。凡是在我看的孕婦都是囑咐她們這樣做，

每個人都說非常好。特此提出供大家試用。  

 

三．產後的護理。 

1. 不宜過早及過度的操勞，不能提重的

東西，以免產後大出血（血崩），子宮脫垂。 

2. 坐月不能吃生冷的食物以免滿月後

經痛胃痛。不要吃太油膩的食物，以免發胖。 

3. 居室應注意保暖和空氣流通，不可當

風坐臥，著衣重薄適中，以防感冒。 

4. 洗頭洗澡一定要用艾水洗並熱風吹

乾頭髮。 

5. 保持心情愉快：以免氣結血滯，引起

腹痛缺乳等病變，特別要注意產後憂鬱症的發

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軟脈靈口服液治療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探微 

陳適忠 1  陳 凱 2 

（1 安溪縣中醫院 ，2 福建中醫藥大學骨傷學院） 

 

 

[摘要] 目的：研究探討軟脈靈口服液治

療良性前列腺增生輕中度者的臨床療效。方

法：選取我院門診良性前列腺增生輕中度患者

48 例，按照亂數字表法將其分為治療組與對

照組，各 28 例，治療組給予軟脈靈口服液治

療，對照組予前列康片治療，治療兩個療程後

觀察對比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結果：治療組

的總有效率為 75.00%（21/28），對照組的總

有效率為 78.57%（22/28），兩組療效對比差

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軟脈靈口服

液與前列康片對輕中度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均

有一定的治療效果，二者的療效相當。軟脈靈

口服液也可用於治療輕中度良性前列腺增生

症。 

[關鍵字] 軟脈靈口服液；良性前列腺增

生；BPH；前列康片、臨床療效 

 

良 性 前 列 腺 增 生 症 （ BPH ，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又稱為前列腺肥

大症，是一種與年齡密切相關的多發和病情進

展緩慢的老年男性疾病。其發病率逐年增加，

50 歲男性的發病率超過 5O%，在 8O 歲以上的

男性中，超過 80%會出現組織學 BPH[1]。其臨

床表現為尿頻、尿急、夜尿次數增多和排尿費

力，並能導致泌尿系統感染、膀胱結石和血尿

等併發症，對老年男性的生活品質產生嚴重影

響。2012 年 1 月-2013 年 8 月，筆者採用軟脈

靈口服液治療良性前列腺增生症輕中度者 28

例，總結報告如下： 

1.一般資料 

選擇門診的良性前列腺增生輕中度患者

56 例，採用亂數字表法分別分為例數相等的

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 28 例，年齡 51-74

歲。對照 28 例，年齡 49-69 歲。2 組一般資

料對比，差別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

比性。 

2.診斷標準 

按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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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排尿困難，小腹拘脹，尿等待、尿後

餘瀝；2、尿頻、尿急、小便淋瀝不盡、夜尿

多；3、經超聲檢查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

診斷標準 。 

超聲診斷：1、前列腺體積增大，形態飽

滿；2、前列腺內腺增大，外腺受壓變薄，內、

外比例>2.5:1；3、移行區回聲不均，可呈結

節樣改變；4、實質內多發鈣化斑或結石；5、

繼發改變，前列腺增生引起尿路梗阻，出現膀

胱壁增厚、不光滑。 

3.病例排除標準 

1、前列腺癌，尿道畸形、狹窄以及神經

源性膀胱疾患者；2、雖屬良性增生，但病情

嚴重，急需手術治療者；3、合併嚴重心，腦、

肝、腎等疾患不能接受本方案治療者。4、重

度前列腺增生導致的急性尿儲留需要導尿者。 

4 治療方法 

對照組給予前列康片（商品名：普樂安片。

浙江康恩貝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准字

Z33020303 ）4片/次，1天 3次，口服。治療

組給予軟脈靈口服液（福建新武夷制藥有限公

司，國藥准字 Z35020207）10ml，1 天 3 次，

口服。兩組均以 40 天為 1 個療程，共治療 2

個療程。 

5.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吳階平泌尿外科學》中 BPH 的療效

標準[3]：顯效：小便暢通，全身症狀明顯改

善，前列腺體積縮小，6 個月內無反復；有效：

小便能較順利排出，全身症狀有所改善，前列

腺體積相對縮小，3個月內無反復；無效：排

尿無明顯改善，前列腺體積無變化，或 3 個月

內病情反復。 

6.結果 

結果見表 1，從表中可見，治療組和對照

組對 BPH 的有效率沒有明顯差異（★P>0.05）。

 

表 1  兩組臨床療效結果比較（例•%） 

表 1  兩組臨床療效結果比較（例·%） 

組別 
n 顯效 好轉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28 11（39.29） 10（35.71） 7（25.00）   21（75.00）
★
 

  對照組 28 12（42.86） 10（35.71） 6（21.43）   22（78.57） 

注：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顯著性(
★
P>0.05) 

 

7.討論 

在中醫文獻中雖沒有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這一名稱,但對前列腺增生症很早就有認識。

從症狀、體征看,BPH 相當於祖國醫學的“癃

閉”範疇。小便不暢，點滴而短少，病勢較緩

者稱為“癃”；小便閉塞，點滴不通，病勢較

急者稱為“閉”。該病的病位主要在膀胱與腎，

肺、脾、腎三者功能失調，三焦氣化失職，膀

胱氣化不利，其中腎主水，與膀胱相表裏，共

司小便，體內水液的分佈與排泄主要依賴腎的

氣化。此外，膀胱的氣化也受腎氣所主，所以

腎虛乃該病之根本。前列腺增生痛處固定，推

之不移，屬有形之積，與中醫的積證相吻合，

所以瘀血凝滯在前列腺增生的病機中也佔有

重要地位。 

軟脈靈是由福建新武夷制藥有限公司生

產的中藥複方製劑。其主要成分是熟地黃 五

味子 枸杞 牛膝 茯苓 制何首烏 白芍 柏子

仁 遠志 黃芪(炙) 陳皮 淫羊藿 當歸 川芎 

丹參 人參等藥材經科學配製，用現代化先進

工藝加工而成。方中熟地黃、五味子、枸杞、

何首烏、淫羊藿固腎益氣填精補髓，丹參、川

芎、當歸逐瘀通絡，消瘀散結，疏通尿道；茯

苓利水滲濕且不傷正，柏子仁 `遠志安心神潤

腎燥，白芍緩急止痛；牛膝活血化瘀，引藥下

行直達病處，以助逐瘀通經、消瘀散結之功，

黃芪、人參補元氣，助氣化之力。諸藥合用，

以達補腎益氣、活血化瘀、散結消積，祛濕利

尿，通調水道之功，共同起到促使前列腺縮小，

消除局部炎症及水腫，解除粘連，恢復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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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泌尿系統的正常功能。 

本組病例觀察發現，軟脈靈口服液對良性

前列腺增生輕中度患者的治療總有效率同前

列康片相當，提示軟脈靈口服液對前列腺增生

有一定的治療作用。我們在臨床中也發現，軟

脈靈口服液對輕中症的 BPH，尤其是對兼有頭

暈耳鳴伴腰膝酸軟的腎虛患者療效明顯。但其

對 BPH 具體的作用機制目前尚不明確，我們將

在今後的臨床及科研工作中做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西醫結合治療多囊卵巢綜合症 (PCOS) 的進展 

吳錫春 

(新加坡) 

 

 

（一）前言： 

“多囊卵巢綜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引發不孕的問題，近年來受

到許多生殖醫學工作者的重視。此症原因是複

雜的，多數學者都認為內分泌功能紊亂引起

的，但具體的原因還搞不清楚。典型的臨床特

徵是：慢性無排卵，月經希發或閉經，不孕，

多毛，痤瘡，肥胖等。超聲檢查有卵巢多囊性

增大為臨床特徵的綜合性症候群；臨床和生化

指標明顯出現：高雄激素(hyperandrogenism)

表現和高胰島素(hyperinsulinemia)表現等。 

中醫沒有“多囊卵巢綜合征”這個詞，但

卻有與這個詞所描述的症狀相似。中醫認為引

起多囊卵巢綜合征的原因主要是腎肝脾等功

能失調，加上痰濕，血瘀所共同引發的一組症

候群。 

“多囊卵巢綜合征”的治療也經過了許

多年的艱苦歷程，手術與藥物治療的療效也因

人而異，報導不一；中西醫結合治療，各地的

報導也不盡相同。西方醫學界也集思廣議提倡

減肥運動配合飲食療法治療 PCOS，確實也取

得了療效，反應良好。綜合各方學說，都認為

“多囊卵巢綜合征”是醫學上的一個難題。醫

學界實際上也在彙集共識，既然減肥運動可以

配合飲食療法對治療 PCOS 是一個良好的對

策，生殖醫學工作者應努力開拓，共同克服這

個難題。 

（二）多囊卵巢綜合征（PCOS）的理解

與進展： 

a: 常見的錯誤想法：過去認為過度肥胖會觸

發多囊卵巢綜合征。但據調查研究結果，患有

多囊卵巢綜合征的女性當中，有三分之一的女

性，她們的身材並不肥胖。 

研究顯示，其他病症包括：糖尿病；甲狀

腺疾病；催乳素過高；先天性腎上腺增生和庫

欣氏症等常與多囊卵巢綜合徵發生混淆。因此

不能僅憑問診和體檢就能診斷多囊卵巢綜合

症，它必須結合超聲掃描及血激素檢查配合診

斷。 

b: 惡性循環：最新研究顯示，產生過量

胰島素可能是多囊卵巢綜合征的關鍵因素。體

重增大會刺激胰島素的增多，過量的胰島素會

使人體儲藏更多的脂肪；過量的脂肪則會刺激

胰島素水準提升，胰島素水準升高到一個臨界

點後，就會刺激卵巢製造更多雄激素，結果會

影響到其他激素紊亂（一般稱為代謝紊亂），

排卵過程無法預測，甚至導致無法排卵，月經

不調或無月經，毛髮異常增生等，也致使油性

皮膚及心血管病多發，膽固醇上升，或成年始

發的糖尿病和孕期糖尿病以及子宮內膜癌，導

致一個惡性循環。 

c: 常見結果：患多囊卵巢綜合征的女性

經常有異常出血的症狀。如果一連幾個月不見

月經，其子宮內膜極可能大大增厚，從生長過

程到組織脫落之間會發生大量經血。這種出血

有時候會出現量極多的程度，西醫會用激素藥

物進行治療，或者做外科手術如刮除術等。 

患多囊卵巢綜合征的女性如果長期沒有

月經，極大可能會出現子宮內膜增生過剩症

狀，可能發展成為子宮內膜癌。如果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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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內膜不斷增厚，極有可能出現經血量過

大。多囊卵巢綜合征影響到 1/20 的女性，生

育力下降是一個常見結果。 

有許多科學家認為，多囊卵巢綜合征屬於

胰島素問題的同一個型普。研究顯示，患有多

囊卵巢綜合征的很大一部分女性，其家庭成員

都帶有成年始發糖尿病，她們的先天體質傾向

於在一定年齡成為糖尿病人，也就是說，母親

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則女兒患有此症的可能

性比常人高出 50%，這可能與遺傳有關係。 

（三）中西醫結合治療 PCOS： 

西醫認為“多囊卵巢綜合症”的確診，除了以

超聲掃描確定雙側卵巢有特異性增大外，其病

理生理檢查特徵也存有：高胰島素血症和高雄

激素血症。 

中醫學也繼承了先賢的論點加以總結。

如：元代醫家朱丹溪（1282-1358）提出“軀

脂滿閉經”，“陽有餘，陰不足”提出滋陰降

火法治療。 

清代醫家舒弛遠（約 1770 年間）提出“濕

痰者其腹漸大，飲食喜惡不常”；“留飲室

塞，是以經血不行，兼之腎陽不足，不能化氣，

而痰乃能佔據胞胎”。治療後“其腹漸消，經

信複通，可以受孕矣。” 

中醫學雖然沒有“多囊卵巢綜合征”這

個名詞，但根據所描述情況，其體征表現有肥

胖，閉經，不孕等與“多囊卵巢綜合征”所描

述的征狀極為相似。且總結認為：腎虛（包括

腎陰虛，腎陽虛）肥胖與痰濕瘀阻等是導致不

孕主因，用藥的理論根據也以此作為指導臨

床。 

中西醫結合的概念創造新的醫學思路，取

長補短，辨症與辨病相結合，取的很棒的效

果。中西醫結合治療 PCOS 的新醫學概念也被

多數學者提出來，進行發揮，臨床上也取得很

好效果。 

  1. 中藥聯合降雄激素西藥：（生化檢查

雄激素水準未臻正常） 

中醫治療：人工週期療法，分別在卵泡期，黃

體期滋腎補腎，補腎化痰組方，排 

卵期加用活血化瘀藥物。 

西醫治療：于自然月經或撤退性出血第 5 天

起，每日口服複方醋酸環丙孕酮 

 (Compound cyproterone acetate tablet)1

片，共 21 天。停藥待撤退性出血第 5天起重 

複，共 3 個週期。， 

2. 中藥聯合降胰島素治療：（生化檢查胰

島素水準不正常） 

中醫治療：採用人工週期療法。一般以補腎，

活血化瘀，活血調經，按月經週期 

進行治療。 

西醫治療：西藥口服二甲雙胍 (Metformin) 

250mg，每天 3次（餐後服），一周後劑 

量可增至 500mg，每天 3次。療療程約 90天。

西藥療法：綜合性的抗雄激素治療,  

有利於成功排卵，胰島素抵抗的治療，主要是

應用胰島素增敏劑。 

    (四) PCOS 的國際會議與有關活動： 

PCOS 是世界醫學公認的難題，由於它引起女

性不孕而受到重視。 

許多專家學者對 PCOS 的課題也提出了各種看

法，舉辦了許多有關 PCOS 的國際會議，提供

了多個平臺讓世界各地醫家交流經驗。如： 

2003 年的歐盟國家婦產科專家在荷蘭首都鹿

特丹開會，制定了“多囊卵巢綜合征”的診斷

標準。這些標準給後人在 PCOS 的診斷與治療

上取得了一些進展。 

2007 年 10 月 29 日。第七屆中國中西醫結合

婦產科學術大會。公佈了俞瑾工作室採用坤泰

方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征”取得明顯效果。 

2009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第一屆亞太地區多

囊卵巢綜合征國際會議在香港召開。專家來

自：英國，美國，義大利，比利時，印尼，越

南，日本，中國等 40 余個國家代表與會。學

會主席Bart Fanser教授對俞瑾中西結合治療

PCOS 評價甚高。 

2012年 9月 21至 23日:多囊卵巢綜合征研究

進展國際研討會暨世界高雄激素學會第十屆

年會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專家來自美國，澳

大利亞，土耳其，義大利，印度及中國等。這

些會議彙集了許多生殖醫學專家的智慧，在

“多囊卵巢綜合徵引起不孕”的問題作出了

貢獻，治療的進展與展望是良好的。 

（五）PCOS 的慈善組織與活動: 

另外一點值得提起的，西方國家患多囊卵巢綜

合征的情況更引起重視, 肥胖而引起不孕的

情況更為嚴重。英國，美國，澳洲等國家就有

PCOS 的慈善組織，招募會員發動各項活動，

目的是要激起人們對 PCOS 的認識，及教育人

們如何正視 PCOS 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這些

組織的網站列下供參考： 

    a: 英 國  = VERITY- PCOS  Charity 

(www.verity-pcos.org.uk ) 

b :美國 = PCOS Fundation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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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cosfoundation.org/about） 

C :澳洲= PCOS Australis Alliance 聯

盟會: http://main.posaa.asn.au/ 

（六）中藥消除呆滯卵泡： 

近有中醫學家根據中醫理論以中藥消除呆滯

卵泡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概念取得一些效果。口

服中藥消除囊性增生的呆滯卵泡，主以活血化

瘀，消滯散結，走竄入絡，滌蕩瘀腐的中藥，

內服外敷。把呆滯卵泡消除，使雄激素降至正

常。一般療程約需 45 日，之後以超聲檢測呆

滯卵泡消失的情況，若未達到治癒目標，可以

再繼續一個療程。 

服藥後的反應有：下體出血；或大便溏

瀉，腹部作痛等，這是藥物達標，不必驚慌，

在中醫指導下可繼續服用。 

藥物組成：酒洗當歸，生地，赤芍，川芎，

桃仁，紅花，皂刺，枳實，三棱，莪術，酒大

黃，王不留行，生乳沒，穿山甲，水蛭，土鼈，

大將軍（蜣螂蟲），地龍等。水煎取汁，每日

一劑。藥渣可以外敷下腹卵巢部位，用繃帶固

定勿使脫落，四小時以上，越長越好，取下藥

渣，用按摩器按摩十分鐘。藥汁也可以保留灌

腸。 

筆者也嘗試用此方讓一位 PCOS 的患者服

用，一個月後減了三公斤，身型瘦了下來，再

繼續服第二個療程，月經來了。 

    （七）減肥療法： 

歐美澳等地區對減肥療法非常重視。運動及飲

食調節以減輕體重是簡單而有效的治療方

法，它可以改善月經紊亂，使多數不排卵的

PCOS 患者出現自然排卵。適當的運動有助於

內分泌的調節，不必過於激烈，但要持之以

恆。飲食也宜有所選擇。宜吃“非精製食

物”；忌辛辣刺激的飲食，甜食糕餅；儘量合

併蔬果纖維，蛋白質或脂肪，可降低吸收速

度，以達到減輕體重的目的。 

消耗的熱量大過攝取的熱量，人就會瘦下

來。無論採用的是蛋白質飲食方法，或低脂飲

食方案，或流質飲食方案，其原理是一樣的。

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限制攝入的熱量，不然

就要增大活動量，使燃燒的熱量大於吃進去的

東西。最好的辦法是把限制熱量與鍛煉身體兩

者結合起來。一位有肥胖問題的女性，能減少

到 5%到 10%的體重都是非常有效的辦法。有很

多病人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她們通過減輕體

重後，都成功地恢復了月經，並使多囊卵巢綜

合征導致的其他問題都消失了。 

專家不建議通過減肥藥物達到減肥的目

的，這可能對肝臟代謝有害。 

（八） 結論： 

PCOS 是世界醫學公認難題，各國醫學會議及

有關專家也累積了許多治療經驗；各國 PCOS

的慈善組織也在發起活動，對運動減肥配合飲

食療治療 PCOS 也非常鼓勵，它似乎是一套簡

單有效又是經濟實惠的方法。運動有益身體健

康，調整內分泌，減肥可以達標，不必手術又

能治療因多囊卵巢綜合徵引起的不孕（世界醫

學難題）等，是大家有所期待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龍膽瀉肝湯在男科疾病中的應用 
 

（浙江省嘉興市中醫院   何旭鋒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戚廣崇指導）
 

 

 

龍膽瀉肝湯最早見載于李東垣《蘭室秘

藏》，《醫方集解》等諸多古籍記載，是臨床

最常用地方劑之一。具有瀉肝膽實火、清下焦

濕熱的功效。各家報導凡肝膽實火上炎或濕熱

下注所致內科、皮膚科、男科、婦科、眼科、

耳鼻喉科、肛腸科的多種疾病均可用本方。在

男科病，本方治療往往有良效。需要指出的

是，處方中的龍膽草味苦澀難咽，性大寒，不

少人較難接受此性味，需先告知患者。還有使

用時，避免使用關木通，因為關木通含有馬兜

鈴酸易引起腎功能損害。茲摘錄幾例病例治療

心得以共用。 

1、陽萎： 

覃某，23歲。2年前性生活尚可，3個月前

始訴勃起不堅，龜頭不硬，影響性生活。近1

周訴陰莖萎軟不能勃起，頭暈，口苦，小便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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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陰部濕癢，舌紅，苔薄黃，脈滑數。辨為

肝膽濕熱下注。治宜清熱利濕。方用龍膽瀉肝

湯加減。藥物組成：龍膽草10g，黃芩10g，澤

瀉10g，車前子l5g，木通6g，生地黃10g，當

歸10g，柴胡6g，甘草3g，仙靈脾15 g。日1

劑，水煎取汁200 mL，早晚分服，1周後復診，

訴勃起正常。 

按：陽萎多由腎氣虧損、命門火衰等所

致。然前陰既為肝經脈之所過，又為宗筋之所

會，若濕熱傷肝，肝筋失養，宗筋勢必萎軟失

職而不用。清·林佩琴《類證治裁》雲：“筋

角得火則軟，得寒則堅。經謂腎欲堅，急食苦

以堅之也。”故用龍膽瀉肝湯苦寒清利之劑治

之。方中龍膽草為君入肝經，大苦大寒，直清

下焦濕熱；黃芩苦寒瀉火，清熱燥濕，加強君

藥清熱利濕之力；澤瀉、車前子、木通利水滲

濕泄熱，使濕熱從水道排除；當歸、生地黃滋

陰養血，既補肝經熱邪耗傷之陰血，又防苦寒

滲利之品傷陰；柴胡疏肝解熱，引諸藥歸於肝

經；甘草調和諸藥，且防苦寒之品傷胃；淫羊

藿（仙靈脾）入肝腎而潤腎，興陽起萎。諸藥

合用，標本兼治，故療效甚速。 

2、急性睾丸炎： 

宋某，31歲。右側下頜部腫痛1周伴發熱，

陰囊腫痛1天。 

頭診訴右側睾丸腫脹疼痛，陰囊、大腿根

部痛；伴發熱惡寒、頭痛、全身肌肉酸痛、乏

力、噁心、小便短赤。查體患側睾丸腫脹、壓

痛，部分伴有陰囊皮膚紅腫，舌質紅，脈弦滑。

辯證肝膽濕熱。以龍膽瀉肝湯為主方進行加

減。梔子、黃芩、車前子(包煎)、澤瀉、當歸、

生地、柴胡、連翹各10g，板藍根15g，紫花地

丁30，龍膽草5g，木通6g，甘草5g。二診訴發

熱、疼痛好轉，陰囊仍脹痛，上方加橘核10g、

延胡索10g、川楝子10g。局部消炎止痛膏外

敷。  

按：急性睾丸炎屬中醫“子癰”
[1]
的範

疇，病位與肝膽和腎有關，多為濕熱下注所

致，故治以清理肝膽濕熱為主，以龍膽瀉肝湯

為主方。發熱惡寒較甚，中醫辨證為濕熱互

重，宜清熱解毒治療。熱重於濕，予連翹、板

藍根清熱，陰囊紅腫者，加消腫止痛膏外敷能

明顯減輕疼痛，縮短疼痛和腫脹消退時間。 

3、非淋球菌性尿道炎： 

林某，男，29歲，有多個性物件。自訴時

有尿急，尿道刺痛，尿腥臭味重，口氣重。每

次性生活後雙方不適。查支原體陽性。舌質

紅，苔黃膩，脈弦。 

按：中醫認為NGU多以感染濕毒，流注下

焦，結於陰部。常表現為肝經濕熱為主。治療

採用龍膽瀉肝湯主治下焦濕熱，龍膽草10g，

梔子15，黃芩10，車前子15，澤瀉10，當歸6，

生地10，連翹15，蒲公英30，柴胡10、甘草5g。

方中以龍膽草除下焦濕熱為主藥；黃芩、梔子

苦寒瀉火為輔藥；澤瀉、木通、車前子清熱利

濕，引火從小便而出；當歸、生地養血益陰；

連翹、蒲公英清熱解毒；柴胡舒暢肝膽；甘草

調和諸藥。共奏瀉肝火、利濕熱之效。 

4、尖銳濕疣： 

高某，27歲。有不潔性接觸史。發現包皮

冠狀溝新生物2月，逐漸增多，伴會陰潮濕，

尿道灼熱。有時刺痛。舌質紅，苔黃膩，脈弦。

辯證肝膽濕熱，治以龍膽瀉肝湯原方治療。新

生物經手術切除。尿道灼熱刺痛、陰囊潮濕服

藥1周後消失。水洗方藥用：土茯苓、苦參、

蒲公英各30 g，黃芩、當歸、鴉膽子各15 g，

車前子和龍膽草各10 g，生甘草6 g外洗1月，

隨診6月未復發。 

按：中醫認為尖銳濕疣病機為肝脾蘊濕積

熱，濕熱趨於下焦，久蘊成毒；複由性交不潔，

感染邪毒；內外合邪，傷於陰部皮膚黏膜所

致，辨證要點為“濕”、“毒”、“瘀”，故

治療應以清熱解毒，利濕殺蟲為主，佐以活血

散結。龍膽瀉肝湯可以瀉肝膽實火、清下焦濕

熱，而尖銳濕疣多發于陰器，為肝之經脈所

絡。雖無肝火上擾之象，但有濕熱下注之征。

故選用龍膽瀉肝湯，結合外洗方治療。諸藥配

合有清熱解毒、燥濕滲濕、活血化瘀、軟堅散

結、祛腐生肌之功效，瀉中有補，清中有養，

使瀉火而不致苦寒傷陰，邪去而不傷正。內外

同治，使熱清、毒解、蟲滅、結散，營衛調和，

氣血通暢，病當自愈。 

5、遺尿： 

患兒9歲。遺尿病史2年，時發時止。多時

3次/周。追問病史遺出之尿，尿量不多，尿味

腥臊，尿色較黃，平時性情急躁，夜間夢語齡

齒，唇紅，苔黃，脈數有力。證屬肝經濕熱型。

治宜瀉肝清熱。取龍膽草3g，黃芩、梔子、木

通、當歸、柴胡各6g，車前子(包煎)、生地、

澤瀉各10g，甘草3g。ldl劑，水煎分2次服，

7d為1療程，共服14劑後，未再遺尿。 

按：肝經濕熱型小兒遺尿其病因病理為，

因肝主疏泄，調暢氣機，通利三焦，疏通水道。

若肝經濕熱鬱結，熱鬱化火，迫注膀胱而致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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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靈樞·經脈第十》雲：“是肝所生病者

⋯遺溺、閉癃。”《醫學心悟·遺尿》雲：“火

性急速，逼迫而遺”。即指火熱內迫而言
[4]
 。

中藥取龍膽草、黃芩、梔子瀉肝膽實火；澤瀉、

木通、車前子清利膀胱濕熱；配當歸、生地養

血潤燥；柴胡調達肝氣；甘草調和諸藥。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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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退黃湯治療濕熱鬱蒸型新生兒黃疸 126 例臨床觀察 

  唐興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新生兒黃疸以新生兒全身皮膚、鞏膜出現

黃染為特徵，中醫稱為"胎黃"或"胎疸"。新生

兒黃疸是新生兒期常見的臨床症狀，它既可以

是生理現象，又可以是多種疾病的重要表現，

嚴重者可危及患兒生命。中醫中藥治療該類疾

病具有療效確切，安全可靠，經濟方便的優勢。

近 4年來，筆者來用自擬退黃湯治療新生兒黃

疸 l26 例，均為濕熱鬱蒸型，取得滿意療效，

現總結報導如下。 

l、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選擇在本院就治的新生兒黃疸患兒 126

例，其中住院 76例，廠]診 50 例;男 72 例女

54 例;足月兒 104W，早產兒 22 例;年齡為

3--28 天。1. 2 診斷標準 參照《實用新生兒

學》;辨證分型參照《中醫兒科學》，證屬濕熱

鬱蒸型。臨床表現:面目、周身皮膚發黃，顏

色鮮明如橘皮，小便色黃，舌紅苔黃。膽紅素

測量工具:經皮膽紅素測定儀，為南京理工大

學科技諮詢開發公司生產的 JH20 一 2A。先天

性膽道閉鎖及嚴重搶救患者不征此治療範圍。 

2.治療方法 

給予自擬退黃湯。藥物組成:茵陳 6~l0g，

桅子 3~6g，熟大黃 3g，茯苓 6-lOg，木通 6g，

白茅根 6g 黃柏 3~6g，板藍根 3~6g，龍膽草

3~6g，白術 6g，甘草 3g。辨證加減:濕重加豬

茶 3-6g，澤瀉 3g;吐乳加藿香 6g;夜哭不安加

蟬蛻 6g;易驚抽動加鉤藤 6g，僵蠶 6g，地龍

6g 腹脹加幟殼 6g，赤芍 6g。藥物劑量可根據

病情的輕重加減，每口 1 劑，水煎 80mL，分

6~8 次溫服，療程為 3-l0天。 

3、療效標準 

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擬定。臨

床痊癒:而、目、全身黃色全部消退，吃奶、

睡覺正常，血清膽紅素小於 205umol/L 直接

膽紅素小於 34.3 umol/L。 顯效:症狀明顯緩

解，病程縮短，血清膽紅素、間接膽紅素均在

正常範圍。無效:病情無明顯改善或加重。 

4.結果 

126例患兒中，臨床治癒115例點91.27%;

顯效 9 例占 7.14%;無效 2例占 1.59%;總有效

率 98.41%.  

5、討論 

新生兒黃疸是由於膽紅素產生過多，肝臟

對膽紅素結合或攝取過少，腸肝迴圈增加而引

起的黃疸。其臨床上常表現為鞏膜、皮膚黃染，

大便色黃;小便顏色加深，嚴重者出現抽搐等

膽紅素腦病症狀，可至死亡或留下各種後遺

症，中醫稱為"胎黃"或"胎疸"，包括西醫的多

種疾病，除了新生兒溶血病之外，還有新生兒

敗血症、嬰兒肝炎綜合征、阻塞性黃疸等。新

生兒黃疸是新生兒期常見的臨床症狀，它既可

以是生理現象，又可以是多種疾病的重要表

現。西醫治療主要包括藍光照射、換血療法，

以及酶誘導劑苯巴比妥、尼可刹米的應用，白

蛋白或丙種球蛋白的應用等對症處理，以及先

天性膽道閉鎖的手術治療等，是控制新生兒黃

疸比較有效的萬法，但也有部分患者療效欠佳

(例如:嬰兒肝炎綜合證、先天性膽道閉鎖)。

黃疸的性質:臨床上，可根掘黃疸的顏色深淺，

色澤鮮暗與其所伴隨的症狀分為陽黃、陰黃、

急黃三大類:28 天以內的新生兒黃疸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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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陽黃;起病迅速，病程短;黃色鮮明，屬熱證

實證;多為濕熱蘊結。多見於 G6PD 缺乏症、新

生兒溶血病、新生兒敗血症、母乳性黃疸等。

中醫認為，由於孕母內蘊濕熱，傳入胎兒;或

嬰兒胎產之時，出生之後感受濕熱邪毒而發。

正如《證治準繩》所說:"皆因乳母受濕熱而傳

於胎兒也。"《醫宗金鑒》也說:"兒生遍體色

如金，濕熱薰蒸胎受深。"胎兒因其臟腑嬌嫩，

形氣未充，脾運不健，感受濕熱之邪不能輸化，

鬱結於裏，氣機不暢，鬱蒸肝膽，以致膽汁外

泄，出生後泛溢於肌膚面目，因而皮膚發黃。

由於濕從熱化，熱重於濕，故黃色鮮明，常伴

熱象，屬陽黃。如果熱毒熾盛，卒然發黃，邪

陷厥陰，黃疸迅速加深，並伴神昏、抽風等證，

則為急黃。說明孕婦的體質對胎兒影響很大，

另一方而由於小兒生理、病理的特點，小兒形

體嬌嫩，臟腑功能尚未發育完善，最易肝、脾、

膽功能失調而發為黃疸。歷代醫家多認為黃疸

主要病機為肝鬱脾虛、濕熱內蘊，所以疏肝健

脾、利濕清熱是治療的關鍵。筆者自擬中藥方

治療新生兒黃疸主要用於濕熱鬱蒸型，方中茵

陳、桅子、大黃、黃柏、龍膽草、板藍根清熱

解毒利膽退黃，茯苓、木通、白茅根利水化濕，

白術健脾益氣，認為甘草調和諸藥，全方共奏

疏肝健脾利濕清熱之功。患兒中末發現有過敏

或腹瀉等不良反應，療效確切，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盆炎灌腸方對盆腔炎性疾病的臨床療效及作用機理探討 
 

王秀寶 1張季青 1 陳月玲 1陳秋妮 1劉秋蘭 2 

 

 

盆腔炎性疾病(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 PID ) 是婦科常見多發病，隸屬于

祖國醫學“帶下病”、“月經不調”、“瘕”

等範疇。該病頑固，易反復發作，久治不愈，

導致長期慢性盆腔痛、不孕不育或宮外孕等一

系列家庭和社會問題，嚴重影響了婦女的身心

健康
[1]
。西醫對本病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

[2]
。

中醫藥在治療盆腔性疾病方面，有一定特色和

優勢。 

為了探討中藥保留灌腸療法治療盆腔性

疾病有無獨特的療效和明顯優勢，我們於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對單獨使用中

藥保留灌腸療法的 30 例盆腔性疾病與口服中

藥、中藥保留灌腸加口服中藥以及口服奧硝唑

分散片這 3種療法進行了臨床研究，現報告如

下。 

1.1 診斷標準 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的西

醫診斷標準參照《婦產科學》（第 7版）
[2]
 

中的有關診斷標準制定。中醫辨證診斷標

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 

原則（2002版）》中“盆腔炎濕熱瘀結證”

的診斷標準制定
[3]
。 

1.2 病例來源  2010年1月—-2012年12

月就診於我院門診及住院的盆腔炎性疾病患

者，中醫辨證屬濕熱瘀結證、年齡在18-50歲

之間。治療組30例，平均年齡(34.8±5.6）歲，

平均病程(4.2±1.6) 年；對照組組30例，平

均年齡(34.7±5.9) 歲，平均病程(4.4±1.8)

年。經統計2組在年齡、病程方面無顯著性差

異 （P＞0.05）。 

1.3 排除病例標準 年齡在18歲以下，50

歲以上者；中醫辨證不屬於濕熱瘀結證者；妊

娠或近期準備妊娠的婦女，哺乳期婦女；合併

有心、肝、腎和精神病等嚴重疾患者。 

1.4  研究方法  將入選的120例病例用

亂數字表法按1:1比例分為灌腸組（A組）、中

藥口服組（B組）、中藥綜合組（C組）和奧硝

唑組（D組）各30例進行試驗對照。 

A組：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蒲公英15g，

紫花地丁15g，赤芍15g，透骨草15g，元胡15g，

半枝蓮15g，王不留行24g，路路通24g，乳香、

沒藥各15g，加水1000ml，將上藥水煎濃縮至

100ml備用（醫院中藥房代煎）。灌腸方法：藥

溫保持在39.0℃，患者排空膀胱、直腸，取側

臥位，以一次性吸痰管插入肛門，深度在

12-15cm左右，然後將藥液導入容器內於30分

鐘內緩慢注入，每日一次，月經期間暫停。藥

注入完後，囑患者將臀部抬高，儘量延長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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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利於藥物的吸收。 

B 組：中藥口服組（內服自擬蒲皂愈炎

湯）：蒲公英、皂刺、敗醬草、赤芍、路路通、

王不留行各 1 5 g，丹皮、桃仁各 1 2 g，苡

仁 3 0 g，香附 1 0 g 。 水煎服， 日 1 劑，

7 天 為一 療程。 血瘀證見明顯加當歸、五

靈脂； 偏於濕熱內阻者加茯苓、綿茵陳、白

花蛇舌草、銀花、黃芩；偏於肝腎不足者加續

斷、菟絲子、仙靈脾、肉蓯蓉；兼有炎症性包

塊者加夏枯草、三棱。 

C組：中藥綜合組：內服自擬蒲皂愈炎湯

的同時加用盆腔灌腸方保留灌腸。 

D組：奧硝唑分散片（河南天方藥業股份

有限公司，國藥准字H20040375，規格：0.25g/

片）0.5g，一日兩次。 

14 天為一療程，療程結束後統計 4 組療

效，所有試驗病例在試驗期間不得合併使用其

他消炎藥及治療本病的其他藥物。 

1.5 觀察指標：  

1.5.1 綜合療效判定 參照《中藥新藥臨

床研究指導原則》中慢性盆腔炎的療效標準擬

定
[3]
。採用症狀積分量表法，分 4個級別進行

療效判定評分
[4]
。根據積分法判定疾病療效：

療效指數=(治療前積分—治療後積分)/治療

前積分×100%。 

1.5.2 中醫證候療效判定標準： 

痊癒  治療後各症狀消失,證候積分值減

少≥90%； 

顯效  治療後各症狀明顯減輕,證候積分

值減少≥70%，<95%； 

有效  治療後各症狀有所減輕,證候積分

值減少≥30%，<70%； 

無效  治療後各症狀無減輕或有加重,證

候積分值減少<30%。 

1.5.3 中醫症狀療效判定：臨床痊癒：積

分減少≥90%；顯效：90%>積分減少≥70%；有

效：70%>積分減少≥30%；無效：積分減少

<30%。 

1.5.4 局部體征療效評定：臨床痊癒：試

驗後局部體征消失，積分為 0；顯效：試驗後

局部體征明顯減輕，試驗後較試驗前積分降低

≥2/3；有效：試驗後局部體征有所減輕，試

驗後較試驗前積分降低≥1/3 且<2/3；無效：

試驗後體征無改善或有加重，試驗後較試驗前

積分降低<1/3。 

1.5.5  疼痛程度評分：採用視覺類比評

分法(Visual analoyne scale，VAS)作為鎮痛

效果評價的主要指標，以視覺類比尺的 0 端代

表無痛，10 端代表最劇烈的疼痛，中間表示

不同程度的疼痛。以患者根據自我感覺在橫線

上劃上記號，來表示疼痛的程度，0 分為無

痛，1-3 分為輕度，4-7 分為中度，8-10 分為

重痛
[5]
。治療前後由患者圈出一個最能代表其

疼痛程度的數字。 

1.6  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以X±s表

示，比較採用t檢驗,計數資料採用X
2
檢驗，等

級資料用Ridi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所有運算均在SPSS 11.0 for windows

軟體中進行。 

2  結果  

2.1 可比性分析 試驗入組病例 120 例

在年齡、病程、病情程度、中醫症狀、症狀積

分、局部體征、合併用藥等情況均無統計學意

義(Ｐ>0.05)，具有可比性。 

2.2  4 組治療後中醫臨床綜合療效療效

比較：經連續 14天治療後，A組(灌腸組)、B

組(中藥口服組)、C組(中藥綜合組)的臨床痊

癒率、顯效和總有效率均明顯優於 D組（奧硝

唑組）。A 組與 C 組的顯效率分別為 50.00%和

53.3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組與 B組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總有效率依次為 C 組

93.33%、A組90.00%、B組76.67%、D組66.67%， 

A 組與 C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A、C 2 組與 B

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 1)。 

 

 

表 1   4 組治療後臨床綜合療效療效比較 

組別  n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A 組  30     3（10.00）
a
  15（50.00）

a
 
b
 9（30.00）

bc
   3（10.00）

abe 
  90.00 

ad
 

B 組  30     3（10.00）
a
  6（20.00）

be
   14（46.67）

f
  7（23.33）

be
    76.67

 bf
 

C 組  30     3（10.00）
a
  16（53.33）

a
  9（30.00）

b
    2（6.67）

a
      93.33

 a
 

D 組  30     2（6.67）     5（16.67）   13（43.33）   10（33.3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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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與 D組比較，
a
 P <0.01,

 b
 P <0.05；

與 B組
c
 P <0.01,

 d
P <0.05；與 C組比較，

e
 P 

<0.01,
 f
P <0.05 

2.3  4 組治療後中醫證候療效比較：療

程結束後，C組(中藥綜合組)、A組(灌腸組)、

B 組(中藥口服組)的中醫證候療效比較均明

顯優於 D 組（奧硝唑組），組間比較，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A組與 C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A組與 B 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2)。 

 

表 2  4 組治療後中醫證候療效比較 

組別  n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A 組  30     10（33.34）
a
  9（30.00）

a
 
b 
 7（23.33）

bc
   4（13.33）

ae 
  86.67 

be
 

B 組  30     7（23.33）
a
   8（26.67）

be
  8（26.67）

b f
    7（23.33）

be
  76.67

 be
 

C 組  30     12（40.00）
a
  9（30.00）

b
   7（23.33）

b
    2（6.67）

a
     93.33

 ac
 

D 組  30      5（16.67）  7（23.33）    9（30.00）    9（30.00）      70.00 

注：與 D組比較，
a
 P <0.01,

 b
 P <0.05；

與 B組
c
 P <0.01,

 d
P <0.05；與 C組比較，

e
 P 

<0.01,
 f
P <0.05 

2.4  4 組治療前後疼痛評分及止痛療效

比較：治療前 4組疼痛評分統計學上無顯著性

差異(P>0.05)，治療後 4組疼痛評分自身比較

均明顯下降(P 均<0.05)；A 組、B 組、C 組 3

組的分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止痛療效比較， 

A 組、B 組、C 組、D 組的總有效率依次為

86.67%、76.67%、80.00%和 73.33%，組間比

較，D 組與其他 3 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A

組與 C組、A組與 B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

意義 (表 3)。說明中藥綜合組、盆炎灌腸組、

中藥口服組在緩解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慢性

盆腔痛的患者自覺疼痛方面明顯優於奧硝唑

組，尤其盆炎灌腸方療效更佳。 

 

表 3  4 組止痛療效比較 

組別  n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A 組  30     3（10.00）
ac
  12（40.00）

b 
 11（36.67）   4（13.33）

a 
   86.67 

bdf
 

B 組  30     2（6.67）    12（40.00）
be
  9（30.00）   7（23.33）

be
   76.67

e
 

C 組  30     3（10.00）
a
  12（40.00）

b
   9（30.00）   6（20.00）

a
    80.00

ac
 

D 組  30     2（6. 70）   10（33.33）    10（33.33）  8（26.67）    73.33 

注：與 D組比較，
a
 P <0.01,

 b
 P <0.05；

與 B組
c
 P <0.01,

 d
P <0.05；與 C組比較，

e
 P 

<0.01,
 f
P <0.05 

  2.5  4組治療前後症狀總積分比較：4

組治療前後症狀總積分自身比較，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P <0.01）；分值改善最明顯的依次為

C組、A組、B組、D組，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A組與B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A

組與C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4）。

 

表 4  4 組治療前後症狀總積分比較(X±S) 

組別            n          治療前          治療後 

A 組            30            22.36±1.82           5.46±1.77
ad 

B 組            30            22.09±1.84           7.88±1.85
b 

C 組            30            22.09±1.84           5.32±1.76
ac 

D 組            30            22.09±1.84           9.1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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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與 D組比較，
a
 P <0.01,

 b
 P <0.05；

與 B組
c
P <0.05；與 C組比較，

e
 P <0.01,

 f
P 

<0.05 

2.6   4 組治療前後各項中醫症狀改善

情況比較：4組均能不同程度改善慢性盆腔炎

患者的各項中醫症狀(Ｐ<0.001)，A 組和 C組

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 5）。 

表 5  4 組治療前後各項中醫症狀改善情

況比較(略) 

 

2.7   4 組的治療費用比較 

在 4 組的治療費用中，A組 1療程的費用

為 8.41x14=114.94( 元 ) ， B 組 為

10.7X14==149.94( 元 ) ， C 組 的 費 用 為

（149.8+114.94）X14=264.74(元) ，D 組的

費用為 2.59x14=87.63(元)。4 組中的費用最

少的依次為 D組、A組、B組和 C組。 

2.8   安全性及副作用評價 

4 組患者治療前後的血、尿、便常規、心

電圖、肝(ALT)、腎(Cr、BUN)化驗檢查對比均

未見異常，表明 4組藥物均無明顯毒副作用。

A 組有 2 例、C 組有 1 例患者在接受治療的 1

～3天出現肛門口輕微不適感，未經特殊處理

自行好轉；D組有 7例有噁心感，加服維生素

B6 後改善。 

3  討論  

3.1 臨床綜合療效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

組優於單純口服中藥或奧硝唑組 

研究結果發現， A 組(灌腸組)、B 組(中

藥口服組)、C 組(中藥綜合組)的臨床痊癒

率、顯效和總有效率均明顯優於 D 組（奧硝唑

組）。A 組與 C 組的顯效率分別為 50.00%和

53.3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 組、

C組與B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P＜0.01）。總有效率依次為 C 組 93.33%、A

組 90.00%、B 組 76.67%、D 組 66.67%， A 組

與 C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C 組

與 B 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P
＜0.01）。表明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和中藥綜

合組(內服蒲皂愈炎湯加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

對慢性盆腔炎的療效是肯定的，明顯優於 B

組(中藥口服組)和 D組（奧硝唑組）。 

3.2  單項症候、體征療效盆炎灌腸方保

留灌腸組優於其他 3組 

本研究結果提示，4組患者治療後臨床症

狀體征均有所改善。治療後 4 組患者局部體征

評分、疼痛評分、止痛療效及中醫症狀評分均

較治療前明顯改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 或 P <0.01)。止痛療效比較， A 組、

B 組、C組、D組的總有效率依次為 86.67%、

76.67%、83.33%和 73.33%，組間比較，D組與

其他 3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A組與 C組、

A組與 B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明中

藥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組中醫單項症候、體征

療效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組優於其他 3組。 

3.3  中藥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組的費用

低、無毒副作用，安全可靠 

保留灌腸組及其它 3 組均未發現過敏反

應，治療前後檢查血、尿、糞常規、心電圖，

肝腎功能等經 X
2
檢驗，均無顯著性差異（P＞

0.05）。保留灌腸組的每日的治療費用 8.1

元，1 療程僅需 114.94 元。表明中藥盆炎灌

腸方保留灌腸組治療慢性盆腔炎無毒副作

用，安全可靠，而且費用低廉。 

3.4  慢性盆腔炎屬婦科多發病、疑難

病，屬中醫“婦人腹痛、帶下病”等病範疇。

從中醫的角度出發，慢性盆腔炎症狀表現複

雜，正氣不足以禦邪，熱毒濕邪結于下焦、困

阻氣機，影響氣血之暢行，滯而成瘀，血瘀又

加重了濕熱，濕熱瘀血互結、纏綿不解，盤踞

胞脈，淤血內阻而致腹痛、痛經等病證；再加

上抗生素的廣泛應用，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耐藥

性，導致了慢性盆腔炎遷延難愈的病理特徵。

可見濕熱和瘀血系本病關鍵所在。因此臨床上

應抓住“濕、熱、瘀”為其治療要點。 

針對濕熱瘀結這一主要病因病機,結合其

局部病理改變,我們採用盆腔灌腸方灌腸治療

盆腔炎性疾病患者，觀察其臨床症狀的改善情

況。研究結果顯示,經過盆腔灌腸方灌腸治療

後盆腔炎性疾病患者的臨床綜合療效與 C 組

（內服蒲皂愈炎湯加盆炎灌腸方保留灌腸）的

療效相仿，而單項症候和體征療效明顯優於其

他 3組；表明採用中藥盆腔灌腸方灌腸治療盆

腔炎性疾病,優於西藥內服組和單純口服中藥

組,且方法簡單,患者在家中也能自己治療，所

以具有明顯的優勢。 

盆腔灌腸方中蒲公英、紫花地丁二者共為

君藥，具有清熱解毒，活血祛瘀止痛，清利濕

熱，消腫排膿之功；以赤芍、元胡、透骨草、

半枝蓮、乳香、沒藥為臣藥，具有清熱涼血，

活血化瘀；滲濕利水，清熱排膿；疏肝理氣，

調經止痛，以上六味共助君藥之力，為臣藥，

氣血並治；王不留行、路路通為佐助藥，活血

通經，利尿通淋助君臣化瘀止痛。全方具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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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利濕、活血化瘀的作用。由於盆腔內諸靜脈

與痔靜脈叢相互交通，通過中藥保留灌腸，藥

物可直接通過直腸、結腸的吸收到達盆腔組

織，藥物滴入肛內被腸道吸收後，可促使局部

氣血運行，炎症局限吸收，且溫熱藥液對周圍

組織起到熱敷作用，能促使局部血液迴圈，修

復炎症組織。

參考文獻（略） 

————————————————————————————————————————— 

 

小兒熱瀉治驗 

晉星南 

（福建省連江縣中醫院） 

 

 

小兒熱瀉多發生在夏秋季節，《內經》雲

“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朱震亨

《幼科全書》雲“泄瀉黃稠、腹痛作熱、面紅

口渴，此熱濕也，其證得多於夏”；錢乙：“以

吐瀉、身熱、瀉黃、多渴作熱病”。可見小兒

熱瀉在古代文獻中記載的非常詳細。所以凡熱

瀉者，必有突然發病，瀉勢下迫如注，大便含

有大量水分，色黃褐氣味臭，肛門灼熱，小便

量少而赤。由於小兒具有“稚陰稚陽”的生理

特點和“易虛易實，易寒易熱”的病理特性，

所以小兒得了熱瀉，具有發病急、變化快，易

傷陰等特點，若治療不及時或誤治，很容易耗

傷津液，出現“傷陰”、“亡陽”之變證。依

據王肯堂“風暑令吐瀉，手足指熱，作渴飲

冷，宜清涼之劑”；陳飛霞的《幼幼集成，泄

瀉證治》中論述了“凡暴注下迫屬火……老黃

色屬心、脾、肺實熱，宜清解”的治療方法，

所以筆者臨床治療小兒熱瀉以錢乙的“玉露

飲”為主，並根據臨床症狀，給予靈活加減使

用，每每奏效。 

1、 典型病例：林某某，女性，3歲，鳳

尾村人，初診於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 

患孩於七月十八日以發熱，腹瀉呈水樣

便，小便短赤等症狀就診於某醫，診為“急性

腸炎”，給予口服“黃連素”、“痢特靈”，

及清熱利濕等中藥。藥後症狀不見緩解，第二

天諸症加劇而邀餘診治。診見：患兒煩躁不

安、口渴喜飲，排便次數日行五—六次，瀉勢

直傾下注，糞色黃褐且氣味臭，肛門灼熱，小

便不利，舌質紅，苔黃而燥，脈細數有力，指

紋紫至氣關，體溫 T38°C。脈症合參，診為：

熱瀉。擬予玉露飲加味：生石膏（先煎）30g，

寒水石（先煎）30g，甘草 6g，淡竹葉 15g，

鮮蘆根 60g，鮮荷葉 15g。一日兩劑，水煎服，

並配合“補液鹽”口服。 

二診：口服上藥後，第二天排便次數減

少，大便混雜粘液但無膿血，口渴減，小便增

多，精神疲倦哭聲低，苔微黃，脈細數重按無

力，指紋淡紫至風關，體溫 T37.5°C，藥己

中藥，守前方加太子參 20g，煎二劑，日夜追

服。並繼續配合“口服補液鹽”口服。 

三診：藥後瀉止煩渴除，精神好轉，尿長

且白，欲思食但量不多，脈緩，指紋淡，苔薄

略幹，體溫正常。處方：太子參 15g，扁豆 15g，

淮山 30g，白芍 10g，甘草 6g，荷葉 15g，鮮

蘆根 20g。調理數日而獲痊癒！ 

  按：此例患兒從脈診合參，證屬熱瀉，

以玉露飲為主，方中生石膏、寒水石稟金水之

正，得天地至清至寒之氣，可升可降，能清熱

降火，緩脾生津，雖寒而不礙胃。據現代藥理

研究此兩種藥物主要成分是硫酸鈣，所以對小

兒熱瀉而致的脫水引起煩渴尤為適用；甘草調

和胃腸機能，加入甘寒的淡竹葉清熱除煩、利

尿；荷葉苦平，既能清熱解暑，又能升發脾陽

之清氣，是夏季治療熱瀉良藥；鮮蘆根甘寒生

津止渴，諸藥相合，藥性味均以辛甘寒為主，

無一味苦寒之藥，方藥平淡無奇，但切中病

機，並配合“補液鹽”口服，及時調節水、電

解質平衡，糾正因腹瀉造成的脫水。故口服二

劑後，大便次數減少，小便增多，體溫下降；

二診時考慮患孩病已多日，且有精神疲倦，哭

聲低怯，脈重按無力等虛象出現，所以在原方

的基礎上加入大量的太子參來補氣陰，一晝夜

連服二劑瀉止渴除，而後以酸甘化陰的藥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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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既能生津止渴，開胃進食，又能避免純用補

陰滋膩的藥物阻遏脾胃運化的功能，按上法調

理數劑而獲痊癒。 

2、 體會：根據中醫治療腹泄“食則消之，寒

則溫之，熱則清之，虛則補之”的原則，所以

治療小兒因熱而致泄瀉多採用芩、連等藥來清

除腸胃積熱而達到治療目的，這種治療方法為

臨床醫生所沿用且論述不少。但本人臨床體

會，小兒具有“稚陽未充，稚陰未長”的生理

特點，不論是在功能方面，還是精、血、津液

方面都表現出相對不足。因此，小兒患有熱

瀉，由於熱迫下注，體內水液排泄過多，耗傷

了津液，出現煩躁口渴，這時小兒的機體更突

出了物質的不足，若再用芩、連等苦寒藥治

療，雖有清熱之功，但更會化燥傷陰。因此，

本人臨床治療小兒熱瀉多採用辛甘寒之品以

清熱保津，視病情配合“補液鹽”口服，均收

到較為滿意的治療效果。 

 

————————————————————————————————————————— 

 

吳光烈老師婦科驗案舉隅 

蘇敏玉 1  吳銀蘭 2 

（1.南安市柳城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2.泉州市鯉城區浮橋鎮阪頭衛生所） 

 

 

吳光烈老師從事中醫工作 70 載，對中

醫理論造詣頗深，臨床經驗豐富，不但治

療內科疾病療效顯著，而且對治療婦科疾

病也有許多獨特的療效。筆者有幸親聆吳

老教誨，現將老師治療婦科驗案數則整理

如下： 

1 妊娠惡阻 

李某，女，23 歲，工人。2006 年 10

月 12 日初診。 

患者妊娠為第一胎，現停經已 60 天。

症見頭暈厭食，食入即吐，嘔吐胃內容物

及痰水液，伴口淡，嗜食酸鹹之物。面容

憔悴，形體消瘦。舌質淡、苔薄白、脈沉

滑而緩。妊娠乳膠試驗：陽性，B 超檢查：

宮內可見妊娠襄。襄內有胎芽博動。提示：

早孕。中醫辨證：妊娠惡阻。證屬：脾胃

虛弱，中陽不振、胃失和降、沖脈之氣上

逆所致。治宜健脾和胃、降逆止嘔。處方： 

黨參 12 克、白術 12 克、陳皮 9 克、

半夏 9 克、木香 6 克、砂仁 6 克、生薑 3

片、大棗 5 枚、茯苓 15 克、甘草 3 克。水

煎服。 

治療 1 天，症狀大減，藥已中病，按

上法治療 2 天，諸症痊癒。 

[按語]妊娠惡阻多發生於 1-3 個月妊

娠期，吳老雲：此時血海之血專供養胎，

血分逐感不足，相應的是氣分有餘，而沖

脈動之氣也隨之旺盛。沖脈隸于陽明，其

氣上逆而犯胃，胃失和降而出現惡阻。方

中四君子湯健脾胃，和中氣；砂仁、生薑、

半夏溫胃降逆止嘔；陳皮、木香理氣化滯；

大棗補脾和胃。諸藥合用，補脾胃而降逆

氣，使嘔吐得止。 

2 產後血汗 

吳某，女，36 歲，農民。2008 年 3 月

1 日就診。 

患者于 2 月 14 日娩一女嬰，一切如

常，越 7 日，上半身汗出如血水涓涓然，

倦甚。細查病情，已有四胎均為女性，本

胎又是女嬰，因思想不通，徹夜不眠，納

減，頭昏，心悸，虛煩，而求治于吳老。

診見面色少華，舌尖紅、少苔、脈細數。

證屬思慮過度、心火亢炎、陰津暗耗、陽

乘陰而外泄，發為皮膚血汗。治宜清心火

兼調肺金。處方： 

生地 9 克，元參 9 克，麥門冬 9 克，

天門冬 9 克，桔梗 9 克，丹參 9 克，桑白

皮 9 克，地骨皮 9 克，當歸 6 克，五味子

6 克，蒲黃炭 6 克，丹皮炭 6 克，煮南星 6

克，姜半夏 6 克，炒棗仁 15 克，黨參 15

克，黃芪 30 克，朱砂 1.5 克（另沖）。水

煎服，每日 1 劑。 

服 3 劑後睡眠轉佳；再服 3 劑血汗減

少大半；繼進 3 劑血汗止，諸證亦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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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語]吳老謂：產後血汗症屬少見。

本例患者生育 5 胎，素體本虛，且產後氣

血不足，複加憂虛過度，徹夜不眠，心火

亢炎，而致營血虧損，陰津暗耗，陽乘陰

而外泄，發為皮膚血汗。血者心之液也，

皮毛者肺之合也，汗出於上半身為氣不

充，且有寒痰留滯經絡之故。藥用生地、

玄參、麥門冬、天門冬補心肺清上痰之火；

丹參、當歸補心血；五味子收斂心氣而止

汗；棗仁、朱砂清心養神；黨參、黃芪補

心氣。有形之血不能自生，必得于陽氣的

溫煦而後才能生，即所謂“陰生陽長”。

本方用黃芪 5 倍於當歸，即促使生血迅捷

也；地骨皮、桑白皮養肺金，走皮毛而調

肺氣；煮南星、姜半夏祛寒痰、行經絡；

蒲黃炭、丹皮炭清血熱而澀血；桔梗載藥

上行。由於用藥得當，火清則神安。營血

足，即陽不乘陰；肺調則皮毛不泄，寒痰

祛而經絡暢通；澀血而血汗止。藥僅 9 劑，

諸症悉除。 

3 胎位不正 

李某，女，28 歲，工人。2008 年 5 月

20 日初診。 

患者懷孕已 7 個月，經婦科檢查為臀

位，用膝胸臥及艾灸至陰穴治療 10 天不

效，而請求吳老治療。患者精神尚可，食

欲正常。舌質淡紅、苔薄白、脈滑，證屬

氣血不和，胎脈失常。治宜養血調氣，固

腎安胎。處方： 

灑當歸 9 克、焦白術 9 克、杭白芍 9

克、白茯苓 9 克、鹽澤瀉 9 克、酒續斷 9

克、桑寄生 9 克、菟絲子 9 克、大腹皮 9

克、酒川芎 6 克、紫蘇葉 6 克、陳皮 6 克。

水煎服，每日 1 劑。 

連服 6 劑後，胎位轉為正常，足月後

順產一男嬰，母子康安。 

[按語]經雲：“沖為血海”、“任主

胞胎”，由此可知胞宮的功能與沖任二脈

的關係非常密切，沖脈之精血充盛，才能

保證胞宮正常生理功能的活動。沖任二脈

調和則胞宮自無疾患，沖任二脈虧虛勢必

影響胎兒在胞宮內的位置改變。吳老根據

這個理論，以生血來強壯沖任二脈，維持

沖任之生理功能。血生於中土，土過燥不

能生物，故以當歸、川芎、白芍滋之；土

過濕也不能生物，故以茯苓、白術、澤瀉

滲之，濕燥適宜，則中氣治而血自生。更

借助于蘇葉、陳皮、大腹皮下降胎氣，菟

絲子、續斷、桑寄生固腎安胎。諸藥合用，

生血有源、沖任脈盛、腎固胎安、胎兒得

養，胎位自轉正常。 

4 閉經 

陳某，女，18 歲，學生，未婚。2008

年 6 月 12 日初診。 

自述閉經已一年餘，自 16 歲初潮至今

未行。平素喜食冷飲，時有小腹疼痛感，

四肢不溫，白帶量多，舌淡、苔白、脈沉。

證屬過食冷飲、血為寒凝、氣機不暢、瘀

阻沖任；治宜溫經散寒、活血通經。方用

溫經湯加減。處方：吳茱萸 9 克、當歸 9

克、桂枝 6 克（後下）、幹薑 4.5 克、香附

10 克、艾葉 9 克、附子 6 克、益母草 15

克、桃仁 9 克、紅花 9 克、甘草 6 克、川

芎 9 克。水煎服，每日 1 劑。 

連服 10 劑後，經前腹痛劇烈，月經量

多，色紫黑有血塊，血塊排後，腹痛減輕，

小腹冷感亦減。因血塊已下，瘀血已除，

故原方去益母草、桃仁、紅花繼服 5 劑，

以鞏固療效。經隨訪一年，經期正常。 

按：本例閉經，系因過食寒涼之飲、

經脈不通所致，故吳老治療根據“血得熱

則行，得寒則凝”的原則，用溫經湯加減，

以溫經散寒、活血調經。方用附子辛甘大

熱，性走而不守，能引氣藥行十二經，引

血藥入血分，引發散藥開腠理，以溫補腎

寒凝，故用吳茱萸溫散肝經之寒邪；當歸、

白芍養血調經；川芎、香附、艾葉、陳皮

行氣活血調經；益母草、桃仁、紅花活血

祛瘀調經；甘草和中。綜觀全方具有溫經

通陽、散寒祛邪之作用，從而促進氣血調

暢、沖任調和，故經閉年餘而痊癒。 

5 滑胎 

洪某，女，25 歲，農民。2008 年 3 月

14 日就診。 

患者婚後 4 年，曾先後流產 3 胎，均

為 3-4 個月孕期。此次停經將 60 天，3 天

前不明誘因突然出現陰道流血，經當地醫

生用黃體酮、維生素 E 等治療無效，而求

診于吳老。症見陰道流血、色鮮紅、量多，

伴有下腹部疼痛、腰酸、頭暈眼花、手足

心熱，舌紅、苔薄黃、脈沉細數。證屬腎

虛血熱之症，治宜補腎安胎，清熱止血。

處方：杜仲 15 克、菟絲子 15 克、苧麻根

15 克、蓮子肉 12 克、糯米 12 克、白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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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黃芩 9 克、桑寄生 9 克、砂仁 9 克、

白銀 2 枚。水煎服，每日 1 劑。囑服 3 劑。 

二診（3 月 17 日）：服上藥 3 劑後，

陰道流血大減。繼服 3 劑。 

三診（3 月 20 日）：陰道流血告止，

諸症亦痊。囑按原方每月連服 3 劑，服至

六個月孕期後停服，足月順產一男嬰。 

按：婦人連續流產達 3 次以上者，稱

為習慣性流產。中醫稱為“滑胎”。其病

機與先天腎氣的盛衰及後天脾胃的強弱有

密切的關係。因胎孕的形成主要靠母體先

天之腎氣的盛實，而長養胎兒則在於母體

後天之脾胃生化的氣血供養。所以妊娠從

胚胎及至分娩，須由母體先天之腎氣和後

天之脾胃，互相資生，才能使胞絡牢固胎

有所養。腎為沖任之本，脾為氣血生化之

源，故對本病的治療，除應以補腎外，還

必須並用健脾之品，使腎與脾、先天與後

天相互促進，以固胎保育。方中蓮子肉補

脾且清君相之火而固澀；苧麻根清熱止血

安胎；糯米、白術、砂仁健脾和胃；杜仲、

菟絲子、桑寄生固腎；黃芩、白銀清熱安

胎。諸藥合用，既補先天之腎，又健後天

之脾，兼清熱而安胎，自無流產之虞。

--------------------------------------------------------------------------------- 

淺談 16 例漿細胞乳腺炎的中西醫治療 

  陳怡君 

（臺灣中醫藥學會） 

 

 

【 摘要 】 目的：本研究通過應用中藥

治療漿細胞乳腺炎。方法：應用中醫辨證論

治， 將漿細胞乳腺炎的腫塊期、膿腫期辯為

肝經蘊熱型，治則疏肝清熱、消腫解毒，方以

柴胡疏肝湯合五味消毒飲加減，腫塊期再配合

抗生素治療 。樓管期辯為正虛邪戀型，治則

補益氣血、托裡透膿，方以四君子湯合銀花甘

草湯加減，再配以局部外用中藥外敷換藥 。

結果：本組 16例患者腫塊期 9例 ，膿腫期期

5例 ，樓管期 2例 ，治癒 9例，好轉 5例，

治癒率 56％，好轉率 31％，總有效率 88％。

結論：中藥治療漿細胞乳腺炎，創傷小不影響

乳房的美觀、效果較好 ，大都易於被患者接

受，可取得滿意的臨床療效 。 

【關鍵字】 漿細胞乳腺炎 

哺乳期乳腺炎一般在臨床極其常見，而

對於非哺乳期乳腺炎，尤其是漿細胞乳腺炎，

此病因其感染反復發作，易形成竇道或瘺管，

反復手術，遷延不愈 ，甚至導致全乳腺切

除 ，以致成為乳腺外科的一個診治難題。鑒

於本病西醫的難治性，筆者應用中藥治療漿細

胞乳腺炎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現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患者 4 0 例，年齡 2 1～53 歲，平均

38 歲 ，起病時間 3天～ 6個月，平均 25天，

其中，腫塊期 9例 ( 起病 1周 ，往往起病突

然，發展迅速。乳房局部疼痛不適，並發現腫

塊，腫塊多位於乳暈部，或向某一象限發展，

直至數釐米至十釐米以上 )。膿腫期 5 例 

( 乳房腫塊軟化，形成膿腫。破潰後流出的膿

液中常夾雜粉刺樣或脂質樣物質 ) 。樓管期

2 例 ( 常形成通向輸乳孔的瘺管，潰口久不

收斂 ) 。 

1.2 診斷標準  參照《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

準》 

( 1 ) 發病以一側乳暈部多見，常伴乳頭

內陷史，在內陷的乳頭內可有渣樣分泌物，少

數伴有乳頭溢液。 ( 2 ) 乳暈旁有結塊疼痛，

皮膚微紅，潰爛後膿液有異味，久不收口，形

成乳漏。( 3 )復發作可有瘢痕形成，乳暈部

出現僵硬腫塊，其與皮膚粘連。( 4 ) 超音波

特點 ：漿細胞乳腺炎腫塊呈扁平狀，縱／橫

徑比值< 1 ，病灶內血流稀少，腋下淋巴結全

良性表現，膿液形成時則乳腺病灶呈不規則片

狀低回聲，內見增強光點，如有多處低回聲可

相互連通。( 5 ) 病理學檢查：乳腺腫塊針吸

細胞學檢查，可見漿細胞大量浸潤 。 

1.3 治療方法 

漿細胞乳腺炎中藥治療分外治和內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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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腫塊期、膿腫期以金黃散外敷，膿腫期換藥

時需在患處有波動感的地方，切開一切口（大

約 1 公分左右），將膿液排出。瘺管形成則需

掛線。內治把腫塊期、膿腫期辯為肝經蘊熱

型，予以疏肝清熱、消腫解毒，方以柴胡疏肝

湯合五味消毒飲加減，腫塊期再配合抗生素治

療一周。中藥 內服約 1 個月；樓管期辯為正

虛邪戀型，予以補益氣血、托裡透膿，方以四

君子湯合銀花甘草湯加減，中藥內服 2～3 

月。 

1.4 療效判定標準 

治癒：乳房腫塊消失，創口完全癒合；好

轉：紅腫疼痛消失，腫塊縮小，瘺管接近癒合；

未愈：腫塊不散，瘺管不愈。總有效率為治癒

率和好轉率之和。 

2 結果 

本組 16 例患者腫塊期 9 例，膿腫期 5

例 ，樓管期 2例 ，治癒 9 例，好轉 5例，未

愈 2 例轉外院治療，治癒率 56％，好轉率 31

％，總有效率 88％，未愈 12％。 

3 討論 

    漿細胞乳腺炎是乳腺組織的化學性炎症

病變，非細菌性感染，而炎性細胞以漿細胞為

主。本病發病較少見，發病率占乳房良性疾病

的 4-5%，而臨床誤診率為 60-90%。本病可發

生青春期後任何年齡女性，男性患者占極少

數。大多發生在 30-40 歲非哺乳期或絕經期婦

女。在歷代中醫文獻中，至今未查閱到有與本

病相類似的記載。而在文獻中亦稱此病為“粉

刺性乳腺炎”、“管周性乳腺炎”、“乳腺導

管擴張症”等病名。在 1925 年 J.Ewing 發現

本病病灶中有大量漿細胞浸潤，首次命名“漿

細胞性乳腺炎”，此為目前臨床上比較通用的

病名。
[1] [2]

 

漿細胞乳腺炎並不是細菌感染所致，一般

認為導管排泄障礙，脂肪性物質堆積，引起導

管周圍的化學性刺激和免疫性反應，異常激素

刺激導管上皮分泌增加，導致大量漿細胞浸

潤，故稱漿細胞乳腺炎。抗生素和手術治療仍

未見好轉，反復發作，破潰後形成瘺管，可以

繼發細菌感染，長久不愈。 

本病西醫多以抗生素或者外科切開引流

手術治療為主，感染反復，多次手術，傷口仍

遷延不愈，甚至有的在同乳房的其他患者，又

長出腫塊，讓患者乳房見多處疤痕，更嚴重者

將乳房全部切除，大多女性視乳房為第二張

臉，這樣多次手術或者乳房缺失，不僅影響外

觀，還造成患者心裡上的創傷。中醫則認為本

病因先天不足，七情內傷，沖任失調，外感邪

實所致。女子乳房屬胃，乳頭屬肝，而足厥陰

之脈又貫膈、布肋脅，可見肝在乳腺疾病中的

重要地位。 

本人參照中醫乳癰(非哺乳期)、乳癆、乳

漏(乳暈部)三種疾病的病因、病機、辨證論

治，將漿細胞乳腺炎的腫塊期、膿腫期辯為肝

經蘊熱型，治則疏肝清熱、消腫解毒，方以柴

胡疏肝湯合五味消毒飲加減，腫塊期再配合抗

生素治療 。樓管期辯為正虛邪戀型，治則補

益氣血、托裡透膿，方以四君子湯合銀花甘草

湯加減，再配以局部外用中藥外敷換藥，祛腐

生新，促進創面癒合起著重要作用，創傷小、

效果好、美觀，易於被大多患者接受，得到了

滿意的臨床療效 。

參考文獻（略） 

———————————————————————————————————————— 

 

中醫藥治療精索靜脈曲張性不育研究進展 

囤榮梁（綜述）戚廣崇（審校）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早在 16世紀，Ambroise 即發現精索靜脈

曲張(Varicocele，VC)，1880 年英國外科醫

生 Barfield 首先報導了精索靜脈曲張可導致

不育
[1]
。精索靜脈曲張多見於青壯年，在男性

人群中發病率為 15%-20%，而在不育男性中發

病率為 25%-40%
[2]
。BenoffS 研究發現精索靜

脈曲張與不育關係密切, 原發性不育患者中, 

VC 的發病率約為 35%(19%-41%), 繼發性不育

患者中可達 80%(69%-94%)，且無種族差異
[3]
。 

張永忠等
[4]
調查196例精索靜脈曲張患者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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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育情況發現有 18.88%患者不育，其中單

純左側 VC 不育率為 13.39%，而雙側 VC 不育

率為 26. 19%。國內一項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精

索靜脈曲張性不育在不育病因中位居第二
[5]
。但是精索靜脈曲張致不育的發病機制至今

沒有明確闡明，目前西醫較為認同的是通過睾

丸微循環、血管活性物質、一氧化氮、缺氧、

免疫及細胞凋亡等多種途徑共同作用而導致

的
[6]
。現代醫學除了手術以外尚缺乏對精索靜

脈曲張性不育較為理想的治療方法
[7]
。由於 VC

性不育患者靜脈曲張程度與精液品質的不對

等, 使得其手術指征尚無統一標準，同時單純

手術治療並不能很好的改善精液品質和提高

受孕率
[8][9]

。這使得中醫藥治療精索靜脈曲張

性不育有了更多的機會與挑戰。 

1.病因病機 

1.1 經典論著： 

根據臨床表現，傳統中醫多將精索靜脈曲

張歸屬於“筋瘤”、“筋疝”、“偏墜”等範

疇論治。張從正的《儒門事親》一書首次提到

“疝有七，即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

孤疝、痜疝，是謂七疝。”而筋疝即是指此病，

張氏提出：“疝本肝經益通勿塞論”並明確指

出“若少年得之，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
[10]

。

王清任言: “青筋暴露, 非筋也, 現於皮膚

者血管也, 血管青者, 內有瘀血也。”這是為

數不多的中醫古代文獻對於本病的記載。 

1.2 現代醫家： 

現代醫家試從臟腑氣血等方面闡述精索

靜脈曲張性不育的病因病機。 

周安方
[11][12]

認為腎虛是VC性不育的基本

病機,是發病的內在病理基礎,病機特點多為

虛實夾雜,以腎虛為本,血瘀為標,腎虛與血瘀

互為因果從而發為本病。周氏強調瘀血阻滯是

其重要的病理因素，腎虛為主, 瘀阻於下，脈

絡暴露，彎曲而成筋瘤。日久則瘀血停滯，氣

血不能充盈腎之經脈，腎精化生不足, 從而導

致精液異常。 

劉建榮
[13]

認為肝疏泄失職為 VC 性不育的

病機特點。首先,VC 的病位在肝,足厥陰肝經

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足厥陰之筋

則上循陰股,結于陰器,絡諸筋,肝經及其經筋

的走向決定了 VC 與肝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

其次,肝居下焦,主疏泄,氣血正常運行有賴於

肝正常的疏泄功能。肝失疏泄,氣血運行受阻,

血行不暢,瘀阻脈絡發為 VC。再次,肝在五行

屬木,主升發,特別是 III 級 VC 患者陰囊及附

近部位表現為明顯的墜痛,其最典型症狀即是

由於肝疏泄失職, 升發不利與氣血運行受阻

所造成。所以劉氏認為肝疏泄失職是本病的基

本病機特點。 

徐福松
[14]

認為該病病位在肝腎，以腎精虧

虛為本，血脈瘀阻為標，二者互為因果，導致

不育。強調除了腎精不足外，肝氣鬱結也是本

病的基本病機之一
[15]

。 

譚毅，丘文靜等
[16]

認為本病病機為肝腎虧

虛，肝鬱氣滯，瘀血停滯，脈絡阻塞，致精血

虛虧，精瘀粘滯。何方敏
[17]

也指出精索靜脈曲

張屬於筋疝範疇，認為“諸疝皆屬於肝經”。 

張耀泉
[18]

認為 VC 性不育的病機是中氣下

陷，氣滯血瘀，脾腎虧虛，最終引起不育。 

戚廣崇認為本症的發生多因先天稟賦不

足，脈絡畸形，以致血行不暢，疲血積聚，舊

血不去，新血難來，外腎(睾丸) 失養，生精

不足甚至不能生精，故致不育
[19]

。 

2.中醫藥治療  

2.1 補腎生精、活血祛瘀    

周安方等
[20]

認為精索靜脈曲張性不育存

在“腎虛血疲”的病機特點。治療應以補腎生

精、活血祛瘀為治療大法。並通過臨床試驗，

得出自擬補腎活血方（熟地、黃精、枸杞、菟

絲子、覆盆子、五味子、巴戟天、淫羊藿、黨

參、丹參、紅花、郁金）能顯著改善患者腎虛

狀態並通過顯著提高精子密度與活率而達到

提高生育能力的目的，且通過臨床實驗得出補

腎活血方結合手術的效果更好。 

2.2 疏肝解鬱、理氣定痛 

劉建榮等
[21]

在肝疏泄失職理論的基礎上,

組成了以調肝中藥為主的“伸曲助育湯”（制

香附、荔枝核、當歸、赤白芍、枳實、青皮、

陳皮、炙甘草為主要藥物。加減：少精子症加

用五子衍宗丸；舌質瘀暗、睾丸疼痛等瘀血重

者加肉桂、丹參、紅花、川芎；兼有小便灼熱、

精液液化不良、精液中有膿細胞等濕熱者加野

菊花、白花蛇舌草、敗醬草、連翹；見陰莖勃

起障礙、早洩、滑精、精液清稀等腎陽虛者加

覆盆子、菟絲子、枸杞子、鎖陽、仙靈脾；遺

精、精液量少、質黏、畸形精子過多、精子活

率低下、腰膝酸軟、五心煩熱、陽強易舉等腎

陰虛者加龜版、熟地、山萸肉、五味子。） 全

方疏肝解鬱、理氣定痛，獲得了十分滿意的臨

床療效
[22]
。並且通過隨機對照試驗，對實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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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大鼠精子治療作用的觀察
[23]

 ，進一步證明

調肝中藥對於精索靜脈曲張不育有較好的治

療作用, 與其他治療相比具有優越性。 

2.3 活血化瘀、益氣通脈 

劉廣程
[24]

報導予自擬方活血通脈湯（桃

仁、川芎、丹參、赤芍藥、牛膝、黃芪、木香、

蘇木、劉寄奴、 水蛭、 益母草、生地黃、當

歸）治療精索靜脈曲張性不育 60 例。以妊娠

和精子品質為評價標準，結果治癒 35 例

(58.3%),好轉15例(25%),無效10例(16.7%) ,

總有效率 83.3%。劉氏認為本病屬於血瘀凝滯

所致，主張以活血化瘀、益氣通脈為治療大

法。 

張劍
[25]

報導加味桃紅四物湯(生地黃、黨

參、赤芍、當歸, 桃仁、川芎、荔枝核、黃芪、

桂枝、柴胡、紅花)治療精索靜脈曲張不育症

52 例（加減：精子活動率低,活動力弱加肉蓯

蓉、巴戟天、仙茅； 精子數量少加熟地、黃

精、何首烏；畸形精子增多,白細胞增多,液化

不良和抗精子抗體陽性等,加馬齒莧、黃柏、

土茯苓、知母、地骨皮；身倦乏力、納少加白

術、山藥），以妊娠和精子品質為療效評價標

準，結果治癒（妊娠）19 例，顯效 12 例,有

效 8例,無效 13例，總有效率為 75%。 

徐吉祥
[26]

用加味桂枝茯苓丸(桂枝、茯

苓、牡丹皮、芍藥、桃仁、當歸、黃芪、首烏、

枸杞子、牛膝、甘草)治療精索靜脈曲張性不

育症 269 例,肝經鬱滯者加橘核、烏藥； 濕熱

下注者加車前子、黃柏；氣虛者加黨參、白術；

陽虛者加吳茱萸、附子； 陰虛者加知母、鱉

甲。結果治癒 97 例, 顯效 101 例, 有效 34

例, 無效 37例, 總有效率 86.25%。 

2.4 活血化瘀，肝腎同治 

何方敏
[27]

認為此病部位在肝腎，應肝腎同

治。以桃紅四物湯加減為基礎方（熟地、當歸、

桃仁、紅花、白芍、川芎。加減： 腰膝酸軟

者加黃狗腎、杜仲、菟絲子補益肝腎，壯陽生

精；陰囊或睾丸墜脹或墜痛者加荔枝核、桔核

行氣散結止痛；陰囊或睾丸、少腹冷痛者加烏

藥、小茴香溫腎暖肝,散寒止痛；乏力者加人

參、黃芪大補元氣；頭痛、失眠者加酸棗仁、

合歡皮交通心腎。共促補益肝腎、滋髓生精、

行氣活血、化瘀通絡，從而使瘀血去，精髓生，

精液恢復正常，達到治療目的。 

徐福松
[15]

認為治療上除了補腎生精外要

輔以清肝、或疏肝、或柔肝、或養肝的藥物。

提出用滋水清肝飲加味（生地黃、熟地黃、生

山藥、山茱萸、牡丹皮、茯苓、澤瀉、當歸、

白芍、醋柴胡、生梔子、小茴香、川楝子、烏

藥、橘核）治療。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 

2.5 升陽舉陷、活血祛瘀、生精助育 

張耀泉
[28]

治療 VC 性不育，立補脾益氣、

升陽舉陷、溫通經脈、活血祛瘀、填精益腎、

生精助育法。提出自擬方張氏精索靜脈曲張

方，由補中益氣湯、桂枝茯苓丸和金匱腎氣丸

合方加減組成（黃芪、生地黃、黨參、茯苓、

赤芍、丹參、菟絲子、白術、當歸、桂枝、桃

仁、淫羊藿、枸杞子、炙甘草、柴胡。加減：

精子活動率低，活動力弱多屬腎陽虛衰，加肉

蓯蓉、熟附子、巴戟天、仙茅；精子數量少多

屬腎陰虛，加山茱萸、黃精、何首烏；畸形精

子增多，白細胞增多，液化不良和抗精子抗體

陽性等多屬腎虛兼有濕熱，加板藍根、萆薢、

土茯苓、地骨皮、知母、黃柏。）張氏精索靜

脈曲張方治療精索靜脈曲張不育症 162 例療

效觀察，結果治癒率 45.7%，顯效 13.6%,有效

19.1%,無效 21.6%,總有效率 78.4%。 

關偉、李信平
[29]

治療 38 例精索靜脈曲張

性不育患者，均採用益氣活血法進行治療，方

選用補中益氣湯加槐榆煎加減(基本處方：黃

芪、升麻、柴胡、當歸、槐花、丹參、冤絲子、

覆盆子、桑堪子)，3 個月後分別測定精子活

力和 a-糖苷酶，結果 21例(55.26%)顯效，有

效 13例(3421%)，無效 4例(l0.53%)，總有效

率為 89.47%。王鵬
[30]

也報導崔學教教授驗方

補中益氣湯合槐榆煎加減對 VC 並弱精症療效

確切。  

2.6 活血化瘀、溫腎益精 

戚廣崇教授提出對於精索靜脈曲張性不

育的治療大法當以活血化瘀為主。因為血行淤

去，外腎(睾丸)得以營養，血轉化為精，則生

育有望
[31]

。自擬的活血化淤驗方通精煎(丹

參、桃仁、莪術、紅花、川牛膝、炙黃芪、當

歸尾、生牡蠣、柴胡、大棗等)
[32]

諸藥配合，

切中病機，相得益彰，共奏活血祛瘀，理氣養

血，通精生精之效，其療效得到了業內外各醫

家們的認可。戚氏通過與手術組對照臨床試

驗，發現通精煎組和手術組懷孕率無顯著性差

異，但是經通精煎治療後的患者在精子密度、

運動精子數、前向運動精子數、活動率、前向

運動率、精子運動速度、4 級精子、0-1 級精

子等項目改善均較為明顯
[33]
。這也從側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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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單純用中藥治療精索靜脈曲張性不育效果

不亞於手術效果，並且可以減少患者的痛苦。

對於腎虛兼有血瘀的 VC 性不育患者戚教授主

張標本兼顧，用自擬經驗方理精煎
[34]
（丹參、

川斷、莪術、狗脊、川牛膝、仙靈脾、地鱉蟲、

肉蓯蓉、當歸、鹿角片、熟地、大棗）治療，

並且經過幾十年臨床驗證取得了較好的臨床

療效。 

孫自學
[35]

報導以益腎活血，化瘀通絡為

法，用益腎通絡方（熟地、黃芪、丹參、菟絲

子、仙靈脾、巴戟天、川牛膝、水蛭。加減：

陰囊潮濕者加車前子、生米仁； 睾丸墜脹痛

甚加荔枝核、醋元胡。）治療精索靜脈曲張不

育65例，結果，65例中11例痊癒(配偶懷孕) , 

臨床痊癒率為 16.92%；25 例顯效(雖未受孕, 

但精子數量、精子活力已恢復正常),顯效率為

38.46%；18 例有效(精子數量增加,活力改善) , 

有效率為 27.69%；11 例無效(治療前後無變

化),總有效率為 83.07%。 

皇甫予蘇
[36]

審因論治, 以“瘀”為主，抓

住局部臨床表現特點，結合四診情況,詳細辨

證分型，總結出八種治法應用於臨床，並取得

了良好的臨床效果。 

齊鳳
[37]

報導用精索康（生黃芪、丹參、桃

仁、紅花、地鱉蟲、橘核、五味子、菟絲子、

車前子、覆盆子、枸杞子、淫羊藿、巴戟天、

生甘草）通過對照試驗治療精索靜脈曲張致不

育 63 例，結果生育 39 例，有效 17 例，無效

7例，總有效率 88.89%。 

    王均貴等
[38]

以神通贊育湯隨症加減

（當歸、生地黃、川芍、丹參、通草、王不留

行、路路通、枸杞子、淫羊霍）治療 80 例，

妊娠 35例，顯效 16例，有效 15例，無效 14

例，總有效率 82.5%。 

2.7 階梯性治療 

譚毅，丘文靜等
[39]

提出用中醫階梯性治療

方法辨證治療男性精索靜脈曲張性不育症的

思路。採用階梯性治療方式：滋腎養肝為基

礎，疏肝健脾適時候，逐瘀滌痰、通絡化濁分

步走共三階段的治療。將滋腎養肝、益精生

血、活血通絡作為第一階梯予自擬 1 號方(菟

絲子、制鱉甲、制龜甲、血竭、黃精、雞血藤、

黃芪、知母、黃柏、醋香附)。適時採用第二

階梯健脾疏肝化瘀，常取自擬 2 號方(菟絲

子、制鱉甲、制龜甲、血竭、黃精、雞血藤、

黃芪、知母、黃柏、醋香附、山藥、陳皮、荔

枝核、薏苡仁)治療。最後予以逐瘀滌痰、通

絡化濁、疏通精道、適時益氣生精，常取自擬

3 號方(菟絲子、制鱉甲、制龜甲、血竭、黃

精、雞血藤、黃芪、知母、黃柏、醋香附、山

藥、陳皮、荔枝核、薏苡仁、牡蠣、淫羊藿、

丹參、川芎)治療。譚氏指出階梯性治療方法

是疊加並進而不是分型孤立的施治。 

3.討論： 

治療精索靜脈曲張性不育，臨床上各大醫

家都有著自己各自不同的見解。但是總結下

來，卻發現不同之中卻有著共識：從辯證分型

上看，以腎虛血瘀的為多，有些患者兼有氣虛

下陷，或兼有肝氣不舒；治則治法上，基本以

活血化瘀，補腎益精，益氣溫陽，疏肝理氣為

主；余則根據患者不同的兼證及各醫家各自的

用藥經驗進行辨證施治。總之根據中醫的辯證

思維，治療上應本著辨治常從逐瘀著手，然立

化瘀之法，必究瘀之所成之因，即“審病畢求

於因”，只有如此才能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對於疼痛症狀較重的Ⅲ度精索靜脈曲張患

者，如果符合手術指征，則應積極建議患者行

手術治療，同時結合中醫藥治療。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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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的臨床體會 

梁國川 

（江西省東鄉縣中醫院） 

 

 

男性性功能障礙，是臨床常見的男科病。

指陰莖不能勃起，即勃起不堅，堅而不久；或

在性生活中，過早洩精，甚至尚未進入陰道即

射精，引起不能正常性交的性功能障礙。臨床

要與性欲低下鑒別。性欲低下，指沒有性交的

欲望，對性生活冷淡，無有索求；性功能障礙，

指有性交欲望，因陽事不舉或過早洩精，不能

進行正常性生活。 

男性性功能障礙的病因較多，病機複雜，

治療頗為棘手，是男科臨床常見的疑難病。本

人多年致力於男性性功能障礙治療，現就陽

痿、早洩的臨床治療體會介紹如下。 

例一，陽痿 

陳某，男，28歲，2011 年 3 月 6日就診。 

患者形體壯實，滿面紅光，是一建築木

工。因陽事不舉，性功能障礙，心情焦急，曾

到南昌等地治療，西醫診斷：精囊炎，多次治

療，效果不顯；又經中醫補腎壯陽，結果陰莖

經常勃起，但無法夫妻性生活，經朋友介紹到

我處治療。 

初診：患者體質健壯，面色潮紅，身體無

任何不適，只是睡時夢多，看到戀情影視，陰

莖自然勃起，令人心煩，口幹口苦，舌質紅，

脈弦。證屬肝鬱氣滯，鬱久化火。治療宜疏肝

理氣，清泄相火。自擬疏肝瀉火湯加減。 

醋柴胡 10g  白芍 15g  枳殼 8g  郁金

10g  丹皮 10g  龍膽草 8g  知母 10g  黃柏

10g  梔仁 8g  澤瀉 10g  大蜈蚣 1條 

每日一劑，水煎服。服藥同時，囑其心理

不要緊張，解除思想顧慮。 

二診，進藥 8 劑，情緒有好轉，口幹口苦

症狀緩解，但睡眠多夢，陰莖勃起不堅，性生

活仍有障礙，苔薄舌質紅，脈細弦。續以上方

去黃柏、梔仁、龍膽草、澤瀉、加茯神 15g

炙遠志 10g、北五味子 8g、露峰房 10g、水蛭

粉 1.5（沖服）。 

三診：進藥 8 劑，睡眠改善，夢亦減少，

陰莖能勃起，但不堅挺。投自擬強腎抗痿散加

減。 

醋柴胡10g   白芍12g   郁金10g   山

萸肉10g   沙苑子10g   刺蒺藜10g   莬絲

子 20g    仙靈脾 10g    續 斷 10g   五味

子 6g   蜈蚣 1條   水蛭粉 1.5g 

每日一劑，水煎服，連服 10 劑。 

四診：服藥後，患者能進行性生活，並且

可持續 2 至 3 分鐘之久，效不變方，續服 2

周，鞏固療效。一年後隨訪，生一男孩。 

按：陽痿又稱“筋痿”、“陰器不用”、

“陰事不舉”。歷代醫家多以腎虛立論，以命

門火衰，腎陽不足為主要病機。但要考慮“肝

者筯之合也，筯者聚于陰器”，肝厥陰之脈

“過陰器”。陰莖以筋為體，以血為用，陰莖

的勃起需要氣血充養。同時肝藏血，主疏泄，

肝鬱氣滯，瘀血內阻，則宗筋失養而成痿。所

以在治療過程中，要明確病因、病機，根據臨

床症狀辨證論治。同時要心理放鬆，調整心

態，增強信心，配合治療。 

本例陽痿患者，體質健實，因情志不遂，

肝鬱氣滯，氣機不利，以致相火旺，煩躁失眠，

性功能障礙，用龍膽草、梔仁、澤瀉、丹皮清

利濕熱；茯神、炙遠志、五味子安神交心腎；

待清熱瀉火後，續以強腎抗痿散，方中用柴

胡、白芍、郁金疏肝理氣，吐絲子、仙靈脾、

山萸肉、沙苑子、刺蒺藜養腎振痿；尤其是蜈

蚣、水蛭能搜風通絡，溫行血脈，直達宗筋。

其中蜈蚣辛溫，善走竄，行表達裏，無所不至。

能通肝絡，對陰莖勃起有充血、興奮和振振痿

作用（蜈蚣有毒，量不宜過大。用之過長，可

研末調服，用量 0.6-1 克左右）；水蛭破瘀通

經，有抗凝、溶栓、降脂作用。能降低血流粘

度和血管阻力，改善微循環和血管壁的活性和

彈性，使之在有性興奮時，陰莖動脈竇充血，

海綿體擴張，起到振陽祛痿的作用。 

例二，早洩 

徐某，男，27 歲，2010 年 9 月 25 日初診 

患者結婚 2年，夫妻性生活不到 1分鐘射

精，醫院診斷：前列腺炎，經中、西醫治療，

均無明顯效果，經介紹來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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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診，患者性欲低下，陰莖勃起不堅，有

時進入陰道，不到半分鐘射精，無法性生活。

尿道口有分泌物和刺癢感，腰膝酸軟，睡眠多

夢，舌苔薄黃，脈細弦。證屬氣陰兩虛，夾有

濕熱。治療宜清濕熱，調肝腎，補氣血。以自

擬滋腎泄熱湯加減。 

生地 15g  赤芍 10g  丹皮 10g  女貞子

20g  刺蒺藜 10g  惟山藥 15g  蛇床子 8g  

車前子 10g  王不留行 10g  黃柏 10g  白蘚

皮 10g  甘草 5g，每日一劑，水煎服。 

二診：服藥 10 劑，尿道口分泌物減少，

刺癢好轉，但睡眠差，腰酸，陰莖勃起不堅，

早洩等症狀仍然存在，脈細，苔薄白。上方去

赤芍、黃柏、車前子、生地、加茯神 15g、炙

遠志 10g  黃芪 20g  五味子 6g  每日一劑，

水煎服。 

三診：服藥 8 劑，睡眠好轉，性生活有所

改善，但時間不久，勃起不堅，宜益氣補腎固

澀。自擬補腎固澀飲加減。 

熟地15g  山萸肉10g  惟山15g   續斷

10g  金櫻子10g  莬絲子15g  黨參15g  黃

芪20g  白術10g  仙靈脾10g  鎖陽10g  龍

齒 20g（先煎）  煆牡力 20g（先煎）  桑螵

蛸 10g （桑螵蛸宜鹽水炙炒後，研末調服，

有補腎固精之功）每日一劑，水煎服。 

四診：服藥 10 劑，勃起功能增強，性交

時間延長，症狀基本改善。以上方配金鎖固精

丸連服 2 周，鞏固療效，一年後隨訪，一切無

異常。 

按：早洩，中醫稱“雞精”、“溢精”、

“見花射”。主要是射精過早，不能自我控制

的性功能障礙。目前西醫尚無有效治療。中醫

根據臨床表現，辨證施治，有較好的治療效

果。 

早洩的發病機理，中醫認為與心、肝、腎

有密切的關係。腎藏精，腎氣虛，精門不固，

關閉不全，或腎陰不足，相火妄動，使射精過

早，導致早洩。治療宜補腎氣，滋腎陰，固腎

精；如心腎不交，睡眠多夢，或水火不濟，封

藏失職，引發早洩，以養心安神，補腎固澀；

如肝氣不疏，引動肝火，擾亂精室導致早洩，

治療以疏肝理氣，清泄肝火。此時切禁過早濫

用蓮子、金櫻子、山于肉、桑螵蛸等收斂固澀

藥，以防閉門留寇。同時，在治療期間，要做

好心理疏導，精神安慰工作，尤其是女方要密

切配合，雙方排除思想顧慮。 

本例患者，屬氣陰兩虛，夾有濕熱，前期

擬疏肝瀉火湯，以生地、丹皮、黃柏、車前子、

白蘚皮清熱利濕，然後以補腎固澀飲，用黃

芪、黨參、白術、懷山、山於肉、五味子、女

貞子、枸杞子補脾氣，養腎陰；茯神、炙遠志

交心腎；莬絲子、仙靈脾、續斷、金櫻子、龍

齒、煆牡力補腎固澀，結合心理疏導，經一個

多月的治療，患者尿道口刺癢、睡眠多夢，腰

膝酸軟、早洩等症狀基本消失，一切恢復正

常。

 

————————————————————————————————————————— 

 

四物湯在婦科臨床應用 

吳 熙 

（吳熙全國名老中醫專家工作室） 

 

四物湯是婦科臨床常用方。此方來源《太

平惠民和劑局方》，原書主治“沖、任虛損，

月水不調，臍腹作痛等症。沖為血海，任主胞

胎。”婦女的月經與奇經八脈中的沖、任兩脈

關係至為密切。“八脈系於肝腎”，肝藏血，

主疏泄。月經能按時而下，有賴於肝的應付疏

泄，故婦女月經與肝腎有密切關係。令因營血

虛、滯、沖、任虛損，則月經不能應時而下，

或前或後，參述不稠，營血凝滯則臍腹作痛，

此腹痛亦可因血虛而導致拘攣作痛，沖、任不

固，則漏下崩中，故上述諸症，總由營血虧虛，

肝陰不足所致。四物湯既是補血的基礎方，又

是調經的基礎方。若用本方補血，應重用滋陰

補血的熟地黃為主藥，補血養血的當歸、白芍

為輔助藥，佐少許活血的川芎，使地黃、白芍

等補血而不滯血。若用本方調經，則應重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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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當歸既能補血和肝，又能調經止痛，一藥

具備兩種作用，故為主藥；熟地助當歸滋陰養

血，川芎、白芍助當歸調經止痛，是輔助藥。 

為什麼四物湯能在婦科臨床上廣泛應用

呢？因為四物湯的功效是補血調血，而婦科的

“血證”是常見的，多發的病症。血，是營養

全身的物質基礎。血盛則形體盛，血衰則形體

衰。血來源於水穀之精微。正如《靈樞•決氣

篇》中所說：“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

調血。”《靈樞•邪客篇》中說：“營氣者，

泌其津液，注於血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

內注五臟六腑。”就是說中焦吸收了飲食水穀

的精微之後，通過氣化作用成為營氣，營氣所

分泌的津液，入心化赤而為血，注入血脈之中

以營養全身。即所謂“化氣者為陽，化血者為

陰，上浮者為陽，下凝者為陰，陽者氣也，陰

者血也。”血的生成、迴圈、調節與心、肝、

脾三髒的功能主要是營養全身。凡皮毛、筋

骨、經絡、臟腑等一切組織器官，均需要血的

營養才能發揮其生理功能。所以《素問•五臟

生成篇》中說：“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

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血之於

人體無處不到無處不有，迴圈無端不能休止。

即《靈樞•本髒篇》中所說的“血和則經脈流

行，營複陰陽，筋骨強勁。”以血的生成來源

者，從中焦一方面“受氣”，一方面“取

汁”，營氣又泌其津液入心化赤注之於脈，因

此可以認為“血”分為實質性的血與血中不

氣。前者是物質，後者是功能。血必須在氣帥

血行，迴圈流動情況下才能發揮其生理功能，

否則不流動的血（死血），非但無用，血中含

有津液，得陽則能化氣。所以說：“血為氣之

母”，“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屬陽主動，

血屬陰主靜，陰陽互根。有血無氣則血不能運

行，血之所以能夠周流不息滋養全身，全靠氣

的推動。有氣無血則氣無所依附，氣血相配二

者不可缺一。四物湯中的熟地補陰血；白芍酸

甘化陰均能補充有形之血（即血中之陰）；而

當歸、川芎偏于辛甘，溫辛甘為陽以助血中之

陽，以陽滯陰使之陰隨陽轉。一陰一陽即補充

血的實質，又增強血的功能；四物湯乃調理氣

血通用方劑。人體賴氣與血以維持生命。本方

加減，以治各種婦科血症。 

婦科臨症本方加減法 

1、本方加肉桂、附子名桂附四物湯（《經

驗方》）：治月經後期而致血色淡者。是補血與

溫經同用的配伍形式。 

2、本方加黃芩、黃連名芩蓮四物湯（《雜

病源流犀燭》）：治月經先期，血色紫暗而量多

者，或赤滯粘稠，面色略青，時發潮熱，頭暈

眼花，心悸少寐，口幹心煩者。是清熱調經的

方劑，適用於實症，熱症。 

3、本方加黃芩、黃連、大黃名三黃四物

湯（《醫宗金鑒》）：治經前吐衄，屬熱邪壅實

者。方中大黃瀉熱逐淤，有引血下行，使血行

故道之意。 

4、本方加桃仁、紅花名桃紅四物湯（《醫

宗金鑒》）：治月經不調，血多有塊，色紫稠粘

者。本方是補血與逐淤並用形式。 

5、本方加阿膠、艾葉、甘草名膠艾四物

湯（《金匱要略》）：治婦女沖，任虛損，崩中

漏下，月水過多，淋漓不止，或產後下血不止，

或妊娠下血，腹中疼痛者。本方是補血與止血

同用的配伍形式。 

6、本方阿膠、艾葉、黃芩名奇效四物湯：

治陰血不足，陽邪有餘、陰虛陽搏之崩證。本

方是補血與止血同用的配伍形式。 

7、本方加陳皮、半夏、茯芩、經藤、丹

皮、海藻、香附名加味四物湯（《經驗方》）：

治經閉，濕濁與血相結，淤阻胞中，少腹脹硬

而痛者。本方是補血和活血，祛痰，結合用的

配伍形式。 

8、本方加黨參、黃芪名參芪四物湯（聖

愈湯）（《東垣十書》）：治月經量少色淡，質稀

薄，經後少腹隱隱作痛，神疲乏力。 

9、本方加人參、附子、幹薑名參附四物

湯（《經驗方》）：治婦女血虛而寒，自汗短氣，

二便清長，脈沉遲者。 

10、本方加秦艽、天麻、防風名艽麻四物

湯（《經驗方》）：治婦人風邪入侵引起眩暈者。 

11、本方加柴胡名柴胡四物湯（《經驗

方》）：治婦人產後日久，脈浮弦者。 

12、本方熟地改為生地，加丹皮、梔子、

郁金名丹梔四物湯（《經驗方》）：治血熱引起

月經前期。 

13、本方熟地改為生地，加地榆炭、梔子

炭、棕櫚炭名三炭四物湯（《經驗方》）：治漏

下淋漓不斷，血色深紅，舌赤脈大而數者。 

   14、本方熟地改生地，加新絳、桔絡、

旋複花、青蔥管名四物絳複湯（《通俗傷寒

論》）：治氣血鬱結，脘脅竄痛，甚則經行吐衄。 

   15、本方加黃芪名黃芪四物湯（《經驗

方》）：治血虛氣滯所致產後乳汁不行。 

   16、本方加木通、王不留行、香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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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乳四物湯（《經驗方》）：治產後肝血不足，

肝氣有餘，遂致血虛氣滯，未能生化乳汁。 

   17、本方熟地改生地，加秦艽、黃芩、

地榆炭、槐花炭名生地四物湯（上海中醫學

院）：治血熱引起經前便血。 

   18、本方加香附、烏藥、甘草名四烏

湯（《張氏醫通》）：治月經不調，經行腹痛。

是補血與疏肝理氣同用的配伍形式。 

   19、本方加桃仁、紅花、香附、莪術、

木通、肉桂、甘草名過期飲（《女科準繩》）：

治血淤月經過少，色紫黑而有淤塊，少腹脹痛

拒按，血塊排出後其痛稍減，舌邊紫暗，脈澀。

是補血與活血行氣，溫通血脈數法的合併應

用。 

   20、本方加地骨皮、牡丹皮名地骨皮

飲（《成都中醫學院》：治月經先期，骨蒸潮熱，

入夜尤甚。適用於虛熱型。 

   21、本方加大黃、芒硝、甘草名玉燭

散（〈醫宗金鑒〉）：治血滯經閉，屬熱屬實者。 

   22、本方加阿膠、艾葉、附子名婦寶

丹（成都中醫學院）：治子宮虛冷，月水不調。

本方是補血與止血同用的配伍形式。 

   23、本方加艾葉、香附、吳萸、肉桂、

續斷、黃芪名艾附暖宮丸（《沈氏尊生書》）：

治妊娠數月，少腹冷痛，腹脹大，舌淡苔白。

有溫暖胞宮，補血安胎作用。 

   24、本方減川芎，加淮山、甘草、枸

杞名小營煎（《景嶽全書》）：治陰虛血少。 

   25、本方加龜板膠、阿膠、鹿角膠名

三膠四物湯（《經驗方》）：治陰虛血熱婦科之

症候。 

   26、本方加幹姜名幹姜四物湯：治婦

人血虛，因寒凝滯，臍腹痛不可忍。 

   27、本方白芍改為赤芍加延胡索、川

楝子、木香、檳榔名八物湯（《醫壘元戌》）：

治經前或行經時少腹脹痛，拒按，經量少或行

而不暢，經色紫黯有血塊。 

   28、本方加黨參、白術、茯苓、甘草

名八珍湯（《證治準繩》）：治氣血虛弱引起經

閉，面色蒼白或萎黃，神疲乏力，頭暈心悸氣

短。 

   29、本方去熟地加丹參、五靈脂、香

附、蒲黃、桃仁、九香蟲名痛經散（湖北中醫

學院附屬醫院）：治經行少腹痛，拒按，行而

不暢，經色紫黯有血塊。 

   30、本方熟地改生地加花粉、柴胡、

青皮、漏蘆、桔梗、木通、白芷、通草、穿山

甲、甘草、王不留行名下乳湧泉散（經驗方）：

治肝氣乳結引起乳汁不行，乳房脹硬而痛，胸

脅脹痛。 

   31、本方熟地改生地，白芍改赤芍加

桃仁、紅花、柴胡、甘草、桔梗、牛膝名血府

逐淤湯（《醫林改錯》）：治氣機鬱滯，血不下

行以致月經不行，少腹脹痛，精神抑鬱，腦脅

脹痛，舌質紫黯或邊有淤點之症候。 

   32、本方去熟地黃加黃芪、荊芥穗、

厚朴、艾葉、菟絲子、羌活、枳殼、白芍、生

薑、甘草名保產無憂散（《傅青主產後篇》）：

治胎位異常。 

   33、本方去川芎、熟地改生地加丹皮、

茯苓、沙參、黑荊芥名順經湯（《傅青主女

科》）：治經期或經後出現出血、衄血，量少色

暗紅之症候。 

   34、本方去熟地加吳茱萸、黨參、桂

枝、阿膠、丹皮、生薑、炙草、半夏、麥冬名

溫經湯（《金匱要略》）：治月經後期，量少，

色暗紅，少腹經痛得熱則減，畏寒肢冷。 

   35、本方加黨參、白術、茯苓、甘草、

黃芪、肉桂名十全大補湯（《醫學發明》）：治

氣血兩虛引起月經不調以及婦女帶下漏血等

證。 

   36、本方去川芎加黨參、白術、茯苓、

甘草、肉桂、黃芪、遠志、陳皮、五味子名人

參養營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治氣血兩

虛，形體消瘦，面色萎黃，月經不調，崩漏不

止。 

   37、本方去熟地加山梔、丹皮、柴胡

名清肝湯（《類證治裁》）：治經期前後兩脅隱

痛，口苦舌紅，脈弦。 

   38、本方加黨參、茯苓、白術、甘草、

益母草名八珍益母丸（《景嶽全書》）：治氣血

兩虛，食少無力，月經或先或後，或斷或續，

或赤白帶下，身作寒熱。 

   39、本方加黨參、白術、甘草、黃芩、

黃芪、續斷、砂仁名泰山磐石飲（《景嶽全

書》）：治氣血兩虛，胎動不安，面色淡白，倦

怠無力，不思飲食，脈浮滑無力或沉弱者。也

用於預防習慣性流產。 

   40、本主去芍藥加炙草、炮姜、桃仁

名生化湯（《景嶽全書》）：治產後惡露不行，

少腹疼痛。 

   41、本方加黨參、黃芪、雞血藤、丹

參名滋血湯（《經驗方》）：治血虛引起月經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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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本方白芍改赤芍加三棱、莪術、

延胡索、烏藥、官桂名琥珀散加味：治淤阻引

起痛經。 

   43、本方去川芎加菟絲子、杜仲、得

盆子、肉蓯蓉、鹿角露、五味子名毓麒珍珠湯

（《景嶽全書》）：治腎臟精血虛少，胞宮失養，

致使不能攝精受孕。 

   44、本方熟地改生地，加陳皮、白術、

黃芩、茴香名九味香附丸（《濟陰綱目》）：治

經期錯後色深紅量少，精神抑鬱，胸悶不舒，

噯氣，腹脹甚有微痛。 

   45、本方去川芎加菟絲子、淮山藥、

茯苓、柴胡、黑芥穗名定絡湯（《傅青主女

科》）：治腎虛兼肝鬱引起月經先後無定期。 

   46、本方去川芎加山萸、黨參、白術、

麥冬、黑芥穗、巴戟肉、升麻名順經兩安湯（《傅

青主女科》）：治心腎兩虛引起經前便血，量

多，經色不深，面色蒼白，頭昏眼花，耳鳴心

悸等症。 

   47、本方熟地改生地，加丹皮、桃仁、

紅花、木香、香附、延胡索、甘草名生地血熱方

（《萬病回春》）：治血熱引起痛經，週期有時提

前，量多，色紅或紫，稠粘而臭，時下血塊。 

   48、本方去熟地加桂心、蓬莪術、牡丹

皮、黨參、牛膝、甘草名溫經湯（《婦人大全良

方》）：治寒凝引起月經停閉數月，面青，少腹冷

痛，四肢不溫，大便不實，苔白，脈沉緊。 

  49、本方去川芎加黨參，杜仲、白術、

炙草、陳皮名胎元飲（《景嶽全書》）：治氣虛

引起妊娠初期胎漏。 

  50、本方去川芎加黨參，杜仲、白術、

炙草、陳皮名胎元飲（《景嶽全書》）：治氣虛

引起妊娠初期胎漏。 

  51、本方去川芎，熟地改生地加黑梔、

赤伏苓、黃芩、澤瀉、滑石、木通、甘草、車

前子名加味五淋散：治實熱證引起子淋。 

  52、本方去熟地加紫蘇、腹皮、人參、

陳皮、甘草名紫蘇飲（《濟生方》）：治妊娠胸

悶腹脹，窒塞不舒，呼吸不暢，食後更甚，坐

臥不安等子懸症。 

  53、本方去熟地加黃芪、白茯神、黨參、

龜板、枸杞名蔡松汀難產方：治氣血虛弱之難

產症。 

  54、本方去川芎、熟地必生地加獨活、

甘草、桂心、細辛、遠志、吳萸、幹薑、蜜名

大岩湯（《千金要方》）：治產後包絡痛，產後

真心痛。 

  55、本方加人參、白術、陳皮、升麻名

舉胎四物湯（《醫宗金鑒》）：治轉胞，症是妊

娠 7~8 月，飲食如常，小便不通，少腹脹急疼

痛。 

 56、本方去熟地加茯苓、白術、澤瀉名

當歸芍藥散（《金匱要略》）：治妊娠腹中綿綿

作痛。 

 57、本方加人參、淮山、茯苓名人參湯

血湯（《產寶自問》）：治月經過少症型之一，

多因素體虛弱，久病失血傷陰，或脾胃損傷，

生化之源不足，沖任血虛所致。 

 58、本方熟地改生地，加黃柏、知母、

黃芩、黃連、阿膠珠、艾葉、香附、炙草名先

期湯（《證治準繩》）：治月經先期，色紫量多，

心煩口渴。 

59、本方加知母、黃柏、茯苓、黃芪名止

渴四物湯：治多因產後先血，多汗耗傷津液，

或陰虛火旺，灼傷津液所致。 

 60、本方加荊芥，防風名荊防四物湯：

治因氣血驟虛，衛外不固，外邪乘虛而入，症

見惡寒發熱，頭痛，肢體疼痛，無汗或咳嗽流

涕。 

 61、本方去川芎加炒黑豆、肉桂、幹薑、

甘草、蒲黃名黑種散：治因產後氣血暴虛，虛

陽上冒清竅，或惡露不下，內有停淤，上攻心

胸，以致突發頭暈，昏厥，不省人事。 

 62、本方加鉤藤，木瓜名鉤瓜四物湯（《經

驗方》）：治產後肝血不足者，手足拘急，頭昏

目弦，不願視人，兩目乾澀等。 

 63、本方去白芍加人參、黃芪、茯神、

天麻、炙草、陳皮、荊芥、防風、姜活、姜川

連名滋榮活絡湯（《傅青主女科》）：治產後由

於氣血暴虛，白骸少血濡養，出現突然口噤項

強，手足筋脈拘急，類似中風的證候。 

 64、本方去熟地加人參、幹薑、甘草名

增損四物湯：治產後兩虛，陰陽不和或敗血留

滯，經脈阻閉，營衛不調出現產後乍寒乍熱等

證。 

 65、本方去白芍、熟地改生地加柴胡、

黃芩、牡丹皮、黃連、山梔、升麻，甘草名柴

胡清肝散（《證治準繩》）：治產後肝熱者，乳

脹乳汁自出較濃，兼見煩躁易怒，口苦咽幹，

宜平肝清熱。 

 66、本方熟地改生地加羊肉、桂心、甘

草、生薑名羊肉湯（《千金要方》）：治產後中

風，久絕不產，經水不利，乍赤乍白，及男子

虛勞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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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本方加羊肉、黃芩（《附後方》用黃

芪）、甘草、防風（《附後方》用人參）、生薑

名羊肉當歸湯：治產後腹中、心下切痛，不能

食，往來寒熱。 

 68、本方熟地加白疾藜、防風、荊芥穗、

何首烏、黃芪、甘草名當歸飲（《證治準繩》）：

治婦人陰虛血燥者外陰或陰道內瘙癢，甚則奇

癢難忍、坐立不安。 

 69、本方去川芎，熟地改生地，加阿膠、

丹皮、黃柏、牛膝、香附、紅棗、小黑豆名清

肝止淋湯（《傅青主女科》）：治肝經濕熱帶下，

濕毒帶下等。 

 70、本方去熟地加人參、茶苓、白術、

桂枝、粟子名人參胃風湯（《和劑局方》）：治

婦人體虛因臟腑勞損，氣血不調及風冷熱毒搏

於大腸所致的便血。 

 71、本方去白芍加牡蠣、茯苓、龍骨、

續斷、艾葉、人參、五味子、地榆、甘草名牡

蠣散（《世醫得效方》）：治產後惡露淋漓不絕，

胸悶短氣，四肢乏力，不思飲食，頭目昏重，

五心煩熱，面黃體瘦。 

 72、本主去白芍加山萸、五味子、淮山

藥、黃芪、木瓜、白術、獨活、炒棗仁名補肝

散（《證治淮繩》）：治肝腎氣血虧損，脅脹作

痛，或頭眩、寒熱、身痛、月經不調。 

 73、本方加防風、薑活名補肝散（《雜病

源流犀燭》）：治婦人酒色過度，脅痛不止。 

 74、本方去川芎加黃柏、知母、龜板、

陳皮、牛膝、鎖陽、虎骨名補陰丸（《丹溪心

法》）：治婦人陰虛有熱，筋骨痿軟。 

 75、本方去川芎加鹿茸、肉蓯蓉、杜仲、

白術、附子、肉桂、人參、五味子、石斛、半

夏、黃芪、茯苓、甘草名鹿茸大補丸（《雜病

源流犀燭》）：治婦人腎陽虛，腰部酸痛，四肢

酸軟，畏寒肢冷，舌淡，脈沉細等。 

 76、本方去川芎加黃芪、人參、茯神、

麥冬、白術、五味子、肉桂、陳皮、阿膠、牛

膝、甘草名補氣黃芪湯（《聖濟總錄》）：治婦

人臟腑虛損，而致咽喉幹痛，聲音嘶啞，鼻不

聞香，面腫，胸勿氣短，咳嗽吐血，飲食減少，

消瘦乏力，發熱等。 

 77、本方白芍改赤芍，熟地改生地加柴

胡、連翹、牛旁子、黃芩、生梔子、花粉、甘

草節、防風名柴胡清肝湯（《醫宗金鑒》）：治

婦人發於肋部（指腋下，胸之兩側）之痛。 

 78、本方加白術、人參、茯苓、陳皮、

貝母、香附、桔梗、甘草、薑、棗名香貝養榮

湯（《醫宗金鑒》）：治中年以上婦女乳癌。對

治療婦女乳部小葉增生亦有效。 

 79、本方加天麻、羌活、木瓜、菟絲子

名神應養丹（《外科正宗》）：治婦女產後脫髮。 

 80、本方去熟地加肉桂、牛膝、威靈仙、

杜仲、大黃名桂心湯（《聖濟總錄》）：治婦女

因風邪乘虛侵襲腎經，或操勞不慎突然發作的

腰痛。 

 81、本方加茯苓、半夏、桔皮、鱉甲、

烏梅、薑、棗名芎歸鱉甲飲（《張氏醫通》）：

治婦女久瘧形成的脾臟腫大。 

 82、三方加羌活、桂枝名姜桂四物湯（《經

驗方》）：治婦女無寒熱，經行身痛。 

 83、本方熟地改生地，加黃芪、地骨皮

名六神湯（《禦藥院方》）：治經後發熱，兼見

脾虛，肝熱症狀者。 

 84、本方加麻黃名麻黃四物湯（《經驗

方》）：治經行身痛而脹，無汗者。 

85、本方加桂枝名桂枝四物湯（《經驗

方》）：治經行身痛不脹，發熱惡寒有汗者。 

 86、本方加阿膠、白芷、續斷、幹薑、

炙甘草、附子、肉桂、吳萸、白術、蒲黃名內

補當歸丸（《證治準繩》）：治因氣滯血淤或血

寒凝滯以致月經來時多含血塊。 

 87、本方去熟地加白術、人參、肉桂、

茯苓名胃風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治婦

人風冷乘虛，入客腸胃水各不化，泄瀉及下，

腹脅虛滿，腸鳴絞痛，及腸胃濕毒，下如豆汁，

或下淤血，日夜無度。 

 88、本方去熟地、白芍改赤芍加豬苓、

澤瀉、白術、阿膠名分利五苓湯（何紹京《經

驗方》）：治經前便血、經行便血。 

 89、本方去熟地加薑黃、延胡索、牡丹

皮、莪術、紅花、桂心名薑黃散（《證治淮繩》）：

治婦人血髒冷，月經不調，臍腹刺痛。 

 90、本方熟地改為生地、白芍改赤芍、

加黃芩、赤茯苓、陳皮、紅花、甘草、五靈脂、

薑、酒名瀉血物湯（《醫宗金鑒》）：治婦人脾

胃濕熱上熏於肺所所致的白屑。 

 91、本方去熟地，白芍改赤芍加紅花、

丹參、桃仁、益母草、金銀花、白茅根、板蘭

根、紫花地丁（或蒲公英）名益腎湯（山西省

中醫研究所）：治婦女慢性腎炎。 

 92、本方去熟地加益母草、木香、柴胡

名得生丹（《同壽錄》）：治婦人氣滯血淤，經

期不准、行經腹痛、症瘕痞塊。 

 93、本方熟地改生地，加柴胡、黃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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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翹、牛旁子、防風、天花粉、甘草名柴胡清

肝湯：治婦人憂愁思顧，暴怒傷肝引起的乳腺

小葉增生。 

 94、本方去熟地加赤茯苓、桑白、防風、

官桂、麻黃、甘草名茯苓川芎湯（《證治準

繩》）：治婦人風濕邪襲肢節，經絡引起的痹症。 

 95、本方去川芎加生地、丹皮、生甘草、

黃芪、秦艽、肉桂、桔皮、升麻名升麻去濕和

血散（《丹溪心法附餘》）：治婦人因濕毒蘊結

大腸所致便血顏色不鮮，或紫黑如赤豆汁，腹

不痛，胸膈脹悶，飲食減少，面目發黃，小便

不利。 

 96、本方去川芎加淮山、山萸、牡丹皮、

茯苓、澤瀉、柴胡、梔子、酸棗仁名湯水清肝

飲（《醫宗己任編》）：治婦人發熱脅痛，耳聾

口幹，手足頭面似覺腫起。 

 97、本方去川芎加養門冬、白術、酒生

地、陳皮、益知母、鹽黃柏、生薑、大棗名滋

陰降火湯（《雜病源流犀燭》）：治婦人陰虛火

旺，唾血鮮紅。 

 98、本方去川芎加山萸、五味子、元參、

丹皮、炒梔子名潤肝湯（《辨證錄》）：治婦人

心煩易怒、至夜口乾舌燥，睡眠短少。 

 99、本方去川芎，熟地改生地加黃芪、

丹參、郁金、黨參、黃精、澤瀉、淮山藥、山

楂、禮曲、陳菌、秦艽、板蘭根、甘草名強肝

湯一號（山西省中醫研究所方）：治氣血不足，

脾虛，腎虛，肝鬱等症型慢性肝炎。 

 100、本方去椿根皮、黃柏、良薑名愈帶

丸（《兊鶴亭集方》）：治婦人黃白帶雜下。 

 101、本方白芍改赤芍加枳殼、紫蘇、香

附、陳皮、丹皮、紅花、牛膝、獨活、甘草名

通經導滯湯（《醫宗金鑒》）：治產後惡露未盡。 

 102、本方去熟地，白芍改赤芍加桃仁、

紅花、肉桂、丹皮、延胡索、烏香藥、香附、

枳殼、木香、甘草名活血湯（《壽世保元》）：

治婦女子宮外孕。 

 103、本方去川芎，熟地改生地加桃仁、

紅花、蘇木、大黃、芒硝、甘草名消淤飲（《古

今醫鑒》）：治婦人淤血所致痛經。 

 104、本方去熟地，白芍改赤芍加五靈

脂、牡丹皮、烏藥、延胡索、桃仁、紅花、甘

草、香附、枳殼名膈下逐淤湯（《醫林改錯》）：

治婦人脈弦的少陽證。 

 105、本方加石膏、知母名石膏六合湯

（《王海藏》）：治妊娠傷寒，而有身熱不惡寒，

有汗口渴，脈長而大的陽明經證。 

106、本方加茯苓，澤瀉名茯苓六合湯：

治妊娠傷寒，而有小便不利的足太陽膀胱腑

病。 

107、本方加梔子、黃芩名梔 子六合湯

（《王海藏》）：治妊娠傷寒，經過發汗或攻下

後，虛煩不得眠的。 

108、本方加防風、制蒼術名風濕六合湯：

妊娠感受風濕、四肢骨節煩疼，頭痛發熱而脈

浮的。 

109、本方加升麻、連翹名升麻六合湯（《王

海藏》）：治妊娠傷寒下後過經不愈，轉為溫毒

發斑如綿絞的。 

110、本方加厚樸、炒枳實名樸實六合湯：

治妊娠傷寒，經過發汗或攻下後，心下虛痞，

腹中脹滿的。 

111、本方加大黃名大黃六合湯（《王海

藏》）：治妊娠傷寒，見到大便色黑而硬，小便

色赤而暢，腹方氣滿的脈沉數的陽陰，太陽本

病。 

112、本方加黃芩、白術名溫六合湯（也

叫黃芩六合湯）（《王海藏》）：治氣虛血熱引起

的月經過多。 

113、本方加黃連、香附名連附六合湯（《王

海藏》）：治氣滯血熱引起月經過期，來時色黑

不暢。 

114、本方加黃連、梔子名熱六合湯：（《王

海藏》）：治月經妄行，發熱心煩，不能睡臥，

血虛有熱。 

115、本方加附子、幹薑名寒六合湯：（《王

海藏》）：治月經色淡而少，腹痛氣短，脈虛的。 

116、本方加厚樸、陳皮名氣六合湯：（《王

海藏》）：治月經不暢，腹脅脹痛。 

117、本方加秦艽、羌活名風六合湯：（《王

海藏》）：治血而生風，頭目眩暈。也可治療產

後血脈空虛，感受風邪而發痙厥的症候。 

118、本方去熟地加牛膝、桃仁、丹皮、

桂心、木香、延胡索名牛膝散（《婦人良方》）：

治婦人血淤經閉，臍腹刺痛等症。 

119、本方去川芎加虎骨、當歸、鹿板、

黃柏、牛膝、鎖陽、知母、陳皮名虎潛丸（《丹

溪心法》）：治婦人肝腎虧、筋骨痿軟不能步履

等證。 

120、本方去熟地加薑黃、莪術、紅花、

桂皮、延胡索、牡丹皮名薑黃丸（《證治準

繩》）：治婦女宮冷，月經不調，臍腹刺痛。 

121、本方去川芎加萱、阿膠、甘草名萱

根湯（《小品方》）：治胎動，腰腹痛、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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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綜合症 

  劉繼元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更年期綜合症就是部分婦女在四十五歲

以後，由於自然絕緣的前後或因手術除卵巢，

因放射治療後卵巢功能喪失所出現的症狀和

體征，稱絕經期綜合症。本病對一般婦女而言

會逐漸適應過渡一少部分婦女可出現較嚴重

的症狀而影響工作和生活。 

症狀: 

①月經變化:週期主紊亂，先後無定期，

經量多少不一，由量少漸至絕經。 

②神經精神症狀:記憶力減退，失眠焦慮，

情緒不穩定，易激動，精神抑鬱或不寧，甚至

哭鬧無常，身體疲勞不適，部分病人性功能失

調，抑鬱嚴重者有胸悶，心悸多疑等。 

③代謝障礙引起的症狀和體征:肥胖，血

管硬化及心肌梗塞，關節肌肉疼痛，老年性骨

質疏鬆症，水腫，糖尿病等。 

中藥治療: 

①熱地、出藥、枸杞子、何盲烏各 15 克、

茯苓、山茱荑各 12 克、龜板 20 克、甘草 l0

克、每日 1 劑，水煮服。 

②熟地、山茱荑、枸杞子、杜仲、菟絲子

各 13 克，當歸、黨參、白術、山藥、鹿角膠

各 10 克、附子、肉桂、幹薑、炙甘草各 7 克，

每日 1 付，水煮服。 

伙食調整: 

多食一些含優質蛋白質的食物:如雞蛋，

牛奶和瘦肉等。同時要吃一些含鐵、銅豐富的

綠葉蔬菜和水果:如芹菜、菠菜、油菜、羅蔔

嬰、莧菜、芥菜、番茄，柑桔，桃、李、杏、

鳳梨和紅棗等，還要多食一些含維生系 B1 和

煙酸多的食物:如粗糧、糙米、土豆、碗豆和

其他莢豆類食物，但要少吃含碳水化合物和脂

肪多的食物。 

增強體質，加強體育鍛煉，多參加一些戶

外活動。如跳舞、唱歌等一些有趣的事，排除

憂愁和煩惱，保持情緒樂觀，心情舒暢。 

--------------------------------------------------------------------------------- 

 

 

减食性闭经 

谢曾芳 

（台湾中华传统医药研究委员会） 

 

当今社会很多女性常常为了使自己身体

苗条而缩减饮食，却不知骤然间的大量减食，

体重是减轻了，但往往会造成闭经，闭经时间

过早，由于内分泌调节失常，生殖器官便会发

生萎缩，将影响生育功能，从而带来不应有的

痛苦，医学上称这种闭经为体重减轻性闭经或

减食性闭经。 

人的大脑内有个下丘脑，其中存在着 食

中枢和饱食中枢，当人发生厌食或主观强制性

要求减食时，大脑皮层就会发生强行抑制，长

此下去，下丘脑的两个食欲中枢便会发生功能

紊乱，引起人的体重减轻，还能进一步地影响

下丘脑的黄体生成素如促卵泡素也减少，因而

发生闭经，这种闭经的患者，大约一半可以通

过消除发病诱因，恢复体重而健康，另外有四

分之一的患者可以用促排卵的药物得以治愈，

也有少数病例比较顽固，治疗有点困难，总而

言之，闭经时间越短，求治越早，治愈机会就

越多，一般闭经时间在三年以内的患者治疗效

果是较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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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鳳丸治療更年期綜合征 102 例臨床研究 

 莊愛珠  李瑩  

（惠安縣中醫院婦產科） 

 

 

 

摘要：目的：研究金鳳丸對治療更年期

綜合症的臨床效果。方法：採用患者臨床症狀

進行分組，應用相同治療方法觀察服藥後臨床

症狀的改變。結果：（1）各組患者用藥兩個

療程後症狀都得到改善。（2）患者用藥後血

中 E2上升而 LH 下降。（3）80 例陰道粘膜潮

紅、菲薄，用藥後 72 例患者陰道粘膜潮紅、

菲薄明顯改善。結論：在治療絕經後更年期綜

合症有一定的優勢。 

關鍵字：更年期綜合征；金鳳丸；絕經； 

“七七”之年為圍絕經期，腎氣漸虛，沖

任二脈虛衰，有的婦女會出現月經失調，也可

同時伴有腰膝酸軟、夜尿頻多、烘熱汗出、煩

躁易怒、失眠健忘、發枯易脫、牙齒酸軟等情

況，
[2]
這是由於卵巢功能衰退，引起內分泌腺

的功能失調，從而出現了以植物神經功能紊亂

為主的症候群，嚴重影響了婦女的身心健康，

我們將女性這一生理過程稱為“更年期”。 

隨著生活節奏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更年

期綜合症”患者前來就診， 經過臨床實踐研

究，現將 2012 年 9 月 10 日到 2013 年 3 月 10

日應用金鳳丸治療更年期綜合征所取得的良

好效果報導如下： 

一. 資料與方法 

1 研究物件    

篩選門診就診的更年期綜合征患者 102 例絕

經後婦女，平均年齡 49歲（42—55 歲），經

詢問病史，查體及輔助檢查（血、E2、LH，部

分患者進行 B超及宮腔鏡檢查）符合更年期綜

合征，所有患者用藥前 3個月均未接受任何內

分泌治療，無明顯肝、腎或全身疾患，無腫瘤

病史。 

2 臨床分組    

患者出現潮熱出汗 91 例（89.2%），煩燥 70

例（68.6%），失眠 54 例（52.9%），性交困

難 60 例（58.8%）,眩暈 28 例(27.5%),乏力

50 例(49.0%),腰痛 16 例(45.1%),心悸 10 例

(9.8%),陰道炎 21 例(20.6%)。 

3 方法：藥物“金鳳丸”，口服，每日 3次，

每次 10 粒，一個療程 6 天，連服 2個療程，

不應用其他任何藥物。 

4 觀察指標 

（1）用藥後症狀改善情況視 Kuppermen 評分

變化； 

（2）血中 E2、LH 水準改變； 

（3）婦科檢查視陰道粘膜變化。 

5 統計方法 

  Kuppermen 評分標準：指標潮熱出汗 4分，

失眠 2分，性交困難 2 分，頭暈 2分，疲倦乏

力 1分，心悸 1分，腰痛 1分，煩燥 1分，反

復陰道炎 1 分；程度無 0 分，輕 1 分，重 2

分；每項最後得分=指標×程度。血中激素和

Kuppermen 評分變化用配對 t檢驗，數值 X±S

表示。
【3】

 

二. 結果 

  1 症狀用藥後均有明顯改善，其中以潮熱出

汗、性交困難、煩燥及失眠等有明顯改善，詳

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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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前後症狀評分 

症狀 治療前 X±S 治療後 X±S P 值 

潮熱出汗 7.26±2.25 3.01±2.76 ＜0.01 

性交困難 7.63±1.43 0.92±0.51 ＜0.01 

煩燥 3.48±0.96 1.03±0.95 ＜0.01 

失眠 3.05±1.01 1.26±0. 90 ＜0.01 

眩暈 1.83±0.63 0.52±0.50 ＜0.05 

疲倦乏力 1.69±0.60 0.46±0.53 ＜0.05 

心悸 1. 35±0.60 0.33±0.57 ＜0.05 

腰痛 1.53±0.61 0.41±0.40 ＜0.05 

反復陰道炎 2.15±0.73 0.78±0.40 ＜0.05 

症状对比

0
1
2
3
4
5
6
7

潮
热

出
汗

性
交

困
难

烦
躁

失
眠

眩
晕

疲
倦

乏
力

心
悸

腰
痛

反
复
阴

道
炎

项目

评
分 治疗前

治疗后

 

 2 血中 E2、LH 值變化，用藥後 E2上升而 LH下降。 

治療前後血中激素變化 

激素 治療前 治療後 P 值 

E2 11.67±1.05 45.00±22.50 ＜0.01 

LH 36.02±36.09 20.00±20.90 ＜0.05 

  

3 用藥後陰道粘膜變化 80 例陰道粘膜潮紅、

菲薄，用藥後 72 例患者陰道粘膜潮紅、菲薄

明顯改善。 

三. 討論 

  更年期是指婦女從生育期向老年期過渡的

一段時期，是卵巢功能逐漸衰退的時期。始于

40 歲，歷時 10-20 年，絕經是重要標誌。在

此期間，因性激素分泌量減少，出現以植物神

經功能失調為主的症候群，稱更年期綜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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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素問·上古天真論》說“女子七七任脈

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

而無子也。”
【4】

即認為女子 50 歲左右腎氣

漸衰，沖任虧虛，天癸將竭，經血不足，月經

將斷而至絕經，生殖能力下降而至消失，這一

過程是婦女正常生理變化，但有些婦女由於個

體差異及生活環境影響，不能適應這一變化而

出現陰陽二氣不平衡，臟腑氣血不協調，導致

臟腑功能紊亂，表現出一系列症候。 

  “沖為血海，任主胞胎”
[4]
，沖、任受損，

宜補腎、調肝、健脾胃、調氣血治療。金鳳丸

由人參、鹿茸、阿膠、淫羊藿等名貴中藥組成，

功用溫腎益陽，活血和血。可用于腎陽虛引起

的畏寒怯冷，月經量少、後錯，帶下量多，虛

寒痛經。其中人參補氣健脾，含有人參素、烯、

甙，對中樞神經系統興奮、抑制均有影響，還

有促性腺激素樣作用；鹿茸補陽氣，益經血，

可治療天癸竭，經血不足；淫羊藿等益腎溫

經、扶陽；阿膠主要補血止血、滋陰潤燥，治

溫病陰血虧虛，含明膠朊可促進紅細胞、血紅

蛋白增長。 

  研究結果表示：102 例更年期患者，應用金

鳳丸 1 個療程後，潮熱出汗症狀明顯減輕，2

個療程後， 上述症狀均有明顯改善，血中 E2

上升而 LH 下降。陰道粘膜菲薄、潮紅情況得

到改善，且未出現明顯副反應，鑒於金鳳丸具

有副作用小、給藥方便、療程短、作用快的優

點。結合研究結果推測其在治療絕經後更年期

綜合症有一定的優勢，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新方

法。 

---------------------------------------------------------------------------------- 

 

木耳紅棗湯治療晚期妊娠羊水過少體會 

葉東霞  唐育珍 

（惠安縣婦幼保健院婦產科  惠安縣中醫院婦產科） 

 

 

晚期妊娠羊水過少是指妊娠足月羊水量

少於 300ml。晚期妊娠羊水過少是在孕 28 周

以後通過超聲檢查，根據相關指數給予的明確

診斷，是一種妊娠晚期的併發症。羊水過少發

病因素多，對新生兒的預後影響極大，故正確

診斷和及時處理，對提高新生兒存活率有重大

意義。西醫對孕 28-35 周發現羊水過少者，在

超聲檢查排除相關畸形及其他產科併發症（比

如胎兒宮內窘迫、胎膜早破、臍帶異常等）情

況後，一般採用羊膜腔內注射來改善胎盤迴

圈，從而增加宮內羊水量，然而，這種注射方

法存在對母體及胎兒的一定風險性。中醫中藥

講究的是藥食同源，藥食同補的方法，現將臨

床發現羊水過少，應用食療來改善胎兒宮內羊

水量成功案例舉例如下： 

1. 李 某 ， 女 ， 25 歲 ， G1P0,LMP ：

2011.8.16，EDC：2012.5.23，發現早孕後就

診我院，孕期在我院行產前檢查，孕早期無特

殊不適，孕 12-13 周常規行 NT檢查，孕 15-21

周常規行產前篩查，孕 24-28 周常規行唐氏篩

查，均未發現異常，孕早、中期均正常。孕

34 周行彩超檢查發現羊水指數 4.8cm。予“白

木耳 50g、紅棗 8枚”燉湯頻服。一周後復查

B超，羊水指數 5.6cm，囑續之，一周後復查，

羊水指數 7.2cm，囑再續之，37周復查，羊水

指數正常範圍內，39
+3
周順娩一男活嬰，wt：

2800g，Apgar 評分 9-10-10 分，新生兒健康

狀態良好。 

2. 曾 某 ， 女 ， 30 歲 ， G2P1,LMP ：

2012.02.05，EDC：2012.11.12，發現早孕後

就診我院，孕期在我院行產前檢查，孕早期無

特殊不適，孕 12-13 周常規行 NT 檢查，孕

15-21 周常規行產前篩查，孕 24-28 周常規行

唐氏篩查，均未發現異常，孕早、中期均正常。

孕 35 周行彩超檢查發現羊水指數 5.0cm。予

“白木耳 50g、紅棗 6枚”燉湯頻服。一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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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查 B超，羊水指數 6.0cm，囑續之，一周後

復查，羊水指數 8.2cm， 40
+1
周順娩一女活

嬰，wt：3000g，Apgar 評分 9-10-10 分，新

生兒健康狀態良好。 

中醫學自古以來就有"藥食同源"理論。這

一理論認為：許多食物既是食物也是藥物，食

物和藥物一樣同樣能夠防治疾病。《黃帝內經

素問.髒氣法時論》 中提到：“五穀為養，五

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和而服之，

以補精益氣”。這就是"藥食同源"理論的基

礎，也是食物療法的基礎。妊娠晚期羊水過

少，中醫稱作“胞水過少”， 胞水的形成在

中醫上被歸結為脾腎兩臟器的作用，因此改善

脾胃功能，運用健脾，養血生津的方法治療此

病具有一定的效果。本方中白木耳，性平，味

甘淡、無毒。功效：補脾開胃、滋陰潤肺。紅

棗性平，味甘、無毒。功效：健脾益胃、補氣

養血。晚期妊娠羊水過少為津液不足，中醫有

津血同源，而津液和血液都來源於水穀精氣，

二者相互滋生，相互轉化，同出一源，故紅棗

補氣養血，化血津液，白木耳滋陰生津，兩者

功效互補，共同達到補血生津作用，胞水化之

有源，進而改善宮內胎兒羊水量。

 

———————————————————————————————————————— 

 

 

淺談婦科疑難病及婦女腫瘤病的治驗 

王雨秀 

（廣西桂林市全州懼） 

 

 

中醫婦科是運用中醫學的理論研究婦女

生理，病理特點和防治婦女特有疾病的一門臨

床學科，中醫婦科研究範圍包括月經不調、崩

漏、帶下、於嗣、妊娠、臨產、產後、乳疾、

症瘸、外陰諸疾及雜病等。婦科疾病的主要致

病因素為外邪侵犯，七情內傷和素體虛弱所致

的臟腑功能失調，其病理因素可概括為臟腑功

能失常，氣血失調，沖任督帶損傷三方面，三

者之間又是相互聯繫和影響的。 

婦科疾病辯證要四診合參與臨床為主，

其要點為:(一)月經病:主要辯別月經的週

期、經期、經量、經色、經質的異常和伴隨月

經週期出現的各種症狀。(二)帶下:主要辯別

帶下的量、色、質、氣味異常，及伴有的局部

或全身症狀。另有五臟精液虧損，甚則精枯，

無精化液，帶脈虛枯，故無帶下分泌，陰戶乾

澀，或灼痛，性欲淡漠，月經稀少，不孕等症。

(三)晉露:產婦分娩後，胞宮的餘血濁液從陰

道排出稱為惡露。惡露辯證主要是量、色、質、

塊及腹痛等方面的異常。(四)下腹痛:婦科下

腹痛辯證要根據腹痛發生的時間、性質、部位

及程度，並結合經、帶、惡露及苔、脈等進行

辯證。(五)臟腑辯證、氣血辯證與婦科疾病:

臟腑、氣血與婦科疾病有密切關係，臟腑辯

證、氣血辯證是婦科疾病診斷中的常用方法。

病例:患者，20歲，1999年11月21日初診。14

歲月經初潮，週期為20一22天。每次經行10

一14天，經量時多時少，有時兼有血塊，平素

腰酸腿軟，曾服六味地黃丸、烏雞白風丸及中

西藥止血劑，無明顯效果。自訴近六年來，每

次經期持續10一14天，量多色淡紅，挾少許血

塊，面色萎黃，頭暈，心悸，乏力，飲食乏味，

食後飽脹，大便溏薄，小便清長，腰背酸痛，

小腹脹痛拒按，四肢顧冷，舌苔薄白，舌質紫

暗，脈細弦澀。證屬崩漏。 

方用:地榆炭、熟軍炭，加鹿角霜3O克，

炮薑炭9克，仙鶴草、牛角各30克。阿膠10克

烊化。共服8劑，出血量明顯減少，飲食增加，

小腹脹痛基本消失，大便正常。守上方稍加變

動，鹿角霜20克，仙鶴草15克、炒川斷20克，

炒茵草15克，焦三仙各10克，繼服6劑，經血

己止。腰痛好轉，餘症消失。繼以竹節七膠囊，

連服20天，每次2粒，每日3次。隨訪3年未見

復發。經服上藥後月經正常。 

中醫婦科癌瘤是指女性生殖器腫瘤，婦

女于宮肌瘤、卵巢腫瘤、子宮頸癌等。腫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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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因經期、產後六淫之邪入侵，七情損

傷，房事不慎及飲食勞倦，以致正氣虛弱，氣

血失調，久則臟腑失和，氣血乖違，氣機阻滯，

瘀血滯留，痰濁凝聚，久積成為腫瘤。病例:

患者，女，23歲，2003年9月16日初診。自訴

在市醫院診為乳房纖維腺瘤。查:右乳房外上

部腫塊如雞蛋大，質硬，表面光滑，邊緣清楚，

腫塊與皮膚不相粘連，推之移動，有輕微脹痛

感。乳房為肝胃二經所屬，肝氣不舒則胃氣不

暢，而致氣滯血瘀，痰阻乳房發生腫塊。治法:

行氣化瘀、除痰、通絡散結。方用:道遙散加

瓜蔞、夏枯草，白芥子、蜀羊泉、八月紮等藥，

連服30天痊癒。外敷木芙蓉葉、苦瓜葉、了哥

王葉于患處。

————————————————————————————————————————— 

 

淺談婦女痛經病的治驗 

蔣敏 

（廣西桂林） 

 

痛經，是婦女正值行經前後，出現週期性

小腹痛或痛引腰骶，甚則劇痛昏厥者，稱為痛

經。中醫對痛經辯證分治尤為精闢。凡經前，

經期痛，而其痛為掣痛，絞痛，灼痛，刺痛，

痛而拒按者，多屬實證。凡經後痛，而其痛為

引痛，癘痛，墜痛，痛而喜按者，多屬虛證。

凡冷痛，絞痛，遇寒痛增，得熱痛減者，多屬

寒證。凡灼痛，刺痛，遇熱痛增，得寒痛減者，

多屬熱證。脹甚于痛，時痛時止者;多屬氣滯。

痛甚於脹，持續作痛，血塊排出後疼痛減輕

者，多屬血瘀證，對痛經病的治療筆者分型述

說。 

(一)濕熱下注型痛經辯治。 

(症狀)經前小腹疼痛拒按，有灼熱感，伴

腰骶脹痛，經色黯紅而質稠有血塊，平時帶下

黃稠，小便短黃，舌紅，苔黃膩，脈弦數。(治

法)清熱除濕，化瘀止痛。（主方)清熱調血湯

《古今醫鑒》加味。薏苡仁、敗醬草、紅藤、

生地黃各12克，當歸、丹皮、香附、赤芍中8

克，莪術、玄胡索、紅花、桃仁各6克，水煎

服。(加減)平時帶下黃稠者加黃柏、春樹皮;

濕熱甚者加龍膽草、黃苓、柴胡、山桅子;月

經過多或經期長者去當歸、莪術、紅花、桃仁，

加馬齒莧、槐花、炒地榆。 

(二)、氣血虛熱型痛經辯治 

(症狀)經期或經後小腹隱痛，空墜感，喜

揉按，經量少，經色談，經質稀薄，面色不華，

飲食不香，大便溏薄，舌淡，苔薄白，脈象細

弱。(治法)益氣補血，止痛。(主方)聖愈湯加

味。黃芪、熟地、人參各12克，香附、白芍各

1O克，當歸9克、玄胡索8克、川芎6克，水煎

服。(加減)心悸眠差者加夜交藤、制棗仁;腰

痛酸軟者加桑寄生、川續斷、菟絲子;小腹墜

脹者，加升麻、柴胡;頭暈眼花加阿膠、桂肉。 

 (三)、肝腎虛損型痛經辯治。 

(症狀)經後小腹綿綿作痛，經色黯淡，經

量少，經質稀薄，耳鳴，腰膝軟，舌淡紅，苔

薄白，脈細弱。(治法)益腎養肝。 (主方)調

肝湯《傅育主女方》。准山藥、阿膠 (沖)、

當歸、白芍、山萸肉各9克，巴戟天、甘草各4

克水煎服。(加減)頭暈耳鳴者，加枸杞子、杭

菊花、龜板;腰骶痛加續斷、杜仲、桑寄生;

兩肋痛加郁金、橘核;潮熱加鱉甲、青蒿、地

骨皮各8克;小腹空冷加黑附片5克。 

(四)、寒濕凝滯型痛經辯治。 

(症狀)經前或經期小腹冷痛，得熱痛減，

經量較少，經色黯黑有塊或畏寒怕冷，周身疼

痛，苔白膩，脈沉緊。 (治法)溫經散寒，止

痛。(主方)少腹逐瘀湯《醫林改錯》加味。炒

小茴香、當歸、赤芍、炒五靈脂、蒲黃、蒼術、

茯苓各9克，炮薑、肉桂、川芎、沒藥、玄胡

索各6克水煎服。（加減）小腹冷痛伴噁心者

加吳茱萸、法半夏、白芷;氣血虛弱者加阿膠

(沖)、黨參各12克;便秘，苔黃者，去肉桂、

炮薑，加生薑、炒黃苓各10克;白帶多者，加

三白草恨15克;肝鬱氣滯者加柴胡、郁金、青

皮各8克。 

 (五)、氣滯血瘀型痛經辯治。 

(症狀)經前或經期小腹脹痛而拒按，經行

不暢，經量較少，經色紫黯，經質粘稠有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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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塊排出後痛減或伴有胸脅乳房作脹，舌質紫

黯有瘀點，脈沉弦而澀。(治法)理氣，化瘀，

止痛。（主方）隔下逐瘀湯《醫林改錯》當歸、

桃仁、紅花、甘草各10克，五靈脂、丹皮、赤

芍、台烏藥、香附、枳殼各8克，玄胡索6克水

煎服。（加誠)口苦，苔黃者，加山桅子、夏

枯草、益母草;濕熱者加茵陳、澤瀉、茯苓、

薏苡仁各12克;痛如針刺者加三棱、莪術各6

克;瘀重痛劇者加乳香、沒藥各6克。 

 (六)、陰虛內寒型痛經辯冶 

(症狀)經期或經後小腹痛，痛時喜按，得

熱痛減，經量較少，經色黯淡，腰酸怕冷，小

便清長，舌淡，舌白潤，脈沉細。（治法)溫

經暖宮，止痛。（主方）溫經湯《金匱要略》

白芍20克、當歸、阿膠、半夏各12克，黑附片、

艾葉、麥冬、川芎、人參、吳茱萸、生薑各9

克，粉丹皮、小茴、甘草各6克水煎服。(加減)

手足厥冷者去丹皮、麥冬，加細辛3克;氣滯者

加烏藥、香附各9克;白帶多者加煆龍骨、煆牡

蠣、海螵蛸、淮山藥各12克;氣虛者，重用人

參12克、黃芪15克;血虛加制首烏、熟地黃各

20克;經少而痛經者加紅花、桃仁、益母草、

各10克;腰膝酸軟加杜仲、牛膝、續斷各10克。 

寒性痛經舉例:蔣某，女，18歲。2009年8

月初診，署月經行，不避生冷瓜果，寒濕中傷，

凝滯胞脈，故經行腹痛，連及脘腹，泛噦幹嘔，

經期延後，挾有紫黑血塊，淋漓七、八日始淨，

舌質淡，苔白滑，舌尖邊有紫黯瘀點，脈沉弦。

綜合脈證，乃中洲寒濕，影響胞脈所致的經遲

痛經，取溫經散寒湯，治宜溫中活血，通經止

痛。 

藥用高良薑、制香附各9克，吳茱萸3克、

小茴香8克、當歸、川芎、五靈脂，生蒲黃(包

煎)、陳皮、白術 、法半夏各9克，服三劑後

疼痛大減，經色轉紅，血塊消失，效不更方，

守方再服三劑。服後月經淨，精神好轉，食欲

漸進，囑服艾附暖宮丸善後。 

按語，乃暑月貪涼，寒濕中傷，中陽不振，

濁陰用事，當血液下注血海，暗隨其下，停滯

胞脈，經行之時，乘機內發，而成經遲痛經之

症。今取高良薑、制香附、吳茱萸、小茴香等

溫中行氣;當歸、川芎、失笑散等活血通絡止

痛，故收立竿見影之效。 

熱性痛經舉例:唐某，女，29歲，Z010年6

月，前來就診痛經，經久而不愈，腹痛臍下小

腹部，來潮第一天腹痛甚劇，乃至發現膜樣脫

落前又見一陣劇痛，繼而血塊落下則脯減，舌

質紅，脈弦，確診為熱性痛經，故先用清熱調

血湯加味，於經行前服該方7劑，痛經減輕穩

定。待下一個月再服用7劑，痛經病癒。 

按語，本方用清熱調血湯加味，配金鈴

子、五靈脂與乳、沒活血祛痛。李時珍對敗醬

草一藥曾指出：敗醬草"治血氣心腹痛，破症

瘕，催生落胞，赤白帶下，古方婦人皆用之，

乃易得之物，而後人不知用，蓋未遇識者耳。

故本方中，敗醬草性味苦平，兼清熱消痛腫行

瘀止痛之功效為一身，其效顯著也。 

熱鬱痛經的確診，重在辯舌苔與脈象，患

者多見舌質紅或苔薄黃，脈弦或弦數為準則。

經期間腹痛，又稱排卵期腹痛，多與慢性附件

炎有關，因肝鬱氣滯，鬱而化熱所致。朱丹溪

所謂"氣有餘便是火"。故氣滯熱鬱為本病之主

要原因。

————————————————————————————————————————— 

 

淺談陽痿的中醫治療 
王秀蘆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定義：所謂陽痿，即陽事不舉，或舉而不

堅。陽痿發生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1、恣情縱欲，手淫過度，導致腎精虧損，

命門火衰。 

2、思慮過度，驚恐，損傷心腎導致陽痿。 

3、由於濕熱下注，宗筋弛縱導致陽痿。 

證狀：面色蒼白，頭暈目眩，精神萎靡，

腰膝酸軟，舌質淡，脈沉細，這些都是腎精虧

損的表像。 

藥用如下： 

熟地、杜仲、巴戟天、肉蓯蓉、淫羊藿、

蛇床子、仙茅、枸杞、鹿茸、黃柏、淮牛膝。



 

 340 

方中熟地、杜仲、巴戟天、肉蓯蓉、蛇床子、

淫羊藿、仙茅、枸杞、鹿茸滋補腎精。淮牛膝

引藥入腎經，黃柏清泄腎火。全方共奏滋陰補

腎之功。 

證狀：心悸易怒，心煩失眠，頭暈腰酸，

脈細數，治宜益腎養心安神，藥用如下： 

玄參、丹參、五味子、遠志，麥冬、柏子

仁、酸棗仁、生地、鎖陽、菟絲子。若為濕熱

下注導致陽痿者藥用如下： 

蒼術、澤瀉、  知母、仙茅、鎖陽、巴戟

天、鹿茸。 

根據不同病因導致陽痿，辨證論治，一般

都會取得比較滿意的效果。 

---------------------------------------------------------------------------------- 

淺談遺精 

吳玉春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病理病因： 

本病的發生，多數是由於陰虛火旺和腎虛

不固引起，少數由於濕熱下注所致。 

（一）陰虛火旺。 

陰液不足，則生內熱，熱擾精室，因而

發生遺精。或煩勞過度，陰血暗耗，或由於多

思妄想，恣情縱欲，損傷腎陰。 

（二）腎虛不固。 

手淫、早婚、房事過頻，損傷腎精，腎

不藏精，精關不固，因而遺精。 

（三）濕熱內蘊。 

飲食不節，酗酒厚味，損傷脾胃，內生

濕熱，濕熱下注，擾動精室，發生遺精。 

辨證施治： 

（一）陰虛火旺。 

證狀：睡眠不安，多夢易醒，夢遺或早泄，

頭暈心悸，神疲乏力，舌質偏紅，脈象細數。 

分析：心腎陰虧，阴虛火旺。 

治法：滋陰清火，安神固精。 

方藥：知母、黃柏、，生地、丹皮、澤瀉、

五味子、龍骨、牡蠣、金櫻子、芡實、酸棗仁。   

方中以知母、丹皮、生地、黃柏滋陰清火；

酸棗仁、五味子、牡蠣、龍骨安神固精，再加

以金櫻子、芡實以補腎澀精。 

（二）腎虛不固。 

證狀：頭暈耳鳴，腰酸神疲，或面色蒼白，

畏寒肢冷，舌質淡，脈沉細，或舌紅苔剝，脈

細數。 

分析：腎虧遺精，以滑精多見，或滑精、

夢遺並見，頭暈耳鳴，腰酸神疲，面色無華，

脈細是腎虛的表現。面色蒼白，畏寒肢冷，舌

質淡，脈細為腎陽虧虛，舌紅苔剝，脈象細數

者，為腎陰虧虛。 

治法：補腎固精。 

方藥：人參、熟地、杜仲、枸杞、山萸肉、

甘草、芡實、龍骨、牡蠣、沙苑蒺藜、麥冬、

生地。 

若腎陽偏虛者，可加入巴戟天、鎖陽。 

（三）濕熱內蘊。 

證狀：遺精頻作，口渴欲飲，小便熱赤，

舌苔黃膩，脈濡數。 

分析：濕熱下注，擾動精室，故遺精，小

便熱赤，濕熱上蒸，故口渴口苦。苔黃膩，脈

濡數，皆屬濕熱之象。 

治法：清熱化濕。 

方藥：黃柏、蒼術、澤瀉、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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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膽湯加減婦科臨床應用舉隅 

李瑩    指導：莊愛珠 

（惠安縣中醫院婦產科） 

 

 

【摘要】溫膽湯出自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

論》，由半夏、茯苓 、甘草、陳皮 、枳實、

竹茹組成 ，主治痰熱內擾 、心膽虛怯諸症。

臨床上無論外感或內傷所致肝膽疏泄條達失

職，脾胃運化升降失司，導致濕聚生痰，痰阻

氣鬱；或痰阻經絡，經脈不暢；或痰濁蒙竅，

清陽不升；或痰濕壅遏於肺等均可加減運用。 

【關鍵字】  溫膽湯  婦科應用  舉隅 

溫膽湯最早見於《外台秘要》卷 17引《集

驗方》，方中生薑四兩，半夏二兩（洗），橘皮

三兩，竹茹二兩，枳實二枚（炙），治“大病

後，虛煩不得眠，此膽寒故也”，全方藥性以

溫為主。後《三因方》增獲苓、大棗。減生薑

之量，而方名依舊，遴尚用迄今．考孫氏創方

之意原為大病之後膽寒不眠而設，故以溫膽名

之， 蓋膽為清靜之府，寄附於肝，內寓相火，

其稟肝木之氣，性喜柔和而惡壅部，喜寧靜而

惡煩擾，以不寒不熱為常候 。若肝氣鬱滯 ，

則膽氣亦必失之沖和致相火不寧。故膽在病理

情況下多表現為相火妄動之症，如眩暈、耳鳴

等；而火熱灼津．煉液成痰 ，是膽病亦每多

兼痰，痰火上擾心神，則神不內寧 ，可見虛

煩上眠，驚悸征忡，如巔似狂等症；痰火幹胃，

則胃失和降 ，可見吐苦嘔酸 ，痰涎湧逆等

症。舉凡這些精理變化，無不以肝部為肇始 ，

以膽熱為樞紐 。溫膽湯清熱化痰．降氣和胃，

雖不治膽而膽自治，雖不治肝而肝自調，正所

謂“隔府求冶之方”，故為臨床各科所常用，

于婦科應用亦頗廣泛。如更年期綜合證、妊娠

惡阻、痛經、帶下症、經行眩暈等．皆可以此

方化裁投浩，俾膽氣清靜，使歸溫和而獲效。

試舉例以征之。 

1.痛經： 

病案分析：吳××，女 ，30歲 ，教師 。

就診時間：2012 年 7 月 20 日 

主訴：人流術後 ，行經腹痛半年餘。 

現病史：14 歲月經初潮，月經期為 5天，

月經週期為 35 天，末次月經於 2012 年 6 月

17 日，近半年來每逢行 經時少腹脹痛難

忍 ，痛甚則欲嘔。經服西藥 抗生索及止痛藥

效果不佳而求中藥治療。觀其形體偏胖 ，痛

苦面容 。 自述本次又逢月經來潮 ，少腹脹

痛難忍更甚 ，伴胸悶欲嘔，月經暗紅有瘀塊，

舌質淡紅 ，萏薄白膩，脈弦。辨證 為氣滯痰

阻，損傷 沖任。治擬理氣化痰，調理沖任。

方用：《溫膽湯》加減。炙半夏 10g，竹茹 6g、

枳實 6g，陳皮 9g，甘草 3g，茯苓 5g，當歸

6g 、紅花 3g、川芎 6g、香附 5g，服藥 10劑

而告愈。 

分析本病案：痛經是指月經前後及行經期

間出現下腹疼痛 墜脹等臨床症狀的病症，中

醫學認為氣滯血瘀導致胞宮氣血不暢、胞脈失

養而導致痛經。患痛經因人流術後氣滯痰阻，

血海空虛，損傷沖任而致行經時少腹脹痛難

忍，故用溫膽湯行氣化痰，當歸、紅花、川芎 、

香附理氣活血化瘀，調理沖任而告愈．, 

2.妊娠惡阻  

妊娠早期出現噁心嘔吐，頭暈倦怠，甚至

食入即吐者，稱為“惡阻”。惡阻的發生，要

是沖氣上逆，胃失和降所致。 

病案分析：馬×× , 女，27 歲。農民。

就診時間：2011 年 8 月 17 日 

主訴：懷孕 50 天，噁心嘔吐 10餘天 

現病史：妊娠 50 天，胸悶不舒，脘滿厭

食 , 胸悶痰多 , 噁心頻作 ,惡聞食嗅，食八

則吐，所吐皆為食水痰挺。且臥床怕動，動輒

眩暈而嘔，噁心頻作 , 嘔吐苦水 , 口苦虛

煩 , 腰酸神疲。舌質偏紅 , 脈弦滑。此乃肝

膽鬱熱 , 痰熱內阻 , 胃氣上逆 , 治宜清膽

和脾胃、降逆止嘔 , 方用溫膽湯加減: 姜半

夏 6g , 陳皮、黃芩各 9g , 麥冬、薑竹茹各 

10g , 黃連 (薑汁制後入) 3g , 蘇葉 5g , 北

沙參、桑寄生、川斷、茯苓、杜仲各 12g , 3 

劑後嘔少吐止 , 諸症減輕 , 唯仍有頭脹

痛、眩暈感 , 于上方加石決明 (包) 20g , 菊

花 12g ,又進 3 劑 , 嘔吐止 , 食欲增 , 

諸症逐漸消失。 

分析本病案： 孕後血聚養胎 , 血虛則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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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 肝失疏泄條達 , 肝胃不和則嘔惡頻作 , 

脘滿吐酸。方中姜半夏、薑竹茹降逆化痰止嘔; 

薑制黃連合黃芩相須 , 辛開苦降; 陳皮、蘇

葉疏肝和胃; 北沙參、麥冬養陰生津;川斷、

寄生、杜仲益腎安胎。全方共使肝平、火降、

痰消、氣順、胃和則惡阻自愈。 

3.更年期綜合證 

病案分析：崔×× , 女，45 歲。教師。

就診時間：2012 年 5 月 20 日  

主訴：更年期綜合症確診半年，加重 5

天。 

現病史：月經先後無定，經量或多或少，

頻發潮熱汗出。頭目眩暈，血壓偏高，煩躁易

怒，驚悸少寐， 脘痞納呆，食後泛惡，諸症

新逾半年。西醫曾做陰道 細胞學檢查．診為

更年新綜合征。 刻值經新．量多色鮮，舌質

紅，苔黃膩，脈弦細而滑。此屬肝腎陰虛，木

鬱化火，痰熱上抗，和降失司。 治擬清痰瀉

火，平肝和胃之法。處方：鉤藤勾、白蒺藜各 

1 5g，粉丹皮、龍膽草各 9g，女貞子 15g，

墨旱蓮、浮 小麥各 30g，原寸冬 、清半夏、

雲茯苓、修枳殼各 9g， 青竹茹 6g，首烏藤 

15g．嫩小草 6g．磁朱丸 (吞服)。7 劑．水

煎服 。 

二診 ：月經 已止．帶經 6 天。眩暈多

減 ，潮熱偶發，泛惡已步，難眠向和 。舌漸

潤，脈如前。再依前法， 原方擊丹皮、膽草 ，

加東白蔽 0g，五味子 6g．陳香櫞劄，予 5

荊，水煎服而告愈。 

分析本病西醫診為更年期綜和征．是由於

卵巢功能衰退，引起內分泌腺的功能失調，從

而出現了以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為主的症候

群，病本屬肝腎陰虛，然對痰熱所致之眩暈煩

躁、驚悸不寐、嘔吐胸悶等症狀，若只顧本虛，

不視標實，往往收效甚散。故治以溫膽湯合二

至丸化裁．標而本之．甚為適宜。 

4.帶下症（黃帶） 

病案分析：李×× , 女，42 歲。工人。

就診時間：2011 年 8 月 20 日 

主訴：帶下量多色黃 1周 

現病史：13 歲月經初潮，月經期為 3天，

月經週期為 28 天，末次月經於 2011 年 7 月

10 日，患者形體肥胖，食少，進來帶下頗多，

色黃、質稠味穢臭，咳嗽痰黃，難咯，胸悶舌

苔黃厚，脈象弦滑，婦檢見：宮頸糜爛Ⅱ度，

擬濕熱下迫帶脈所致，治以清熱化痰；燥濕止

帶。方用：竹茹 8g，枳殼 8g，茯苓 12g，陳

皮 4.4g，薏米 9g，蒼術 12g，黃柏 10g，白蔻

花 15g，椿根皮 15g，甘草 3g。服藥 10 劑而

告愈。 

分析本病：帶脈者，通於脾，攝於腎，約

束沖任督三脈，故帶下病與帶脈失和有關，清

代《傅青主女科 帶下》分別以黃、赤、白、

青、黑五色帶下論述其病機、證象、治法，認

為“帶下俱是濕證”。黃帶主要病機則為“濕

熱下注”。此例因脾虛食少，加上體胖多濕，

濕邪內阻，鬱久化熱，濕熱下注，，又見痰黃

質粘稠，故用溫膽湯加減清熱化痰，健脾化

濁、利濕止帶，連服十劑，效果顯著。 

5.經行眩暈 

病案分析： 王 XX，28 歲。幹部，就診時

間：2011 年 9 月 19 日。 

主訴：行經伴頭目眩暈半年。 

現病史：患者近半年來 , 苦於經行之際

頭暈目眩 , 伴頭目脹痛, 心煩口苦 , 胸悶

欲嘔。舌苔黃膩 , 脈弦滑。月經過後複如常

人。此乃痰蘊化熱 , 治宜清熱滌痰、平肝潛

陽 , 方用溫膽湯加減: 姜半夏、枳實、黃芩、

陳皮各 9g , 甘草 6g , 竹茹 10g , 生薑 3 

片 , 大棗 7 枚 , 菊花、桑葉、茯苓、白蒺

藜各 12g , 石決明 30g , 5 劑。次月經轉 ,

諸症大減 , 上方續服 5 劑 , 而告痊癒。 

分析本病:因頭為諸陽之會，五臟六腑之

氣皆上榮於頭，足厥陰肝經會於巔頂，本例患

者因痰濕蘊熱 , 阻礙清竅 , 經行之際 , 沖

脈氣盛 , 夾痰熱上擾 , 清陽不升 , 故症見

頭目眩暈 , 心煩口苦 , 舌苔黃膩 , 脈來弦

滑。方中溫膽湯加黃芩清熱滌痰 , 合菊花、

桑葉、石決明、白蒺藜平肝潛陽, 相得益彰, 

故效果顯著。 

結語：溫膽湯出自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原用於“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證 , 組方升

降清和 , 溫涼相伍 , 化痰而無太燥 , 清熱

而不過寒 , “婦人以血為基本”。肝藏血，

主疏泄，司血海，古有“女子以肝為先天”之

說。蓋膽為清靜之府，寄附于肝，溫膽湯于婦

科應用頗為廣泛。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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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滴蟲性陰道炎 

韋利蘭 李文敏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滴蟲性陰道炎是由陰道毛滴蟲引起的常

見婦科病。主要傳播途徑是通過性交直接傳

染，也可由污染的浴池、溶具、游泳池、婦科

檢查等間接傳染。得了滴蟲性陰道炎的婦女主

要症狀是白帶增多，白帶的特點像泡沫樣，有

時出現黃綠色膿性，病變嚴重的時候伴有少量

的血液，用陰道擴張器檢查可以看到陰道裏積

有泡沫樣的白帶，陰道壁上有時有紅色的小充

血點。如在顯微鏡上進行檢查可以看到活動著

的鞭毛滴蟲。滴蟲性陰道炎的另一種症狀是陰

道和外陰都感到奇癢，有時癢得難以忍受，這

嚴重地影響患者的工作和睡眠。為了抓癢有的

婦女基本把外陰的皮膚抓破引起感染，時間長

了發生皮炎。 

滴蟲性陰道炎完全可以治好，全身用藥

以滅滴靈較好，用法有每日3次每次220毫克，

7-10天為一個療程，每月一個療程。局部用藥

1-5O00的高錳酸鉀坐浴清洗外陰，然後用滴蟲

粉均勻地撒布在陰道內，每日1次，3-5次為一

個療程，患者在治療期間應需注意避免妊娠和

性生活以減少藥物對外道的刺激;局部用藥時

每次都清洗乾淨陰道的分泌物後再把藥放入

陰道的深處，這樣做可提高藥物的療效;上藥

後換上乾淨的內褲，內褲和浴巾要用開水燙或

用2%的來蘇兒液浸泡20分鐘左右;滴蟲性陰道

炎易在月經後復發，患者應在月經後重複治療

一個療程連治三次，經3次月經治療檢查沒有

找到滴蟲則為治癒。 

下列是中草藥治療滴蟲性陰道的處方:

月季花、百部草、甘草、雞冠花、劉寄奴、石

葦、雞血藤、茯苓、白薇、扁豆花、苦參、蠔

床子等水煮服。將新鮮的豬膽裝入補液瓶內加

蓋密封高壓滅菌後，置入冰箱內貯存備用。以

1%的乳酸沖洗陰道，無菌幹棉球擦陰道壁，前

後彎窿和宮頸，然後用棉簽灌豬膽擦上述部位

不留空隙。要徹底杜絕滴蟲性陰道炎，預防工

作相當重要，通常要採取以下措施為預防。1、

做好衛生宣傳教育，養成講衛生的良好習慣，

並且懂得防治滴蟲性陰道炎的重要性，做到人

人注意防治。2、婦女定期做婦科檢查，一旦

發現患有滴蟲性陰道炎就應積極治療，並注意

衛生，勤洗，煮內褲以防滴蟲蔓延。3、發現

患有陰道炎，應對丈夫及他家屬進行檢查。4、

提倡淋浴，取消公共浴池，採用蹲式便坑，取

消坐式公共馬桶。5、對集體宿舍進行管埋，

隔離和治療帶蟲者。6、患有滴蟲性陰道炎的

人，應自觉地不要參加游泳。

————————————————————————————————————————— 

 

中（小）學生如何養生保健？ 
   董仲璧 蘇  敏 

（云南·宾川） 

 

摘要：目的：讓同學們懂得養生保健就是

保養生命，保障生命健康與安全，要健康長壽，

成為為人民。為祖國有所創造、有所發明、有所

貢獻的人。方法：（1）樹立遠大的理想，為祖國

為人民立志、立德、立功、立業、立言，從小培

養起良好的心理素質；（2）從小、從現在開始，

重視保養好自己的脊柱，養成良好的學習、生活、

工作、交際的良好姿態、習慣與氣質。 

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僅保養好自己的脊

柱，還可以保持充沛的精力，健康的體魄、良

好的氣質，還可以避免許多疾病，如心腦血管

病、近視眼、耳聾耳鳴等的發生。 

結論：養生保健就是要從小培養起良好的

心理素質和品德，保養好脊柱，就能保養好生

命。保障生命健康，爭取既能健康長壽，又能

為人民為祖國做貢獻，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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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治療小兒支氣管肺炎 

謝毅青 

（安溪縣中醫院）   

 

 

[摘要]支氣管肺炎是累及支氣管壁和肺

泡的炎症，為兒童時期最常見的肺炎，2歲以

內兒童多發，也是嬰兒時期主要死亡原因。病

因最常見為細菌和病毒感染，也可由病毒、細

菌“混合感染”。發展中國家則一細菌為主，

細菌感染仍以肺炎鏈球菌多見。應用抗生素可

能產生毒副作用，甚至造成二中感染，耐藥性

增加。為此，探討採用中西醫結合治療小兒支

氣管肺炎，取得了滿意療效，縮短了病程。 

臨床資料：收集近一年來門診治療小兒支

氣管肺炎 67 例，其中男 39 例，女 28 例，年

齡為 1個月至 5歲。臨床表現：發熱，咳嗽，

發熱時或咳嗽後伴氣促，肺部有痰音或濕囉

音。血常規：白細胞計數多升高，少部分正常，

中性粒細胞增多。胸部 X線顯示肺炎徵象。咽

部紅赤，喉中痰鳴，舌苔薄白微黃，脈象浮數，

中醫診為肺炎喘嗽、風熱閉肺。將 67 例隨機

分成對照組 30 例，治療組 37 例，經統計學處

理（P>0.05）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 

治療方法，對照組給予綜合治療即頭孢克

肟顆粒口服，4mg/（kg.次)Bid;氨溴索口服液

口服，<2歲 2ml tid,2~5 歲 3ml tid；發熱者

予物理或藥物降溫。治療組在綜合治療的基礎

上，予銀翹散加萊菔子、魚腥草治療，劑型選

用全成分中藥配方顆粒。 

觀察專案：1、退熱時間；2、咳嗽消失時

間；3、肺部囉音消失時間；4、總病程；5、

毒副反應。時間單位：天，以 X±S表示。

 

結果： 

兩組患兒治療後轉歸情況的比較 

 N 發熱 咳嗽 囉音 治癒 

治療組 37 3.2±1.6 4.0±1.4 4.2±1.9 5.9±1.8 

對照組 30 4.3±1.5 5.1±1.7 5.5±1.7 7.2±1.2 

t  2.877 2.905 2.917 3.389 

P  <0.01 <0.01 <0.01 <0.01 

 

P<0.01 差別很有顯著性意義，治療組 37

例均未發現明顯毒副作用，對照組 30 例有一

例出現口腔黴菌感染。 

討論： 

銀翹散方中主要用銀花、連翹清熱解毒；

薄荷、豆豉、荊芥辛涼解表，使邪從汗解；甘

草、桔梗、牛蒡子宣肺化痰；竹葉、蘆根清熱

生津；萊菔子有降氣消痰之功，魚腥草有清熱

解毒、利尿作用。諸藥合用，疏郁宣閉，透邪

泄熱，達到解肌肅肺的目的。 

本組資料中，應用銀翹散加萊菔子、魚腥

草，佐治小兒支氣管肺炎與對照組比較，退熱

快，咳嗽症狀消失早，肺部囉音消散快，最終

縮短了總病程。收到滿意效果，避免了二重感

染。長期用未發現明顯毒性反應，提示中西醫

綜合治療小兒支氣管肺炎見效快，縮短療程，

效果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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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外皮肤】 
 

 

托裏消毒散配合骨炎藥水I號治療感染性創面療效觀察 

胡敏華 鐘黎娟 李炳鑽 

（泉州市正骨醫院小兒骨科） 

 

 

 
創面感染在骨科臨床較為常見，目前的治

療多為藥物抗感染和局部無菌換藥。細菌對抗

生素易產生耐藥性，加之抗生素有毒副作用，

而長期無菌換藥可使肉芽老化，創面常難以一

期癒合，增加患者精神和經濟負擔。因此，探

討一種療效好、痛苦少、費用低的治療方法是

醫患共同的理想。2002年8月至2013年5月，我

們採用中藥托裏消毒散配合骨炎藥水I號治療

感染性創面患者25例，收到滿意效果，並與採

用傷口無菌換藥治療的23例進行對照觀察。現

報導如下： 

1 臨床資料 

將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對照

組：23例，男性14例，女性9例。年齡最大17

歲，最小2歲，平均8歲。發病部位前臂及手3

例，小腿7例，足部13例。病程最長3個月，最

短4天，平均1.0個月。治療組：25例，男15

例，女10例。年齡最大16歲，最小2歲，平均7

歲。病程最長4個月，最短3天，平均1.5個月。

發病部位前臂及手5例，小腿9例，足部11例。

創面大小：治療組平均 15.3cm
2
，對照組平均 

11.7 cm
2
，致傷原因：車禍傷10例 摔傷 23 例 

高處墜落傷 9例，醫源性感染 6 例，以上資

料經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2 方法 

兩組均根據傷口分泌物行細菌培養，按藥

敏結果使用敏感抗生素或廣譜抗生素靜脈用

藥。 

對照組：傷口無菌換藥治療：先清除創面

壞死組織及膿液，雙氧雙、生理鹽水反復沖

洗，碘伏消毒後覆蓋無菌敷料，每天換藥1-2

次。根據病情加強營養支援治療。 

治療組:採用中藥內服及外敷治療。 

中醫內治法：托裏消毒散加減：人參 15g、

黃芪 15g、當歸 9g、川芎 8g、炒芍 10g、白術

8g 、茯苓 10g、白芷 9g、桔梗 9g、皂刺 9g、

金銀花 12g、甘草 3g 水煎服，每日 1 劑，1

周為 1個療程。                                              

中醫外治法：骨炎藥水 I 號：黃連 20g、

黃柏 20g、苦參 30g、蒲公英 30g、紫花地丁

30g、連翹 50g，加水 5000ml，共煎至 2000ml，

用雙層紗布過濾兩次，再濃縮為 850ml，加 95%

乙醇 150ml，以 250ml 分裝 4瓶，高壓消毒後

使用。將病灶組織清除後，再將骨炎藥水 I

號濕敷於感染創面，每天換藥 1-2 次，1 周為

一個療程。 

療程及統計學處理:兩組均以1周為1個療

程，4周後統計療效。統計學方法採用SPSS 

13.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統計分析。 

3  結 果 

3.1 療效評價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醫政司制定的中醫臨床病證診斷療效標準
[1]
  

痊癒：創面全部癒合、無痂下積膿等假性癒合

現象；顯效：創面面積縮小範圍>75%、無膿性

分泌物、肉芽組織新鮮、顏色鮮紅；有效：創

面面積縮小範圍>25%、無膿性分泌物或膿性分

泌物明顯減少、肉芽組織色紅；無效：創面面

積縮小範圍<25%、創面膿性分泌物無明顯減

少、肉芽組織色暗、創面無明顯縮小趨勢。 

3.2 療效比較 兩組病例均于治療4周後按上

述標準評定療效（見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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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兩組療效比較 

組別     例數   治癒   好轉   無效       有效率（%）  P 

治療組   25     21      2       2          92.0    <0.05 

對照組   23     10      8       5          78.2 

 

治療組25例中，治癒21例，好轉2例，無

效2例，總有效率92.0%；對照組23例中，治癒

10例，好轉10例，無效5例，有效率78.2%。兩

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   
4  討論  

創面感染是骨科臨床上常見的併發症，細

菌是創傷感染的首要因素，合理規範地使用抗

生素有助於感染創面的癒合，但近年來，由於

耐藥菌株的不斷出現，使得多數抗生素對多種

病原菌不敏感，應用抗生素治療創面感染往往

難以達到預期效果。中藥外敷、內服聯合抗生

素治療，可明顯促進感染創面的癒合，具有自

己的特色和優勢。 

感染性創面，屬於中醫“瘡瘍” 的範

疇，形成的主要病機是氣滯血瘀，瘀久化熱，

熱勝肉腐，氣虛邪實。因此在治療中活血化瘀

是生肌的前提，去腐生肌是瘡瘍癒合的自然規

律。因治療過程中常聯合使用抗生素，抗生素

作用強，會削弱人體免疫功能，降低機體抵抗

力，故臨床中氣虛邪實的病例較常見。針對此

類感染性創面，我們聯合抗生素治療同時，外

用骨炎藥水 I號，配合口服托裏消毒散。 

托裏消毒散初次在《外科發揮》中共 10

味藥，分別是人參、黃芪、當歸、川芎、芍藥、

白術、茯苓、白芷、金銀花、甘草等。陳實功

則在《外科發揮》的方中加入皂角刺、桔梗，

將該方增加至 12 味，以加強其透膿托毒之功

效。以後的諸醫家基本上以《外科正宗》12

味藥方為主應用
[2]
。方中八珍湯去熟地氣血雙

補，黃芪補氣並具有良好托毒生肌的特有功效

與肉桂相伍，鼓舞氣血，促進血液生長之功。

配以養血活血的當歸，以及消散通透的桔梗、

白芷，軟堅潰膿的皂刺。方中諸藥調配，氣血

雙補，陰陽並調再佐以清熱解毒之品，共使腐

去肌生而痊癒。在臨床中感染性創面除了熱

毒，不能忽視正虛。利用補益藥物的扶正去腐

功效，再佐以托毒或解毒的藥物，可形成較為

完善的扶正驅邪法則，能起到扶正不留邪，驅

邪不傷正的雙重功效。 

骨炎藥水I號方中黃連、黃柏、苦參、蒲

公英、連翹、紫花地丁均具有清熱解毒之功

效，此外蒲公英、連翹、紫花地丁具有消癰散

結之功效。現代醫學證實，以上中藥均有較廣

泛的抑菌譜，對革蘭氏陽性、陰性細菌都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與抗生素聯用可作為“抗菌增

敏劑”，可有效逆轉耐藥細菌的抗藥性。另外

需要說明的是，在製備過程中加入了95%乙

醇，也可起滅菌消毒之功效。 

 中醫藥治療感染性創面有著一定的優

勢，我們在研究中採用中藥內服及外敷治療，

聯合抗生素使用，臨床療效得到明顯提高。本

療法既提高了創面修復品質， 縮短了創面癒

合時間，同時也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不失為

一種在基層醫院推廣的治療方法。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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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羊肉湯配合穴位貼敷治療復發性口瘡的臨床觀察 

鄭忠誠 吳盛榮 葉永財 林林森 歐陽敬祥 

（福建省南安市中醫院） 

 

 

 

 

近幾年來，我們運用我院國家級名老中醫

吳光烈主任的驗方“綠豆羊肉湯”配合吳茱

萸、細辛穴位貼敷治療復發性口瘡，取得了滿

意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全部病例均為本院門診患者，將全部 60

個病例按就診時間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

組。治療組 30 例，其中男 12 例，女 18 例；

年齡 25~62 歲，平均年齡 36.28±3.22 歲；病

程 6個月~15 年；對照組 30例，其中男 11例，

女 19 例；年齡 24~60 歲，平均年齡 35.65±

3.42 歲；病程 7 月~14 年。兩組資料經卡方檢

驗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具有可比

性。 

1.2 臨床症狀：口腔粘膜出現大小不等、數

量不定的潰瘍點，表面常有黃白色分泌物滲

出、灼熱疼痛，反復發作，間歇期長短不一，

伴見口苦、心煩、睡眠不佳、腹脹、納呆、神

疲、溲黃、舌紅、苔薄白或薄白微黃，脈弦細

或細數。患有白塞氏綜合征、復發性壞死性粘

膜腺周圍炎、皰疹性口腔炎、壞死性涎腺化生

的均作為剔除病例。受試者就診前 1 周內均未

用過其他藥治療。 

2、治療方法  

2.1 治療組 

2.1.1 食療：運用“綠豆羊肉湯”治療。方

藥組成：羊肉 120g、綠豆 30g，生薑 5g，大

棗 10 枚。用法：加水適量燉爛，加鹽少許吃

肉喝湯，每日一劑。 

2.1.2 穴位貼敷：取穴：神闕、雙湧泉。藥

物：吳茱萸（研粉）、細辛（研粉）、白醋。使

用方法：患者採用仰臥位充分暴露肚臍或取坐

位，充分暴露雙足底部，用 75%酒精棉球消毒

穴位皮膚，取吳茱萸、細辛粉各等量（約各

3g）加醋調成糊狀，貼敷在穴位上（白天貼神

闕穴、夜晚貼雙湧泉穴，兩組穴位輪換使用），

外用風濕止痛膏半片（皮膚過敏者改用沙布）

密封固定，每天輪換一次。 

2.2 對照組：雷公藤多甙 20mg、維生素 B2 

10mg，每天三次，飯後口服。 

2.3 療程：10天為一療程，2療程後觀察療

效，並隨訪半年。 

3、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參照 1994 年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頒佈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口

瘡”的療效標準。治癒：口腔潰瘍癒合，局部

無不適感，半年內無復發；好轉：口瘡雖然時

有復發，但數量減少，程度減輕；未愈：口瘡

症狀及潰瘍無明顯變化。

3.2 結果見表 1、表 2 

表 1  兩組治療前後療效比較 

 例數 治癒（%） 好轉（%） 未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30  15（50.00） 14（46.67） 1（3.33） 96.67 

對照組 30 4（13.33） 21（70.00） 5（16.67） 83.33 

經卡方檢驗，P＜0.05，差異具有顯著意義，說明治療組療效明顯優於對照組。  

表 2  兩組治療後復發率比較  

 例數 復發 未復發 復發率% 

治療組 30 15 15 50.00 

對照組 30 26 4 86.67 

經卡方檢驗，P＜0.01，差異具有非常顯

著意義，說明治療組遠期療效顯著優於對照

組。 

4、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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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發性口瘡是一種臨床常見病。多見於中

老年人及婦女。《聖濟總錄》日：“胃氣弱穀

氣少，虛陽上發而為口瘡”。多數醫家多以清

熱瀉火或滋陰降火等方法治療，雖有一定療

效，但反復發作難以根治。《瘍醫大全》日：

“口瘡服涼藥不愈者，因中土虛”。吳光烈主

任認為脾胃之虛愈甚，則口瘡愈易發作，病程

愈長，消爍陰津則愈厲害；其本在於脾胃虛，

其標在於熱毒內蘊，故治療上當以甘溫調補脾

胃為主，以甘寒清泄熱毒之邪為輔。方用自擬

綠豆羊肉湯治之。羊肉甘溫，入脾胃腎經，溫

中補虛；綠豆甘寒，既可調和五臟，又能解久

病內蘊熱毒之邪，消腫生肌；生薑溫中散寒；

大棗補脾益胃。配合吳茱萸溫中散寒止痛、疏

肝下氣，入脾胃肝經；細辛散寒止痛，入肺腎

經，二藥敷足心（湧泉穴）可引火下行，敷肚

臍（神闕穴）則可從陰引陽，引火歸原；雙穴

位輪換使用既可有效減少皮膚過敏發生率，又

可 24 小時連續用藥，提高療效。諸藥合用，

共奏溫中散寒，清泄熱毒之功，因藥症合拍，

故療效顯著。本法用營養美味的食療和穴位貼

敷療法相配合以扶正祛邪的治法，具有調節機

體功能，增強免疫力，增強人體自身修復能力

和抗病能力的作用，可明顯減少口瘡的復發，

具有顯著的遠期療效，加上簡單易行，患者易

於接受，是一種臨床行之有效的治療手段。復

發性口瘡患者在治療階段及愈後還需注意口

腔衛生，調暢情志，注重勞逸結合以消除復發

誘因。

 

————————————————————————————————————————— 

 

談中醫臨床醫療靜脈曲張（Varicose Vein）病例   

吳榮貴 

（新加坡） 

 

 

人們的雙腿的靜脈，由於個人長期長時間

站立工作，或因為遺傳因素等，影響靜脈裏的

血液回流不良，血流緩慢，而在腿部很容易出

現青筋，局部浮腫，成為靜脈曲張，也稱為下

肢靜脈曲張。     

根據調查，靜脈曲張的病黎在新加坡（我

國）目前的社會相當普遍，一般發生在 30 歲

以上人士，尤其以女性居多。其中 60 歲以上

的女性樂齡人士，在過去長期服務後，很多的

老人都有這樣的病例。可能因為醫療需要長

期，費用高，都很少去醫療。 

在目前適齡工作的人，超過 20 歲以上的

女性，有 35%面對這個問題，男性則有 20% 

A 西醫治療； 

１傳統西醫治療是採用“靜脈剝脫術”，就

是讓病人全身麻醉，然後手術把壞死的靜脈取

出，手術需要２個小時。手術後，留下５公分

的傷口縫合。 

2 最新治療靜脈曲張是應用“靜脈內鐳射

治療法”，無需全身麻醉，只要在局部麻醉進

行，病人在清醒的情況下，由醫生利用長形針

孔，把導管置入靜脈。然後利用鐳射熱能進行

治療，把壞死的靜脈破壞，不讓靜脈血積蓄。 

B 中醫治療：從中醫的醫療角度來看靜脈曲

張病，靜脈和動脈是中醫的脈絡，總稱血脈，

靜脈曲張是慢性血脈病，也稱脈管炎。靜脈曲

張病因是靜脈血流不通，是氣滯血淤的結果。 

（一）中國現代脈管病泰斗奚九一教授經六

十年臨床實踐創立的脈管病治療體系－奚氏

清法。其“因虛受邪、因邪致淤、祛邪為先、

扶陽為本”的學術觀點被現代中醫治療脈管

病奉為經典，因為各種脈管病都是由於人體陽

氣不足引起的，因此脈管病的治療"扶陽為本

"，治標的方法則根據風、熱、濕、痰等不同

的誘發原因，採取不同的治療方法。 

（二）記得幾年前，我跟已故李金龍教授在

一起義診，曾經看見李教授在西馬柔佛四彎島

義診時，以局部放血來治療靜脈曲張病例， 

李金龍教授示範醫療的方法是應用針灸三

菱針，選擇刺破下肢嚴重曲張的靜脈，放出局

部壞堵的靜脈淤血。 

（三）中國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專家教授，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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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教授運用他自擬的“足行消腫湯”，治癒

了數例頑固性難愈的腳及小腿嚴重浮腫的病

人。他們當中都經西醫診斷，有的下肢淋巴回

流障礙，有的下肢靜脈回流受阻，治療無效，

又需要做手術，因而來請中醫專家教授來治

療。 

１病人經用“足行消腫湯”，隨證加減後，

病人療效好，好些病黎還獲得治癒。 

２本方的藥物是：焦檳榔 12/15 克，茯苓

20/25 克，木瓜 10 克，蒼術 6 克，紫蘇梗９

克，紫蘇葉９克，生薏米 30 克，防己 10 克，

桔梗５克，吳茱萸６克，黃柏 10克，牛膝 12

克。 

３本方適用範圍在於風寒濕流注於下肢，小

腿、足踝浮腫脹疼、沉重、麻木，筋脈攣急，

行走障礙，引起的下肢各處腫脹疼痛。 

（四）我在臨床醫療時，根據焦樹德老師的

“足行消腫湯”的精神，做了一些變化。因為

我發現在新加坡的臨床病人都是樂齡人士，對

靜脈曲張病的辨證論治我除了根據焦樹德老

師的經驗，個人認為，患者體質弱，以中氣不

足為多，久站氣機閉固，氣血運轉不暢，造成

損筋傷骨，腎氣不足，形成下肢血脈氣滯血淤

為主因。 

１對於靜脈曲張的治法是以補中益氣，結合

活血化淤調補腎氣為基礎。通過方藥使靜脈管

壁組織血脈獲得供養，保持生命力，幫助血脈

恢復正常的功能。應用方藥的調養加強下肢氣

血回流功能，使氣血順暢，延緩腫脹組織症狀

惡化，促進血脈趨向健康，恢復下肢的正常功

能。 

２選方用補中益氣湯加血府逐瘀湯。腎虛選

用金匱腎氣丸、六味地黃丸加減應用。 

３方藥是：黃芪、黨參、白術、甘草、當歸、

陳皮、升麻、生地、桃仁、紅花、枳殼、赤芍、

才胡、桔梗、川芎、牛膝。 

（五）病例介紹： 

A餘X喜 男 54歲 管理員 左側小腿靜

脈曲張，已經多年，近來腳酸乏力，不能久站，

2013年 2月 14日到裕廊中愛心眾弘中醫診所

求診。 

從第一診到４月 21 日，共 10 次的一個療

程，局部症狀明顯改善，腳力增強。 

B 王 X 金 女 72 歲 退休 家庭主婦 雙

腿靜脈曲張已經多年，雙腿乏力，雙手腳底酸

麻，2013 年 2 月日開始來友諾士彎的眾弘醫

藥中心求診，主訴雙腿酸痛，不能久站，據說

他年輕長期間挑重物討生活，早七年已經出現

靜脈曲張。在完成 10 次一個療程後，明顯改

善靜脈曲張的症狀，雙腿的功能改善，酸痛明

顯減輕。 

（六）靜脈曲張病種的預後和氣功醫療 

１雖然靜脈曲張預後不佳，病黎不容易治

癒，但是根據我應用中醫藥和針灸在處理靜脈

曲張病，在針灸配合中醫藥服用 10 次後，獲

得滿意的效果。病人的雙腿酸痛明顯改善，不

須用手術割除損壞的靜脈。 

２如果病人願意，除了應用針灸和中醫藥來

治病，我認為通過鍛練氣功也是一個很好的保

健養生醫療途徑。 

３從氣功的運用效驗角度來看，練功可以增

強體內的正氣，改善氣血運行，肯定對醫療靜

脈曲張的修補有益效，也能加快靜脈功能恢復

正常！ 

４因為我曾在過去 27 年教導智慧氣功過程

裏，其中確實是有不少患有靜脈曲張的中老年

學員。他們都有雙腿酸痛、乏力軟軟、靜脈曲

張的症狀，他們在鍛練氣功三到六個月後，除

了全身氣色改善，下肢的疼痛減輕甚至明顯消

除，下肢的靜脈曲張的現象好轉，雙腿恢復氣

力，身體也恢復了健康的活力，值得推薦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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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濕型脈管炎臨證一得 

洪景秀 

（南安市英都鎮霞溪村第一衛生室） 

 

 

血栓閉塞性脈管炎屬中醫的脫疽類疾

病，病程較長，疼痛劇烈，嚴重者肢體可以壞

死。本病治療也比較困難，近年來我用中醫藥

對治療此病的寒濕型患者，取得了較好的效

果，使一些難以治癒的病人恢復健康。 

本病多因涉水受寒，或腎陽不足，寒濕下

受，陽氣不能達於四末，使脈道痹阻，血脈運

行不暢而發病。《素問.舉痛論》說“寒氣入經

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

中則氣不運，故卒然而痛。”寒濕凝滯，經脈

下通，則淤血阻絡，淤久化熱，熱腐成膿則骨

肉敗壞。有人用如下的歸納說明脈管炎的病程

發展情況，我認為是較合適的：寒凝→血淤→

淤久化熱→腐而成膿→骨肉腐敗→潰爛脫落。 

寒濕凝滯是本病的第一個突破口，也是最

先致病的因素，因此預防寒濕才能治未病，其

次祛除寒濕，對本病有著重要的臨床意義，寒

濕不除，病情就可向壞的方面發展，後果嚴

重，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脈管炎男性較多，患者病損大都在下肢足

趾，根據我們的觀察，本病患者大都有涉水受

涼的病史，27 例中 22 人有涉水受寒及凍傷

史。21 例有吸煙史，這都說明寒濕侵襲和吸

煙是本病發生的重要原因。寒濕可直接刺激血

管收縮，血運不暢，吸煙致血管痙攣，時間一

長，阻礙血行，血管收縮，血運不暢，再者四

肢末端離心較遠，下肢血液要逆地心吸引向上

回流，阻力更大，故下肢發生較多。 

1.病症特點 

先有肢體沉重，麻涼怕冷，下肢酸困，行

走不便，足趾疼痛，夜間明顯，繼而走路跛行，

患肢皮色蒼白或紫紅。趺陽脈（足背動脈）減

弱或消失，脈象細弱或細澀。舌色正常或稍

暗，苔白。 

治則：溫經散寒，活絡止痛。 

方藥：當歸 20 克  川芎 20 克  赤芍 10

克  桂枝 15 克  桃仁 10 克  牛膝 30 克  枳

殼 10克  元胡12克  黃芪30克  薏苡仁 30

克  威靈仙 30克 

方藥淺解：本方為自擬方，方中當歸、川

芎行氣活血，溫經通絡，對血淤氣滯的疼痛療

效甚好，配伍薏苡仁能活血通痹，除濕止痛，

更與溫經散寒，通陽化氣之桂枝伍用，效果尤

著。桃仁行淤活血，配伍牛膝引藥下行，可逐

病處局部之淤。威靈仙通絡止痛，通行十二經

絡並可除濕、溫經、活血之效。枳殼、元胡行

血中氣滯，氣中血滯，並有明顯止痛作用。薏

苡仁療濕痹，舒痙攣，止骨中疼痛，善治下部

之濕邪。生芪意在補氣行血。先賢認為，氣寒

之人，無論何病均可重用黃芪，而血寒之人尤

宜重用，如平素體弱陽虛，氣血不足者還可增

量。 

針炙方：三陰交  足三裏。艾卷溫和炙，

每日一次，交替應用，二十天為一療程。 

本病及寒濕凝滯之症，用溫炙法溫經活絡

疏散寒邪。筆者體會在患肢穴位扎針，特別是

膝以下穴位，往往易使患肢皮膚變白，這可能

使針刺後出現血管痙攣現象，故應少針多灸為

宜。 

2.病案舉例 

患者劉 xx，男，30 歲，農民。病前在水

庫勞作四年，經常涉水受寒，無吸煙史，發病

後經 xx 醫院診斷血栓閉塞性脈管炎，服有關

西藥見效不著。就診時走路跛行，右下肢麻木

不耐冷，患肢膚陽脈消失（足背動脈），局部

蒼白，趾甲變厚，溫度減低，終日疼痛，但以

夜間為重，脈細弱，舌質暗淡苔白。 

考慮患者久涉寒水，寒氣客於脈內，凝滯

經脈，則痹阻而痛，宜用溫經散寒，通經活絡

之劑治之。 

處方：當歸 20 克  川芎 20 克  桂枝 10

克  枳殼 10 克  威靈仙 20 克  元胡 10 克  

桃仁 10 克  牛膝 20 克  烏梢蛇 20 克  薏苡

仁 30克  黃芪 20 克  甘草 5克 

十劑，囑病人用艾卷溫炙足三裏，三陰交

穴，每日一次，每穴二十分鐘，交替使用。 

二診：疼痛有減，局部熱度稍增，要求再

服藥治療。此症非數劑藥可奏效，需守方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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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服藥，才可治癒。勸病人堅持原藥方耐心

服用。 

半年後隨訪，共服四十餘劑，疼痛消失，

局部膚色正常，已參加勞動，只是足背動脈仍

摸不到，該患者至今身體健康。 

3.體會 

一、本型病人主要是寒濕侵襲，陽氣不

足，經絡不通之症，因此溫經散寒活絡止痛為

其宗旨，治療中用藥要專、劑量要大，時間要

長，最好配合溫炙效果更好。 

二、治療期間一定要保持患肢溫暖，以利

藥物發揮效能，不能涉水避免受寒。 

三、有些病人痊癒了，但足背動脈仍不易

摸到，而劇部溫度、膚色、營養狀況已如常人，

這可能是建立起側枝迴圈（中醫認為全身經脈

網路迴圈，此不通而彼通）。 

四、本病的第一階段，病情雖然較輕，但

醫患雙方決不能掉以輕心，要及早確診，及早

治療，防微杜漸，否則到肉腐骨脫時，雖然精

心醫治和休息，其後果亦是不良的。

———————————————————————————————————————— 

 

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胸脅迸挫傷 61 例體會 

施建中   

（福建南安市醫院） 

 

 

1 臨床資料 

1.1 本組均為門診病人共 61 例，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20 例；左側 44 例，右側 17 例；年

齡 20～75 歲，病程最短 2天，最長 6 天。直

接挫傷 47 例，迸氣致傷 13 例；無明確的外傷

史 1例。 

1.2  診斷標準 絕大多數患者有明顯的外

傷史。胸脅部疼痛，胸廓擠壓試驗陰性，攝胸

部正側位片，均排除骨折及血 、氣胸。若局

部 

瘀腫，痛處固定，壓痛明顯的是傷血為主；若

痛處不定，咳嗽及深呼吸有牽制痛，無局限性

壓痛的是傷氣為主；同時兼有傷氣、傷血症狀

的為氣血兩傷。 

2  治療方法 

   筆者採用血府逐瘀湯為基本方加減治療。

基本方：桃為仁 10g、紅花 6 g、 赤芍 10g、

當歸 12g、生地 12g、 柴胡 10g、 枳殼 10g、 

川芎 10g、 桔梗 9 g、 牛膝 12g、 甘草 6 g。

傷氣為主者加香附 9g、 郁金 9g。傷血為主者

加炮山甲 10g、天花粉 9g。痛甚者加元胡 12 

g。咳嗽咳痰者加象貝 10g、杏仁 10g。每日一

劑，水煎分二次服，連服 10劑，10 天后統計

療效。治療期間未用其他的內外治方法。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標準 參照 《 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

準》自擬標準如下：臨床治癒：臨床症狀消

失，無壓痛及叩擊痛；好轉：主要症狀消失或

減輕，咳嗽，深呼吸時無自覺疼痛，患處瘀腫

消失；無效：未達以上標準者。 

3.2   治療結果 臨床治癒 35例，好轉 24 例，

無效 2例。總有效率為 96.9％ 

4  體會 

   胸脅迸傷又稱“努傷”“岔氣”是因為用

力迸氣所產生的病症，為了完成動作而用力迸

氣或突然用力過猛，再加筋肉過度牽拉而產

生。胸脅挫傷是直接外力所傷，如碰撞，擠壓，

踢，跌傷等，使胸脅肌膚受損。胸為肺之廓，

胸脅為肝這分野，肺主氣，肝主藏血，氣血同

行于胸中。故胸脅損傷必氣血俱損，氣滯血瘀

並見。在辯證中各有側重，迸氣傷多使氣機阻

滯，經絡受損，以傷氣為主，故見傷後胸悶不

暢，痛無定處，無明顯瘀腫及局限性壓痛。挫

傷者多使經脈受損，血溢脈外成為瘀血，故而

出現患處瘀腫，痛有患處壓痛明顯。是以本病

症的病機屬氣滯血瘀所致。筆者採用血府逐瘀

湯，以行氣活血之法治之。藥用桃仁、紅花、

赤芍、當歸、生地行血消瘀，養血涼血為主藥;

輔以柴胡、枳殼、桔梗疏肝行氣，開胸散鬱，

氣行而瘀消；川芎活血行氣通調經絡；牛膝通

利血脈，引瘀血下行，其意在祛瘀生新；甘草

調和諸藥。本方法血不留瘀，行氣不傷氣。藥

證相符，因而能獲良效。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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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中藥內服外洗扁平疣 60 例 

許百軒  許佩玲 

（福建省晉江市江濱門診部） 

 

 

扁平疣是一種多發生於顏面或手背

的米粒大的扁平贅生物。現代醫學對此病

的治療形式多樣，如局部冷凍，鐳射等，

但對局部有一定的損傷作用，甚至痊癒後

理由疤痕，使患者不願意接受。鑒於此我

們採用傳統的中醫藥治療，並取得相應療

效，茲將較完整的 60例總結如下。 

1  一般資料 

   本組 60例 60 例中男 26例，女 34例。

年齡在 6~42 歲之間。其中 10 歲以下者 7

例，10~20 歲 32 例，20~30 歲者 15 例，

30 歲以上者 6 例。病例 10 天~1.5 年之

間，其中 1個月以下者 8例，1~3 個月者

21 例，3~6 個月者 17 例，6~12 個月者 9

例，1年以上者 5例。 

2  診斷依據  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

標準》扁瘊的診斷依據。 

3  治療方法 

3.1  內服方  基本方：生薏苡仁

45~120g，大青葉 24g，板藍根 24g，蒼術

12g，赤藥 12g，紅花 12g，珍珠母 30g，

牡蠣 30g，生甘草 9g。根據臨床症狀及辯

證做如下加減：①顏面多發選加荊芥、防

風、僵蠶；②局部劇癢者選加烏梅、蟬衣、

白癬皮；③氣虛者選加黃芪、黨參、白術；

④久病纏綿者選加山慈菇、丹參、澤蘭

葉；⑤患部皮損紅赤者加黃苓、山楂、連

翹。每天 1劑，水煎服兩次，7 天為一個

療程。 

3.2  外洗方  組成：木賊草 40g，香附

40g，明礬 30g，白癬皮 40g，馬齒筧 50g，

板藍根 40g，加水 2000ml 煮成 1000ml 左

右，患部外洗。每日 2~3 次，每劑可重複

用 2~3 天。 

4  療效評定 

   治癒：皮損消退，無新出皮疹；好轉：

皮疹較前變平，消退 30％以上或個別新

疹出現；無效：皮疹無變化或消退不足

30％。 

5  治療結果 

   本組完成 2個療程統計，其中治癒 24

例，好轉 26 例，無效 10 例。未治癒者

36 例再繼續治療兩療程統計，又治癒 18

例，好轉 12 例，無效 4例，這樣總有效

率為 93.33％。 

6  病例 

   患者，20歲。2009 年 4月 27 日就診。

患者發現面部扁平疣已近 3個月，曾先後

就診多家醫院，用西藥治療後效果不顯。

檢查面部、手背部幾十處扁平丘疹樣贅生

物，如米粒大散在不融合，捫之礙手，尤

於前額。鼻翼兩旁較多，皮疹色鮮紅，按

扁平疣診治。以上方薏苡仁 60g，加荊芥

9g，防風 9g，黃苓 12g 內服，外洗方如

前治療。1周後復查，皮損已去之六七，

效不更方，再治療 1周，皮損全部消失，

追訪 1年未見復發。 

7  體會 

   祖國醫學認為，扁平疣是由於風熱之

邪容於肌表，搏於肌膚使氣血失和，腠理

不密，毒邪凝聚肌膚而發。在治療上應疏

風清熱解毒，佐以平肝活血。在選用藥物

上即要遵循中醫治療原則，又可結合現代

醫學研究。本方以薏苡仁、大青葉、板藍

根疏風清熱解毒，現代藥理研究證實有較

強的抗病毒作用；赤藥、紅花活血；珍珠

母、牡蠣平肝，散結軟堅；蒼術化濕，現

代研究表明該藥含有大量維生素 A，對扁

平疣療效明顯；甘草解毒又可調和諸藥。

外用藥具有清熱解毒散結之功，外洗患部

直達病所。這樣口服配合藥汁外抹治療扁

平疣，見效較快。但有些患者用藥後皮疹

反見加多、疹子發紅突起等，這種現象我

們體會是治療見效的好兆頭，此時不必停

藥，堅持用藥往往迅速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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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常達變論風、麻疹治後顏面潮紅案 

陳維挺 

（晉江市深滬鎮東安第三衛生所） 

 

    

知常達變是指充分瞭解事物本質的真

象，並準確識別事物本質的變化，從而採取相

應應對措施的一種處事的方式方法。 

在醫學臨床上，知常達變猶為重要，因臨

床中，醫生如不明白大自然四時運行規律，，

時氣的有餘和不足，瞭解人體的正常生理變

化，是常態還是病態？在臨床上就沒法辨別疾

病的順逆緩急和預防轉歸。對疾病的治療把握

將從何談起？為進一步說明常與變在醫學上

的內在聯繫，特舉風、麻疹治療後顏面潮紅案

例，與各位同道探索討。 

麻疹、風疹治療後顏面潮紅案： 

1993 年冬春之交，本小鎮麻疹、風疹流

行，但麻疹較少，大多是風疹為多。在此其間，

這些麻疹、風疹的患者各自選醫用藥治療，但

其症狀雖然消失好轉後，均留下顏面潮紅，不

癢不痛的症狀，如嬉戲激動後更甚。據多數患

者家屬反應，有的曾到大醫院皮膚科就診，診

為“皮炎”，服用中西藥和塗抹外用藥均無效

果，大多遷延 1個多月未愈。當時，餘剛在市

醫院進修結業，于同年 3月份診所剛剛開業就

陸續接診到這些疹後後遺症的病患。剛初接

診，以患兒為多，最小年齡 4 歲，最大年齡

28 歲，這些患者，無其他不適，只有顏面皮

膚潮紅，激動後加劇，不癢不痛，喉幹，舌淡

紅有微紅點，均訴在出疹期都是服用中藥治療

的。餘細思其證，認為是疹出不透，餘毒未淨

所致。處以“銀翹散”加減治療，服後均無效

果，餘百思不得其解。正在此時，有一友人帶

其兒子也來就診，又是這種症狀，他順便帶來

前醫開下沒有服完的一劑中藥要我為他看一

下，是不是前醫用藥有誤，才會疹後顏面發

紅。余細看藥味，原來是“升麻葛根湯加銀

花、連翹”，餘頓時心中有數，但不敢明言，

恐製造不必要的誤會。故對他說：這也是些平

常藥物，未必會致害的，這樣吧，我開些中藥

給你回去服用看看？經他同意後，餘開始為其

兒診查。 

患兒 5歲，患風疹已有 1個月左右，曾在

某診所就診，服用中藥 11 劑，症狀消失，但

顏面潮紅不退，又換醫服用中藥多天，均未見

效。今見顏面皮膚潮紅，喉紅、舌白，舌尖有

紅點，周身皮膚如常，餘無異常。鑒於斯證，

知是前醫治疹不當，濫用升發，致使邪毒去路

不正，熱閉面部腠理，而見顏面皮膚潮紅諸

症。處與“加減銀翹湯合牛膝”清解餘毒，引

邪下行。 

處方：銀花 4g連翹 4g 荊芥3g牛旁子3g

薄荷2g蘆葦根5g生地黃5g淮牛膝3g大青葉

3g 金蟬退 2g 赤芍藥 2g 生甘草 1g，上藥二煎

溫服，日一劑。 

患者遵囑服藥二天，症狀消失告愈，又介

紹多名患者來診，均處以上方加減治療，爾

後，又有其他患者相互奔告來診，均服藥二至

三劑痊癒。從此余這無名小輩為此惜有醫名，

其實剛初餘也是用銀翹散加減治療無效，其功

應歸於前醫之遺藥的啟發，從中多一份思考，

多加一味牛膝而已。 

按：考升葛根湯系《太平聖惠和劑局方》

歸其傷寒門，其主治原文曰：“治大人、小兒

時氣溫疫，頭痛發熱，肢體煩疼；及瘡疹已發

及未發，疑貳之間，並宜服之。”而細究該方

乃是陽明胃經之藥，可見其所述治症是陽明胃

經感受風寒之邪所致，故用升麻、葛根升發陽

明之邪，用芍藥、甘草養血和營。從“瘡疹已

發及未發”字面來看，前醫用之治疹好似有法

可循？然其不知常與變的要義。殊不知，麻

疹、風疹之為病乃是肺經受邪，法當清熱解

毒，宣肺透邪為要。而升麻葛根湯本是升陽發

散之方，且升發過用，易劫邪傷正，肺經之疾

用之，則導致引邪向上升發，邪毒去路不正，

凝滯顏面腠理，故見疹後顏面潮紅經月不退之

症。因此，餘用加減銀翹湯合牛膝治療，是因

方中銀花、連翹清熱解毒，生地、大青葉、赤

芍涼血解毒，荊芥、薄荷、蟬退疏風散邪，蘆

葦根載藥入肺經且護肺陰，甘草調和諸藥，並

加入淮牛膝可引凝滯之邪毒下行，從大小便而

去。蓋牛膝者，養陰通利解毒之品，嚮導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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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經之藥，克敵之間諜也。可見，毫釐之差，

謬於千里，一藥之加，立竿見影。 

《黃帝內經·素問·疏五過論篇》曰：

“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這就是告

訴我們，在臨床上要治好疾病，就要瞭解疾病

的根源，才能知道疾病的轉歸結果。《素問·

天元紀大論篇》又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

善言近者，必知於遠。”顯然，對客觀事物如

不知常理規律，何以能應變達變？這既對立又

統一的辯證思維，是主觀思考到客觀探索事物

真象的辯證過程，也正是中醫學從實踐經驗到

臨床理論的昇華。因此，案例中患者所患麻

疹、風疹治療後顏面潮紅經月不退症，如非瞭

解前醫用藥，也就難以破解懸疑之謎。這充分

說明了常與變的內在聯繫。對此，在臨床上如

能舉一反三，慎思善斷來辯識常與變的規律，

對一些疑難雜症的診治，必能起到意想不到的

效果。正是：“通常達變出真知，辨證疏方重

慎思；漫道岐黃活人術，陰陽奇正隱玄機”。

————————————————————————————————————————— 

 

痔瘻無創性根療法 

治療重症痔和肛瘻 300 例臨床報告 

吳志勇 

（香港中醫痔瘻醫院） 

 

 

痔、肛瘻是常見病，痔更是多發病。重症

痔的治療始終有不少缺點或弊病。肛瘻的治療

仍然存在住院時間長，患者痛苦性大，肛門的

生理功能和完整結構不能完全獲得有效的保

護，复發率較高等缺點。為了避免以上的缺點，

作者首創發酵中藥痔瘻無創傷性根治療法獲

得成功，自 1985 年始應用於臨床，至今己 28

年了，療效非常滿意，本文回顧性的將 2002.4

一 2006.4 随訪成功的 200 例重症痔和 100 例

肛瘻患者的情況報告如下： 

1．一般資料 

1.1 病例來源：本組病例 300 例，均為

2002.4一2006.4本院門診治療後随訪成功的

患者，痔 200 例，男 111 例，女 89 例，男女

之比約 1：0.80。肛瘻 100 例，男 64，女 36，

男女之比約 1：0.56。痔年齡最小 15 歲，最

大 86 歲，平均 47 歲。病程最短半年，最長

56 年，平均 8.8 年。肛瘻年齡最小 17歲，最

大 72 歲，平均 42 歲。病程最短半年，最長

12 年，平均 5.4 年。痔 114 例曾在其它醫院

或診所治療過，用手回納後自動脫出者 177

例，其中環狀脫垂 91 例、形成環狀混合痔，

多瓣脫垂 40 例，急性嵌頓 46 例 。肛瘻 89

例曾在大醫院做過手術，低位肛瘻 66 例，高

位复雜性肛瘻 34 例。痔瘻患者 11％患有不同

程度的心腦血管病、肺、肝、腎、前列腺、婦

科病、非特異性潰瘍性結腸炎、出血性和凝血

性疾病……等無法使用西醫治療手段的患者。

部份患者同時患有不同程度的肛裂、肛乳頭肥

大、肛乳頭瘤、肛門尖銳濕疣、克羅恩病

（Crohn’s diseas）等疾病。 

1.2 診斷標准：參照 2006 年中華醫學會

外科學分會結直腸肛門外科學組等制定的臨

床診治指南。 

2. 藥物的配制：將痔消草、五倍子……

等藥材洗淨烘干，切碎，紫外線照射消毒，粉

碎過 100 目篩，加菌草酸酶攪拌均勻，放入發

酵罐發酵 250 小時，加蒸餾水稀釋攪拌，提取

有效成份，制成注射液和散劑，鈷 60 消毒備

用。 

3 治療方法：肛周和肛管用新洁而滅消毒

後，每個痔核圴汮塗上治療液，再撒上治療散，

每個痔核按壓 3分鐘，然後微波照射 15分鐘，

能還納的盡量還納。瘻管有明確外口者可從外

口灌注藥液，然後用藥散堵住瘻口，無菌紗布

复盖；沒有明確外口者，可將藥粉直接敷在患

處，加服活血化瘀清熱解毒的中藥平癌靈。 

4. 治療結果： 

4.1 治愈標淮：治療後 1、2 期內痔痔核

消失，不再出血，3、4 期內痔大部份痔核消

失，大便時不再脫出，不再出血；肛瘻則瘻口

閉合，瘻管消失，周圍軟組織消腫；30 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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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仍有腫痛、流膿，應再次灌藥至痊愈。随訪

三年不复發。 

4.2 治療結果：痔和低位肛瘻均 99％一次

性痊愈，1％需 2次治療。34 例高位复雜性肛

瘻 1次性灌藥成功者 16 例，2次灌藥成功 12

例，375％次灌藥成功 6 例。痔瘻總治愈率均

為 100％。治療當天休息，翌日复診照微波或

照周林頻譜治療儀完繼續上班；只有 1％的外

痔和肛瘻患者需要多次复診。痔瘻患者治療後

有 57％有不同程度的 1 一 3 小時的里急後重

反應，痔患者 5％需服一次必理痛止痛藥，肛

瘻患者 9％需服 1次止痛藥。痔和肛瘻痔瘻的

复發率為 1％。均無後遺症。 

5. 討論 

痔病的病因是複雜的, 多方面的, 包括

血液動力學、 血液流變學及代謝障礙、 組織

水腫、 自由基形成和血管壁損害等. 目前學

術界普遍接受循環障礙及肛墊下移等病因學

學說, 二者互為因果, 痔的治療方法繁多，但

重症痔的治療往往還不能盡美；肛瘻是肛管直

腸下段周圍的慢性瘻管. 肛管直腸因病理因

素, 形成的肛管直腸與肛門皮膚相通的一種

異常通道, 稱為肛管直腸瘻, 簡稱肛瘻. 中

醫很早就有記載,《奇效良方》中就有“至於

失治而成瘻者, 成瘻而穿臀者, 及有穿腸成

孔, 糞從孔中出者”  的描述。肛瘻的治療除

了住院時間長，痛苦性大，外觀遭破壞，复發

率高，肛門的精細功能未能有效的保護。中華

中醫藥學會肛腸分會秘書長韓寶有感而發的

說：我們做了一輩子的肛腸科，一年手術病人

一萬多例，我們都希望能從微創到無創，減少

病人的痛苦和後遺症；這代表了肛腸界的心

聲。痔瘻無創性根治術的成功，實現了大家的

愿望。 

痔的發病原理符合中醫學理論[氣滯血瘀] 

的典型病機，而肛瘻則是[瘀久成腐穿臀成

瘻] 。居於上述原理，采用痔消草、乳香、沒

藥活血化瘀，止痛，去腐生肌，佐以五倍子酸

澀、收斂、固脫，枯矾燥濕止痒、止血、清熱

解毒的中草藥，經高科技精制成治療液和治療

散。直接注射到痔核和外敷痔核，使痔核萎縮

消失達根治。治療液直接灌注瘻管，使瘻管自

行溶解，被組織吸收排出體外，細胞新生，以

達根治。 

對於一些反复手術未能治愈的患者，肯定

與免疫功能失調有關，女性患者除此之外，還

與內分泌的改变有關，我們觀察到每逢臨近經

期時瘻管處腫脹流膿，經期過後漸复原狀。此

類患者與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 肛

瘻一樣，加用免疫調節劑一免疫强生因子，以

及中藥平癌靈，方能根治。 

自 1985 年以來所有患者均門診治療，不

影響日常生活，到目前為止，痔和低位肛瘻均

99％一次性根治，痔的复發率為 1％，肛瘻無

复发。許多同時患有心、腦、肝、腎……等重

要臟器疾病和出血性疾病、克隆病的患者均能

獲得有效的治療，解決了中西醫無法解決的難

題。對於來自不同的國籍和種族的患者療效是

一样的，本療法方便於农村、山區、海島等醫

療条件簡陋和缺醫少藥的地方，不受種族、區

域等的影響，具有可重复性，比較符合循證醫

學的要求。28 年來大量的病例證實本療法安

全、可靠，是肛腸科的一大突破！ 

————————————————————————————————————————— 

 

TST 治療內痔 30 例臨床療效報告 

林康泉 葉海榮 謝翔宇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摘要：目的：觀察 TST（開環式微創痔吻

合器）治療Ⅱ、Ⅲ度內痔的臨床療效。方法：

應用 TST 對 30 例內痔患者施行 TST，觀察其

手術療效、併發症。結果：30 例患者均行 TST，

全部治癒。隨訪半年，均未見復發和其他後遺

症。結論：TST 作為痔瘡治療的一種新手術，

減少了手術創傷，減輕了患者痛苦，縮短了治

療時間，順應現代微創化要求，值得臨床推

廣。 

關鍵字 TST 痔瘡 臨床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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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0 年 1 月到 2013 年 10 月，我們通

過這種方法對 30 例Ⅱ、Ⅲ度內痔患者進行了

治療，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 30 例患者中，男性

患者 13例，女性患者 17例。年齡 27-68 歲，

平均 42 歲；病程 2-25 年。Ⅱ度痔瘡患者 14

例，Ⅲ度痔瘡患者 16 例。主要臨床表現為：

便時肛門腫物脫出、出血、肛門墜脹、疼痛及

及排便困難等。 

1.2 方法 術前常規行清潔灌腸，麻醉採

用骶麻（腰俞穴麻醉），麻醉滿意後轉截石位，

消毒肛周皮膚及肛管直腸。（1）觀察痔核個

數，根據不同的痔核個數選擇合適的肛門鏡，

如一個痔核為主的就選擇一個開孔的肛門

鏡，兩個的就選擇兩個開孔的肛門鏡，三個及

三個以上的就選擇三個開孔的肛門鏡。（2）

適當擴肛，以順利插入肛門鏡為準則，拔除內

筒，旋轉肛門鏡，使要切除的痔區粘膜得以充

分暴露，固定肛門鏡。（3）採用 2-0 的可吸

收線進行點線牽引縫合，縫合位置應在齒線上

3-4cm，根據患者直腸粘膜鬆馳程度決定上下

位置，一般距視窗下緣 2cm 為宜。如痔核為兩

個，則可分別在兩痔核粘膜區進行點線縫合牽

引。（4）旋開圓形吻合器至最大位置，將釘

砧頭導入並使之置於直腸內，將縫線有帶線器

分別從吻合器兩側孔中拉出。適度牽拉縫線，

同時旋緊吻合器，擊發吻合器，鬆開手柄，靜

待 30 秒。將吻合器旋開 1／2－3／4 圈後移

出。（5）仔細檢查吻合處有無出血，如有明

顯出血，用可吸收線行“8”字縫紮止血。（6）

將切除的組織送病檢。（7）術後可適當控制

飲食，注意休息，酌情應用抗生素和止血藥，

便後可給予太寧栓等換藥處理。 

2 結果 

2.1 療效標準 痊癒：症狀或體征全部消

失。好轉：症狀或體征基本消失。無效：經治

療其症狀或體征與術前無明顯變化。 

2.2 療效 本組 30 例，為全部痊癒。在

術後併發症上：30 例患者中有 1 例出現尿瀦

留，經行導尿術後症狀消失。未出現出血、感

染、肛門墜脹等。術後隨訪半年，未見復發和

其他後遺症。 

3 討論 

由於痔是肛墊下移而成，肛墊本身是人體

正常解剖結構，故治療痔應該抓住痔出血和脫

垂兩大症狀的改善為目標，而非將肛墊切除，

從而避免對肛門功能的必然損傷，無症狀的痔

無需治療，有症狀的痔的治療目的是消除或緩

解症狀，主要是糾正病理生理性改變，而不是

根治有病理改變的肛墊。 

基於這樣的理論，我們採用了 TST 治療內

痔。TST 術以中醫分段齒形結紮術為理論基礎

[1]，發揮分段齒形結紮術合理的保留皮橋、

黏膜橋的部分和數量，及結紮區呈齒形分佈這

一優點，並結合了 PPH 術使用吻合器切除下移

肛墊上方粘膜、粘膜下組織的理論，是傳統中

醫與現代醫學於肛腸外科微創治療痔病相結

合的有益探索。在手術時間、出血量、術後疼

痛、住院時間、術後併發症、病人滿意度及手

術耐受度都較傳統手術都有明顯提高，但 TST

也有一些缺點，如對合併外痔的患者也需同時

採用外痔切除術，對重度痔的治療上不如 PPH

等。但相對其優點來說，這些缺點都是微不足

道的，且微創理念是值得大力推廣的。 

參考文獻：略。 

————————————————————————————————————————— 

 

腸 套 疊 

劉湖明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什麼叫做腸套疊呢?就是指一部分腸管套

入相鄰腸管之中，是嬰幼兒最常見的急腹症之

一。 

以4-10個月的乳兒發病率最高，2歲以後

逐漸減少，發生腸套疊有小腸套入小腸，小腸

套入結腸或結腸套入結套等，最常見的是回腸

套入結腸。 

診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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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臨床症狀: 

①陣發性哭鬧(腹痛)是腸套疊發作的第

一個臨床症狀，患兒突然哭鬧不安，面色蒼

白，手足亂動，呈痛苦狀，不久痛止，即安靜

如常，但每隔6-l6分鐘後突然又發作哭鬧，如

此反復多次可使患兒精神萎靡，呻吟、嗜睡，

熟悉這種典型症狀就能作出早期診斷。 

②在腹痛發作以後即發生嘔吐，是因為腸

系膜被牽拉而產生的反射活動。 

③一般要在發病後4-13小時才排出血

便，呈紅果醬樣的凝凍液體，作直腸指檢，可

以早些發現指套上帶有血漬以助診治。 

④早期腹部柔軟不脹，捫診右下腹有空虛

感，此後在右上腹，上腹中部或左腹部可捫及

腸套疊形成的腫塊，如臘腸或香蕉狀表面光滑

稽可移動，這對診斷最有意義的體征。 

2. 實驗室檢查 

鋇劑灌腸X檢查和超聲檢查均可明確診

斷。 

治療 

1、使用一定壓力的空氣灌腸，可將套腸

復位。 

2. 可用鋇劑灌腸復位。 

3、用手術方法復位，如果有腸壞死，須

切除壞死腸段預防。避免引起腸蠕動紊亂因素

如腸炎，飲食改變，高熱等。

—————————————————————————————————————————————————— 

 

 

發痧、風濕關節炎的治療 

戴鳳珠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發痧、風濕關節炎，是一種常見的病，

一般民間治療多以拔罐、刮痧治療，殊不知中

草藥的治療效果。 

一、風濕：風寒濕邪，入侵肌體，瘀血

阻滯。 

二、發痧病證：夏天出汗時毛孔張開，

不能進冷水泡澡，如果用冷水很容易毛孔閉

塞，所以造成發痧。此病會引起五臟六腑、腸

胃發熱，噁心嘔吐，食欲不振，嚴重者會頭昏

眼花、全身無力、腹脹，此病長久不愈，面黃

肌瘦，整體肌肉慢慢消瘦，最終導致自然衰竭

而亡。 

三、風濕：治療應以內外同步施治相結

合，並施以食物調節，另外可利用民間傳統療

法，針灸、撥罐，將濕、邪毒素撥出，而達到

打通經脈的治療成效。 

四、中草藥內服：川芎、牛膝、小鑽紅

花、忍冬藤、血筋藤、海螵蛸、生地、木通、

水風草、走馬胎、丹參、杜仲、龍骨風、穿破

石、金櫻根、穿錢草、葛根、寬筋藤、田七等，

加豬大骨煮熟。 

五、發痧：內外相結合施治、外洗，嚴

重者用民間傳統的土方，利用熱水，其用雞毛

伴水洗全身，加配內服中草藥。發痧：內服餓

馬王、桂枝、山芝麻、陳皮、紫蘇、生地、九

節茶、老姜、細辛、防風、荊介、木通、仙藿

草、茯苓、板藍根、山豆根、野菊花等，忌腥、

酸、辣、香類食物。 

六、發痧、風濕治療方法基本相同，主

要祛風、除濕、化邪排毒、發汗解表、打通經

絡、消炎為主，最後配以補氣、固腎施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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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 

用於肛裂術後止痛促愈的臨床研究 
 

劉秋江 1 呂仁明 2 林康泉 1 謝翔宇 1 葉海榮 1 林明惠 1 
（1.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2.泉州市博仕肛腸醫院） 

 

 

 

 

1 物件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1.1.1 病例診斷標準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中醫

肛腸科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肛裂的診斷標準。 

1.1.2 病例納入標準 

    ①符合陳舊性肛裂的診斷標準，在局麻下

已行肛管後位正中切開術治療的住院患者;②

年齡在 18－65 歲的男女患者;③血尿糞常

規、肝腎功能、凝血功能、空腹血糖、心電圖、

胸片均在正常範圍內;④知情同意，志願受

試，而且獲得知情同意書過程符合 GCP 有關規

定。 

1.1.3 病例排除標準 

    ①年齡在 18 歲以下，或 65 歲以上患者;

②合併有心腦血管、肝、腎、肺和造血系統等

嚴重原發疾病不能耐受手術或可能增加手術

風險者;③消化道其他嚴重合併病者，如嚴重

潰瘍病，腸吸收不良綜合征等；④合併有傳染性

疾病如肝炎、性病(梅毒、尖銳濕疵等)及活動性

肺結核結核患者;⑤處於妊振期、月經期、哺乳期

的女性患者;⑥一年內接受其他肛門病手術的治

療者;⑦不能合作者如精神病患者。 

1.1.4 病例剔出標準 

   ①入組後發現受試者不符合納入標準的病

例。②使用了方案規定的禁用藥品，由於違背

臨床研究方案，需予剔除。③納入後未曾用藥

的病例，需予剔除。 

④無用藥後任何可評價記錄的病例。 

1.1.5 病例脫落標準 

符合納入標準而因某種原因未完成研究的受

試者，當屬脫落受試者。它包括研究者認定受

試者退出和受試者自行退出兩種情況。 

①研究者決定的退出 

    已經入選的受試者在用藥過程中出現了

下列不宜繼續進行研究的情況下，研究者決定

該病例退出其研究。 

    (1)出現過敏反應或嚴重不良事件。根據

醫生判斷應停止研究者; 

    (2)患者用藥後，症狀加重，為了保護受

試者，讓該受試者退出研究，接受其他有效治

療; 

    (3)研究中，受試者發生了某些合併症、

併發症或特殊生理變化，影響療效和安全性判

斷者。 

②受試者自行退出研究 

    受試者有權中途退出研究，或受試者雖未

明確提出退出研究，但不再接受用藥及檢測而

失訪也屬於“退出”(或稱“脫落，’)。對於

自行退出的病例，研究者應盡可能瞭解其退出

的原因，並加以記錄。如“自覺療效不佳或對

某些不良反應感到難以耐受或未說明原因而

失訪等”。 

③無論何種原因，對退出研究的病例，應保留

其病例記錄表，並以其後一次的檢測結果轉為

最終結果，對其療效和不良反應進行全數據集

分析。 

1.2 病例來源與分組 

病例來源為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及泉州

博仕肛腸醫院 2010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

住院病人，按亂數字表隨機分配至複方硫酸氫

黃連素軟膏組（治療組）、馬應龍麝香痔瘡膏

組（對照組），每組均 60 例。經統計學檢驗，

二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精神狀態、創

面面積上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詳見表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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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
2
＝0.134  P＝0.935 

  

表 2                 二組患者年齡比較（歲） 

組別 例數 最小年齡 最大年齡 平均值 

治療組 60 21 62 39.37±11.28 

對照組 60 20 65 42.27±11.57 

注：F＝2.609 P＝0.076 

   

表 3                  二組患者病程比較（年） 

組別 例數 最短病程 最長病程 平均值 

治療組 60 0.1 12 4.20±0.42 

對照組 60 0.3 11 4.08±2.97 

注：F＝0.103  P＝0.902 

 

  表 4               二組患者精神狀態比較（例） 

組別 例數 自然（平靜） 憂慮 緊張 

治療組 60 19 25 16 

對照組 60 20 23 17 

注：X
2
＝0.550   P＝0.968 

 表 5               二組患者創面面積大小比較 

組別 例數 面積≤5cm
2
 5cm

2
＜面積≤10cm

2
 面積＞10cm

2
 

治療組 60 21 26 13 

對照組 60 23 22 15 

注：X2
＝0.567   P＝0.967 

 

1.3 治療方法 

1.3.1 實驗藥品 

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南京白敬宇制藥有限

責任公司 國藥准字 H32025526 

馬應龍麝香痔瘡膏:馬應龍藥業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生產，國藥准字 Z42021920 

1.3.2 用藥方法 

手術後換藥時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和

馬應龍麝香痔瘡膏採用插管直腸內上藥，具體

操作是將藥物擠在肛內，每次排便後用高錳酸

鉀 1：5000 溫水坐浴 10～15min，換藥時用生

理鹽水清潔創面，並按上述上藥方法分組上

藥，每天一次。 

二組患者換藥均以創面癒合為止，用藥期

間多食新鮮蔬菜水果防止便秘，同時保持局部

清潔衛生。 

1.3.3 合併用藥 

(1)用藥過程中預防性靜脈滴注抗生素 3

天； 

(2)原有合併疾病必須應用其他藥物者，

應在 CRF 表中記錄治療情況，服用的藥物、用

法用量等。 

1.4 觀測指標與方法 

1.4.1 安全性觀測指標與方法 

(1)記錄二組患者用藥前後肝功能(ALT、

AST )、腎功能(BUN、Cr)化驗結果; 

(2)隨時記錄二組患者可能出現的藥物不

良反應，如皮疹、瘙癢、成癮性、噁心嘔吐、

表 1                   二組患者性別比較（例） 

組別 例數 男 女 

治療組 60 33 27 

對照組 60 3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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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汗嗜睡、感覺性失禁等，統計出患者例數並

計算出發生率。 

1.4.2 有效性觀測指標與方法 

(1)止痛指標 

①分 4、12、24、48 小時 4個時點記錄二

組患者術後 48小時內疼痛程度（計分）； 

②記錄二組患者術後 48 小時內索要鎮痛

劑情況； 

③分別記錄二組患者前三次換藥結束後

0.5 小時時點的止痛療效。 

(2)創面癒合時間（是指使用外治藥物之

日起到創面完全癒合所需的時間） 

1.5 術後疼痛程度分級標準(參照 1993 年中

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藥政管理局頒佈的癌症

病人三階梯止痛療法指導原則)制定: 

O 級:無痛； 

1 級:輕度疼痛，雖有痛感但可忍受，能

正常生活，睡眠未受干擾； 

2 級:中度疼痛，疼痛明顯，要求服用其

他止痛劑，睡眠受干擾； 

3 級:重度疼痛，疼痛劇烈(伴有植物神經

系統功能紊亂)，睡眠嚴重干擾，需要輔用其

他止痛劑。 

以上分級分別計 0分、2分、4分、6 分。 

1.6 止痛療效標準： 

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 CR):治療

後完全無痛； 

部分緩解(partial response PR):疼痛較

給藥前明顯減輕； 

輕度緩解(minor response MR):疼痛較給

藥前減輕，但仍感明顯疼痛； 

無效(no change NC):與治療前比較疼痛

無減輕。 

以止痛效果達到 CR 和 PR 為有效統計病

例。 

1.7 統計學分析 

計量資料以“x±s”表示，計數資料採用

X
2
檢驗，用 SPSS 16.0 統計學套裝軟體進行分

析。 

2 結果 

2.1  二組患者用藥後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例） 

表 6  

 皮疹 瘙癢 多汗嗜睡 感覺性失禁 噁心 成癮性 發生率（%） 

治療組 1 1 0 0 0 0 5.00 

對照組 2 2 0 0 0 0 6.67 

注：X
2
＝1.356   P＝0.508 

由表 6 可知，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組在用藥過程中無明顯不良反應發生，僅出現 1 例皮

疹及瘙癢，停藥後自行消失，無成癮性、噁心嘔吐、多汗嗜睡、感覺性失禁等毒副反應。 

2.2 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組肝腎功能比較 

表 7   

檢測時間 ALT（u/L）
★
 AST (u/L)

▲
 BUN(ummol/L)

△
 Cr(ummol/L)

☆
 

用藥前 1 天 21.53±2.38 23.18±3.15 4.86±1.65 63.20±16.65 

用藥後 1 周 21.65±2.32 22.98±3.52 5.14±1.68 64.53±20.49 

注: ★ F=0.071, P=0.791;    ▲ F=0.201, P=0.655; 
   △ F=0.265, P=0.607;     ☆ F=2.148 , P=0.145  
 由表 7可知，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組無肝腎功能損害。 

2.2 有效性結果 

    2.2.1 二組患者術後 48 小時內 4 個觀察時點止痛效果比較 

    表 8  

組別 例數 4h  12h 24h 48h  

治療組 60 1.20±1.05 2.60±1.82 1.96±1.54 1.17±1.06 

對照組 60 2.47±1.24 3.83±1.65 2.83±1.06 2.73±1.10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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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可知，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組術後 48小時內 4個觀察時點止痛效果明顯優於馬應

龍麝香痔瘡膏組。 

2.2.2 二組患者前三次換藥結束後 0.5 小時時點止痛效果比較 

表 9   

第 1 次換藥結束後 第 2次換藥結束後 第 3 次換藥結束後 
組別 

例

數 
CR PR MR NC CR PR MR NC CR PR MR NC 

治療組 60 20 28 9 3 23 28 7 2 19 30 10 1 

對照組 60 8 11 20 21 4 12 20 24 5 15 19 21 

注:P<0.05  
由表 9 可知，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組前三次換藥結束後 0.5 小時時點止痛效果明顯優於

馬應龍麝香痔瘡膏組。 

 

2.2.3 二組患者 48小時內索要鎮痛劑情況比較(例） 

表 10 

組別 例數 去痛片（1片） 強痛定（50mg） 強痛定（100mg） 呱替啶（50mg） 

治療組 60 2 3 2 1 

對照組 60 10 7 6 3 

注:P<0.05 
由表 10 可知，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組術後 48 小時內索要鎮痛劑明顯少於馬應龍麝香痔

瘡膏組。 

2.2.4 二組患者創面癒合時間比較（天） 

表 11 

組別 例數 最短時間 最長時間 平均值 

治療組 60 21 32 25.20±2.86 

對照組 60 28 48 34.96±4.36 

注:P<0.01 
由表 11可知，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組縮短創面癒合時間明顯優於馬應龍麝香痔瘡膏組。 

 

3 討論 

3.1 肛裂術後疼痛產生的機理 

肛門部具有特殊解剖生理功能，肛門周圍

血管、神經比較豐富，齒狀線以下受體神經支

配，是由骶 2、3、4脊神經前根組成的陰部神

經支配，對痛覺極為敏感，受到手術刺激後可

產生劇烈的疼痛。肛裂術後疼痛的病理基礎首

先是手術切割切口時組織和神經組織損傷，刺

激了肛門括約肌，使之不斷地收縮、痙攣，產

生了疼痛；繼而是組織損傷後釋放各種炎症介

質（致痛因數），而這些致痛因數是引起術後

疼痛的主要病理基礎。這些致痛因數主要由肥

大細胞、巨噬細胞等釋放，如鉀離子、5－羥

色胺、緩激肽、組織胺等，它們一方面作為化

學感受性刺激傳入中樞，引起疼痛，另外一方

面使高閾值 AC 纖維感受器發生了外周敏感

化。同時，傷害性刺激在傳遞過程中，可使

AC 纖維末梢釋放谷氨酸、速激肽物質 P，這些

物質作用於脊髓背角的神經元 N－甲基－D－

天門冬氨(NMDA)受體和速激肽受體，使脊髓背

角神經元處於去極化的狀態，從而為其興奮性

和反應性增加而導致中樞敏感化。其結果是組

織對正常非傷害性刺激和閾上刺激反應性不

斷地增加，導致痛覺超敏，產生持久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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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病人對肛腸手術的恐懼心理，可以導致

精神過度緊張，使術後患者對疼痛就十分的敏

感，即便是輕輕地觸摸，也會感到了傷口劇

痛。因此，肛腸病術後疼痛除了創傷所致外，

還可因術後排便、換藥及炎症等刺激，在外周

和中樞神經敏感化條件下，產生持續不斷地疼

痛。總之，肛裂術後疼痛是由於生理因素以及

精神因素共同造成的。 

    3.2  創面癒合及其機理 

    創面癒合是一個複雜的生物學過程，一般

來說，創面癒合的過程分可為炎性反應、肉芽

組織形成和再上皮化、傷口閉合後組織重塑三

個階段，是一個有序的變化過程，任何一個環

節受到影響，都有可能延長創面的癒合時間。 

     3.3  肛裂術後創面癒合的影響因素 

    導致肛裂術後創面癒合延遲的因素很

多，常見的有： 

    (1)全身因素:全身慢性消耗性疾病(如貧

血、營養不良、肺結核、糖尿病、癌症等等)，

多引起低蛋白血症，造成了膠原蛋白和新生血

管化生成降低，使傷口癒合所必需的膠原蛋白

和新生血管化生成減少，而影響及時癒合； 

    (2)局部感染因素:由於肛門特殊生理解

剖環境決定了術後創面感染機會要明顯高於

其他的創口，造成了創口延期癒合，感染加重

了創面的炎症，膠原酶增加和膠原纖維合成受

阻。另外，感染使肉芽組織壞死、液化，造成

創面引流不暢，炎性分泌物的水腫肉芽組織不

能及時清除，使創面炎症遷延而推遲癒合； 

    (3)排便因素:由於習慣性便秘、術後排便

恐懼心理造成的便秘，使糞便硬結，過度擴張

肛管皮膚，反復機械性損傷使癒合的創面延

愈； 

(4)手術因素:創面過大，切除組織過多，

未完全清除原發病灶，創面引流不暢，均是創

面不癒合或延遲癒合的常見原因； 

(5)異物因素:手術或換藥過程中，棉紗或

線頭被肉芽組織包埋而產生異物反應，創面皮

膚過早上皮化，造成了壞死組織引流不暢，均

可延緩傷口愈口。 

3.4  複方硫酸氫黃連素軟膏為複方製劑，其

成分為硫酸氫黃連素、苯佐卡因、氧化鋅、珍

珠粉、海螵蛸、冰片、清魚肝油等。其中黃連

素有抗菌作用，原理在於它能抑制細菌糖代謝

過程中丙酮酸的氧化過程，影響細菌對維生素

B6、煙醯胺等的利用。此外，黃連素還能抑制

細菌 DNA、RNA、蛋白質及類脂合成，而干擾

細菌的繁殖；苯佐卡因具有局部麻醉作用，對

於術後創面有止痛、止癢作用；與氧化鋅、珍

珠粉、海螵蛸、冰片共同配成複方製劑，具有

消炎、殺菌、收斂、止痛及止血作用。在肛裂

術後鎮痛促愈方面有很好的療效，且在臨床試

驗過程中無明顯不良反應，值得臨床推廣使

用。

---------------------------------------------------------------------------------- 

 

 

複雜性肛瘺術後復發原因分析與預防 

葉海榮  林康泉  林明惠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2010—2012 年，我院收治複雜性肛瘺 580

例，治癒 9例，為了提高治癒率，減少患者的

痛苦，就復發原因進行分析，提出預防措施。 

臨床資料 本組 9 例，其中男 6例，女 3

例，年齡 21-56 歲，平均年齡 35歲，以 1975

年全國衡水會議肛瘺統一標準分類法為准，低

位複雜性肛瘺 7例，高位複雜性肛瘺 2例。復

發後再次手術治癒的 8 例，二次手術治癒的 1

例。隨訪 1年以上無復發。 

1 治療方法 患者手術全部採用骶管麻

醉，低位複雜性肛瘺 7例均採用主管切除開放

引流支管開窗曠置引流，或部分支管切除縫合

術；高位複雜性肛瘺 2例均採用齒狀線至以上

內口組織橡皮筋掛線，齒線以下組織主管切除

開放引流支管開窗曠置引流，或部分支管切除

縫合術，去除腐爛組織，甲硝唑溶液反復沖洗

創面。每日中藥坐浴熏洗，電磁波照射治療，

局部換藥，放置油紗條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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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結果 本組 9例患者中，癒合時間

四周—六周，存在不同程度的癒合時間緩慢，

一個月復發的 1例，三個月復發的 5例，六個

月復發的 3例。內口癒合緩慢至主管橋形癒合

的 4例，掛線術後局部復發的 3例，支管復發

的 1例，繼發直腸黏膜下膿腫 1例。再次手術

主管復發的 1例。 

3 討論 複雜性肛瘺不能自愈，手術是治

療復發性肛瘺唯一可靠的方法，但手術成功率

報導不一，尤其是高位肛瘺，其首次手術復發

率高達 50%，再次手術失敗率仍高達 10%以

上。手術成敗的關鍵是選擇適當的手術方法，

找准內口、處理內口徹底，消滅死腔，瘺管切

開的創面引流通暢，保持肛門括約肌功能正

常，創面由基底向上的肉芽組織的生長填充平

皮癒合達到治癒，但也與術後的換藥和自身機

體修復功能的正常有密切關聯。 

1 複雜性肛瘺復發的原因分析 

1.1 內口的處理：9 例患者中 6 例因內口

處理不當造成復發，2例雖找到內口準確，但

清創不徹底，僅挑開瘺口頂端，未及時清理周

圍炎變組織，致內口癒合遲緩，皮膚肉芽組織

生長過快，創面橋形癒合。其餘 1例為尋找內

口不夠準確，偏離內口，內口周圍組織清創不

徹底，致內口不生長，創面橋形癒合。 

1.2 掛線的處理：高位複雜性肛瘺藥物有

一部分肛瘺的管道走行於肛門括約肌的興深

面，完全切開必將造成肛門括約肌的切斷，從

而導致術後不同程度的肛門失禁；不完全切

開，很難使創面引流通暢，又很難治癒，故用

橡皮筋掛線，行括約肌慢性切割斷端粘連，防

止肛門失禁。其中 1 例掛線處創面癒合遲緩，

疤痕明顯，內口生長不平凹陷，致主管橋形癒

合。 

1.3 支管的處理：複雜性肛瘺---肛門腺

導管或括約肌間溝、中央間隙等處多種因素感

染致肛門周圍多間隙發生炎症，存在反復發

作。本組支管復發的 2例，為曠置引流外口過

小，主管還沒有癒合，支管外口封閉過快，致

支管殘留細菌及壞死組織，支管引流不暢而再

發。再次手術主管復發的 1例患者仍為多間隙

感染，第一次復發是表現支管感染，美蘭染色

未顯示主管及內口，考慮支管清創不徹底，手

術是僅行支管清創引流術，示仔細檢查內口癒

合情況，致 3個月後再次復發，發現主管與支

管相通，仍存在壞死組織，內口假性癒合，再

次手術給予內口、主管、支管徹底擴創引流，

多間隙融合貫通治癒。 

2 防治複雜性肛瘺復發的措施：根據以

上復發原因分析，我們認為要提高複雜性肛瘺

的診治水準，必須掌握肛瘺的發病機理、肛門

直腸的局部解剖、病理改變、手術方法，才能

選擇正確的手術方案，達到治癒複雜性肛瘺的

目的。 

2.1 徹底切除內口：臨床上 90-95%的肛瘺

及瘺管性膿腫患者內口位於肛竇，肛竇為肛腺

導管的切口處，其向下延伸 1-2mm，再向各個

方向呈葡萄狀分支，在感染發生後極易沿導管

擴散，所以在處理內口時要將周圍 0.5cm 組織

徹底清除，防止日後殘留在導管內的細菌逐漸

繁殖多後再發。尋找正確的內口方法可通過直

腸指診及雙合診檢查、肛門鏡檢查、探針檢

查、使用美蘭染色和雙氧水等，尋找內口時還

必須看主要齒線上黏膜下有無支管感染，往往

存在支管感染的時候，支管頂端有肉芽組織增

生，穿通黏膜形成黏膜下的凹陷內口，手術時

必須將黏膜下的支管和內口一起切除。 

2.2 掌握正確的掛線方法：高位複雜性肛

瘺內口位於肛管直腸環以上，主管穿過外括約

肌深部、恥骨直腸肌達 2/3 時需要有橡皮筋掛

線，防止一次性切開括約肌造成肛門失禁，掛

線位置應在齒線至內口處，掛線鬆緊度以兩周

左右脫線為度，掛線以下皮膚傷口應低於掛線

下緣，使掛線處創面組織引流通暢，場面由基

底向上的肉芽組織的生長填充平皮，防止脫線

處創面凹陷再次形成內口。針對齒線上主管僅

在黏膜下時應給予直接切除無需掛線治療，不

會造成肛門失禁。 

2.3 支管的處理原則：肛門直腸周圍間隙

較多，有的單個存在，有的成對存在，發生感

染後細菌沿括約肌間隙及中央間隙縱行播

散、水準播散、環形播散等存在在各個間隙

內，所以術前一定要對複雜性肛瘺的局部表現

做全面的瞭解，處理肛門的局部視診、觸診、

指診、鏡檢、探針檢查外，目前醫學影像技術

已成為診斷肛周膿腫或肛瘺的新手段，有條件

的醫院應開展 X線碘油造影、CT、直腸腔內 B

超、IRYS、或核磁共振等檢查，提高治療複雜

性肛瘺的手術效果。根據術前檢查結果，術中

對於支管的處理一定要將多個間隙的感染灶

融會貫通成一個腔，使之引流通暢，但要儘量

避免括約肌的損失，防止術後肛門失禁；曠置

引流的支管外口要大，儘量剔除瘺管疤痕組

織，改善局部血供，便於新鮮肉芽組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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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對於感染不嚴重的部分支管，清創一定要

徹底，縫合時注意不能殘留死腔，放置橡皮筋

引流，術後選擇抗生素應用。 

2.4 加強術後的換藥管理：複雜性肛瘺術

後創面大，傷口多在兩個以上，極易被糞便污

染，分泌物多，患者感覺疼痛明顯，換藥時動

作要輕柔，注意清洗傷口要仔細，先從周圍支

管引流口填塞，藥紗條一定要填塞到位，先從

周圍支管引流口填塞，最後填塞主管，加強傷

口的分泌物引流，防止殘留糞便、紗條。尤其

對黏膜下間隙的引流，清洗時注意不要將黏膜

戳破，造成醫源性內口。

--------------------------------------------------------------------------------- 

 

改良型賽黴安軟膏治療肛竇炎的臨床觀察 

王堅 王美容 魏曉丹 李小玲 吳榮發 陳惠文 

（泉州市中醫院，泉州市 362000） 

指導：王泉英教授（原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主任） 

 

 

肛竇炎引又稱肛隱窩炎，是指肛門齒線部

的肛隱窩炎症性病變，為肛門感染的常見病

症，其病因複雜，病機多變，虛實夾雜。古代

醫家常將其歸於髒毒範疇，經久不愈，給患者

帶來較大痛苦。目前治療此類病症的藥物均不

理想，筆者經過多年的臨床實踐及研究，在閩

南王氏痔科祖傳秘方的基礎上研製出具有清

熱解毒、消腫止痛、收斂去濕、化腐生肌功效

的改良型賽黴安軟膏，臨床用於治療肛竇炎取

得良好療效， 現報導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1.1.1 診斷標準  診斷標準參照《中醫病

證診斷療效標準》和  

《中西醫臨床肛腸病學》擬訂：①臨床症

狀：肛門疼痛、墜脹及排便不盡感，大便帶黏

液，伴肛周瘙癢、會陰部不適等(具有 1 項或

多項))。②指征：病變肛竇處可觸及硬結或凹

陷，肛瓣隆起，觸痛明顯。③肛鏡檢查：鏡下

可見到肛竇、肛門瓣充血、水腫，輕壓病竇處

可見有黏液或膿性分泌物溢出，可伴旁側肛乳

頭紅腫肥大。 

1.1.2 納入病例標準 ：⑴符合肛竇炎的

診斷標準。⑵病程在 2 

周以上。⑶年齡 18-60 歲。 

1.1.3 排除病例標準 ：⑴合併有嚴重心

腦血管疾病、肝、腎功 

能不全或血液病、糖尿病等嚴重原發性疾

病，精神病患者。⑵合併肛瘺、肛周膿腫需要

手術治療者；肛裂患者及肛周神經官能症患

者。⑶孕婦和哺乳期婦女或準備懷孕者。 

1.1.4 病例來源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2009年1月～2012年12月符合納入標準的門

診患者 100 例。利用亂數字表中亂數，按門診

就診順序編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

50 例，其中男性 23 例，女性 27 例，年齡

19～59 歲，平均（41.48±10.53）歲，病程 0～

1 年 13 例，0～1 年 13 例，1～5 年 14 例，5～

10 年 15 例，10以上 8例。對照組 50例，其

中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齡 21～60 歲，

平均（42.42±10.95）歲，病程 0～1 年 11

例，1～5 年 17 例，5～10 年 10 例，10 以上

12 例。兩組病例在性別、年齡、病程等一般

資料經統計學處理無顯著性差異(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治療組：用本院自製的改良型賽黴安軟膏

（主要成分有梅片、石膏、珍珠粉、黃芩、黃

柏、大黃、青黛等）10ml，用甘油注射器做直

腸保留灌注，每日早晚各 1次；對照組：用馬

應龍麝香痔瘡膏藥 10ml 注入肛內，每日早晚

各 1次。所有患者在治療期間禁止使用其他藥

物治療，兩組均以治療 1周為 1 個療程， 連

續治療觀察 2個療程。 

1.3 統計方法  

採用 SPSS 17.0 統計軟體，符合正態分佈的

計量資料採用t檢驗，非正態分佈的計量資料採用

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採用χ2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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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療效標準  

根據《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1]和《中

西醫臨床肛腸病學》[2]  

有關標準判定  治癒：肛門疼痛、排便不

盡感、肛門下墜、會陰部不適等症狀全部消失；

肛內指診病變肛竇處硬結或凹陷消失，無壓

痛，肛門鏡復查病變肛竇充血、水腫消失，無

粘液或膿性分泌物。好轉：肛門疼痛、排便不

盡感、肛門下墜、會陰部不適等症狀減輕或至

少有 1 個症狀消失；肛內指診病變肛竇處硬

結、凹陷消失或尚存，壓痛減輕，肛門鏡復查

病變肛竇充血、水腫減輕，有少量粘液或膿性

分泌物。未愈：臨床症狀無明顯改善，肛內指

診及肛門鏡檢查無明顯變化。 

3.結果 

治療 2周後臨床療效情況見表 1 

結果：治療組 50例患者，治癒 28例，好

轉 18例，未愈 4例，總有效率 92﹪；對照組 

50 例患者，治癒 15 例，好轉 28 例，未愈 7

例，總有效率 86﹪。運用 SPSS 17.0 軟體進

行統計分析，採用 χ2 檢驗，對兩療效組進

行比較，P＝0.031，P<0.05，有顯著性差異，

治療組總有效率比對照組高，表明治療組的療

效優於對照組。 

4.討論 

肛竇炎又稱肛隱窩炎、肛腺炎。肛竇的解

剖位置比較特殊，由於竇底在下，開口朝上，

呈漏斗狀，引流不通暢，容易堵塞，極易引起

感染。腹瀉和便秘是引起肛竇炎常見的原因，

在一般情況下，排便時肛竇呈閉合狀，糞渣不

易進入，腹瀉時稀便和腸道內的細菌易進入積

存，從而導致感染。便秘患者糞塊通過肛門時， 

損傷肛乳頭和肛瓣， 造成局部充血水腫， 有

利於細菌入侵， 引起肛竇的炎症病變。過食

辛辣刺激之品， 則使肛管、直腸粘膜充血， 局

部抵抗力降低， 也易導致感染。總之以上諸

因， 常造成肛竇口的炎症性病變，使肛腺分

泌出來的液體不能排除，肛腺導管發生堵塞、

腫脹，為細菌的生長繁殖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

而加重炎症， 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給治療帶

來了一定的困難。也有人認為肛竇炎的發病不

僅是細菌感染所致，還應有局部血液迴圈不暢

等因素,[3]因而單純應用抗生素治療效果並

不理想。如李國棟等[4]指出肛腺和肛瓣的炎

症常刺激肛門括約肌，引起括約肌痙攣，使肛

門缺血，影響炎症的吸收消散。 

肛竇炎的主要臨床症狀有肛門疼痛及墜

脹感、排便不盡感、肛門潮濕瘙癢感，病程長

的患者常伴有精神緊張、急躁、焦慮，被稱為

直腸神經衰弱症，這可能是植物神經功能紊亂

所致。因肛竇炎症狀不典型，多伴有肛門其他

疾病， 所以經常被忽視。肛竇炎病情易反復、

纏綿，給患者帶來極大地痛苦，嚴重影響了患

者的生活與工作。肛竇炎，特別是慢性肛竇炎，

因炎症的反復刺激，還會導致其他肛門直腸病

變，如肛周膿腫、肛瘺、肛裂、直腸炎、痔瘡、

肛乳頭瘤、肛周皮膚病等，故有肛腸疾病的“源

頭”之稱。[5]據統計，85%的肛門直腸疾病都

是由肛竇感染引起的。[6]有學者認為， 肛竇

慢性炎症刺激肛管， 與肛管直腸癌的發生有

一定關係。[7]因此， 積極防治肛竇炎對於預

防多種肛門直腸疾病的發生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該病的治療方法主要有藥物及手術

療法。現代醫學主要採用靜脈點滴或口服抗生

素治療肛竇炎，但由於肛竇的特殊解剖結構，

藥物不易進入肛腺腺體內，給治療帶來一定困

難，臨床效果不穩定，易於復發。手術療法為

破壞性治療，切開肛竇，不可避免地會損傷正

常組織，會使肛管處液體分泌不足，出現排便

困難和肛管乾燥等症狀，另外，患者從心理上

也不願意接受手術治療，害怕由此帶來痛苦及

後遺症，故手術應該慎重。[8] 

我科王堅副主任醫師是閩南王氏痔科第

十三代傳人，我們的研究團隊在王氏祖傳秘方

的基礎上研製成改良型賽黴安軟膏，該製劑是

我科多年來治療肛竇炎及肛門直腸多種炎性

疾病的經驗方，經過長期臨床觀察研究，治療

肛竇炎療效顯著。該製劑主要成分有梅片、石

膏、珍珠粉、黃芩、黃柏、大黃、青黛等，經

多道傳統工藝秘制而成。方中梅片、石膏、珍

珠粉，具有清熱止血、收斂去濕、化腐生肌的

功效，黃柏、黃連、大黃均味苦性寒，有解毒

清熱、燥濕、消腫斂瘡的作用，青黛清熱解毒、

涼血，諸藥合用， 共奏清熱解毒、消腫止痛、

收斂去濕、化腐生肌之功。研究表明方中方中

諸藥均有不同程度的抗菌作用，亦能能減少創

組別 例數（n） 治癒 好轉 未愈 總有效率 χ2 P 

治療者 50 28（56﹪） 18（36﹪） 4（8﹪） 92﹪ 

對照組 50 15（30﹪） 28（56﹪） 7（14﹪） 86﹪ 
6.922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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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泌物， 促進肉芽組織新生， 改善創面局

部的血液迴圈和炎症吸收， 利於創面癒合。

石膏、梅片還具有良好的鎮痛，能有效緩解疼

痛。[9][10]臨床中我們採用甘油注射器將改

良型賽黴安軟膏注入直腸內，使藥物直接作用

於病灶，藥物充分滲入組織，最大限度地發揮

藥效，使病變部位的炎症得到徹底消除而避免

復發，可達到用藥直接、使用方便、見效快的

目的。 

本研究表明，改良型賽黴安軟膏治療肛竇

炎具有良好的療效，值得臨床進一步觀察與應

用。 

---------------------------------------------------------------------------------- 

 

水火燙傷的臨床心得 

陳海波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現將水火燙傷的治療心得介紹如下： 

第一步：用陳年的冰水（冰柱融化後）清洗燒傷部位。 

第二步：待前一步清洗部位乾淨後，再用川連粉、鯉魚膽混合拌均勻，用鴨毛批敷患處。 

第三步：待第二步完成後二小時後，再用野生茶油批敷燒傷部位。 

經過以上 3 個步驟的調理，病情往往得到痊癒，並且燒傷燙傷部位不會留下任何疤痕，實

為燒傷燙傷之良方。 

---------------------------------------------------------------------------------- 

 

淋巴結腫大 
 

劉湖明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人體淋巴結遍佈全身，有防禦疾病和使

感染局限化的功能。正常的淋巴結直徑不超過

0.5釐米，質好柔軟，表面光滑，無壓痛，還

可滑動。深部淋巴結腫大不易覺察，全身淋巴

結腫大並不多見。但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局

部表淺淋巴結腫卻屢見不鮮。 

頸部淋巴結腫大 

顏面、口腔和咽喉部的炎症、結核、慢

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以及轉移性癌腫等疾

病，部能引起頸部淋巴結腫大，一般來講可以

找到原發病灶，如急性扁桃體炎、急性中耳炎

等等。淋巴結輕、中度、質軟、彼此間不隔蛤，

無粘連仍可滑動。急性期有壓痛，同時伴有發

熱等全身症狀。如果處在慢性期則壓痛不明

顯。用抗生素治療可迅速見效，腫大的淋巴結

隨治療而縮小，頸淋巴結核的早期，可與因炎

症引起的淋巴結腫大很相似，但病情惡化後，

淋巴結可由增大而粘連、融合，液化甚至潰

破，患者可有輕度結核中青症狀，用抗結核療

法有法。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腫大的淋巴

結無壓痛，但大多數有脾腫大，血象變化顯

著。轉移性癌腫，大多是由顏面、鼻咽、食管

等癌轉移而來，腫大的淋巴結與皮膚粘連，質

堅如石，無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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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 

羅夢青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尿路感染是指尿路內有大量的細菌繁殖

而引起尿道某一部分的炎症反應，稱為尿路感

染。尿路感染主要包括尿道炎、膀恍炎、前列

腺炎、腎盂腎等。尿路感染按部位不同可分為

上尿路感染和下尿路感染兩種，上尿路感染主

要是腎盂腎炎;下尿路感染主要是膀胱炎。尿

路感染還可以分單純性和複雜性兩種。複雜性

尿路感染常伴有尿功能或解剖方面的異常，如

各種原因造成的尿路梗阻、糠尿病、泌尿系統

先天性畸形;或在其他慢性病(腎臟病)基礎上

發生的尿感;單純性尿感無上述情況。尿路感

染在臨床上比較常見，一般婦女患病率比男性

要高，再發率也要高。 

尿路感染的病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上尿路感染: 

上尿路感染在女性極為常見，因為女性尿

道短，細茵上行比較容易。女性尿道口有大腸

桿菌存在，性交容易引起尿路感染。年齡大的

孕婦和產婦患尿路感染機率很高，因此妊娠是

尿路感染的重要原因。 

2、尿路梗阻是誘發尿路感染的重要原

因。據權威統計，尿路梗阻的尿感發病率較無

梗阻者高12倍。由於結石、腫瘤、狹窄等原因，

發生尿路不暢通，細菌不易由膀恍排出而大量

繁殖，易發生尿路感染。 

3、尿路畸形或功能缺陷，可導致膀恍輸

尿管反流，排尿時尿液逆流至腎盂即發生尿

感。 

4、糖尿病併發尿路感染的機會較多，是

因為尿中的葡萄糖為細菌提供了營養，這類患

者一旦發生尿路感染，容易併發腎盂腎炎，因

此對糖尿病人應避免使用尿路器械。 

5、 膀恍內的器械檢查時，插入導尿管或

膀脫鏡後，可發生尿路感染。導尿管留置lO

天后，尿路必然受感染。 

6、 其他因素，①重症肝病、腫瘤晚期及

長期使用免疫抑制類藥物，造成人體低抗力下

降，易發生尿感。②婦科炎症、包皮炎、前列

腺炎等，是尿路感染的常見原因。③慢性腎臟

疾病患者易於感染。④高血壓和血管疾患引起

腎血流量減少，易於感染。 

尿路感染的途經有以下幾種: 

尿路感染的途經有血型感染、上行感染、

淋巴道感染和直接感染四種方式。 

(1)血型感染多見於新生兒或金黃色的葡

萄球菌、敗血症患者和血型性腎感染。細菌從

體內感染灶(扁桃體炎、副鼻竇炎等)侵入血

流，到達腎臟，先在腎皮質引起多發性小膿

瘍，然後沿腎小管向外擴散，引起腎盂腎炎。 

(2) 上行感染：絕大多數尿路感染是由上

行感染引起的。正常人膀恍以上的尿路無細菌

生長的，後尿道基本上是無菌的，但前尿道有

細菌生長，因尿道粘膜本身有抵抗細菌侵襲的

能力。並且正常情況下一般不易致病，尿道內

的寄生細菌多來自糞便，女性常來自陰道分泌

物的污染。女性的尿道口靠近肛門，而且女性

尿道比較短而且寬，故女性容易發生上行感

染。 

(3)淋巴道感染:淋巴感染臨床上比較少

見。 

(4)直接感染:外傷或鄰近腎臟的臟器有

感染時，細菌可直接侵入腎臟引起感染，但是

這種情況臨床上很少見。 

尿感染的具體臨床表現如下: 

1、膀恍炎的主要臨床表現:膀肮炎為下尿

路感染，其主要臨為尿頻、尿急、尿痛、血尿，

同時尿液外觀可呈混濁，有腐敗臭味，膀脫區

有不適感，部分患者可有輕度腰痛、發熱症

狀。膀胱炎的致病菌最常見的為大腸桿菌。 

2、急性腎盂腎炎:急性腎盂腎炎發生於生

育年齡的婦女，患者就診時常主訴腰痛，腎區

有壓痛及叩擊痛;多數患者表現為尿頻、尿

急、尿痛等膀恍刺激症狀，並伴有發熱、胃寒、

頭痛、噁心、嘔吐等全身症狀。血化驗白細胞

數升高和血沉加快，一般無高血壓及氨質血

症。 

3、慢性腎盂腎炎的主要臨床表現 

在漫長的腎盂腎炎病程中，常無明顯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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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症狀，其主要表現為真性細菌尿，尿中有少

量白細胞和蛋白質。患者多有長期或反復發作

的尿感病史，有時可出現急性尿感症狀，晚期

可有貧血及血尿素氮升高，逐漸出現腎功能衰

竭的現象。部分患者可有高血壓，慢性腎孟腎

炎等病變。主要在腎髓質和乳頭部，故而腎小

管和功能常受累，腎功能障礙，所以患者常有

多尿症狀，有的患者有尿酸化功能失常表現。

而繼續發展成腎小管酸性中毒。尿路感染的發

病機理尿路感染的主要病機為濕熱蘊結下

焦，導致膀肮氣化夫司，傷陽損氣，病久則脾

腎兩虛，由實證轉為虛證，或是虛實狹雜。 

(1)膀胱濕熱型 

由於多食辛辣熱肥之品，或飲酒過度，釀

成濕熱，下注膀胱。濕熱久留膀胱，或因下陰

不潔，穢濁之邪侵入膀胱，熱結下焦，以致氣

化不利，無以分清泌濁而發病。 

(2) 脾腎兩虛型 

久病不愈，濕熱耗傷正氣，熱郁傷陰，濕

遏陽氣，久病損及脾腎，脾虛則中氣下陷，腎

虛則下元不固，不能制約，因而小便淋瀝，尿

液渾濁。 

(3)肝鬱氣滯型 

縱情您欲，惱怒傷肝，氣滯不宣，氣鬱化

火，氣火結于下焦，導致膀胱氣化無權，氣機

紊亂，可見小便澀痛，餘瀝不盡。總之，不論

急性尿感還是慢性尿感，濕熱貫穿始終的病

邪，氣陰兩虛因反復發病而加重病情，腎與膀

胱一髒一腑，是主要病位，濕熱邪毒蘊結臟腑

而發病。方劑:金錢草20g、甘草l0、海金沙

15g、地榆lO、黃柏l0g、車前lOg、川蓮lOg、

椿亞樹油20g、透骨消l0g、膽草15g等二十多

位中草藥組成。 

上方是一個經驗方，臨床中鬚根據具體證

型辯證施治，一般都能收到滿意的療效。

---------------------------------------------------------------------------------- 

 

排便障礙性疾病診斷與治療 

王美容 王堅 

（泉州市中醫院） 

 

  

排便障礙主要表現是便秘和排便困難，女

性多見。結腸、直腸肛管和盆底多種疾病可以

引起便秘和排便困難，必須作出病因學的疾病

診斷。除病史、查體、化驗、鋇灌腸攝片外，

大腸內窺鏡（纖維結腸鏡、電子結腸鏡）應用

提高了診斷水準。但是對一些直腸肛管和盆底

疾病還必須應用排便造影新技術作出診斷，明

確疾病的診斷才能正確的治療。本文從排便障

礙的概念、有關功能性與器質疾病、排便造

影、診斷和治療的五個方面 ，綜合近幾年來

文獻和筆者的經驗體會介紹如下。 

（一）排便障礙的概念 

排便障礙主要表現是便秘和排便困難。正

常排便是一日一次，多是晨起或早飯後排除有

形滑潤的糞便。（1）便秘的定義是 2-3 日或數

日排便一次，糞便幹硬。（2）排便困難的定義

是排便費力，排便時間長，糞便難以排淨，仍

有殘便感。便秘為主症的常並有排便困難；排

便困難為主症的也常有便秘。排便障礙的患者

隨著病史延長便秘和排便困難也逐漸增重。由

於便秘和 排便困難是正裝，不是疾病的診

斷 ，除一時的便秘外 ，較長時間持續性的排

便障礙需作出有關疾病診斷和採用正確的治

療方法。 

（二）排便障礙病因學分類 

1.按病理、生理分類： 

⑴器質性： 

①先天性大腸內腔擴張和腸管形態異

常，如巨結腸、乙狀結腸過長。 

②後天性大腸內腔狹窄和結腸肛管通過

障礙：a.腸內性：如結腸癌、直腸癌、肛門癌、

克隆氏病、潰瘍性大腸炎（肛管狹窄多發假息

肉型，便秘和腹瀉交替）。b.腸外形（壓迫、

浸潤）：如子宮脫垂、膀胱疝、後陰道疝、直

腸陰道隔鬆弛（直腸前突）、盆底鬆弛（會陰

下降症候群）、恥骨直腸肌痙攣綜合症（恥骨

直腸肌肥厚）、直腸粘膜內脫垂、直腸粘膜外

脫垂、直腸全層內套疊，完全性直腸脫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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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機能性： 

①單純性：生活飲食習慣改變所致的一過

性便秘。 

②痙攣性：過敏性大腸症候群（又分為乙

狀結腸症候群、脾曲綜合症、肝曲綜合症）。

本病是大腸運動和分泌失調，無器質性變。發

病原因與精神刺激、內臟神經功能失調有關。

主要症狀：肛管痙攣，腹痛，便秘或便秘腹瀉

交替。結腸鏡、鋇灌腸攝片腸管痙攣外，無其

他器質性改變。 

⑶腸外症候性：原發病引起的抑制結腸運

動。如脊髓損傷、脊髓結核、腦出血、甲狀腺

功能低下等 。 

⑷藥物性：使用過量的緩解腸管痙攣藥或

收斂藥，如苯乙呱啶、次碳酸鉍、鞣酸蛋白等。 

2.按大腸肛管和盆底部位分類 

⑴結腸性 

⑵直腸肛管性。 

⑶盆底性 

由結腸、直腸、肛管和盆底疾病所致的排

便障礙在上述列舉的疾病中已介紹。按大腸肛

管盆底分類有利於大腸肛門學科重視排便障

礙的痛因學診斷。結腸性疾病，通過病史、查

體、化 

驗以及鋇劑灌腸雙重 X線攝片、光導纖維

鏡（電子結腸鏡）看作出正確診斷。直腸、肛

管和盆底性疾病，但用鋇劑灌腸攝片和結腸鏡

檢查就難以作出疾病診斷 ，主要檢查法是通

過排便造影作出準確的診斷。 

（三）排便障礙的疾病診斷 

80 年代以來結腸內窺鏡檢查、直腸肛門

內壓測定、肌電圖、B超、排便造影技術發展

很快。其中排便造影可以準確作出排便障礙的

直腸肛管和盆底疾病的診斷。對於直腸肛管和

盆底疾病所致的排便障礙，有的 文獻稱為

“功能性出口處便秘”（安靜狀態下無明顯異

常，只是排便時才出現的症狀）。筆者認為直

腸前突、盆底鬆弛、直腸內套疊、直腸粘膜內

脫垂不屬於功能性疾病，而是器質性疾病，僅

恥骨直腸肌肥厚排便時產生痙攣（或該機長時

期痙攣產生的肥厚）屬於功能性與 器質性並

存的疾病。因此“功能性出口處便秘”概念不

準確，也不屬於單一性疾病的診斷 

1.直腸前突（直腸陰道之隔弛緩症） 

⑴定義：因直腸前壁與陰道後壁連接之間

直腸陰道隔鬆弛，排便時直腸向陰道側膨出引

起的排便障礙。 

⑵病因與病理：妊娠子宮增大壓迫直腸、

分娩會陰裂傷、盆底鬆弛。以及女性經期卵巢

分泌黃體酮激素抑制腸管蠕動易發生便秘。長

時間便秘損傷直腸陰道隔。 

直腸陰道隔由結締組織構成。其前方是陰

道後壁。陰道後壁的粘膜下無粘膜下層，平滑

肌層薄弱，外層含多量彈力纖維，因此陰道後

壁較鬆弛。其後方是肛門外括約肌上方的直腸

前壁。直腸前壁無固定附著組織連接，因此，

比較鬆動。來自直腸陰道隔前、後方的壓力都

易使中隔組織缺損發生直腸前突。 

⑶症狀：便秘，排便困難 ，便後有殘便

感。常在排便時需用手指擠壓肛門或用手指壓

迫陰道後壁協助排便。 

⑷診斷： 

①典型病史、症史。②指診直腸前壁有陷

凹向陰道側突出。③直腸內指診前壁呈囊狀疝

囊向陰道後壁膨出。④排便造影：ARA 用力排

便時和收縮時<正常值。D>正常值。⑤常並有

盆底鬆弛、痔、肛裂、直腸粘膜內脫垂等。 

2.盆底鬆弛（會陰下降症候群） 

⑴定義：盆底肌群鬆弛無力，排便時盆底

（會陰）下降引起的排便障礙。 

⑵病因與病理：支持盆腔臟器的盆底由肛

提肌，尾骨肌及其上下筋膜所構成。如先天性

巨結腸、乙狀結腸過長、膀胱疝、子宮脫垂、

直腸脫垂可使盆底肌鬆弛。無力體質、直腸前

突、後會陰疝也可併發盆底鬆弛。 

⑶症狀：便秘，排便困難，肛門墜脹，常

並有直腸前突、痔脫出、直腸脫垂、子宮脫垂、

後陰道疝等。 

⑷診斷：便秘，排便困難，下腹部和肛門

墜脹。常並有直腸前突、痔脫出、子宮脫出、

直腸粘膜或全層脫垂。 

3.恥骨直腸肌肥厚（恥骨直腸肌痙攣症候

群） 

⑴定義：恥骨直腸肌排便時不鬆弛反而加

強收縮，肛門口不僅不增大反而變小引起排便

障礙。 

⑵病因與病理：原因尚未完全清楚。可能

與無意識的脊髓神經（骶神經）反射不正常有

關。或直腸內壓增高刺激恥骨直腸肌引起痙

攣、增生性肥厚。 

⑶症狀：排便困難，便秘。用力排便更增

加排便困難，有肛門口關閉更緊感。常需服用

瀉藥，保持稀便。 

⑷：診斷：典型病史和症狀；指診（囑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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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收縮肛門）肛管直腸環收縮力很強，肌環範

圍顯著增大。 

5.直腸粘膜內脫垂 

⑴定義：直腸粘膜層鬆弛向下移動，又稱

潛在性直腸粘膜內脫垂。 

⑵病因與病理：多見於三、四期痔的繼發

病。因痔脫出常引起直腸粘膜鬆弛，多以直腸

前壁粘膜鬆弛為主。也見於直腸前突、後陰道

疝、盆底鬆弛，因排便增加腹壓引期直腸粘膜 

鬆弛。 

⑶症狀：排便困難，便秘 ，常並有痔脫

出。 

⑷診斷：①便秘、排便困難常並有痔脫出

等症狀。②指診直腸粘膜肥厚，以前壁為主。

③肛門鏡檢查：粘膜向下移動。 

6.後陰道疝 

⑴定義：直腸子宮間隙加深，盆底隔上腹

膜下凹至陰道後壁外側，內有腸管堆積壓迫直

腸前壁。 

⑵病因與病理：盆底鬆弛、乙狀結腸過

長、子宮脫垂等引起直腸子宮陷窩加深，壓迫

直腸腸腔狹窄，排便困難。常並直腸前突、直

腸粘膜內脫垂等疾病。 

⑶症狀：排便困難、便秘，下腹部和會陰

墜漲。 

⑷診斷：①長期排便困難。②指診（直腸

陰道雙合診）相當於直腸前壁外側指壓時有可

逆性腸管充盈和壓空感。 

（四）治療 

惡性腫瘤引起的排便障礙，做到早發現，

早診斷，早手術。先天性巨結腸、乙狀結腸過

長，爭取手術。腸外症候群按病因進行治療。

藥物性引起的停止藥物使用。對其他結腸、直

腸肛管、盆底疾病所致的便秘和排便困難，要

加強對患者精神、飲食、排便習慣的生活指

導。指出精神負擔能抑制結腸運動（機能性便

秘更加明顯），加重排便反射不正常。鼓勵患

者多食用纖維性食物，養成每日晨起或早飯後

定時排便習慣（晨起或早飯後排便看通過生理

的起立反射，謂結腸反射發生結腸大蠕動波，

直腸內壓增高產生排便反射）。在未作出明確

診斷時，或不宜手術的患者採用對症的潤腸通

便，保持不成形的軟、稀糞便，有助於減輕症

狀。輕患者基本緩解症狀。 

1.西藥：⑴液體石蠟（20ml，一日 2-3

次）。⑵蓖麻油（10ml,一日 2-3 次）。⑶硫酸

鎂（50%  10ml，一日 2-3 次）。 

2.中藥：⑴番瀉葉 5-10 克，放於暖水瓶

中，代茶飲用。⑵通便一號方：何首烏 20克，

肉蓯蓉 20 克，升麻 15 克，大黃 10 克，枳實

10 克，厚樸 10 克，甘草 6克。⑶通便 2 號方

（一號方效果不明顯時使用）一號方加元明粉

5克，牽牛子 5克。 

⑴過敏性結腸症候群（痙攣便秘型） 

由於本病是大腸非器質性，純屬機能性分

泌失常。治療方針以生活指導、精神療法、飲

食療法為主，藥物治療為輔。 

①生活指導：幫助患者找出發病因素（精

神壓力、過勞、刺激性食物和藥物等），保持

精神愉快 ，按時睡眠，養成良好排便習慣（晨

起或早飯後）。 

②精神療法：向患者指出本病發病原因和

病理，取得患者充分信任。暗示療法（用維生

素等為特效藥）可收到明顯效果。 

③藥物治療：a.精神安定藥：安定、冬眠

靈（氯丙嗪）、泰爾登、利眠甯、安泰樂、穀

維素、魯米那等。b .付交感神經阻斷藥：阿

托品、普魯本辛、解痙靈（丁溴東茛菪堿）等。

c .潤腸通便藥。 

⑵直腸前突 

①潤腸通便藥對輕症者可緩解症狀。 

②注射硬化療法：消痔靈注射液加等量

0.5%利多卡因，肛門鏡下在直腸前壁病灶及其

周圍的粘膜下層行數條柱狀注射，一次注射總

量 15-30ml。也可加用 5-10ml 藥液從肛門前

皮膚進針，在直腸前壁與陰道後壁之間組織呈

柱狀注射。通過無菌性硬化作用產生纖維化，

局部組織增厚加強對排便時的抗力。 

③手術：a.經直腸閉式修補法 

        b.經陰道縫合法 

⑶盆底鬆弛 

①提肛運動： （增強肛門會陰肌收縮力）

坐位、臥位，強力吸氣上提收縮肛門（一分鐘

5-10 次）每次運動 10-15分鐘，一日數次。 

②電針療法：肛門會陰部前後左右用 4

根針經皮下刺入肌層，電針儀通電引起針反復

跳動，一次 15 分鐘，一日 3 次。增強盆底肌

收縮力。 

③注射硬化法：因本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

直腸前突，消痔靈液加等量 0.5%利多卡因注

射，治療方法同治療直腸前突。 

⑷恥骨直腸肌肥厚 

①阻斷痙攣：0.5%利多卡因 15-30ml 加副

腎上腺素數滴。從肛門外緣間後、左、右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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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針，經皮下→肛門外括約肌→入恥骨直腸

肌，分別注入 5-10ml。一日二次。阻斷恥骨

直腸肌痙攣，對調整括約肌功能失常有治療作

用。 

②恥骨直腸肌部分切開術：腰麻下，肛門

直腸消毒，肛門後正中切口，分離皮下組織暴

露尾骨尖。術者左手指伸入直腸向後頂後恥骨

直腸肌，從肛後切口處見共肌上緣，作為部分

切開該肌的定位標誌。向深擴大切口，用牽開

拉鉤向後牽位外括約肌淺層和深層，於直腸後

外側分離，顯露恥骨直腸肌，用兩把彎鉗部分

夾住該肌，在中間切開（約 1cm），創口皮下

腸線間斷縫合。放膠條引流 

⑸直腸全層內套疊 

由於本病發生的機理已經清楚，是乙狀結

腸與直腸交介處固定點鬆弛，引起直腸全層內

套疊（完全性直腸脫垂的前期）。治療的重點

是固定乙狀結腸與直腸的交介處，其次是固定

直腸。採用消痔靈注射硬化法，筆者通過 200

余例治療，取得完全滿意的治療方法，此法可

使直腸上段與周圍組織粘連固定，是一種非手

術治療的理想手法 

①骨盆直腸間隙注射： 

截石位，會陰直腸消毒。消痔靈液加等量

0.5%利多卡因，20ml 注射器，腰麻針，局麻

操作。先在肛緣左側距肛門 2cm，皮下進針→

穿過肛門外括約肌→恥骨直腸肌→入骨盆直

腸間隙（腰麻針全部進入）。另手食指作直腸

內檢查證實針位於直腸壁外側（不能穿破直

腸），扇狀注藥 15-20ml,取出針。同法，行另

側骨盆直腸間隙注射。總量 30-40ml。 

②直腸粘膜下層注射： 

截石位，會陰直腸消毒，局麻，消痔靈液

加等量 0.5%利多卡因。5ml 注射器，5號針頭。

操作：在喇叭狀肛門鏡下，將肛鏡全部進入直

腸肛管內（約進入 8-10ml），看清腸腔，將針

進入直腸上段的粘膜下層，再向上方進入少許

（相當在直腸與乙狀結腸交介處附近的粘膜

下層），行前、後、左、右的四處注射，每點

注入 2ml。然後，在肛門鏡下分別從上向下齒

線上方的粘膜下層多點注射，每點注 1-2ml。

注射總量 30-40ml. 

⑹直腸粘膜內脫垂 

此病發生多以直腸前壁粘膜鬆弛下移為

主，又常見並有痔脫出。治療方法先行粘膜鬆

弛部位的注射，後行痔的消痔靈液（1:1）四

步注射法注射。 

直腸粘膜內脫垂注射方法：消痔靈液加等

量 0.5%利多卡因。5ml 注射器，5號針頭。 

側臥位，會陰直腸消毒，局麻。在喇叭狀

肛門鏡下，在粘膜鬆弛的部位行粘膜下層的多

點狀注射。從上向下注射，每點注射 2-3ml，

約注入 10-15ml。如粘膜鬆弛呈環狀下移，還

要行右前，左側，右後三處的粘膜下層注射。 

如並有三、四期痔需作消痔靈。 

⑺後陰道疝 

因本病是直腸子宮陷窩變深引起的，多發

生於盆骨鬆弛。輕症保守治療（潤腸通便，增

強提肛運動，養成良好排便習慣等）。重症患

者需開腹手術，切除直腸陷窩消除疝囊，將陷

凹前方腹膜縫於直腸，提高直腸子宮陷凹。如

盆底過於鬆弛可作盆側腹膜折疊縫於直腸前

壁，加固盆底。 

---------------------------------------------------------------------------------- 

 

淺談感染濕痰毒流注的臨床研究創新 

王仁發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濕痰毒流注是肌肉淺部和深部的局部感

染膿腫或青黃毒水流不止。 

臨床常見：四肢、身軀一處或數處肌肉疼

痛，慢慢腫起，幾天後患處有熱、腫痛明顯，

有的伴寒熱、高熱、全身關節疼痛難受，有的

起頭痛身脹、胸悶、口渴喜飲，疼痛加劇，周

圍紅腫有膿點、潰水流出黃倒或白膿跟青黃水

常流不止，口難愈。這就是風邪、寒邪入營體

內造成，毒邪熾盛，氣血不足，熱寒濕邪入侵，

邪毒走散，擴入營血的流注，如不及時處理造

成後果更嚴重，“敗血症”的出現。 

今夏我診了三例痰濕毒流注患者，都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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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小腿發病，剛開始不以為然，兩周後開始大

痛難忍，寸步難行，在醫院治療潰後，病情轉

化，青黃毒水流不止，較嚴重，身體虛弱，大

便幹，神疲，心悶、口幹，舌白黃裂，脈浮。 

1、治療方法：清熱解毒，活血涼血，散

結，除濕排毒，健脾胃，內外結合。 

單方：生地、生石膏、蛇頭草、一支箭、

茯苓、防風、紫草、繡花針、白芍、赤芍、夏

枯草、玉葉、鵝馬黃、馬鞭草、澤瀉、柴胡、

知母、全蠍，水煎內服，2 天一劑。 

外洗方：臭春葉、斷腸草、五倍子、千里

光、蛇不過、蛇頭草、防風、玉葉。 

外用自製白藥膏：茶油、雞蛋、百草霜、

白芷、白芨、防風等十多種藥精製而成，外擦。 

2、單方：黃芪、黨參、紅棗、土人參（奶

參）、鵝馬黃、防風、蛇頭草、一支箭、繡花

針、玉葉、柴胡、馬鞭草、夏枯草、茯苓、全

蠍、紫草、茜草，水煎內服，2天 1劑，每天

3次。 

外洗、外用同上。 

3 例经治疗 15-60 日全部治愈，而且白藥

膏還是燙、火傷特效藥。

---------------------------------------------------------------------------------- 

 

淺談癤的治療心得 

 胡繼紅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癤是一種生於皮膚淺表的急性化膿性疾

病，一般可分為有頭、無頭二種類型。按其發

病原因的不同，又可將癤分為暑癤與多發性癤

兩大類。 

證狀：初起時，局部皮膚潮紅，繼而腫痛，

一般範圍為 3釐米左右大小。 

本病一般無全身性證狀，但若感染毒邪嚴

重者，可伴有發熱、煩渴等證狀。 

暑癤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膿頭（黃

白色），一種是無膿頭結塊。 

對於本病的治療分三個階段進行治療。 

初期（癤未成膿，初起紅腫疼痛） 

內治：祛濕清暑，清熱解毒 

方藥：玄參 10g、銀花 1 5g、紫花地丁

10g、蒲公英 10g、丹皮 10g、甘草 10g、天葵

150g、前仁 10g、白鮮皮 10g。 

    暑毒嚴重者，大便秘結加大黃；煩渴者加

梔子、黃芩、石膏；小便短赤加滑石。 

外敷：藤黃軟膏（自製） 

    用藤黃 250 克、川連 50 克、八角蓮 50

克煎熬濃縮成膏，再將茶油與膏拌均勻，用鴨

毛批敷患處。 

   癤在初期時若治療及時，一般不會轉為成

膿。若未成膿可用生魚腥草搗爛敷患處，一般

一個晚上便可使癤潰爛，然後將其擠壓乾淨，

敷上川連、田七粉即可。 

    若癤在初期未及時處理，轉為成膿，此時

只需切開癤進行排膿，將膿排盡後，用生肌玉

紅膏外敷即可。 

    多發性癤 

    治療：清熱解毒，祛風化濕。 

    方藥：薄荷 10g（後下）、白芷 10g、黃芩

10g、石膏 10g、滑石 15g、川連 10g、甘草 6g、

銀花 10g、當歸 10g、白芍 10g、大黃 10g（後

下） 

    若患者久病體虛，宜扶正祛邪，加黨參、

黃芪以扶正氣；若熱毒甚者，可加天葵子、蒲

公英、丹皮以涼血和營、清熱解毒。 

    外治 

1、若癤只發於身體的某一部位，可用藤

黃膏外敷，處理方法和暑癤一樣。 

    2、若癤發於全身，則可以煎水外洗。 

    用藥如下：扛板歸 50g、黃柏 50g、黃芩

40g、銀花 80g、川連 50g、野茄羊（全草）100g、

箭杆峰 100g、千里光 100g、茶枯餅 200g、硫

磺 50g。 

     將上述藥物加水 10斤，煎熬一個小時，

冷卻後（一定在冷卻之後）沖洗全身，然後再

按暑癤處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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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解毒內外兼治法治療黃水瘡 68 例臨床觀察 

 孫維斌 1  林瑞環 1   張文聘 2 

（1.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皮膚科；2.惠安文聘診所） 

 

 

黃水瘡是一種常見的化膿性傳染性皮膚

病，又名“滴膿瘡”。多夏秋季節發病，以

2-6 歲兒童多見，好發於頭面、四肢等暴露部

位，主要皮損為紅斑、水皰、膿皰。膿水浸淫

之處，常有新的皮損出現，抗菌、抗過敏治療

療效不滿意。筆者自 2010 年 6 月-2012 年 9

月採用中藥解毒利濕湯內服合七味收毒粉外

塗治療 67 例取得滿意療效，現總結如下。 

1 臨床資料 

130 例均為門診病例，均符合《中醫病證

診斷療效標準》
[1]
中黃水瘡的診斷標準。隨機

分為兩組，治療組 68例，對照組 63例。治療

組男 35例.女 33例;年齡1一 11歲，平均8.6

歲;病程 1-14 天平均 11.1 天，病變局限於頭

而部 22 例，四肢軀幹部 30 例，全身 16 例。

對照組男 30例，女 33例；年齡 1 -10. 5 歲，

平均 8. 9 歲；病程 1-14 天，平均 11.2 天；

病變局限於頭而部 19例，四肢軀幹部 28 例，

全身 16 例。兩組病例在性別、年齡、病程、

症狀、體征方面無顯著差異性(P>0.05)，具有

可比性。 

2 治療方法 

治療組內服解毒利濕湯，組成：白蒺黎

12，土茯苓 15，金銀花１０，防風 15，蟬衣

6，白花蛇舌草 30，蜈蚣 1條，苦參 12，茯苓

15，甘草 6。日 1劑，早晚 2 次分服；外塗七

味收毒粉，組成：大黃，水粉，冰片，山甲，

五倍子粉，天花粉，白芷，爽身粉，各適量，

合研細末，備用。晚各 1次，瘡面抹乾淨後用

藥。 

對照組<5 歲口服阿莫西林幹糖粉 0.125 

g，賽庚定片 1mg，每日 2 次，>5 歲口服阿莫

西林幹糖粉 0.25 g，每日 3次，賽庚定片 2 mg，

每日 2次，並外用紅黴素軟膏，日 2次外塗。 

兩組治療均 5 天為 1 個療程，並隨訪 1

個月。 

3 療效觀察 

3. 1 療效標準 

按《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黃水瘡項

判斷
[1]
。痊癒： 皮疹全部消退。好轉：無新

起膿皰，水皰、皮疹乾涸結癡，消退皮損達

50%以上。未愈：皮損小減或消退不足 30%。 

3. 2 治療結果 

治療組痊癒 45 例，好轉 21 例，總有效

率 97. 05%，對照組痊癒 24例，好轉 21例，

總有效率 71. 42%，兩組療效比較，X
2
=14.06，

P<0. 01，有顯著性差異。提示治療組療效優

於對照組。 

4 體會 

黃水瘡好發於顏面、耳項、四肢等暴露

部位，重者可蔓延全身，初起紅斑、水皰，一

二日水皰迅速增大到蠶豆大小，起初透明，一

日後混濁成膿皰，膿汁沉積底部，呈半月形積

膿現象，疤壁薄而鬆弛，周圍明顯紅暈，膿皰

易破，基底部糜爛濕潤色紅，滲流黃水，幹後

結成蜜黃色膿癡。本病多發于夏秋季節，因夏

秋之季氣候炎熱，感受暑濕熱毒，以致氣機不

暢、疏泄障礙、薰蒸皮膚而成。若小兒肌體虛

弱，皮膚嬌嫩，汗多濕重，暑邪濕毒侵襲，更

易發生本病，且相互傳染，反復發作。中醫學

對本病早有記載，如《外科啟玄》雲：“黃水

瘡，一名滴膿瘡，瘡水到處即成瘡”。現代醫

學認為本病的病原菌大多為金黃色葡萄球

菌，某些外界環境條件如溫度較高、出汗較多

和皮膚有浸漬現象時細菌在皮膚上容易繁殖
[2]
。 

中醫學認為本病總有由稟賦不耐，飲食

失節，過食腥發動風之品，傷及脾胃，脾失鍵

運，濕熱內蘊，加上複感風濕熱邪，內外兩邪

相博，邪從毒化，充於腠理，侵淫肌膚，從而

發病。治療上當以清熱解毒、除濕斂瘡。自擬

解毒利濕湯乃我科治療本病多年的經驗方，方

中土茯苓、白花蛇舌草、蜈蚣、金銀花清熱解

毒，其中金銀花為一切熱毒瘡瘍癰腫療毒之要

藥；白蒺黎、防風、蟬衣、苦參祛風收濕止癢，

茯苓健脾祛濕，諸藥合用共奏清熱解毒，除濕

斂瘡之功，配合七味收毒粉外塗，內外合用，

使熱得清，毒能去，肌膚和，瘡可除。本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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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副作用，價廉效高，不易產生耐藥現象，值

得一試。現代藥理研究表明以上諸藥均有較強

的廣譜抗菌作用
［3］
，有消炎、收斂、保護創面，

防止滲出或減少滲出，促進癒合等作用。另

外，在治療時忌用水清洗瘡面，以免滋水淋漓

泛發全身，同時應對患兒進行隔，以免在兒童

中因接觸引起傳播。 

參考文獻（略） 

---------------------------------------------------------------------------------- 

 

 

中藥洗劑治癒“全身性剝脫性皮炎”一例 

林友誼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皮膚外科） 

 

 

 

王成，男，13 歲，學生，福建泉州北峰

鎮人。“以全身性多發性皮膚潰爛腫痛 5年”

為主訴於 2007 年 1 月初入院。（見照片）。患

兒在 7歲時因誤食“毒蘑菇”致食物中毒。在

當地醫院住院治療。（具體用藥不詳）。出院一

個月後發現顏面、雙上肢大量皮損伴發癢。經

當地診所處理後無效。皮損以多形紅斑為主，

夾少量紅色丘疹，時有發癢，無發熱，飲食二

便正常。當地皮膚病醫院以“急性蕁麻疹”調

治。半年中反復發作數次，未能根除。皮損逐

漸泛發全身，瘙癢無度，四肢部分皮損開始潰

爛，脫皮脫屑，部分皮損少量滲膿，皮膚小片

狀脫落，時有疼痛，影響行走及日常生活。求

治全國多家醫院。花銷數十萬元未愈。形成

“激素臉”，全身腫脹，臥床呻吟，寢食難安。

當地電視臺對此報導。患兒的“我想念書，我

想過正常人生活。大夫救救我！”呼聲褘人心

蒂。後求治於我科。經檢查：神清，對答合作，

呼吸平穩，T：37.5℃，P：85 次／分，R：26

次／分，BP:110／65mmHg。顏面腫脹，典型“激

素臉”。全身腫痛，時有疼痛，發癢。全身皮

膚多處潰爛，化膿。可見基底組織。脫皮脫屑。

延及手足。不能行走。臥床呻吟。寢食難安。

血象：WBC：14800↑，N：75%↑，L:25%↓，

BD：11.5。血生化：基本正常。診斷：“全身

多發性剝脫性皮炎”。治則：清熱排毒，活血

化瘀。滋陰養肝，利尿消腫。給予：菊花銀花

苡仁澤瀉白扁豆車前子枸杞茯苓白術三七赤

芍生地甘草等（水煎服）每天 2貼。八寶茶：

菊花枸杞陳皮百合沙參麥冬桔梗大棗（代茶口

服）每天數次。國珍“松花粉”每次 6 粒，每

天 3 次。（口服）。中藥洗劑一號：苦參 100

克，蒼耳子 60克，海棠皮 30 克，黃柏 15 克，

大黃 30 克，黃連須 30 克，皂刺 30 克，硫磺

30 克，（袋裝）生明礬 100克，生側柏 30 克，

甘草 15克，貓須草 50 克，倒爬松根 150 克，

甘蔗皮 150 克等。大量水煎。（適當加“白

醋”）全身浸泡。每天 4-5 次。八寶軟膏外塗。

（八寶軟膏：冰片瑪瑙朱砂辰砂滑石石膏爐甘

石樟腦等）。每天 10次。同時大量口服 VIT。

食物以“綠豆黃豆花生番茄紅蘿蔔白蘿蔔

等”為主。患兒經過 1年半的精心調治，皮損

全部消失，潰瘍面完全癒合。（遺留傷痕）。基

本康復。（見照片）。恢復上學。 

討論：本病例為典型的“陰虛肝鬱肺氣失

宣毒滯皮膚”症狀。患兒久病體虛，長期口服

大量激素。肝氣鬱結，肺氣失宣，水道失司，

毒素無法從二便外排，淤滯在肌膚而得病。故

以“清熱排毒，活血化瘀。滋陰養肝，利尿消

腫”立法。輔以“清肺潤膚食物”。同時增加

大量“維生素”和“松花粉”口服。以“解毒

燥濕”中藥水煎外洗。共奏其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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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傷口一周未愈速速就醫 

   唐春秀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人在受傷後，貼創可貼是很多人的首選，

但對患有糖尿病，脈管炎，下肢靜脈曲張等疾

病的人來說，小傷口如沒處埋好，很可能長時

間無法癒合從而引發感染，敗血病，截肢等嚴

重後果，甚至死亡。創可貼不適合上述患者。

正確的做法是用碘酒對傷口嘲行消毒處理

後，用一層或兩層透氣性好的紗布對傷口局部

包紮，並注意及時更換紗布和局部消毒值得注

意的是:糖尿病、脈管炎，下肢靜脈曲張等疾

病的患者如受傷後應立即去醫院治療。 

--------------------------------------------------------------------------------- 

 

腫塊與疾病 
  蔣輝政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腫塊有痛和不痛的區別，其實從醫學角

度來講，腫塊痛要比不痛好，如果體表任何部

位(包括腹部)出現的色塊不痛，且不癢，觸

摸，即無疼痛感則應該高度重視，特別是頸

部，腋下股部，乳房和腹腔內觸之不痛，但又

較硬、堅韌的腫塊，應該立即就醫，因為這些

不痛不癢的腫塊多見於惡性腫瘤，很多來醫院

檢查時多已轉移，問其為什麼不早點來醫院檢

查，回答經常是不痛且不癢沒把它當回事。正

是病人這種疏忽大意錯過了治療的良好機會

(癌腫早期治癒率很高)病人的這種做法是相

當可惜的，會使患者和家屬遺憾終身。 

由外傷炎症引起的外傷腫塊，除疼痛

外，常可伴有紅、腫、熱等症狀。如挫傷引起

的軟組織腫脹，血腫，皮膚病菌感染引起的癤

癰窩組織炎等，經廣譜抗生素治療後，這樣的

腫塊都能逐漸消失，治癒。

---------------------------------------------------------------------------------- 

 

自擬化痤丸治療痤瘡1680例 

   樊秀玲 

（山西省稷山縣翟店鎮秀玲門診部） 

 

 

 

痤瘡是青春期常見的一種毛囊皮脂腺，慢

性炎症性疾病，屬中醫"肺風粉刺"範疇，臨床

好發於顏面及胸背等處，表現為黑頭粉刺;炎

性丘瘡繼發膿瘡或結節，是影響顏面美容的主

要疾病之一，且此病病程纏綿，往往此起彼

伏，新瘡不斷，繼發有的可延數年，系臨床常

見病多發病之一，臨床中醫治療，內治、外治

法，主要通過疏肝活血化瘀，涼血、清肺胃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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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解毒瀉火通便。 

一、一般資料 

本文病歷系2008年至今，經過服用化瘀丸

+痤瘡丸治療的1680例痤瘡患者。男980例，女

700例，年齡15一20歲628例，2I一不25歲598

例，26---30歲230例，30歲以上224例，病程1

一3年898例，4一8年366例，4一8年235例，9

年以上181例，根據症狀將病人分為3種類型，

15天為1個療程，按療程長短，分型總結療效

結果。 

辨證治療: 

1、肺胃熱型(778例);常見面部有散在毛

囊性丘疹呈紅色栗粒大小，間有黑頭粉刺，除

去黑頭可擠出來米粒大栓子和白色粉漿，常伴

有口鼻發幹，口渴多食，大便幹，小便微黃，

舌質紅，苔薄黃或膩，脈搏浮滑有力，治以清

肺胃濕熱，方用痤瘡丸I號(枇杷葉、桑白皮、

黃連、黃苓、野菊花、丹皮、大黃、三棱、文

術、當歸、川芎、赤芍等)共研細末，一次5g， 

一天3次。外用，自擬痤瘡酊Ⅰ號(丹參、連翹、

枝子、黃苓、黃柏、蒲公英、白芍等)，100ml，

外用，日3次。 

2、熱毒熾盛型(236例):常見面部潮紅有

較密集的米粒至黃豆大丘疹，頂端常有小膿

瘡，周圍顏色發紅，自覺疼痛，膿瘡。此起彼

落，反復不斷，膿皰消退後，皮膚表面，可遺

留凹陷性疤痕，形如橘皮，少數病人面部伴有

毛細血管擴張，自覺灼熱，面部出油較多，口

鼻乾燥、口臭，喜冷飲，大便乾燥或秘結，小

便黃赤，舌質紅，苔黃膩脈弦滑或數。治宜清

熱涼血解毒化瘀。自擬痤瘡丸Ⅱ號(黃連、黃

柏、浙母、赤芍三七、血竭、川芎、丹參、二

花、丹皮、山枝等) 。共研細末，一次5g，一

天3次;外用自擬痤瘡酊Ⅱ號(丹參、連翹、海

藻、昆布、浙母、夏枯草、川芎、野菊花、玫

瑰花、當歸、白芍等)製成100ml，日5次外塗，

日3次。 

3、濕毒血瘀型(466)，常見面部、胸背部

有米粒大丘疹外，在病灶部位還伴有黃豆大或

櫻桃大，手腫，皮色暗紅，局部紅腫疼痛，並

有頭痛，身熱全身不適，口乾渴，大便幹結不

暢，小便黃赤，舌質紅有瘀斑，苔黃膩，脈沉

澀，治宜清熱利濕解毒，活血化瘀，自擬化瘀

丸(黃連、生山枝、皂刺、紅花、桃仁、苦參、

三七、赤芍、丹參、血竭、三棱、文術、蒲公

英、連翹惡意二花等) 共研細未為水丸5g，日

3次，飯後。 

外用自擬痤瘡散(丹參、連翹、冰片、枯

礬等組成適量外敷患者。中藥外治，利用清熱

解毒，消腫散結，活血化瘀的中藥製成，直接

或間接作用於患處。 

療效標準，1至2個療程，痤瘡消失，3個

月內無復發為臨床治癒。2一3個療程，痤瘡明

顯減少3個月內，逐漸消失為顯效。3至4個療

程，4個月內逐漸消失為有效。5個療程，痤瘡

消失不明顯為無效。治療結果，詳見附表 

組別 例數 治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有效率 

肺胃熱型 778 776 3 2 0 98.1% 

熱毒熾盛型 236 234 2 1 0 98.6% 

濕毒自血瘀型 466 463 2 1 0 99.1% 

總有效率98.8%。 

討論:中草藥的功能能強力滲透毛孔，具

有明顯的抑菌和殺菌作用，還能防止毛囊皮脂

腺導管過度角化而致栓塞，有利於皮脂的正常

排出能收縮粗大的毛孔使皮膚潔淨細膩，中藥

祛痘預防皮脂瘀積而形成粉刺，還對皮脂腺分

秘，有一定抑制作用，減少皮膚過度油膩，對

油性皮膚，有改善膚質的功效，能保護正常皮

膚，減少青春痘和毛囊炎的發生，中藥治療青

春痘，不僅安全放心無副作用，還可使患者皮

膚潔白，緊致細膩、更顯年輕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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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血療法治療免疫相關性皮膚病研究報告 

陳雲龍 1、2  林研研 3 黃冬梅 1   楊慶鏜 4    陳文峰 1 

（1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三明第一醫院；2 福建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學院； 

3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三明中西醫結合醫院；4福建省南平市第一醫院） 
 

 

 

自血療法是傳統中醫學精粹，目前國外尚

未開展相關研究。在國內，目前醫學界對自血

療法的研究尚處於初級階段，對其作用機制尚

不清楚，臨床上如何操作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

範。儘管如此，不容置疑的是，臨床中以自血

療法為主或為輔治療慢性蕁麻疹、皮膚瘙癢

症、痤瘡、白癜風等頑固性皮膚病,均獲得了

不同程度的療效。 

自血療法,即從患者靜脈血管內抽取其自

身的血液，注入臀部肌肉或相關穴位,從而刺

激機體的非特異性免疫反應，達到調理人體內

環境，降低機體的敏感性和增強機體免疫力，

用以治療某些疾病的方法。自血療法是近年來

臨床醫家對疑難性皮膚病治療的一種探索,一

種自主創新,是中醫學結合現代醫學發展的成

功範例，能刺激機體的非異性反應，降低機體

的敏感性，調理人體內環境，可能是其主要機

理。當然血液中含有多種微量元素及抗體、激

素和酶類，注入穴位後,通過穴位的吸收，除

了可激發和調節機體的免疫功能以外，還可增

強微循環，營養皮膚，提高抗病能力，使氣、

血、津液充足以滋潤肌膚而達到治療之目的。 

筆者自 2008 年以來開始從事自血療法治

療免疫相關性皮膚病研究，目前直接承擔或作

為主要負責人主持或參與自血療法相關課題

三項：福建省衛生廳青年課題、福建省衛生廳

中醫藥課題及三明市科技局課題。目前上述研

究已基本完成，已發表相關論文 10 餘篇，現

將研究結果報告總結如下： 

 一 自血療法治療慢性蕁麻疹 

蕁麻疹是一種病因複雜的臨床常見皮膚

病，屬於祖國醫學“風疹”範疇。近年來,隨

著免疫學、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有關

蕁麻疹病因、發病機制及治療學方面的血清檢

測指標層出不窮。在蕁麻疹的病因及發病機制

研究中，細胞因數和 IgE 水準的變化一直是

研究的重點，IgE 的產生與遺傳有關，同時它

也受 T、B 細胞分泌的細胞因數的影響。祖國

醫學認為其病因多由風邪襲表、血虛、蟲集、

腸道積熱、食用海鮮等引起。 

自血療法是傳統中國的特色治療方法，治

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治療方法：嚴格無菌

條件下用10 mL 注射器抽取病人自身靜脈血4 

mL，搖勻後迅速分別於相應穴位注射，每個穴

位注射1ml。3天1次, 10次為一療程。共30天。

治療期間停用其他藥物。取穴標準：風熱型：

雙側足三裏、外關；風寒型：雙側足三裏、曲

池；血虛受風型：雙側血海、曲池。 

研究結果提示：自血療法治療慢性蕁麻疹

是有效的，且療效穩定，復發率低。且不同的

研究結果提示：自血療法能影響體內細胞因數

IgE、IL-4、IFN-γ水準及T、B淋巴細胞亞群

水準，通過調節機體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功

能，從而起到治療作用。 

二 自血療法治療尋常型銀屑病 

銀屑病是皮膚科常見病，中醫稱為“白

疕”，是一種由多基因遺傳決定的、多環境因

素刺激誘導的免疫異常性慢性炎症性增生性

皮膚病,，臨床表現為表皮過度增殖、伴角化

不全及真皮淋巴細胞浸潤。目前認為是一種細

胞免疫介導的皮膚疾病，其中 T 淋巴細胞在

免疫異常的啟動及維持中發揮著作用。IL-8 

和 TNF-α 均是重要的促炎症性細胞因數，對

中性粒細胞及 T 細胞均具有較強的趨化作

用，有研究表明，銀屑病皮損中具有大量的

IL-8 和 TNF-α，而正常皮損中卻沒有。 

自血療法能刺激機體的非異性反應,降低

機體的敏感性,調理人體內環境,。治療方法：

嚴格無菌條件下用10 mL 注射器抽取病人自

身靜脈血4 mL,輕輕搖勻,經2～3 min後,迅速

分別於特定的穴位注射，每個穴位注射1ml。3

天1次，20次為一療程，共60天。治療期間停

用其他藥物。取穴標準：每次取四個穴位：單

側的曲池、足三裏、血海三個穴位，及辨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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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血熱加大椎，血燥加三陰交，血瘀加膈俞。

每次治療取單側同側穴位，雙側穴位交替使

用。 

研究結果提示：自血療法治療尋常型銀屑

病是有效的，且療效穩定，復發率低。且不同

的研究結果提示：自血療法能影響體內細胞因

數IL-8、TNF-α水準及T、B淋巴細胞亞群水

準，通過調節機體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功能，

從而起到治療作用。 

三 展望 

目前筆者及國內部分同道前輩們的研究

重點多局限於免疫相關性皮膚病，其實自血療

法能調節機體免疫功能，故其適用範圍絕不僅

僅局限于此，筆者認為，對於小兒哮喘、過敏

性紫癜及其它免疫功能失衡引起的疾病應均

能應用，故下一步研究重點著重於以下幾個方

面：1、不局限於免疫相關性皮膚病範疇，擴

大自血療法的治療範圍，對一切免疫相關性疾

病開展療效觀察的相關研究；2、在目前取穴

標準上，積極探索，努力探尋新的適用穴位；

3、規範自血療法的操作規範，形成統一的標

準，從而為臨床及科研服務；4、以目前自血

療法研究成果為契機，發揚中醫其他的“用

血”療法，比如放血療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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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天地】 

 

結腸水療配合中藥熏洗治療混合痔的應用與護理 

黃敏清  林美玉 

（泉州市中醫院） 

 
 
 
前言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和

生活方式的改變，肛腸疾病越來越困擾人們的
生活、學習、工作，尤其混合痔的發病率是非
常高。混合痔臨床上常採用手術治療。術後傷
口疼痛、出血、感染、腫脹等常見併發症時常
困擾著病人，讓病人苦不堪言。熏洗療法是中
國傳統醫學外治法之一，中藥熏洗劑常採用清
熱、解毒、祛風、消腫、止血、止痛的中草藥
(痔瘺外洗方：苦參、芒硝、醋艾葉、紫草、
關黃柏、白礬），藥煎煮後產生的中藥蒸汽中
含有大量生物鹼氨基酸和各種微量元素直接
通過肌膚孔竅吸收擴散進入腠理臟腑，直接達
到通絡止痛作用。結腸水療是近幾年來開展術
前清潔腸道的新技術，術前行結腸水療比傳統
大量不保留灌腸能達到更充分清潔腸道的作
用，並使術中手術野暴露更充分，更有利於手
術的順利進行。因此術前行結腸水療法，術後
進行中藥熏洗，可達到比較好的效果。現介紹
如下： 

1、臨床資料 
2011年11月—2012年3月泉州市中醫院

肛腸科共收治 571 例肛腸疾病患者，排除心、
肝、腎、肺功能不全、糖尿病及低蛋白血症等
影響創面癒合相關疾病，所有手術在局麻+強

化下進行，在其中 321 例混合痔患者中隨機抽
取 50 例作為治療組，術前進行結腸水療，術
後配合中藥熏洗。對照組 50 例術前結腸水
療，術後 38-42℃溫水坐浴。兩組病情年齡、
性別比較無顯著性差別，具有可比性。此兩組
病例均按 2000 年全國肛腸學術會制定的診斷
標準確診。 

2、治療要點 
2.1 治療組 常規術前使用廣州今健

JS-818 電腦大腸灌洗儀進行結腸水療。術後
配合中藥熏洗患處，每日晨起便後，1 次/d。 

2.2 對照組 常規術前使用廣州今健
JS-818 電腦大腸灌洗儀進行結腸水療，術後
行 38-42℃溫水坐浴.每日晨起便後，1次/d。
兩組均每日坐浴或熏洗一次，三天為一療程，
連續用藥三個療程後觀察療效。 

2.3 療效觀察 
2.3.1 療效評定標準  顯效：1個療程後

肛門水腫消退，疼痛消失，脫出回縮或消失；
有效：2 個療程後上述症狀消失或減輕；無
效：3個療程後上述症狀無改善。 

2.3.2 治療結果     
混合痔兩組療效對比

────────────────────────────-----------───----——  
顯效       有效     無效       有效率(％) 

────────────────────────────────----------------- 
治療組       42         7        1           98 
對照組       31        13        6      88 

─────────────────────────────────--------------- 
    由表可見治療組治療混合痔的有效率為 98％,對照組為 88％,二者有顯著性差異

(P<0.05) 
 
3.護理要點 
3.1 結腸水療的護理 
3.1.1.水療前應檢查各管路壓力情況，調

節水溫，熏洗前為患者測量體溫、脈搏、血壓，
囑其排盡大小便，並清洗外陰及肛門處，以提
高療效。告知患者結腸水療既可以清除體內毒

素，又能增強腸蠕動，不僅能解決排便困難，
還可促進結腸蠕動，恢復正常排便功能，起到
了普通灌腸所達不到的效果。它是通過儀器控
制一定的壓力、溫度，將經過過濾、消毒的
38-42℃溫水注入腸道來刺激腸蠕動，並通過
結腸按摩推揉腹部，稀釋、溶解糞便，促進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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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運動，能引起或加大糞便下行的力度，誘導
結腸產生集團蠕動。通過反復向腸道內注水和
排水，將秘結在結腸內糞便溶解、稀釋，大部
分水能推動肛門附近的結腸肌，刺激結腸肌收
縮反應，而將稀釋的糞便排出來。通過術前介
紹使患者對結腸水療有一定瞭解，緩解緊張、
焦慮等不良情緒。[1]  

3.1．2.在整個結腸水療過程中，腹部按
摩是相當重要的。水療中通過護士的腹部按
摩，一方面對病人是一種安慰，可穩定其情
緒。另一方面可以刺激腸蠕動，使清水更快稀
釋於硬的大便，便於大便順利地排出體外。如
在水進入腸道之前，先用手掌對整個腸道進行
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兩個來回的按摩，為腸
療作好準備；當水剛進入腸道時，按摩的區域
以乙狀結腸為主；在進水狀態時，按摩方向應
順著進水的方向逆時針輕按摩；在排水狀態
時，按摩的方向應順水的方向順時針稍重按
摩，隨著腸療的進行，按摩應逐漸向橫結腸、
升結腸慢移。但是腸療過程中的情況是千變萬
化的，患者的治療情況也不盡相同，因此按摩
要根據具體情況作相應的調整，如肥胖者按摩
時用力應重一些，消瘦者按摩時用力應輕；糞
便排出較多時，用力應輕，糞便排出較少時，
用力應稍重等。 

幫助患者清除大腸內積存的糞便和氣
體，作用於整個結腸達到增加腸蠕動，恢復腸
功能。指導患者全身放鬆，當有強烈便感時及
時告知我們，我們會停止注水並打開節制鉗，
讓大便排出。在治療過程中，根據氣溫調節室
內溫度，防止感冒，用時注意保護病人隱私，
用屏風遮擋。 

3.1．3 指導患者水療後可自行排糞水便
2-3 次後，用溫水清洗肛門，保持肛門清潔乾
燥。病人更換手術衣後進入手術室等待手術，
指導病人深呼吸緩解病人緊張焦慮情緒。 

3.2 中藥熏洗的護理 
1 熏洗前的準備( 準備階段) 
1. 1 室溫的調節 室內備溫度計, 以便

隨時測試室內溫度變化並加以調節。冬季室溫
保持在 20℃以上, 室內備取暖設備; 夏季注
意室內通風, 換氣, 使空氣流通。 

1. 2 空腹、飯後不應立即熏洗空腹時由
於腸胃空虛, 體能下降,熏洗時大量汗出, 易
造成虛脫, 而飯後立即熏洗, 可造成胃腸或
內臟血液減少, 不利於消化, 甚至可引起胃
腸不適而噁心、嘔吐、宜在飯後 1～2 h 後進
行。 

2 熏洗階段 
2. 1 熏洗時間嚴格掌握好熏洗時間, 

熏洗時間不可過長, 一般 15～30 min。 
2. 2 補充液體和能量由於大量出汗, 

體液丟失很多, 熏洗時可備糖鹽水適量, 以
吸管頻飲以補充體液和能量。 

2. 3 防止暈厥熏洗時皮膚血管充分擴
張, 體表血液量增多, 造成頭部缺血, 易發
生暈厥。熏洗過程中, 護理人員要守候在旁邊,
注意觀察患者反應。如患者出現頭暈、心慌, 
立即停止熏洗, 休息片刻, 可給病人喝糖鹽
水, 以補充水分及能量, 必要時靜脈推注
50%葡萄糖 40～60 ml。 

2. 4 控制溫度熏洗過程中嚴格控制好
藥溫一般為 50～60℃,以局部皮膚紅潤、患者
自感舒適為宜。切不可過高, 以免燙傷皮膚; 
也不可過低, 以免影響療效。 

2. 5 防體位性低血壓患者熏洗完成後, 
扶患者慢慢起身, 防止猛然站起, 引起體位
性低血壓而致眼前發黑眩暈。 

2. 6 注意保暖熏洗完畢後, 立即用浴
巾擦幹身體的水分, 協助患者穿好衣服, 休
息 10～20 min 回病房臥床休息。 

熏洗療法療效好, 簡便經濟, 安全可靠, 
無創傷, 無痛苦, 是一種值得推廣的療法, 
但是該療法一定要注意護理措施得當, 才能
使患者早日康復。 

4 討論  
4．1 西醫學認為痔是直腸下端、肛管和

肛門緣的靜脈叢瘀血、擴大和曲張所形成的靜
脈團，可分為內痔、外痔、混合痔。同一部位
的齒狀線上下均發生，臨床兼有內痔和外痔的
症狀者為混合痔。中醫學認為是飲食不節、過
食肥甘厚味、辛辣刺激之品或久坐久立、長期
便秘、妊娠分娩、腹部腫瘤、久瀉久痢等導致
濕熱下注、氣虛下陷而致經絡阻滯、瘀血濁氣
下注肛門而形成。常有局部疼痛、腫脹、出血
等症狀，臨床症狀明顯的常行手術治療。由於
肛門處在一個污染環境, 傷口非常容易感染, 
因此我們在術前常規進行結腸水療以達到徹
底清潔腸道達到預防感染的作用。 

 4．2 由於肛門手術後創面的癒合延遲、
生長緩慢, 疼痛敏感, 針對肛門疾病手術後
創面的外觀, 中醫學認為混合痔術後出現局
部炎症水腫、疼痛及創面癒合緩慢是由經絡阻
滯、氣血凝滯、濕熱下注所致[6] 。目前多數
學者認為“瘀”,“濕”、“熱” 為其主要病
理特點［7］。基於這一觀點, 近年來臨床護
士採用熏洗、坐浴、外敷綜合療法取得了一定
的治療效果［5］, 但仍不同程度的存在缺陷, 
無法令我們滿意, 需要我們進一步改進。根據
濕熱、瘀血病因, 本研究採用“痔漏外洗方”
中藥方劑,主要成分包括: 苦參 、醋艾葉、紫
草、關黃柏各 10g , 芒硝、白礬各 5g 。方中
紫草性冷燥能除熱濕, 具有排毒散熱、除濕之
療效, 因而可以去除肛門術後創面濕熱之症
狀, 是方中的君藥。同樣, 關黃柏也具有冷燥
的特性, 可協助紫草發揮清熱解毒、利濕消腫
之功效, 是方中的臣藥; 苦參具有非甾體類
抗炎特性, 能抗過敏、抑制炎症,達到消除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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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及疼痛目的; 醋艾葉可散瘀止痛, 生肌斂
瘡, 能顯著抑制血小板凝集, 預防血栓形成, 
對多種致病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芒
硝清熱解毒、消腫止痛, 能增加白細胞的吞噬
活動能力, 對皮膚粘膜有收斂保護作用和抑
制細菌生長 。諸藥合用, 共奏清熱利濕解
毒、活血化瘀、行氣通絡、消腫止痛、祛腐生
肌之功。 

4．3 中藥熏洗療法是利用中藥加水煎煮
之後, 趁熱和蒸氣放在需要治療的不同部位
進行薰蒸、淋洗和浸潤的一種外治方法，是中
醫學中重要的治療方法之一。該方法臨床適應
症廣，具有療效好、無副作用、方法簡便、易
於掌握、經濟實用等優點。根據臨床經驗總結
發現, 結腸水療適應範圍廣，除肛裂及肛門都

有傷口的患者，一般水療後半小時即可行手術
治療，且腸道清潔徹底，術後大便控制好．術
中不易污染創面。中藥熏洗時, 依靠其藥力和
熱力直接作用於患部,使該處血管擴張, 氣血
流暢, 使新陳代謝旺盛, 利於藥物吸收, 增
強療效, 從而達到清熱燥濕, 活血消腫, 止
痛止血, 改善局部血液迴圈, 增加局部組織
營養, 促進創面合。 

總之,結腸水療配合中藥熏洗在治療混合
痔中具有可靠、科學的理論依據, 通過本研究
的臨床療效分析表明, 其在促進創面癒合、緩
解疼痛方面的作用, 優於溫水坐浴，因此能夠
更好地促進肛門手術病人恢復, 縮短住院時
間, 減輕病人痛苦, 具有較好的社會效益和
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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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感染是臨床上比較常見的併發症之

一，可發生於多病種各年齡段人群。對於老年

股骨粗隆間骨折的患者，肺部感染則是三大併

發症之一。近幾年來，對於肺部感染的護理方

法也逐漸成熟，但一旦肺部發生感染後，患者

原發疾病的治療時間也隨之延長，嚴重影響疾

病的康復，同時加重經濟負擔，生命品質明顯

下降。因此，預防老年股骨粗隆間骨折併發肺

部感染的發生顯得至關重要。對於把握肺部感

染的危險因素及護理干預措施，本文進行了初

步的臨床觀察和探討，現報導如下： 

1 物件與方法 

1.1 研究物件 

2009年 1月～2010年12月我科住院股骨

粗隆間骨折行三針鎖針外支架固定的患者 68

例，年齡均在 60周歲以上，平均 79歲，其中

男性 21 例，女性 47 例。有慢性基礎病史 27 

例，其中高血壓 23 例，冠心病 4例，糖尿病

2例，腦中風後遺症 4例，類風濕性關節炎 1

例，其他 1 例。入院時有發現肺部感染的患者

不予納入研究物件。 

1.2 研究方法 

按照抽籤法將納入的研究物件隨機分為

兩組，每組 34例。觀察組男 12 例，女 22例。

平均年齡 78 歲。對照組男 9 例，女 25 例。

平均年齡 79 歲。兩組入院狀態均為平車入

院，入院前均行胸部 X光片檢查，提示肺部未

見明顯異常。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等方面比

較無統計學意義 ( P > 0.05)，具有可比性。

兩組患者在入院後均給予患者及家屬一般的

健康教育指導，內容主要包括：（1）講解疾

病的注意事項。（2）生活照顧指導，包括飲

食、深呼吸、有效咳嗽、咳痰的方法等。（3）

功能鍛煉指導。觀察組患者則在入院第一天即

予以指導肺功能訓練，方法如下：應用吸管與

氣球連接，讓患者深吸氣後，通過吸管儘量把

氣球吹大，直到吹不出氣為止。將以上內容對

患者及家屬進行講解，以面授為主，現場指導



 

 382 

為輔。 

1.3 評價指標 

醫院感染的診斷標準參照衛生部頒發的

《醫院感染診斷標準》。對兩組患者在不同時

間段進 

行評估並實施護理干預的情況比較。 

1.4 統計學處理 

應用電腦統計軟體 SPSS 16.0對資料進

行統計學處理。 

 

2 結果（表1，表2） 

表1   兩組患者發生肺部感染的危險因素  （例） 

                                                                                      

組別   例數     性別     長期吸煙史     心腦管病      糖尿病        早期活動 

       

             男   女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觀察組  34   12   22      1     33      14   20       2    32        30    4 

對照組  34   9    25      4     30      11   23       0    34        18    16 

   

X
2                      

 0.83         1.94          0.57          2.06            8.56 

P            >0.05        >0.05         >0.05         >0.05           <0.01 

 

表2   兩組患者發生肺部感染情況比較   （例） 

 

組別      例數    入院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四周以後 

 

觀察組    34           1            1         1          0           0 

對照組    34           2            3         2          1           1 

 

注：P﹤0.01。 

 

3 討論 

3.1 股骨粗隆間骨折對於老年人是一個

致命性損傷，由於老年人體質較差，全身組織

器官均已退化，又多有內科並發病，抵抗疾病

的能力明顯下降，術後常引起生理紊亂，容易

導致各系統併發症，嚴重者則導致死亡。 

3.2 高齡在許多疾病的發生中均為危險

因素，在股骨粗隆間骨折後肺部感染中也不例

外，其原因可能與肺順應性降低，彌散功能減

退及肺容積減少有關。而老年人存在較多基礎

疾病，也導致其在股骨粗隆間骨折後易發肺部

感染。理論上存在糖尿病、心血管病等，會導

致機體防禦機制下降，易發感染
［1］

，包括在

股骨粗隆間骨折臥床期間肺部感染。但本組病

例分析顯示存在糖尿病（X
2
=2.06，>0.05）、

心血管病（X
2
=0.57，>0.05）沒有增加術後肺

部感染發生率，可能與本組病例數相對較少有

關。但Qaseem等所做的一項薈萃分析提示糖尿

病並未導致圍手術期肺部感染的發生率增加

[2]
。理論上長期吸煙者可抑制呼吸道纖毛運

動，並降低肺表面活性物質的活性
[3]
，但本組

病例分析顯示長期吸煙史的患者與未吸煙患

者沒有存在明顯差異（X
2
=1.94，>0.05）。本

組病例顯示術後早期活動對術後肺部感染的

預防具有顯著差異（X
2
=8.56，<0.01）。患者

早期行功能鍛煉及術後早期下地不負重行

走，加速全身血液迴圈， 

促進關節功能的早期恢復，機體需氧量增

加，增加了呼吸頻率，減少肺部併發症的發

生。 

3.3 早期護理干預是預防肺部感染發生

的關鍵。表 2顯示，兩組患者在護理干預過程

中發生肺部感染的人數有明顯差異 ( P﹤

0.01) ，通過對觀察組患者入院時即進行肺部

感染危險因素評估，並予以指導肺功能訓練，

能有效預防老年患者肺部感染。 

3.4 老年人因氣道屏障功能減退，機體細

胞免疫及特異性抗體產生能力下降且常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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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疾病，易發生肺部併發症
[4]
。加之由於術

後傷口疼痛、疲勞或麻醉鎮痛藥物應用等因

素，限制了患者呼吸肌的運動，呼吸短促，使

潮氣量和有效通氣量進一步減少，氧合作用明

顯降低
[5]
。術後患者咳嗽能力減弱，肺部通氣

量減少，使細支氣管極易痙攣，分泌物多而阻

塞，封閉了細支氣管，從而導致肺不張、肺炎

等併發症的發生。老年患者肺的順應性降低，

肺泡通氣量減少，加上多有吸煙史、慢性支氣

管炎、肺氣腫等，肺功能差，在術後更易發生

肺部併發症
 [5]

。 

3.5 中醫有“六字訣呼吸操”，通過

“噓、呵、呼、呬、吹、嘻”這特定六字的吐

納訓練來調整與控制體內氣息的升降出入，改

善人體肝、心、脾、肺、腎、三焦等臟腑功能，

該康復訓練方法強調調身、調心、調息三者合

一，從而達到改善全身和局部功能的目的
[6]
。 

4 結論 

  通過對老年患者易患肺部感染危險

因素的臨床探究發現，早期指導患者進行肺部

功能訓練，能有效預防肺部感染。

  

參考文獻（略） 

---------------------------------------------------------------------------------- 

 

 

中醫特色護理干預脾胃虛寒型胃脘痛 

  鄧瑞珠 吳月琴 

（福建省惠安縣中醫院） 

 

 

 

脾胃虛寒型胃脘痛主要表現為胃痛隱

隱，綿綿不休，喜溫喜按，勞累或受涼後發作

或加重，泛吐清水，神疲納呆，四肢倦怠，手

足不溫，大便溏薄。舌淡苔白，脈虛弱。本院

對 46 例住院脾胃虛寒型胃脘痛患者實施中醫

特色護理干預，效果滿意。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根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1994.6 月發佈

的《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
[1]
選擇脾胃虛寒

型胃脘痛患者 92 例作為觀察對象。92例為我

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收治的住院患

者，按亂數字表法分為常規組 46 和中醫組 46

例。常規組 46 例，男性 18 例，女性 28 例；

年齡 29~78 歲；病程 3~16d；胃鏡檢查示慢性

胃炎 21例，十二指腸球部潰瘍 25 例。中醫組

46 例，男性 16 例，女性 30 例；年齡 31~80

歲；病程 3~18d；胃鏡檢查示慢性胃炎 23 例，

十二指腸球部潰瘍 23 例。兩組資料差異無統

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護理方法   常規組採用常規護理方

法。中醫組採用中醫護理干預，方法如下： 

1.2.1 穴位按摩法 取穴中脘、天樞、氣

海進行按壓，手法要柔和、均勻、 持久、有

力，禁用暴力。每穴 3~5 分鐘，在氣海穴時間

可適當延長；直擦背部督脈，橫擦左側背部及

腰部腎俞、命門穴，以透熱為度。 

1.2.2 艾條灸  取穴中脘、神闕、雙足三

裏，施灸部位從上後下，每穴 15~30 分鐘。 

1.2.3 飲食調護  飲食以質軟、少渣、易

消化、定時進食、少量、多餐為原則；進食溫

中健脾的食物，食療方：桂圓糯米粥、山藥粥、

黃芪粥，早晚兩餐，溫熱服用；陳皮、姜片泡

水代茶飲，以散寒止痛，但出血者禁用。 

1.2.4 情志護理 責任護士多與患者溝

通，瞭解其心理狀態，指導其保持樂觀情緒。

針對患者憂思惱怒、恐懼緊張等不良情志，指

導患者採用移情相制療法，轉移其注意力，淡

化、甚至消除不良情志；針對患者焦慮或抑鬱

的情緒變化，可採用暗示療法或順情從欲法。

指導患者和家屬瞭解本病的性質，掌握控制疼

痛的簡單方法，減輕身體痛苦和精神壓力。 

1.2.5 生活起居   病室安靜、整潔、空

氣清新，室溫宜偏高，指導患者注意胃區保

暖。 



 

 384 

1.2.6 用藥護理  藥宜熱服，服後宜進熱

粥以助藥力。 

1.3 評價指標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1994.6 月發佈的《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
[1] 

治癒：胃脘痛及其他臨床症狀消失，並持續緩

解 2月以上，胃鏡檢查炎症消失；好轉：胃脘

痛緩解，發作次數減少，其他臨床症狀減輕，

胃鏡檢查炎症消失或減輕；無效：症狀無改

善，胃鏡檢查炎症無變化。 

1.4 統計學方法 組間率的比較採用 X
2
檢

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見表 1.結果示中醫組療效明顯優於對照組（P＜0.05）。 

    表 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組別       n         痊癒       好轉       無效       總有效（%） 

   中醫組      46         10           34        2        44（96.65）
△ 

   常規組      46         7            30        9        37（80.43） 

  與常規組比較，△P＜0.05。 

 

討論 

現代護理學認為，胃脘痛與心因因素、周圍

環境、易感體質有關，我院採用穴位按摩、艾

條灸、中藥熱服、心理調適、飲食護理不僅起

到了益氣健脾、溫中散寒、和胃止痛的作用，

同時體現中醫整體觀念，解決了病人體質易感

和心理問題，臨床取得非常滿意的效果。在開

展中醫特色護理的過程中，穴位按摩、艾條灸

等具有操作方便、有效、簡單，適應範圍廣的

特點，患者容易接受。艾灸具有溫經散寒、通

絡止痛的作用，治療脾胃虛寒型胃脘痛療效確

切這與李瓊仙
[2]
的研究結果一致。本課題研究

結果顯示，中醫組患者治療有效率為

96.65%，表明中醫特色護理干預能顯著地減輕

症狀，使病程縮短，提高治癒率，值得臨床推

廣。

參考文獻（略） 

--------------------------------------------------------------------------------- 

 

淺談中風的中醫辯證施護體會 

蘇美麗 

（安溪縣中醫院內科） 

 

 

    

中風是以猝然昏撲，不醒人事，伴有口眼

歪斜，語言不利，半身不遂為主證的病症。由

於本病起病急驟，證見多端，變化迅速的特

點，因此是中醫內科四大證之一。幾年來，我

們運用中醫理論，進行辯證施護取得一定效

果，現將體會介紹。 

    一、辯病位，分型施護。 

    對中風病人，首先應辨別是中臟腑，還是

中經絡。 

    中臟腑病人的施護措施也不一樣，如果病

人是以牙關緊閉、口噤不開、兩手握固、大小

便閉、肢體強痙為主。則為中臟腑的閉證。如

中風閉證病人兼見躁動不安、顏面潮紅、呼吸

氣粗、舌絳身熱、大便乾燥、脈弦滑而數為陽

閉證，護理人員可用針刺方法或灌服牛黃安宮

丸、至金寶丹速開其閉。如溫風閉證的病人出

現靜而不煩、面白唇暗、四肢欠中、脈沉滑緩

為陰閉證。護理人員除了可用灸法或針刺加灸

的方法外，還可灌服蘇合香丸以開竅醒神。若

突然昏撲，目合口開，手撒遺尿，脈微欲絕為

中臟腑脫證，宜艾灸神闕穴，灌服參附湯以回

陽固脫。 

    例：患者女，60 歲，突然昏撲，不省人

事 3小時入院。臨時診斷：腦出血。入院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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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牙關緊閉，口噤不開，大便閉結，小便黃赤，

顏面潮紅，呼吸氣粗，躁動不安，舌質紅，苔

黃膩，脈弦滑而數。辯證為中風陽閉證。再給

以吸氧，鎮靜、降顱內壓、止血等綜合治療外，

同時針刺人中、太沖、合谷以通關開竅、泄熱

滌痰。並以三化湯、安宮牛黃丸灌服、2 天后，

大便通暢，體溫下降，神志轉清，病情緩解。 

    二、注意情志變化，做好精神護理 

    中風的發病與情志因素十分密切。凡心火

暴盛、暴怒傷肝等五志有所過極的原因，皆可

導致中風。所以劉河問在《素問玄機原病式·

火類》論述中風的病因時說：“多因喜怒思悲

恐之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由五志過極，皆

為熱甚故也。”不但中風的發病與情志有關，

而且已患中風的病人也應注意情志的變化，做

好精神護理。對僅有喁僻不遂的中經絡病人和

中臟腑病人，神志恢復後的病人都應十分注意

七情的變化，中醫認為怒傷肝、喜傷心、悲傷

肺、思傷脾、恐傷腎。這些對中醫的護理都十

分重要，尤其是過怒、過喜會造成肝火、肝風、

肝陽及心火的暴亢，使病情惡化。因此我捫應

深入病房。瞭解病人思想情況，幫助他們解決

困難，勿使病人過怒過喜，給予精神安慰，這

樣會有利於病情的緩解。 

    例：患者女，63 歲，因頭痛右側肢體癱

瘓 1小時入院。患者晨起自覺頭痛、頭昏，早

飯後不慎跌撲於地，遂出現右半側肢體麻木，

活動失靈，神志清楚，舌質淡，苔白厚，脈弦

滑。診斷：腦血栓形成。病人因寡居十年，擔

心以後生活不能自理，入院後精神萎靡，情志

憂鬱，不思飲食。根據患者的心理情況，我們

及時進行了精神護理，宣傳我科治療好轉、緩

解、痊癒的病例，並向他說明我們國家制度的

優越性，由於精神護理跟上去，病人解除了後

顧之憂。同時配合按摩、針刺治療，患者不久

出院。 

    三、做好飲食宜忌，加強飲食護理 

    中風的發病與飲食關係也十分密切。由於

飲食不節，脾失健運，聚濕生痰，疾鬱化熱，

阻滯經絡，蒙蔽清竅也會引起中風。因此不但

對有中風先兆的病人要注意飲食護理，而且對

中經絡或中風後遺症的病人也應予以注意。

《素問·明五氣篇》說：“五味所禁，辛走氣，

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

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這就提示

我們中風病人的飲食要有所宜忌。我們認為中

風病人應少食辛辣，應解除煙酒，因辛辣之品

和煙酒之類，皆能助熱生火，導致肝火或心火

亢盛，引起變證；而多食甘味又能傷脾生痰，

痰濁亢盛會引起痰濁蒙蔽清竅或痰火擾心之

證；食鹹過多則傷腎，腎陰不足，會加重病情；

而中風又屬氣血逆亂，肢體肌肉癱瘓之證，因

此在飲上宜忌過辣、過甜、過鹹之食。而以清

淡的飲食為主。 

    例：患者男，55 歲，因突然昏撲，不醒

人事 5小時入院，臨床診斷腦溢血。綜合搶救

30 小時，患者神志轉清醒，但左半側肢體癱

瘓，語言不利，苔白厚膩，脈弦滑。證屬痰濕

壅盛，風痰阻絡。治宜健脾化痰，通經活絡中

藥治療外，配合針刺曲池、合穀、足三裏等。

囑清淡飲食，忌食甘厚味，住院 26 天，基本

痊癒。 

    四、注意功能鍛煉，促進病人康復 

    中醫十分重視體療在治療上的作用，而體

療對中風恢復期病人尤為重要。我們根據護理

體會感覺到中風的體育鍛煉應是以健帶換，以

上帶下；病人病情穩定時可先在床上鍛煉，從

而促進食欲，改善全身機體狀況；稍好時可由

一人扶持走，另一人保護；以後做到一人保

護，病人扶拐杖行走。自行行走時應按雙拐自

行、單拐自行、徒手自行的順序漸進。 

    例：患者男，60歲，因右半身癱瘓 12小

時入院，臨床診斷腦血栓形成。病人昨晚起床

感覺頭昏頭痛，肢體麻木，右半側肢體活動失

靈，神志不清，舌質紫黯，苔薄白，脈細弱。

診斷為中風，中經絡，予中藥補陽還仁湯煎

服。針刺內關、曲池、合穀、足三裏、三陰交

等。每日按摩患側肢體，增強關節活動能力。

一周後下地，由兩人扶持行走，兩周後即用拐

杖行走，一個月後恢復正常出院。對中風病人

的護理做到“慎起居、節飲食、遠房幃、調情

志”。對促進病人早日康復，提供療效是有重

要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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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腸易激綜合征中西醫結合治療的護理 

李惠瓊 鄧瑞珠 

（惠安縣中醫院） 

 

 
摘要  腸易激綜合征是臨床上常見的消

化系統功能性疾病，其病因病機不很明瞭，可

能與患者的精神心理壓力、社會環境及飲食等

有關。本文總結了 60 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通

過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採用中西醫結合

治療和護理，包括西醫對症治療和中醫辨證針

灸治療、中藥保留灌腸心理護理、飲食護理

等；使患者得到標本兼治，取得較好的療效。 

關鍵字  腸易激綜合征  中西醫結合治

療   護理 

 

腸易激綜合征是一種消化系統功能性疾

病，是指一組包括持續或間歇發作的腹痛、腹

脹、排便習慣改變和大便性狀異常而又缺乏生

化和形態學可以解釋的症候群。腸易激綜合征

的臨床表現複雜多樣，症狀反復發作而無特異

性，其病因病機不是很明瞭。中醫學認為，腸

易激綜合征屬於中醫的“泄瀉”、“下痢”、

“腹痛”、“便秘”等範疇。近年研究表明可

能與多種病因相關如：患者的精神心理壓力、

對食物及胃腸代謝產物過敏腦—腸神經紊亂

等有關。我院 2012 年元月-2013 年元月採用

綜合治療和護理 60 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取得

較好療效，現報導如下： 

1 臨床資料 

60 例患者均來自我院消化科門診，其中

男性 26例；女性 34例；年齡 22-70 歲，平均

43.5 歲，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 

2 方法 

2.1 治療方法  西醫對症治療包括解

痙、止痛、補充腸道維生素及消化酶等，配合

中醫辨證針灸治療及中藥保留灌腸等。 

2.2 護理措施  

2.2.1 中醫護理療法 

2.2.1.1 針灸治療  

取足三裏、三陰交、天樞、中脘、關元、

神闕、上下巨虛為主穴，再根據症型增減穴

位，如肝郁加肝俞、行間、太沖；脾腎陽虛加

腎俞、命門。其中神闕用灸法，1 次/日，每

次用艾條懸灸 30 分鐘；其餘穴位用針法，1

次/日，留針 30 分鐘/次，實證用瀉法，虛證

用補法，留針期間根據寒熱虛實不同選用不同

手法，可以配合背俞穴行火罐療法。 

2.2.1.2 物理治療  

腹部以熱水袋或熱毛巾熱敷，可以減輕胃

腸痙攣引起的腹痛；另外，對腹部進行輕柔地

按摩、溫水沐浴等對本病均有一定的幫助。 

2.2.1.3 中藥保留灌腸 

根據病情需要，必要時給予中藥保留灌

腸，藥物多以清熱行氣，辨證施治。方法：中

藥煎液 150ml，睡前保留灌腸，灌腸速度宜

慢，壓力不宜過高，用小枕墊高臀部，灌腸後

藥物保留 1小時以上，以保證藥物吸收效果顯

著。 

2.2.2 心理護理 

腸易激綜合征多發生於中青年，以女性居

多且病程長，反復發作腹瀉、腹痛等痛苦，患

者的思想顧慮會比較重；多數病人由於工作、

家庭、生活等引起長期過度的精神緊張，我們

應首先建立良好的護患關係，告知患者腸易激

綜合征時一種良性的功能性疾病，使患者對所

患疾病有深刻的認識，避免對疾病產生恐懼，

消除緊張情緒，對於部分伴有抑鬱、焦慮等心

理因素的患者，注意調整患者的情緒和行為，

建立合理規律的生活方式，以改善患者的臨床

症狀和生活品質。 

2.2.3 飲食護理  

健康平衡的飲食有助於減輕患者胃腸功

能紊亂的症狀，建議患者對既往的飲食種類進

行認真回顧及評估，儘量避免產生胃腸不適的

食物。一般應避免過量的脂肪及刺激性食物如

咖啡、濃茶、酒精等及產氣食物如豆製品、大

豆等的攝取；禁用牛奶、蝦等可能引起腸道過

敏的食物，對某些食物不耐受明顯者，必須禁

食該食物；不斷總結經驗，摸索出適合自己的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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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環境要求 

居住環境要整潔、安靜舒適，保持空氣新

鮮，通風良好，以減少對患者的刺激。 

3.臨床療效評定 

3.1 療效判斷標準  ①痊癒：症狀消失；

②顯效：症狀明顯改善；③有效：症狀減輕；

④無效：症狀無變化。 

3.2 結果  

痊癒 45 例；顯效 9 例；有效 4 例；無效

2例。 

4.體會 

腸易激綜合征是多因素綜合導致的結腸

分泌和吸收功能紊亂以及腸道動力學改變而

發生的。其中心理、情緒、社會環境及飲食因

素在疾病過程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疾病

的治療與護理過程中，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因

素，中西醫結合使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得到標本

兼治，明顯提高療效。 

 

--------------------------------------------------------------------------------- 

 

 

中醫情志護理在中風患者康復期的應用與體會 

劉志霞 

（泉州市中醫院） 

 

 

摘要：目的 使中風患者在康復期保持良

好的情緒，提高患者對疾病治癒的信心，從而

達到提升生活品質。方法 運用中醫情志護理

方法對不同類型的不良情緒進行針對性的護

理。結果 患者的不良情緒得到不同程度的改

善。結論 運用中醫情志護理方法能有效消除

患者不良情緒，促進疾病的早日康復。 

關鍵字：中醫情志護理；中風；康復期；

應用；體會 

中風是當前威脅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常

見疾病之一，其發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殘率

高。隨著康復醫學的不斷發展，大部分患者通

過康復鍛煉得以回歸家庭、回歸社會，但康復

期患者由於病情遷延不愈，病程長，從而產生

各種不良情緒，嚴重影響疾病預後。通過臨床

實踐，中醫情志護理能有效消除患者不良情

緒，提高患者對疾病治癒的信心。 

情志護理是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以良

好的護患關係為橋樑，應用科學的護理方法，

改善和消除患者不良的情緒狀態，從而達到預

防和治療疾病目的的一種方法。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3年1月～6月中

風恢復期患者120例，男6O例，女60例，年齡

45—80歲，平均64歲。出血性中風38例，缺血

性中風82例。 

1．2 中風康復期患者常見不良情緒的類

型：① 抑鬱：患者主要表現為心情抑鬱、心

神不寧、食欲減退、體重減輕、入睡困難、不

愛說話、情緒低落。② 焦慮：最常見為患者

自述內心緊張、不安，難以集中精力做事。③ 

煩躁 表現為常常無原因的發脾氣。④多疑：

表現為對醫生、對病友乃至對家人均難以信

任，易產生敵對情緒。⑤幼稚化：行為兒童化，

依賴性增強，生活需要上顯得自私，事事以自

我為中心，要求得到照顧。 

2 中醫情志護理方法 

2．1 一般護理方法 

2．1．1 患者入院後熱情接待：這是構建

良好護患關係的重要一步，護士主動介紹自己

以及本科室的中醫特色治療方法，注意語言和

藹，態度親切，讓患者有家的感覺，取得其初

步信任。 

2．1．2 康復鍛煉：對於每天的康復鍛煉，

在一對一單獨治療後，組織患者共同參與訓

練，開拓人際交往，鼓勵患者發言，讓其接觸

社會，融于周圍環境之中。 

2．2 情志宣洩法：即引導患者說出內心

的想法，或逗其發笑，或惹其發怒，因勢利導，

宣洩其積鬱之情，解除其心中鬱結，達到“木

郁達之”的目的。 

2．3 注意轉移法：此法針對強哭、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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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收效顯著，當患者發作時，選擇連續發問

法，效果立竿見影。 

2．4 說理開導法：《黃帝內經》裏提到

“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

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

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此為說理開導

法的起源。對患者採取啟發誘導的方法，宣傳

疾病的知識，分析疾病的原因與機制，解除患

者的思想顧慮，提高其戰勝疾病的信心，使之

主動地配合治療，從而促進健康的恢復。 

2．5 以疑釋疑法：根據患者存在的思想

顧慮，通過一定的方法，釋懷患者不必要的抑

鬱、憂慮等心理負擔，使其樹立戰勝疾病的信

心。 

2．6 以情勝情法：七情太過雖然可傷及

臟腑致病，但還有一個中間環節不容忽視，那

就是首先影響氣機失調，進而才傷及臟腑。《素

問·舉痛論》中提到說“怒則氣上，喜則氣

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

結”，就是指七情太過對氣機的擾亂。因此，

在七情太過且尚未傷及臟腑使人生病之時，儘

早運用“五臟情志制約法”，通過有目的的激

發某種情志的變化，可選擇性地矯正情志太過

所造成的氣機紊亂，使即將被破壞的機體平衡

得以恢復，以防患於未然。 

2．7 其他療法 

2．7．1 音樂療法：根據患者特點，選擇

不同的音樂，如急躁、易怒者選擇低沉、抒情

的樂曲；悲觀抑鬱者選擇熱情愉快的樂曲，從

而達到調節陰陽平衡，起到情志治療的目的。 

2．7．2 飲食：根據患者舌苔、脈象、臨

床表現等給予適當的飲食指導，以清淡、營養

豐富、易消化為主，忌辛辣、油膩、肥甘厚味。

如鬱證脘痞噯氣者，可取半臥位，食用金橘、

柑橘等水果，日常可食用陳皮粥、山楂粥之類

疏肝理氣之品。對於煩躁失眠者，可選用蓮子

百合粥、桂圓肉茶、酸棗仁等安神食品。 

2．7．3 睡前足部中藥熏洗法：同時通過

穴位按摩起到疏通經 

絡、調和氣血的作用，從而調節人體陰陽

平衡與臟腑功能，達 

到治療的目的。 

3 體會 

中醫情志護理能夠調動患者的主觀能動

性，改善或消除 

不良情緒對患者的影響，使之在心理、生

理上處於接受康復鍛 

煉的最佳狀態。由此可見，中醫情志護理

對於中風患者的康 

複意義重大，廣大的中醫護理同仁應該不

斷發掘中醫護理的 

優勢，為祖國優秀傳統醫藥文化的發展做

出貢獻。

 

--------------------------------------------------------------------------------- 

 

中醫整體觀在喘證患者護理中的應用體會 

張燕娥 

（惠安縣中醫院） 

 

 

 

 

中醫護理以整體觀為基本特點，指導臨

床護理工作，為護理程式提供理論基礎，與現

代的責任制整體護理不謀而合。護士應充分理

解中醫整體觀的深刻內涵，融會貫通，靈活運

用於臨床實踐，採取科學、有效的護理措施，

提高護理品質，促進機體康復。 

中醫整體觀包括三方面內容：1.人是一

個有機整體；2.人與外界環境的統一性；3.

人與社會的和諧性。現從對喘證患者護理中談

談其在臨床實踐中的應用體會: 

典型病例：患者,男性,68 歲,以“反復

咳嗽、咳痰、氣喘 10餘年，再發伴浮腫 1周。”

為主訴入院。緣于入院 10 餘年前每於受寒後

反復出現咳嗽、咳痰，稍活動便出現氣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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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發展為氣喘氣急，冬春季節易發，每年發

作時間累積超過 3個月，曾於外院行胸片等檢

查並予診斷“慢支、肺氣腫”，予西藥口服（具

體診療不詳），上症均可緩解。此次因天氣變

化受涼後復發。現主症：咳嗽，痰白質粘量少，

喘促、動則尤甚，顏面、下肢浮腫，面色晦暗，

口唇及手指末端紫紺，夜間尚可平臥休息，形

體消瘦，形寒肢冷，食欲不振，尿少，大便數

日未解，舌淡紅，苔厚膩、脈沉細。  

中醫辨病辯證 ：患者以咳嗽、喘促，動

則尤甚，顏面、下肢浮腫為主要症狀，故中醫

學屬“喘證”範疇，其病因為患者久咳傷肺，

久病肺弱，寒邪伏於肺中，此次複感受外邪而

發，更兼年老體弱，腎陽虛衰，致使腎失攝納，

出多入少，逆氣上沖而為喘。喘促日久，由肺

及腎，腎虛下元不固，氣失攝納，故動則喘甚；

肺氣不足，氣不布津，則咳聲低弱，痰白；腎

陽虛衛外不固，肢體失于溫養，故形寒肢冷；

陽虛不能化水，水邪內停，上淩於心肺，飲阻

氣機，故顏面、下肢浮腫；舌質淡，脈沉細均

為陽虛之征，故辯證為肺腎兩虛、寒飲伏肺，

病位主要在肺腎，涉及心，病性為虛實夾雜

證。 

中醫診斷：喘證(肺腎兩虛、寒飲伏肺)。

治療原則：宣肺散寒，溫腎利水。 

護理體會： 

一．人是一個有機整體，臟腑之間的功

能相互協調互相影響。 

護理措施：1.臨證施護，重視便秘的處

理 

1) 鼓勵進食，指導多食富含纖維素之新

鮮蔬菜水果及粗雜糧， 

注意宜性溫忌生冷之品。 

2) 協助行腹部順時針按摩，並按揉天

樞、大橫穴。 

3）囑多飲水，注意溫熱忌涼水。 

4）必要時給予緩瀉劑，但應中病即止，

防止腹瀉。 

體會：中醫認為肺與大腸相表裏，肺為

髒屬陰為裏，大腸為腑屬陽為表。喘證患者大

多年老久病，肺腎虧虛，複感外邪，邪伏肺中

而發病。腑氣以通降為順，通過調理則大便

通，伏邪從表而解，邪出則肺氣利，喘促緩解；

肺之宣降功能得複，水道通則水腫隨之消退。 

2.預防外感，重視皮膚護理 

1）汗出及時擦幹並協助更衣，注意勿當

風。 

2）保持皮膚清潔衛生，協助擦澡。 

體會：肺主宣發肅降，外合皮毛。皮膚

是機體抵抗外邪的屏障，肺的宣發衛氣與輸精

於皮毛的功能減弱，則機體衛外能力低下，外

邪易於從皮毛侵入。做好皮膚護理是防複感外

邪的重要措施。 

3.增強體質，重視飲食指導 

1）鼓勵進食，指導攝取高熱量、高蛋白、

多維生素、清淡易消化之食物，如魚類、瘦肉、

奶類、蛋類、豆製品及新鮮蔬菜水果以及粗雜

糧，注意品種多樣，營養均衡，搭配合理。 

2）忌食辛辣、生冷、硬固、肥甘、粘膩、

厚味等刺激性及傷脾胃之食品。 

3)指導藥膳飲食，如山藥、薏苡、蓮子、

粳米、扁豆等，常食以健脾養胃，注意少量多

餐，勿食過飽，持之以恆。 

4）適當選擇桂圓肉、大棗、雞肉、羊肉、

生薑、核桃、黑芝麻等食物以補腎助陽。 

體會：“脾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

源”，合理的飲食調養，不斷補充的水穀精微

是氣血生化的物質基礎。脾為土、肺為金，培

土 生金，補脾則能益肺，二者協調配合，肺

氣得以恢復。多食補腎助陽之品機體陰陽得以

調理，體質增強。 

二．人與外界環境的統一性：人與自然

界息息相關，自然界的運動變化影響著機體產

生相應的生理病理反應。 

重視生活起居，減少舊疾復發 

1）指導起居有常，順應四時氣候變化適

時添加衣被。 

2) 保持居室空氣清新，宜定時開窗通

風，但應避免穿堂風。室內避免花卉、煙塵等

不良刺激，避免到人群擁擠的公共場所，力戒

煙酒。 

3) 可適當戶外活動，指導行呼吸功能鍛

煉，如深呼吸，腹式呼吸及縮唇式呼吸等。 

體會：肺為華蓋之腑，外邪侵入，肺部

首當其衝，肺又為嬌髒，不耐寒熱。因此日常

生活起居的調理，可使肺臟免受外邪的入侵。 

三．人與社會的和諧性：人是社會的一

份子，社會因素往往會影響人的情志心理變

化。 

1）耐心、詳細向患者說明疾病發生的誘

因、轉歸及日常生活、飲食、情志對疾病預後

的影響，使其充分認識到積極配合治療及日常

調理的重要性，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醫

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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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爭取家庭及社會的支持。家屬應關心

體貼重視患者的病情，給予細心周到的照顧；

需要家庭氧療者，供氧中心應給予提供方便。 

3）和醫生協商，盡可能使用醫保範圍內

藥物，減少不必要的檢查，提高患者報銷比

例，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 

體會：中醫認為七情致病，影響機體的

氣機。憂思傷脾肺，脾失健運，則納差食少。

良好的社會心理支持，可使患者保持樂觀積極

的心態，從而氣機條達，促進食欲，達到健脾

益肺，有利增強體質。 

小結：中醫“三分治，七分養” 充分體

現了護理的重要性。通過探討整體觀在臨床實

踐中的應用，促進護理人員更加全面準確地分

析疾病，在擬定護理計畫時更好地找出相關因

素，實施科學有效的護理措施，減少疾病的復

發，提高患者生活品質。同時也促進護理人員

學習中醫理論知識，利用中醫整體觀念對患者

實施整體化護理，提高中醫護理能力，提升護

理的綜合效能。

--------------------------------------------------------------------------------- 

 

 

略談老年人的自我調護及養生保健 

張敬英   吳冬燕 

（福建省惠安縣中醫院） 

 

 

   

人到一定年紀，由於機體結構和生理功能

呈現退行性改變，出現了一系列生理變化，如

內分泌失調、各器官功能衰退及環境適應能力

下降，或出現抑鬱、焦慮、恐懼、情感失常等，

從而擾亂了老年人的正常生活，影響了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所以老年人宜儘早進行自我調護

及注意養生保健，堅持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

原則，並持之以恆，以達到身心健康、精神飽

滿、心情愉悅、頤養天年。 

一、自我調護、平衡用腦：老年人想要有

健康的身體、靈敏的思維，首先要學會自我調

護、平衡用腦。平時要動動腦筋，不動腦筋就

會加速老化，但不能過分用腦，過分則會傷身

傷心。 

 人的平衡用腦主要表現在對喜、怒、哀、

樂、悲、恐、驚，這七情的控制上，內經說：

“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憂傷肺、恐傷

腎”。所以七情變化對五臟六腑具有直接的影

響力。如果突然爆發或長期“七情”失去控

制，導致平衡失調，往往會誘發各種疾病，甚

致某種突發性的死亡。如有的人在生氣時飯也

吃不下，覺也睡不好，甚者怒火中燒、血壓暴

升，進而危及生命；有的則長期鬱鬱寡歡、精

神萎靡、思維遲緩、生活品質明顯下降。所以

老年人要學會自我調護、平衡地用腦。有意識

地控制七情變化，讓自己能順應時勢、與人和

睦相處，生活舒心順暢。 

二、合理的飲食結構：老年人要學會合

理、平衡、科學地安排每日膳食，不能偏食或

三餐過饑、過飽、過素或營養過於豐富，這都

不利於健康。現實生活中，由於不合理的進食

導致疾病的發生比比皆是，如經濟條件好、動

物性食物吃得多的老人常易引發高膽固醇、高

脂血症等，而經濟條件差，三餐不接續，更談

不上補充營養的老人，則易由於營養不良，免

疫功能低下而引發各種疾病。所以老年人在進

食方面要把好度，合理地講究飲食平衡，有利

於身體的健康。 

三、起居有序、動靜結合：老年人每天的

生活要有規律、順應自然，根據自己的身體能

力，做點力所能及的事，若不自量力，從事力

所不及的競技性運動，一旦虧損，體力就很難

恢復。應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不要每天長時

間地看電視、聽音樂、或長時間坐著不動或躺

床不動，這都不利於健康。古代孫思邈有“六

傷”之說：“久聽傷神、久視傷血、久臥傷心、

久站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古代人對

養生之道都很重視，我們現代人更要注重養生

之道，合理、平衡、科學地安排日常活動。視、

聽、行、站、坐、臥交替進行，正如氣功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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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行、站、坐、臥都是功，功在生活自

然中”。 

四、修心養性、陶冶情操：老年人由於離

退休後，不能適應新的社會角色、生活環境和

生活方式的變化，易出現焦慮、抑鬱、悲哀、

恐懼或產生偏離常態行為，如坐臥不安、行為

重複、猶豫不決等，或因情緒的變化而產生急

躁易怒、敏感多疑、偏見及失眠多夢等不良心

態，身體狀況日漸衰退，從而影響生活品質。

因此老年人應擴大人際交往、多參加社會活

動，保持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培養廣泛

的興趣和愛好，遇事樂觀、不生閒氣。老要有

所好、老要有所學，如養花、釣魚、琴棋書畫、

攝影、打太極拳、做保健操、適當的有氧運動

等。把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提高自己的生活

品質，達到身心健康。 

五、享受休閒：日常生活節奏要有張有

弛、順其自然、閒暇時要懂得享受休閒。休閒

乃生活節奏之餘的放鬆，是一曲寬心歌，一種

精神心理按摩，能給飽受凡俗瑣事所累的身心

帶來澄明、清爽的感覺。休閒方式各異，或節

奏明快、妙趣橫生；或高雅脫俗、美化心靈；

或生活氣息濃厚、抒情意味深長。可謂多姿多

彩，動靜百態。如是者，生活則美滿醇厚。 

 綜上所述，老有老的優勢，老有老的豁

達，老有老的瀟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

天”。所以老年人應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豁

達與瀟灑，注意自我調護，懂得修心養性，健

身保健，保持樂觀，怡然自得，安享晚年。 

---------------------------------------------------------------------------------- 

 

中藥封包結合辯證護理治療膝骨關節炎的護理體會 

張惠萍 

（惠安中醫院） 

 

 

論文摘要：目的是觀察中藥封包結合辯證

施護治療膝骨關節炎的療效。方法是中藥封包

是一種外治的治療方法，將中藥活化物質借助

紅外線的照射，滲透皮膚組織直接作用於患

部，具有活血化瘀、通經活絡、祛風除濕、消

腫止痛的作用，結合患者不同的證型，給予不

同的護理指導，顯效率達 90%以上。結論是中

藥封包結合辯證施護治療膝骨關節炎，提高了

患者的生活品質、治癒率高、復發率低，產生

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膝骨關節炎又名膝退行性骨關節病，其特

徵是以膝關節軟骨面發生原發性或繼發性退

變及結構紊亂，伴隨軟骨下骨質增生、硬化、

軟骨剝脫，繼而使膝關節逐漸破壞畸形。主要

症狀是膝關節腫脹、疼痛、關節屈伸不利甚至

僵硬畸形、活動不便。給患者的生活帶來諸多

不便和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從 2010 年起

我科發揮傳統中醫特色，採用中藥封包結合辯

證護理治療膝骨關節炎，取得了較好的療效，

現報告如下： 

一、中藥封包治療的方法： 

1、本院協定方：制川烏 15g、制草烏 15g、

花椒 15g、細辛 10g、生麻黃 15g、桂枝 15g、

當歸 10g、川芎 10g、五加皮 15g、海桐皮 15g、

透骨草 15g、伸筋草 15g、威靈仙 20g、紅花

10g、桃仁 10g、羌活 15g、獨活 15g、生甘草

6g。將此方中藥浸泡於酒精度 55%的浸泡專用

酒中，浸泡時間為 1 周，取其藥酒浸泡小方

巾，將小方巾包裹膝關節，外面再纏繞保鮮膜

後，用紅外線燈照射膝關節，利用紅外線的穿

透力可以有效地把中藥的成分透過皮膚組

織，達到活血化瘀、驅風祛濕、理氣止痛、改

善血液迴圈、加速局部炎症代謝產物的吸收，

從而達到臨床功效。每天兩次，每次 30分鐘。 

 2、中藥封包的注意事項： 

（1）、使用中藥封包前先評估患者皮膚完

好程度，確保無皮損。 

（2）、糖尿病患者慎用中藥封包。 

（3）、老年患者因其皮溫感受力降低，可

在外面多加 1 層毛巾。 

（4）、在使用封包的過程中注意觀察局部

皮膚的顏色，同時詢問患者對溫度的感受，避

免燙傷。 

（5）、治療後若局部皮膚出現紅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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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丘疹、瘙癢等過敏現象，應及時報告醫生

並配合處理。 

二、護理 

（一）常規護理 

1、一般護理：多休息，減少關節負重;

注意防寒保暖，防止感受風寒外邪而加重病

情，尤其是膝關節處的保暖。病室宜向陽，保

持空氣清新，溫濕度適宜。生活用品置於患者

易取之處，防摔傷等意外發生。 

2、一般飲食護理：宜清淡易消化，忌肥

甘辛味之品。原則是搭配合理、營養均衡、飲

食衛生、飲食有節、饑飽有度。 

3、情志護理：該病多以膝關節腫脹疼痛、

僵硬為主要表現，導致生活行動不便，故患者

易產生憂愁、焦慮的心理反應，護士應協助生

活起居、邊予疏導解除其不良情緒，給患者解

釋疾病發生發展的規律，使其掌握應對方式;

介紹誘發因素使其盡可能避免，使之能積極配

合治療護理，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保持樂觀

情緒。 

4、功能鍛煉：每天兩次於中藥封包後為

患者進行膝關節被動功能鍛煉，如膝關節屈伸

鍛煉、膝關節旋轉，以患者耐受為度，保持活

動在無痛範圍內進行。鼓勵患者加強膝關節無

負重主動功能鍛煉。 

（二）辨證施護 

1、肝腎虧虛型：此類患者多伴有頭暈耳

鳴、腰膝酸軟無力，應以補益氣血、滋養肝腎

為主。病室環境應安靜、避免雜訊，飲食多選

補肝腎食品，如豬腎、核桃肉、蓮子、芝麻、

木耳等。並可用雙手掌搓熱後斜擦腰部腎腧

穴、命門穴；搓熱雙足湧泉穴，以透熱為度。 

2、風寒濕阻型：起居有節，應注意保暖、

避免空調溫度過低、加強膝關節局部的保暖；

避免在陰冷潮濕的環境中生活及運動，保持室

內空氣新鮮，陽光充足；飲食宜偏溫性，如羊

肉煲、兔肉煲，忌生冷；運動宜適量、忌過度

疲勞；可用手掌搓熱後放於膝關節處、反復多

次。 

3、痰瘀痹阻型：此型多見於肥胖者，故

應進行適當運動，以減輕體重。膝關節炎患病

率隨體重指數增加而增加
[1]
。日常生活要有規

律、飲食有節、以健脾胃、祛痰化瘀通絡之品，

如田七煲豬腳筋湯。多食瓜果蔬菜，保持大便

通暢，便秘者可用手掌搓熱後環揉腹部（順時

針方向），並以拇指點按雙側足三裏穴各 1 分

鐘，每天兩次。 

三、療效 

膝骨關節炎多數患者是軟骨、肌肉、韌帶

等不同組織病變綜合的結果，採用單一的治療

方法療效不明顯。我科通過中醫外治（中藥封

包）+內服湯劑結合辨證施護，取得良好的治

療效果，病人滿意度高。平均住院十五天，顯

效率達 90%以上。顯效是靜息無膝痛、無腫

脹、偶有活動時疼痛、行走時無疼痛、不影響

工作及生活
[2]
。出院後我們借助現代化的通信

設備進行回訪、宣教，病人復發率低。 

四、討論 

膝骨關節炎是臨床上老年人的常見病、多

發病。中醫屬於痹症範疇，以養血祛風、活血

通絡為原則，佐以滋肝補腎。中藥封包藥物直

接作用於患部，，可使局部血管擴張、改善血

液迴圈、這樣膝關節及周圍組織的營養狀況得

到改善，從而更好地發揮其活血化瘀、通經活

絡、祛風除濕、消腫止痛的作用，其作用直接、

操作簡單方便、安全可靠、無毒副作用，容易

被病人接受。

參考文獻（略） 
------------------------------------------------------------------------------------------------ 

加強供應室醫院感染管理的措施與方法 

  哈少鴻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 

    

供應室擔負著全院的醫療器械、敷料的消

毒、滅菌，及一次性醫療用品的供應，是無菌

物品的供應場所。對各類物品的回收、洗滌、

包裝、消毒、滅菌、保管、發放等各個環節的

操作工作直接影響著醫療品質甚至患者的生

命安危，是否規範把關，更影響到醫院感染的

發生。醫院感染是評判醫療護理品質的一個重

要因素之一，也是醫院整體管理水準的一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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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1]更是供應室科學化管理的根本之一，

因此供應室的醫院感染管理十分重要，是預防

和控制醫院感染的關健。現從控制院內感染的

角度，根據供應室的工作流程，探討加強供應

室醫院感染管理的方法和體會。 

1, 學習院感相關知識和制度，加強科室

管理。 

定期組織供應室人員學習醫院感染、無菌

技術、消毒滅菌等知識及各項工作制度、操作

規範，積極參加上級醫院及本院舉辦的醫院感

染知識培訓，並制定各崗位人員的工作職責、

規章制度、操作規程並裝裱上牆，讓每個人熟

記於心，得心應手。工作中嚴守無菌操作原則，

提高院感預防意識，成立醫院感染控制小組，

設專人負責醫院感染監控工作。 

2，根據供應室工作程式，採取科學的醫

院感染管理方法。 

2.1, 環境的管理   

供應室的合理佈局是避免交叉感染、節省

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保障順利供應的前

堤。[2] 供應室採光通風良好，整潔明亮，分

污染區、清潔區、無菌區，三區劃分明確，區

間有屏障，地面、牆面、天花板光滑，易清洗

消毒，物流由汙到潔，設回收清洗室、包裝室、

消毒室、無菌室、發放室，標誌清楚。限制各

室人員流動，避免閒雜人員進入，以免交叉污

染。 

2.2, 空氣及物品清潔度的管理 

我們每天進行濕式掃地兩次，紫外線空氣

消毒兩次，每次一小時，紫外線燈管每週用

95%的酒精擦拭一次，定期監測其強度。每個

月做空氣培養、無菌包細菌培養、物品表面細

菌培養及工作人員手細菌培養各一次，空氣菌

落控制在 200cfu/m3 以下，物體表面的細菌

及工作人員手部菌落控制在 10cfu/m3 ，把菌

落數控制在達標資料以內。做到車輛潔汙分

開，每日清洗消毒，分區存放，抹布、拖把分

別放置固定地點，並有明顯標誌。 

2.3 器械物品回收、清洗管理。 

器械的清洗品質直接影響到消毒滅菌的

品質，是造成院內感染的危險因素之一，[3] 

我們回收室的工作人員對回收的污染器械、物

品及時進行清點檢查，按照規範流程儘快進行

去汙處理，步驟為流動水沖洗去除血污、金星

消毒液（500mg/L）浸泡 30 分鐘、酶洗劑

（1:200）浸泡 2-5 分鐘、刷洗、再沖洗、烘

乾的操作流程。清洗時打開器械的所有軸節，

注意徹底清洗乾淨。對特殊污染的器械執行專

門的操作規程處理。回收的布類及時送洗衣房

清洗。操作人員嚴格執行個人防護措施，消毒

液、除鏽液、清洗液現配現用，減少了交叉污

染的機會。 

2.4 器械包裝的管理 

包裝室內的打包台按要求設置，保持臺面

清潔乾燥，操作前後洗手，嚴格執行包裝程式。

操作人員先將清洗室處理後烘乾的器械進行

分類、檢查、上油，打包。包裝鬆緊適宜，我

們用的是預真空脈動壓力蒸汽滅菌器，包的大

小不超過 30cm×30cm×50cm，敷料包不超過 5

公斤，金屬包不超過 7公斤，以便於熱蒸汽穿

透。在各類包中放置化學指示卡，保外貼 3M

膠帶，並注明名稱、消毒日期、失效日期、鍋

次、操作者工號，以利於追溯，包裝後儘快進

入滅菌（1-2 小時內），以防止污染及熱源質

產生。 

2.5 器械、物品的滅菌、監測及管理 

物品滅菌及品質監測是院感控制管理中

最重要的一環。消毒員須持證上崗，嚴把滅菌

監測關，熟練掌握滅菌的原理、設備、結構、

性能、程式及滅菌監測知識。每日做空鍋 BD

試驗，檢測合格後方進行物品滅菌。物品按要

求裝載，即敷料包要豎放，難滅菌的大包放上

層，易滅菌的金屬物放下層，以利於蒸汽進入

空氣排出，裝填量不超過 90%。滅菌過程中隨

時觀察時間、溫度、壓力等參數變化，並作記

錄，出現異常惰況立即處理。滅菌器每個月用

嗜熱脂紡桿菌做一次生物監測，以確保滅菌器

性能合格，做好滅菌器的養護、維修，使之始

終處在正常運行狀態，保證滅菌品質。 

2.6 滅菌物品儲存及發放的管理 

滅菌後的物品儲存於無菌室，保持室內清

潔乾燥，溫度在 20-25 度，濕度〈60%，，進入

人員應洗手、戴手套、換鞋，滅菌物品存放在

潔淨的櫥櫃內，距地面 20-25cm，天花板 50cm，

牆壁 50cm，並分類放置，標識清楚，按滅菌

有效期先後順序排放。有效期為棉布包裝 7

天，紙塑包裝半年。嚴格落實“三查五對”的

發放制度，提高發放人員的無菌意識，儘量減

少裸手接觸無菌包，嚴禁發出濕包、散包、不

潔包或過期包。 

2.7 一次性醫用無菌物品的管理 

對一次性無菌物品的妥善管理也是杜絕

醫院感染的重要措施之一。除了按滅菌物品的

管理，還應統一集中採購，每次採購都進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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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驗收，認真核對產品名稱、型號、合格證書、

生產批號、滅菌日期、失效日期、包裝是否完

好密封等。遇到潮濕、破裂、字跡不清、過期

產品均退貨，杜絕不合格產品進入供應室。產

品進入無菌物品存放室前均拆除外包裝。並有

進貨及發放登記。 

3．體會 

幾年來，我們通過以上的方法，加強供應

室醫院感染的管理，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和工作

標準，使科室工作制度化、標準化、程式化，

使科室人員樹立強烈的院感控制意識，以高度

責任心和嚴格的無菌觀念，進行各項工作流程

和規範操作，做好消毒滅菌和品質檢測、物品

供應等工作，保質保量，從未出現過供應室因

工作品質問題引起的醫院感染事件，為臨床的

醫遼護理做好服務工作。 

參考文獻（略） 

--------------------------------------------------------------------------------- 

 

脾胃病的飲食調護 

陳淑美 

（福建惠安縣中醫院） 

 

中醫認為，脾與胃互為表裏。脾主運化，

主統血，胃主受納腐熟。脾主升清，胃主降濁

的氣化機理而共同完成水穀的消化吸收和輸

布，故為氣血生化之源，稱為後天之本。因此

脾胃之病，飲食調攝極為重要。我院 2009 年

度共收 86 例脾胃病病人，現談談脾胃疾病的

飲食調護。按中醫辨證特色脾胃疾病分虛證和

實證兩大類。虛證又分陽虛、氣虛及陰虛；實

證分寒濕和濕熱兩型，來指導病人飲食宜忌調

攝取得滿意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虛證 

1.1  脾胃陰虛  面色少華，中脘覺冷，

泛吐清水，納少腹脹，喜熱飲，四肢不溫，大

便溏薄，舌淡胖，苔白滑，脈濡弱。飲食調護：

食宜溫補，忌生冷及清涼之品。溫補食物可選

擇雞、鴿、羊肉、鯽魚、淡菜、糯米、胡蘿蔔

等。忌生冷之品如：雪梨、鮮藕、冰凍瓜果等。 

1.2  脾胃氣虛  納少乏力，懶言氣短，

脘痞腹脹，大便溏薄，舌淡苔薄白，脈緩或濡

細。飲食調護：食宜富於營養能補中益氣之流

食或軟食。如大米、麵粉、蛋、奶、瘦肉、鯽

魚、雞、鴨、豬肝、人參湯、蜂蜜、蔬菜等。

忌食油膩，並宜少食多餐。 

1.3  胃陰不足  口幹虛煩，饑不欲食或

幹嘔呃逆，大便乾燥，舌紅少苔或近紅降；脈

細數。飲食調護：食宜清補，忌溫補及辛熱之

品。清補食品可選鴨、鵝、鱉、龜、雞蛋清、

豆腐、菠菜、海帶、白菜、白木耳、小麥、赤

小豆、粳米、蜂蜜等。 

2 實證 

2.1  寒濕型  脘悶納呆，口粘，頭身困

重，大便不實或泄瀉，舌苔白膩，脈濡。飲食

調護：食宜溫熱，忌食生冷、油膩，食物可選

大米、麵粉、糯米、饅頭、紅糖、雞、鴿、鯽

魚等溫性食品，並可少食蔥、薑、蒜等性溫的

調味品，以助驅寒。 

2.2  濕熱型  脅脹脘悶，不思納食或有

發熱、口苦口渴，尿赤便溏，甚則面目俱黃，

皮膚發癢，舌淡紅苔黃而膩，脈濡數。飲食調

護：食宜低脂清淡，清涼利濕。可多吃些青菜

水果，但不可過食寒涼之品。忌食辛熱之食物

如薑、椒及油炸食物等。 

總之，脾胃病的飲食調理原則：陰虛宜熱

溫補之；陽虛宜清補；氣虛宜微補，持久得效；

寒證宜溫熱，熱證宜清涼。且各類飲食應以相

同屬性的食品予以更換以適胃口。在疾病進程

中，飲食得宜則可以治病，尤其是在疾病的恢

復期。常依賴食物調養，恢復病體。針對不同

體質、不同病證，指導病人正確選擇食物，可

輔助治療。反之，如果飲食不當，則會誘發疾

病，加重病情，或削弱療效，正確指導病人膳

食搭配，避免使用忌口食物，是飲食調護的核

心。 

彈力繃帶應用於靜脈留置針的護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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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秋妹 

(泉州市中醫院) 

 

靜脈留置針又稱套管針，作為頭皮針的換

代產品，具有操作簡單、套管柔軟、套管在靜

脈內留置時間長且不易穿破血管壁等優點，被

廣泛用於臨床
[1]
，並得到廣大病人的接受，既

減輕了病人因反復穿刺所造成的痛苦，也減少

了護理人員的工作量，提高了搶救成功率。但

置管期間常因出現回血、堵管，靜脈炎及病人

感到不適要求撥管，使置管的時間和效果下

降。本研究旨在探討彈力繃帶應用於靜脈留置

針的臨床效果，為靜脈靜滴運用靜脈留置針時

尋求更有效及更無副作的護理方法提供臨床

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2月～2012

年 8 月在我院住院的輸液病人 50 例，其中男

27 例，女 23 例，年齡 46-83 歲，平均

(65.1±5.2)歲，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

25 例，兩組間病人性別、年齡、病情、血管

條件等見表 1，經統計學處理無明顯差異具有

可比性(P 均>O.O5)。

 

表 1 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性別 疾病診斷 血管情況 
組

別 

例

數 男 女 
年齡 腦

梗塞 

冠

心病 

糖

尿病 
好 

一

般 
差 

觀

察組 
25 14 11 

62.05±4.3

1 
10 8 7 12 9 4 

對

照組 
25 16 9 

63.23±5.0

9 
11 7 7 13 7 5 

統計檢驗 
x
2
=0.0 

P=1.0 
t=-1.199 

P=0.236 
χ2

=0.0 P=1.0 χ2
=0.0 P=1.0 

1.2 靜脈留置針使用方法及護理  兩組

均選擇適合的靜脈，按常規消毒穿刺成功後，

以穿刺點為中心用無菌透明貼固定套管針(覆

蓋至套管針延長管 1cm 處)再用膠布固定套管

針 Y型的尾部。輸液完後，反折與肝素帽連接

的頭皮針乳頭與夾閉的輸液器斷開。連接注射

器均勻推注生理鹽水 3~5ml 封管。小夾子在靠

近穿刺端的延長管處夾緊，並向穿刺方向反

折，再用膠布固定。觀察組加用彈力繃帶在離

穿刺點上 1.5cm 處包裹留置的套管針。 

1.3 觀察方法  建立靜脈留置針觀察登

記本，內容為日期、患者姓名、性別、年齡、

靜脈穿刺部位、治療方案、預防措施、靜脈炎

分級。由靜脈治療護士對 50 例患者詳細記錄

1 周內兩組患者留置針的異常情況，包括滑

脫、阻塞及發生靜脈炎，如出現靜脈炎症狀，

由 2名護士共同評估分級，確保準確無誤。 

1.4 靜脈炎判斷標準 根據美國輸液護理

學會對靜脈炎所規定的標準可分為 3 度。Ⅰ

度：穿刺局部疼痛、紅腫，靜脈無條索狀改變，

未觸及硬結；Ⅱ度：穿刺局部疼痛、紅腫，靜

脈呈條索狀改變，未觸及硬結；Ⅲ度：穿刺局

部疼痛、紅腫，靜脈呈條索狀改變，可觸及硬

結
[2]
。 

1.5 統計學處理  所得資料計量資料採

用 t檢驗，計數資料採用χ
2
檢驗。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留置針異常情況比較：1 周

內觀察組留置針無滑脫病例，阻塞 1例，發生

靜脈炎 2例，而對照組滑脫病例 10 例，阻塞

3例，發生靜脈炎 8例；經統計學比較，兩組

有顯著性差異（P<0.01）。見表 2。 

 

表 2 兩組留置時間例數的比較（例） 

組別 例數 留置針異常情況 統計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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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脫 阻塞 靜脈炎 

觀察組 25 0 1 2 

對照組 25 10 3 8 

χ
2
=27.062 

P=0.000 

 

2.2 保留時間靜脈炎發生率：兩組靜脈炎

發生程度Ⅰ度Ⅱ度差異無顯著性，P>0.05，Ⅲ

度靜脈炎發生程度對照組則明顯增高，與觀察

組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0.O1），且發生率

觀察組顯著低於對照組（P<0.O1）。見表 3。

 

表 3 兩組靜脈炎發生率的比較   例（%） 

靜脈炎程度分級 
組別 例數 

Ⅰ度 Ⅱ度 Ⅲ度 
合計 

觀察組 25 1(4.0) 1（4.0） 0（0.0） 2（8.0） 

對照組 25 2(8.0) 2（8.0） 6（24.0） 8（32.0） 

χ
2
值 0.061 0.061 6.591 7.235 

P 值 0.805 0.805 0.008 0.006 

3  討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靜脈留置針發

生異常情況明顯低於對照組，靜脈炎發生率顯

著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0.O1），說

明使用彈力繃帶可以有效地減少靜脈留置針

發生滑脫、阻塞等異常情況，並可降低輸液治

療過程靜脈炎的發生率。 

採用彈力繃帶對靜脈留置針進行固定，其

優點有：因彈力繃帶彈力好而且是網狀，可根

據需要的長度和寬度來使用，只要選擇合適就

不會有緊迫感。而靜脈輸液時往往會因流汗，

或因為消毒液使膠布不粘，起不到固定作用，

而使用了彈力繃帶就能達到固定目的。且用彈

力繃帶固定可減輕針頭在血管內的擺動，降低

了針頭對血管壁的損傷，減少輸液時液體外

滲、針頭脫出的現象，提高靜脈使用率。再者，

在未使用彈力繃帶時，因延長管與靜脈相通，

當穿刺側的肢體活動或受壓時，使靜脈壓升

高，血液自然回流至套管腔內，形成血液淤

滯，容易形成小血栓，導致套管堵塞，使留置

時間縮短，而應用彈力繃帶裹套管針後，使套

管腔內形成正壓，不易引起回血，堵管，使再

次輸液暢通無阻。而對於老年者及長期消耗性

疾病的病人，因皮膚失去彈性，脂肪肌肉層變

薄，皮下組織鬆馳，對套管的包裹作用降低。

使留置管反復滑動，在置管期間又會給患者帶

來日常生活的不便，碰撞、牽拉、磨擦等刺激，

均會增加發生機械性血栓性靜脈炎的機會，導

致留置時間縮短。而應用彈力繃帶包裹套管針

後，對套管針起到了保護網的作用。降低了體

外導管與穿刺部位，磨擦移動的機率。減少對

靜脈內膜機械性的損傷，起到保護血管的作

用，靜脈炎發生機會減少。使用彈力繃帶病人

自覺增加了安全感，減少顧慮能夠安穩的睡

覺，正常活動，從而延長了套管針的留置時

間。 

綜上所述，在使用靜脈留置針時加用彈力

繃帶進行固定，不僅不會引起更多的不良作

用，而且還可以延長留置針的使用時間及降低

靜脈炎的發生率，是加強靜脈留置針使用效果

的有效方法，且其操作簡單易行，值得在臨床

上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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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安全隱患的分析和管理對策 

王瓊華 
(惠安縣中醫院急診科） 

 

 

護理安全是指患者在接受護理的全過程

中，不發生法律和法規的規章制度允許範圍以

外的心理、機體和結構功能上的損害障礙、缺

陷或死亡
[1]
，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對醫療需求

保護意識、法制觀念有了很大的增強，如果護

理人員在工作中的失誤，就會危害到患者醫療

品質和生命安全，就容易導致嚴重護理差錯事

故，導致醫療糾紛的產生。因此，加強護理安

全管理，消除各種護理安全隱患發生因素，對

確保護理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1 日常護理工作的安全隱患 

1.1 護理人員方面 

1.1.1 工作責任心不強，職業道德素質缺

乏 

執行護理操作規程不嚴格，對醫院各項規

章制度遵守不嚴格。例如不嚴格執行“三查八

對”、不嚴格按等級護理制度巡視病房，對病

情觀察不及時不細緻，未能及時發現和處理病

情變化，容易導致患者不滿意及產生醫療糾

紛。 

1.1.2 自身的業務水準不高，業務技術操

作不熟練 

工作中容易因為護理人員自身臨床經驗

不足，不能正確判斷病情突然變化，對病情變

化不能及時處理和及時報告醫生，導致病情延

誤。對新的操作技能掌握不熟練、不全面，容

易致使在技術操作過程中出現差錯事故。 

1.1.3 法制觀念薄弱，忽視患者的權益 

護理人員法制觀念薄弱，忽視患者的權

益，忽視了患者隱私權，忽視了患者的知情同

意權，沒有及時履行告知義務等均可導致護患

糾紛。 

1.1.4 不重視人性化服務，對患者實施治

療和護理時溝通不夠 

日常工作中不重視人性化服務，疏忽與患

者及家屬主動進行交流，護患交流的資訊缺

失，對護理工作解釋不到位，特別是在病情變

化、用藥指導時，如果護患交流的資訊缺失和

缺乏合理溝通技巧，就容易導致患者對治療護

理產生誤解、不滿，甚至發生護患糾紛。 

1.1.5 護理記錄中的隱患 

護理記錄真實性、及時性、準確性不夠，

如主客觀資料記錄不清，不能正確評估病情，

搶救患者後未及時記錄，護理記錄和醫療病程

記錄不符等。如發生糾紛時。護理記錄單不能

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據，護理人員將十分被動。 

1.2 管理方面 

①護理安全文化環境建設不足，思想教育

工作不到位，護理人員的安全意識不強，缺乏

有效的職業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②各種規章

制度操作規程不健全不完善，對職責、制度、

常規的落實監控不嚴。③對護理工作中各個不

安全的因素缺乏預見性，未及時主動採取措

施，對隱患發生缺乏應對預案。④對護理人員

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未定期考核，不能

針對性加強訓練。 

2 抓好護理安全隱患的管理，防範護理

工作中安全隱患因素 

2.1 構建護理安全的文化氛圍，建設良好

的護理安全文化環境 

護理安全文化是護理管理者和護理人員

對安全的態度和理解的基本認知。構建護理安

全意識的文化氛圍主要在於改變醫護人員工

作的態度，不斷改善護理人員對護理安全的態

度，從而分析護理差錯，不斷發現服務改進的

關鍵點，進一步促進安全文化環境的建設。工

作中強化以人為本，在充分尊重、關心和培養

每一位護士的基礎上，以保證患者安全，提高

護理品質為核心，使每位護士都做到誠信、尊

重、同情、耐心，以構建和諧護患關係。加強

職業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增強品質意識。護

理工作中存在各種不安全因素，究其重要原因

就是在護理安全思想意識上，因此定期進行護

理職業道德培訓和開展醫療安全教育非常重

要，必須使每位護理人員都能牢固樹立“安全

第一，品質第一”的思想觀念，必須使每位護

理人員都能自覺的遵守醫德規範，嚴格遵守各

項規章制度和技術操作規範，提高護理服務的

安全性。創建護理安全文化環境，強化信念，

以人為本是組織文化的核心，這種“軟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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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產生的協同力比“剛性”的管理制度有更

強的控制力和持久力
[2]
。 

2.2 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並嚴格落實

各項規章制度 

嚴格執行醫療規範、規章制度本身就能有

效保證醫療品質和醫療安全，最大限度減少乃

至杜絕工作中的各種不安全因素，反之就必然

出問題。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和嚴格執行各

種技術操作規範、常規和標準流程，同時對違

反規章制度的人員及事件及時進行教育、指

正、懲罰。 

2.3 加強對護理人員理論知識、技術技能

的培訓考核，加強三基三嚴訓練 

反復強化護理人員的基礎知識、基本理

論、基本技能和三基三嚴訓練，並定期進行考

核，加強新理論、新技術的培訓及相關知識的

培訓
[3]
，針對技術操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經常

組織護理人員進行討論、總結，積累經驗，全

面提高護士操作水準，觀察、處理問題和應變

能力。 

2.4 加強法律法規教育和培訓，增強自我

保護意識，規範護理記錄的書寫 

加強護理人員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有

關法律法規的學習和瞭解，強化提高法律意

識，明確護理工作中護患雙方法律問題，維護

好雙方的合法權益，提高對護理安全的意識。

規範護理記錄的書寫，保證護理記錄的品質，

護理記錄是住院患者醫療檔記錄中的一個重

要組成部分，它記載著患者治療護理的全過

程，反映了患者病情的演變，對確保患者的安

全是有重要的法律效應，所以護理記錄的內容

必須做到真實、客觀、及時和完整。 

總之，護理安全是保證護理品質的前提，

與患者的生命安危息息相關，是保證為患者提

供安全、放心、滿意的優質服務的基本條件，

也是評價護理品質最直接、最有效的指標。結

合臨床護理工作，分析護理安全隱患的發生因

素及管理對策，將提高護理工作品質落實到實

處，加強護理安全管理，切實為患者提供安

全、放心、滿意的優質服務。 

參考文獻（略） 

---------------------------------------------------------------------------------- 

 

會陰側切口甲級癒合的相關護理策略探究 

黃雅慧 

(惠安縣中醫院婦產科) 

 

 

 

會陰側切是分娩中最常用的手術之一。目

的在於縮短第二產程,加速分娩、避免在胎兒

體重過大引起的會陰重度撕裂傷,同時減少新

生兒產傷的發生。由於會陰部毗鄰尿道、肛

門，所以容易發生切口感染，影響癒合。為減

輕會陰切口癒合不良患者的痛苦和經濟負擔

我院採取了一系列的護理措施：加強心理護

理，嚴格無菌操作，提高手術品質，注重術後

護理。通過以上護理措施，基本控制了切口感

染的發生，提高了切口的甲級癒合率，臨床效

果比較滿意，現將我們的具體護理措施總結如

下。 

一、臨床資料 

選取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7 月本院行

會陰側切陰道分娩的產婦 610 例，年齡 22-35

歲，初產婦 490 例，經產婦 120 例，甲級癒合

592 例，癒合不良 18例。其中切口感染 14例，

切口裂開 4例，切口感染原因存在有陰道炎症

12 例，胎膜早破 1 例，中度貧血 1 例，會陰

切口全層裂開 2例，導致裂開的原因：切口滲

血、便秘、過早（〈12h）採取蹲位；淺層裂開

2 例均出現在 72 小時拆線後裂開，可能因皮

膚、皮下軟組織錯位所致。 

二、會陰側切口的護理 

1、心理護理：根據我院住院患者對自然

分娩恐懼心理調查表統計，初產婦 97.8%以上

的產婦對分娩有害怕心理，90%害怕分娩過程

中的會陰側切，均表示對會陰側切的作用不能

理解並不願意行會陰側切。產婦的情緒緊張，

導致交感神經興奮性增強，造成植物神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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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亂
（1）
，使原本的宮縮痛更加敏感，進一步影

響了產婦的情緒，從而進入惡性循環，甚至引

起各種產時併發症。因此助產士要根據產婦不

同的心理狀態及分娩的不同時期，給予不同的

心理護理。孕期產前檢查時給予宣教，向產婦

講解妊娠、分娩、育兒等知識；產程開始時告

知分娩是一個自然過程，指導如何在宮縮痛時

調節情緒，比如作深呼吸，按摩下腹部及腰腹

部，聽舒適的音樂，結合中醫臨產六字箴言

“睡、忍、痛、慢臨盆”，耐心指導，讓產婦

配合，從而降低產婦疼痛感，進而使產程進展

順利，降低滯產發生率，減少切口暴露時間，

減少感染機會，對會陰切口癒合具有一定意

義。 

2、術中護理要嚴格無菌操作觀念：對初

產婦宮口開 4cm，經產婦宮口開 2cm 時，可適

時給予清潔灌腸（或開塞露），提前將大便排

出，可減少分娩時的大便污染。接生準備時先

進行肥皂水消毒外陰部，繼而溫開水沖掉肥皂

水，再用 0.5%的碘伏消毒大小陰唇、陰阜、

大腿內上 1/3、會陰及肛門周圍。接生者應嚴

格按照外科洗手，進行雙手的清洗、消毒，戴

手套，穿手術衣，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污染。 

3、切口的處理措施及效果：2 例全層裂

開的產婦即送回產房，徹底清創後在靜脈滴注

抗生素的同時採取再次縫合，2 例均在術後 5

天拆線後甲級癒合出院；淺層裂開 2 例清創後

經抗炎和局部換藥治療，急性炎症控制後出

院，在家後續治療。每隔兩到三天訪視一次，

2例患者均在產後 10-30 天切口完全癒合。 

三、結果 

統計分析我院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7

月行會陰側切切口甲級 II 期癒合達 97%，未

達甲級 II 期癒合的切口出現於陰道炎，產後

中度貧血，體力消耗過度者（產程延長），胎

膜早破，皮下組織縫合錯位所致等。(注：甲

級Ⅱ期癒合標準：會陰切口拆線後切口無紅

腫，無滲出液，無裂開，癒合良好。) 

四、討論 

1、加強圍產期保健知識宣教。產前患者

有陰道炎、外陰炎，要及時診治、講解分娩知

識，第二產程指導患者正確使用腹壓及如何與

助產人員配合，避免會陰嚴重裂傷，教會患者

產後觀察和自我護理的方法。 

2、嚴格掌握會陰切開指征。除對會陰高

度水腫、有堅硬疤痕、巨大兒、早產兒等明確

適應症的患者實施會陰切開術外，一般患者不

輕易行會陰切開術（會陰切開術後併發症多，

會陰疼痛時間長）。 

3、提高整體操作技術水準。本組 2 例淺

層裂開的患者均是由工作 2 年以下的助產士

接生。因此，加強對低年資助產士操作技術的

培訓和考核尤為重要，要把會陰切口大小、控

制胎頭胎身娩出速度、縫合時徹底止血、嚴格

恢復解剖結構和正確對合皮膚切口等作為重

點考核內容。 

4、產後會陰護理不容忽視。重視產後會

陰護理，尤其是患有貧血、妊高症、產後出血

或複雜裂傷縫合時間較長的患者，在注意營養

飲食加強抵抗力的同時，更要保持會陰部的清

潔乾燥，堅持每天 2次的消毒護理。 

5、產後便秘的預防和護理。在拆線當日

或次日，切口癒合不完全，如用力排便會使切

口撕裂開。所以產後要進食適量蔬菜、水果，

保持大便通暢。如有便秘者應當及時處理。 

6、在家後續治療和定期訪視相結合用於

會陰切口癒合不良的患者是一種行之有效的

方法。一般來說，對順產患者的 2次縫合是難

以接受的，如等待切口完全癒合後出院便會增

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和生活上的許多不便，而有

的護理在家中便可得到落實，這就要求醫護人

員做好產後保健知識的宣傳講解自我護理的

知識和定時訪視。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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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骨科病人中西醫結合護理的體會 

楊詩瓊  吳月琴 

(惠安縣中醫院)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醫療水準的不

斷提高，以及人們保健意識的增強，人們的平

均壽命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據統計我國現在

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由於老年人各組織器官的

功能衰退，新陳代謝減緩，再加上患有多種慢

性疾病，恢復起來病程長、預後差、合併症多。

如何讓老年人在患病期間積極配合治療，減少

各種併發症的發生，儘快康復出院，達到生活

自理，成為我們需要積極研究的課題。骨科護

理人員一定要掌握好老年骨科病人護理的特

殊性，提高護理品質。結合臨床護理的 41 例

病人談一下護理體會。 

1 臨床資料 

2012 年 1～12 月我院共收治老年骨科病

人 41 例。其中男性 28 例，女性 13 例。疾病

分類：腰椎間盤脫出 20例，壓縮性骨折 6例，

鎖骨骨折 4例，上肢骨骨折 4例，下肢骨骨折

7 例。患者中需長期臥床者占住院病人的 60%

以上，這些病人中有半數以上的合併有其他疾

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支氣管炎、慢性

胃炎等。 

2 方法 

2.1 情志護理 老年病人入院後，生活發

生重大變化，面對的是陌生的環境，等待他們

的是各中檢查、治療、手術。許多病人或多或

少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心理應激反應，七情僅是

人的精神活動在外的表現，但長期過度的精神

刺激則引起人體的陰陽失調、氣血紊亂、經絡

臟腑功能失常。這些應激反應的出現，都不利

於疾病的恢復。讓病人保持樂觀的情緒可使營

衛流通、氣血和暢、生機旺盛，從而身心健康，

讓病人精神愉快。多鼓勵患者培養患者正確對

待疾病，戰勝疾病的樂觀情緒。 

2.2 病情觀察及護理 由於老年病人患有

各種慢性疾病，受到外界的創傷刺激後,引起

機體各組織器官的應激反應，不僅使機體的防

禦功能出現病理變化，而且還會使其他的組織

器官發生連鎖性反應，密切觀察各項生命體

征、神志、意識狀態的變化。發現問題及時呼

救，並做好各種搶救的準備工作，協助醫生進

行救治。 

2.3 防止墜積性肺炎的發生 有些老年人

有長期吸煙史，患有慢性支氣管炎、慢性肺氣

腫等慢性疾病。入院後由於長期臥床，極易發

生肺部併發症。首先要告知病人吸煙的危害

性，為了配合治療要求戒煙。鼓勵病人咳嗽，

做有效的深呼吸，促進肺的擴張，防止肺炎的

發生。病人因疼痛不敢咳嗽時，扶持和協助病

人咳嗽、排痰。必要時也可採取胸部叩擊的方

法使痰液排出。對於痰液黏稠不宜咳出者，給

於霧化吸入，每日 2次。一旦病情允許，要及

早下床活動。 

2.4 防止骨的延遲癒合 進入老年期後，

血中甲狀旁腺激素含量隨年齡的增大而升

高，動員骨鈣釋放入血，導致骨質丟失逐漸增

多，引起老年人骨質疏鬆。老年人活動量減

少，骨細胞活性降低，發生骨折後，癒合期明

顯延長或不癒合。在補充鈣劑和適量維生素 D

的同時，要合理營養，進食高鈣食物
[1]
。含鈣

高的食物為乳製品、海產品、深綠色蔬菜、核

桃、花生、大豆製品等。由於有些病人腸道缺

乏乳酸菌者較多，喝牛奶易出現腹脹，這類老

年人可飲用酸牛奶。飲食要注意食物的搭配，

防止鈣的流失。 

2.5 康復期功能訓練的護理 運動可刺激

成骨細胞的活性,老年人本身運動量就已減弱,

一旦患病或因病手術,活動量就更少了,不利

於骨折的癒合。可根據病人的病情，採取適當

的活動方式。骨折術後的病人，早期可活動健

康肢體和做傷側肢體的肌肉收縮。隨著疾病的

恢復可做傷肢的運動，促進局部的血液迴圈，

防止肌肉萎縮和關節僵直。指導老年病人進行

恢復期功能鍛煉，要有耐心，要循序漸進，防

止活動過度。老年人在離床下地做運動時，一

定要有專人扶助，防止跌傷，保證功能鍛煉的

順利進行，早日康復出院。 

2.6 預防消化系統併發症的發生 腸鳴音

恢復後，病人就可以進食了。由於老年人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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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對減弱，胃功能分泌減少，消化吸收

差。在加上長期臥床易發生腹脹和便秘，要注

意觀察患者每日的排便時間、大便次數、量和

顏色，預防便秘的發生。要保證足量的食物供

給和液體的輸入，注意飲食的質和量。給予高

營養、富含粗纖維的新鮮水果、蔬菜，多飲水，

以利大便通暢。為了防止大便不暢的情況，飯

後 30min 給予腹部按摩，刺激腸蠕動。觀察病

人有無腹脹、噁心、嘔吐及大便情況，發現胃

內容物為咖啡色，黑便時要立即通知醫生，進

行對症處理。 

2.7 預防泌尿系併發症的發生 由於老年

人腎血管硬化，腎血流量減少造成腎功能衰

退。老年人的膀胱肌萎縮，肌層變薄、纖維組

織增生、前列腺增大、尿道易纖維化、括約肌

萎縮等因素，引起排尿不暢，造成殘餘尿增多

和尿瀦留，併發泌尿系感染。要囑病人多喝

水，稀釋尿液，促進炎性物質的排出；有尿時

及時排出，不要憋尿；排尿時自覺困難，可在

膀胱不十分脹滿時用手按壓排尿，方法是置手

于病人的下腹部，左右按摩 10～20 次，；也

可以採用誘導排尿的方法，如聽流水聲、下腹

部熱敷；或採用中醫艾條灸法，穴位取關元、

氣海、中脘等。對於尿瀦留嚴重的病人採取導

尿術，導尿時嚴格無菌操作，動作要輕柔仔

細，一次導尿量以不超過 1000ml 為宜，防止

膀胱內壓迅速下降，導致休克和膀胱內出血。 

2.8 辨證施膳 老年骨科病人入院後，大

部分需要臥床休息，個人的自理能力下降，有

的病人怕麻煩別人，有意識的進行飲食控制，

減少大便次數。這對疾病恢復是不利的，要向

病人說明飲食營養的重要性。骨折早期：宜食

清淡，易消化，高維生素食物；骨折中期：宜

調和氣血，接骨續筋為主；骨折後期：以補益

為主，多食滋補肝腎，有利於加速纖維性骨痂

的鈣化。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定時進餐，根

據個人口味調整飲食，增強食欲，保證營養的

供給。 

2.9 心血管系統併發症的護理 老年人循

環系統功能衰減，心血管硬化、管腔狹窄、血

液供應減少，造成心肌缺血、缺氧。加上創傷

後的疼痛，刺激和精神的過度緊張等因素，易

誘發心肌梗死，造成病人死亡。病人入院後要

詳細詢問病史，做好各種輔助檢查，有心血管

疾病者要重點觀察。在治療過程中，一旦出現

胸前區不適、胸悶、憋氣等症狀時，立即通知

醫生，馬上搶救，防止意外發生。 

2 結果 

對我院收治的 41 名老年骨科病人的疾病

特點，我們做了深入的分析，結合他們各自的

不同心理狀態，以及對疾病的認識程度、文化

素質、社會背景、家庭經濟狀況等情況，有針

對性的實施了各種心理護理、基礎護理、生活

護理、各種併發症的預防護理，以及康復期的

功能鍛煉護理。41 名老年骨科病人在住院期

間無 1例出現併發症，恢復好，全部痊癒出院。 

3 討論 

老年病人患病後心裏變化複雜，容易產生

悲觀抑鬱的情緒，影響疾病的恢復。要採取積

極主動的護理方法，做好病人的心理護理。老

年骨科病人患病後需長期臥床，老年人由於呼

吸功能相對減弱 
[2]
，易併發呼吸系統的併發

症，要重點做好呼吸道的護理，幫助病人咳

嗽、排痰，防止呼吸系統的感染。康復期的訓

練也是不可缺少的，要耐心協助或指導，病人

進行功能訓練最低達到生活基本自理。對大小

便失禁的病人，經常保持床鋪的清潔乾燥，對

污染的床單要及時更換，加強皮膚護理。截癱

或牽引病人，入院後給予氣墊床、海綿墊或骶

尾部加防褥瘡墊，骨突出可墊海綿圈 
[3]
，防

止壓瘡的發生。老年病人是住院病人中的特殊

群體，對患病後老年病人特點的正確認識，有

針對性的採取各種護理措施，才能減少各種併

發症的發生，促進老年病人早日康復。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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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腰椎間盤突出症常見的護理問題及護理 

陳麗瑩 

(泉州市中醫院針灸科) 

 

 

 

我國是一個逐步邁向老齡化的社會,近年

來隨著生活品質的提高,醫療保健的不斷完善,

人類壽命逐年延長。加之老年群體多為次亞健

康群體,大多數處以依靠性環境生活,其疾病

的預防已經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 

研究表明老年性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在

人１：３的老齡化社會中日益增多。老年性腰

椎間盤突出症為慢性疾病，病程長、遷延不

愈，多伴有腰部形態改變和功能障礙，常表現

為反復發作的腰背疼痛，腰部活動受限，下肢

疼痛、麻木，行走困難或間歇性跛行，嚴重影

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因而老年腰椎間盤突出症

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護理問題,需

要被及時發現並給於相應的指導措施,以免影

響治療,甚至出現併發症。 

1 常見護理問題及原因： 

1.1 疼痛：大部分患者因疾病造成的疼痛

而導致生活品質下降,心情焦慮,睡眠紊亂,心

腦血管疾病復發。有些患者程強迫體位,不願

翻身,抬腿等活動,結果導致褥瘡和肌肉萎縮,

甚至會形成下肢靜脈血栓。 

1.2 憂慮：陌生的環境容易雜訊患者的不

安與緊張,有些患者出次發病就診,對此類疾

病的認識不足,對治癒缺乏信心,對愈後效果

及是否復發心存憂慮。 

1.3 恐懼：需要手法重定及骶管注射治療

的部分患者,因害怕疼痛或擔心術中發生意外

或手術失敗,導致下肢癱瘓甚至危機生命的後

果而極度緊張,解釋工作不當會使患者心情猶

豫,拒絕治療。 

1.4 自理缺陷：老年患者多因自身行動不

便價值疾病疼痛或感知能力改變,無法獨立完

成日常生活需要,易發生跌倒,墜床等危險。 

1.5 納差：老年人自身代謝能力降低,脾

胃虛弱,食物被不易消化。生病後活動量減少,

而導致胃口欠佳,進食減少。 

1.6 腹脹和便秘：飲食指導腰椎間盤突出

症患者常由於腰腿痛導致活動減少，從而引起

胃腸蠕動減慢，易發生便秘，而老年患者更易

發生便秘。便秘使排便時腹壓增高，加重腰椎

間盤突出的症狀。另外，臥床時間的延長,使

胃腸蠕動速度下降,而導致腹脹或排便時間延

長,食物在腸道停留時間延長,水分被過多的

吸收而造成便秘,加重患者痛苦,使患者不願

意進食,有意減少排便次數。而消化系統缺乏

食物刺激,胃腸道蠕動速度進一步下降,形成

惡性循環。 

1.7 中藥熏洗自護知識缺乏：由於患者對

中藥熏洗治療過程不熟悉或因自身疾病、感知

能力改變引起的。 

1.8 牽引無效：對牽引治療原理、意義及

注意事項缺乏瞭解而造成治療無效,延長治療

時間或是對病情產生負面影響 

2 護理措施： 

2.1 疼痛的護理 

做好疼痛評估,給以心理安慰,使其心理

放鬆。對因害怕疼痛而拒絕翻身、抬腿鍛煉的

要向其說明重要性,指導患者正確的翻身方法,

使其處於正確舒適的體位。受壓部位要墊小墊

枕或軟毛巾,定時按摩。如有必要使用止痛藥

物時,向患者說明藥物的功效、副作用及相關

注意事項並做好用藥後效果觀察。 

2.2 憂慮的護理 

熱情、友好的介紹醫院及科室的基本情況,

尊重患者的擇醫權利。心理護理老年性腰椎間

盤突出症患者病程長且易反復，常出現焦慮、

悲觀等情緒。通過電話聯繫，經常瞭解其病情

及心理狀況，及時給予心理疏導，多關心安慰

患者，消除其不良心理因素。鼓勵患者說出心

中的疑慮,給以細緻、耐心的解答。讓患者瞭

解到老年腰椎間盤突出症與青年腰椎間盤突

出症病例特點的區別。選擇非手術治療是因為

老年人基本上處於自限狀態,加之體能對疼痛

的耐受力下降,且多數患者都患有其他系統的

疾病,此方法治療更切合老年人的自身情況。

讓患者相信其出院後仍有醫務人員負責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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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康復治療護理，使患者對疾病的康復充滿信

心，保持最佳的心理狀態，堅持康復訓練。 

2.3 恐懼的護理 

向患者講解手法復位和骶管注射是能消

除現有不適症狀的有效治療方案,疼痛的程度

一般可以耐受。目前手法整複和骶管注射的方

法安全、可靠、效果明顯,而且主任及主管醫

師在此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不必過多的顧

慮。過於恐懼緊張會影響治療的順利進行。 

2.4 自理缺陷的護理 

患者入院後對其進行全面的評估,認真做

好基礎護理。滿足患者日常生活的合理需要。

指導功能鍛煉,培養其自理能力,鼓勵患者根

據自身情況獨立完成力所能及的日常活動。對

於有跌倒風險的患者,給予自我防護知識的指

導。在床上活動時可以加床檔保護;下床時必

須有人陪同,不能穿拖鞋下床鍛煉。 

2.5 納差 

指導患者下地或在床上行全身鍛煉,加強

食物消化。保持口腔清潔、衛生,增進食欲。

注意食物的營養均衡與合理搭配,鼓勵患者進

食,並介紹合理飲食、加強營養對於抵抗疾

病、恢復健康和預防便秘的重要性。也可根據

患者的具體情況少食多餐。 

2.6 腹脹及便秘的護理 

由於老年患者常伴有骨質疏鬆，指導其多

吃富含鈣質的食物，如牛奶、豬骨湯等，以增

加人體內含鈣量，改善骨質疏鬆狀況。給予飲

食指導,囑患者進食營養、清淡、易消化吸收

食物;多食新鮮水果蔬菜及粗纖維食物,多飲

溫開水。忌食辛辣、刺激、油膩、生硬、易產

氣之物。讓患者養成定時排便的習慣,還可定

時熱敷腹部。預防腹脹及便秘的發生,如已發

生腹脹可使用肛管排氣或遵醫囑給予藥物治

療。對於 3 天以上無大便者可每天 3 次每次

20 分鐘對腹部順時針環形按摩,促進胃腸蠕

動,必要時可口服蘆薈膠囊、麻仁潤腸丸或是

番瀉葉等緩瀉劑,以防便秘的發生,對已經發

生便秘者要通過開塞露或肥皂水清潔灌腸解

除患者痛苦。 

2.7 中藥熏洗的護理 

中藥熏洗可以起到鬆弛局部緊張肌肉,行

氣活血、消腫止痛的作用,但熏洗時前不宜空

腹、飽餐或飲酒。熏洗時溫度應適宜,不宜過

高,以免燙傷皮膚,影響治療;對於有高血壓、

心臟病、糖尿病的患者應有專人攜帶備用藥物

陪同熏洗,告知患者如有不適及時通知醫護人

員,並加強巡視。熏洗後及時包裹好腰部並用

毛巾擦幹頭髮,注意加衣保暖,防受涼感冒。熏

洗後應多飲溫開水,防止大量出汗脫水引起虛

脫暈倒。 

2.8 牽引的護理 

牽引對於恢復腰椎正常生理曲度及腰背

肌彈性有良好效果。不僅對近期內解除疼痛必

要,對於遠期手法整複也有重要的意義。牽引

應在用餐結束半小時後進行,牽引帶鬆緊適宜,

手法輕柔,防止醫源性損傷。牽引繩上不能壓

衣服被褥等物品;雙足不能蹬床欄;牽引錘懸

空;牽引時間、重量、角度要遵醫囑,不能隨意

改變。 

2.9 家庭康復護理 

由於醫療資源緊張或經濟條件等，許多病

人不能長時間住院治療，家庭康復護理則顯得

尤為重要。因此，健康教育須向患者詳細講解

老年性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病因、誘因、臨床表

現及特點，並講解出院後家庭康復護理的重要

性、注意事項及相關知識，同時取得家屬的配

合。囑患者注意保暖，防止感冒、咳嗽，避免

重體力勞動，注意站、坐、行和勞動姿勢，宜

臥硬板床，加強腰部保健，避免彎腰久坐、突

然轉體扭腰及腰部負重，必要時佩戴腰圍帶，

以減少再次腰椎損傷的發生。 

老年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是一個特殊的

就醫群體,在護理工作中需要有耐心、愛心、

責任心;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善於發現問題,運

用交流技巧和熟練的護理技術解決問題的能

力。不僅要求護理人員熟練的掌握專科知識,

瞭解患者病情及時制定護理方案,還需要預防

患者其他心理、生理問題的出現,有預見性的

做好相關的護理措施,時患者能夠積極、樂

觀、安全、有效的接受治療,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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顱腦外傷的手術配合 

盧秀珠 

(德化縣中醫院手術室) 

 

 

  

顱腦損傷創傷較重，病情危急，針對顱腦

損傷的特殊性，爭取時間，儘早治療或許能挽

救病人的生命顱腦損傷常見的情況是腦損傷

引起的顱內血腫，表現為顱內壓增高及感覺運

動障礙。其臨床症狀主要是頭痛、嘔吐及意識

障礙。其中需要手術的患者大多數情況處於昏

迷或淺昏迷的狀態，病情變化快，死亡率高，

需要迅速進行手術搶救治療。特別是緊急手

術，處理是否妥當、及時，對預後起決定性作

用。我院對顱內血腫 45 例病人施行手術治

療，期間通過手術醫生、麻醉醫生及護士的密

切配合，不斷提高治癒率，取得了良好的治療

效果。現根據顱內血腫手術特點的分析，淺談

如下的手術配合。 

1．臨床資料 

本組45例，男28例，女17例，年齡3~68

歲。受傷原因有高處墜落和跌傷、交通事故，砸

傷等。所有患者均行氣管內插管靜吸複合全身麻

醉。 

2．術前準備 

⑴術前做好各項必要的檢查，接病人時，

注意檢查及核對病人姓名及手術區的皮膚清

潔，有否活動性假牙及裝飾品並點收由病室帶

來的各種用物。對病人及家屬提出的各種問題

進行耐心的解釋工作，對昏迷或者神志不清的

病人要有專人看護。 

⑵手術室內備好搶救藥品、器械，如監護

儀、呼吸機、氣管插管全套設備等。並認真檢

查電刀、中心供氧及中心吸引和電源性能是否

完好，確保手術中運轉正常 

⑶迅速建立有效的靜脈通道，並按醫囑及

病情調節液體滴入的速度，協助麻醉醫生做好

全麻插管工作。 

⑷顱腦手術的體位以顱內血腫的位置而

定，大多數採取仰臥位，頭偏向健側，頭下墊

一頭圈。雙手分別固定在身體二側，雙膝蓋用

寬布帶固定，以免病人躁動時跌落手術臺及保

護靜脈通路而不被干擾。總之，無論擺放哪種

體位，都要做到保證病人舒適、安全，有利於

麻醉醫生監護病人，並且要使手術部位充分暴

露， 便於進行手術。 

3．病情觀察 

嚴密觀察病人的病情變化情況，顱內血腫

的病人病情都比較險惡，術中隨時都有可能發

生意外，巡迴護士應對病情做到心中有數，協

助麻醉醫生密切觀察病人的血壓、脈搏、呼

吸、膚色、溫度、尿量及失血量等情況，如發

現異常應及時向手術醫生和麻醉醫生報告，必

要時協助處理，使病人能順利通過手術關。 

4．術中配合 

⑴保證靜脈通道通暢，一般應給建立二條

靜脈通道，一條要保證藥物供給，如麻醉藥

品、升壓藥、脫水劑等。另外一條保證補充血

容量，維持有效血循環，並做好輸血準備。 

⑵巡迴護士要堅守工作崗位，不可擅自離開手

術間，保持室內清潔、安靜，注意調節室內溫度，

並迅速供應臺上所需的手術物品，及時瞭解手術進

展情況，積極配合使手術能順利進行。 

⑶洗手護士要提前 20 分鐘洗手，與巡迴

護士共同清點臺上的所有器械、敷料、止血腦

棉片、針、線等用物，並認真做好記錄。手術

過程中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傳遞器械要准、

穩、快，積極主動配合手術，確保手術順利進

行，爭分奪秒為手術贏得時間。隨時保持器械

台、手術野井然有序，並嚴格執行無菌操作規

程。術中用過的器械、紗布、腦棉片等要及時

如數收回，避免遺留在組織間隙及影響手術野

的暴露。關顱前要與巡迴護士再次認真清點臺

上的一切用物，並按記錄單上的數位核對，正

確無誤後方可縫合。 

5．術後護理 

手術結束後，協助包紮好傷口，固定引流

管，搬動病人時，要注意保持頭部處於靜止狀

態，防止引流管脫落或堵塞等，保持呼吸道通

暢，及時清除分泌物，隨時觀察病情變化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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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給予處理，最後與麻醉醫生共同護送病人至

病房，並做好詳細的交班工作。 

顱腦損傷病人因其損傷部位的特殊性，出

血多、創傷重，常常威脅病人的生命，需爭分

奪秒，醫院各環節都需緊密配合，建立綠色通

道，以最快的速度進入手術室，儘早手術挽救

病人的生命。為拯救每位顱腦損傷病人的生命

去贏得時間，在整個手術配合搶救過程中忙而

不亂，從而提高工作效率，保證手術順利進

行，提高顱腦損傷患者的搶救成功率。

 

--------------------------------------------------------------------------------- 

 

淺談手術室護士職業危害與自我防範 

陳靖霞 

(惠安縣中醫院手術室) 

 

 

 

【摘要】 目的 探討手術室職業危害及自

我防範措施，提供安全手術環境。方法 通過

對手術室的現狀，常見問題，預防及措施進行

分析，並對其自我防範提出具體建議。結論 手

術室護理工作每一環境都必須認真細緻，規範

操作行為，儘量減少或降低手術室護理人員的

職業危害。 

【關鍵字】手術室、職業危害、自我防範。 

隨著現代技術的迅猛發展，手術室這一特

殊科室是進行手術診療和搶救的重要場所，目

前已被列入醫院的高危易感科室，在醫院佔有

重要地位。手術室護士的工作內容有了更廣的

範疇，對手術室護理品質有了更高的要求，同

時也給手術室護士心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有

調查表明，因手術室護士高風險的職業和多種

壓力的影響，極易對手術室護理人員的健康造

成極大的威脅，因此如何科學的自我防護，正

確使用安全器具及免疫接種，規範操作行為，

完善銳器傷處理，防止因職業暴露而導致的疾

病，勢在必行。   

1 導致手術室護士心理壓力的因素 

1.1 手術室環境因素---手術室進行物品

浸泡使用的化學消毒劑對人體有一定的毒性

作用，如福馬林對人體黏膜、呼吸道有刺激作

用，可引起流淚，支氣管哮喘，並有致癌作用;

環氧乙烷能激發細胞突變，並具有累積作用，

對人體肝、腎、血液等器官易造成損害;過氧

乙酸、高錳酸鉀對皮膚和黏膜均有刺激性和腐

蝕性。進行空氣和物體表面消毒的紫外線對人

體的皮膚和黏膜有刺激作用，直接接觸會損傷

皮膚及黏膜，導致潰瘍、糜爛。手術中使用的

X 線機或 CB 機釋放的射線易造成人體白細胞

減少、生育力下降等。手術當中使用的一些儀

器設備、醫療材料對人體也有不同程度的傷

害。如高頻電刀在切割肌肉、脂肪組織時產生

毒糊焦臭味，骨科進行人工關節置換術常用化

學藥物骨水泥與溶解劑混合，產生強烈刺激氣

味，。手術要求手術室內環境溫度在 22℃～

26℃之間，需要空調來調節溫度。長期在空調

環境中工作，易使人頭暈、疲乏、注意力不集

中。 

1.2自身心理因素---手術室護士經常要

面對手術患者緊張、恐懼的面孔，手術中各種

創面、壞死組織、惡性腫瘤等刺激對護士的心

理會產生恐懼影響，經常接受這種刺激會導致

護士神經過敏，過分擔憂自己及家人的身體健

康。經常接觸患者的血液、唾液、排泄物容易

被傳染各種疾病;銳利器械、針頭易造成損

傷，形成感染途徑，感染源容易侵入身體。害

怕器械、紗布遺留在患者體腔內是護士最大的

心理壓力。與醫生溝通不良，擔心不能配合好

手術、延緩手術時間是手術室護士的另一心理

壓力源。許多患者認為手術成功只是醫生和麻

醉師的功勞，有少數醫生也輕視護士的作用，

護士的付出不能得到認可，也會造成護士心理

的不平衡。 

1.3 社會因素--- 社會不安全因素的增

加、外力傷、刀刺傷、車禍傷害的患者增多。

特別是經常遇到素質低或酗酒的患者及家

屬，不但影響正常工作，且經常造成環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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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急症患者病情變化快、後果難以預料，患

者及家屬在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難以接受後

果，往往會出現急躁不安的情緒。新的護患關

係和患者及家屬法律意識不斷增強，對護理工

作提出了新的挑戰、護士經常擔心工作中出現

差錯事故，稍有不慎導致醫療糾紛。有關部門

對突發事件干預不及時，護士易產生恐懼和委

屈心理。 

2 自我防範措施 

2.1 強化手術室護士職業意識和技能教

育，塑造良好的職業形象和職業心態 經常監

測手術室空氣品質，保證符合品質標準  有條

件的醫院應安裝層流設備。術前準備好病人，

儘量減少攝片次數，攝片時要穿戴防護工具，

患者情況允許時可暫時回避，孕期護士避免接

觸，接觸放射線要做好防護，穿鉛衣。 

對電刀、電凝術中使用所產生的煙霧、焦

味，採用吸引裝置及時吸取、攪拌骨水泥時儘

量在密閉的空間內進行,。在空氣消毒時，禁

止進入手術間，避免直接照射紫外線。加強手

術室的空氣流通，進行紫外線空氣消毒前可每

天定時通風換氣，對空調防護網每週清洗消毒

一次，減少因空調的使用而造成的空氣污染。

空氣淨化器應每天定時開設。  

2.2 接觸患者的血液、唾液、排泄物時應

戴口罩、手套，並嚴格掌握各種消毒劑的使用

方法和濃度。不用手直接接觸針頭、手術刀等

銳利器械。傳遞手術刀、剪應用彎盤盛裝，傳

遞注射器應套上針套。被污染針頭等銳利器械

損傷後應立即擠出傷口內血液，徹底沖洗傷

口，消毒，並跟蹤檢查。若為乙肝表面抗原陽

性患者的血液污染，處理傷口後，立即注射乙

肝抗病毒血清。任何能經皮膚黏膜或血液傳播

的疾病的分泌物、排泄物、血液接觸傷口後，

都要特別引起注意，及時正確處理，定期進行

健康檢查。 

2.3 嚴格執行手術室工作制度  術前充

分瞭解手術情況，做好術前準備，工作時認真

負責，一絲不苟，器械護士和巡迴護士共同做

好手術前、關腹前、關腹後器械紗布的清點、

登記工作，並隨時注意觀察手術進展，有預見

性地準備手術所需物品，保證手術順利進行。 

提高自身保護意識，加強心理訓練及培訓  調

整潛意識中對自身的評價，學會應對緊張的技

巧，提高對心理壓力的承受能力。並做好患者

的心理護理，減輕其對手術的緊張、恐懼。提

高自己的溝通能力，減少醫護間不必要的誤

會。 

2.4 良好的社會環境，健全的法律法規  

新的《醫療事故處理條理》出臺，標誌著我國

醫療護理服務已納入法制化軌道。手術室護士

應增強個人維權意識，認真學習國家的法律、

法規。各級領導應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防止護

士因遇到突發事件引發的心理危機。建立護士

心理諮詢、督導機構，對她們的心理健康進行

維護。 

3 體會 

手術室醫護人員要充分認識到手術室環

境中危害因素對手術室人員的影響，嚴格遵守

各項操作，遵守手術室各種法律、法規，定期

對手術室護士進行健康體檢，做到防患於未

然，確保護理人員的職業安全。 

-------------------------------------------------------------------------------- 

 

淺析情志致病與心理護理 

駱青青 

(惠安縣中醫院) 

 

  

情志在祖國醫學中是一重要的概念，其既

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又是影響疾病發生發

展及預後轉歸的重要因素，瞭解疾病發生的情

志因素及疾病發展過程中病人的情志變化，對

於疾病的治療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情志即：

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致病，古

人尤其重視“心”這一器官，它實際上就是指

神經系統，心為五臟六腑之主宰，“心藏

神”，七情中任何情志的失調都可以傷

“心”，“心”傷可影響其他臟腑的功能變

化，故《靈樞•口問》曰：“悲哀愁憂則心動，

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據記載：明清兩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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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致病占整個就診人數 8%，《中醫心理學》記

載百例病中，七情致病占 57.8%。現代醫學也

通過大量的的實驗證明了情緒變化與直接控

制人體各種生命活動和物質代謝活動的大腦

邊緣系統，植物神經系統有密切的聯繫。 

七情是導致疾病的重要因素，然而人體在

身患疾病之時，不管是情志致病還是其他因素

致病，因受疾病痛苦的困擾，往往產生不良的

情緒變化，反過來又加重疾病的病情。因此，

情志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疾病發生後間接的病

理產物。不良的情緒變化幾乎貫穿於疾病的發

生、發展、變化過程中，這樣在疾病的治療過

程中，心理護理就顯得尤其重要。正如人們所

說的“聽君一席話，勝服數年藥”。然而，人

各有其不同的性格、涵養，閱歷，其受生活社

會環境的影響，心理變化也各有千秋，所患疾

病及患者病後的心理變化也不一樣，《靈樞•

通天》曰：“人有陰陽……蓋太陰之人，少陰

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

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因而

施護亦應講方究法。常言道“心病還需心

醫”，《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提出：“怒傷

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

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各

種心理活動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繫。中醫學在

臨床治療中強調辯證施護，對於不同的致病因

素及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同心理變

化，應予具體的辯證施護，以祛除病態的心理

因素，縮短治療時間。這樣就必須在日常護理

工作中做到:樹立一心一意為病人解除痛苦的

責任心，誠懇、謹慎對待病人，全方位瞭解病

人的所需所求，所惡所喜，所苦所慮等。建立

良好的醫患關係，施予以情治情之法，開導病

者心理糾葛，消除心理障礙。 

總之，七情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疾病的病

理產物而加重疾病，疾病的治療離不開瓣證施

護，以情治情，因此，應注意病人的心理調節，

配合藥物疏導，調達情志，使病人保持良好的

心理狀態，避免不良情緒的產生，使機體陰陽

平衡，氣血調和，經絡暢通，臟腑功能恢復正

常。 

--------------------------------------------------------------------------------- 

 

 

神經衰弱的辨證施護 

吳月琴 楊詩瓊 

(惠安縣中醫院骨科) 

 

 

神經衰弱是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的一種臨

床表現。中醫又稱為不寐、失眠或不得眠，是

指經常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特徵的病證。輕者難

以入寐或寐而易醒，醒後能再睡，亦有時睡時

醒，寐以不實者。嚴重者則徹夜不眠。本證可

單獨出現，但常伴有頭暈頭痛、心悸、健忘、

乏力等症狀。在臨床護理中十分多見，嚴重影

響著病人的身心健康，我院在護理實踐中採用

了中醫辨證施護的方法，從情志、飲食、生活

起居、傳統中醫療法等各方面綜合進行調護，

取得了一定的療效。 

辨證施護措施： 

1. 肝火上升型：症見心悸而煩、急躁易

怒、失眠多夢、脈弦細數。 

1.1 做好情志護理，囑患者遇事冷靜，活

躍休養生活，使之心情舒暢、情緒穩定。 

1.2 飲食可選用具有清肝瀉火、養心安神

作用的食物，如：菠菜、油菜、薺菜、冬瓜、

苦瓜、竹筍、鮮藕、芹菜、黃花菜、小麥、桑

椹、梨、桃、葵花子、綠豆、桂圓、雞蛋、羊

肉、鴨肉、烏骨雞、蜂蜜等。 

1.3 睡前可戶外散步，順暢氣機，有利安

眠。 

1.4 可針灸神門、內關、曲池、太陽等穴

位隔日一次，按摩天庭、印堂、太陽穴、耳廓

背溝處各 30—50 下，按摩手心、足心、湧泉

穴 100 下。 

2. 氣血兩虛型：症見心悸失眠、夢多易

醒、頭暈健忘、食欲不振、精神倦怠、脈沉細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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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為患者創造安靜舒適的睡眠環境、勞

逸適度、避免思慮過度，養成良好的飲食習

慣，勿暴飲暴食，晚餐勿過飽宜清淡，寢前不

吃零食。 

2.2 飲食可選用具有健脾益氣、補血養心

作用的食物，如：粳米、糯米、小米、黃豆及

製品、大麥、胡蘿蔔、南瓜、番茄、奶類、人

參、鯉魚、桂魚、豬肝、豬肚、牛肉、羊心、

兔肉、鴿蛋等。 

2.3 睡前不交談不愉快的問題、避免情緒

激動。 

2.4 可針灸神門、內關、三陰交、足三裏

或耳穴壓豆心、脾、神門穴，睡前按摩合穀、

足三裏穴各 50—100 下。 

3. 心腎不交型：症見心悸不寧、虛煩不

眠、健忘、盜汗、腰酸膝軟、遺精、脈弦細數。 

3.1 病室宜涼爽、忌燥熱、勿過勞、節房

事、囑患者睡前溫水泡洗雙足，有助安眠。 

3.2 飲食可選用滋陰清熱、通交心腎的食

物，如糯米、紅棗、百合、酸棗仁、枸杞、銀

耳、鵝肉、豬肺、豬胰、冬瓜、苦瓜、茄子、

鯽魚等。 

3.3 可針神門、內關、三陰交、心俞，但

不可灸。耳穴埋豆心、腎、神門、交感、皮質

下等穴位，按摩腎俞、湧泉穴各 50—100 下。 

 總之，中醫認為神經衰弱多系心脾兩虛

或陰虛火旺所致，治療時應按辨證施治原則，

可選擇不同的處方，如複方棗仁膠囊、安神補

腦液、人參歸脾丸、七葉安神片等。加之採用

心理、行為治療方法，配合針灸、推拿、拔罐

等傳統中醫療法。對解決失眠，提升睡眠品

質、緩解頭痛、眩暈、疲憊等現象；疏解緊張、

焦慮、抑鬱情緒、改善記憶力減退等不適症

狀，可取得較滿意的療效。因神經衰弱之成因

眾多。病程較長，應鼓勵患者樹立信心，根據

各自體質積極進行治療。 

--------------------------------------------------------------------------------- 

 

 

實習護生在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依從性調查與對策 

 朱婉萍
 
  曾麗蓉

  

（泉州市中醫院） 

 

 

洗手依從性主要是指醫務人員在治療護

理工作中能夠堅持必要的洗手次數，並且洗手

的步驟、時間和範圍都符合規定
【1】〕〕〕

。醫院每

年都要接受各院校的護生參與臨床診療工

作，這個群體的手衛生情況應引起足夠的重

視。護生在實習期間，靜脈輸液是其最常執行

的一項操作，有研究表明，靜脈輸液後護理人

員手部帶菌量明顯增加，如對手的清洗和消毒

不充分，極易將手上病原菌傳播給另一患者，

從而造成醫院內感染的發生
【2】
。由於護生在校

教育期間，手衛生僅在相關醫學課程中提及，

沒有受到全面、系統的手衛生知識教育
【3】
，加

上帶教老師本身洗手依從性就不容樂觀
【4】
，鑒

於護生手衛生問題可能成為醫院感染的隱

患，因此對實習護生在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依

從性進行調查，以探討對策。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物件） 

2011 年 5月至 2012 年 5月，在本院實習

的某院校護理專業大專生 49 人，均為女性，

平均年齡 19.2 歲。 

1.2  方法   

1.2.1  觀察及設計原則 

觀察的地點選擇在各病區；要求護生要根

據衛生部《醫務人員手衛生規範》的原則進行

洗手；洗手次數：根據靜脈輸液操作規程的要

求，操作前後要洗手，連續靜脈輸液過程中，

兩患者間應再次洗手；按照以上內容進行了表

格設計；最後對各科院感質控員進行調查表格

內容的培訓。 

1.2.2  調查方法 

1.2.2.1  2011-9-5 至 2011-10-15，根據

預先設計的表格內容，在不告知實習護生及帶

教老師的情況下，由科室培訓人員對觀察物件

在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情況進行隱蔽性觀

察。要求必須是連續兩個患者以上靜脈輸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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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個觀察對象要觀察 

連續靜脈輸液 5次，及時記錄觀察情況。 

1.2.2.2  分析調查結果，針對存在問題

採取相應整改措施。 

1.2.2.3  2011-11-5 至 2011-12-5，再次

根據預先設計的表格內容，由科室培訓人員對

觀察物件在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情況進行隱

蔽性觀察。 

1.2.3  統計學方法 

建立資料庫，採用 SPSSII17.0 對調查資

料進行統計學分析，執行率和正確率的比較採

用 x
2
檢驗。 

2 結果 

在觀察期因各種原因無法進行兩輪連續

靜脈輸液中洗手情況隱蔽性觀察的護生，予以

剔除，最後觀察的人數為 38 人次。 

 

表 1 實習護生在兩輪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情況 

觀察項目            第一輪                             第二輪 

           應洗手  洗手  未洗  正確洗手       應洗手  洗手  未洗  正確洗手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輸液前      190    38     152     6            190     91      99    48 

連續輸液中  190    25     165     3            190     105     85    55 

輸液後      190    161     29    21            190     181     9     121 

表 2 實習護生在兩輪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執行率對比 

 分組    輸液前     輸液中      輸液後                x
2
          p 

（%）     （%）      （%）                

第一輪     22.4       15.2        84.7 

第二輪     52.7       55.2        95.2 

 17.10       0.000 

注：兩輪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執行情況相比，P＜0.01，其差異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表 3 實習護生在兩輪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正確率對比 

  分組    輸液前     輸液中      輸液後                x
2
          p 

（%）     （%）      （%）                

第一輪     22.4       12.0        13.0 

第二輪     67.6       52.4        66.8 

    

228.21      0.000 

注：兩輪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正確情況相比，P＜0.01，其差異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3.1  實習護生在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依

從性的調查分析 

3.1.1  從表 1 第一輪觀察中不難看出，

實習護生在臨床為患者進行連續靜脈輸液中

洗手執行情況不盡人意。 

3.1.2  帶教老師存在的問題：近年來，

隨著醫院規模的不斷擴大及護士待遇等因

素，導致護士嚴重缺編或流失，護理人員工作

處於超負荷狀態，帶教老師洗手依從性低
【5】

，

對實習護生洗手依從性有直接的影響。帶教老

師對手衛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本身沒有按規

範進行洗手或手消毒，或在指導護生進行連續

靜脈輸液時，未重視對手衛生的帶教，沒認真

做好督促工作，導致護生洗手依從性差。 

3.1.3  護理管理存在的問題：護士長為

了節省科室開支，沒有備足快速手消毒劑，洗

手設施不完善；對連續靜脈輸液中，護士及護

生的手衛生監管不嚴；宣傳教育洗手重要性的

力度不夠。 

3.1.4  實習護生存在的問題：首先，護

生在校期間手衛生相關知識有限。有調查表

明，護生在學校獲得的手衛生知識僅占

19.33%，從學校教學中獲得的正確洗手方法也

僅占 28.0%
【6】
，可見護生的手衛生教育知識相

當缺乏，與其洗手執行率和正確率有關。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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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在醫院內雖然有進行院感相關知識培

訓，但始終難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旦工作

忙，也就忽視手衛生規範了；其次是實習護生

不能充分認識到醫務人員手上攜帶的細菌是

醫院感染的主要致病菌，甚至認為洗手是為了

保護自己不受到污染，意識不到細菌可通過自

己的手傳播給病人。從表 1可看出輸液結束後

洗手率最高；再就是六步洗手法步驟多，護生

覺得繁瑣，還擔心多次洗手會傷害到皮膚等，

從而簡化了步驟，以致造成洗手正確率低。  

3.1.5  從表 2、3還可以看出，實習護生

在臨床為患者進行連續靜脈輸液中洗手執行

率和正確率二輪進行比較，第二輪明顯提高。

說明在實際臨床工作中，發現問題要及時整

改，則能有效避免問題的擴大化。 

3.2  應對措施 

3.2.1  提高實習護生洗手依從性的認

識。實習護生在進入臨床之前，崗前培訓要加

強護生的職業道德教育，使其能增強工作責任

心。醫院感染相關知識應做為崗前重點培訓專

案之一，尤其是手衛生的規範要做為重點中的

重點，使護生正確認識手衛生與醫院感染的直

接關係，從思想上先引起重視。進入臨床後，

由每科總帶教對護生進行洗手示範及培訓，並

做為出科考試的必考專案之一，使護生能結合

臨床實際護理工作，尤其是在連續靜脈輸液中

形成洗手規範，掌握手衛生概念、洗手指征、

及洗手的正確方法，從被動洗手到主動洗手，

逐步提高洗手依從性。 

3.2.2  帶教老師洗手依從性直接影響護

生洗手依從性。帶教老師要時刻牢記老師的職

責，因為老師隨意或不經意的教學語言或教學

形為動作，會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學生的學習

過程並被學生所接受，對護生會造成負面影

響。帶教老師不僅自已要主動規範洗手，而且

要對實習護生的洗手進行監督，重點監督上午

集中治療時段，此時工作量大、時間緊，可觀

察實習護生在為不同患者或同一患者連續兩

項治療和護理時，是否按要求正確洗手。 

3.2.3  護士長應選擇具有敬業精神、有

嫺熟規範操作技能的護師以上職稱的人員擔

任帶教。要重視和加大手衛生重要性的宣傳力

度，如在洗手池邊上張貼洗手示意圖，使護生

能養成正確洗手的習慣；讓病人與家屬參與監

督；每月推出洗手標兵等。護士長勤儉節約固

然是好事，但決不能節約在對患者可能造成傷

害的環節上，如科室應在每部治療、護理車上

都必須配備快速手消毒劑，隨時都能方便護士

護生洗手；安裝熱水裝置，改善洗手設施等，

以提高醫護人員對洗手規範的依從性。 

3.2.4 護理部與院感科要加強護理人員

手衛生相關知識的教育，定期有計劃地進行手

衛生規範的培訓，同時加強洗手監測和品質控

制。經常組織相關人員檢查護理人員手衛生執

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將手衛生知識與

技能，納入醫務人員“三基”訓練或崗前培訓

與考核內容中，對多次檢查不按要求規範洗手

的醫護人員應給予相應的經濟處罰，使其牢固

樹立規範洗手的行為，不斷提高手衛生重要性

的認識。 

4 結語 

  手衛生工作任重而道遠，提高實習護生

在連續性靜脈輸液中手衛生依從性，必須先加

強對醫護人員進行手衛生管理，尤其是提高醫

務人員手衛生的依從性。要注重護生崗前和科

室不定期的手衛生知識培訓及考核。護理部和

院感室要定期組織檢查，科室護士長要做好監

督，帶教老師要“從我做起”，只有這樣才能

提高護生洗手的依從性，降低醫院感染發生，

保障患者醫療護理安全。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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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護理在手術室護理中的運用 

柯淑蘭 

(惠安縣中醫院手術室) 

 

 

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和護理改革的深

化，人們對護理工作提出了更為人性化的要

求，如何將“以患者為中心”的整體護理在工

作中更加具體化，是目前護理工作急待解決的

問題。舒適護理是患者最希望得到的基本需要

之一。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隨機抽查 120 例手術患

者，其中男 49 例，女 71例，年齡 16-78 歲，

平均 35.5 歲。普外手術 28 例，骨科手術 19

例，手外科手術 8 例，痔瘡手術 5 例，剖宮產

術 54例，宮外孕手術 2例，子宮全切術 4例。 

1．2護理方法 

1．2．1術前訪視：術前一天手術室巡迴護

士根據手術通知單到病房對患者進行訪視，瞭

解患者病情、年齡、診斷、手術名稱、手術方

式以及既往史、家族史、過敏史和各項檢查情

況。向患者提供有關手術、麻醉及術後恢復過

程的信息，幫助患者樹立信心，解除思想負擔，

消除緊張情緒，真誠撫慰，滿足他們的心理舒

適，使患者以最佳的心理狀態配合手術。 

1．2．2 術中護理：手術當日醫護人員應

對手術室的溫度、濕度等各項環境條件進行最

佳舒適的調控，巡迴護士應主動熱情接待患

者，認真查對，加強心理護理，從患者的角度

出發，多為患者著想，取得患者的信任和依

賴，以增強患者術中舒適度。在手術和病情允

許且不干擾麻醉和手術進行的情況下，盡可能

地將患者安置在舒適的手術體位，以不影響呼

吸和迴圈，不使肢體神經受壓或過度牽拉，以

防造成麻痹、手臂不可外展過度，截石位時，

托腿架要調節好高度和外展度，特別是老年人

外展度不宜過大，以免骨折，四肢有畸形的在

關節下墊軟枕，保持其功能位置，一切操作均

要穩、准、輕，避免給患者帶來任何不良刺激，

確保患者的舒適與安全。術中適當撫觸患者的

肌扶，如輕握患者的雙手，可使患者感到心理

舒適，並告知患者手術很順利。術中如有異常

聲音，如電鑽、電刀、鑿骨的聲音時，及時告

訴患者並說明這些對身體無害，減輕患者因雜

訊引起恐懼所帶來的不適，並注意觀察病情變

化，嚴密觀察患者生命體征，如患者出現煩燥

不安，要做好安慰和解釋。並與其交談分散注

意力，注意不進行與手術無關的交談。 

1．2．3 術後舒適護理：手術結束後，

幫助患者儘快麻醉蘇醒，用溫鹽水擦淨患者皮

膚上的血液和消毒液，固定好敷料，引流管。

若病情允許為患者穿好衣褲，蓋好被單，注意

保暖。搬運患者時要注意動作平穩輕柔，同時

保護好傷口和各種引流管及靜脈輸液管道，安

全的把患者送到病房，將患者安置在床上後詳

細的向病房護士交班，告知患者及家屬手術順

利及術後可能出現的併發症，並給予一定的術

後指導。鼓勵和指導患者進行早期活動和功能

鍛煉，以及一些必要的衛生指導，術後 2-3

天隨訪，瞭解患者病情及傷口情況，並進行滿

意度調查，進一步提高護理品質。 

2 結果 

由於手術室護士對患者進行了術前、術

中、術後的全程護理服務，既增加了患者的被

尊重感，又改善了護患關係，調動了患者在整

個手術中的主觀能動性，使患者在生理和心理

方面獲得滿足和安全感，因此所有手術患者均

順利完成手術，術後隨訪患者滿意度達

99.1%(119/120)。 

3 討論 

舒適護理是一種整體的、個性化的、創造

性的、有效的護理模式，它賦予手術室護理工

作以新的內涵。提高護理服務品質，為患者提

供更加人性化的圍手術期服務，不僅是社會的

要求，也是提高手術室護理業務素質的需求。

將舒適護理運用於手術室護理工作中，徹底改

變了傳統醫學模式的影響，提高了患者心理、

生理兩個方面的舒適度，使患者感到人文關

懷，在手術過程中充滿信心，減少併發症的發

生，為患者營造和諧、溫馨、充滿人性化的就

醫環境，真正多樣化、全方位體現對患者的人

性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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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按摩在初孕者人工流產術中的應用 

陳錫紅 黃雅慧 陳淑美 

(福建省惠安縣中醫院婦產科) 

 

 

人工流產是因非意願和非計畫內妊娠而

導致計劃生育失敗後所採取的補救措施，操作

簡便，手術時間較短，也相對安全，但畢竟是

一種侵襲性的方法，造成病人軀體一定程度的

創傷，而且還會給病人的心理和精神帶來損

害。本研究通過護理人員陪伴，將穴位按摩應

用於人工流產手術的術前、術中、術後，旨在

減輕患者的痛苦，降低人流綜合征的發生，確

保患者的身心狀況得到良好的調節，取得一定

的成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 1月—10月在本院行人工流

產手術的患者 112 例，其中最小年齡 16 歲，

最大年齡 28歲，平均年齡為 24±3.21 歲。隨

機分為對照組 56 例和干預組 56例，兩組患者

年齡、孕周方面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P＞

0.05），具有可比性。入選條件：①均為初孕

婦；②既往身體健康，無生殖器官急性炎症，

無高血壓、心臟病、癲癇病及過敏史；③妊娠

周數為 6-10 周，經 B超確診為宮內妊娠者。 

1.2  方法 

兩組患者採用常規的人工流產方法，干預

組安排護理人員陪伴，將穴位按摩應用於人工

流產的術前、術中、術後。具體方法如下。 

1.2.1  術前健康教育：患者因初次妊娠

流產，對手術存在一定的恐懼感，加之擔心手

術影響再次妊娠，特別是簽署《手術知情同意

書》等文書，患者易產生恐懼、焦慮、緊張等

不良情緒。因此，患者一入院，安排護理人員

陪伴，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耐心細緻地向病人介

紹手術的方法和優點、安全性，及計劃生育方

面的知識，讓她們對手術有一定的瞭解，同時

按壓內關、神門、合穀、足三裏、三陰交穴，

手法以點、按、揉相結合，先用拇指指腹在穴

位處輕柔、和緩地揉動 1 min，再用拇指指端

按壓此穴 2 min，按壓力度以病人出現酸、麻、

脹的感覺為宜。可以安定情緒，解除病人的思

想負擔和顧慮，讓患者感到親切、安全、放心，

以最佳的狀態配合手術。 

1.2.2  術中關懷：創造人性化的環境，

保持手術室安靜，溫度濕度適宜，室內整潔。

醫護人員在手術時，技術操作應規範、嫺熟、

穩重，且動作輕柔，儘量減少受術者的身體暴

露,勿讓受術者看到血染的器械和紗布，盡可

能避免器械撞擊和電動吸引器發出的雜訊，減

少有可能引起病員情緒波動的各種刺激,以免

增加受術者的痛苦,保證手術順利進行
【1】

。護

理人員陪伴左右，用親切、友善的語言與之交

談，態度嚴肅認真，讓受術者感到安全感和依

賴感。轉移、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撫摸患者的

頭部或握住患者的手，以示安慰和關心。囑患

者深呼吸或哈氣等放鬆技巧，並配合穴位按

壓，如：合谷、內關、足三裏、三陰交穴，術

中輪流按壓患者兩側穴位，可減輕痛覺，使患

者保持安靜，減少術中反應。 

1.2.3  術後健康指導：術後及時詢問受

術者的感受，為其提供舒適、安全的休息環

境，分別按壓合谷、內關、足三裏、三陰交穴

各 2min，以緩解疼痛。幫助患者按摩腹部，

使患者感到溫暖、舒適，注意觀察陰道出血情

況及腹痛輕重的變化，告知復診時間。講解人

流手術後的注意事項及個人衛生知識，指導飲

食調養，加強計劃生育宣教工作，給予科學安

全的避孕指導。 

1.3  觀察項目及評定標準   觀察項目

包括疼痛程度和人流綜合征（RAAS）的發生情

況。各觀察專案的評定標準如下描述 

1.3.1  疼痛程度的評定標準：分級標準

按 1980 年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語言描述評分

法（VRS），分為 4個等級：Ⅰ：無痛，安靜合

作；Ⅱ：輕微疼痛，易忍受，可合作；Ⅲ：中

度疼痛，難忍受，呻吟不安，合作欠佳；Ⅳ：

重度疼痛，不能忍受，叫嚷不安，不能合作
【2】
。 

1.3.2  人流綜合征（RAAS）的評定標

準：出現心腦綜合征、噁心、面色蒼白、出冷

汗、頭暈，血壓降至 90/60mmHg 以下或較原收

縮壓下降 15mmHg 以上，心率＜60次/min 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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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心率下降 20次/min 以上
【3】

。 

1.4  統計方法  所有計數資料採用χ
2

檢驗，應用 SPSS 18.0 軟體對資料進行統計學

分析，以 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疼痛程度分析  術中疼痛程度情況

比較，兩組患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0.05）。

  見表 1。 

表 1  兩組患者術中疼痛程度情況比較[例（％）] 

組別       例數      輕度        中度       重度      χ
2 
      P     

 

干預組     56      36(64.3)    16(28.6)    4(7.1)    9.145    0.010 

 

對照組     56       20(35.7)    29(51.8)    7(12.5) 

2.2  人流綜合徵發生情況分析  兩組患者人工流產綜合徵發生率比較，干預組 RAAS 發生

率為 3.6％，對照組發生率 16.1％，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見表 2。 

表 2  兩組患者人工流產綜合徵發生率的比較 

組別          例數        發生例        發生率        χ
2
      P 

 

干預組       56           2             3.6         4.94    0.026 

 

對照組       56           9             16.1 

3  討論 

穴位按摩是通過手法作用於人體體表的

經絡、穴位或特定部位，以調節機體的生理、

病理狀態，以達到治病目的。穴位按摩對中樞

神經有一定的調節作用，具有愉悅心神、放鬆

心身及煥發精神的作用。對下丘腦和大腦邊緣

系統有良性調整作用，並能通過對內源性阿片

肽的影響產生鎮痛、消除焦慮、減輕情感痛

苦、調節情緒、產生欣快感等心理治療效應
【4】
。人工流產為創傷性手術，對患者身心均造

成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初孕者，受人流手術強

烈壓力源的刺激更重，對護理有更高的需求。

因此，穴位按摩在人工流產手術過程中的應用

是不容忽視的。 

3.1  疼痛程度  本研究結果表明，干預

組患者人流術中中、重度疼痛的發生率低於對

照組，兩組比較具有差異性（P＜0.05）；說明

穴位按摩對減輕人工流產術患者的疼痛程度

具有良好效果。根據中醫經絡原理，合谷為手

陽明經所過為“原”穴，具有疏風解表，鎮痛

通絡的作用；內關穴屬手闕陰經“絡”穴，八

脈交會穴之一，通于陰維脈，具有寧心安神，

理氣止痛的作用；足三裏為足陽明經所入

“合”穴，有調理脾胃，扶正培元，通經活絡

的作用；三陰交屬足太陰脾經，能行脾土之經

氣，行氣活血止痛。人工流產手術過程中應用

穴位按摩，以緩解患者的疼痛，調節患者的應

激反應水準，提高對手術的應對能力，從而更

好地配合手術。 

3.2  人工流產綜合征的發生情況  本研究

結果尚表明，干預組患者RAAS發生率為3.6％，

明顯低於對照組，兩組比較具有差異性（P＜

0.05）。說明穴位按摩對降低人工流產術中 RAAS

的發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RAAS的發生原因除

與受術者精神緊張、不能耐受宮頸過度擴張、牽

拉和過高負壓有關外，主要還與宮體及宮頸受機

械性刺激導致迷走神經興奮、冠狀動脈痙攣、心

臟傳導功能障礙等有關
【5】
。人工流產手術過程中

應用手法按摩合谷、內關、足三裏、三陰交穴，

具有調節中樞神經的功能，消除患者的焦慮、恐

懼情緒，亦有鎮靜止痛、緩解噁心嘔吐等作用，

從而減少RAAS的發生。 

4  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初孕者人流手術

中應用穴位按摩，可明顯減輕患者的痛苦，降

低人流綜合征的發生。因此，人工流產手術過

程中通過護理人員陪伴，針對患者的心理狀

態，採取相應的護理措施並按摩人體的穴位，

給予適當的情緒疏導和情感支持，對於減輕病

人的心理壓力，緩解疼痛，促進手術順利進行

和術後康復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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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輸卵管造影手術的護理心得 

吳麗婷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 

 

 

 

在女性的不孕症中，輸卵管性不孕是主要

的原因之一，也最為常見，約占女性不孕的

40%
[1]
。在婦產科的不孕症中，子宮輸卵管造影

術是常見的檢查方法之一，其主要是通過導管

向宮腔及輸卵管注入碘油造影劑，然後根據造

影劑在輸卵管與盆腔中的顯影情況來分析輸卵

管是否通暢、阻塞部位以及宮腔的形態
[3]
。子宮

輸卵管造影具有檢查結果可靠、無創傷性、費

用少等特點，在臨床應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為了確保子宮輸卵管造影術達到最佳的效

果，對其採用相應的護理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筆者選取我院於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收治的2238例行子宮輸卵管造影術的患者作為

研究物件，在圍手術期對其實施了相應的護理

措施，取得了滿意的效果，現報導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我院於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收治的 2238 例行子宮輸卵管造影術的患者

作為研究物件。2238 例患者，年齡 23～42 歲，

平均年齡為（28.6±3.1）歲；其中原發性不

孕 1353 例，繼發性不孕 880 例。所有患者檢

查前均經詢問病史，經全身及婦科相關檢查，

所有患者均無急性生殖系統炎症與全身禁忌

性疾病，月經乾淨後 3～7d 進行碘過敏試驗，

其中 5人陽性，其餘均為陰性。 

1.2 手術方法 

患者排空膀胱，採取截石位，採用碘伏進

行常規消毒，應用窺陰器暴露宮頸，檢查子宮

的位置及大小，然後對陰道後穹窿與宮頸進行

再次消毒。應用宮頸鉗夾住宮頸前唇，探針探

測宮腔深度，將充滿造影劑的子宮造影管官腔

插入宮腔，然後向氣囊中注入 3.5-4.5ml 的空

氣，使氣囊充盈，堵塞宮頸口，以防止造影劑

外溢的現象。最後，在 X線下將造影劑緩慢地

注入，通過螢幕觀察造影劑在子宮及雙側輸卵

管中是否順利通過，並攝片，完成後撤下導

管，協助患者休息 20 分鐘後方可離開，術後

24 小時再進行一次攝片。 

1.3 護理方法 

1.3.1 術前護理 

心理護理：子宮輸卵管造影術屬於微創手

術，會給患者帶來一定的痛苦，因此，在手術

前患者易出現緊張、恐懼等情緒，對此，護理

人員應與患者溝通，向患者解釋精神緊張對造

影結果的影響，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緒，增強其

信心，使患者保持一個輕鬆的心情，並應向患

者介紹操作過程，教會患者配合技巧，。 

過敏試驗：在造影前，認真詢問患者是否

有過敏史，並認真做好過敏試驗，試驗方法是

取 1ml 的造影劑通過靜脈進行注射，20min 後

觀察患者的反應，若出現噁心、嘔吐、流涎、

暈眩、蕁麻疹等反應則為陽性。 

1.3.2 術中護理 

在行子宮輸卵管造影術的過程中，其護理

主要需要注意一下幾個方面：①配合醫生操作

的同時，密切的觀察患者的臉色、表情，適當

的與患者進行溝通，分散其注意力，以緩解患

者的緊張情緒。②在手術中會出現不同程度的

下腹脹痛，一般患者都能忍受，而少數較為敏

感的患者則可能會出現噁心、嘔吐等症狀，這

時應囑咐患者進行深呼吸，較為嚴重可暫停操

作，待症狀緩解後再繼續操作。③推注造影劑

的速度不能過快，若是患者出現胸部不適、呼

吸困難、紫紺等症狀，應馬上停止操作，讓患

者採取左側臥位元的方式，頭低足高給予氧氣

吸入。 

1.3.3 術後護理 

術後應交代患者需要注意的事項，如保持外

陰清潔、禁止性生活及盆浴2周、常規口服抗生

素 3d 等，以預防感染。囑咐患者若是術後 2～

5d 陰道有少量出血，不要緊張，若是出血量多

於月經量、下腹疼痛加重則應到醫院復診。 

2、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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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造影手術，雙側輸卵

管通暢 1230 例，單側輸卵管通暢 684 例，雙

側輸卵管不通暢 319 例；37 例患者因心理緊

張與空腹低血糖引起出冷汗、下腹脹痛等症

狀，經心理疏導.及補充少量溫糖水，休息片

刻後症狀緩解；14 例患者在檢查期間出現皮

膚瘙癢、下腹部發熱、脹痛等症狀，囑患者放

鬆、深呼吸，片刻後患者症狀緩解；未出現造

影劑過敏性休克。 

3、討論 

通過對行子宮輸卵管造影術患者圍手術

期的護理進行了分析，發現在圍手術期護理期

間，每個個體會出現不同的情況，而護理人員

應根據每個患者的個體差異在術前、術中、術

後採取相應的護理措施，這樣才能提高造影術

的成功率，減少不良反應的發生。 

 

--------------------------------------------------------------------------------- 

 

 

中藥保留灌腸配合微波治療肛竇炎的效果觀察及護理 

 
黃瑞蓮  劉薇文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肛竇炎又稱肛隱窩炎，是肛腸科常見病、

多發病，是肛管直腸部位感染性疾病如肛乳頭

炎、肛漏、肛裂、肛癰等的原發病灶。積極治

療肛竇炎，能防止不良後果的發生。我科採用

中藥保留灌腸配合微波肛內理療治療肛竇炎

40 例，療效滿意，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病例來源自 2013 年 5 月-2013

年 7 月在我科治療的肛竇炎患者，共 73 例，

觀察組 37 例，其中男 17 例，女 20 例，年齡

28-63,平均 39歲，病程最短 7天，最長 1年。

對照線 36 例，其中男 16 例，女 20 例，年齡

32-60 歲，平均 41歲，病程最短 10 天，最長

1年零 2個月。 

1.2 診斷依據  根據《中華肛腸病學》
[1]
制定

的診斷標準：排便不盡感、肛內隱痛墜脹、排

便時加重；肛管灼熱刺痛、發脹、下墜感；放

射到臀部、骶尾部及會陰部的疼痛；肛門潮濕

不潔，癢感；指診齒線處有觸痛；窺肛鏡下可

見肛瓣充血水腫；輕壓肛竇可見有分泌物流

出。 

1.3 治療方法  觀察組：患者排盡大便後取側

臥位或膝胸臥位，將肛管插入肛門內 2-4cm，

用 38-40℃的中藥液 100-200ml 行保留灌腸，

後予微波治療儀的肛內治療頭套上避孕套後

插入肛門 2-4cm，調節輸出功率 13-15W，以病

人感到溫熱適宜為度，每次 20min，早晚各 1

次，7 天為 1 個療程。藥用：苦參 50 克，白

礬 30克，紫草 20克，黃柏 20克，醋艾葉 30

克，芒硝 40 克。肛門疼痛明顯者加元胡 25

克，大便溏爛者，加白術 20 克，瘙癢者加百

部 50 克或蛇床子 20 克，肛門墜脹者加枳實

25 克，水煎取液 100-200ml。對照組：患者排

盡大便後單純予中藥液保留灌腸，用藥及灌腸

方法同觀察組。兩組病人經治療後未愈者，停

藥 3天，進行第 2個療程，共治療 3個療程。 

1.4 療效判定標準  治癒：治療後症狀和體征

消失。無效：治療後症狀及體征無好轉。 

2 結果 

2.1 兩組療效比較   觀察組治癒率明顯高於

對照組（P＜0.05），見表 1 

 組別   n   治癒   無效    治癒率（%） 

觀察組  37    37     0       100 

對照組  36    29    7       80.55 

2.2 兩組治癒療程比較，觀察組病例治癒所需

療程比對照組明顯縮短（P＜0.05），見表 2 
組別  治癒例數 第 1 個療程 第 2 個療程 第 3 個療程 

觀察組  37     10       21         6 

對照組  29     3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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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論 下 法 

顏培增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 

     

 

 

外感性疾病，如傷寒、溫病，當病邪傳入

陽明，熱結腸胃；或熱毒熾盛，需要釜底抽薪，

均要使用瀉下的方法，把病邪從大便清出體

外。內傷性疾病，由於某種原因引致消化機能

減弱，不能充分消化攝入之食物而釀成積滯，

殘滓在腸內發酵發熱，產生毒素，引起中毒現

象；或者有慢性胃腸病，消化機能障礙，同樣

需要輕型瀉下的藥方，幫助食物的消化和廢物

的排泄。 

現就以下幾方面作初步分析和探討。 

1. 下法的應用範圍 

下法的應用範圍很廣泛，概括來說有下面

幾個方面： 

瀉下胃腸結熱。用於陽明腑實症，如承氣

湯之類。 

瀉下熱毒。用於熱毒熾盛，需要將熱毒從

大便清瀉出去，如治癰疽之內 

疏黃連湯。 

清瀉臟腑積熱。如瀉肺湯、瀉青丸等。 

瀉下怫鬱於上之火。如涼膈散、瀉心湯等。 

攻逐寒積。如治寒積下痢的溫脾湯。 

攻逐痰飲。如十棗湯、礞石滾痰丸等。 

瀉水消腫。如治陽水的舟車丸、禹功散等。 

逐瘀消積。如桃核承氣湯治蓄血，攻積丸

治食積。 

潤腸通便。適用於氣血虛弱或津液不足而

引起的大便燥結不通，如麻子 

仁丸、潤腸丸等。 

2. 下法的初步探討 

2.1 下法是傷寒、溫病的重要治療方法 

傷寒、溫病凡証見潮熱、惡熱自汗、手足

及腋下出汗、頭汗、目不得瞑、咽幹齒燥、譫

語發狂、發斑、大小腹或滿或脹或痛而拒按，

或頻轉矢氣、便秘、下痢腸垢、下利氣味異常

惡臭的清水、裏急後重、小便多、舌苔黃垢或

乾燥起刺，脈象沉實，抗指有力，皆屬傳經裏

証。邪氣由三陽經傳入結於腸胃，成為陽明腑

實証。 

“下不嫌遲”是治療傷寒、溫病用下法的

原則。下不嫌遲是指表証未全解，裏未實，需

先解表。表証去，裏已實，下証的具體條件成

熟，再使用瀉下劑。否則，不應下而誤下，不

但開腸蕩胃、洞泄不禁，而且表邪內陷，多生

變症，甚至壞病。《傷寒論》指出“太陽病，

桂枝症，醫反下之，利遂不止……” 

臨床上有下列症狀之一者，不可遽用瀉下

藥： 

表証未除不可下，誤下則成結胸。《傷寒

論》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 

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

也。” 

病在胸中。 

雖屬陽証而津液枯竭。 

大便未鞕。 

大便雖鞕而作嘔。(但亦有食之即吐的大

黃甘草湯証，則屬例外) 

脈浮或虛者。脈浮不可下，其含義有二，

一是表証未除，宜從汗解；一 

是不可純用下法，病邪部份入裏，部份在

表，宜表裏雙解。如大柴胡湯，柴胡芒硝湯，

桂枝大黃湯，涼膈散，防風通聖散等。 

惡寒而不發熱者，有一分惡寒就有一分表

証。 

嘔吐。 

小便清。 

婦女經水適來適斷，熱入血室，胎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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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崩血。 

非陽明本病；非痞滿燥實；非潮熱發渴；

非棄衣而走、登高而歌、狂言 

而見鬼狀。 

雖然下不嫌遲，但絕非不負責任的拖延病

情，當下不下，不但心腹脹滿、煩亂鼓腫，而

且燥屎結於腸內，必會灼傷津液，屆時，欲下

之恐傷氣亡陰，可能引致腸壁穿孔出血而病

危；但不下之，結熱不去，津液日傷，病亦危

矣，不可不知！ 

有李君病傷寒，高熱逾週不退，延餘診之，

熱結陽明也。苔黃厚而燥，幸未乾焦，脈數而

滑，按尚有力，可下之，但需加滋陰，用增液

承氣湯。服藥後，解黑色燥屎數枚，熱退病癒。

此証高熱不退，本已傷陰，更因日日服用西藥

發汗退燒，出汗多陰更傷，幸熱結未深，尚可

以滋陰瀉下。遲則陰大傷而不能下，需滋水養

陰，等腸部津液漸充，燥屎方能排出，病雖可

愈但時間也長矣。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攻裏不遠寒。

說明治療裏實証的用藥方針，必需用苦寒瀉

下。有是病，用是藥，痞滿燥實的裏實証，當

用苦寒瀉下的大承氣湯，不必擔心本方藥性

猛、份量重而不敢使用，古人制方嚴密周到，

為了保証使用正確和安全，指出在使用本方之

前，先用小承氣湯少少試之，轉矢氣者，可與

大承氣湯，這就保証了不會誤用，而且又將本

方分兩次服，服第一次得下則停後服，這也保

証了不會過量。同時，還有八禁的規定： 

表証未解不可下，誤下則成結胸。 

心下鞕滿，病在胃不在腸。 

面赤，邪在經不在腑。 

平時食少，胃腸素弱。 

嘔多，邪在上焦，屬少陽經。 

脈遲，屬寒。 

津液內竭，下之則亡陰。 

小便少，腸中未燥結，腸潤自通。 

謹遵古訓，處方用藥可保無慮。諸承氣湯

用法：痞滿燥實用大承氣湯；痞滿者用小承氣

湯；燥實者用調胃承氣湯，如熱甚，把方中炙

甘草改用生甘草，即是大黃樸硝湯；如綜合三

承氣湯証者，用三乙承氣湯；如氣喘痰壅屬於

實火者，則用宣白承氣湯；如溫病邪閉心包用

牛黃承氣湯。 

用下法，必需對証，且以去邪為度，中病

即止，切忌過量，下多亡陰。 

2.2 下法在內傷雜病方面的應用 

下法也很廣泛地應用在內傷雜病方面。 

人體在正常的新陳代謝中產生很多廢物，

如有病時產生的廢物更多，這些廢物大部份要

通過消化道排出體外。此所謂“胃為十二經之

海”。但由於疾病影響消化道的功能，使廢物

的排泄發生困難，宿便在腸內發酵發熱，產生

毒素，甚至引起中毒現象，需用瀉下劑清除之。 

臟腑的慢性積熱需使用瀉下劑把積熱由

消化道清除出體外。 

慢性腸胃疾病，消化力弱，或消化功能障

礙不能充份消化和吸收攝入之 

食物，亦需用輕型瀉下劑以幫助消化。 

現代社會物質豐富，人們生活越來越好，

營養過剩使膽固醇等血脂增高， 

心、腦血管疾病越來越普遍，血中過多的

膽固醇也需使用瀉下劑，通過消化道排出體外。 

蓄血、瘀血或離經之血，需破血瀉下。 

寒積、水飲、痰結等需瀉下者。 

內科慢性疾病凡有二便秘澀，舌苔厚膩，

脈搏沉實有力者，均需對症使用 

瀉下劑。 

老人、虛人大便燥結不通需要潤下者。 

2.3 下法的變通和下後的調理 

2.3.1 幾種變通的下法： 

攻補兼施：適用於邪實正虛，如新加黃龍

湯証。 

增水行舟：適用於熱病傷津，腸燥便秘者，

宜大劑量增液湯。 

通因通用：適用於熱結旁流，下利臭水者，

下之利自止。 

潤腸通便：適用於高年、產後、亡血或病

後體質虛弱，津枯便秘者，如潤腸丸等。 

以導代下：適用於幼兒食積不化，腸胃積

滯，可使用麥芽、萊菔子、枳實等導滯消積之

藥，以代替大黃等瀉下之藥。 

2.3.2 下後的調理與注意事項： 

瀉下難免耗損胃氣與津液，故下後需要調

理腸胃，滋養腸胃津液，幫助功能恢復，解決

藥後便秘，防止習慣性便秘的發生。 

下後腸內尚有餘熱，可予竹葉石膏湯清餘

熱養氣陰，幫助腸部恢復。 

下後腸燥，津傷口幹，餘熱輕者，可予清

燥養營湯滋養腸部。 

下後不可遽用峻補。特別是傷寒腸熱，下

後更不宜驟進肉食，以免邪氣複聚，病復難治。 

下後需禁忌辛熱、炙煿、油膩和一切不易

消化的食物。 



 

 418 

3. 幾點補充 

3.1 《傷寒論》曰“舌黃未下者，下之黃

自去”。舌苔黃、必兼厚為下証之一。但下後

苔黃更甚者屬陰虛，可用生脈散或六味地黃湯

之屬。 

3.2  下証具備，但用下藥後大便乃不通

者，宜究其因，在原因未明確之前不可再用下

藥。宜確實藥量過輕，未能勝病，可根據實際

病情酌加藥量。如腸胃虛弱，可於瀉下藥中加

人參以鼓動氣機，促進腸的蠕動。 

3.3  瀉下劑在主治、藥量和配伍方面，

是很嚴謹的，對症下藥，不可隨意加減。下面

的例子可以說明： 

例如同樣是厚樸、枳實和大黃三味藥所組

成的方劑，因其主治不同，君臣主次不同，用

藥重量不同，而有四個方劑：小承氣湯主治譫

狂痞鞕，陽明病腹中有燥屎而氣阻不能輸送於

外者；厚樸三物湯治腹滿痛而便秘者；厚朴大

黃湯治支飲胸滿；順利散治熱聚胃中，能食，

小便黃赤者。 

又如清瀉肺經積熱的瀉下劑就有瀉肺湯、

黃芩瀉肺湯、人參瀉肺湯，可根據病情和體質

的差異而作選擇。 

---------------------------------------------------------------------------------- 

 

澳門中醫藥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張俊青 
(澳門) 

 

 

 

1. 澳門社會經濟基本情況介紹 

1.1 澳門地理與人口 

澳門特別行政區位于中國東南沿海珠江

三角洲入海口的西岸，是一座具有 400 多年中

西方文化交流融匯歷史的國際性小型都市，由

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三部分組成，總面

積 29.9 平方公里，人口 59.19 萬人，其中中

國籍居民占 92.3%，平均預期壽命 82.4 歲。

澳門半島陸地與廣東珠海市相連，與香港相距

60 公里，廣州 145公里。 

1.2 澳門的經濟 

澳門實行完全市場經濟，經濟自由度高，

稅率低，無外匯管制，貨物、資金、外匯、人

員進出自由，與亞太地區、歐盟、拉丁語系國

家，尤其是與葡語國家聯繫密切，具有自由港

及獨立關稅區地位，是亞太區內極具經濟活力

的地區，也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視窗

和橋樑。 

澳門回歸以來，特別是賭權開放後，經濟

迅猛發展，2012 年，本地生產總值達 3,482 億

澳門元，人均 611,930 元(約 76,588 美元) ，

在亞洲名列前茅。2012 年財政總收入達

1449.945 億元，年增長 17.9%，收支結餘

909.819 億元。旅遊博彩業是澳門最重要的支

柱產業，1999 年回歸前，澳門的入境人次只

有 740 多萬，而 2012 年訪澳旅客人數為

28,082,292 人次，大中華市場（內地、香港

和臺灣）占整體市場的 89.2% （內地占

60.2%），國際市場占 10.8% 。2012 年，澳門

博彩業總收益達 3,052.35 億澳門元（381.54

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繳納博彩稅

1,133.77 億澳門元（141.73 億美元，占財政

總收入 78%）。 

隨著經濟的發展，澳門居民的收入也在持

續增加，2012 年居民存款達 3667.62 億澳門

元，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達 463410 澳門元，

2013 年首季，澳門居民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為 12,000 澳門元。 

1.3 澳門的文化體育和旅遊會展活動 

每年，特區政府都會舉辦多項文化和體育

盛事，如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澳門國際馬拉

松賽、世界女排大獎賽、國際煙花比賽匯演、

國際音樂節、國際藝術節、美食節等，以及一

年一度的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是

澳門最大型的國際會展活動）和其他會展活

動，一方面提高澳門的國際知名度，同時也吸

引了世界各地的旅客前來觀光旅遊和商務洽

談，從而促進消費，推動澳門經濟發展。 

1.4 澳門的產業結構調整 

目前，澳門的經濟產業以旅遊博彩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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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產業結構單一，對博彩業依存度過大，潛

在的風險高。為改變產業結構，拓展經濟發展

空間，保持澳門經濟的平穩發展，特區政府正

努力拓展其他經濟領域，讓產業適度多元化，

以降低經濟發展的潛在風險。中央政府為支持

澳門經濟發展，與澳門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緊貿安

排」），200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至今已

簽署了 10 個補充協議。「緊貿安排」框架的具

體內容主要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貿易

投資便利化三個經貿領域，其中也包括醫療衛

生行業。同時，澳門特區政府還和廣東省進一

步加強合作，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在

珠海橫琴劃撥 5 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於發展

中醫藥、旅遊會展、文化創意、教育培訓等產

業，以推動澳門經濟產業多元化發展。而面積

約 0.5 平方公里的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已經

率先啟動，並由粵澳雙方共同組建粵澳中醫藥

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且由澳門主導，全

面負責該園區的規劃建設、招商引資。該園區

前期規劃以“藥”為主，後期則以“醫”為

主，目前各項工作正如火如荼的有序展開。 

1.5 澳門的社會福利 

近幾年來，由於經濟的高速發展，財政盈

餘增加，澳門特區政府開始逐步完善和建立各

項社會保障體系，推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社

會保障制度與舉措，如十五年免費教育（從幼

稚園到高中階段），免費醫療（初級衛生保健、

65 歲以上老人及 10歲以下兒童、學生、教職

員、傳染病患者、吸毒者、惡性腫瘤和精神病

患者、殘疾人士等），發放醫療券，興建社會

房屋（廉租房）和經濟房屋（微利房），提升

養老金金額，發放敬老金，開立公積金個人帳

戶並向合資格居民帳戶注資，以及現金分享計

畫，持續進修發展計畫，最低工資保障，各種

津貼等等，讓澳門居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1.6 澳門的歷史城區和未來發展定位 

2005年 7年 15日“澳門歷史城區”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宣佈列入世界物質文化

遺產。中央政府對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高度關

注，將澳門的發展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並定

位澳門的未來是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 

2.回歸前澳門中醫藥概況 

2.1 澳門的中醫藥發展歷程 

中醫藥在澳門的傳承雖然已久，但一直得

不到澳葡政府的重視，所以在回歸前政府層面

的衛生醫療系統及醫學教育方面都沒有涉及

有關中醫藥的內容，中醫藥都只是憑藉其卓越

的療效在民間自然的生存、發展。1872 年，

由華人社團創辦了第一個華人醫院——鏡湖

醫院，開展中醫診療服務。雖然鏡湖醫院後來

慢慢轉變為西醫為主，並數度停辦中醫服務，

但其在推廣中醫藥，維護市民身體健康方面仍

發揮了重要作用。1892 年，華人社團又創辦

了一個在澳門社會有廣泛影響的慈善機

構——同善堂，開展派米施粥、發放冬衣等扶

貧濟苦的慈善活動，1897 年又增加贈醫施

藥，且不分國籍、身份，只要求診，均可獲得

免費的中醫醫療服務。同善堂的各種慈善活動

持續開展至今已有 120 年歷史，其慈善活動涉

及的範圍和規模不斷的擴大，受惠民眾不計其

數，尤其是中醫服務更成了近現代澳門中醫藥

界的代表——是澳門擁有最多中醫醫生、開展

中醫服務科別最多、診治人數最多的醫療機

構。還有街坊福利會中醫診所，也是由民間社

團舉辦的中醫綜合診所，其規模雖不及同善

堂，但因其收費低廉而廣受市民歡迎。至於由

私人開設的中醫診所、中藥店、參茸行、涼茶

鋪更是遍佈澳門大街小巷，隨處可見，而它們

也都可找到各自生存的空間服務廣大市民。 

2.2 澳門的中醫藥教育 

澳門的中醫藥教育一直以來主要採取父

子相傳、師徒授受的方式，學徒 5年後通過向

政府衛生行政當局申請辦理註冊手續，審核通

過領取中醫師牌照就可以應診開業，從業中醫

醫生大多循此途徑而來，正規中醫院校畢業的

人數較少。另外，澳葡政府衛生行政當局與澳

門中醫社團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合作，於

1996年和1997年先後舉辦過二期“澳門中醫

藥進修培訓班”，對中醫藥從業人員進行為期

一年的專業培訓，開設中醫基礎理論及臨床各

科課程，聘請內地著名專家教授授課，極大地

提高了中醫藥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臨床診

治水準。 

2.3 澳門中醫藥與市民生活 

澳門社會雖然受西方葡萄牙文化影響

400 多年，但中醫藥仍然成為民眾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普通民眾將夏天飲用的清熱祛暑

的中藥湯劑叫做“涼荼”，日常飲食猶其煲湯

中更不能缺少像淮山藥、枸杞、北芪、黨參等

常用中藥食材，所以澳門普通民眾一直以來對

中醫藥情有獨鐘，中醫藥得到澳門居民的普遍

認可，在澳門民間社會的醫療保健體系中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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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地位，因此可以使之薪火相傳。 

2.4 澳門中醫的社會法律地位 

然而，中醫藥雖然在民間得到廣泛認可，

卻得不到政府的重視，更不用說支持了，整個

政府的醫療保健體系中中醫服務所占比重極

低（1999 年才開始在二個衛生中心開展中醫

服務），且從事中醫臨床的工作者並不作為

“醫生”，而是作為高級技術員對待。民間中

醫醫生的法律地位更低，無權開具具法律效力

的文書（如病假單、診治證明等），而西醫醫

生（不論是政府醫院醫生或私人執業）則有此

權利。在醫療保險方面，中醫更被嚴重不平等

對待，在企業為員工購買的醫療保險中，都嚴

格限制中醫服務次數和報銷數額，如有的公司

（企業）規定找西醫看病每年可以有 20 次，

每次 220 元，中醫則只能 15 次，每次 150 元，

且針灸不納入報銷範圍。而保險公司的人身意

外醫療報銷規定更是離譜，如有的規定：每次

西醫門診最高可報銷 10000 元，而中醫每次最

多只能報銷 500 元。而絕大多數的保險公司都

不接受中醫醫療機構作為他們的網路單位，這

也嚴重制約了中醫的發展。 

另外，澳門法律規定中醫從業人員中只有

中醫生和中醫師才有中藥處方權，推拿師（相

當於內地骨傷跌打醫師）、針灸師均沒有處方

權，而且不論哪類中醫從業人員均沒有使用西

藥處方的權利，不得用西醫方法治療疾病，這

就逼使中醫從業人員只能運用傳統中醫藥的

理論和方法為病人解除病痛，因而也不存在中

西醫結合的問題，這對保存傳統中醫精華和促

進中醫藥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3.回歸後澳門中醫藥發展概況 

3.1 澳門中醫藥概況 

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順應市民對中醫藥

療法的迫切需求，採取重視中醫藥發展的各項

措施，使中醫藥在為市民的健康服務中發揮更

大的作用。根據政府的統計資料，2012 年在

675 個各類醫療機構中（包括醫院、政府醫療

機構如衛生中心、綜合診所、西醫診所、牙醫

診所、中醫診所），私人診所 456 間占 67.6%，

其中中醫診所 205 間占 30%。而提供中醫服務

的則有 243 間（除中醫診所外還有二家醫院、

政府衛生中心、綜合診所以及中藥店坐堂醫提

供的中醫服務），占 36%。在總求診服務的

3404213 人次中，中醫服務 1134909 人次，占

33.3%。另外，還有制藥企業（都為小型制藥

廠，以生產中成藥為主）18 家，中藥店 130

家，還有為數眾多的各種參茸行、涼茶鋪，在

澳門這麼一個小型城市有這麼多與中醫藥相

關的機構的存在，就足以證明中醫藥在澳門有

廣闊的發展前景，中醫藥在治療疾病尤其是養

生保健方面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說

中醫藥已經融入澳門人的生活中，成為澳門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2 澳門中醫藥管理 

中醫藥在澳門民間雖然有很高的接受

度，97%的華人都有接受過中醫藥治療或養生

保健服務，然而在政府層面卻缺少有效的管

理。目前在澳門從事中醫臨床或售賣中藥（開

設中藥店）均必須由澳門衛生局批准，但只有

牌照科負責醫療機構和醫生執業資格的審

批，藥物事務廳負責藥物事務的監督管理，沒

有一個專門負責中醫藥管理的機構，更缺乏發

展中醫藥長遠的全面的規劃。雖然近年來政府

為促進產業多元化而提出發展中醫藥產業，而

且已經在珠海橫琴規劃出 0.5 平方公里的土

地作為中醫藥產業園，由澳門特區政府主導，

但目前也只規劃發展“藥”，而“醫”的部分

仍缺如，更不用說“養”了。且其提出的發展

思路與做法均已脫離傳統中醫思想，借用中醫

藥之名而無真正的傳統中醫藥之實。究其原

因，是澳門政府沒有中醫方面的高素質的管理

人才和專門的中醫藥事務管理機構，為澳門政

府出謀劃策的機構也缺乏對傳統中醫藥本身

所固有的規律的深刻認識，因而不能提出符合

中醫藥本身特點的中醫藥發展的規劃方案作

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參考。 

3.3 澳門中醫藥教育與人才培養 

澳門在回歸前中醫藥人才主要來自于父

子相傳、師徒授受，少部分來自于內地中醫院

校畢業。 

自 2000 年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以

培養中醫臨床專業人才為主）和 2002 年澳門

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以培養醫藥管理和醫藥

研究人才為主）的成立，標誌著澳門中醫藥教

育開始走向正規化、系統化、規模化的發展道

路，目前二院已形成中醫藥領域相關專業從學

士到博士的完整培養教育模式，成為培育澳門

高等中醫藥人才的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中醫藥

相關專業的學生畢業。2010 年 12 月，澳門大

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聯合設立的“中藥品質研

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全國中醫藥領域迄今

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標誌著澳門的中藥研

究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對促進澳門中醫藥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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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將發揮積極作用。 

3.4 澳門中醫藥學術水準 

據澳門衛生局資料顯示，至 2012 年底，

澳門從事中醫臨床服務的有：中醫生（須獲得

政府認可之中醫藥學士以上學歷者）353 名，

中醫師（曾受職業所需培訓而經中醫師資格認

可評審委員會認可者）204名，按摩師 13 名，

針灸師 7 名，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醫療機構任

職，在政府的醫療機構任職者僅有 8名（政府

唯一最大型綜合醫院——山頂醫院不提供中

醫服務，僅在三家衛生中心設有中醫針灸服

務）。由於近幾年來澳門的經濟發展迅速，市

民收入增加，又有較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如派

發醫療券、眾多免費醫療服務），市民對中醫

藥的需求與日俱增，因而除了在政府醫療機構

和私立醫院任職的中醫醫生有較為穩定而可

觀的收入外，私人執業的中醫醫生也都能憑藉

各自的優勢（如人際關係網），不需要有多高

的學術專業水準，也都能在中醫藥行業打出屬

於自己的一片天地，都有相對穩定的病人群和

收入，且幾乎不存在競爭，因此對於學術專業

水準的提升並不重視，鮮有外出參加專業學習

培訓者。再加上政府對中醫學術水準的提升也

不夠重視，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任由中醫藥

臨床專業人員自由發展，中醫醫生就更缺乏提

升學術專業水準的動力和緊迫感，所以，整個

中醫藥行業，雖也有個別臨床專業水準出類拔

萃者，但整體學術專業水準是偏低的。 

3.5 澳門中醫藥宣傳推廣、交流合作 

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各行各業成立的社

團眾多，據不完全統計，全澳有各種社團 3000

餘個，各種各樣的社團在澳門的社會生活當中

擔當著不同角色，一些較大的社團甚至承擔了

政府的某些社會管理職能，如街坊總會、工

聯、婦聯等。澳門中醫藥界也成立了眾多社

團，據不完全統計達 50 餘個，在澳門中醫藥

的宣傳推廣及交流合作方面，這些社團發揮了

重要作用，經常與政府或內地的中醫藥學術組

織舉辦各種形式的中醫藥宣傳推廣或學術交

流活動，對於提高澳門中醫藥學術專業水準做

出了積極貢獻。特別是近幾年，特區政府推出

了持續進修發展計畫，對於滿 15 歲以上澳門

居民給予 5000 元的資助，鼓勵澳門居民持續

進修，自我增值，提升素質。眾多社團、中醫

藥團體、培訓機構紛紛借此機會舉辦各種各樣

的中醫藥養生保健知識培訓學習班，聘請中醫

藥專業人員授課，吸引了眾多中老年人參加學

習，對於宣傳推廣普及中醫藥知識起到了積極

作用。 

在眾多的中醫藥學術團體中，較為活躍的

有兩岸四地中醫藥科技合作中心、澳門中醫學

會、澳門中醫藥學會、澳門中醫生協會、澳門

針灸學會、澳門中醫研究會等，其中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澳門針灸學會和澳門中醫研究會。 

澳門針灸學會成立於 2006 年 12 月，現任

會長左常波。該會雖然較少在澳門開展學術活

動，但會長左常波先生 10 餘年來每年都至少

二次在內地舉辦針灸學習班，傳播其獨特的針

灸思想與治病技術。 

左常波先生出生于山東青島，自幼即受齊

魯文化之薰陶，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濃厚興趣與

深入研究，先後畢業于山東中醫藥大學（針灸

專業本科）、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專業碩

士）。他博覽群書、精勤不倦，對醫學（傳統

中醫及少數民族醫學、現代醫學）、宗教（儒

釋道諸家學說）、哲學、物理學、生物學以及

天文、曆法、地理等學科，古今中外，廣泛涉

獵，發皇古義，融匯新知；且善於思考，妙然

獨悟；又四處遊學，遍訪名師；出身于學院，

遊玩於江湖，既有學院派的嚴謹思想，又有民

間醫生的大膽創新，終於在針灸界獨樹一幟，

自成一家，提出了“調氣調血調經筋”等一系

列針灸思想和治療方法，在針灸界開創了一片

新天地。其于臨床治療，師于古而不泥于古，

每能發前人之未發，寥寥數針，即起沉屙，令

人歎為觀止。其治好的每一個疑難病例，都是

難以置信，然而又都是事實。 

 

左常波先生學有所成後，即將其所學廣為傳

播，以利益社會，服務更多人群。自 2001 年

起，先後受中國針灸學會、世界針灸聯合會、

北京中醫藥大學、福建中醫學院、韓國針灸師

協會、廣東省中醫藥管理局等機構邀請，面向

國內外推廣董氏奇穴針灸療法，舉辦了一系列

“董氏奇穴特效針灸培訓班”（該療法被中國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列為國家級中醫藥繼續教

育項目），傳播針灸學術。其特有的講學與現

場操作演示結合、“用手錶達思想”的模式，

引起極大的轟動（因其現場針治的病人均為現

場從學員中隨機抽選，而治療效果快速神

奇）。幾年來，從其學者六千余人，而受其思

想影響而私淑者則不計其數。其主編的《董氏

奇穴針灸療法》被收入廣州中醫藥大學 2009

年研究生教材《針灸特色療法》一書中。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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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一直致力於中醫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推

廣，在中國大陸各大中醫院校舉辦一系列公益

性講座，在業界引起強烈反響，中央電視臺、

《當代健康報》等國內多家媒體做過專訪。現

受聘於廣東省中醫院擔任主任導師（在廣東省

中醫院收徒傳授其針灸思想和技術）、山東省

醫學科學院客座教授。 

左常波先生可謂針灸界近幾年來絕無僅

有之年輕才俊，在針灸界形成了較大的影響，

這是澳門開阜 400 餘年來具有這麼高的學術

成就的中醫界第一人，是澳門針灸學會的驕

傲，也是澳門人的驕傲。 

澳門中醫研究會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聚集傳統中醫之英才，探求岐黃醫學之本

源”是該會立會的宗旨。該會利用澳門是中西

方文化自由發展和平等交流的前沿的優勢，在

澳門集聚海內外各路中醫傳人和一切有志于

復興傳統中醫文化的人士，用中國傳統文化固

有的思維方法認識和研究中醫（尤其是民間中

醫），搭建傳統中醫文化傳承和交流的平臺，

拯救並弘揚中醫，造福包括澳門在內的世界各

國人民。自成立以來，就經常舉辦內部中醫學

術沙龍活動，2013 年開始更是每月舉辦一次

學術活動，會員間互相交流、學習、探討，或

理論、或臨床，內容涉及中醫藥的各個領域，

使會員們的中醫藥學術水準得到明顯的提

升，這也開創了澳門中醫藥學術團體研究、交

流、探討學術的新風氣。2012 年 12 月 9 日，

在澳門衛生局、澳門基金會及社會知名人士、

著名企業家、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先生的

支持贊助下，澳門中醫研究會舉辦了“首屆澳

門與內地中醫學術研討會”並取得了圓滿成

功。會議得到著名中醫學家、國醫大師朱良春

先生親筆來信鼓勵、支持與祝賀。會議還邀請

澳門社會知名人士、著名企業家、澳區全國人

大代表劉藝良先生，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產業委

員會副主席、行政會發言人梁慶庭先生，及澳

門中醫學術團體代表主持剪綵儀式，並由劉藝

良先生、梁慶庭先生分別代表澳門中醫研究會

贈送紀念品予內地嘉賓，澳門中醫研究會會長

鄭陶先生代表該會贈送此次研討會的論文集

及該會中醫專家學者的著作予參會澳門嘉

賓。此次研討會邀請了來自北京、河北、安徽、

湖南、廣東、雲南等地在中醫學術方面各有專

長與特色的內地專家學者及澳門中醫界主要

學術團體：澳門中醫學會、澳門中醫藥學會、

澳門中醫生協會、兩岸四地中醫藥科技合作中

心、澳門針灸學會的主要領導和中醫專家學者

和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教授共 40 余人齊

聚一堂，就中醫學術問題進行了熱烈地探討交

流。每位與會專家學者均發表了具較高水準的

學術演講，令所有參會人員享受了一次高水準

的學術盛宴，均感收穫良多。《澳門日報》等

澳門主要媒體也對此次活動進行了採訪報

導，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主辦的刊物《中醫藥

與亞健康》更是作了長篇報導，擴大了該會的

知名度與影響力。與會嘉賓均認為此次會議開

創了澳門中醫學術活動的先河，是一次高水準

的研討會，其成效遠超預期，是一次成功的學

術研討會，也成功地展示了澳門中醫研究會卓

越的組織能力和較高的學術水準。 

4．澳門中醫藥未來發展之我見 

澳門發展中醫藥的優勢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瑰

寶，隨著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中

醫藥獨特的醫療和養生保健價值已經被越來

越多的國家所認識和接受，正在發展成為世界

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彙聚東西方文化，

背靠祖國，面向國際，中醫藥的民眾基礎深

厚，經濟自由度高，稅率低，擁有龐大而豐富

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與亞太地區、歐盟、

拉丁語系國家，尤其是與葡語國家聯繫密切，

具有自由港及獨立關稅區地位，是亞太區內極

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也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

的重要視窗和橋樑，故是集成國內外經驗發展

中醫藥的理想之地。 

澳門現在適逢發展中醫藥的最佳契機，國

家將澳門未來的發展定位為建設“世界休閒

旅遊中心”，大力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將其

納入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並在澳門設立全國

中醫藥領域迄今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特區政府

也將發展中醫藥列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的四大優勢領域之一，並與廣東省政府合作，

在珠海橫琴設立“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大力推動中醫藥產業的發展。而且近幾

年澳門經濟迅速發展，政府的財政寬裕，綜合

多方優勢，完全可以將澳門打造成集傳統中醫

醫療、養生保健、教育培訓、中藥貿易、休閒

旅遊於一體的世界級中醫藥產業基地，成為中

醫藥走向世界最為重要的視窗。 

那麼，如何才能讓澳門的中醫藥產業發展

壯大，打造世界級的中醫藥產業基地並成為中

醫藥走向世界的重要視窗？以下根據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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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大陸以及澳門的現狀，結合本人

的思考，提出澳門中醫藥未來發展的幾點建

議： 

4.1 設立澳門中醫藥發展諮詢顧問團 

中醫藥雖然被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

同和接受，但因為文化思想差異很大，世界各

國人民對中醫藥的精髓難以學習和掌握，真正

掌握中醫藥精髓而又能熟練運用的人才不

多，影響了中醫藥在世界各地的推廣。而大陸

近幾十年來中醫藥的發展也走過一段艱難曲

折的道路，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走上正軌，其根

源在於決策者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

法，不能根據中醫藥學術本身的規律和特點來

管理中醫，導致中醫西化，中醫的許多精髓丟

失，學術水準下降。反觀澳門亦是如是。雖然

澳門特區政府已將發展中醫藥列為促進經濟

適度多元發展的四大優勢領域之一，但若沒有

正確的決策，發展中醫藥仍將是無源之水無本

之木，難以成功。因此，設立中醫藥發展諮詢

顧問團，聚集傳統中醫藥界具有傳統文化思維

方法的精英，為澳門中醫藥的發展管理把脈，

為特區政府提出符合中醫藥自身特點與規律

的策略與建議，是澳門中醫藥能沿著正確方向

發展的重要保證。其成員可從內地及港澳臺招

聘，但必須是真正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掌

握中醫藥發展規律及一定現代科學技術方法

的學科帶頭人，且以中醫藥行業為主。 

4.2 成立澳門中醫管理局 

中醫藥是有別于現代醫學的獨立而完整

的醫療保健體系，有獨特的思想、理論和診療

方法，且在澳門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在澳門

的醫療衛生保健事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

澳門沒有專門管理中醫藥事務的機構，僅在澳

門衛生局藥物事務廳和牌照科有中醫藥從業

人員和中藥房的註冊登記，對中醫藥的長遠發

展缺乏規劃，不利於澳門中醫藥的發展。現

在，澳門特區特區政府正大力推廣、發展中醫

藥產業，在吸取大陸中醫藥管理經驗教訓的基

礎上成立澳門中醫管理局，與澳門衛生局並

行，獨立全面負責統籌規劃管理中醫藥事務，

適逢其時。這對於促進澳門中醫藥的發展，將

具有重大意義。其領導及組成人員必須是中醫

藥界的專業人士，才能保證能根據中醫藥自身

特點與規律進行管理與規劃，讓中醫藥沿著正

確的方向發展。 

4.3 改革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的教

育模式和課程設置 

在新生入學第一年僅開設中國傳統文化

課，重點是儒家和道家經典學說以及古漢語和

古天文曆法，培養學生扎實的傳統文化素養，

初步建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法。將傳統四大經

典（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傷寒雜病

論）列為必修課，聘請內地具純中醫思想的著

名專家學者授課。減少西醫課程含量，增加中

醫及傳統文化課程含量。學生在第一學年即開

始跟師臨床，從感性上認識、瞭解中醫診斷和

治療疾病的方法，為以後的理論學習和臨床實

習打下基礎。遵循“讀經典、跟名師、多實踐”

的原則，注重理論聯繫實際，早臨床、多臨床、

反復臨床；培養運用傳統文化思維方法、運用

中醫理論解決問題的真正的傳統中醫。 

4.4 成立一家純中醫醫院 

可聘請內地具真才實學的純中醫（無論來

自學院或民間）坐診，運用傳統中醫理論和方

法開展中醫臨床各科診療服務，同時選派真正

熱愛中醫、又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和中醫理論

修養的澳門本地優秀的中醫藥界專業人士跟

師學習，也可在澳門有計劃地開設“國醫高級

傳承班”，向有真才實學的國醫大師、名老中

醫學習，用 15——20 年的時間，培養出一批

在中醫臨床各科均有相當造詣的本地乃至廣

東省內、國內名醫，提高澳門中醫藥的知名度

與影響力。 

4.5 在橫琴中醫藥產業園建立一家傳統

中藥加工炮製生產藥廠 

中藥的採集、加工、炮製，在傳統的中藥

制藥行業裏有嚴格的要求。現在是商業競爭的

社會，有些不法藥農、藥商、藥廠，為追求經

濟效益，獲取最大利潤，不惜偷工減料，以次

充好，甚至以假亂真，以致中藥（包括中成藥）

品質下降，嚴重影響了治病效果，給中醫藥行

業造成傷害。因此，有必要在橫琴中醫藥產業

園建立一家傳統中藥加工炮製生產藥廠，生產

地道中藥材，這是中醫藥行業的需要，也是促

進澳門中醫藥產業發展的有效措施。選擇嚴格

按照傳統采藥方法採集的天然高品質地道藥

材，並嚴格按照傳統中藥的加工炮製方法，生

產各種地道高品質的傳統中藥飲片和中成

藥、養生保健品，產品除供應本地市場外，還

可銷往內地甚至世界各地。用傳統方法加工炮

製的中藥飲片、中成藥、保健品，雖然成本較

高、產量較少，但因其品質優良，療效好，必

將受到消費者的青睞，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 

4.6 在澳門路環或珠海橫琴建設一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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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旅遊與養生保健為一體的養生村 

醫療養生保健與休閒旅遊相結合，已經成

為一種新的時尚，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幾千

年來中醫藥學積累了許多優秀的養生保健方

法，如藥膳、針灸、按摩、刮痧、撥罐、氣功、

五禽戲、八緞錦、太極拳、易筋經等。這些方

法可以很好地調整人體內部平衡，同時可以調

動人體正氣抗邪，對許多藥不可及的慢性疾病

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澳門與珠海相連，位於

我國東南沿海，氣候溫和，四季如春，路環或

橫琴背山面海，樹林茂密，環境清幽，空氣極

其清新，是理想的養生保健之地。在路環或橫

琴建設養生村，將傳統中醫藥的養生保健方法

與休閒旅遊相結合，可以讓人回歸自然，放鬆

身心，調養精神，防治疾病，這對現在商業競

爭社會中承受最大壓力的企業家、高級白領等

高端人群尤具吸引力。而澳門與橫琴是亞太地

區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擁有龐大的人流、

物流、資金流，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均符合建設養生村的基本條件，其優勢是其他

地區所無法比擬的。這是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的必然，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同時也是澳門

將旅遊與中醫藥產業相結合，推動產業多元

化，建設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重要舉措，也可

提高澳門中醫藥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可在養生

村建設一傢俱國際水準的現代體檢中心和國

際中醫藥健康中心，將現代先進科技的檢查檢

驗與傳統中醫藥養生保健方法相結合，為客戶

提供高水準的養生保健服務。同時在養生村內

加入各種中醫藥文化元素，如建設中草藥園、

歷代中醫藥養生保健名家雕像群、醫聖廟、藥

王廟、養生保健名言碑刻等，還可免費教授各

種傳統養生功法，如五禽戲、易筋經、太極拳，

以及養生健康講座等，讓入住客人即可得到高

水準的中醫藥養生保健服務，放鬆身心，防治

疾病，還能學到各種養生保健知識和方法。 

4.7 建立和規範中醫藥從業人員的培

訓、繼續教育和技術資格評審制度，鼓勵和資

助中醫藥從業人員外出進修學習，提高中醫藥

從業人員的學術水準。 

政府可以每年定期開辦各種形式和各專

業的傳統中醫藥學習培訓班，分設初、中、高

不同等級，也可委託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或澳

門中醫藥學術團體舉辦。但各種學習班的講課

老師必須是具有深厚的傳統中醫藥理論素養

和豐富的臨床經驗者方可擔任，且必須經過中

醫藥發展諮詢顧問團的審核批准。建立私人執

業醫生的技術資格評審制度，設立初、中、高

技術職稱，根據學歷、臨床經驗、學術水準、

參加繼續教育學習培訓等情況，綜合評審，授

予相應技術資格。同時，對於每年的執業牌照

續期，規定必須參加相應次數的培訓、進修等

繼續教育學習方予辦理。對於外出進修學習、

參加專業培訓者，政府給與適當資助，鼓勵從

業人員提升專業學術水準。 

4.8 每年定期（至少每月一次）舉辦國際

性的各種形式的高水準的中醫藥文化宣傳和

學術交流活動 

廣邀世界各地醫藥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和

中醫藥愛好者與會，讓世界各地的人民更多地

瞭解中醫中藥，將澳門打造成宣傳推廣中醫藥

文化，交流中醫藥學術的國際性視窗與平臺。

可以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國中醫藥學會、

中國針灸學會等國家級機構與學術組織以及

各省市中醫藥學術組織共同舉辦，以確保各種

活動的水準與品質，提升澳門在國際中醫藥界

的影響力。 

4.9 依託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面向

國際招收學員，開展中醫、針灸的國際教育培

訓。舉辦中醫藥理論和臨床各科及中醫養生保

健的長、短期培訓班或全日制本科班，政府可

以全額或部分資助學員，鼓勵世界各地的學生

前來學習中醫藥知識，傳播中醫藥文化。從內

地 30 多年的中醫針灸對外教育看，英美地區

和東南亞的中醫、針灸培訓需求持續增長，而

葡語系國家和非洲相對滯後，但近年出現了良

好的開端，而且市場也較大。利用澳門特殊的

地緣和語言傳播優勢，開發特色中醫教育產

品，以培訓帶動旅遊、醫療、中醫藥貿易等，

不失為一條教育產業之路，也是將傳統中醫藥

推向世界的有效方法。 

4.10 建立政府中醫專項基金 

傳統中醫藥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

成部分，是一門具有獨特醫學理論和診療方法

的傳統醫學體系，學習、研究、傳承、發展中

醫藥必須遵循其自身規律。而傳統中醫藥的精

髓，在於其獨特的思想理論體系，如天人合

一、順應自然、陰陽五行、臟腑氣血的升降浮

沉等等，其診斷和治療方法都只是在這些理論

指導下的應用而已，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固

有的思維方法在中醫藥學的體現。只有真正理

解掌握這些獨特的中醫藥思想、理論並將之運

用於臨床解決實際問題，才是純中醫——真正

意義上的傳統中醫。而現代中醫所走的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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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現代化、中醫藥的創新、中西醫結合）

已經背離了中醫藥所固有的規律，丟棄中醫藥

傳統的思想、理論，已經不是真正傳統意義上

的中醫，因而導致中醫藥學術水準的整體下

降，療效大不如前，甚而導致有無知之徒叫囂

要取締中醫，或廢醫存藥，肢解中醫，消滅中

醫。只有在繼承、學習、研究、掌握傳統的中

醫藥思想和理論的基礎上，才能提升中醫藥的

學術水準，讓中醫藥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這

也是本文在澳門中醫藥未來發展建議中第一

條設立“澳門中醫藥發展諮詢顧問團”的最

重要原因。因此，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思維

方式去繼承和發展中醫必須成為整個中醫藥

界以及中醫藥決策管理者的基本指導思想，如

此，才能夠真正將中醫藥發揚光大，為保障人

類的身體健康作出應有的貢獻。所以，設立政

府中醫專項基金，專門用於扶持、鼓勵開展純

中醫學術文化研究和傳播的機構和個人，項目

和課題，對於推動澳門乃至世界中醫藥的發

展，迅速提升澳門的中醫藥學術水準，提升澳

門在國際中醫藥界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將具有

非常重大的意義。 

總之，澳門彙聚東西方文化，背靠祖國，

面向國際，地理位置優越，中醫藥的民眾基礎

深厚，經濟充滿活力，擁有龐大而豐富的人

流、物流、資金流，與亞太地區、歐盟、拉丁

語系國家，尤其是與葡語國家聯繫密切，是亞

太區內極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也是連接內地和

國際市場的重要視窗和橋樑，故是集成國內外

經驗發展中醫藥的理想之地。而現在澳門又迎

來新的發展契機，中央對澳門的發展非常重

視，將澳門發展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並將澳

門未來發展定位為建設世界休閒旅遊中心；大

力支持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支持澳門發展中

醫藥產業，在政策、法律、土地、資源等方面

給予各種優惠。澳門政府又擁有龐大的財政盈

餘，資金充足。可以說，澳門發展中醫藥產業，

占盡天時地利人和，只要在中國傳統文化固有

的思維方式（也是傳統中醫藥的思維方式）指

導下，遵循傳統中醫藥固有的規律和特點，綜

合運用各種優勢來學習、繼承和管理、發展中

醫，將澳門打造成集傳統中醫醫療、養生保

健、教育培訓、中藥貿易、休閒旅遊於一體的

世界級中醫藥產業基地，成為中醫藥走向世界

最為重要的視窗，必將指日可待！ 

 
（本文作者張俊青，系澳門中醫研究會和澳門針

灸學會理事長，澳門中醫養生學會會長） 

--------------------------------------------------------------------------------- 

 
 

中醫傳統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論 

歐陽世清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一、簡明歷代中醫藥、中醫看病診斷程

式。 

筆者認為從醫到藥均有各據各異，本人思

路是“醫藥無邊、永遠是徒”，哪個醫生都有

自己的特點，對古醫古藥要細心參詳。其實有

很多醫藥古書籍上沒有記載，如酸重致病、堿

重致病及治療等還沒見古書籍上有記載。

“毒”有記載（但如有些狂犬病毒能潛伏幾年

才暴發也未見詳細記載，各種傳染性病毒也沒

詳細記載）。“傷”即有陳年損傷復發的記

載，藥也有很多藥在歷史藥典中及現代的中藥

大辭典、中華藥海中均找不到，沒有圖樣的藥

典有別名異名難以查證，現代的藥海中均找不

到，可一直沒有記載，這些藥究竟是失傳還是

根本歷代就沒發掘應用，誰也說不清了。只有

親自嘗試，經多次嘗試無毒，才確定它的功

用。我已測試多種藥都具有它的特異功能，所

以把它列入草藥，並結合自己的經驗，綜合分

析，取長補短，有很多有特殊療效的藥物古人

曾用過得出經驗，作了記錄、流傳至今。也有

很多藥物古人還未發覺，還是古人保守失傳又

被現代愛好者發現，誰也講不清其中道理了，

對於這事在後頁藥論篇中簡明陳述。 

中醫看病斷病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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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給人看病，說來是件很普通平凡之

事，但實際上這是一件很嚴肅，還要端正態

度，所以在診病時，平心靜氣不得有任何雜

念，以防思想被打擾。 

應用望聞問切，作出準確判斷。 

二、歷代名醫均有各自的論述，各自的見

解，發表不同論述論斷，我們現代的中醫應作

何選擇。 

在醫學理論方面：漢唐以前，雖有諸家方

論，但並無明顯的派別出現，至宋元時期，隨

著醫療實踐的不斷豐富，許多醫家總結出一些

新的經驗，提出一些新的見解，於是逐漸形成

了醫學史上著名的金元各家的學說與爭鳴。 

如以劉完素為代表的“寒涼派”，認為病

因以火熱為多，治法強調降心火、益腎水，著

有《素問玄機原病式》等六部書。以張子和為

代表的“攻下派”，認為治病應以著重驅邪，

邪去則正安，主張汗、吐、下之法，著有《儒

們事親》一書。以李東垣為代表的“補脾胃

派”認為照顧脾胃是治病的重要關鍵，著有

《脾胃論》等十部書。而朱凡溪認為人體病理

的基本變化是“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因而在

治療上注意養陰，被稱為“滋陰派”，著有《丹

溪心法》等幾部書。 

又如“五運六氣”，雖于漢唐，但直至宋

代，受“理學”思想的影響，而興盛起來，當

時的醫學考試亦以“運氣”為必修科目，北宋

劉溫舒著有《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一書，對金、

元、明、清的醫學發展，都有一些影響，但也

有些醫家對運氣學說持有異議，如宋代的沈

括，明代的繆希雍，清代的張倬等，張倬曾說

“……四方有高尚之殊，四序有非時之化，百

步之內，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異,豈

可以一定之法，而測非常之變耶？”這論斷是

非常正確的。 

我也認為醫生給人看病，只要掌握看病的

幾大綱領，平心靜氣，認真分清寒熱虛實，陰

虛陽虛，發病部位，二便情況，痛、脹、汗、

眠，結合望、聞、問、切及六淫七情（致病內

因外因）八綱辨證，得出正確斷病判斷。 

施藥方面是可以靈活機動調配的，不要老

受條框之約束，對湯頭歌訣和處方、秘方本不

該施用的藥而不敢刪更取長補短，根據病情的

需要做到因人而異，因病而異，才能達到治療

的最佳效果。 

三、中醫藥寶庫遺產為何現在搖搖欲墜名

聲不振？ 

中醫是我們祖先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寶庫

遺產，如今都遭到冷落，其中包含幾個方面： 

1、中醫自唐代以前都沒有正規學堂傳授

醫藥，直到西元 60 4 年唐朝才設立了“太醫

署”培養醫學人才，在此之前均是個人拜師學

藝。這幾千年相傳下來，也不知經歷了多少師

徒所傳的年代變遷之異，如傳到三十代、四十

代不會代代師徒均是那麼善良、可信，不驕不

傲，自滿，或是三天學徒比師強的心理狀態，

像這家醫術就決定保守失傳很多寶貴經驗。 

2、由於當師父的總想保留一點看家本

領，所以每代相傳，代代保留，到近代已是久

遠的年代，也就有很多寶貴經驗失傳。 

3、因現代行騙的中醫也特別多，各大城

市的大醫院門口都有很多人為這幫騙醫招客

（病人），也有不少的患者因病急亂投醫，結

果錢被騙了，病情因時間耽擱，或不該服食的

藥物反而加重，落得人財兩空，這樣的騙子醫

生能振興中醫藥名聲嗎？ 

4、現在的中醫院打著中、西醫結合的牌

子，為某市某縣中醫院，實際上 70%以上是西

醫治療。 

5、中醫直到現在還是以水劑治病為大多

數，服用中藥有一股難聞的氣味，多數處方中

都有苦味，氣難聞、味苦，大多數病人都不喜

歡這兩種氣味。 

6、據我觀察過很多中醫生給人看病，根

本就不認真，切脈也是做個樣子，沒有通過中

醫的望、聞、切，只是簡單的問了一些病況，

診病時和別人聊天說笑，也沒作病況記錄，就

稀裏糊塗開處方，且在忌口方面，還是病人問

忌口，只說忌酸辣、酒類。據瞭解多數病人有

便秘，還有嘔吐、噁心、倒經也是告訴人家不

吃酸辣酒，其實辣酒是應忌的，好像除了這三

樣就沒別的可忌口了。氣血逆行，凡上行食品

均應宜忌，如芝麻、玉米、板栗、筍類、菌類，

忌口是為了穩定藥效發揮作用。 

7、中醫的實際情況與上述一樣，但還是

多虧老一輩老百姓老太們仍在宣傳祖國傳統

中醫的優點：①西藥雖快，只能治標，不能治

本，中醫藥能治根；②西醫治不好的疑難雜症

中醫能治好；③西醫有很多檢查不出的病，中

醫脈象能切出病情並能治癒，有著這些教育材

料在人們中宣傳，所以中醫還能保留一席之

位。 

歷代中醫看病的病因學，以外因致病是

“六淫”，內因致病是“七情”，不內外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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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獸及金瘡所傷等。 

我認為現代生活方式對外因致病還有

酸、堿、毒、傷。內因致病還有“逼”，不過

這五項對各醫林同道是不太重視的，即使遇到

這類病人，也不會想到這是些外因內因。現說

一個古人故事，三國時期諸葛亮率兵南征，大

軍到了雲南東北部的銅礦區附近，很多士兵飲

用過這裏的泉水變成啞巴，說不出話，以後老

百姓介紹喝用解泉，又全部講得出話來。據那

時服用啞泉水是水中含硫酸銅較重所致，後服

解泉，是含鹼性過重能綜合酸所以能解。現代

生活方式因人的嗜好性強，生活上常有酸、堿

偏重食物，如燒烤、飲料及各種配料等，酸堿

不衡致病，我遇到一位病人牙痛，百藥不靈，

後服用不到一毛錢的小蘇打化水服用，五分鐘

牙已不痛，恢復如常。後又接診一病人也是牙

痛，這位病人痛得相當利害，一直跺腳，百藥

不靈，也跟上次一樣給他服蘇打水，誰知更

痛，後才想起是堿重，即配一克半檸檬酸水，

還沒喝完牙已不痛。由那時已將有五年的經驗

了，我在這方面一直作研究，凡屬老年人經醫

院化驗肝功能有《鹼性磷酸酶升高者》大部分

均兼便秘，且鹼性過重，像這類病一定提早預

防處理，很容易轉化為結腸腫瘤或腸腫瘤、腸

梗阻等病。 

外因增加酸、堿防致癌的主要原因。 

還有“毒”。包括肝炎病毒、傳染性各病

毒、狂犬病毒，食物上的農藥中毒、煤氣中毒、

瓦斯中毒等…… 

“傷”，有陳年損傷復發致病，破傷風致

病，腰傷下身癱瘓病。灼傷：如電焊灼傷、電

焊強光刺眼傷、頸椎增生壓迫頸導致手臂癱瘓

等均屬傷所致病。 

還有“逼”。這是屬精神、思維、神經又

不能克制，又無奈不易對付和解決的精神壓

力。同道們可打開思路思，世上也有很多人由

內因這“逼”字致病。 

四、望聞問切。 

五、藥。有植物、礦物、動物（包括動物

體的某部便溲等）化合物藥、有機、無機均有。 

六、中藥分科專案（略）。 

--------------------------------------------------------------------------------- 
 

談談治病求本的原則 

劉湖輝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治病應求治本"就是治療疾病，首先必須

找出疾病的本質，針對疾病的本質進行治療，

這就是辯證說治的根本原則。 

疾病在發展過程申，既有病變較單純的，

也有錯綜複雜的現象，例如:真寒假熱，真熱

假寒、表熱裏寒，上實下虛等，治病治本就是

找出和研究疾病的本質進行治療。例如頭痛一

症是由於外感、血虛、痰濕、痰血、肝陽上亢

等多種原因引起的，治療時就必須找出頭痛的

原因所在，分別用養血，解表，活血化瘋、燥

濕化痰，平肝潛陽等法進行醫治。確切地說，

如風寒侵襲肺衛的表證，出現惡寒、發熱、鼻

塞、咳嗽等症狀，這此症狀僅是疾病的現象，

風寒傷及肺衛才是疾病的本質。只有用疏風散

寒，宣肺解表的方法才能夠治好發熱，咳嗽等

症狀，這種針對疾病的原因和病變所在的治療

就叫做"治病求本"。 

多數疾病的臨床表現和它的本質一致

的，但有些疾病也會出現某些和本質相矛盾至

相反的臨床表現，即假像。在確定治療原則

時，不管疾病是否有假像出現，總是要針對疾

病的本質進行治療的。如果將這個治療原則對

疾病的現象而言，則有"正治"與"文治"的區

別。 

1、正治法:疾病的臨床表現和它的本質相

一致的情況下的治法稱"逆治法"。如熱邪所致

的熱證，其床的現象和本質部為熱;寒邪所致

的寒證其病的現象的本質均為寒，治療時就用

寒性藥物治熱性病，熱性藥物治療寒性病，也

就是"熱者寒之""寒者熱之"。同樣"虛則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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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則瀉之"的治療法都是逆其證象而治，

就屬於正治法的範疇。 

2、反治法:就是疾病的臨床表現和它的本

質不相一致的情況下的治法稱"反治法"，順從

疾病的現象而治的方法，具體舉例如下: 

①熱因熱用:用熱藥治療熱的症狀就叫熱

因熱用。病的材質屬寒，而熱證為其假像，稱

為假熱，治宜用濕熱藥，如果是由於內臟虛

寒，陰熱太盛以致陽氣上浮反見面紅等假像熱

症狀的戴陽證，用溫熱藥治其假熱症，就是以

熱治熱的"熱因熱用"，此治療適用於真假熱的

病症。 

②寒因寒用:用寒藥治療的症狀叫"寒因

寒用"，如熱邪內積裏熱太甚，格陰如外，陰

氣不能暢達四肢所致的熱厥證，用寒藥治其假

寒，就是以寒治寒的"寒因寒用" 

③塞因塞用:用補塞的方法治療閉塞不通

的病叫做:塞因塞用。如因中氣不足，脾陽不

運的腹脹，用補中益氣，溫運脾陽的方法進行

治療;氣虛血枯引起的閉經，用補氣益血的藥

來治療，而不用通利的方法這就是"塞因塞用。 

④通因通用:用通利的方法治療通泄的病

症叫做"通因通用"如因積滯所致的腹瀉用瀉

藥治療，因瘀血所致的崩潰就用活血遂瘀的藥

物來治療，這就叫做"通因通用"。 

以上所述的反治法主要是針對疾病所反

應於外的現象而言，雖然它和正治法相反，面

具具體措施各有不同，但都是針對疾病本質而

治的治療原則。 

3.反佐法:當疾病發展到陰陽格櫃的嚴重

階段而出現假像時，此時對大寒，大熱證的治

療時，如果簡單地熱治其真寒，或以寒治其真

熱就往往會發生藥湯下嚥便嘔吐的櫃現象。或

者治療效果不好，這時就用反佐法起誘導作

用，制止疾病對藥物發生對抗作用反佐法有二

種： 

一是方利組成的反佐法，即在溫熱的方劑

中加入少量的苦寒藥;二是服藥中的反佐法，

這就是說治熱證用寒藥用熱服法，治寒證用熱

藥用冷服法。 
--------------------------------------------------------------------------------- 

 

中醫三理養生新理念 

蒙兆奇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三理養生：地理（即風水養生）、醫理（人

體五行，奇經八脈陰陽和諧養生）、命理（即

生辰八字亞健康之補養也）。三理者，地也。

生命運動之環境，致病之根也。醫者，人也。

後天之運化、養生觀內之功也。命者，天也。

先天之造化知未病之根也。“人間人生三理定

乾坤，天下世間事物盡其中”。是人類社會過

去現代輿未來和諧養生之道、身心健康之根

也。 

三理養生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文化

養生和諧之法：是天、地、人、國家、家庭、

單位、部門、公司、內外、個人、人生、生命

事物和諧之根。風水通過環境關懷人、養生輿

環境手段提升人，環境輿人的和諧共存是二者

共同的诉求，也是從古到今天人合一之本。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想法輿需求到人的身

體各有不同，人與人之間的身體到各種事物事

情發生輿變化都不同，這就是天地之間，人宇

之間，也就是大自然“五運、六氣”環境之根

源。 

根據風水學千百年來積累的理論實踐經

驗，我們人居住的與工作的每一所房子，都不

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其居住著千絲萬縷的聯

系．並存在一定的能量磁場。為什麽有些家庭

平安幸福，事業興，可有些家庭一貧如洗，災

難不停，難道是命嗎？說到命，有同年、同月、

同日、同时生的人，命運都不同：一個富官，

一貧民；一個富有一個貧穷；一個大學或博

士，一個書都沒讀上，還是個文盲，這都是風

水環境決定的。如：生在城市輿鄉村，在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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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或平原（海邊），富與貧的家庭，這

似同又不同原因。還有同居一個房屋里（就同

住一室），也就一家人來說吧，一個身體健康

工作順，另一個身體疾病特別多，工作煩心意

亂，那些疾病治好了後又反彈，怎麽樣都根治

不了，這就是居場環境所定的。 

也許您們從來沒有想到風水與養生聯系

起來，有沒有把陰宅、陽宅與人身體與事物聯

系起來。古人告訴我們“風水藏風聚氣”的，

藏風聚氣是人類生存和居住的最佳環境。養生

頤養生命之道，力增達到精、氣、神的最佳狀

態，二者是相通的。由此可見，我們居住的與

工作的每一所房子，都不是孤立而存的，而是

與居住者有千絲萬縷聯系，也就是天人之關

系。太極八卦輿居住、工作場所與人員的關

系：從風水學中，乾、坤、艮、巽、子、午、

卯、酉。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艮為少男，

巽為長女，子為中男，午為中女，卯為長男，

酉為少女。 

八卦與人體內的關系： 

兌（酉）為肺，離（午）為心， 坤為脾

為腹，乾為大腸，震（卯）為肝，巽為膽，坎

（子）為腎，艮為小腸。 

八卦輿人體外的關系： 

離（午）為目，乾為首（頭）。兌（酉）

為口，坎（子）为耳，坤為腹，巽為股，艮為

手，震（卯）為足。 

天與人的關系： 

天與地，人分男女；天有日、月，人有兩

目；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分白天黑夜，人

有臥起；天有水、火、風，人有精、氣、神。

這就是天、地、人合一。 

人體與五行（金、木、水、火、土）關系： 

肺為金、主氣，主聲，肺氣宜清。如：金

屬般鏗鏘有聲。木为肝主藏血，主疏汇。水為

腎主納氣，生命的本源來自水，腎屬先天的本

源。火為心，主血脈，推動氣血，溫暖整個人

體。脾為土，主運化，統血，主消化吸收，滋

潤身體，如大地孕育萬物。 

天地八卦與人體經絡的關系： 

天為人體督脈，地為任脈。兌相應是手太

陰肺經，乾相應是手陽明大腸經，坤相應是足

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離相應是手少陰心

經，艮相應是手太陽小腸經。震相應是足厥陰

肝經。巽相應是足少阳膽經。坎相應是足少陰

腎經與足太陽膀胱經。上中下手少陽三焦經，

手厥陰心包經。 

其實人體就是活地圖，  經絡內通於五臟

六腑，  外通於四肢百骸、五官九竅。總之經

絡把人體各部門都聯起來，變成一奧妙無窮活

生生整體。人生下來、活下去、生病、治病、

決生死、治百病關鍵都是經絡。通則不痛，不

通則痛原理。 

說到命理、命者。從中醫學來說，人的本

身就是個整體，而不是單個，大腦、心臟、

腎……等，他是由經絡聯系全身的，也是人與

自然為一體的，自然環境有一點變化都會影響

到人的氣血運行。人，從一生之中，早年、中

年、晚年，從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

從一天之中，早、中、晚，從南到北，四面八

方，氣候在變，人與事物都在變，好壞各有不

同，這就是命理，命者運也。 

現代人生存養生之夢在哪裏呢？何從安

居、何以樂業、以身心健康、謀求事業發展？

人間人生天地萬事萬物之間，時時刻刻都離不

開天地“五運、六氣”的環境。在這個环境中

總是不斷進行物質、能量、意識、情感、磁場

等各面的交流。人與人體的環境養生，特別是

居住環境到人體，總是有好壞之分，都是隨着

大自然“氣色”而動。從生活和發展的角度來

看，在選擇、建造、佈局自己周圍的環境的過

程中，福、祿、榮、壽健康和諧養生一生所追

求，艱、難、危、困一人所規避，總的歸於中

醫三理養生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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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清光緒帝御用龜鹿二仙膠與現代醫學探討 

陳維福  張婉菁 

(台灣福漢奈米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一、前言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規律，如何

運用藥物來防病抗衰延年益壽歷來是人們的

願望，無論是帝王將相抑或庶民百姓，都企望

能找到一種靈丹妙藥以求得長生不老。自然規

律告訴我們，人類欲長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但

在現實生活中，通過飲食、起居、精神等方面

的調養，適當鍛鍊，加上服用一些養生保健藥

物，強身健體、防病抗衰、延年益壽是完全可

以做到的。 

中醫藥有著幾千年與疾病作鬥爭的歷史，

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累積了豐富的應用藥物

來防病治病、抗衰延年的經驗，早在二千多年

前的《神農本草經》就記載了多種藥物有”補

虛贏”、”聰耳明目”、”烏須黑髮”、”久服不

老”、”輕身延年”等保健作用，這為後世應用

養生保健藥物奠定了基礎。 

此後，經過歷代醫藥學家的不斷努力，具

有養生保健的藥物不斷增多，並在臨床得到廣

泛應用，特別到了現代，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以及反璞歸真思潮的掀起，應用天然

藥物來養生保健更是日益受到重視，具有確切

作用、副作用極小的中藥草不僅受到了國人的

青睞，龜鹿二仙膠，在世界內掀起了一股”熱

潮”，受到國際醫藥學界的關注。 

現代研究表明，具有抗老化、延年益壽、

陽痿、早泄、陰莖勃起緩慢、虛勞少精、下部

無力、腰膝痠軟、防止骨質疏鬆等多種作用。 

二、典故 

古代帝王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供

使令，皇帝朱批，太醫奉旨”龜鹿二仙膠”專

為皇宮御用(配方:龜板一斤、鹿角一斤，為

1:1，經過七天七夜熬製成膠後，陰乾，由太

醫院御藥房製成保存)，庶民百姓不得用。 

明代(公元 1569 年)王三才的”醫便”修

名稱、色澤及配方，配方:龜板五斤、鹿角十

斤、人參十五兩、枸杞三十一兩等四種珍貴藥

材熬成膠，稱為「四珍膠」廣為民間所用。「龜

鹿二仙膠」顏色褐色透明狀，「四珍膠」顏色

黑暗不透明，為此容易辨識。 

「醫便」詳述道:此方試極效，專治男婦

真元虛損、久不孕育、或多女少男，服此膠百

日，即有孕生男，應驗神效。並治男子酒色過

度、消鑠真陰。婦人七清傷損血氣、諸虛百損、

五勞七傷，並皆治之。成方切用說;此方志瘦

弱少氣、夢泄遺精、目視不明，精極之證。 

 

 

 

 

 

 

 

 

 

 

三、病史治法分析 

清代歷朝皇帝中，光緒帝患病殊多，遺精

滑泄病居其一。 

《據光緒三十三年期自書知起居注稱》十

六、七歲使患此症。至十九歲大婚時，病仍如

故，已成宿疾。其症狀表現:”於晨間一聞鑼

聲即覺心動而自泄，夜間夢床亦然”。病勢沉

重，治療頗為棘手。就遺精病之成因，多由勞

二藥合用，陰陽雙補，滋陰、益精作用更強。 

龜鹿二仙膠 
龜腹板━腎虛腰痛、腳膝痠軟。 

鹿角━男子陽痿、滑精、婦女子宮虛冷、崩漏、帶下。 

四珍膠 
龜板━腎虛腰痛、腳膝痠軟。 

鹿角━男子陽痿、滑精、婦女子宮虛冷。 

人參━補脾益氣。 

枸杞━益肝腎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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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過度，縱慾傷腎，或醇酒厚味，蘊濕生熱下

注，擾動精室所引起。其病機當責之心、肝、

腎三臟之虛損或失調，即丹溪所謂:”主閉藏

者腎也，主疏泄者肝也，二者皆有相火，而其

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易動，心

動則相火易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

雖不交會，易暗流而疏泄矣。”至于光緒帝遺

精之病因，先天不足，腎虧于前;情志不遂，

心勞日拙，心肝兩損于後。且自幼脾胃損傷，

濕濡蘊熱，相染其同。 

御醫鑑於光緒帝體質嬌弱，還專門配置陰

陽雙補平和之劑，已備久服。滋陰益腎暖精丸

即是其一，該方組成為:「茯兔丹」、「龜鹿二

仙膠」等方加減化裁而來，具補陰壯陽，得蛤

蚧之助而納氣之功殊增。茯兔丹滋精固脫，合

金櫻子、牡蠣、益智仁固澀之利益強。「龜為

介蟲之長，得陰氣最全;鹿角過至即解，稟純

陽之性，兩藥相伍可陰陽雙補。」至配以飴糖

為丸，頗寓深意，飴糖性味甘平，《千金要方》

載，有"補虛冷"，之作用;《食療本草》稱其

可"健脾胃，補中"。其性平和，故為光緒帝喜

用。並常依據病情在此方基礎上加減用藥配方

服用。 

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則稱此龜板、

鹿角二合為二仙，詳述道:龜鹿皆靈而有壽。

龜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脈，故取其甲，以補心

補腎補血，皆以養陰也。鹿鼻常反向尾，能通

督脈，故取其角，以補命補精補氣，皆以養陽

也。此方以龜鹿為主乃稱之二仙。 

龜鹿是屬於中國相當傳統的御方，已有上

千年歷史，主要藥材是龜板與鹿角，以一比一

的比例加水煉製，為取其精，需七天七夜二十

四小時不停煉製，費工耗時。由此可見，龜鹿

的益處是無可媲美的。 

四、結論 

 現代醫學也證明「龜鹿二仙膠」確實兼

具有補血、補腎、強筋骨、抗衰老作用。鹿角、

龜板在現代醫學研究報告表明兩者均含有豐

富膠質(Collagen)、碳酸鈣(Caco3)、胺基酸、

微量元素等，而龜板在中醫為主入腎，而腎主

骨，所以都是對骨骼吸收的最佳良方。鹿角即

能補腎、壯陽、活血消腫作用。中醫認為:「龜

鹿二仙膠」與「葡萄糖胺」(Glucosamine)相

同對骨質疏鬆的改善有幫助，是婦女儲存骨本

的很好的食療方法。並證實「龜鹿二仙膠」對

「骨質疏鬆」確具療效。 

龜鹿二仙膠是治筋骨痿軟，功能強筋健

骨，補氣、生精補髓的常用藥方。其效果非常

良好，尤其對骨質疏鬆症更具神效。 

幾千年前，中醫並無骨質疏鬆的名詞，只

知膠質之類有補骨的功效，與現代醫學骨骼需

要鈣來供給營養不謀而合。鈣對骨骼的生長與

保健非常重要，尤其對人體達到某種程度的年

齡，所謂「更年期」時更需要補充。因為，通

常一般的食物中，所含的鈣不能在胃腸全部吸

收，因此必須靠食補或藥物補充。鹿角在此方

佔有重要的地位，因鹿角在現代醫學研究得知

其成分含有豐富的膠質、碳酸鈣、磷酸鈣等。 

依據美國學者:H，WINTER.GRIF-FITH 醫

學博士著(維他命、礦物質、營養補充品)乙書

所載，碳酸鈣、磷酸鈣可幫助骨骼的成長和防

止骨質疏鬆症。 

而龜板是入腎的藥物，腎主骨，若腎虛虧

損至筋骨不健，必引起腰腳瘦弱步履無力，加

以龜板有滋補腎陰、故能健骨強筋，此二為配

合得宜，必使藥得力奏效。龜鹿二仙膠是含有

純天然營養的鈣質，與化學的碳酸鈣、磷酸鈣

有很大的差別，雖然同樣防止骨質疏鬆症，但

龜鹿二仙膠兼有補氣補血的功效，而且是純天

然的動物所製成，絕對沒有副作用，可安心長

期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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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學認識誤區的思考 

唐海樹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人生病不可怕，就怕亂投醫，當醫盲，走

入“誤區”。包括不能正確對待用藥、打針，

不能正確分析、不能正確對待生活等等。 

    下面談談人們認識上的誤區有哪些： 

     一、正確認識醫師。 

    作為一個醫者，首先要能調治自己的身

體，要能治他自己的疾病。這是對一個醫生的

起碼的要求。倘若一個醫生連他自己的疾病都

不能治療，自己成天在吃藥，那他就沒有資格

給他人看病。人命關天，象這樣的醫生，害人

害已，誰會相信，又有誰敢給他看病呢？象這

樣的醫生就應該先回去好好學習，等他的能力

足夠好了，再回來做醫生。 

   二、正確理解人體生命。 

   人體是個生命，它時時刻刻都在生長變

化，切除或分離病變部位等都會造成其生命力

的終結。 

   手術目的是通過手術的方式來修復其傷

殘，使其癒合，這是手術的真正目的所在。而

現代醫學之中，如換心臟、切肝臟、摘子宮、

摘膽等，都不是順應自然規律，都違背了人體

生理規律。如有膽結石了，那麼就外科手術一

下，將膽囊摘除，說膽囊的存在與否對人體沒

什麼影響，事實果真如此嗎？答案是否定的。

有的病人將其膽囊摘除後，食欲差了，人漸漸

消瘦了，睡眠也變得不好了，所以說手術摘膽

是違背人體生理規律的。我們人類進化了幾十

萬年，身體的每一個器官都有其獨到的功能，

不是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的，而是缺一不可

的。幾萬年的進化，就是人體適應自然規律的

表現，是進化的必然。“存在即為合理”。再

如透析，尿毒證患者，小便排不出來，體內的

尿素氮、尿酸等毒素聚積體內，導致人體代謝

性酸中毒；那麼找們就採用透析法，將其血液

抽出來，再消消毒，又放進去，這樣就達到消

毒目的了。可是沒過多久，人體又中毒了，於

是又透析，而結果是：越血透，人體越變得虛

弱，越變得消瘦，這又是為什麼呢？血透合

理，血透合符人體生理規律嗎？人體不是機

器，血液也不是機油，豈能想換就換，想抽就

抽。血透是可以暫時緩解病人的病情，但始終

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法，始終是治標之

法。尿毒證是由於腎功能的衰竭，腎單元的壞

死，導致其毒素聚積，不能排出體外，引起全

身性中毒。可以通過汗腺排汗法，再配以培元

固本之法，逐漸恢復腎臟的排尿功能，做到標

本兼治。再象腎結石，結石了，就手術一下將

結石取出；可是沒過多久，病人又結石了，為

什麼呢？手術一直被認為是西醫的專利，其實

我們祖先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能開顱手術了，應

當說手術是我們中醫的專利。西醫對腎結石采

用外科手術治療，其實是一種急功近利，結石

病的病根不在結石，而在腎。結石衹是腎臟病

變的一個結果，其病源真正在腎。衹有調理好

腎（腎單元）以及營血（瘀血，血毒），那麼

腎臟才能氣化將其礦物質之類的雜質排出體

外。不調理好腎臟，光靠手術是難以達到治療

結石的目的。 

    中醫講究的是一個整體觀念。人體是一個

有機的整體，疾病的治療就應該從整體出發，

辨證論治。衹有這樣才能治標治本，才能將病

疾治癒。 

    三、正確認識腫瘤、癌證、放化療。 

    腫瘤、癌證都是病毒的積累。有的是由於

體質虛弱，抵抗力下降，免疫力降低而致癌；

有的是長期服用抗生素藥物而致癌；有的是由

於飲食受污染的食物等致癌等等。凡癌證病

人，一般體質虛弱，治療應採取虛則補之原

則，增強病人的抵抗力，最忌化療、放療。病

人本來就體虛了，還要化療、放療，其結果是

病人變得更加體虛，抵抗力直線下降。好多病

人一經放化療，其頭發腋毛等掉光光，變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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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飲食，心悸失眠等等。化療、放療，傷精耗

髓，造成骨髓抑制，血象變得混亂，惡性循環

加劇。象這一類病人，應該採用中醫保守療

法，在增強患者體質的同時再配以軟堅消瘤之

藥，這樣患者體質得到增強，那麼病人有癌

證，他也不會死，中醫在這方面有獨到之處，

是西醫無法取代的。一旦放療、化療下去，就

是再好的身體也會搞垮，讓病人走向一條不歸

路。癌證不一定會死人，但放化療就可以死

人。 

    四、產婦消炎無奶 

    嬰兒不給哺乳，這是最大的錯誤，很多產

婦為了保持身材的美麗，，不給嬰兒哺乳，改

用奶粉。其實奶粉和人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許多商家瞧準這一商機，大吹大擂，說什麼羊

奶粉、牛奶粉等等比人乳營養更充分，營養更

豐富，其實這些都是騙人的鬼話。一切以金錢

至上，賺錢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所在。世界衛

生組織曾倡導：嬰兒母乳喂養最好至二周歲，

這樣才是真正的對嬰兒生長發育有利，母乳才

是嬰兒適合的。這衹是其中一個方面的原因，

許多產婦由於無乳或少乳而難以哺乳，其實原

因很簡單，現在孕婦產育大部分採用手術剖腹

產，由於手術中大量失血等等，造成產婦體質

下降。此時應該用大補氣血的人參、西洋參、

黃芪等，以補益氣血，可是情況並不是這樣。

好多的醫生這時往往為產婦大打消炎針，打點

滴，這是背道而馳，雪上加霜，造成產婦更加

體虛，氣血更加虧損，無以化津液為奶汁，有

甚者甚至留下很多後遺證，如風濕關節炎等。

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大家深刻思考的。 

    五、正確看待疾病。 

    人生是一個不斷得病又不斷去病的過

程，小到牙痛、感冒、咳嗽，大到高血壓、心

臟病等等，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不值得大驚

小怪。生病並不可怕，就怕被誤導，當醫盲。

今天胃不舒服，胃潰病了，就手術把胃切掉一

部分；明天膽絞痛，一檢查，有膽囊結石了，

手術—下，把膽囊摘除；後天又發現有子宮肌

瘤了，就手術把子宮又摘除，這樣以免子宮肌

瘤復發，一勞永逸。胃能切，子宮也能切，腎

可以換，心臟也可以換，人體就象一臺機器，

什麼零部件都可以任意切換，似乎這些器官都

是多餘的。故而古人有雲：人死於病者少，死

於醫者多矣。 

--------------------------------------------------------------------------------- 
 
 

站在開放、生物、灰箱的角度看中西醫 

陳連順  傳統醫學博士 

（南安市眉山衛生院） 

 

開放是系統學的一項分類、生物是宇宙中

的重要物質、灰箱是數學中的重要模型。現在

筆者要站在這三者的立場上來分析中西醫各

自的特點。 

1．開放、生物、灰箱的導入 

1．1開放的導入 

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觀的原子，一粒

種子、一群蜜蜂、一台機器、一個工廠、一個

學會團體、……都是系統，整個世界就是系統

的集合。這樣系統就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根據

不同的原則和情況來劃分系統的類型。 

1．1．1按人類干預的情況可劃分自然系

統、人工系統； 

1．1．2 按學科領域就可分成自然系統、

社會系統和思維系統； 

1．1．3按範圍劃分則有宏觀系統、微觀

系統； 

1．1．4 按與環境的關係劃分就有開放系

統、封閉系統、孤立系統； 

1．1．5按狀態劃分就有平衡系統、非平

衡系統、近平衡系統、遠平衡系統等等。 

1．1．6此外還有大系統、小系統的相對

區別。 

與中西醫關係較為密切的按與環境的關

係的劃分，人是屬於生物，是開放系統，中西

醫服務的物件是環境的關係開放系統的人類。 

1．2生物的導入 

生物（又稱生命體、有機體）是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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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生物最重要和基本的特徵在於生物進行

新陳代謝及遺傳。生物具備合成代謝以及分解

代謝，這是互相相反的兩個過程，並且可以繁

殖下去, 這是生命現象的基礎。自然界是由生

物和非生物的物質和能量組成的，無生命的包

括物質和能量叫做非生物，（新陳代謝是生物

與非生物最本質的區別）。生物可分為： 

1．2．1原核生物是一種無細胞核的單細

胞生物，它們的細胞內沒有任何帶膜的細胞

器。原核生物包括細菌和以前稱作“藍綠藻”

的藍細菌，是現存生物中最簡單的一群，以分

裂生殖繁殖後代。原核生物曾是地球上唯一的

生命形式，它們獨佔地球長達 20 億年以上。

如今它們還是很興盛，而且在營養鹽的迴圈上

扮演著重要角色。原核生物界至少包括 4000

種生物。 

1．2．2．真核原生生物界的生物都是有

細胞核的，且幾乎是單細胞生物。某些真核原

生生物像植物如矽藻，某些像動物如變形蟲、

纖毛蟲，某些既像植物又像動物如眼蟲。 

1．2．3真菌界均屬真核生物，它是真菌

的最高分類階元。 

1．2．4植物界是能夠通過光合作用製造

其所需要的食物的生物的總稱。 

1．2．5動物界均屬真核生物，包括一般

能自由運動、以（複雜有機物質合成的）碳水

化合物和蛋白質為食的所有生物。動物界作為

動物分類中最高級的階元，已發現的共 35 門

70 餘綱約 350 目，150 多萬種。 

生物體與外界環境之間的物質和能量交

換以及生物體內物質和能量的轉變過程叫做

新陳代謝。 

不論是中醫或西醫所研究的都是人體這

一生物，都是通過新陳代謝和通過改變結構形

態而維持機體新陳代謝的功能。 

1．3灰箱的導入 

數學模型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分類，下面

介紹常用的幾種．       

1．3．1 按照模型的應用領域(或所屬學

科)分：如人口模型、交通模型、環境模型、

生態模型、城鎮規劃模型、水資源模型、再生

資源利用模型、污染模型等．範疇更大一些則

形成許多邊緣學科如生物數學、醫學數學、地

質數學、數量經濟學、數學社會學等．       

1．3．2 按照建立模型的數學方法(或所

屬數學分支)分：如初等數學模型、幾何模型、

微分方程模型、圖論模型、馬氏鏈模型、規劃

論模型等．     

1．3．3 按照模型的表現特性又有幾種分

法：確定性模型和隨機性模型。 

1．3．4按照建模目的分：有描述模型、

分析模型、預報模型、優化模型、決策模型、

控制模型等．       

1．3．5按照對模型結構的瞭解程度分：

有所謂白箱模型、灰箱模型、黑箱模型． 

這是把研究物件比喻成一隻箱子裏的機

關，要通過建模來揭示它的奧妙． 

1．3．5．1 白箱主要包括用力學、熱學、

電學等一些機理相當清楚的學科描述的現象

以及相應的工程技術問題，這方面的模型大多

已經基本確定，還需深入研究的主要是優化設

計和控制等問題了． 

1．3．5．2 灰箱主要指生態、氣象、經

濟、交通等領域中機理尚不十分清楚的現象，

在建立和改善模型方面都還不同程度地有許

多工作要做． 

1．3．5．3 黑箱則主要指生命科學和社

會科學等領域中一些機理(數量關係方面)很

不清楚的現象． 

有些工程技術問題雖然主要基於物理、化

學原理，但由於因素眾多、關係複雜和觀測困

難等原因也常作為灰箱或黑箱模型處理．當

然，白、灰、黑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而且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箱子的“顏色”必然是

逐漸由暗變亮的． 

生態學和中西醫目前都處在灰箱模型階

段。 

2．開放、生物、灰箱與中西醫 

2．1開放與中西醫 

中醫和西醫雖然產生于不同的時代和不

同的地域，但都認為人體是一個開放性的系

統，中醫則重在研究人體這一系統與外界其他

系統的相關性，從而認識到“天人合一”的系

統性見解。大系統的各種規律對人體這一小系

統有著各種各樣的關係。從而總結出把控各種

系統之間關係的“陰陽學說”與“五行學

說”。 西醫則重在研究人體這一總系統與內

在其他子系統的相關性，分述了人體各項內在

系統的結結構和功能，從而建立了運動系統、

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

生殖系統、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 

由上可見，中醫側重的是大系統，是體外

系統，西醫側重的是小系統，是體內系統。這

兩個系統的劃分方式是不一樣的。要強調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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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統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要從一個系統的規

則與內容去判斷另一個系統是不科學的。應該

承認中醫的系統開放性是針對體外的各個大

系統，西醫的系統開放性是各生理系統與人體

的關係，中醫把人放在朝宇宙的方向，西醫把

人放在朝微觀的方向。相向的不一，是導致中

西醫不能合一的根本原因。在開放向外層次中

醫往上有社會、生物、自然、地球、太陽

系……，在開放向內層次西醫往內有生理系

統、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其量的過

程都是從 1向多發散，中醫回歸于宏觀，西醫

回歸于微觀，  

綜上所述中西醫研究的是同一開放系

統，其開放的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係。 

2．2生物與中西醫 

中醫和西醫雖然產生于不同的時代和不

同的地域，但都認為人體是生物的一部分，但

對人體的認識由於時代的不同，中醫的建立是

在肉眼的基礎上，在人體上進行了外表的可見

性劃分，在人體內也對器官進行劃分，就有了

體外為表，體內為裏的中醫表裏學說，支撐人

體的骨肉、筋脈學說、體內的五臟六腑學說，

聯繫表裏的經絡學說。西醫的建立是在現代解

剖學、實驗生理學、分子生物學、量子生物學

的基礎上，對人體進行深入揭示，而創設了人

體肉眼能見和不能見的一系列人體的生物學

知識。 

在與生物的關係中，中醫研究的局限在與

肉眼能見的生物上，主要是動植物和一小部分

真菌的群體。採用的藥材也是這些生物的屍體

部分、代射產物和部分礦物質。西醫研究的微

觀深度已遠遠超越中醫，各種現代科學成果都

為西醫的深入研究提供工具，而中醫對人體與

疾病的研究還是局限在肉眼的水準上，對藥物

的分析還停滯在感觀水準上和經驗的積累

上。中醫如何深入微觀生物的研究，其方法是

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2．3灰箱與中西醫 

生物與人體，對中西醫來說都是灰箱模

型，在宏觀方面中醫比西醫亮，在微觀方面西

醫比中醫亮，中醫靠的是經驗積累與宏觀分

析，西醫靠的是模擬與臨床分析。宏觀分析注

重整體，微觀分析注重局部。因此，中醫在養

生保健上、康復醫療上有特點，西醫在臨床檢

驗、病理分析上有獨到。各自的灰箱度不同。 

中西醫研究的都是人體這一灰箱，一個站

在宏觀上，一個站在微觀上，研究的目的是致

的，但研究的方法、卻不盡相同。處理的方式

的差別性就更大，在中西醫上已顯明亮的，要

相互引入，知識的東西不要有中西之分，是人

類共同的財富。誰能把灰色照亮，誰就做得

好。全世界對環保的重視，已為中醫學的發展

帶來了新的機會。人類的生活規律要與大自然

統一，要保護好自然，與自然同生共息是中醫

早就提倡的，期望中醫能借力發展，從而點亮

更多的灰箱，讓世人矚目。 

 

質言之，站在現代科學的角度上，重新分

析中西醫各自的特點，有助於破解中西醫的門

戶之見，把中醫引入現代科學的境界中，從肉

眼監控走向電子監測，在數位化的時代，讓辨

證施治，也用數位來進行表述，現代化的電腦

讓中醫增添了展翅飛翔的工具。用宏觀的規律

研究生命及生命的過程是科學的、環保的。不

久的將來，中醫藥將會在現代科學的助力下有

所突破！

---------------------------------------------------------------------------------- 

 

推拿教育改革思路探討 

肖宗苗 

（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推拿是人類在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

過程中，逐步認識，總結發展起來的一

種最古老的醫療方法，又是一門年輕而

有發展前途的醫療科學。以其獨特的理

論，多樣的手法和神奇的療效越來越受

到廣大人民的喜愛。為了全面適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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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社會發展對高等中醫藥人才的要

求。改革推拿學的教學內容和方法，提

高教學品質，培養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

要的推拿專業人才，是發展推拿學教育

的關鍵措施。 

1、推拿教學思路的改革： 

為適應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回應教

育面向未來，為 21 世紀科技發展服務，培養

應用型、操作型的人才，強化能力本位的教育

思想，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推拿人才培養的

需要。推拿教學主要應加強推拿基礎理論學

習，強化推拿手法的學習和後期臨床實習，突

出推拿特長，學、用一致，提高社會的適應性

和競爭力。提高教學品質，以品質求生存，以

品質求發展，就成為學校一切工作的重中之

重。 

1.1 要注重推拿手法基本功的訓練，強化

操作技能  扎實的基本功是推拿臨床必須掌

握的，只有熟練地掌握推拿的基礎理論及操作

技能，在臨床上才能得心應手，才能以不變應

萬變。操作技能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推拿的治療

效果。所以在整個推拿的教學中，為了使學生

能有足夠的時間練習推拿操作，我們提前安排

人體練習，感受手法優劣。將手法練習分為兩

個階段：即砂袋練習和人體練習。由於最初的

手法難度很大，所以須相當長時間的砂袋練

習，才有可能在人體上練習。採用由易而難的

教學方法，要求學生正確掌握每一種手法的動

作要領、操作方式。學習難度較高的手法，如

滾法、一指禪推法、振法、搖法、扳法等，雖

然開始時學生會對有些內容不知其所以然，但

通過反復的練習而熟能生巧。在學生自我及互

相練習中，教師應巡迴檢查，指導並及時糾正

學生在操作中出現的動作不規範、姿勢不協調

及理解不準確的地方，盡力在學生身上作規範

手法示範，使學生主動進行動手能力的練習，

提高了取穴、推拿的準確性和熟練性，為臨床

實習奠定了良好基礎。 

1.2. 要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培養學生綜

合能力  臨床教學最忌脫離臨床實際，照本宣

科，滿堂灌。要結合臨床實際，典型的病例，

還要更新知識，掌握國內、外新的學術動態，

介紹新技術、新療法，繼承和發揚並重。講授

每一堂課，都應把概念交代清楚，深入淺出。

在備課時，要“立足於教材而又高於教材”，

除了“吃透”教材外還要將搜集的資料加工

整理，充實豐富講課內容；要將每一堂課的重

點、難點、疑點充分把握，重點交代。如腰椎

間盤突出症，在其授課時，要瞭解椎間盤的解

剖生理特點主要作用，掌握本病的診斷標準，

重點掌握推拿手法操作及其手法的作用機

理，同時還要熟悉本病現代醫學的分型、手術

指征、特殊檢查方法，推拿治療注意事項、護

理等。有重點、有步驟地講解，以開拓學生的

視野，不拘泥于書本，這樣學生記憶起來比較

深刻。 

1.3 要注重教學實踐，選擇適當的教學

方法  推拿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臨床學

科，在教學實踐中，教師還要善於運用豐富有

趣、邏輯性、系統性很強的教學內容和生動的

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興趣，使學生

熱愛自己所講授的課程。如推拿治療病症的操

作較為抽象，筆者採用多種形式的實踐教學：

①模擬臨床直觀教學：通過模擬臨床情景的形

式，給學生提供一個進行綜合分析、診斷和施

治的練習機會，同時結合手法練習，將實際操

作方法展現給學生，使學生掌握臨床的整個操

作治療過程。②臨床見習：課間見習最主要的

目的是讓學生從課堂走向臨床，初步運用推拿

學的理、法、方、穴處理疾病，避免理論教學

與臨床實際的脫節。這樣即可鞏固、復習課堂

所學知識，又能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和興

趣。③多媒體教學：充分利用多媒體設施，在

講授每個新手法時，讓學生反復觀看手法錄

像，通過教師講解、示範，結合多媒體設施，

使學生多角度理解手法，加強了手法的直觀教

學效果，不僅使學生掌握了理論知識，更主要

的是能將理論用於實踐，同時也使學生得到了

培養和鍛煉，提高了實際操作技能。 

1.4 要注重推拿手法的考核，改革考試方

法  推拿手法是推拿療法唯一的、具體的表現

形式和操作方法，在許多疾病的治療中具有獨

特的不可替代的療效，其療效的判定，在診

斷、取穴、施治部位無誤的情況下，關鍵取決

於手法操作的準確性、應用熟練程度和功力的

深淺。手法水準的高低不僅表現在對推拿的理

性認識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手法技能的操作

上。過去那種以期末一次理論筆試成績來衡量

學生推拿水準的考試方法難以檢測學生真實

的推拿技能操作水準。我們將推拿學考試 100

分分為期末理論卷面考試和手法操作考試各

占 50 分，學生按男女分組，兩兩成對，交替

操作，主考教師根據學生手法操作的熟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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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動作要領，操作姿勢、儀錶儀態等進行評

分。實際操作考試大大激發和督促學生平時進

行手法練習的自覺性，使學生真正熟練地掌握

推拿操作技術，檢驗其實際動手能力。 

2、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培養推拿專

業人才 

2.1 應擴大推拿治療範圍  現代社會人

們的精神壓力加大，工作節奏加快，生活水準

的提高都加劇了疾病的發生， 80%的人們處於

亞健康狀態之中，慢性病、疑難病症的發生越

來越多，應用推拿療法治療和預防這些病症具

有很大優勢，給推拿學科的發展帶來了機遇

[1]，同時也給推拿學科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深化推拿臨床研究，擴大推拿治療範

圍，提高推拿療效已經勢在必行。 

2.2 保健推拿前景遠大  隨著我國人民

健康意識覺醒和生活水準的全面提高，越來越

多人認識到進行保健推拿對身體的重要性和

人體保健應用是自然療法的道路。不同類型、

不同模式的保健推拿場所遍佈全國許多大中

城市，保健推拿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其發展

形式趨向於產業化[1]。對人體預防保健，推

拿按摩具有無毒副作用且純屬自然物理療

法，手法施術於人體，不加任何化學的、有害

的物質，通過不斷變換的手法來刺激穴位或特

定部位，所產生的動力及其他的生物物理資

訊，改善了機體的內外環境，從而調整人體的

生理技能，並且提高了人體抗病、防病能力。

保健推拿具有廣大的國內、國際市場，作為一

項新興的朝陽產業，其發展前景確實讓人動

心。其巨大的生命力、市場潛力和發展前景，

值得我們推拿專業人員去實踐。保健推拿前景

遠大。 

2.3 要大力發展推拿教育  我們的教學

目的就是為社會輸送有用之才，推拿教育要適

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關鍵在於提高推拿教

學品質。雖然當前出現了推拿專業畢業生就業

難的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推拿人才培養過

剩，供大與於求。從當前醫療人才市場的需求

出發，改革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加強應

用型人才的培養，即有扎實的理論知識，較強

的實踐技能和良好的職業素質的人才，把學校

辦成職業人才的培養培訓中心和職業資格認

證中心，緊貼市場需求，才能深受用人單位歡

迎。我校幾年來已培養培訓認定初、中級保健

按摩師 2000 多名，任職在各級醫療部門和保

健推拿市場，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發展的需要。 

3、探討 

隨著中醫走向世界，推拿伴隨著針灸向外

傳播和流傳至港澳臺、東南亞，乃至世界各

地。推拿技術已經逐漸被世界人民所接受。目

前社會對推拿畢業生有臨床治療、康復推拿、

預防保健推拿三個方面人才，其中臨床治療方

面的人才需求相對最少，臨床康復推拿次之，

預防保健推拿最大[2]。針對這種現狀與趨

勢，改革推拿的教學方法，加強學生實際操作

能力，強化能力本位的教育，使學生具備更強

的職業競爭能力與再學習能力。我們還需進一

步探索和實踐，發揮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

的教學模式，把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融為一

體，教育和研究融為一體。推拿教育將更會適

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達到教育與社會需求的和

諧統一。 

參考文獻(略) 
---------------------------------------------------------------------------------- 
 
 

從五行體質辯證施藥 

戴義龍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江口衛生院) 

 

 

《黃帝內經》中從五行的角度，依據人體

的形體特徵、皮膚色調、情緒性格、心智活動、

先天稟賦等方面的差異，依據人體對外界環境

的適應能力，對自然界中天道運行、四季變化

的適應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將人的體質區分為

木、火、土、金、水五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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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體質表： 

五行 

之人 
膚色 頭 面 肩 腹背、身材 手足 人格情緒 

生理適

應能力

與壽夭 

容易發

生的疾

病 

木形 

之人 
蒼色 小頭 

長

面 
大肩 背直、身小 小手足 

勞心，多

憂，有才 

耐春夏

不耐秋

冬 

足厥陰

肝病 

火形 

之人 

赤色，好

顏 
小頭 

銳

面 

肩肉

滿，有氣 
背脊、肉滿 

小手足， 

行步搖 

輕財，少

信，多慮，

見事明，急

心 

不壽暴

死， 

耐春夏

不耐秋

冬 

心病，手

少陰心

病 

土形 

之人 
黃色 大頭 

圓

面 
美肩背 

大腹， 

上下相稱 

美股脛，小手

足，多肉， 

舉足浮 

心安，好利

人，不喜權

勢 

耐秋冬

不耐春

夏 

足太陰

脾胃病 

金形 

之人 
白色 小頭 

方

面 
小肩背 小腹 小手足，骨輕 

清廉，急

心，靜悍，

善為吏 

耐秋冬

不耐春

夏 

手太陰

肺病 

水形 

之人 
黑色 

大

頭，

廉頤 

面

不

平 

小肩 
大腹，發行搖

身，下尻長 
動手足 

不敬畏，善

欺人 

耐秋冬

不耐春

夏，戮死 

足少陰

腎病 

木形之人 

木形之人的形體特徵：東方之木，其色

青，所以木形之人的膚色多帶青色；木性條

暢，所以木形之人身材多修長，個子較高，面

型也長，身板挺直，手足頎長小巧。木旺，則

儀態軒昂，有玉樹臨風之姿，眉清目秀，聲音

清亮。木衰，則身材瘦長，頭髮稀少，項長喉

結，骨節突出，甚至給人一種瘦骨嶙峋的感

覺，眉眼不正，身多欹側，坐立不穩。 

木形之人的人格特徵：東方之木，時序對

應於春天，含天地好生之德，有生生不息之

機。其性條暢，喜發舒，不喜壓抑，因此，木

形之人具有積極進取的心態，心靈手巧，多才

多藝，思維敏捷，性情豪邁。木性質直，木形

之人多正直耿介；如木太旺，則倔強，俗話說

牛脾氣，寧折不彎，甚至頂撞人、好抗上。東

方之木對應於五臟六腑中的肝膽，“肝者，將

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

焉。”因此，木形之人通常有主意，有決斷，

敢作敢為；如木衰弱，則優柔寡斷，做事拖泥

帶水，甚至敏感猜忌。東方之木對應於五德主

仁。木旺，則性情溫和，有悲天憫人的情懷，

仁慈孝悌，有惻隱之心，同情弱者，有濟世利

人之舉；木弱，則刻薄寡恩，嫉妒不仁，器量

狹小，為人鄙吝，行為乖戾。 

木形之人的養生之道：木形之人多才多

藝，多藝者多操勞，藝多人不閑，既勞心又勞

力。東方之木對應於臟腑是肝膽，肝主筋，開

竅於目，因此，木形之人通常容易在肝膽、兩

脅、筋脈、四肢、雙目上出現病象，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養護肝膽。肝木旺，則木生火，帶動

了心火上炎，多頭暈目眩，失眠多夢。足少陽

膽經循兩脅而絡於耳，如膽經出現問題，就容

易導致胸脅疼痛，耳鳴、耳聾，生活中就要注

意平肝護膽。肝在志為怒，怒傷肝，因此，木

形之人尤其要注意戒怒、制怒。東方之木性喜

條達發舒，惡壓抑遏制，因而養肝的最好做法

應是疏通開泄，從外在的生活環境到內在情緒

心理，都要注意疏導，居住的空間不能太逼

仄，情緒不能太壓抑，遇事從容應對，以平常

心對待，不與人爭一寸之長，退一步海闊天

空，忍一時風平浪靜。 

木行人的辯證施藥： 

1.肝氣鬱結：常見於情緒易於波動或精神

抑鬱，胸悶而善太息，胸脅脹痛或竄痛。婦女

則有月經不調，痛經或閉經以及乳房脹痛等；

常用的疏肝解鬱的藥物有：月季花、瓜子金、

費菜、馬大青、白背葉、柴胡、枳殼、香附、

含羞草、萱草、蔞實、黃芩、半夏。或見咽中

如梗，吞之不下，吐之不出（稱梅核氣）；常

用的理氣的藥物有：青皮、厚樸、陳皮、香附、

射幹、白子菜、枳殼、蘇葉、茯苓、旋複花、

竹茹、半夏、桔梗等或見頸項癭瘤或見腹癥

瘕；常用的活血軟堅的藥物有：浙貝、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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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白背葉、山芝麻、崗梅、葫蘆茶、三

棱、莪術、蘇木、王不留行、澤蘭、劉寄奴、

鴨皂樹、萬毒虎、八角蓮、海藻、黃藥子等。 

2.肝火上炎：常見於頭痛眩暈，耳聾耳

鳴，面紅目赤，煩躁易怒，口苦或吐血衄血，

便秘尿赤。常用的清瀉肝火的藥物有：龍膽

草、梔子、黃連、黃芩、黃柏、大黃、青黛、

青蒿、茵陳、金錢草、丹皮、夏枯草、石仙桃、

筋骨草等。 

3.肝陽上亢：常見於眩暈耳鳴，頭痛目

脹，急躁易怒，失眠多夢，腰痠膝軟。常用的

滋陰潛陽的藥物有：白蒺藜、川楝子、天麻、

代赭石、馬大青、釵子股、鉤藤、菊花、梔子、

望江南、筋骨草、地龍幹、石決明、珍珠母、

生龍骨、生牡蠣、靈磁石、狗肝菜、夏枯草、

草決明、金線蓮、木賊、枸杞、澤瀉、山茱萸、

勾陳等 

4.肝風內動：常見於頭暈眼花，或頭痛如

掣，肢麻或震顫，舌強；或見卒然昏僕，則口

眼歪斜，半身癱瘓。常用的平肝熄風的藥物

有：羚羊角、鉤藤、天麻、白蒺藜、姜蠶、全

蠍、蜈蚣、地龍幹、蟬蛻、菖蒲、白附子、膽

南星、遠志、竹茹、淮牛膝、伸筋草、生赭石、

生龍骨、生牡蠣、犀角、琥珀、朱砂、麝香、

牛黃等。 

5.肝血不足：常見於眩暈，面色不華，煩

躁多夢，耳鳴，目乾澀視物不清或夜盲，肢體

麻木，或筋脈拘急，爪甲不榮，婦女則經量少

或閉經。常用的補養肝血的藥物有：當歸、白

芍、川芎、熟地、紅棗、菊花、蔓荊子、人參、

黨參、淮山藥、白術、靈芝、枸杞、羊奶、黃

芪、旱蓮草、女貞子、黃精、費菜、丹參、桑

葚、黑芝麻、木瓜等。 

6.寒滯肝脈：常見於少腹並牽及睾丸墜脹

疼痛，或陰囊收縮，受寒則甚，得熱則緩，甚

者還可兼見虛怯踡縮，形寒肢冷等症，常用的

暖肝散寒的藥物有：當歸 枸杞 小茴香 肉桂 

烏藥 沉香 茯苓 生薑、吳茱萸、仙靈脾、荔

枝核、肉蓯蓉、川椒、畢澄茄、盤柱南五味、

龍眼核。 

7.肝膽濕熱：常見於脅肋脹痛，身目發

黃，口苦納呆，嘔惡腹脹，大便不調，小便短

赤。或寒熱往來，或陰囊濕疹，或睾丸腫脹熱

痛，或帶下黃臭，外陰搔癢等。常用的清泄濕

熱，疏肝利膽的藥物有：茵陳、溪黃草、龍膽

草、黃芩、梔子、青蒿、黃連、虎杖、大黃、

羊蹄、楮頭紅、十大功勞、狗肝菜、穿破石、

水蓑衣、金線蓮、車前草。 

8.膽鬱痰擾：常見於頭暈目眩，口苦，嘔

惡，煩躁不寐，驚悸不寧，胸悶喜太息。常用

的清化痰熱，降逆和胃的藥物有：蘇葉、膽南

星、竹茹、半夏、陳皮、柴胡、郁金、川楝子、

蒼術、白術、薏苡仁、厚樸、茯苓、神曲、枳

實。 

火形之人 

火形之人的形體特徵：南方之火，其色

赤，所以火形之人的膚色多帶赤色，面色紅

潤；火性炎上，所以火形之人的面相上尖下

闊，額頭窄小而兩頤下頷稍寬，身材特點是較

瘦小，頭小腳長，印堂窄而眉濃。火性燥熱，

因而火形之人，大多安靜不下來，精神閃爍不

定，行步急速、身搖，聲音尖銳，語速較快，

毛髮稀疏。火旺，則面赤面焦，聲音尖厲，好

動，就算是坐著，也會抖動雙腿、擺動身體，

整個人難有安靜的時候。火弱，則面黃肌瘦，

聲音破碎。 

火形之人的人格特徵：南方之火，時序對

應於夏天，是萬物生長繁茂的季節，陽氣日

隆，因此，火形之人光明磊落，膽識過人，行

事風格雷厲風行，行動敏捷。火性附麗於外

物，火附著於可燃之物燃燒成光焰，所以火形

之人美姿容、有威儀。南方之火對應於臟腑中

的心臟，“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因此，火形之人大多精神健旺，神情飛揚，風

風火火。如火太旺，則野心勃勃，言行狂妄，

逞強好鬥，好犯險而為，脾氣火爆，容易傷及

他人。如火衰弱，則神衰，神魂不定，多語無

倫次，甚至語涉怪誕，讓人不知所云。南方之

火對應於五德主禮。火旺，則事理通達，端肅

安詳，落落大方。火弱，則貪名爭利，進退無

度，不知分寸，斤斤計較，好較真，能為細小

的事情作無謂的爭鬥。 

火形之人的養生之道：火形之人閒不住，

好動難安。南方之火對應於臟腑是心和小腸，

心主全身之血脈，開竅於耳，因此，火形之人

通常容易在心臟、小腸、血脈津液、口舌上出

現問題，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養護心與小腸。火

性炎上，最容易損傷陰氣，因此，火形之人多

陰虛。火旺則水枯，陽亢則陰虛，心火太旺則

血脈津液枯竭，容易中風，甚至“不壽暴

死”。心火上炎，則頭暈目眩，容易失聲喑啞。

火旺，則神明不安，失眠多夢，甚至譫妄、癲

狂。熱者寒之，動者靜之，這是火形之人必須

遵循的養生之道，在日常生活中要多注意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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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居住的環境應清幽寧靜，不可太吵雜，致

使心神不寧。待人處事，心胸應開闊，不能認

死理，為不必要的事情爭長競短，不必誇大自

我，太把自己當成回事兒。 

火行人的辯證施藥：   

1.心氣虛、心陽虛：常見於心悸氣短，活

動時加重，或見面色晄白，神疲體倦，自汗少

氣，或見畏寒肢冷，面色蒼白，心胸憋悶或作

痛，或見大汗淋漓，四肢厥冷，口唇青紫，呼

吸微弱，脈微欲絕，神志模糊甚至昏迷。常用

的宜補益心氣的藥物有：人參、白術、茯苓、

炙甘草、薤白、肉桂、黨參、麥冬、五味子、

靈芝、茯神、遠志、勾兒茶、雞血藤、黃精、

附子、桂枝、黃芪等。如心陽暴脫治宜回陽救

逆，常用的藥物有：人參、附子等。 

2.心血虛，心陰虛：常見於心悸，健忘，

失眠，多夢。兼見眩暈，面色不華，或見低熱

五心煩熱，盜汗，口咽乾燥。常用的宜養血安

神或滋陰安神的藥物有：合歡皮、當歸、白芍、

川芎、熟地、龍眼肉、費菜、丹參、麥冬、浮

小麥、紫河車、百合、熟地、何首烏藤、柏子

仁、酸棗仁、旱蓮草、大血藤、枸杞、絞股藍、

阿膠、人參 玄參  茯苓 五味子 遠志 桔梗 

天冬 柏子仁 生地 朱砂等。 

3.心血淤阻：常見於心悸，心胸憋悶或刺

痛，時發時止。常用的通陽宣痹，活血化瘀的

藥物有:當歸尾、川芎、丹參、費菜、絞股藍、

川三七、桃仁、紅花、益母草、葫蘆茶、王不

留行、毛冬青、牛膝、華澤蘭、元胡、沉香、

烏藥、桂枝、郁金。 

4.心火上炎：常見於心煩，失眠，面赤，

口渴，口舌生瘡。常用的清瀉心火的藥物有：

犀角、牛黃、川連、木通、黃芩、梔子、生地、

陰地蕨、大黃、丹皮、天竺黃、連翹、淡竹葉、

一見喜、苦參、金線蓮、筋骨草。 

5.痰迷心竅、痰火擾心：常見於神識癡

呆，精神抑鬱，或神志昏蒙，舉止失常，喃喃

自語，或昏倒於地，不省人事，喉中痰鳴，或

見心煩口渴，不寐多夢，面赤氣粗，便秘尿赤；

重者胡言亂語，哭笑無常，狂越妄動。常用的

宜滌痰開竅、清心豁痰的藥物有：膽南星、陳

皮、半夏、茯神、郁金、遠志、大黃、羊蹄、

紫茉莉、沉香、丁香、白術、菖蒲、牛黃、黃

芩、川連、梔子、生地、天竺黃、淡竹葉、陰

地蕨等。 

土形之人 

土形之人的形體特徵：中央之土，其色

黃，所以土形之人的膚色多呈黃色；土性厚

重，所以土形之人面圓，頭大，身材肥大、壯

實、勻稱，背圓腰闊，多肉，鼻大口方，聲音

寬宏、渾厚。土性溫順，因而土形之人，舉止

安詳，體態安閒，行動穩重。土弱，則行為遲

鈍、笨拙，木訥寡言，面色灰暗，面偏鼻低，

聲音重濁。 

土形之人的人格特徵：中央之土，時序對

應于季月，也就是每個季節的最後一個月份，

土爰稼穡，是生養萬物之所，有厚德載物之

性，因此，土形之人莊重沉穩，寬宏大量，為

人厚道，有包容萬物的胸懷，能容人，“好利

人”，能熱心幫助他人。土性厚重，土形之人

忠厚、樸實、誠篤，做事腳踏實地，不尚虛花，

不會巧言令色。土性溫順，土形之人為人和

順。如土過旺，則固執迂滯；土弱，則近於憨，

甚至愚笨、呆板。中央之土對應於五德為信。

土旺，則主忠信，能盡心盡力，恪盡職守，能

信守諾言，講信用。土弱，則言行不一，言而

無信，處事沒有準則。 

土形之人的養生之道：土形之人秉土形之

性，土性濕，土形之人容易受濕邪侵害，損傷

陽氣，形成痰濕體質，容易浮腫虛肥，引發水

腫、腹瀉等疾病。胖人多痰濕，土形之人在日

常生活中應注意健脾利濕，用濕燥的食物來化

濕。痰濕積之既厚，必然形成陰氣重濁的病

象，陰氣重則陽受耗損，少氣乏力，動則氣喘。

土之味甘，土形之人好食甘甜美味，甘甜太過

則損傷腎氣，所以土形之人應注意少食甘甜之

物。中央之土對應於臟腑是脾胃，脾胃司運

化，為後天之本。因此，土形之人應注意健脾

養胃，保證運化功能的正常運轉。土形之人要

避免受美味佳餚的誘惑，也要克服行動遲緩的

缺點，少吃多動，是土形之人的養生法門。 

土形人的辯證施藥： 

1.脾氣虛：（1）脾失健運常見於食納減

少，食後作脹，或肢體浮腫，小便不利，或大

便溏泄。並伴有身倦無力；常用的益氣健脾的

藥物有：人參、黨參、白術、茯苓、蓮子、升

麻、葛根、木香、砂仁、山藥、甘草、紅棗、

龍眼肉、芡實、扁豆、陳皮等。（2）中氣下

陷常見於脫肛、子宮下垂、胃下垂等。或見食

納減少，肢體乏力，腹脹便溏，自汗氣短，語

言低怯，頭暈目眩。常用的益氣升提的藥物

有：升麻、柴胡、黨參、人參、五味子、淮山

藥、龍眼肉、黃芪、陳皮、羊奶、金櫻子、葛

根、算盤珠、白背葉、芡實等。（3）脾不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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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見於便血、吐血，或婦女月經過多，崩漏，

以及其他出血等。常用的益氣攝血的藥物有：

人參、黨參、黃芪、白術、龍眼肉、旱蓮草、

茯苓、山藥、側柏葉、龍芽草、五味子、白芨、

山茱萸、野苧麻、川三七、棕櫚、卷柏、瓦韋、

大薊等。 

2.脾陽虛：常見於過食生冷、過用寒涼藥

物，出現腹中冷痛，得溫則舒，口淡不渴，四

肢不溫，氣怯畏寒。婦女則見白帶清稀，小腹

下墜腰酸沉等症。常用的溫運脾陽的藥物有：

幹薑、蒼術、吳茱萸、肉豆蔻、半夏、砂仁、

白豆蔻、益智仁、山蒼子、南五味、桂枝。 

3.脾蘊濕熱：常見於過食肥甘酒酪，脘腹

脹悶，嘔惡厭食，體倦身重，口渴不欲飲，小

便色黃而少，或面目肌膚發黃，或有身熱起

伏，汗出熱不解。常用的清熱利濕的藥物有：

黃連、連翹、大黃、鬼針草、葫蘆茶、白牛膽、

黃膽草、茵陳、淡豆豉、黃芩、蒲公英、虎杖、

金線蓮、七葉一枝花、白馬骨、溪黃草等。 

4.胃寒證：常見於飲食不潔，過食生冷，

或脘腹受涼，胃脘冷痛，輕則綿綿不已，重則

拘急劇痛，遇寒加劇，得溫則減，口淡不渴，

口泛清水，或食後作吐，腸鳴漉漉。常用的溫

中散寒的藥物有：幹姜、烏藥、畢澄茄、龍須

藤、兩面針、南五味、豺皮樟、高良薑、吳茱

萸、生薑、花椒、草蔻、肉桂等。 

 5.胃火證：常見於過食辛熱之品，胃脘

灼痛，吞酸嘈雜，渴喜涼飲，消穀善饑，或納

則胃痛，口臭，或牙齦腫痛，齒衄，大便秘結。

常用的清胃瀉火的藥物有：生石膏、知母、茯

苓、大黃、滑石、大青葉、蘆根、蒲公英、生

地、黃芩、十大功勞、七葉一枝花、白子菜。 

 6.食滯胃脘：常見於飲食不節，暴飲暴

食，脘腹脹痛，厭食，噯氣或嘔吐酸腐食臭，

大便不調。常用的消食導滯的藥物有：山楂、

神曲、麥芽、雞內金、萊菔子、鬼針草、枳實、

厚樸、檳榔、烏梅、葫蘆茶、穀芽等。 

7.胃陰不足：常見於口舌乾燥，不欲納

食，或幹嘔呃逆，脘痞不暢，大便幹結，小便

短少。常用的滋養胃陰的藥物有：石斛、麥冬、

花粉、玉竹、蘆根、烏梅、沙參、生地、牛白

藤、鬼針草、地耳草、隔山香、土丁桂。 

金形之人  

金形之人的形體特徵：西方之金，其色

白，所以金形之人的膚色大多偏白；金性清，

所以金形之人身材偏清瘦，頭小，骨輕，動作

敏捷，聲音和潤、清脆。金形多呈方形，金形

之人面方、口闊。金旺，則神清體健，骨肉勻

稱，膚色白淨，眉目清秀。金弱，則身材瘦小，

聲音偏小、偏輕。 

金形之人的人格特徵：西方之金，時序對

應於秋天，是天地肅降的時節，萬物隨之斂

藏。金性堅，金形之人大多性格原則性強，剛

毅果斷，為人堅韌，能不避勞苦，不辭艱險，

有百折不撓的信念；如金太旺，則性情剛烈，

“急心靜悍”，有勇無謀，剛愎自用。金性清，

金形之人多清廉，清風勁節，能潔身自好，美

言辭，善交際。如金衰弱，則貪酷鄙吝，巧言

令色，虛飾浮禮。西方之金對應於臟腑中的肺

臟，“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相傅之

官是輔佑君主（心）的，肺臟主管一身之氣調

節其他臟腑乃至全身肌體活動的。因而，金形

之人做事認真，“善為吏”，有管理才幹。如

金弱，則阿諛諂媚，好弄權術。西方之金對應

於五德主義。金旺，則為人仗義，一身正氣。

金弱，則刻薄寡恩，薄情寡義。 

金形之人的養生之道：西方之金對應於肺

和大腸，肺生皮毛，開竅於鼻。因此，金形之

人容易在肺臟、大腸、皮毛、鼻腔、咽喉、呼

吸器官上出現問題，容易引發氣喘、咳嗽、咯

血、肺癆、消渴等 

疾病。金形之人，秉秋天斂肅之氣，其性

燥，外則表現為口乾舌燥，皮膚乾裂，內則表

現為津液受損，氣喘咳嗽。因此，金形之人在

日常生活中應多注意滋陰潤肺，保養津液，尤

其在萬物肅降，氣候涼爽乾燥的秋季，飲食

上，少吃燥熱之物，以避免耗傷肺陰。肺臟主

一身之氣，如金旺，則氣旺傷津，陰氣衰弱。

金旺則木弱，肺金強則肝木受制，飲食上應減

辛增酸，來調養肝氣。金形之人具備幹才，多

事也多勞、多憂，憂傷肺。因此，金形之人，

就注意避免憂慮，減少煩惱，“喜勝憂”，應

多想想令人高興的事情，來調節自己的情緒。 

金形人的辯證施藥： 

1.肺氣虛：常見於慢性咳嗽，久嗽傷氣，

咳喘無力，神疲少氣，動則氣短，聲音低微，

自汗怕冷，易患感冒，面色晄白。常用的補益

肺氣的藥物有：黃芪、西洋參、黨參、人參、

炙甘草、胡頹子根、山藥、五味子、紅棗、冬

蟲夏草、白龍骨、黃精、羊奶、防風。 

2.肺陰虛：常見於乾咳無痰，或痰少而

粘，或咳痰帶血，口咽乾燥，或聲音嘶啞，形

體消瘦，甚至午後身熱，五心煩熱，盜汗顴紅。

熱傷肺絡，則咳痰帶血。常用的滋養肺陰，或



 

 442

滋陰降火的藥物有：石斛、花粉、黃精、阿膠、

百合、川貝、玉竹、沙參、西洋參、麥冬、天

門冬、鱉甲、丁香蓼、爵床、三丫苦。 

3.風寒束肺：常見於咳嗽或氣喘，咯痰稀

薄，色白而多泡沫，口不渴，常伴有鼻流清涕，

發熱惡寒，頭痛，身酸楚等症。常用的宣肺散

寒的藥物有：麻黃、杏仁、荊芥、防風、桂枝、

紫蘇、白芷、細辛、鹽膚木、幹姜、藍花參、

紫菀、羌活、蒿本、胡頹子葉、生薑、款冬花。 

4.風熱犯肺：常見於咳嗽，痰黃稠，不易

咯出，咽幹口渴，或見有發熱微惡風寒，或胸

痛、咳吐膿血腥臭痰。常用的清熱宣肺的藥物

有：桑葉、知母、梔子、桑白皮、地骨皮、生

石膏、蘆根、枇杷葉、前胡、蔞皮、天花粉、

黃芩、三丫苦、魚腥草、萬毒虎、球蘭、翻白

草、一見喜、紫茉莉、玉葉金花、金銀花。 

5.痰濁阻肺：常見於咳喘日久，痰量多，

色白而稀，容易咯出。或見氣喘胸滿，嘔惡等

症。常用的燥濕化痰的藥物有：陳皮、半夏、

茯苓、菖蒲、鹽膚木、白芥子、蘇子、幹薑、

生薑、杏仁、桔梗、枇杷葉、款冬花、紫菀、

淮山藥、麻黃、蘇葉、細辛。 

6.燥邪犯肺：常見於乾咳少痰，痰粘難

咯，或喘咳唾白沫，鼻燥咽幹，咳甚則胸痛，

或見發熱惡風寒、頭痛等表證。常用的清肺潤

燥的藥物有：沙參、麥冬、天門冬、山藥、百

合、川貝、浙貝、石斛、花粉、黃精、玉竹、

翻白草、毛大丁草、涼粉草、瓜蔞實、九頭獅

子草、玉葉金花。 

7.大腸濕熱：常見於飲食不節，過食生冷

與不潔之物，引起腹痛，下利膿血，裏急後重；

或暴注下泄，肛門灼熱，口幹不欲飲，小便短

赤；或伴有寒熱口渴。常用的清利濕熱的藥物

有：川連、黃柏、黃芩、白頭翁、敗醬草、馬

齒莧、鳳尾草、人莧、地錦草、槐花、地榆、

側柏葉、連翹、十大功勞、地耳草、萬毒虎、

委陵菜。 

水形之人 

水形之人的形體特徵：北方之水，其色

黑，所以水形之人的膚色多呈黑色；水性潤

下，水形之人個頭通常不高，身材較肥，頭大

腹大，手足好動，行步時身體喜歡搖擺。水旺，

則圓滿肥胖，行動遲緩，面黑而潤澤，發黑且

茂密。水弱，則體形矮小，面黑，晦暗無華，

聲音低沉。水性至柔，水形之人神情沉靜 

水形之人的人格特徵：北方之水，時序對

應於冬天，是萬物閉藏的季節，潛藏不露。水

性潛藏，因而水形之人心機深，神情不定，性

格內向，通常不會主動出擊，不擅交流，有自

我封閉的傾向，因而給人一種極有城府，高深

莫測的感覺。如水弱，則消極、壓抑，意氣消

沉，有自卑感。水性柔順，水形之人溫和沉靜，

有涵養，能屈身就下，不居功，不矝能。北方

之水對應於五德主智。水旺，則有謀略，學識

過人，心靈手巧。如太旺，則陰險狡黠，好弄

機巧，好賭博，貪淫好色。如水衰弱，則膽小

無謀，性情憂鬱，好生悶氣，反復無常。 

水形之人的養生之道：水形之人聰明過

人，多思多慮，用對地方，則利己利人，用的

不是地方，則傷人害己，徒生煩惱。北方之水

對應於冬季，萬物閉藏，需要養精蓄銳以待來

年。所以水形之人應注意保精愛氣，不得妄泄

元陽之氣。北方之水對應於臟腑是腎和膀胱，

腎主骨髓，開竅於耳，因此，水形之人也容易

在腎及膀胱上出現病象，如腎氣虧損、陽痿、

腰膝酸痛、水腫、尿頻、耳鳴等。水性寒涼，

容易損傷陽氣，陰氣偏盛而陽氣不足。因而水

形之人多畏寒怕冷，容易倦怠少神，在日常生

活中應多注意保暖溫陽，調和陰陽，飲食上注

意少食寒涼之物，以免加重陰盛陽虛之勢。水

性潛藏，水形之人性格大多喜靜不喜動，沉靜

有餘，則容易導致鬱滯的傾向，身體上容易寒

濕、瘀積、氣血不通，氣質上容易抑鬱。因此，

水形之人要避免居住在低濕的地方，多運動，

多見陽光，通過運動來培育陽氣。 

水形人的辯證施藥： 

1.腎陽虛：常見於素體陽虛，年高腎虧，

或久病及腎，面色晄白，形寒肢冷，精神萎靡，

腰膝痠軟，陽痿，婦女宮寒不孕。常用的溫補

腎陽的藥物有：鹿茸、附子、續斷、肉蓯蓉、

狗脊、沉香、肉桂、人參、黃芪、金櫻子、仙

茅、巴戟天、杜仲、補骨脂、淫羊藿、鎖陽、

覆盆子、胡桃肉、菟絲子、韭子、大血藤、續

斷、黃花穗、胡頹子根、靈芝。 

2.腎氣不固：常見於久病失養，腎氣素

虧，或勞損過度，腎氣虧耗引起的神疲，腰膝

痠軟，小便頻數而清，尿後餘漓，或遺尿失禁，

夜尿頻多，遺精早洩。常用的固攝腎氣藥物

有：金櫻子、桑螵蛸、菟絲子、芡實、蓮須、

五味子、龍骨、牡蠣、益智仁、淮山藥、人參、

肉桂、山茱萸、仙茅、韭子、靈芝、冬蟲夏草、

黃精、鎖陽、覆盆子。 

3.腎陰虛：常見於傷精，失血，耗液，或

過服溫藥劫陰，或情志化火，眩暈耳鳴，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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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寐，腰膝痠軟，形體消瘦，咽幹舌燥，五心

煩熱，或午後潮熱，盜汗顴紅，男子遺精，女

子經少閉經。常用的滋補腎陰的藥物有：熟

地、山藥、山萸肉、茯苓、丹皮、爵床、萬毒

虎、枸杞、女貞子、旱蓮草、黑芝麻、冬蟲夏

草、無根藤、羊奶、何首烏、白芍、澤瀉、龜

板、阿膠、元參、天門冬、黃精、紫河車、山

茱肉、懷牛膝、桑寄生。 

4.腎精不足：常見於天發育不良，或後天

失養，或勞倦過度，久病傷腎引起男子精少不

育，女子經閉不孕。小兒生長發育遲緩，身材

矮小，智力和動作遲鈍，骨骼痿弱，囪門遲閉。

成人則見早衰，發脫齒搖，健忘恍惚，足痿無

力，精神呆鈍，動作遲緩等。常用的補益腎精

的藥物有：鹿茸、鹿角膠、金櫻子、桑螵蛸、

菟絲子、芡實、蓮須、五味子、龍骨、牡蠣、

益智仁、紫河車、阿膠、龜板膠、杜仲、續斷、

狗脊、懷牛膝、磨盤草、鹽膚木、枸杞、仙茅、

淫羊藿、臭梧桐、熟地、女貞子。 

5.膀胱濕熱：常見於飲食不節，濕熱內生

引起的尿急、尿頻、尿澀少而痛，尿黃赤混濁

或尿血，或尿有砂石。可伴有發熱腰痛。常用

的清熱利濕通淋的藥物有：車前子、木通、瞿

麥、扁蓄、滑石、甘草、梔子、大黃、燈心、

茵陳、地膚子、知母、黃柏、龍膽草、金錢草、

魚腥草、爵床、萬毒虎、糯米團、石葦、萱草、

星宿菜。 

 人生存於天地之間，生死病老，喜怒哀

樂，無一不受到陰陽五行規律的約束。陰陽五

行無處不在，人身也是如此。因此，中醫中區

分人的體質為五形時，並不是說某人是木形之

人，那麼他就只具備五行中木的特性，而不具

備其他的五行屬性。實際上，每一個人都兼具

五行屬性，只不過有所偏勝，偏重於木，五行

之木的特性多一些，那麼我們就視其為木形之

人。木形之人就容易出現足厥陰肝病，在臨床

實踐中屢見不鮮，也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關注，

也是我論述五行體質辯證用藥的目的。但願有

志于同道者潛心研究。必將成為卓有成效的療

法，而為中醫辯證施治開闢一條新的思路。
---------------------------------------------------------------------------------- 
 

 

精神疾病產生的根本原因的研究與探討 
---《關於根本解決歐盟組織中抑鬱症問題的思考》發表背景情況說明 

 

朱雄亮 

（福建三木集團） 

 

 

 

《關於根本解決歐盟組織中抑鬱症問題

的思考》一文是本人用大半生的研究做出的總

結。為了讓醫學探索者不再走彎路，也為了以

後有志醫學事業的致力者不再重蹈覆轍，同時

給精神病患者帶來福音。本人特將情況說明如

下： 

    在小學時本人是個貪玩的小孩，從一年級

到五年級大部份時間都在蹺課，因此成績都不

好，只是因為從二年級開始本人就異常喜歡看

小說，所以語文成績才勉強及格。 

    到了初中，本人是在建陽縣崇雒中學讀

書，這時有個數學老師叫黃登寶，他給了我一

些較為靈活的數學題目，在他的指導下做完從

此讓我喜歡上了數學，從而開始愛上了學習。

到了初中一年級期終考試我的學習成績已能

排名全年段第一，並一直保持了兩年。應該感

謝的是當時的學校領導，他們不斷地以陳景

潤、居里夫人等科學家的事蹟鼓勵我，讓我有

不斷衝擊科學的動力。也許還受父親和姐姐的

影響，我格外的喜歡醫學，尤其是中醫學！ 

    後來，我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建陽一中，於

1983 年本可以上一所本科的農業大學定向生

的我放棄了這個機會，第二年我考上了第一軍

醫大學。當然如果不上醫學院，也許我的惡夢



 

 444

不會開始，我也許會很平凡，或也許也會成為

其他行業的專家，但命運讓我選擇了一生事業

的最愛。 

    精神病長期以來就被醫學界定性為遺傳

疾病，而被人認為是不可根治的疾病。這與傳

統的中醫學理論中的陰陽平衡從根本上有著

許多矛盾之處，於是我立志要讓自己的研究方

向放在功破精神疾病的難關上。 

    也許厄運就從此開始，在第一軍醫大學一

年級時我就試用了幾十種大熱大寒的中草

藥，起初只是性格狂妄與自虐中反復地變化，

最後在校因狂而發病而被迫退了學。 

    回家後，我悄加寒性藥物平衡後，依然很

狂妄：我就是不在軍醫大，我也能再考上一個

好的大學給你看看！於是幾個月後我又以優

異成績考入了上海海運學運水管專業。如果我

能就此罷手，我的生命軌跡也許還不是這樣，

但我仍然無法放棄我的精神病用藥研究。 

    不久，我再服用了極寒性的藥，反因抑鬱

而癲，又一次離開了大學。於是我回到了崇雒

糧站，開始了邊工作邊實驗。 

    在經過了多次的大熱大寒後，我也多次地

狂症與陽虛癲症中不斷變換著。如果沒有結

婚，也許這個遊戲我會一直做下去，因為經過

了幾次變故，人情寒曖讓人心痛，我已不在乎

這些，似乎已看穿世間一切了。可是卻有個女

孩子不顧一切地與我結婚，讓我覺得不能辜負

她，因為我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來做一場場遊

戲，但我絕不能用我的錯誤來傷害另一顆心，

可是因為多次的用藥導致了體內物質的極度

不平衡而陰虛癲症，我自己已無法解決這個問

題。正好此時從醫的大姐來我家過年，大姐根

據我的身體症狀給我吃了文中的中藥，經一段

時間的調理最後得以痊癒，不過也因為長期用

西醫的臨時控制，而產生了要少量西藥安眠的

習慣。 

    雖然本人多以單藥研究為主，但經過了本

人半生研究，加上本人對家譜人物無精神病史

的考證，本人認為精神疾病產生的根本原因不

是當前醫學上所說的遺傳因素，而是生理因素

的嚴重失調才是決定性因素。 

    本人實驗還證明了“傷人與自傷、殺人與

自殺”是狂症與癲症的兩個不同的重要表

現，狂症多會“狂妄自大，自以為是，所以常

常會傷人殺人。”癲者多會“厭世悲觀，自認

無用，所以常常會自虐自殺。”雖然狂者與癲

者還有共性，就是都可以用西藥來抑制他們的

行為。但是他們的內在共性：就是幻聽、幻覺

與幻想，這是用西藥所不能根治的，必須用中

醫中藥調理才能徹底治療。這條經歷卻不是一

般患者所能夠告知醫生的，也才致使精神醫學

無法深探的緣故！ 

    本來做為個人，我很想把這一切全爛在心

裏不再說出，何況本人已生活穩定，家庭幸福

美滿，而曾經的理想也已淡然無存。但是，2003

年世界衛生組織把抑鬱症問題提上了議事日

程，而本人曾經花費這麼多的心血才換來的東

西從此消逝于人世也的確有些可惜，於是反復

考慮再三，寫出了這篇論文《關於根本解決歐

盟組織中抑鬱症問題的思考》。為了讓醫學探

索者不再走彎路，也為了以後有志醫學事業的

致力者不再重蹈覆轍，同時給精神病患者帶來

福音。我決定將此文給予公開，望國內國際同

行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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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药纵横】 
 
 

《泉州民間偏方選編》評介 

陳文鑫 

（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研究所） 

 

 

中國傳統醫藥，自神農嘗百草以來，歷經

五千年而不衰，留下來的偏方，更是曆久彌

堅，絕非西洋藥品所能替代。民間素有“小偏

方治大病”，“單方氣死名醫”之說。有些說

法雖有誇張之嫌，但其療效幾乎有口皆碑，深

入民心。泉州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多元文化

的寶庫，由於歷史積澱深厚，人文薈萃，文化

昌盛，其中醫藥事業有著輝煌的過去。中西文

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彙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

化名人，留存了許多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產和大

量珍貴的歷史文化瑰寶。50 到 70 年代，在政

府的主導下，搞過很多次全民獻方獻藥運動，

各省市均有編纂，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很

多書都沒有再版，導致今天很難再看到這些

書。當時，泉州有不少民間偏方經篩選進入正

規醫院，成為長期應用於臨床的醫院製劑，但

由於民間偏方流傳管道往往單調而秘密，不少

傳統的神奇藥方瀕臨失傳。2008 年，泉州市

政協發揮領導組織優勢，挖掘中醫藥寶庫，把

徵集民間偏方作為服務民生的一項重要工

作，歷經兩年的努力，完成了徵集、擷選、編

輯等組織工作，於 2011 年 3 月正式出版了《泉

州民間偏方選編》。該書由富有衛生工作經

驗、曾任泉州市衛生局局長的蘇小青副主席擔

任主編，通過各縣（市、區）政協、泉州市中

醫藥學會、《泉州晚報》等管道向社會廣泛徵

集民間偏方，並經泉州市中醫界名老專家組成

的編委會科學論證，歷時 2 年余編撰而成，由

九州出版社出版[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

字 （ 2011 ） 第 025432 號 ISBN 

978-7-5108-0865-4]。 

    全書共 39萬字，選錄了 2300 多個民間偏

方。本書內容豐富，條目清新，通俗易懂，簡

明實用，所選偏方均安全、實用、有效、經濟

實惠，且取材方便、操作簡單、省時省力，有

助於讀者及相關患者掌握。《泉州民間偏方選

編》既適合中醫臨床醫生查閱參考，也適合於

中醫愛好者、患者及相關研究人士閱讀參考及

研究收藏。筆者幸獲一冊，拜讀數次，愛不釋

手，受益非淺。謹此推薦于讀者。 

一、來源廣泛，選編精當 

本書收錄的處方均來源於泉州民間，主要

有四方面：一是通過各種管道徵集到的泉州各

地著名老中醫長期收集和應用的偏方；二是來

源於民間家藏手抄本中的中藥方；三是取自過

去地方衛生局編印的未正式出版過的各種

“驗方、偏方”的油印本和鉛印本；四是參考

了地方內部報刊中報導過的民間偏方。其中，

家藏手抄本有劉德桓提供的《劉與錚<中醫驗

方>》，張振輝提供家藏 300 年的《婦人科雜症

醫方》”；地方衛生局編印的油印本和鉛印本

有蘇小青提供的《民間驗方選編（外科專輯）》

（油印本，1971.4），蘇稼夫提供的《驗方選

編（一）》（泉州市衛生局編，1959）、《中醫驗

方集錦第 1集》（晉江縣衛生局編，1959.9），

德化縣政協提供的《德化民間中草藥驗方選

錄》；地方內部報刊有《農工保健》、《赤腳醫

生（福建）》、《泉州衛生》、《泉州科普》、《晉

江科普》等等。所有這些均在書中專設【來源】

一欄注明，以讓讀者知曉方子的來龍去脈。雖

然書中的偏方來源廣泛，但是選編精當，內容

精粹。全書按中醫傳統病名為綱，病名下列舉

民間最為慣用的偏方若干，凡是某些同類、類

似或同一來源的處方，均收錄在【附錄】欄中，

以免篇幅繁雜，內容混淆。精選的偏方多數選

用藥材極少，民間常見，用法簡便，且多數偏

方兼是民間常用、效果良好的食療方，體現了

中醫藥的“簡便廉效”優勢。正是這種“簡、

便、廉、效”顯示出本書選編的精當。 

二、分類詳細，條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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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中醫傳統科目分類法分章，有內

科、外科（含皮膚科、骨傷科、痔瘡科）、婦

產科、小兒科、五官科、其他（不內外）六章。

章下按中醫傳統病名分節，以阿拉伯數字編

序，共 218 個病症。如無適當的中醫病名，則

用西醫病名。節下以處方（方名）分目。處方

內容包括【主治】、【方藥】、【用法】、【注意事

項】等項。【主治】指適應症，採用中醫症型

或西醫病名，必要時描述主要症狀、提示參考

療效。【方藥】包括藥名、用量。【用法】包括

煎煮或製作方法、內服或外用方法、用藥次數

等。【注意事項】的內容有禁忌症、有毒藥物

提示以及使用中需注意的問題。編審過程中編

委對某些處方的提示，以【編者按】體現。書

中分類如此詳細，條目極其清晰，特別方便讀

者查閱。比如第一章內科中的“3.咳嗽”病，

列舉偏方有 20 個，主治有普通咳嗽、老人咳

嗽、久年咳嗽、黃昏時咳嗽、風寒咳嗽、肺熱

咳嗽等等，一目了然。再如“咳嗽”中方二：

【主治】老人咳嗽，日久不愈；【方藥】米糠

120 克，北五味子 9克，炒杏仁 15克，枯礬 6

克；【編者按】米糠應為米皮糠，即細米糠。

各項內容詳盡，清晰明瞭。 

三、簡明扼要，通俗易懂 

    《泉州民間偏方選編》編錄了 2300 餘個

偏方，全書內容豐富多彩，文字翔實可信，每

一個偏方都是勞動人民與疾病長期鬥爭的智

慧結晶。偏方來源於民間，用藥簡單，使用方

便，一般都以口頭相傳的方式流傳，因此大多

數方藥都有當地的方言名稱。本書在編寫上充

分考慮到這一因素，為避免編寫遺漏或傳誤，

在每一個偏方的各項內容描述上均以偏方提

供者提供的內容名稱為主，以民間通用名稱或

俗稱為輔，若有不明了的則補充在【編者按】

中，書後附錄還附有“藥用植物、動物、礦物

地方異名、俗名與學名對照”表供讀者參考。

由此編寫而成的每個偏方簡明扼要、通俗易

懂。比如第二章外科、皮膚科中的“64.臁瘡”

方四中：【主治】臁瘡，俗名臭腳鼻臁；【方藥】

樟腦 3克，爛番薯 90 克。“臭腳鼻臁”及“爛

番薯”均為地方俗名，簡單易懂。 

--------------------------------------------------------------------------------- 
 

美麗的傳奇藥用珍珠奈米化功效及研究 

陳漢綜 

(台灣衛元堂中醫醫療機構) 

 

 

一、目的 

自古以來，珍珠就被世界各地的人視為美

化肌膚的美容食材，而且是效果卓越的，珍珠

的確具有這樣悠久的歷史。不僅限於埃及和中

國，從西元前數千年開始，文明的發祥地--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印度等世界各地，也都有

食用珍珠粉。在歐洲，從九世紀到十四世紀，

受到阿拉伯的影響，極微小粒的珍珠，被大量

投與，作為疾病用的治療藥。在德國，珍珠則

是上層階級人們所愛用的強壯劑。 

    中國唐代的絕色美女-楊貴妃的美，之所

以不受年齡影響，正是因為服用珍珠粉，所自

然散發出來的內在美所致；在歷史上備受爭議

的慈禧太后，早已長期使用珍珠粉養生保健。

慈禧太后在步入老年後，肌膚能宛如少女般嫩

白光滑，此為慈禧太后的青春不老祕方。 

    在人類的皮膚中，有膠原質纖維組織，這

是蛋白質的一種，使肌膚可以保持光滑潤澤，

人類隨著年齡的增長，膠原質纖維會減少，而

且硬化。珍珠粉中所含的光基歐磷胺基酸，是

性質與膠原質組織類似的蛋白質，對人類的皮

膚具有親和性，是最佳的”濕潤成分”。珍珠

粉是自然的產物，之所以適合人類肌膚，其理

由也在於此。 

    奈米技術是二十一世紀高科技及新興科

學發展的基礎，涵蓋了現今許多先進科學技

術，也被廣泛運用在微電子器材產業、生物醫

學、材料科學與國防科技等範疇，珍珠奈米化

的概念也源於此，主要是以機械力與流體相結

合，珍珠可達到超微化且力度分佈窄，無粗粉

的程度。設備內的溫度控制在低溫下，避免因

高溫改變被粉碎珍珠本身的生物特性，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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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所含的油性成分和揮發性成分的流

失，可確保珍珠的有效性成分存在。此珍珠奈

米化的目的在使得藥物顆粒更細小化，但先決

條件必須是安全的、有效的、無毒以及無副作

用，並且不能影響其療效。珍珠絕大多數是不

溶於水的，但是其在體內發揮藥效的過程中，

卻多是處在水溶性的環境中。若使用奈米化技

術將珍珠研製至奈米顆粒大小，甚或部分形成

細胞破壁的顆粒，不但可以增加藥劑分子進入

細胞內的數目，大為提高其效果，更有可能因

為細胞破壁的結果，使得有效成分被大量的溶

出，因而更進一步提高治療的效果。從經濟的

觀點來看，極為大幅降低至珍珠的使用量，達

到節省成本的目的。 

二、討論 

(一) 珍珠(Perla Pearl)為我國傳統醫學

中常用的美容藥物，本草綱目記載”治目潤肌

膚”(治療眼睛、增加視力、使肌膚潤澤、皮

膚光滑)，”塗面向顏色”(塗在臉上可使臉色

較佳，雀斑、蕎麥皮、皺紋消失)，”清遺精白

濁”(使混濁的精液變清)，”安魂魄定驚悸”(使

精神安定)，”解痘瘡毒”(天然痘的解毒)，”

治煩熱”(治癒上火)。珍珠(Perla Pearl)主

要成分是比率占了 91.7%的鈣(CaCO3)其他尚

含有機物(5.7%)、水分(2.2%)，有機物是由白

胺酸、牛磺酸、蛋胺酸、丙胺酸、甘胺酸、谷

氨酸、天門冬胺酸….等胺基酸所構成。尤其

是使珍珠出現光澤的顏色成分，含有碳水化合

物的”光基歐磷胺基酸”，這種氨基酸中，具

有直接美化肌膚的功效。”光基歐磷胺基酸”

常在高溫時消失，老祖宗的智慧早就知道要用

水揮方式進行，以保留其成分。 

(二) 方法及進行步驟 

1. 珍珠顆粒浸泡牛奶三天後取出清水漂乾。 

2. 醋浸泡三天使之軟化。 

3. 珍珠顆粒放入豆腐內加清水，煮製 2小

時。取出，去豆腐，用清水洗淨晾乾。 

4. 碎化珍珠顆粒，粒徑<1mm。 

5. 置入水揮處理製成珍珠萃取液，最終通過

雜質及重金屬的去除處理。 

6. 低溫乾燥方式製成一種水揮珍珠粉末(粉

粒.粒徑 520mm)。 

7. 將水揮珍珠粉末再送進奈米處理，製成粒

徑 100nm 以下均勻的奈米珍珠粉。 

為了測定奈米化的珍珠粉與傳統粉碎珍珠粉

及有效成分含量是否具有明顯差異，因此針對

其粗抽物利用高解析度穿透電子顯微鏡(High 

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穿透式電子顯微基本成像原理

中，低、中倍率(倍率適用範圍為 2500X~150KX)

之 TEM 顯微成像主要是利用穿透式電子束成

像，因而形成明視野像(bright field)，此種

影 像 主 要 源 自 於 振 幅 對 比 (amplitude 

contrast)。而高分倍電子顯微影像成像(倍率

適用範圍為 200KX~1.0MX)是利用穿透電子束

與繞射電子束交互干涉而成週期性條紋或是

晶格影像。 

 量測值在每個位置個重複量測一次影像，

並由影像中計算粒徑大小數目。可以發現珍珠

粉測得的粒徑大小，最大為 70.73nm，最小為

2nm 一般在 100nm 以下通稱為 nm(奈米)，因此

測定為 70.73nm。奈米化技術將珍珠粉製成奈

米顆粒大小，甚或絕大部分形成細胞破壁的顆

粒，不但可以增加藥劑分子進入細胞內的數

目，大為提高其效果，更有可能因為細胞破壁

的結果，使得有效成分被大量溶出，提升了活

性成分於體內的濃度。 

美麗的第一要件是皮膚。人體皮膚主要成

分是膠原蛋白，皮脂腺和微血管等，而皮膚中

儲存著水分，並放置許多神經組織。皮膚表面

細胞不斷的死亡，脫落更新，是正常代謝過程。

在正常情況下，皮膚表層細胞大約一至二個月

更新一次，然而，受到外在環境和身體狀況影

響，肌膚老化和更新代謝速度都會不一樣，不

管是老化速度快，或是更新速度緩慢，皮膚狀

況都會變糟，極易產生各類惱人的病變，各種

斑點、皺紋的產生。 

(三)  珍珠粉改善肌膚膚質的六大主要成分 

現代醫學證實，珍珠粉奈米化後更能保存

著六種和肌膚生成與修護相關的物質: 

1. 甘胺酸的膠原蛋白纖維，人體吸收後，能夠深

層地補充肌膚的濕潤成分，由內而外的執行肌

膚保濕工程。 

2. 甲硫胺酸(MET)，是珍珠較突出的成分，它在

添增皮膚光澤亮麗的同時，可以增強皮膚彈

性，維持原生細胞活力。 

3. 天然牛胺酸，是珍貴的成分，這種物質不但能

促進人體大腦發育，而且能提高人體肌膚細胞

的新生能力，促進血液循環，淨化血液。 

4. 光機歐磷胺基酸，日本醫學博士-利伊俊世證

實，這是一種絕妙的保濕成分，可美白肌膚，

恢復肌膚原有的潤澤，延緩皮膚衰老。醫學研

究表明光機歐磷胺基酸能促進肌膚細胞的營

養補給；修補細胞破損，使粗糙皮膚恢復光澤，



 

 448

白潤保持濕潤，並促進血液循環；抑制體內脂

(褐)色素的增加；促進表皮細胞再生，使皮膚

柔和，有彈性，消除皺紋、雀斑的產生。 

5. 鹼性磷酸鹽，這種稀有成分是日本真珠專

家”門洋”發現的。能增強人體表皮細胞的活

力作用，對防止細胞衰老和變壞具有獨特功

效。 

6. 珍珠蛋白胺基酸，是製造美麗肌膚的成

分。珍珠所擁有膚質改善的六大利器中，最引

人關注的胺基酸-珍珠蛋白胺基酸，是極優的

膠原蛋白纖維，其美麗肌膚效果超越一般的膠

原蛋白。 

同樣是膠原蛋白，為什麼說珍珠內含的膠原蛋

白較好呢?因為一般的膠原質只做肌膚調理，

效果無法長久持續。但是珍珠中的蛋白胺基

酸，是經由人體吸收後由體內的血液循環系

統，送達全身的肌膚細胞，方便皮膚吸收利用，

從身體內部補充全身肌膚滋潤成分，其美容效

果是全身性且持久有效的。 

三、結論 

 珍珠能夠清除過氧化脂質，也是依靠

SOD(過氧化物岐化酶)，才得以實現的。醫學

研究證實，珍珠粉有提高 SOD 活性的功能，並

藉 SOD 來達到清除過氧脂質和抗衰老作用。 

無論是從臨床角度還是以動物實驗的角

度，都證明珍珠粉具有顯著的抗衰老、美麗肌

膚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珍珠粉抗衰老的原

理，科學研究並不是完全清楚的，雖已證實其

抗衰老與清除過氧化脂質有關，但不能排除珍

珠粉通過其他途徑，產生抗衰老、美化肌膚、

調整人體內分泌的功能，而內分泌的改變也是

和人的衰老有密切關聯。 

    中醫認為，人的生長、發育到成熟，

是由腎臟中的精氣所決定的，精氣不足，人就

會衰老。《素問˙上古天真論篇》中說:”女子

七歲，腎氣盛，齒更發長；二七而天癸至，任

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

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

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

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

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

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這一段古文，概括了女子從七歲到四

十九歲的各年齡層中，身體上的變化。在這一

些變化的過程中，隨著腎氣的衰退，人也逐漸

衰老。男子的情況與女子相似。 

老化本來就是人體正常而自然的生理過

程，尤其在日常生活中，皮膚就像人體的第一

件外衣，直接暴露在生活環境當中，皮膚老化

速度往往也就比身體內的其他器官來的快。 

    科技的進步使得生活環境日益惡化；緊湊

的生活腳步，使得痛苦指數日俱增加，相對於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人來說，現代人老化

的速度，怎麼能慢得下來，而肌膚上逐日堆積

的皺紋，正是此一現象的有利見證。

---------------------------------------------------------------------------------- 

 

曲家海風濕酒 

孫淑華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一直以來風濕病的發病率很高，對於風濕

病我們都很熟悉，那麼大家瞭解臨床上風濕病

有哪些表現嗎？風濕病有哪些症狀嗎？為了

大家對風濕病有進一步的瞭解，本文將為大家

介紹風濕病有哪些症狀及曲家海風濕酒的用

途。 

疼痛：疼痛是患者的一種自覺痛苦的症

狀，是中醫風濕病中最常見的症狀。風濕病的

疼痛主要表現在肢體的關節、皮膚、肌肉、經

脈等。 

關節腫脹：風濕病關節炎是指關節周圍浮

腫而脹的一種症狀。腫脹之外膨隆，高出正黨

皮膚，皮膚皺紋變淺或消失，或有光澤，按之

濡軟或有凹陷。 

麻木：麻木是指患者肌膚感覺異常或知

覺障礙的一種症狀。“麻”是指自覺肌肉之內

如蟲亂行，按之不止，“木”是指皮膚不知癢

痛，按之不知。掐之不覺，一般通稱“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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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節屈伸不利是指四肢關節、脊柱等活

動受限或困難的一種症狀。肢節屈伸不利可以

發生某一關節，也可以發生於多個關節。 

首先，疼痛是風濕病的主要症狀，也是

導致功能障礙的重要原因。風濕病的疼痛中，

起源於關節及其附屬結構的疼痛最為常見，然

而肢體和軀幹部位的疼痛也可見於內臟和神

經系統病變。關節痛、頸肩痛、腰背痛、足跟

痛往往是風濕病的主要表現，有時還伴有關節

的腫脹。其中，風濕病關節炎常有對稱性的關

節腫痛，手指關節、腕關節尤為明顯；強直性

脊柱炎有腰背痛，休息時加重，可伴有足跟

痛、紅眼；風濕性多肌痛、肢帶肌的疼痛及肌

無力。 

居住環境通風採光條件不良，尤其是潮

濕，對於體質較差的人來說，會增加風濕關節

炎的發病率。中醫學認為，濕潤陰邪，其性黏

滯，易與寒、風等多種邪氣合而為病，久居濕

地。風寒濕邪易停滯關節，導致氣血運行不

暢，關節屈伸不利。現代醫學研究也表明，空

氣濕度、居住擁擠程度與風濕性關節炎的發病

率呈正相關。 

有吸煙史的男性患風濕關節炎的危險會

增加。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對 1095 名

先前被確診為風濕性關節炎的患者與 1530 名

健康成年人進行了對比。結果發現，與從不吸

煙的男性相比，吸煙者患風濕性關節炎的危險

增加一倍。 

感冒若為風熱之邪侵襲人體所引起，早

期症狀表現在外，失治誤治則會逐漸侵襲肌肉

關節，形成熱毒，痹阻經絡，從而導致氣血不

行；若為濕熱蘊結於肌肉關節，可出現關節紅

腫熱痛。 

如今我國中草藥事業迎來了難得的歷史

性發展戰略機遇。各地政府對中草藥事業發展

的重視程度和推動力度前所未有，加大對中草

藥的投入，為中草藥事業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環

境。 

中草藥事業發展現狀與人民群眾日益增

長的健康需求還有較大差距，中草藥的特色優

勢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對此，我們要高度重

視，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以科學發展觀為指

導，科學謀劃全局，找好找准著力點突破口，

遵循中草藥醫療、保健、科研、教育、產業、

文化全面發展的思路，謀劃長遠的中草藥發展

規劃，不斷推進中草藥事業的科學發展 

長期以來，中草藥與西醫藥相互補充，

協調發展，共同擔負著維護和增進人民健康的

任務，已經成為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特徵

和顯著優勢。堅持中草藥並重，扶持和促進中

草藥發展，充分發揮中草藥在維護人民群眾健

康中的作用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

內容。沒有中草藥事業的健康發展，就不可能

實現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 

當前，中草藥事業滯後于衛生發展，是

醫藥衛生發展領域的“短腿”，不能適應人民

群眾日益增長的中醫藥服務需求。必須將中草

藥納入衛生改革發展的全局，在深化醫藥衛生

體制改革中推動中草藥事業的發展。通過改

革，建立健全體制機制，轉變發展方式，轉變

服務模式，探索出中草藥事業科學發展之路，

使中草藥在深化醫改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中草

藥事業要與衛生事業協調發展，切實落實中草

藥並重的方針，就要充分發揮政府的扶持作

用，在政策上給予傾斜，促進中草藥事業加快

發展。 

學術發展是中草藥發展的標誌之一，很

大程度上影響著中草藥存在的價值。政策是推

動中草藥發展的外部環境，是中草藥發展和學

術進步的助推器，兩者相互支持，協調互動。

學術要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政策要為學術發

展提供支撐。只有不斷認識和把握中草藥學術

發展的規律，才能夠不斷完善政策，建立起有

利於中草藥學術發展的體制、機制和制度，只

有遵循中草藥發展規律，建立起符合中草藥特

點的政策環境才能更好地推進中草藥學術進

步和發展。 

當前，中草藥學術發展緩慢的問題，引

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和憂慮，在現代醫學快速

發展的當今時代，中草藥如果在學術發展上沒

有新的突破，在疾病防治技術上沒有新的發

展，在臨床療效上沒有新的提高，中草藥服務

領域必將出現萎縮，甚至有失去服務領域的危

險和可能。 

在中草藥服務體系乃至中醫藥發展中，

城鄉基層中草藥服務網路具有基礎性地位，是

中草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由於受各種因素的

影響，城鄉基層中草藥服務陣地正在逐步萎

縮，人民群眾對中草藥服務的需求得不到滿

足，已成為中草藥事業發展的瓶頸。要堅持中

草藥服務進鄉村、進社區、進家庭的工作思路

和要求，加大城鄉基層特別是農村中草藥服務

網路的建設力度，加大城鄉基層中草藥人才的

培養和培訓力度，加大中草藥適宜技術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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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提高基層中草藥服務的可及性和覆蓋

面，建立和完善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提

供中草藥服務的財政補償機制和方式。 

中草藥是一門源於臨床實踐的科學，臨

床實踐對於中草藥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具有

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是，目前在科研、人才培

養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與臨床實踐相脫

節的現象。 

我們要按照中草藥發展的規律，堅持中

草藥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與臨床實踐緊密結

合，從臨床實踐中來，到臨床實踐中去。要以

提高臨床療效為目標，以中草藥療效確切、優

勢明顯的病種和重點專科（專病）為抓手，形

成一批診療技術規範、臨床療效顯著的中草藥

技術和方法，在全國範圍內培訓推廣； 

中草藥的發展之魂，在現代醫學高度發

達的今天，中草藥只有堅持特色，發揮優勢，

才能獲得更大發展。 

調整中草藥發展思路，加強對各級中草

藥發展模式和規律的探老索。不但要注重數量

的擴張和綜合能力的提高，“做大做強”，也

要注重重點專科專病建設，“做精做細”。 

不但在注重充分運用好中藥草傳統診療

方法和技術，也要注重在中草藥理論和實踐指

導下，積極研製和利用現代科技和診療設備，

豐富和完善中草藥的診療方法和手段，不斷提

升檢驗中醫臨床療效的技術和水準。 

曲家海風濕酒經過了幾百年的延續和改

善，利用了綠色環保的中草藥，徹底的深入肌

體通過打通經絡、追風、去濕，徹底的消除風

濕因數，提高人體免疫，協調五行，調養五臟，

貫通六腑及經絡，做到養身、治療相結合，促

成五臟六腑的再生能力，服用曲家海風濕酒能

根治風濕痛苦，絕無毒副作用，有延年長壽之

功效。 

---------------------------------------------------------------------------------- 

 

跌打損傷藥酒、藥丸的临床应用 

潘丙香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笔者經過多年臨床實踐，總結出治療跌打

損傷的经验：內服跌打丸，外擦跌打藥酒（自

製），對新老跌打內傷效果顯著。 

跌打丸劑由以下藥物組成：紅花 50g、桃

仁 100 克，天葵子 l00g、甘草 40g、紅棗 50g、

田七 80g、勒黨 150g、竹根七 100g、玉盞花

100g。 

將上述藥材放入一個大的不銹鋼鍋中（有

大的砂鍋更好），放入六斤水，先武火煎熬至

沸騰，後改為文火煎熬二個小時，將藥水倒出

來（用另外一個容器盛裝）。再加水到藥材中

煎熬，按前操作，反復三次，將煎熬所得的藥

水用武火煎熬至一斤藥液（濃稠至藥油狀），

然後加入麵粉，拌均匀，放入圓藥機子，做成

藥丸，最後放陰涼處涼幹，即成藥丸，携带、

服用很方便。 

跌打藥酒由以下藥物組成：生草鳥 20g、

生川烏 20g、小駁骨 50g、鬆節 50g、竹根七

40g、生馬錢 30g、田七 80g、紅桐根皮 100g、

紅花 30g 等二十多味中草藥。 

藥材裝入一個容積為 1500 毫升的玻璃容

器中，加入 3 斤 60 度的純米酒，然後將容器

口密封，浸泡 60天，藥酒製作完畢。 

此藥酒除孕婦禁用外，其餘的人都可以使

用。因其有生草烏、生川鳥等藥物，容易引起

流產，故孕婦禁忌。本藥酒衹能外擦患處，不

能內服。若損傷面有創口，有破損，藥酒就擦

傷口邊，不能直接擦傷口。藥酒比起藥膏來

說，使用更方便，療效更顯著，這也是我用跌

打藥酒取代跌打藥膏的原由所在。 

內服跌打丸配合外擦跌打藥酒，其功效加

倍，療效更顯著，對陳年內傷、損傷以及新傷

等都很適合，能藥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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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叢中獨一秀——中佘藥百合 

王鋒  王銘  王健 

(福安市中佘醫藥研究所) 

 

 

 

百合在花卉中，飲食中、藥用中都是不可

多得的獨具一格之佳品。 

它在庭院花叢中，夏日綻放大而秀麗，花

香馥鬱，亭亭玉立，體現它獨特的潔白清純，

許多男子把它獻給女友表示純情的追求…… 

百合花的根部鱗莖含有較高的營養成

分，在筵席上，不少人把它的鱗莖做成各種佳

餚，放在貴賓面前，用來體現他們盛情的一道

可口的美食。 

百合花的根部鱗莖，含有蛋白質、紅蘿蔔

素、維生素 B1、B2、C 等多種營養素，具有較

高的藥用價值，它在中佘藥中又是用以治療多

種疾病的一味良藥。 

百合：性味甘平、微苦、無毒。入心、肺經。 

《中藥大辭典》記載：“潤肺止咳、清心

安神、補中益氣之功能，能治肺癆久咳、咳唾

痰血、虛煩、驚悸、神志恍惚、熱病餘熱未清、

腳氣浮腫”。 

《現代實用中藥》記載：“為滋養強壯壯

鎮咳祛痰藥，為歇斯底里症及神經衰弱之強壯

滋補藥；治邪氣、腹脹、心痛、利大小便、補

中益氣”。 

《日華子本草》記載：“安心、定膽、益

志、養五臟。治癲邪啼泣、狂叫、驚悸、殺盅

毒氣，乳癰，發背及諸瘡毒，並治產後血狂

運”。 

1.百合的藥用價值： 

百合入藥歷史悠久，早在二千年前的漢代

醫聖張仲景治婦人髒躁症，沿用至今，現中佘

醫界亦常用之，茲就筆者在臨床中與民間用方

中，行之有效者推介如下： 

1.1   慢性氣管炎：久咳不愈，咽幹口

燥。 

處方：百合 30g，百部、甘杏仁、玉竹、

麥冬、蜜紫苑、蜜冬花、烏梅各 10g，陳皮、

甘草各 6g。 

功效：潤肺止咳 

用法與服法：上藥加水適量，燉二次，午、

晚飯後各服二分之一。 

1.2   神經官能症：心煩失眠、悲痛欲

哭、食差神疲、四肢無力。 

處方：百合 30g、小麥 50g、炙甘草 15g、

大紅棗 10枚。 

功效：寧心安神、健脾養血。 

用法與服法：上藥加水適量，燉或煎二

次，午、晚飯後各服二分之一。 

注：本方效張仲景炙甘草湯加百合，以往

農村經濟困難，用上方治癒不少貧困患者。 

1.3   心悸早搏： 

處方：百合 20g、西洋參 5g（另燉）麥冬

12g、北五味 8g、炙甘草 6g、炒棗仁 15g、大

紅棗 6枚。 

功效：強心益氣、調節心率 

用法與服法：上藥加水適量，燉或煎二

次，午、晚飯後各服二分之一。 

1.4 癌症放療後，咽幹、咽痛、便秘、舌

赤少苔或無苔者 

處方：百合 30g、西洋參 6g（另燉）麥冬

12g、北五味 8g、玉竹 15g、金石斛 10g、田

三七 10g(研末後下)。 

功效：強心益腎、生津潤腸、化瘀活血。 

用法與服法：上藥加水適量，燉或煎二

次，午飯、睡前各服二分之一。 

2.百合可做美味佳餚 

2.1   五彩繽紛：鮮百合 150-200g，雞

肉片或豬肉片 80g、青椒 50g、紅蘿蔔、黑木

耳（發泡後）各 50g、芹菜少許。 

做法：上物切片後炒熟，加調味品，是一

道五色天香，滋補五臟之佳餚。 

2.2   百合粥（一）：治中老年人五更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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瀉、補脾健胃。 

處方：百合、淮山、芡實、梗米各 50g 

功效：健脾益氣 

用法：上物加水煮成粥，用板糖或麥芽糖

調味（糖尿病用食鹽少許，不用糖）每日吃一

次，10-20 天顯效。 

2.3   百合粥（二）：心煩失眠 

處方：百合 30g、大紅棗 6枚、小麥 50g 

功效：補血寧心 

用法：上物加水煮成粥，用板糖或麥芽糖

調味（糖尿病用食鹽少許，不用糖）每日吃一

次。佘族民間常用之。 

2.4   百合糊：適用于大小學生，中老年

人，健脾益腦之營養品。 

處方：百合（蒸熟曬乾）核桃仁、淮山、

芡實、黑芝麻各 100g、白糖 100-150g 

功效：益腎補腦、健脾甯心、增強記憶力 

用法與吃法：上物共研末後，加白糖混

勻，置於容器內，用時取適量加開水調勻，即

可食用，可作點心，亦可作早晚餐。學生高考

時最好的營養補充。 

3.百合優劣的區別： 

百合原是野生，現代大部分是人工培植，

在市場上大體有 3種。 

3.1   野生者：顆粒小質厚、色澤淡黃、

藥效強、口感好，市場上較少。 

3.2   人工培植：顆粒大而薄，有兩種加

工方法：（1）采回的百合焯後直接曬乾，其色

淡黃，其味微甜，口感好，藥效良。（2）有的

商人為了圖利，將百合用硫磺熏之，使其顏色

變白，較雅觀，其味帶酸，藥效差。建議用淡

黃色的。 

--------------------------------------------------------------------------------- 

 

我院 206 例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分析 

何定峰   洪佳妮  劉憲俊  繆時英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 

 

藥品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是指合格藥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現的

與用藥目的無關的有害反應。開展 ADR 監測，

有利於提高醫療品質，減少 ADR 和藥源性疾病

的發生，保障患者用藥安全。本文對我院 2012

年 9月至 2013年 8月上報的ADR 進行回顧性

統計和分析，旨在瞭解我院 ADR 發生的特點和

規律，為臨床安全合理用藥和 ADR 監測提供一

定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我院2012年 9月至2013

年 8 月上報的 ADR 報告 206 份。 

1.2 方法  對上述 ADR 報告表上的資料

採用回顧性調查的方法，分別對患者的性別、

年齡、給藥途徑、所用藥物引發 ADR 的藥品種

類及發生率、ADR 累及器官或系統及臨床表現

等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發生 ADR 患者的性別與年齡分佈 

206 例 ADR 報告中，男性 82例（39.81%），

女性 124 例（60.19%），男、女比例為 1:1.51。

患者的年齡跨度為 16天~86 歲，其中 60 歲以

上患者 ADR 發生率達 26.21%。發生 ADR 患者

的性別與年齡見表 1。

表 1 發生 ADR患者的性別與年齡 

Tab 1 Distribution of patient’ s gender and age in ADR cases 

年齡（歲） 男性（例） 女性（例） 合計（例） 構成比（%） 

0-10 11 6 17 8.25 

11-20 2 1 3 1.46 

21-30 7 17 24 11.65 

31-40 6 23 29 14.08 

41-50 18 32 50 24.27 

51-60 17 12 29 14.08 

61-70 9 19 28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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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2 14 26 12.62 

合計（例） 82 124 206 100 

構成比（%） 39.81 60.19 100  

2.2 引發 ADR 的給藥途徑分佈 

在 206 例 ADR 報告中，以靜脈給藥引發的

ADR 最高，構成比為 61.16%； 其次為口服給

藥，構成比為 33.50%。引發 ADR 的給藥途徑

見表 2。 

 

表 2 引發 ADR的給藥途徑分佈 

給藥途徑 例 數 構成比（%） 

口服給藥 69 33.50 

靜脈給藥 126 61.16 

皮下注射 4 1.94 

其 他 7 3.40 

合 計 206 100 

2.3 引發 ADR 的藥品種類分佈 

按藥品類別統計，涉及抗微生物藥、神經

系統藥等共 15 類。其中，抗微生物藥引起的

ADR 所占比例最高，達 26.70%，以頭孢菌素類

最多；其次為中藥製劑引起的 ADR，占

14.07%，注射劑 19 例（9.22%），口服藥 10

例（4.85%）。引發 ADR 的具體藥品種類及其構

成比見表 3，抗微生物藥的種類及其構成見表

4。 

 

表 3 引發 ADR的藥品種類分佈及其構成比 

藥品種類 例 數 構成比（%） 

抗微生物藥 55 26.70 

神經系統藥 10 4.85 

心血管系統藥 26 12.62 

血液系統藥 25 12.14 

消化系統藥 12 5.83 

呼吸系統藥 2 0.97 

泌尿系統藥 3 1.46 

抗腫瘤藥 19 9.22 

調節免疫功能藥 2 0.97 

水、電解質及酸堿平衡調節藥 12 5.83 

激素與調節內分泌功能藥 4 1.94 

維生素及營養藥 2 0.97 

中藥注射劑 19 9.22 

中藥口服劑 10 4.85 

其 他 5 2.43 

合 計 206 100 

表 4 引起 ADR的抗微生物藥種類及構成比 

抗微生物藥類別 例 數 構成比（%） 

頭孢菌素類 32 58.18 

喹諾酮類 6 10.91 

大環內酯類 4 7.27 

其他β-內醯胺類 1 1.82 

青黴素類 4 7.27 

林可黴素類 2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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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糖苷類 2 3.64 

其 他 4 7.27 

合 計 55 100 

2.4 ADR 累及器官或系統及臨床表現 

206 例 ADR 報告累及多個器官或系統，其

中以消化系統最多，占所有報告的 33.50%；

其次為皮膚及附件組織、血液系統等。ADR 累

及器官或系統及臨床表現見表 5。 

 

表 5 ADR 累及器官或系統及臨床表現 

 ADR累及器官或系統 例 數 構成比（%） 主要表現 

消化系統 69 33.50 
噁心、嘔吐、腹痛、腹脹、便秘、腹瀉、胃潰

瘍、噯氣、肝功能異常 

皮膚及附件組織 51 24.76 皮疹、瘙癢、紅斑疹、蕁麻疹、硬結、斑丘疹 

全身性損害 9 4.37 
寒戰、高熱、過敏性休克、全身不適、全身性

水腫 

循環系統 9 4.37 
靜脈炎、心悸、水腫、潮紅、紫紺、心動過速、 

低血壓、室上性期前收縮 

神經系統 14 6.80 
頭痛、頭暈、抽搐、嗜睡、發音困難、麻痹、

失眠、精神障礙 

呼吸系統 14 6.80 胸悶、喉水腫、呼吸困難、咳嗽、紫紺、憋氣 

血液系統 28 13.59 骨髓抑制、血小板減少性紫癜 

局部反應 6 2.91 注射部位反應、局部麻木、局部疼痛 

五 官 2 0.97 結膜炎、視覺異常、耳鳴 

骨骼肌肉系統 1 0.48 肌痛、腰背痛、關節痛 

泌尿系統 2 0.97 血尿、排尿困難 

其 他 1 0.48 
低鈣血症、體重增加、低血糖、體重減少、月

經紊亂、乳房脹痛 

合 計 206 100  

 

2.5 新的和嚴重的 ADR 及臨床轉歸情況 

在 206 例 ADR 報告中，一般的 ADR 報告有

183 例（占 88.83%），新的 ADR 報告有 16例（占

7.77%），嚴重的 ADR 報告有 7例（占 3.40%）。

ADR 臨床轉歸方面，痊癒 140 例（67.96%），

好轉 58 例（占 28.15%），未好轉 3 例（占

1.46%），不詳 5例（2.43%），無死亡病例。 

 

3 討論 

3.1 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患者 ADR 發

生情況 

本文結果表明，ADR 可發生在任何年齡組

的人群，以老年患者為主，60 歲以上患者 ADR

所占例最高，這主要與老年人常患有多種疾

病，用藥時間長、品種多，而機體各器官隨年

齡增加逐年退化，肝臟代謝、腎臟清除等功能

下降，藥效閾值變窄，對藥物的個體差異明顯

增大，對藥物的敏感性和耐受性不同於其他年

齡組，易發生藥物蓄積等有關。另外，老年人

神經功能減退，反應遲鈍，對已發生的 ADR

不能及時反映出來，使一些 ADR 體征不夠明

顯，甚至被原患疾病掩蓋，增加診斷和治療的

困難。因此，醫生對於老年患者用藥應遵循個

體化原則，對於治療指數低、毒性作用大的藥

品應加強監測血藥濃度，以減少 ADR 發生。隨

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對老年患者 ADR 的監

測工作將成為研究領域的重點。 

此外，女性 ADR 發生比例較男性高，占總

數的 60.19%，與國內報導相似，可能是由於

藥品在體內分佈特點及女性特殊生理結構導

致其對藥品的敏感性相對較高。 

3.2 不同給藥途徑對 ADR 的影響 

在 206 例報告中，靜脈滴注給藥導致的

ADR 最多，占總數的 61.16%。目前臨床靜脈給

藥較為氾濫，而靜脈給藥相對於其他給藥方式

更易引發 ADR
［1］
。一方面，由於靜脈給藥可使

藥物直接進入血液迴圈，無肝臟首關效應，藥

物濃度高，對機體的刺激迅速而激烈；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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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藥物的 pH 值、滲透壓、內毒素、微粒等

以及給藥速度均可能成為引發 ADR 的因素。此

外，我院尚未實行靜脈藥物集中配置工作，臨

床靜脈用藥可能存在配置操作不當，藥物濃度

過高（過低），藥物配伍不當，配置液體放置

時間過長，滴注速度過快（過慢）等問題，從

而導致 ADR 的發生。 

靜脈給藥方式是誘發 ADR 和併發感染的

重要因素，目前 WHO 已將注射劑人均用藥次數

作為評定合理用藥的重要標準，故建議臨床給

藥時應遵循“能口服不注射，能注射不靜滴”

的用藥原則，盡可能地避免或減少 ADR 的發

生。 

3.3 合理使用抗菌藥物 

206 例報告中，抗微生物藥發生的 ADR 例

數最多，達 26.70%，其中頭孢菌素類的比例

最高，氟喹諾酮類次之，與文獻報導一致
［2］

。

這與目前抗菌藥物的廣泛使用有很大關係，而

抗菌藥物的不合理使用更是造成 ADR 不斷出

現的重要原因。頭孢菌素致 ADR 發生率最高，

這與其抗菌譜廣、殺菌作用強，臨床應用廣泛

有關。氟喹諾酮類 ADR 發生率僅次於頭孢菌

素，這主要是因為其抗菌譜廣，無須皮試等特

點而被臨床廣泛使用，其中以左氧氟沙星致

ADR 較常見。氟喹諾酮類藥可影響軟骨發育，

應避免用於未成年患者及妊娠期、哺乳期婦

女，使用時需嚴格控制滴注速度，按說明書使

用。臨床上抗菌藥物的不合理應用現象很多，

據統計，因上呼吸道感染而使用抗菌藥物的患

者中，只有 10%左右屬於細菌感染，其餘 90%

是由病毒引起
［3］
，濫用抗菌藥物治療既提高了

不良反應的發生率，又增加了細菌的耐藥性。

因此，臨床在選用抗菌藥物時，應有明確指

征，減少或避免無指徵用藥、預防性用藥、聯

合用藥、用藥時間過長及劑量過大等不合理應

用抗菌藥物的情況出現，在保證療效的基礎

上，將 ADR 發生率控制到最低。 

3.4 中藥製劑的 ADR 

近年來，中藥製劑在臨床使用日益增多，

不良反應發生率呈上升趨勢，在我院 206 例不

良反應報告中，中藥製劑僅次於抗菌藥物，居

第 2 位，這與中醫院中藥製劑品種多及臨床

使用量大有關。中藥製劑因具有處方來源可

靠、有效快速、不良反應小等特點，可能存在

中藥製劑比西藥安全的錯誤觀點，其實中藥製

劑並非絕對安全，尤其是中藥注射劑，我院中

藥製劑 ADR 以中藥注射劑發生較多。首先，中

藥注射劑的原材料產地不同，受土壤、氣候、

採收節等影響，藥材品質穩定性差，導致了中

藥注射劑的品質不穩定
［4］
；其次，中藥注射劑

多為複方製劑，成分複雜，藥液中某些大分子

雜質，製備過程中混雜的微量不純成分、存放

過程中品質發生變化、使用過程中與常用輸液

配伍致不溶性微粒增加等均可導致 ADR 發

生；再者，與臨床使用不當有關，目前國內尚

無各類疾病關於中藥針劑規範治療的指南，臨

床上大多合併使用或作為輔助用藥，造成一些

濫用現象，也增加一些不良反應。 

我院中藥注射劑致 ADR 以參麥注射液、注

射用丹參（凍乾粉）、紅花黃色素氯化鈉注射

液多見，損害器官及系統主要涉及循環系統、

呼吸系統、皮膚及附件組織，用藥後不久即出

現以心悸、胸悶、眩暈為主的症狀及皮疹、瘙

癢等過敏症狀，停藥並進行對症治療後緩解。

中藥注射劑含大量不溶性微粒容易沉積在人

體毛細血管中，引起毛細血管堵塞，導致缺血

和缺氧等症。如參麥注射液，其藥物分子和葡

萄糖分子相互吸附，並受輸液 pH 值的影響，

使輸液微粒增加，是造成不良反應發生的原因

之一
［5］
。因此，建議臨床在選用中藥注射劑進

行治療時，應先詳細詢問患者的過敏史和用藥

史，用藥前應仔細觀察藥液有無渾濁、結晶、

沉澱等發生，同時根據患者情況，嚴格按照藥

品說明書選擇適宜劑量，且勿與其他藥物配伍

應用。 

3.5 ADR 累及器官或系統 

大多數 ADR 發生在用藥 30min 內，嚴重

的 ADR 如過敏性休克多發生在給藥初始階段

（10min 內），用藥後 1～5d 發的 ADR 占

10.00%，對抗菌藥物致 ADR 的監測應貫穿始

終，用藥初期應仔細觀察患者的病情變化，出

現問題及時處理。206 例報告中，ADR 對消化

系統的影響最大，其次為皮膚及其附件，這與

該類反應症狀較明顯、易於觀察，患者感覺直

接有關。消化系統反應 ADR 症狀以輕中度為

主，經及時停藥對症治療，患者均恢復，未有

明顯後遺症；皮膚及其附件受損病情一般較

輕，予以停藥或給予抗組胺藥等後症狀皆好

轉。 

3.6 我院保障藥品安全使用的對策 

目前，我院 ADR 的發生特點和規律與國內

總體情況相一致，通過分析上報的 ADR 資訊，

進行定期綜合評價，同時建立預警資訊，進行

回饋宣傳，對臨床的安全用藥有一定的促進作



 

 456 

用。 

ADR 監測是一項長期工作，需要臨床足夠

重視並多方配合，臨床應嚴格執行 ADR 監測和

報告制度，醫、藥、護三方應緊密合作，對發

生 ADR 的藥物名稱及原因等臨床資料要收集

完整並規範報告，同時要熟悉藥物的規格、劑

量、用法、毒性反應和藥物相互作用，不斷學

習相關知識，提高業務素質和專業水準。我院

還需進一步加強對 ADR 相關知識的教育和培

訓，提高醫護人員對 ADR 的認識，加強對特殊

人群用藥、臨床使用抗微生物藥及中藥製劑的

安全監測，提高藥物合理應用水準，降低用藥

風險，確保安全用藥。

參考文獻：略 

--------------------------------------------------------------------------------- 

 

 

從兩例附子中毒談附子應用體會 

潘文謙   劉蘭英  吳淑平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 

  

 

《素問.生氣通天論》提到“陽氣者，若

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

明。”故陽氣，乃人的生命所系。《中藏經》

裏面也講得很清楚，“陽者生之本，陰者死之

基，陰宜常損，陽宜常益，順陽者生，順陰者

死。”這裏更談到人的生死根本，故固護陽

氣，乃人的一生根本，至於如何固護陽氣，這

不是本文討論的要點。筆者討論的重點是如何

在陽氣受損的情況下，如何扶陽與用陽，欽安

盧氏醫學提出：“人身立命在於:以火立極”,

“治病之法在於:以火消陰”，具體治法則是

“病在陽者，用陽化陰；病在陰者，扶陽抑陰”

為我們臨床用藥指明了一條道路。這使我在臨

床歷練中遇到的疑惑豁然頓解。 

舉兩個臨床實例：第一例是少陰陽虛之腰

痛病，患者以腰骶疼痛難忍三天為主訴入院，

證見右側腰腿部酸痛，拘緊，站立困難，行走、

平臥、翻身不能，遇寒則甚，得熱痛減，納可，

寐安，小便正常，大便 3天未行，舌暗紅，苔

白膩，脈沉細。查體：脊柱腰段左側彎，右側

腰部肌肉緊張，腰椎活動受限，不能平臥，右

直腿抬高 10°，左直腿抬高 80°，腱反射

（++），右側 L2-S1，棘突旁壓痛（+），環跳，

委中壓痛（++），腰椎 CT 示：L4/5 椎間盤重

度突出（中央偏右型），腰椎退變；L3/4 椎間

盤膨出， L5/S1 椎體終板炎。綜合四診，考

慮少陰陽虛，複感寒濕：內外相招，故腰骶疼

痛劇烈，因為病在陽者，採用“用陽化陰”，

治以溫陽散寒，緩筋舒脈。何為病在陽者，《內

經》曰：“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邪之所湊，

其氣必虛”，正是由於人體的陽氣不足，風寒

之邪乘虛而入，直中太少二經，腰為腎之府，

故見腰痛。具體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

細辛湯這個方子出自《傷寒論》少陰病篇 301

條：“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

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它是用來治療人體在陽

氣虛的狀態下感受寒邪。其中麻黃辛溫發汗，

表散風寒，附子壯元陽，補命火，驅逐寒邪，

細辛走經竄絡，入髓透骨，合芍藥甘草湯舒筋

緩脈，陽氣得扶
【１】

。而第二例則是陰寒內盛

之中風癃閉病，故屬病在陰者，用的是“扶陽

抑陰”，真武湯是傷寒論的方子。《傷寒論.

少陰病篇》316 條：“少陰病，腹痛，小便不

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此為有水氣···

真武湯主之”。《傷寒恒論》第 21條中：“少

陰腹痛小便不利者，寒結於下，不能化下焦之

陰”。此中風病病人，前列腺增生導致小便隆

閉不通，須導尿度日，且尿常規檢查又示正

常，臨床表現為神情淡漠，面色晦暗，反應遲

鈍，時見運動性失語，肢體偏癱，小便隆閉。

舌淡苔白膩，舌體胖有齒痕，脈沉遲，一派少

陰陽虛陰寒阻滯徵象。陰寒阻滯，故屬病在陰

者，而真武湯正是仲景為這少陰病陽虛有水濕

內停而設。方中附子，取其辛溫大熱而壯腎

陽，以使真陽之氣旺盛，消散濁陰；用生薑溫

胃散水，開宣肺氣，以達開水上源的目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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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運脾除濕，制約水邪；茯苓淡滲利水，導濕

濁外出；去白芍加入仙靈脾，以引陽入陰，啟

陰交陽，通利血脈
【１】

。 

然而，這兩病案理法方藥均正確無疑，卻

為何都出現中毒症狀。首先，腰腿痛患者雖見

嘴唇發麻，肘關節發麻中毒症狀，但患者都在

服藥後不久即自行緩解，故沒有危險。北京王

正龍先生認為出現這種狀況，及時將下一劑中

的附子用量減少即可，不用特殊處理。故把附

子的用量減少了 5克，上證就消失。中風癃閉

患者，卻瞬間出現嚴重的心率失常，繼而出現

呼吸迴圈衰竭，陷入低血壓休克狀態。症見：

神志不清，四肢厥冷，全身汗出，呼吸困難，

口唇發紺，嘔吐。查體：脈搏，血壓測不到，

神志不清，全身冷濕，紫紺，雙瞳孔約 0.3cm，

光反射存在，頸靜脈未見充盈，呼吸加深加

快，不規則，雙肺呼吸音粗，聞及鼾音，未聞

及幹濕性囉音，心音低鈍，心率 90 次/分，律

不齊，腱反射遲鈍。雲南吳生元教授認為出現

這種嚴重附子中毒，應及時進行有效的搶救，

防止患者死亡。由於患者住院，立即清除口腔

內異物，暢通呼吸道，持續吸氧，心電、血氧

監護，心電監護顯示：血壓：57/41mmHg；呼

吸：28 次/分；血氧飽和度：98%。根據血壓

下降，急予多巴胺 80mg 加鹽水 40ml，微泵維

持，每小時 5ml 後根據血壓狀況再作滴速調

整。磷酸二氫酯 1.0 加鹽水 100ml 靜滴，同時

用溫水洗胃。心電圖示：房顫，完全性右束支

傳導阻滯，逆鐘向轉位元，左前分支傳導阻

滯；急查急診生化全套：葡萄糖:6.02mmol/L,

尿素氮：4.6mmol/L，，肌酐 76umol/L，鉀：

3.46mmol/L ， 鈉 ： 137.9mmol/L ， 氯 ：

95.3mmol/L，鈣：2.24mmol/L；心功能測定：

穀草轉氨酶：3.5IU/L,肌酸激酶：47.8 IU/L,

肌酸激酶同功酶：19IU/L，乳酸脫氫酶：

145IU/L，肌鈣蛋白 0.01ng/ml；D-二聚體：

2999.5ng/ml；B型鈉尿肽：33pg/ml；顱腦 CT

平掃/胸部 CT 平掃：1.腦皮質下動脈硬化性腦

病，雙側基底節及多發性腦梗塞，及左側丘腦

出血吸收期，2.腦萎縮 3.右中下肺炎症，4.

右側胸膜增厚。經過 3個小時的搶救，患者血

壓逐漸上升，由 57/41mmHg 升至 80/53mmHg，

到 5小時升至 129/73mmHg，呼吸平穩，20次/

分，復查心電圖示：1.竇性心動過速，2.完全

性右束支傳導滯，3.逆鐘向轉位。至此，患者

已無生命危險，脫離險境。 

從上述兩例附子的中毒，總結如下：附子

作為扶陽第一要藥，擔負著扶陽大任，責無旁

貸，但仍應慎用，也不能因此自捆手腳，過於

謹慎，與其亂用殺人於頃刻，不若慎用用以聽

其自生，然病實可生而因循失救，奄奄坐亡，

亦行醫之過也！故應客觀，辯證地看問題。對

附子的炮製、認證、配伍、劑量、煎煮、中毒

表現的認識和救治等必須了然於心，才能運用

自如，合理利用附子的偏性，以求良好的臨床

療效。另外，還需分清臨床出現到底是附子中

毒反應，還是鄭欽安老先生說“陽藥運行，陰

邪化去”
【2】

反應，從而使用藥進退自如。 

具體分析兩例附子使用過程，腰痛患者先

從 15 克用起，後加至 30 克，且每次先煎 2

小時，患者服後均無其他反應，但由於醫院改

換進藥管道，換成產地四川的黑順片，患者當

日服用後 2小時，即出現口唇，肘以下發麻，

但未經任何處理，約 3小時後自行緩解，並改

成 20 克，同時強調沸水煎煮 2 小時，再無上

述現象，這名患者中毒主要由於更換產地，提

示臨床用藥過程均應使用同一批次的藥物，如

需換藥，應詳細觀察以作調整。而中風癃閉患

者則考慮患者年事已高，且面色晦暗，精神抑

鬱，反應遲鈍，肢體偏癱，小便癃閉，舌淡，

苔白膩，脈沉遲。西醫診斷：1.腦出血恢復期，

2.高血壓 3 級，極高危；3.前列腺增生症 4.

低血鉀症 5.抑鬱症。鑒於患者癱瘓已達 2 個

月，其功能一時難以恢復，故先解決小便不

通，需留置導尿管問題。通過四診合參，由於

久病耗傷正氣，複加人到中老年後，體內的陽

氣衰減而氣化不行所致，氣化不及，水濁瀦留

和凝聚，導致前列腺增生腫大，造成小便閉塞

不通。入院請西醫泌尿科會診認為：小便困難

系由前列腺增生症神經源性膀胱所致，建議：

1.膀胱訓練 2 周，夜間可放導尿管，日間分 2

小時開放。2.口服保列治及哈樂，3.若 2 周後

無改善，估計膀胱功能恢復差，可考慮行膀胱

造瘺術，但因上述措施，效果欠佳，故改為中

醫辨證治療。患者年歲已高，腎陽虛衰，氣化

不足為本，而尿路的受壓，阻塞不通為標，治

以溫陽化氣，利水泄濁，當以真武湯主之，其

中附子用 15克。但患者服後即覺呃逆不適，3

小時後出現嚴重中毒現象，湯證相符地使用真

武湯，為何又出現中毒，考慮則是煎藥的問

題。雲南吳佩衡老先生認為：“附子不在制

透，而在煮透”故附子煎透是必須的，一般煎

煮前儘量一次加足水，待水開後再放入附子，

再小火煎煮 2 小時後再嘗一下，若不感到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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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就可以加入其他藥同煎。 

因此筆者認為，要防止附子中毒，應考慮

如下方面：(一)明確附子適應症即：1、疼痛；

2、水腫；3、寒冷；4、陽虛徵象；5、亡陽證；

6、舌脈服陽虛證；7、實驗室指標：甲狀腺功

能減退，精子數目不足，精液清稀，精子活動

偏低
【3】
。做到五禁：面赤，譫狂心煩亂，尿短

赤，舌紅，苔黃燥，脈數實
【4】
。服附子後三問：

觀察藥後睡眠，小便，動靜脈三方面變化
【5】

。

（二）附子的批次及品質應一致。（三）先應

從小劑量起用，漸漸加量尋找最佳治療量，但

鑒於臨界中毒量即治療量經驗，有的用量較

大，大於《中華人名共和國藥典》05版及《中

藥學》用藥是 3 到 15 克，建議應由國家牽頭

組織研究附子的臨床最高治療量，並以法律形

式頒佈，以應對目前嚴峻醫療衛生環境，避免

不必要的醫療糾紛。（四）附子的煎煮：附子

的煎煮均用文火 2 小時，並以口嘗不麻舌為

宜。 

近代名醫惲鐵樵說：“附子最有用，也最

難用”，一語道破天機。附子味辛，氣溫大熱，

浮也，陽中之陽，有大毒。《神農本草經》：“味

辛溫”。《本草備要》：“辛甘有毒，大熱純陽。

其性浮而不沉，其用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經，

無所不至”。《本草正義》：“附子本是辛溫大

熱，其性善走，故為通行十二經純陽之要

藥”。《藥性賦》：“其性浮而不沉，其用走而

不息，除六腑之沉寒，補三陰之厥逆”。《湯

液本草》：“通行諸經引用藥”，《本草發揮》：

“黑附子，其性走而不守，亦消除胸中寒

甚···其用有三，去臟腑沉寒一也，補助陽

氣不足二也，溫暖脾胃三也···，非附子不

補下焦之陽虛”。《本草求真》：“補先天命門

真火第一要劑，凡一切沉寒痼冷之症，用此無

不奏效”。《盧氏本經藥物闡述》“附子大辛

大溫大毒，至剛至烈，且剛中有柔，能內能外，

能上能下，為藥品中最大一個英雄也。”大者

為天雄，小者為川烏。天雄過熱不可用，川烏

熱又太劣，不若附子之適廣用也，其去四肢厥

逆，祛五臟陰寒，暖腳膝而健筋骨，溫脾胃而

通腰腎，真奪命之靈丹，回春之仙藥，然用之

得當則立刻重生，用之不當則片時可死
【6】
。雖

然筆者對附子合理用藥的認識還不盡完善，但

可喜的是，經過前輩的不懈努力的探索，已取

得了較為寶貴的用藥經驗，筆者認為附子的用

藥在 30 克時是個關卡。超此用量，則慎之慎

之，不然會把好事變為壞事。其對疾病的進

退，或對生命的安危也許都在量的把握中。最

後，讓屈原《離騷》中的“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筆者與諸位臨床同仁

共勉吧！ 

---------------------------------------------------------------------------------- 

 

藥酒奇功治病論 

歐陽世清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敘：酒，中國古代在未形成系統醫學理論

的早期年代已有酒的發明產生，隨著時間的推

進，人們覺得酒能治病，  所以也就逐漸在醫

學界有地位了，從而也就逐步利用酒來泡制藥

物，達到治病效果。  繁體《醫》字，從酒，

酉就是由於酒能治病在醫學上有它的地位，

（醫）藥有酒是這樣演化出來的。 

經過十七年的潛心研究，才真正釀制成

功，味甜、口感舒適、純香、含酒精 4 一 5

度。此酒顏色綠黃，定名為“碧波玉液瓊漿

酒”，後有研製出多種有特效的低度藥酒：

“清熱降火酒、美容酒、消斑酒、減肥酒、降

壓酒、排毒酒”等等。 

清熱降火酒：清熱降火、退燒、降低脈搏、

體溫等在 1 5 至 2 0 分鐘內見效，現還研製出

某臟腑的專酒，如：“補心酒”，心陽不足，

心陽虛者用，只要每天服用三次，60—80 天

可把心臟補起。 

適應症：心悸、胸部脹痛、手足冰涼、高

血壓、血濃度高、關節痛、精神不振、易瞌睡、

健忘，嚴重者出現腦梗塞或心肌梗塞及早搏等

症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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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酒：用於心陰不足，心陰虛而出現頭

暈、頭昏、心跳加快、  自汗、盜汗、胸悶、

失眠等症。 

肝酒：適用於肝血不足引起的頭暈目眩、

失眠多夢、目澀、視物不清等症。 

還有肝脾腎等臓所用的專酒，如：溫肺百

康酒、清金酒、補腎扶陽酒、平腎清熱酒、溫

性活血化瘀酒、涼性活血化瘀酒、消脾酒、風

濕健步酒、防梗酒、補血酒、續經酒、利尿酒、

健胃消食酒、排毒通便酒等等，繁多品種均以

5度甜酒製成。 

藥酒奇功治病論的遠大前途： 

酒能促進血液循环，活動筋骨，寒溫平

衡，行藥勢。 

本酒酒精度低，對藥物容易調合，如對熱

症病用高度酒泡制之藥酒由於不能調合，所以

不能用。對於現在低度酒的釀出，對一切熱症

病均可用藥酒治療，且比水劑丸劑還要見效快

捷。 

行醫斷病要認真 

切莫大意和粗心 

丸劑救世便於服 

結合施藥酒劑行 

古藥曆方活刪更 

稀貴難藥宜少尋 

不要小看貧本草 

配伍得當值萬金 

 

---------------------------------------------------------------------------------- 

 

 

怎樣贮存藥酒 

  周揚兵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凡是自己配製的或從藥店購買的藥酒，如

果貯存和保存不當，不但會影響藥酒的治療效

果，而且還會造成藥酒的變質與污染，因而不

能再飲用，因此對於服用藥酒的人來說，懂得

一定的保管和貯存藥酒的基礎知識是十分重

要的， 

一般來講貯存藥酒有以下幾點要求: 

1、凡是用來配製和分裝藥酒的容器都應

清洗乾淨，然後用開水煮燙消毒，才可盛酒貯

存。 

2、自己配製的藥酒應及時裝進有蓋的容

器中，把蓋子封緊不要透氣。 

3、藥酒應該在溫主工變化不大的陰涼的

地方，溫度以10-16度為好，不能與煤油、汽

油、柴油以及帶刺激性氣味的物品放在一起，

以免藥酒變味、變質。 

4、夏季存放藥酒時要避免陽光直接照

射，以免藥酒中的有效成份被破壞，便藥酒功

效因此而減低。 

5、自己配製的藥酒要貼上標籤並寫明藥

酒的名稱、作用和配製時間、用量等內容，以

免時間久了而發生混亂，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而導致誤用錯飲而引起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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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別民間草藥“疔瘡草” 

邱定武  

 

我地有一種治療咽喉腫痛、發燒感冒、青

春痘、以及對腫瘤和腫瘤術後康復具有特殊效

果的民間草藥，因其物種稀缺，繁殖緩慢，功

效顯著，被當地人民捧為“仙草”。經里安市

電視臺播放多次，一直無人知道它的真正學

名，據市衛校植物專家和藥物界人士的辨認，

只知道它是“唇形科、與半枝蓮相類似的植

物”，就沒有下文了。本人出於對民間草藥的

酷愛和對草藥知識的求索，種植該草藥多年，

並與印度黃芩、浙江黃芩、紫背黃芩、韓信草

和半枝蓮等進行比較；同時從《中醫藥大辭典》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下同）、《浙江民間草

藥》和壯、苗、土家族民族草藥等書籍中查詢，

以及從網路上對照圖片，還與民間十幾位智深

草醫的討論和認辨。現對其形態、性味、花果

的不同之處進行比較。 

一、疔瘡草的特徵 

1．1、“疔瘡草”是我地民間的一種叫法，

因其外敷治療疔、瘡、癰、癤等具有快速痊癒

的功效，故冠之其名。在網路上百度到的疔瘡

草為“蒼耳”的別名，還有一種為“文革”期

間《浙江民間常用草藥》第一集第 136 頁的疔

瘡草；在《中醫藥大辭典》的索引中找到的是

“腹水草”（p2503）的異名，後來又在一本

殘缺的《浙江民間草藥》第 538 頁找到“疔瘡

草（印度黃芩）”一篇，記載如下：“多年生

直立草本，高 3-8 寸，全體被毛。莖方形，葉

對生，卵圓形或圓心形，先端鈍圓，基部心形

邊緣有園鋸齒。夏季開淡紫色唇形花，每輪有

花 2朵，排成總狀偏向一側。小堅果橫生，卵

園形。生於山坡、路邊及草叢中。性味：辛、

平。 功能：清熱解毒，活血消腫。應用：癤

腫，毒蛇咬死，便血、吐血，跌打損傷。”據

本人分析和鑒別，此疔瘡草非彼“疔瘡草”。 

1．2、本“疔瘡草”的形狀：多年生草本，

高 10cm-30cm，莖四方形，略紫色，直立或基

部傾臥，偶有分枝。葉對生，卵形，邊緣有圓

鋸齒，無毛或短柔毛，且較稀；葉柄長

1-1.5cm。花每輪有 2朵，淡藍色，排成總狀

花序集在頂部，或偏向一側。花期 5-6 月，種

植地 9-11 月也在開（見照片 1）。果期在花

後的 3個月，小堅果 4 個，圓形，如楊梅核；

果殼成耳挖勺狀，勺殼光滑，勺內較深，褐色

（見照片 2）。嫩枝葉面綠色、葉下麵帶紫色

（見照片 3）。生長在較潮濕的山坡或較陰的

岩下。性味：苦、寒。功能前已述（略）。 

二、唇形科相類似植物的形狀例舉。 

2．1、印度黃芩。《中醫藥大辭典》的索引

中查無此藥。“百度”上顯示：一為韓信草的

別名；二是與韓信草很相似的植物。據載：“印

度黃芩，多年生草本，全體被毛，高 10-37cm。

葉對生；葉柄長 5-15mm；葉片草質至堅紙質，

心狀卵圓形至橢圓形，長 1.5-3cm，寬

1.2-3.2cm，先端鈍或圓，兩面密生細毛。花

輪有花 2朵，集成偏側的頂生部狀花序；苞片

卵圓形，兩面都有短柔毛；小梗基部有 1 對剛

毛狀小苞片；花萼鐘狀，長 2mm，外面被粘柔

毛，具 2 唇，全緣，萼筒背生 1囊狀盾鱗；花

冠藍紫色，2 唇形，長約 19mm，外面被腺體和

短柔毛，上唇先端微凹，下唇有 3裂片，中裂

片圓狀卵圓形；雄蕊 2對，不伸出；花柱細長，

子房光滑，4裂。小堅果橫生，卵形，有小瘤

狀突起。花期 4-5 月，果期 6-9 月。” 

2．2、韓信草。《中醫藥大辭典》第 2303

頁記載：“又名耳挖草、金茶匙、牙刷草、大

葉半枝蓮等等。多年生草本，全體被毛，高

10-37cm。莖四方形，直立有分枝；葉柄長

5-15mm；葉對生，卵圓形、至圓形，長

0.8-29cm，寬 1.0-28cm，先端鈍或圓，邊緣

有緣鋸齒，兩面密生細毛。花輪有花 2 朵，集

成偏側的頂生部狀花序；苞片卵圓形，兩面都

有短柔毛；小梗基部有 1對剛毛狀小苞片；花

萼鐘狀，長 2mm，外面被粘柔毛，具 2唇，全

緣。性味：辛、苦，平。主治：祛風，活血，

解毒，止痛。治跌打損傷、吐血、咯血、癰腫，

疔毒，喉風，牙痛。” 

2．3、紫背黃芩。據《中醫藥大辭典》

索引到第 1638 頁：“又名挖耳草、一支蒿 

[雲南] 。唇形科，多年生草本。莖四棱形。

葉對生；有柄；卵圓形，上面綠色，下面紅色。

總狀花序頂生或腋生；花藍色，小堅果。生

於林下、陰濕灌木叢中。 分佈福建、臺灣、

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 性味：

苦，寒。功能主治：解表退熱，消炎解毒。



 

 461

主治感冒高熱，胃腸炎，咽喉腫痛，瘡癤

疔毒。”  

2．4、半枝蓮。《中醫藥大辭典》第

783 頁載如下：“別名：狹葉韓信草、並頭

草、牙刷草、水韓信、溪邊黃芩、金挖耳、半

向花、偏頭草、四方草、耳挖草、小號向天盞、

狹葉向天盞 等。屬多年生草本，根須狀，

15-50cm。莖四棱形，無毛或在花序軸上部疏

被緊貼小毛，不分枝或具或多或少的分枝。葉

對一；葉柄長 1-3mm；葉片卵形、三角狀卵形

或披針形，長 1-3cm，寬 0.4-1.5cm，先端急

尖或稍鈍，基部寬楔形或近截形，邊緣具疏淺

鈍齒，上面橄欖綠色，下面帶紫色，兩面沿脈

疏生貼伏短毛或近無毛，側脈 2-3 對，與中脈

在下麵隆起。花對生，偏向一側，排列成 4-10

的頂生或腑生的總狀花序；花冠藍紫色，花柱

細長。小堅果褐色，扁球形，徑約 1mm，歸具

小疣狀突起。花期 5-10 月，果期 6-11 月。性

味：辛、平，苦；性寒。功能：清熱、解毒；

散瘀止血；止血、定痛。 主治：熱毒癰腫；

咽喉疼痛；肺癰；腸癰；瘰鬁；毒蛇咬傷；跌

打損傷。吐血；衄血；血淋；水腫；腹水及癌

症。 生於溪溝邊、田邊或濕潤草地上。”

三、列表比較 
 花 色 葉 形 色 嫩枝色 莖（高） 葉 柄 柔 毛 耳 挖 性味 生 長 

疔瘡草 淡 紫 卵圓  綠 綠帶紫 10-30cm 0.5-15cm 
短或

無毛 
深大 

苦  

寒 
陰 濕 

印度黃芩 藍 紫 卵圓 綠 綠 10-27cm 0.5-15cm 
長 較

稀 
淺 小 辛 平 陰 

紫背黃芩 藍 
卵圓 上 

綠下紫 
綠帶紫 20-70cm 較長 

短或

無毛 
深大 苦 寒 陰 濕 

韓信草 紫 卵圓 綠 綠 10-37cm 0.5-15cm 
短 較

密 
淺 小 

辛苦 

平 
陰濕 

浙江黃芩 藍 紫 卵圓 綠 綠 20-55cm 0.5-12cm 
短或

無毛 
淺 小 苦 寒 陰 濕 

半枝蓮 藍 紫 披針 綠 綠帶紫 15-50cm 近於無柄 
短或

無毛 

深大 

光滑 

辛平 

苦 
潮濕 

四、討論 

4．1、“疔瘡草”的形狀(葉、柄、莖、

花及花的顏色)和生長習性都像韓信草。但柔

毛比之短、至無毛，果殼的耳挖比之較深；葉

片比之稍薄而略有皺；味純苦而不含辛；果殼

的耳挖勺比之較深大且光滑。 再者，《浙江

民間草藥》第一集第 136頁的“附注”：“舊

名韓信草，現改名疔瘡草。”；《浙江民間草

藥》（殘缺本）第 538 頁把印度黃芩和疔瘡草

歸為一物。其實，《浙江民間草藥》第 136

頁的疔瘡草也是印度黃芩，因為它在民間具有

治療疔瘡的療效而名之。 再說韓信草和印度

黃芩從網路圖片和《中醫藥大辭典》的別名中

都為同一物，其實它們的柔毛和葉片的厚度及

皺褶是有區別的。列如：2010 年從亳州藥材

市場購得的韓信草，和在大羅山上采到的韓信

草曬乾後“味道”都有微苦。而 2011 年清明

在新居山上采到印度黃芩，據高樓籍的幾位老

草醫講這就是治療疔瘡的良藥，其味辛、平，

無苦。曬乾後與韓信草的的味道是有區別的；

同時，高樓草醫說所說的疔瘡藥的與我所種植

的“疔瘡草”的“味道”也不同。 

4．2、“疔瘡草”的花色、嫩枝的顏色

（嫩枝葉片下面帶紫色）和葉上無柔毛等特徵

與半枝蓮相同。但葉的形狀比之較圓且有葉

柄；根系比之少；莖比之偏臥；味純苦而不是

“辛平苦”；果殼的耳挖勺比之略淺；功效有

相近之處。故市衛校的專家把它當作“與半枝

蓮相類似的植物”，其實其性味不同，顯然為

兩個物種，並非“大葉半枝蓮”而已。 

4．3、“疔瘡草”的性味跟浙江黃芩和

紫背黃芩相同都具有“苦、寒”，紫背黃芩生

長在西南地區（遺憾的是未見實物）。2010

年夏卻在富陽市高橋鎮發現人家種植的浙江

黃芩，其莖高、葉長都遠超過“疔瘡草”，當

地老草醫把它叫做“大號韓信草”，兩者系有

區別明顯。 

4．4、根據它們所示的功能和主治，雖

為不同的草藥，但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用途和

功效，具體成分有待現代科學化驗和分析，我

相信“疔瘡草”是一個邊緣且稀缺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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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種植研究與開發可行性報告 

 王仁發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主要介紹幾種適應於我們廣西南方生長

的中草藥材，例如：水八角、蛇頭草、六月青、

蘿芙木、七葉一枝花、田七、走馬胎、金狗膽

等一大批稀少珍貴好藥材。 

例 1：水八角：味辛、甘、溫、健脾利濕、

理氣化痰、健胃行氣、消腫止痛。 

專治：水腫、胃痛、咳嗽氣喘、胸腹脹滿。

小兒疳積、厭食、虛腫、肝癌腹水、蓄水肢脹。

用量 10-20 克，水煎內服。 

例 2：蛇頭草：味酸、澀、性、平無毒，

藥用薯和全草。 

功用：消腫解毒，行血散瘀。專治：一切

毒蛇咬傷，無名腫毒等。用量 10-20 克，水煎

內服。 

乳腺炎，用薯和草（生藥）25 克搗爛加

酒糟拌勻，外敷患處，一般 2-3 次即愈，特效，

也治療肝癌，效果好。 

例 3：蘿芙木：味苦、寒，有小毒；用根、

葉，四季可采， 

清熱解毒、涼血降壓。 

專治：高血壓、高熱不退、外感熱症、頭

痛、跌打損傷、毒蛇咬傷等，一般用生藥，量

30 克，水煎內服，外用適量。 

例 4：六月青：味淡、微辛，用全草，清

熱解毒，行血散瘀、消腫止痛等，多種疾病配

伍，常喝配綠茶最好。 

廣西是屬亞熱帶、雨水充沛，特殊的自然

地理生態條件，也是中國“天然藥庫”，有中

草藥 4000 多種，占全國草藥植物資源的三分

之一。所以有中草藥資源的絕對優勢，獨特品

種優勢，得天時、地利、人和。國家政策支援，

自然條件最終回歸大自然高品質的天然藥

材，值得有識之士、專家、大企業參考、探索、

提草藥、化驗、得出結論，大力開發種植，產

業化發展，帶動一方經濟，為國為民帶來福

音，造福人類。 

---------------------------------------------------------------------------------- 

 

 

遵循五行規律、養陽育陰、力薦鐵皮石斛藥膳之良方 

成秉業（執業中醫師） 

(泉州市秉尚石斛科技有限公司) 

 

 

我 84 年在泉州中醫院針灸科進修，跟隨

張永樹老師學習針藥，張老師特別重視整體

觀，注重個體特性，認為陰陽五行學說的本質

是承認差別，治疾、養生最重要的在“調”，

調和陰陽的平衡，從“平秘陰陽以求動態平衡

是辨證論治的出發和歸宿”，提出“調養陽氣

培育陰精是平秘陰陽的總綱”，在治療上“養

陽育陰 通調督任 灸刺並重 針藥結合”，在

我 30 年的中醫執業生涯中，遵行老師教誨，

每每取得良好的療效。如今我投身於養生行業

專注于名貴中藥----鐵皮石斛的研究，現將鐵

皮石斛在藥膳養生中的一些體會與各位同仁

共用。 

鐵皮石斛一名黑節草，又名夢生，為蘭科

多年生附生草本植物，生長在人跡罕至的懸崖

峭壁背陰處的石壁上、岩縫間。素有“植物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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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救命仙草”之說，唐代醫學經典《道

藏》更是將鐵皮石斛列為“中華九大仙草之

首”。因其卓越的滋陰補虛之功效，被金元名

醫朱丹溪贊為“滋陰聖藥”。鐵皮石斛是秦始

皇畢生追求的夢中紫楹仙姝，長生不老之仙

草；是武則天養顏益壽第一方；是乾隆皇帝終

生獨愛養生禦方；是北宋澶淵之盟的歲貢；是

歷代皇族的養生滋補珍品。 

鐵皮石斛作為滋補藥的上品，最早見於

《山海經》，因其表皮顏色呈鐵綠色故取名

“鐵”，生長於在人跡罕至的高山峻嶺或懸崖

石壁上故取名“石”，斛是古代最大的量器，

一斛十鬥，是廣大的意思、強大的象徵。也就

是說鐵皮石斛歸經最全面、歸五經、入五臟，

滋五陰，它的滋陰力最強，故名為“鐵皮石

斛”。 

鐵皮石斛具有滋陰、益精、生津、益血的

功效，能有效地提高人體的精、氣、神，使人

體精力充沛、精神抖擻、延年益壽。它富含石

斛多糖、生物鹼、氨基酸、微量元素和菲類化

合物等有效成分;現代研究表明，其具有增強

機體免疫力、促進消化液分泌、抑制血小板凝

集、降血脂、降血糖、抗疲勞、抗腫瘤、耐缺

氧，抗氧化、抗衰老和退熱止痛等藥理作用。 

中醫認為人體之所以會生病、會衰老就是

陰陽失去平衡，養生最重要是調節陰陽平衡，

而人體常態大多處於“陽常有余而陰不

足”，所以滋補人體陰之不足對於預防疾病，

延緩衰老，延年益壽最為重要。 

陰虛，與陽虛相對而言，是中醫名詞，顧

名思義是人體陰分不足，精血虧損，精血失

榮，人體滋潤不夠的病理變化；因陰不制陽，

出現相對陽亢的虛性機能亢奮的病理變化，陰

虛不能制火．火熾則灼傷陰液而使人體體陰更

虛，兩者常互相影響。陰虛主要症狀為煩熱不

眠．口渴多飲，口乾咽懆、多汗．顴紅．消瘦．

舌紅少苔等等。 

心陰虛與鐵皮石斛 

心陰虛的主要表現是心悸、心煩、怔忡、

失眠、低熱、盜汗、口幹、潮熱及手足心煩熱

等。多見於神經官能症、貧血和心臟病。鐵皮

石斛能舒心安神，促進迴圈，能濡潤脈道，美

容養顏，唐代著名養生大師、六朝御醫葉法善

獻給武則天養生秘方，就是以鐵皮石斛、靈

芝、藏紅花等藥用於藥膳。此方滋陰益血，舒

心安神，潤澤肌膚，武則天服用該方達 50 年

之久，使她晚年依舊美麗、容顏不老，延年益

壽。中國自古有“不覓仙方覓睡方”的延年益

壽之道，中醫認為睡眠與覺醒是人體適應自然

界陰陽消長規律（即晝夜節律）的一種自我調

節功能的表現，是人賴以生存的生理規律。睡

眠好了，人的氣色自然就好了，故專家稱其為

古代養顏第一方。 

鐵皮石斛養心湯 

 [原料]：豬心一個，鐵皮石斛 5 克，藏

紅花 1克、百合 30克、當歸 3克、靈芝 5克、

黃秋葵 10克、生薑等調料。 

 [制法]：。將豬心剖開洗淨,置砂鍋內,

再將洗淨鐵皮石斛、藏紅花、百合、當歸、靈

芝、生薑等調料一併放入鍋內,加水適量,先用

武火煮沸,去浮沫後,改用文火,燉至豬心熟透

即成, 

 [功效]：滋陰益陽，養心安神。心陰不

足之精神衰疲，虛煩心悸，睡眠不足，健忘等。

亦可用於神經衰弱而煩躁失眠、心悸者。 

肺陰虛與鐵皮石斛 

肺陰虛證，是肺陰不足，虛熱內生所表現

的證候。多由久咳傷陰，癆蟲襲肺，或熱病後

期陰津損傷所致。臨床表現為，口咽乾燥，形

體消瘦，、午後潮熱，五心煩熱，盜汗，顴紅，

咳嗽無痰、或痰少而粘甚則痰中帶血，聲音嘶

啞，舌紅少津，脈細數。 

鐵皮石斛能清肺潤肺，排毒養顏，特別是

長期抽煙者，肺內陰影，鐵皮石斛能排除大量

塊狀黑炭，黑炭的顏色逐漸變淺，塊狀變小，

直至消失，呼吸順暢。呼吸中的含氧量也會逐

漸增強，直至清白。同時，鐵皮石斛能調節平

滑肌、促進腸蠕動。中醫認為肺與大腸相表

裏，清腸胃、排毒也可清肺，滋養調理肺臟，

故明代名醫賈所學《藥品化義》補載鐵皮石

斛：“治肺氣多虛，咳嗽不止”。 光緒二十

二年，洋務大員李鴻章出使英國，臨行前乾咳

連連，慈禧賜宮廷禦藥，以鐵皮石斛、靈芝、

玄參、麥冬、龍眼肉、茯神煲湯。李鴻章一路

服用，不到英國病已大愈，大贊其妙。 

石斛清肺生津湯 

原料：白鴨 500 克，鮮鐵皮石斛 30 克、

靈芝 5 克、玄參 5 克、麥冬 5 克、龍眼肉 15

克、茯神 10 克，鮮梨 50 克、核桃仁 15 克、

花生米 15克。 

制法：先用鮮石斛放砂鍋中，加水煮半小

時，再將其餘材料一併放入，用大火煮沸，再

用溫火燉 1小時即可服用。 

功效：清肺祛痰、健脾利濕，安神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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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陰虛與鐵皮石斛 

中醫認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

本”，病從口入，病從胃起。脾胃主要具有消

化、吸收食物並將營養輸送至各臟器的功能。

生命活動的繼續和氣血的充實及運轉，均依賴

于脾胃的正常運行，養生先養脾胃，脾胃好了

其他臟腑才得以補養人體。 

脾胃陰虛證，是指胃陰不足，胃陽偏亢，

虛熱內生，熱鬱胃中，胃氣不和胃病久延不

愈，或熱病後期陰液未複，或平素嗜食辛辣，

或情志不遂，氣鬱化火使胃陰耗傷而致。主要

表現為胃脘隱痛，饑不欲食，食少納呆，口淡

乏味，食後作脹，消瘦倦乏，涎少唇幹，口燥

咽幹，大便幹結。 

鐵皮石斛是歷代醫家公認的養胃生津

藥，《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名醫

別錄》等均有記載，被尊稱為“腸胃上上之

藥”。能健脾益胃，久服厚腸胃。具有修復腸

胃的神奇功效，它能促進胃液的分泌，增強胃

的排空能力，幫助消化，並在胃腸道形成一道

保護膜。  

相傳在清朝，宜妃剛生完太子，因為有胃

病，產後身體虛弱，吃什麼都沒有胃口，鳳體

日漸消瘦。宮裏的太醫想盡辦法做各種名貴補

品給宜妃吃，都無濟於事。禦膳房想到“藥補

不如食補”的方法，以豬肚包雞、雞包石斛、

蓮子等一起燉。宜妃吃後果真胃口大開，經過

一段時間飲食調理，宜妃的胃病已痊癒而且膚

色也紅潤光澤，美豔動人。從此乾隆把這道菜

叫做“鳳凰投胎”，就是現在的豬肚雞火鍋，

便從此在民間廣為流傳。 

石斛養胃湯 

原料：豬肚一個、土雞一隻、鐵皮楓鬥

15 克、蓮子 30克、人參 5克、新會陳皮 3克。

生薑 3片。 

制法：豬肚沿上下兩孔用剪刀剪開攤平，

放入洗水槽，倒入適量麵粉、油和醋，反復揉

搓，大約 5分鐘，用清水沖淨，再重複一次；

用刀內外刮一次，以去除汙物，用水洗淨；2，

把雞腹部用剪刀剪開個口，去其內臟，洗淨，

將鐵皮楓鬥、蓮子、人參、新會陳皮放入雞腹

內縫合。 

3. 將雞放入豬肚中、將豬肚的兩頭綁

緊。加入清水、薑蔥和半碗米酒，武火煮 20

分鐘，轉小火煲兩個小時，下鹽調味即可食

用。 

功效：補虛益氣、滋陰益血、健脾開胃。 

肝陰虛與鐵皮石斛 

肝陰虛多由情志不遂，氣鬱化火，耗傷肝

陰、陰液虧損，肝失濡潤，陰不制陽，虛熱內

擾，以頭暈眼花，兩目乾澀，視力減退、脅痛、

煩燥不安等為主要表現的虛熱證候。鐵皮石斛

有強大的滋陰養肝、明目解酒、安神定志作

用，歷代醫家用做養護眼睛的常用中藥，現代

醫學研究也證實，鐵皮石斛可以使白內障晶狀

體中的醛糖還原酶的活性明顯提高，並使多種

酶的活性基本恢復到正常，表明鐵皮石斛對半

乳糖所致的酶活性異常變化有抑制或糾正作

用。 

漢民族的傑出君主漢武帝劉徹，嚴重失眠

多夢，煩燥不安，頭暈眼花，兩目乾澀，視力

減退、精神萎靡，御醫診斷為嚴重肝腎陰虛，

給他開出鐵皮石斛、茯苓、百合、枸杞子等滋

陰養生處方，經一段時間的調理、武帝的病情

慢慢好轉，對自己以前一些行為十分後悔，並

寫下了《罪己詔》，詔告天下。從此建立一個

前所未有強大的漢民族國家，最終以 70 歲高

齡辭世。  

石斛養肝明目湯 

原料：羊肝一具，鐵皮楓鬥 10 克、決明

子 10克、枸杞子 10克、茯神 10克、百合 10

克。 

制法： 

1.將羊肝在水中洗淨，立刀切成長 4 釐米

的片，用蛋清、粉汁芡。 

2.鍋上旺火放入花生油，油至八成熱，將

羊肝下鍋，用手勺散開，即起鍋瀝油，備用。 

3.將鐵皮楓鬥、決明子、枸杞子、茯神、

百合、生薑加水煮 2小時。 

4，再將武火爆炒過的羊肝放入鐵皮石斛

等藥煮沸的湯中加入鹽等調料，即可食用。 

功效：滋陰安神 清肝明目 

腎陰虛與鐵皮石斛 

中醫學認為：腎藏先天之精氣，是生命的

本原，為先天之本，它與人的生長發育及衰老

緊密的聯繫。腎臟陰液不足，滋養和濡潤功能

減弱，表現為頭暈耳鳴、腰膝酸軟、失眠多夢、

男子性欲減退或遺精，女子經少或經閉，牙齒

鬆動，記憶力減退，容易衰老等。當然人到了

一定年紀，衰老是必然的，但想要延長衰老，

延年益壽，保住青春就必須保護好腎臟。 

鐵皮石斛歸經全面，能滋養腎臟，為腎保

持先天之本的營養提供協助力，明代醫學家李

時珍《本草綱目》：“石斛除痹下氣，補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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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勞贏瘦，強陰益精，久服，厚腸胃，補內絕

不足，平胃氣，長肌肉，逐皮膚邪熱痱氣，腳

膝疼冷痹弱，定志除驚，輕身延年，益氣除熱，

治男子腰膝軟弱，健陽，逐皮膚風痹，骨中久

冷，補腎益力，壯筋骨，暖水髒“。 

乾隆皇帝一生重視養生，宮廷御醫養生方

案很多，養生品也很多，據歷史文獻記載乾隆

獨愛用鐵皮石斛滋陰養生，燉湯、泡酒、飲茶

均加入鐵皮石斛，對養生也有自己獨到見解，

“人陰常不足，陽常有餘；陰虛難治，陽虛易

補”，注重滋陰益陽。大宴群臣，他都必用鐵

皮石斛。乾隆在 80 歲壽宴上，用石斛燉湯宴

請 2000 多名百歲以上老人，希望他們更加長

壽。乾隆也到 89 歲高齡才與世長辭，鑄就了

“乾隆盛世”的大局面。 

鐵皮石斛燉甲魚 

原料：甲魚 1只，鐵皮楓鬥 15 克，瑪卡

3克，黑豆 60 克，人參 5克，紅棗 6顆；薑 8

克，鹽、雞精少許； 

制法：甲魚宰殺洗淨去內臟，切塊略炒；

藥材洗淨與甲魚一起放入鍋內加適量水，武火

煮沸，改文火煲 1小時，加鹽和雞精調味即可。 

功效：滋腎陰 補腎氣，益腎陽 壯筋骨 

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在諸多的滋陰補品

中，鐵皮石斛滋陰力最大，滋陰範圍最廣。其

最大的藥性特點就是入五經、補五臟、滋五

陰。明代醫學家倪朱謨《本草匯言》記載石斛

是“培養五臟陰份不足之藥”，近些年來人們

對養生越來越重視，意識到純藥補不如食補，

人們把基本無副作用的上品中藥與食膳緊密

結合，遵循中醫理論，四氣五味，五行歸經，

在張永樹老師的指導下，遵循五行規律、養陽

育陰配置出許多優秀的藥膳食療養生方，在眾

多的藥膳方中我們均加入了無副作用益陽的

藥食兩用植物，黃秋葵、龍眼幹、瑪卡等。鐵

皮石斛副作用極少、適合人群最廣，滋陰益陽

無疑是我們養生之道永恆的話題，無疑比人

參、鹿茸等滋補品更適合於普通養生人群。可

以預見，以鐵皮石斛為藥膳的養生勢必成為未

來健康養生的主流，因此我力薦鐵皮石斛為現

代養生藥膳之首藥，讓昔日宮廷養生藥膳良方

走進千家萬戶，讓人們在快樂的品飲中獲得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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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与医话】 
 

 

 

泉港人長壽特點、原因初探 

肖惠中  吳海鷹  林家參 

（泉港區中醫藥學會） 

 

 

泉港地處福建省東南沿海中部，東南瀕臨

湄洲灣，南與惠安縣毗鄰，西南與洛江區相

連，西北及北面同莆田市仙遊縣接壤。轄區國

土總面積 441.4 平方公里，其中陸域面積 321

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119.6 平方公里（其中潮

間帶以上灘塗面積 47.68 平方公里）。該區是

國家規劃建設中的現代化石化港口城市，是福

建省實施閩東南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區和福

建省石化工業的龍頭地區，也是泉州市經濟總

體發展戰略中的“四大經濟區域”之首。截至

2012 年底，全區 38萬人口中，60 歲以上老年

人 42776 人，占總人口數的 11.18%；80 歲以

上老年人 8413 人，占總人口數的 2.20%；90

歲以上老人 1368 人，占總人口數的 0.36%。

周百歲老人 29人，萬人比為 0.76。各項指標

均達到了長壽之鄉的標準，2013 年中國老年

學學會正式授予泉港區“中國長壽之鄉”稱

號。為深入探討泉港人長壽的原因，我們做了

深入細緻的調查，基本總結出了泉港人長壽的

特點及主要原因所在。情況大致如下： 

一、長壽的特點 

一是百歲老人持續增多。泉港百歲老人分

布面廣，全區 7 個鎮、街道均有百歲以上老

人。2009－2011 年泉港周百歲及以上老人數

分別為 27 人、28人、28人，占總人口的 7．

1/10 萬、7．3/10 萬、7．3/10 萬。2012 年周

百歲及以上老人 29人，2013 年達 39人之多，

預計未來十年，周百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

例將達到 9/10 萬以上。 

二是高齡人群逐年遞增。全區 80歲以上

高齡老人2009年 6307人，占總人口的1.65%； 

2010 年 6957 人，占總人口的 1.82%； 2011

年 8186 人，占總人口的 2.13%,2012 年 8413

人，占總人口的 2.20%。目前，百歲老人大多

身體健康、精神矍鑠，生活自理，80 歲以上

高齡老人體質良好，按目前人口自然增長率測

算，至 2020 年，全區人口將穩定在 43.7 萬人

左右，而高齡老人將持續穩定增長。 

三是人口預期壽命較高。根據第五次人口

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2000 年全區人

口平均預期壽命 74.59 歲，比全國平均水準

71.4 歲高 3.19 歲；2010 年全區人口平均預期

壽命 77.76 歲，比全國平均水準 74.83 歲高

2.93 歲。未來十年，人口的健康水準將不斷

提高，死亡率將繼續下降，人口平均預期壽命

將提高 1歲左右。 

四是長壽老人後備人口多。截至 2012 年

底，全區 60 歲以上老年人 42776 人，占總人

口數的 11.18%；80 歲以上老年人 8413 人，占

總人口數的 2.20%；90 歲以上老人 1368 人，

占總人口數的 0.36%。隨著泉港生態環境日益

改善和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長壽老年人口

勢必會持續增長。 

二、長壽的原因 

（一）泉港人長壽的客觀原因 

按照國際總結的標準，人長壽的客觀原因

大致有四個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光照、空氣、

水和食物。 

1、泉港光照因素：泉港區位於福建省中

部沿海的湄洲灣南岸，東經 118° 25′，北

緯 24°5′。常年氣候溫和，四季常青，空氣

清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光照充足，雨量較

為充沛，年平均氣溫 20.3℃，年平均降雨量

1740.9 毫米，相對濕度 70%，年平均日照 2206

小時，平均無霜期 306 天。城市功能呈“北工

業、南生活”的格局，西部 159 平方公里的山

地資源，青山環綠水，綠水繞青山，山光水色

旖旎多姿，為石化港口新城的宜業宜居和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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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養提供了寶貴的自然資源。 

2、泉港空氣因素：泉港倚山臨海，兼得

山海之利，相容山海風景，兼蓄山海靈氣，自

然生態環境優越。地處東亞季風區，屬海洋性

季風氣候，主導方向為東北風，夏季以西南風

為主，年平均風速為 7.15 米/秒，西部海拔

300 米以上，最高達 797 米的山峰有 40 多座，

連綿重迭，屏住了西面，攔下了吹自海面的暖

濕氣流。2011 年泉港大氣品質二級以上達標

天數 365 天，優級率 23%，優良率 100%。近年

來，該區實施城市公園化戰略，推進“四綠工

程”建設，把西部159平方公里以及城區17.1

平方公里綠化隔離帶等區域，作為重點生態功

能區和水源保護區域，建成生態園林、植物園

和錦繡公園等 13 個園林景觀。目前全區森林

覆蓋率 45.1% ，城鎮人均綠地面積 10.06 ㎡，

成為泉州首個“福建森林縣城”，7 個鎮(街

道)全部通過省級生態鎮評估驗收，有 80 個村

獲評“生態村”。泉港既有漫長的海岸線，又

有浩瀚的綠色森林，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養

育著棲息在這片山海之間的，一代一代長壽的

泉港人。 

3、泉港水因素：泉港西部 40 多座群山之

中，點綴有陳田、菱溪、泗洲三座儲水量 2000

萬方以上，庫容面積 200 萬平米以上的中型水

庫和眾多小型水庫。而且，水庫沿邊的山地，

進行生態農業的綜合開發，四季樹木蔥蘢，花

果飄香，山水風光，被裝扮得更加靚麗和妖

嬈，泉港人驕傲地喻之為“泉港的後花園”。

近年來，該區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經濟，加大

水資源保護力度，先後關閉皮革集控區和高能

耗高污染企業，實施近海水域、重點流域及城

區內溝河綜合整治，較好完成節能減排目標任

務。投資 3 億多元用於汙水處理廠和污水管

網、垃圾處置場及收集轉運系統、環境監管能

力等建設，擬投資 2億元新建庫容 984.9 萬立

方米雙溪水庫一座。目前近岸海域海水水質狀

況總體良好，生活飲用水達到國家規定的

GB/T5749—2006 標準。 

4、泉港食物因素：泉港依山傍海，物產

資源較為豐富，是福建重點生態綠色農業和漁

業養殖基地之一。建立蔬菜、黑山羊、花卉盆

景、海洋藻類等 5個萬畝農業產業化基地，盛

產龍眼、荔枝、枇杷、楊梅、芒果等 20 多種

亞熱帶熱帶名優水果及茶葉、食用菌、蜂蜜等

土特物產；尤以海水產品為最，魚、蝦、蟹、

貝、藻類、頭足類等品種達上百種之多，均為

天然綠色產品，海水產品產量是糧食總產量的

2.65 倍，漁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三分

之二，特別是石斑魚、鱸魚、鰻魚、牡蠣、縊

蟶、貽貝和海帶、紫菜等為泉港特色海產，進

入尋常百姓的餐桌，成為食療養生長壽佳品。 

（二）泉港人長壽的社會因素 

1、泉港人長壽的人文歷史成因：泉港歷

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考古發現，境內蟻山

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先民繁衍生息；閩林始

祖晉安郡王安息龍頭嶺，宋初惠安建縣治于龍

窟嶺下；唐宋古驛道穿境而過，宋元海上貿易

發達，鄉民“每歲造舟通異域”；明代產生了

全國唯一的出姓並形成目前福建唯一的蒙古

族聚居地；清代境內軍事設施林立……凡此種

種，不勝枚舉，無不印證著泉港的神奇和美

麗，足以證明泉港是宜居宜業的福地。該區現

有各級文物保護單位 57 個，省級歷史文化名

村 1個，列入國家級、省級非遺名錄 8 個。山

腰街道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藝

術（閩南戲曲）之鄉，山腰街道和峰尾鎮列入

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示範點。豐富的自然

資源，源遠流長的海洋文化、宗教文化、民俗

文化、姓氏文化以及新興的石化文化等，構成

了泉港獨特的文化寶藏。如今，泉港以海洋為

主導的海洋農業，以海水為主導的現代鹽業，

以捕撈為主導的遠洋漁業，以石化為主導的能

源工業，以港口為主導的海洋經濟。這個現代

化石化港口城市在新的歷史時期正繼往開

來，揚帆起航。 

2、泉港人長壽的精神文化及和諧的家庭

生活因素：泉港素有尊老敬老的優良傳統，據

考證，泉港地區壽慶禮俗始于魏晉南北朝，唐

代更把生日慶賀與祝壽古禮結合起來，把祝壽

拜夀作為重要的民間習俗傳承至今。在新時

代，該區更加重視福壽文化的傳承與發揚，讓

老年人身心愉悅、快樂，陶醉於濃濃溫馨的親

情之中。目前，該區建立區、鎮（街道）、村

（居）老年活動中心、老年健身點和老年學

校，吸收老年人參加書畫、攝影、北管、南音、

雕藝、盆景等各種門類群眾團體（協會），舉

辦老年人文化節、健身運動會和書法展等，愉

悅老年人的身心。此外，還廣泛開展老年節、

“敬老月”和評選表彰“感動泉港·道路之

光”人物、“泉港十大孝星”、“敬老文明

號”、“五好家庭”、“敬老文明家庭”等尊

老敬老系列活動，在全社會形成尊老敬老愛老

的文明風尚，並有一批單位和個人獲得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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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親敬老之星”、“中國孝親敬老提名獎”

等稱號。 

3、泉港人長壽的經濟保障：近年來，該

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區域經濟實力不

斷增強，城鄉面貌發生顯著變化，保持持續快

速發展的良好態勢。“十一五”時期，全區生

產總值、財政總收入、地方級一般財政收入、

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

增長 17.85%、48.19%、16.39%、11.59%和

10.09%。2011 年，全區生產總值 241.3 億元，

財政總收入 74.4 億元，地方級一般財政收入

11.8 億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 18561 元、

農民人均純收入 10825 元，為人口的健康長壽

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該區在經濟發展的同

時，扎實開展為老服務工作，加快建設區中心

敬老院、綜合社會福利中心和鎮級敬老院，並

建成社區服務站 19 個，實現村村都建有老年

協會。同時，在泉州市率先實行高齡老人補貼

制度，每年為每位百歲老人發放補貼 3000

元、為每位 90—99 周歲的老人發放補貼 960

元、為每位 80—89 周歲的老人發放補貼 600

元，並為 60歲以上老人每月發放養老金。 

4、泉港人長壽的醫療保障：該區歷來重

視醫療衛生發展，明確政府辦醫的公益性質，

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並重的

衛生工作方針。近年來，投資 1億多元加強醫

療基礎設施建設，改善鄉鎮衛生院就醫條件，

進一步擴充醫療衛生資源總量，建立了比較完

善的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2004 年起，推

行新型農村醫療制度，全區參合群眾實現了全

覆蓋，切實減輕了農民看病就醫負擔。扎實開

展 11 項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專案，促進基本公

共衛生逐步均等化，全區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總

建檔數 32.49 萬份，老年人建檔率達 90%以

上。此外，在全區鎮村兩級和城區社區衛生服

務機構開展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工作，建設社

區中醫藥特色服務站，利用中藥、針灸、拔罐、

牽引等中醫治療方法，對社區內中老年人的常

見病、慢性病進行診治，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

優勢為中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障。同時開展預防

保健、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康復治療等方面

服務，弘揚祖國傳統醫學，增強中老年人健康

管理觀念。 

（三）泉港人長壽的個體主觀因素 

客觀因素和社會因素是泉港老年人長壽

的共性，但泉港區也不是人人都長壽，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的不同，老年人自身有差異，生活

方式有不同，有的百歲老人吸煙，有的百歲老

人好喝點酒，但他們都心胸開闊，對生活有信

心、有希望，這是共同點。 

1、遺傳因素。遺傳因素占長壽的 30%以

上，從泉港區的百歲老人和 90 歲以上的高齡

老人看，有 30%以上的都有長壽家族史，有的

父母長壽，有的近族長壽，有些百歲老人的子

女 80 多歲了，還顯的很年輕，這充分說明遺

傳基因是長壽的原因之一。 

2、心理作用。心理作用是人長壽的主要

因素之一，從我們調查的全區 29 位元百歲老

人和部分 90 歲老人的情況看，他們絕大多數

都心胸開闊，不計小事，與人為善，與人為伴，

善於交流，不得罪人，大都多想別人的好處，

很少計較別人的過錯，心理狀態很好。 

3、生活信心。對生活充滿信心也是人長

壽的因素之一，從調查的情況來看，長壽人群

大部分對生活充滿希望，充滿期待，充滿信

心，樂觀向上，好施與人。 

---------------------------------------------------------------------------------- 

 

泉州地區中醫心病學科發展現狀和展望 

陳文鑫
1、2  

劉德桓
2
 葉靖

2  
毛晉榮

2  
吳志陽

2 
鄭燕慧

2
 

（1.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研究所；2.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心病科） 

 

2006 年 10 月,中華中醫藥學會心病學分

會成立大會在安徽蕪湖召開,心病學分會成為

中華中醫藥學會的二級分會,標誌著中醫心病

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泉州是多元

文化的寶庫，海峽西岸名城。由於歷史積澱深

厚，又是著名僑鄉，中醫藥事業有著輝煌的過

去，和海外、境外有密切關係和頻繁的交流，

至今已成功舉辦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

藥學術研討會”。近二十年來，泉州地區中醫

心病學科在傳承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思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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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醫理論、規範化中醫證型研究、開展中藥

動物和臨床試驗等方面均取得長足的發展，同

時也存在著諸多的不足之處，極大地制約了學

科的發展，現試論述如下。 

1、中醫心病學科發展的歷史 

中醫心病學是中醫學中專門研究心系病

證的臨床學科，是中醫內科學的一部分,經歷

了幾千年的發展。我國著名心病學專家沈紹功

指出
[1]
：中醫心病學既古老又新興。言其古老, 

自《內經》始, 歷代醫家對心病積累了雄厚的

理論和豐富的經驗, 是中醫藥學優勢和特色

的充分展示；言其新興, 是歷代均未將心病系

統整理科學規範, 構成一門臨床學科。中華中

醫藥學會心病分會於2006年10月16-18日在

安徽省蕪湖市中醫院召開成立大會,成立會上

還進行了第八屆學術年會,確立了分會的發展

目標和三大任務。2007 年 9 月 22-24 日在河

南省鄭州隆重召開中華中醫藥學會心病分會

第九次學術年會,提出高血壓病、冠心病心絞

痛、血脂異常的診療方案。2008 年 9月 21-23

日在長春召開中華中醫藥學會心病分會第十

次學術年會,同時三種疾病經過六輪專家意見

徵詢和討論,最後定稿出版。 

2 泉州地區中醫心病學科發展現狀 

2.1  傳承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思想 

    陳文鑫等
[2-4]

系統地整理了國家級名老中

醫藥專家劉德桓教授治療中醫心病的臨床經

驗及學術思想。劉德桓教授認為，在中醫的五

臟六腑之中，心為君主之官，地位至關重要。

心主血脈、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決定了心病在

臟腑病證中的影響重大。心病主要病位在於

心，其發病是在心臟陰陽氣血耗損或肝脾腎功

能失調的基礎上，為痰濁、血瘀、寒熱、風火

等外邪所犯而致。對心病的臨床治療，尤其強

調“痰致瘀”的病因病機及“肝腎”功能的

調理，重視心病患者生活品質的改善，因此提

出了“化瘀濁益肝腎”的學術思想。 

2.2  中醫基礎理論探討 

張碧珍
[5]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結合中醫髒

象學說、經絡理論、現代科學實驗等方面對

“心與小腸相表裏”的理論進行新的闡述，為

中醫現代化提供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2.3  中醫證型研究 

2.3.1 高血壓病中醫證型研究 

    陳國英等
[6]
對近年來高血壓病中醫證型

與靶器官損害之間的相關性研究進行綜述，發

現目前許多高血壓病研究的辨證分型仍比較

混亂，難以統一高血壓病證型與靶器官損害最

密切的聯繫，提出今後應以中醫理論為指導結

合現代科技最新成果和手段朝此方向進行前

瞻性、深層次、大樣本、綜合性的研究, 對其

病情變化的辨證分型和客觀檢查的變化進行

動態觀察, 以揭示高血壓病不同證型間引起

靶器官損害的差異性。陳國英等
[7]
對高血壓病

中醫證型與腦卒中神經功能缺損程度進行相

關性研究，得出高血壓性腦卒中組中陰陽兩虛

型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較其他型(陰虛陽亢

型、痰濕壅盛型)嚴重。向成斌等
[8]
對 758 例

高血壓性腦卒中患者的脈壓差與中醫證型分

佈進行分析，得出高血壓性腦卒中的主要證型

是陰虛風動證和風痰瘀阻證的結論。周文強等
[9-10]

研究發現肝火亢盛證是高血壓病左室肥

厚早期的主要證候特徵,而陰陽兩虛和痰濕壅

盛則為較後期的主要證候特徵，並得出痰瘀互

結是痰濕壅盛證病理過程中的主要特徵的結

論
[11]

。 

2.3.2  冠心病中醫證型研究 

王秀寶等
[12]

選擇絕經後冠心病患者 60 例,

探討血脂與絕經後冠心病中醫辨證為腎氣(陽) 

虛、腎陰虛、非腎虛的關係，得出血脂譜的變

化可作為絕經後婦女冠心病中醫辨證的參考

指標。 

2.4  中藥動物實驗研究 

郭偉聰等
[13]

探討以化瘀濁益肝腎為治則

而組方的瘀濁清顆粒對高血壓大鼠的降壓作

用及其機制，表明瘀濁清顆粒對高血壓大鼠有



 

 470

顯著降壓作用，且隨著治療時間的延長，瘀濁

清顆粒加用卡托普利的臨床療效好于單用中

藥或西藥。劉德桓等
[14-16]

以動物實驗著手，觀

察瘀濁清顆粒對雄性自發性高血壓大鼠的學

習記憶功能和下丘腦單胺類遞質、性激素和生

育能力等生活品質的影響，表明瘀濁清顆粒具

有改善小鼠對乙醇誘發記憶障礙的作用與抗

疲勞作用；還具有提高睾酮含量、降低雌二醇

的含量，提高睾酮與雌二醇的比值和睾丸指

數，從而增強性活力的作用。 

2.5  中醫臨床研究 

2.5.1  中藥治療高血壓病的臨床研究 

由劉德桓主持開展的福建省衛生廳中醫

藥重點科研專案《高血壓病及其相關疾病的中

西醫結合臨床與實驗研究》，經多個子課題的

科學試驗，逐漸形成了“化瘀濁益肝腎法治療

高血壓病的系列研究”，並通過國家科技成果

鑒定
[17]
，科研成果達到國內先進水準。成果顯

示，在傳統西藥治療基礎上加用創制的瘀濁清

顆粒治療高血壓病患者，不僅能有效地降低血

壓，還能同時降低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水準，

逆轉左心室肥厚、提高左室舒張功能，改善臨

床症狀並顯著提高生活品質。在後續的臨床研

究中
[18-19]

，還發現瘀濁清顆粒能改善男女性高

血壓病患者的性功能。 

泉州市中醫院藥劑科何定峰
[20]

觀察了

120 例使用珍菊降壓片治療原發性高血壓的

療效，發現珍菊降壓片治療高血壓療效明顯，

不良反應輕。 

2.5.2  中藥治療冠心病的臨床研究 

   劉德桓
[21]

觀察了 56 例冠心病患者複方丹

參滴丸干預前後 QT 離散度的變化，結果顯

示，複方丹參滴丸可有效地縮小心肌複極化的

離散程度，有利於冠心病患者心肌電活動的一

致和穩定，從而降低猝死率。毛晉榮等
[22]

採用

益氣活血化痰方治療 60 例冠心病氣虛血瘀痰

濁型患者，觀察到益氣活血化痰方在改善心

(胸)痛、心電圖表現的同時,還能調整微量元

素的平衡。毛晉榮
[23]

在西藥治療的基礎上配合

中藥獨參湯和扶正通脈膠囊治療冠狀動脈搭

橋手術後患者 16 例，取得顯著療效。王秀寶

等
[24]

採用補益肝腎法治療絕經後婦女冠心病

穩定型心絞痛患者，發現補益肝腎法治療有益

於絕經後婦女冠心病的心血管保護。泉州市安

溪縣中醫院史秋實
[25]

應用麝香保心丸治療冠

心病心絞痛無明顯不良反應，且療效優於消心

痛。 

2.5.3  中藥治療心衰的臨床研究 

泉州市第一醫院蔡光鬥等
[26]

總結了 122

例心衰汗證的中醫辨證治療，分為氣陰兩虛、

陰虛火旺、心陽虛脫、痰熱蘊肺四個證型，處

方上著重強調生脈散和黃芪防己湯這 2 個方

劑的運用，收到滿意效果。泉州市中醫院莊增

輝
[27]

採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療充血性心力

衰竭，認為心衰之病機乃為本虛標實, 但心衰

畢竟是久病之人, 正虛明顯, 因而須標本兼

顧, 扶正以祛邪。故用溫陽利水、補氣活血之

法, 並隨症加減, 方用真武湯合防己黃芪湯

化裁，取得較好療效。泉州市中醫外科醫院姚

自力
[28]

報導了 2 例運用溫陽利水法組方治療

心衰的病案, 取得一定療效。 

2.5.4  中藥治療心律失常的臨床研究 

    劉德桓
[29]

用通心絡膠囊治療病竇綜合征

( 簡稱病竇) 32 例, 並與用加味麻黃附子細

辛湯治療的 23 例進行對比，結果顯示通心絡

膠囊療效優於對照組。姚自力
[30]

采溫陽通脈法

治療緩慢性心律失常 20例，治癒率達到 75%。 

2.5.5  中西醫結合治療甲狀的臨床研究 

林惠琴
[31]

採用中醫辨證，把甲狀腺機能亢

進性心臟病辨證分為脾虛水泛、氣陰兩虛、痰

結血瘀、心肝火旺四型，並配合部分西藥治

療，取得較好療效。 

3  泉州地區中醫心病學科的不足與對策 

3.1 加強中醫心病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 

據福建省中醫心病發展報告，我省目前從

事中醫心病的人員還處在力量相對較弱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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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32]
，在泉州地區更是如此。以泉州市中醫院

為例，雖然心腦血管病科長期未詳細區分開，

但相對腦病專科（已申報國家重點專科），心

病科一直處於劣勢地位。即使自今年 7月，心

病科獨立組建起來，然而心病科醫務人員還不

足腦病科的四分之一。在泉州地區眾多國家、

省、市級中醫重點專科建設中，亦未見有中醫

心病科建設的影子。值得欣慰的是在人才培養

方面，泉州市中醫院心病科學科帶頭人劉德桓

教授已培養碩士研究生 11 名，並被確定為第

五批國家級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

作指導老師。今後泉州市中醫院應該牽頭申報

建設省、市級中醫心病重點專科，加強泉州地

區中醫心病學科的建設。同時要開展市級老中

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老師和繼承人的評選

工作（包括有一定影響的民間名醫），造就更

多的名師高徒、名醫名家。繼續依託福建中醫

藥大學建立中醫內科學（心病方向）的碩士研

究生培養點以培養高層次的學科人才，必須建

立獨立的中醫心病專科和研究所。 

3.2  規範中醫證型研究 

證的現代研究經歷 50 多年極其艱辛的歷

程，但始終是有進步而無突破，並隨著研究的

深入，暴露的問題卻越來越多。究其原因主要

是大多數研究在未對證型進行規範的情況下

開展，以未知研究未知，這在科學研究中是不

提倡的。採用統一量表，開展專家研討，用複

雜性科學理論，對證候進行處理是當前證型規

範化研究的最好方法
[33]
。證型與理化指標的相

關性研究無法反映證的全面情況，應在規範化

辨證的基礎上，針對疾病的主要病理變化進行

辨病論治，確立治療原則。 

3.3  開展中藥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 

    泉州地區目前所開展的中醫心病方面的

動物實驗極少，經文獻檢索僅見 4 篇文獻報

導，且均來自泉州市中醫院的同一課題研究。

而眾多臨床試驗也僅見於高血壓病、冠心病、

心衰、心律失常等若干個病種而已。今後應該

擴大中藥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研究的範圍。 

3.4  開展診療新技術 

    近年泉州地區的中醫醫院心病科發展緩

慢，導致中醫心病的診療技術未見發展，與地

區綜合性醫院的心血管病科差距是天壤之

別，突出表現為未見開展心臟介入及心臟電生

理診療技術。今後泉州地區的中醫醫院應加強

引進現代醫學診療技術以提高心病科的診療

水準。 

3.5  加強中醫心病學科護理研究 

泉州地區目前中醫護理正處於起步階

段，經文獻檢索仍未見有關中醫心病學科方面

的護理研究。所謂“三分治療、七分護理”，

說的是護理工作的重要性，今後學科應加強中

醫心病方面的護理研究。 

參考文獻（略） 

---------------------------------------------------------------------------------- 

“十不”養生之道  
—與劉鎮宇會長談老人保健 

 

  郭繼  劉鎮宇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筆者：劉會長，久仰了。我們很早就從平

面、電子媒體上瞭解您很多事，尤其是在臺灣

的發明事業，您是最早的發起人，聽說，您已

高齡 88 歲，但看起來只有六十至七十歲樣

子，不論是聽力、視力、思維、反應以及容貌、

體力、行動，都比一般老年人靈敏很多，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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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保養的，秘方是甚麼？ 

宇答：在 2005 年 4 月 26日，是“世界知

識產權日”的活動，當日臺北、高雄兩市聯線

舉辦，北市是馬英九市長，南部高雄由本會及

教育基金等共同主持，大家恭聽馬市長致詞

後，高雄由我先致詞，我毎逢致詞或演說，都

習慣的說：“愛發明的孩子不會學壞”， 用

以宣導發明向下紮根，今天不知道怎麼回事，

說溜了嘴，說完了“愛發明的孩子不會學

壞”， 接著嘣出了一句“愛發明的老人不會

癡呆”。 緊接著下一位代表致詞時，立即呼

應著“……說得好……”， 且引起了全場群

眾熱烈掌聲，就此揚了出去，也成了大家追逐

的目標。 

人年齡大了，要運動；特別是老年人，當

您不舒服時，多數人勸導您多運動身體才會

好。殊不知，人身體和機器一樣，久了不動關

節會硬化，機器久了不運轉（動）再動起耒，

其關節（軸承）會生銹，幹的磨來磨去，就會

損壞或久磨生熱，發生火花燒毀，因此，一般

的常識是加“潤滑油”， 使之活動後得以圓

潤靈活。人體光是運動不行，也必須加“潤滑

劑”， 那就是“補藥”， 尤其老年人食物量

減少，吸收功能差，養份就不夠，通常年齡在

35 歲起，就應該服用，很多人經驗告知的“六

味地黃丸”（如眼睛有差改用“杞菊地黃

丸”）， 據說：中醫師自己都在服用，它能補

腎、攝精、健腦、回復記憶、防止老人癡呆，

每日三餐飯前或飯後半小時服下，此藥最平

常、最平順，各大藥廠皆有，很便宜。我為了

補強心臟，每餐八粒六味加六粒天王補心丹，

經常不斷，心跳規律且耳聰、目明，思維銳敏，

請參考試試看。 

去年（2008），有一天一大早，有位老同

事來找我，他說，早晨起床，突然大腦（前額）

悶悶的痛，接著什麼都忘了，感到腦子裏一片

空白，提筆忘字，很簡單的字“並”字，硬是

寫不出來，急得問孩子、問太太，他（她）們

都笑我。劉大哥您平時保養有道，知道您藏備

了些醫藥，所以，來求助你指點，是去醫院或

是……。還好，我摯友東北名醫池松泉（已逝）

大醫師的學生樊秀玲醫師，前年大陸展覽相

會，她送了我一些固心的“心康散”，可立即

化瘀血、通血管、補新血，使心臟恢復正常。

另有“健腦再造丸”，同樣化瘀血、換新血、

補腦氧，恢復記憶力，防止腦中風的藥物。我

立即送他服用，並叫他一邊服藥一邊休息，過

了幾天後，他吿知，已有顯著改善。我平日早

就按照她的指示，先服用“健腦再造丸”，疏

通腦血管及補氧、清腦後再改服“心康散”固

心臟，輪流服用（上藥坊間藥房都有），對老

年人是必要的，請參考。 

另外，我建議您，多交朋友，朋友多了

就不會寂寞，尤其是朋友中多些醫生朋友最

好，當每次見面那一刹那，他首先會“察顏觀

色”的評論您一番，這是他（她）們的專業習

慣，您會無意中得到一些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

解。另外，不妨交個異性朋友（陰陽相吸的原

理）或“忘年之交”的小朋友，認個幹女兒，

當您不愉快的時候，找她們“說說話”、“換

個話題”，會立刻改變了您的情緒……。又憶

往日在軍中，曾有一個阿兵哥，在外為民服

務，做了好事，因此耽誤了幾分鐘回營，被衛

兵登記了！次日長官見報告就嚴厲大罵一

頓，也不聽他的理由。他委曲大哭，手腳發抖，

事畢他奪門而出不見何去，圍牆也不見翻牆的

痕跡，在無望之下去“理髮部”坐坐，嘿！這

先生竟坐在理髮椅子上跟小姐有說有笑開心

地在聊天呢！我們叫回去吃飯咯，他竟哼著

“阿里山的姑娘”小曲輕鬆的跑在前

面……，這很奇怪吧。據傳說，張××藝術大

師與夫人、女秘書到日本，一下機就有日本女

朋友大大方方去接機，下榻後夫人跟秘書去逛

街，大師卻由日本女友陪著遊玩。有人置疑，

夫人的回答是“讓他去，快樂就好，活的會長

久喲……。”這真是延長生命“長命百歲”的

秘訣呀！！！老人家辦不了什麼“事”，吃、

穿都簡單，精神“滋潤”是最重要的，太太們

請別介意，可參考看看。 

筆者：我們已經瞭解到您對身體照顧及

配合醫藥的保健之道，現在請問您在日常生活

上都注意哪些問題，也就是您健康的“秘訣”

吧。 

宇答：在日常生活上，我的保健秘訣只

有兩個字——“不貪”，以下簡單地敍述我的

“十不”： 

（一）不貪吃。貪吃，是一般人常有的

習慣，東西好吃，多吃幾口，吃飽了就是“多”

了，胃裏填得滿滿的沒有空間，結果，胃脹得

不能蠕動（消化停滯），時間久了，會產生“胃

酸”，因此胃壁受到腐蝕，乃至潰爛，胃病因

此發生了。而後，吸收不良，營養補充不良，

乃至發生胃潰瘍、胃穿孔的危險！最好是“早

飯吃得好，中飯吃得飽，晚飯吃得少。”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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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指導原則。 

（二）不挑食。就是不選擇食物。常見

有人（特別是小孩子），這樣我不吃，那樣我

很忌，把吃得範圍限制了幾種，因此，營養只

有幾種。要知道，各種食物都有其獨特的“元

素”。什麼都吃，廣納各種各類養分，那才能

大量吸取養分，才能得到真正的健康。 

（三）不貪睡。人類生活，在規律上（小

孩子除外）,一般中年人,以不超過不 8小時為

佳(含午休 1至 1 小時半)。如果你貪睡，連睡

三天，你的生理狀態全改變了，莫名其妙的病

就跟來了，連醫生也說不清。 

（四）不貪色。你不要因為你太太很漂

亮，很溫柔，就整天抱著不放，更不要在家裏

要應付太太，又在外面抱個女朋友，如此下

來，你會“精”疲力盡、面黃肌瘦、接著精神

不振、心神恍惚、神經衰弱，久而久之，你就

走向另一個世界了。所以，飛機駕駛員明日出

飛，今日一定要集中睡覺，與女人隔離，是有

道理的。 

（五）不貪酒。酒，可以促進血液迴圈，

運送營養補給全身體各部位，如能每天晚上睡

前，喝一小盅（葡萄酒或補酒）是最好的，喝

多了，各部移位元就全部“亂”了，傷身體，

駕車出車禍、做生意簽錯字“賠錢”……！ 

（六）不貪錢。錢是好東西，有時少了

一毛錢就買不到車票無法上車回家，但又因錢

的誘惑而出賣了自己、朋友、乃至國家，前例

多的是。錢，要去正當的賺，不正當的不法的

錢不要拿，拿了對你人格損失不可預知，做朋

友，通財更要謹慎，要清楚！為了錢傷感情，

常有所聞！今因“貪錢”的高級“領袖”還

在“坐牢”呢？ 

（七）不貪工作。人的體能固然生來就

不同，但，工作應該各自有其不同限量，不要

因特殊的需要而“日以繼夜”地工作。近來新

聞常見“某某過勞死”，死在工作臺上、辦公

桌上，應慎乎，戒乎！ 

（八）不運動。運動對身體健康有益，

但，過多的運動對身體是有害的，所謂“運動

傷害”常見。老年人運動以走路為宜，也要注

意，不要走得太急或太遠，注意在住宅附近兜

圈子，或人多的地方，以防萬一，每天有走路

就好，不要太多，太急，所謂“飯後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能持續不斷就好。 

（九）不生氣。人生喜、怒、哀、樂常

見，但，你受人欺負、與人吵架或怒駡部屬時，

一分鐘之後，立即把他忘掉，如沒此能耐，你

可唱唱小曲子或馬上想點快樂的或好笑的

事。生氣會傷肝，不要因此傷了身體。從前有

個小飯店（松福樓）的老闆娘，她在後面廚房

裏跟先生（廚師）吵架，大哭、大鬧，後面來

了客人，她馬上轉過身來笑臉迎接，臉上掛著

的淚水還未擦掉呢，這真不容易，請你修養到

這個程度，必定健康長壽。 

（十）不張揚。好大喜功是人之常情，

當你做好了一件事，是對社會、國家盡了一份

心意、貢獻，你自己得到了安慰，俗語說：“人

紅是非多”，太出“鋒頭”不是好事，喜歡

“招待記者”上新聞，做“自我宣傳”， 俗

語說：“樹大招風”，這樣子不好，很容易惹

人嫉妒，那你的事業就會不順；心情接著也壞

起來，所以，凡事“低調”為上。張揚，強出

頭不是好事，俗語說：“出頭的船，先爛榫”

道理就是這樣，但，如果大家出來擁護你出來

領導就例外了。 

此外，多喝水。人身體的總量 70%是水

分。早晨起床，刷牙後先喝一大杯“500cc”

冷開水，胃即蠕動像洗衣一樣清洗胃及腸，下

放後即推動排泄物下流，馬上就要入廁。俗語

說：“有屁不放，憋壞五臟”，便溺排泄要定

時，也很重要，這樣的規律排便，對健康幫助

很大。另也不要憋尿，鍛煉成每天大小便定

時、及時，既保健康，又可美容。每天多喝多

水，最可能是 2000cc 以上為佳。 

另外，我喜歡吃茄子，據農婦說：愛吃

茄子的人不長“黑斑”。（此說暫無學理根

據）。但，我今年 88高齡，未長老人斑，可試

試看。 

我也喜歡吃大蒜、大蔥，每餐總吃個一、

兩半（片），今天已證實，大蒜殺菌、抗癌、

還是“合利他命”製造的原料呢。也可參考。

還有，枸杞是最普通的食物，有位農夫朋友告

訴我，他在田邊種了很多枸杞，他把葉子采下

來炒菜吃；把枝子煮水當茶喝，幾年下來身體

特別好……。從來不生病，就連感冒都不曾發

生過，我每天吃一把（湯匙）枸杞子，對身體

保健很好，尤其對眼睛視力有幫助，可試試

看。 

筆者：劉會長，您前面說了很多保健及

做人大道理，歸主題，您說“愛發明的老人不

會癡呆”，為什麼呢？ 

宇答：說到這裏仍歸功於“運動”兩個

字，前面說的是肢體的運動，和生活調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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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頭腦，是人的行為表現的主要指揮者，頭

腦的運動就是多用頭腦，其“腦力運動”最好

是搞“發明”。最近聯合報導，有一名癌症患

者，他身體的癌細胞已擴散到七個部位，但，

他全心投入“發明”，成果一件一件的出現，

他沒有想到自己有病，幾年下來，“癌病”沒

有進展，這很奇跡吧！搞發明是最動腦筋的

事，如：幻想、想，想不通（遇到瓶頸）會急

得滿頭大汗，這就是頭腦運動。製作樣本減少

材料，要到處跑；跑破亂攤、五金店；找參考

資料，還得不恥下問，或泡在圖書館翻來翻

去。製作樣本，實地試驗，一次又一次，有煩

惱、有歡欣，心跳異常、滿頭大汗，這就是運

動，如此的腦力激蕩、鍛煉，腦血管迴圈劇烈、

通暢，腦氧不斷地補充，頭腦就不會遲滯，腦

細胞因腦動而活躍，會不斷增加，因此，腦會

異常的靈敏。以我為例子，我今年已 88 歲之

高齡，我就因為搞“發明”，整天忙忙碌碌

的，不知道“我是誰？”，沒有煩惱，當想到

一個點子，會自得其樂，也因此，把自己的年

齡也給忘掉了，而且，憑長年的經驗、閱歷的

累積，或可發明更優異的東西，晚年可能迎得

可觀財富說不定的！？起碼心情的愉悅則幫

忙老年人活得更快樂且必長壽，因此，就不會

“癡呆”呀！ 

2010 年是深圳特區成立滿 30 周年，舉

辦了隆重的慶祝大會，胡錦濤主席特地到場祝

賀，並發表講話，他除了肯定深圳特區經濟成

果外，並強調“中國的未來，要以科學發展為

主項”並提出了“科學發展”的“五個繼

續”說（取材自聯合報）。由此可見，整個世

界已在走向科學的發明時代了。 

時代的“巨輪”在不斷的前進，人們的

老年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提倡老人投入發

明，是可行且最有利於健康之途徑,也可使家

人晚輩減少照顧的麻煩，老人家生活得以自

理、快活，且可以既有的知識、經驗，創造出

更新更好的成果來。謹此呼籲大家一起來。

“擴大推行發明運動，激勵出三億個發明人，

加速中華重返世界科技領先地位”，必指日可

期。 

--------------------------------------------------------------------------------- 

 

 

戚廣崇《雙萬齋醫話》賞析 

囤榮梁  樊海山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吾師戚廣崇，中華中醫藥學會男科分會主

任委員、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

醫院主任醫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被

患者譽為“送子伯伯”。吾師書齋名雙萬齋，

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意。雖年近花甲，然

樂於網上耕耘微博，以《雙萬齋醫話》形式記

錄其臨症心得、讀書體會、治病驗案、逸聞趣

事，以及對醫學問題考證討論。我們不揣淺鄙

擇吾師《雙萬齋醫話》微博數則，略作簡評以

饗諸位。 

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古時醫巫一家，古醫字寫作毉字，可見醫

與巫關係密切。隨著社會發展，醫巫漸次分

離，醫通過望聞問切診病，巫通過相面蠱惑人

心撈錢。時常在旅遊景點遇見巫者要求相面，

一般不予理會，但對糾纏不休者，我會悄悄

說：我倆同行！爾等多會退去。偶有要求切磋

者，我謂之爾乃初級者非一個等級也！ 

囤梁榮簡評：扁鵲雲：信巫不信醫，六不

治也。 

家學淵源  自強不息 

同濟大學醫學院的顏新教授系亞聖顏淵

後裔，其父為國醫大師顏德馨；祖父為名醫顏

亦魯，師從賀季衡先生，賀季衡隨孟河四大家

之一的御醫馬培之學醫。馬培之、賀季衡、顏

亦魯、顏德馨均為一代翹楚。顏新可謂家學淵

源，聰慧好學，孜孜不倦。我與顏新有同學之

誼，有幸獲首屆顏德馨醫學人才獎。 

樊海山簡評：國醫大師顏德馨承前啟後，

顏新教授繼往開來。戚廣崇老師與顏新教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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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之誼，曾獲首屆顏德馨醫學人才獎。 

食色，性也 

孔子曰：“食色，性也”，飲食與性欲、

生育密切相關。長期素食者往往性欲、生育低

下。出家人素食一則避免殺生，二則持久素食

會影響睾丸分泌雄性激素及精子，這兩類東西

往往由動物蛋白合成，由此可以“六根清

淨”。因此性欲低下及不育患者需檢討飲食方

面的問題，葷素搭配，庶幾事半功倍。 

囤榮梁簡評：一般素食者性欲平和，葷食

者性欲亢奮。不育患者及性功能障礙患者不應

偏食，尤其忌長期素食。 

一地三傑 

一地三傑：亞洲男科學會主席、原 WHO

人類生殖規劃署高級官員、原上海二醫大校長

王一飛教授；清華大學附屬玉泉醫院性醫學科

主任、中國性學會性醫學專業委員會主委馬曉

年主任醫師；天津曹開鏞中醫男科醫院院長、

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男科分會主任委員曹開鏞

先生均出生于山西汾陽，亦為異數。 

樊海山簡評：山西省汾陽醫院的傅兆傑主

任醫師二十年前在戚老師這裏進修，現在也成

為學科帶頭人了。 

曠久情濃 積久精厚 

“曠久情濃積久精厚”，前句喻夫婦久別

後情濃似新婚，後句喻久曠後精不得泄積蓄較

多之謂。很多不育不孕醫生往往囑咐患者平時

禁欲，等排卵期再行房事。其實研究發現精子

活力最好的時候是禁欲三、四天，超過一周活

力明顯下降，反而降低受孕的可能，因此隨心

所欲勝於機械排卵期房事。 

囤榮梁簡評：排卵期房事似為常態，戚老

師經年觀察，長期以往行之，大多數情況下以

失敗告終，患者不啻未能生育，反添陽痿、早

洩、性欲低下等性功能障礙，戚老師往往囑咐

患者隨心所欲，不必拘於排卵期房事，往往易

於得子。 

 醫貴專門 

《冷廬醫話》雲：醫貴專門。古法行醫，

各有專科......抑知賦質有限，何能兼善？嘗

給男性不育或性功能障礙患者做黃體生成素

（LH）、卵泡刺激素（FSH）、雌二醇（E2）、催

乳素（PRL)等檢查，患者雲，雌激素，男人何

以查之？有醫者也發此言，雲醫生亂檢查。嗚

呼，此激素男性亦有之。 

樊海山簡評：無論男性女性都既有雄激素

又有雌激素。估計首先在女性身上發現的，定

下了名稱，後來在男性身上也發現這些雌激

素，就沿襲叫下來了。患者不知道也就罷了，

有些醫生因為專業不同不瞭解也就罷了，但是

說亂檢查就不妥了。 

家長疏忽  孩子遺憾一輩子 

為男孩的將來幸福，做家長需關注孩子外

生殖器。今天遇見一 28 歲結婚三年不育男子

從溫州趕來上海診治，查為雙側隱睾並於年前

做了隱睾下降術，然精液檢查多次均為無精

子，生育希望渺茫。由此告訴家長，在嬰兒時

就需關注外生殖器是否正常，若發現隱睾在 2

歲前動手術對以後的生育相對影響小。 

囤榮梁簡評：預防不育症要從娃娃抓起，

如果家長懂得生理知識，儘早帶孩子診治，就

不會讓孩子遺憾一輩子。 

中藥轉基因  用之奈何？ 

中藥轉基因，我們怎麼辦？黃芪味甘微

溫，益氣固表止汗托毒生肌利尿退腫等，偏于

溫補；竹葉竹茹竹瀝竹黃竹筍等性寒涼味甘

苦，清熱化痰、除煩利尿、鎮驚利竅等，偏於

寒泄。據說黃芪生長易於倒伏，遂將竹子的直

立的基因注入黃芪中，已經進入藥房，此黃芪

性味功效誰知？既不標注，用之奈何？ 

樊海山簡評：戚老師指出：他們將某些中

藥轉基因了，臨床醫生用時一無所知，治療無

效還不知是何原因。建議藥典要增加新品種:

轉基因中藥，確定相應的性味歸經，功效主

治。所有轉了基因的中藥應當以新物種對待。

中藥數百數千年的經驗定性味，然聊聊數年能

定性味否？ 

餘瀝兩滴又何妨？ 

餘瀝兩滴又何妨？常有男性詢問，小便後

總有一兩滴尿液餘瀝弄到內褲，為此煩惱不

已，有以為前列腺炎或前列腺增生，有以為老

之將至惶惶不可終日，我常說你們家的自來水

龍頭關了以後是否也會滴下幾滴，尤其用了一

段時間？人也如此，乃為正常情況。只需保持

衛生，JJ每天洗，內褲天天換便可。 

囤榮梁簡評：戚老師比喻形象，通俗易

懂。現在無良民營醫院將這些正常現象當成病

症，增加了“不正常男人”來就診，然後坑蒙

拐騙，謀財害人。 

不射精病因不同，治療廻異 

不射精症屬中醫精關開闔失靈，現較之

25 年前大為減少，那時我調查占不育症 21%，

現僅不到 1%。以往不射精大多因性知識缺乏

而致，患者絕大多數無自慰而有遺精；現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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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精絕大多數有自慰而無遺精。前者治療相對

簡便：性知識指導加中藥，療效頗佳。後者複

雜，需禁欲等性指導加中藥庶幾有效。 

樊海山簡評：隨著社會的開放，性知識的

普及，不射精症發病率直線下降，病因大相徑

庭，治療亦廻異。 

人有胖瘦高矮  陰莖有長短粗細，各有

千秋 

醫生要給患者信心，有的人陰莖偏小，患

者有自卑，不能雪上加霜地說是偏小了，我往

往說誰說偏小了？我看蠻大，只不過你的角度

不對，或者說你看得少，我見多了，不小！如

此可以解除很多患者一輩子陰影。實際上也

是，陰莖如體型，有高矮胖瘦之分，沒有好壞

之別。只要能進入陰道性生活都是好陰莖。 

囤榮梁簡評：成年男性外生殖器服藥可以

再次發育的說法都是騙術，沒有可能，戚老師

幽默地說：除非買個放大鏡！ 

未雨綢繆需預防 

未雨綢繆需預防，下午遇見一位結婚九

年，避孕八年，準備生育一年的患者，查精液

發現無精子，睾丸檢查很小。這種情況時常遇

見，建議患者在計劃生育前對自己的生育能力

要有一個評估，如果有問題應該儘早治療或考

慮不要延遲生育。 

樊海山簡評：侍診戚老師伴，經常遇見不

少患者結婚多年，等到有房有車，功成名就才

考慮到生育，此時已經失去生育的最好時機，

甚至不能生育。 

缺鋅、缺鐵、缺鈣，只要不缺德 

借廣播電視網路報刊傳播，保健品在中國

大行其道。我將其歸納為以下四類：男人補腎

壯陽、女人美容豐乳、小孩益智增高、老人延

年益壽。由於監管不力，廣告往往誇大其詞，

主持人能說會道，和“托”互動，對於不明真

相者有很大的蠱惑性。經常遇見一些人服了保

健品，舊疾未除，又添新病。 

囤榮梁簡評：很多保健品吹得天花亂墜，

戚老師謂之缺鋅、缺鐵、缺鈣，只要不缺心眼，

就不會上當受騙。這些推銷保健品的，首先需

要的是不要缺德。 

吾師信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除醫技精

湛，為老百姓津津樂道，文學功底亦頗深。不

時撰寫博文，為新浪健康名博。其言語多詼諧

幽默，在普及醫學常識之際，為讀者帶來歡

樂。平時喜蒔花養魚、收藏收音機，為全國著

名收音機收藏家。

---------------------------------------------------------------------------------- 

 

激勵後人、弘揚國萃 

郭本傳 

(福建省惠安縣中醫院) 

 
 

內容摘要：筆者可算生於中醫世家（曾祖

父、伯祖父、伯父均為儒醫，尚未學醫他們都

相繼離世），所以對學習中醫彼有興致，報考

時本科落選，唯讀專科，通過三十多來的親身

經歷和所見所聞及目前存在的現實問題，簡單

例舉和闡述，目的在於抛磚引玉，激勵後人，

弘揚國萃。 

 

筆者從事中醫臨床三十多年，對祖國傳統

醫學彼感興致，祖國醫學理論經三千多年的不

斷完善，使中華民族繁衍不息，形成獨特的、

深奧的科學理論體系。要學好、用好的確不容

易。首先要對祖國醫學加深認識，激發興趣，

才能有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我是深有體會

的。 

因為祖國醫學古文深奧，醫古文基礎要扎

實，對經典著作才能解讀。現在的院校學生對

學習醫古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放鬆學習，加上

院校課時安排少，有的甚至當作選修課程（有

學生反應），基礎不好容易造成厭讀經典，對

近代醫書又覺得教科書有了，不感興趣，這樣

就會放鬆再學習。1980 年底我的先師塗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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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縣帶徒名老中醫劉老討論病案時先師故

意問劉老“你知道我《傷寒》、《金匱》讀幾遍

嗎？”。劉老說：“至少五百遍”。因為他們

在一個科室，先師所用處方都是經方，病歷引

用述語都是經典。先師塗鐘馨他雖然出身中醫

世家，9歲時祖父、父親都先後去世，他年輕

時好學古典文學和詩詞，為了繼承家業，自學

中醫經典典著作，反復實踐，自學成才，1979

年參加全國選拔 10000 名中醫人才錄用。撰寫

經方臨床新用論文十幾篇發表在省級以上醫

學雜誌，出版《塗鐘馨詩百篇》一冊，成為上

世紀末惠安縣中醫界、文學界的名人，生前擔

任惠安縣中醫院院長，他是我們學習好中醫和

弘揚國萃的典範。所以說學習好醫古文基礎理

論非常重要，她是習好中醫的敲門磚，是攀登

中醫藥學高峰的捷徑。 

對祖國醫學的認識也非常重要，祖國醫學

體系是一門不同于西醫的獨特的辯證科學理

論。是祖祖輩輩反復實踐不斷總結的結晶，不

但對一般疾病和疑難雜病有治療效果，對一般

傳染病和烈性傳染病也能有效控制。醫聖張仲

景為何要學習醫學在《傷寒論》序說他的家族

本來有二百多人，不到十年死於疾病有三分之

二，而死於傷寒（傳染病）十分之七，所以才

勤求古訓，博采眾方，這是醫聖仲景學習醫學

的動機。2008 年“非典”流行病也是使用了

中草藥才得到控制。這說明祖國醫學是一門立

足於不敗之地的科學理論體系。還需要瞭解一

些有經驗的中醫師，在臨床上用中藥治療過什

麼病西醫沒有辦法治療的疑難病來加深對學

習中醫學的認識，例如，我用中藥治療哮喘病

以參蛤散善後對中年以下人群有終身不復發

的效果，防已黃芪湯加味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

也能達到不復發效果，茵陳蒿湯加味治療慢性

乙型肝炎急性肝衰竭（死亡率達%67、在某三

甲醫院花十幾萬元無效回家邀我治療複生，這

個病案我寫過一篇論文發於 2011 年《國醫論

壇》第一期），還有有的小孩發熱住院一周多

不退用竹葉石膏湯治療。我院有一位皮膚科醫

生是西醫，對中醫有瞭解，常配合中藥治療療

效好，痤瘡、慢性尋麻疹純用中藥治療療效優

於西藥，他現在正在自學中醫學等等的中醫藥

特色和療效。有了這些認識就有興趣學習中

醫，也有指望學好中醫。 

如何學好中醫，現在學習中醫的大多數是

院校畢業生，有經過系統的中醫理論教育，這

些理論要熟練掌握，還要學習經典著作和歷代

醫家書籍作充實，正如醫聖仲景所說勤求古

訓、博采眾方。有了純熟的理論，在臨床時要

做好筆記並留下聯繫電話，晚上要把所有病人

的理、法、方、藥梳理一遍，與書上所學對比

一遍，病人沒有復診的要電話隨訪，這樣即能

加深記憶又能提高診療技術。我縣有一位與我

先師一起 1979 年全國 10000 名中醫選拔錄用

的中醫副主任醫師，他不是中醫世家，上世紀

“文革”上山下鄉到農村，受到當地中醫療效

的影響便開始自學中醫，最後成才被錄用，他

所疹患者都是有記錄的，而且每例都有再分

析，  有疑難病例就向有經驗的中醫請教，所

以進步很快，就疹的病人也多，每天有五十左

右人次，他的處方大多用經方。清代醫學家陳

修園先生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名醫和醫學家，從

他所撰寫的醫書可以看出他是博覽群書的典

範，他的“勸學十則”（《傷寒方歌括》）值得

一讀。 

現在，由於有的地方政府對中醫院的投入

不足，導致中醫院校畢業生部分改行（基層中

醫院按床位補助沒有西醫參與難生存，本縣衛

生院的學歷也要求本科以上，專科生很難進入

正規醫院），有的走上工作崗位後西化，這樣

下去基層中醫將會斷層，就連三級中醫院都有

危險。要把祖國醫學發揚光大談何容易，只靠

名老中醫的傳承是不夠的，我不是反對傳承，

有資格傳承的老名中醫是有限的，只靠他們能

傳出多少人才。每年院校培養出那麼多學生都

是系統學習中醫精華理論，讓這些人才都全心

投入研究中醫，何懼後繼乏人，何懼中醫事業

不發展。祖國醫學需要繼承，更重要的是要創

新和發展，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 

要讓祖國醫學有創新和發展，除了激勵後

人的學習和鑽研精神外，還需要政府的重視和

資金的投入，即對中醫院資金投入，也要提高

中醫人員的地位和工資待遇，對純用中藥治療

的和有創新貢獻的給予獎勵，才能激勵後人，

弘揚國萃，才不至於中醫西化，才能提高中醫

治療率和治癒率，使祖國醫學不斷創新和發

展。要做到這一點也需要政府官員對中醫的認

識，才會重視和投入。這需要衛生系統官員和

有名望的中醫專家與他們勾通，讓他們真正認

識中醫藥的作用和發展中醫藥事業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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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重在養心養德 

王健  王銘  王鋒 

(福建省福安風濕哮喘病研究所) 

 

 

養生之道，各家自有論述，各抒己見，總

之離不開堅持鍛煉，飲食有節，起居有時，戒

煙限酒，這是必不可或缺的；但我認為“養心

養德”更是重中之重，如果養不好心，其他一

切也是不全面的。古人雲：“憂則傷身，樂則

長壽”，所以為人要心地善良、寬容大度、性

情隨和、笑臉常開、不愁不怨、以和為貴，以

忍為高，行善積德，辦事儘量做到順應客觀規

律，避免發生口角與心理衝突，根據自己力所

能及去為社會服務，回報社會。茲就“養心養

德之道”淺談管見： 

一、寬容大度是養生之要決 

寬容大度是人的品格與美德，是一種博大

胸懷，是一種樂觀與豪爽，是維持心理健康的

“營養素”，也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寬容

大度的人能屈能伸，知進知退；原北京大學馬

寅初校長曾因其“新人口論”而獲罪，當他兒

子告訴他被革職，他只是漫不輕心地“噢”了

一聲。數十年後，扒亂反正，仍是他兒子告訴

他已平反，馬老仍是輕輕“噢”了一聲；這種

淡薄榮辱，豁達大度的美德，令人敬佩，正因

為有這寬容大度的胸懷，使他安享天年，活到

101 歲。 

筆者認為：“大度”就象一個容器，如十

斤容量的水桶只能裝下 10 斤的水，如果再加

半斤就容納不下了；如果 100 斤的水桶，倒入

十斤的水，只占該桶的十分之一，易如反掌；

所以大度的人，胸懷博大，不計較個人得失，

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俗雲“量大福大”，“讓

人三分天寬地闊”，就是這個哲理。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家裏珍貴東西被盜，

朋友寫信安慰他，他在回信中說“謝謝你的安

慰，我現在很平安。第一賊偷去的是我的東

西，又沒傷害我的生命；第二賊偷去我的部分

東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的慶倖的是他做

賊，而不是我”。人生在世福禍無常，總有得

失，何不寬容灑脫一些，象羅斯福那樣自我解

脫，豁達人生，值得借鑒。 

全國有名的書法家，被譽為“國寶”級藝

術家啟功大師，享年 93 歲，晚年更有著名的

“二不怕之說”，“一不怕病，二不怕死”。

他患有頸椎病，常做“牽引”治療，他面對類

似“受苦刑”之療法，不為病魔所恐嚇，反而

以豁達心態用灰諧幽默之詞，更見偉人病而彌

堅的人生定力和笑對病苦，他的漁家傲詞曰：

“痼疾多年除不掉，靈丹妙藥全無效，自恨老

來成病號，不是泡，誰拿性命開玩笑，牽引頸

椎新上吊，又加硬領脖間套，是否病魔還會

鬧，天知道，今天且唱漁家傲。” 

白居易養生詩：“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

隅。負睡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

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

志所在，心與虛空俱”。白居易的修身養性已

達到很高境界。 

著名詩人陸游詩：“讀書有味身忘老，無

詩三日卻增憂，更吃兩叢香百合，老翁七十更

童心”。 

據專家們對我國幾百名 80 多歲以上的健

康老人的調查，結果表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寬容大度，心情開朗，胸懷坦蕩，對生活

充滿信心，對事業孜孜追求，對社會無私奉

獻，對誤解包涵寬容。余在《杏林之道》一書

中寫有“寓語”一篇，其中有一條“為人當仁

善，問心無愧，坦然面對，這是戰勝誣陷、冷

落、冤枉的最好武器，亦為修德長壽之奧

秘”。又曰：“念人之功，忘人之過，揚人之

長，避人之短，誠如是，何罪之有？”眼看不

少子女對父母挺孝順，值得慶倖；也有不少人

成了家，就忘記了父母養育之恩，我也寫了一

詞條：“不孝容易孝順難，需知父母養育艱，

來日你也為父母，方知父母不好當。” 

二、靜坐可養生 

靜坐可健身防病，自古歷代文人，不僅親

身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還有大量的贊詩與

專著，讚頌靜坐養心功效《黃帝內經》早就有

“上工治未病”，而靜坐正是預防未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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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唐代名醫學家孫思邈熟通醫道，在那醫

藥保健條件極差的環境中，能活到 101 歲，與

坐靜養生密切相關。 

著名的文人蘇軾推崇靜坐，曾題詩雲：

“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靜坐法要求坐姿端正、兩目微

閉，全身放鬆，自然呼吸，安神靜態，每次靜

坐以 15-30 分鐘為宜。 

那些長年吃素，缺乏營養的佛教徒們都崇

尚靜坐，天主教神職人員堅持長時間的祈禱，

生活刻苦，可是他們老化速度都低於常人，說

明靜坐練功靜養，可以阻滯老化進程。 

靜能生智，是儒家傳統觀點，四書之一的

《大學》雲“知止而後定，定而後能靜，靜而

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就是靜

坐以後才能開發智力，寫作靈感、文思從靜坐

中源源而來。有不少人遇到難題，始終不得其

解，而靜坐冥思，恍然大悟，迎刃而解，所以

古代哲人把靜坐定為必修課。古代文人朱熹告

誡新徒“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

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說他的書法之所以入木

三分，系靜坐練功所賜。 

“靜能生智”對此頗有同感，我寫的《杏

林之道》23 萬字（時年 76-78 歲），其中 90%

都是利用下半夜撰寫 1—2 小時，但不能太長

時間，適可而止，否則累壞身體，因白天事務

繁多，靜不下來，晚上睡一大覺，至夜深人靜，

大腦經過休息，靈感文思滾滾而來，下筆有

神，所以靜能生智，不無道理。 

三、行善積德 

人生於世，最公平的莫過於生與死，不管

是達官富貴，還是平民百姓，不論雄才大智，

還是弱智無知，最後離不開一死。要把有限的

人生，活得有意義，為社會做點有奉獻、有價

值之事，到年老離世時，就無牽掛、無遺憾了。

有位縣官，才貌雙全，能幹會說，出身也不富

裕，有道“勞則思逸，逸則思淫”，他貪污了

不少公款，無惡不作，當組織上發現他貪污鉅

款，他想逃到國外，法網滅滅，只好躲進僻地

寺廟去當“假和尚”，但仍難逃法網，做了階

下囚，為眾所唾棄。還有些人，有了錢財，終

日沉迷於酒色之中，甚至陷於吸毒，過荒淫無

恥生活，但好境不長，患上傳染病或癌症，不

久“英年早逝”，這就是因果所得的效應。

  

有位縣官，愛國愛民，不做壞事，盡做好

事，平易近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百姓讚頌他，敬仰他，親近他，他

自己也感到心身愉快，他曾得過絕症，因他的

為人謙虛、行善積德，結果病也好了。現代醫

學認為，人體本身有免疫功能，做好事，心情

愉快，調動積極因素，促進血液迴圈，經絡通

暢，免疫力增強，從而啟動白血細胞去戰勝癌

細胞，加以對症治療，從而達到康復之目的。 

誰都希望生命之樹常青，誰都希望幸福與

快樂永繞，那麼，請你別忘記重要秘訣，那就

是養心養德，也是人生的最後意義。

---------------------------------------------------------------------------------- 

 

術德並重，成就大醫；弘揚中醫，義不容辭 
--研習《傷寒論自序》對弘揚傳統中醫文化的思考 

 

洪頂明 

（福建省南安市英都鎮霞溪村第一衛生室） 

 

 

 

摘要  本文通過對中醫聖人張仲景《傷寒

論自序》的深入學習和研究，瞭解了聖人學醫

縁起，對傳統中醫仁心仁術內涵的詮釋，及其

憫世之心。救世大願有了深刻的認識。從而要

求中醫生應有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留神醫

藥，精究方術的鑽研精神和學習態度。同時中

醫生務必要有療疾救苦，慈悲濟世、解除病人

苦難、無畏佈施的大菩薩精神。因而提倡術德

並重，方能成就為大醫。並以身作則，身體力

行，把理法方藥融為一體，終於成為一代聖人

大醫。學習聖人的經驗，對當今社會醫療現況

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對弘揚傳統中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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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確切可行的科學方法，同時也是責無旁

貸、義不容辭的大事。 

為醫之道，不只在於療疾救苦，還得有慈

悲之心者。從古至今，代有名人，迄至東漢，

孕育出醫聖張仲景。張聖之《傷寒論》至今仍

作為中醫工作者，乃至現代醫學工作者之經典

著作。在《傷寒論》自序中所論之仁心仁術，

對當今社會尤其顯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序

中張聖強調醫生要有過硬的診療技術和良好

的道德修養，而其本人也是這樣以身作則，言

行合一，來開創中醫的偉大豐碑，成就為一代

大德醫聖。因此必須強調學習醫聖張仲景之為

醫之道，提倡術德並重，成就大醫。 

1 醫者意也，圓融貫之 

1.1 中醫之仁心仁術 

中醫是一種傳統文化，是一種理論與實踐

相結合的一整套技術，它是一種形神合一、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認識觀，它更是一種

慈悲濟世、解除苦難的人文關懷。中醫自古有

神聖工巧之說，即望而知之謂之神醫，聞而知

之謂之聖醫，問而知之謂之工醫，切而知之謂

之巧醫。張聖非常讚歎扁鵲療疾之神妙，有

“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 之話。因此他以

身作則，言行合一，“勤求古訓，博采眾方”，

以一種仁心仁術，療疾救苦的大菩薩精神來踐

行之。 

中醫不只在於療疾救苦，還得有慈悲之心

者。應用在身體方面，是治病救命並行，更主

要則是注重養生保健，治未病。在心靈方面，

是一種慈悲濟世、解除苦難的無畏佈施。在社

會方面，它是一種團結互助合作，注重環保，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念。 

1.2 中醫之救世大願 

俗話說：天有好生之德。中醫之行為正合

乎天意，合乎自然。序文中張聖要求中醫生，

要有“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之心。

在對待世間眾生疾苦應發無上救世之大願；務

必要有療疾救苦，慈悲濟世、解除苦難、無畏

佈施的大菩薩精神。這樣對上可療君親之疾，

對下可救貧賤之苦，對己又可保全自身健康，

養護心靈，提升品位。 

1.3 今醫之趨炎務利 

今醫指的是東漢及之後的醫生，在張聖看

來，今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同時

“不念思求經旨”，始終自以為是，秉承一家

之長，不深入經藏，診病粗陋,“省疾問病，

務在口給；相對須臾，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

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

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診決，九候曾無仿佛；明

堂闕庭，盡不見察。”還居然 “競逐榮勢，

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重視外

表的東西，如權貴，名望，金錢，享受等等。

他把這些比喻成毛髮，而醫生的本質是皮膚，

認為醫生的本質工作沒做好，這些毛髮將無以

依靠，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 

現在的醫生大多進不能憐憫病人，關心病

人，愛護病人，退不能愛惜自己，濛濛眛眛，

愚蠢到了這個地步，這是多麼的悲哀啊！他們

趨炎附勢，唯利是圖，“馳競浮華，不顧根本，

忘軀徇物，危若冰穀” 竟然已經達到這樣的

地步了。所以要救死護傷，“視死別生”，實

在是多麼困難的事啊！ 

1.4 世人之知迷不悟 

現在的世人生病了，從來不去考慮病從何

來，因何得病，是不是由於自己貪吃、貪喝、

貪睡、貪玩等等，或者由於怨、恨、惱、怒、

煩等情志問題，不知道這些病因不一定是一下

子致病，而常常是慢慢累積來的，並且總是怪

東怪西，怪這怪那，都以為是別人強加給他

的。因此病了就病急亂投醫，急功近利，惟求

速效之靈丹妙藥。 

張聖痛心疾首，認為“舉世昏迷，莫能覺

悟”，當病來時，方才驚懼，降低身份，屈身

相從，指望巫祝，用盡所有辦法都無濟於事，

只得聽天由命，任由疾病懲罰。秉持“百年之

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庸醫，任由擺佈，

這是多麼的可憐啊！他們毫無定見，等到精神

崩潰，苟延殘喘，人死幽魂，還追求權勢名利

等身外之物，是多麼的荒謬！ 

2  傳統中醫，奠定經典 

張聖所推崇的古代傳統中醫，指的是古代

傳統中醫的代表人物，而這些人物同時具有劃

時代意義，張聖把它劃分為三個時期，即上

古、中世及漢代（指的是西漢），在這三個時

期分別列舉了幾個中醫的傑出代表，分別有上

古中醫、中世中醫、漢代中醫共十多人等，現

簡要介紹如下。張聖認為：自西漢而後，直至

他本身的時代東漢之際未曾有過傑出的大醫

之家。 

2.1 上古中醫 

神農：傳說中古代農業和醫藥的發明者。

《周易·系辭下第八》；“包犧氏沒，神農氏

作，所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蓋取諸益。”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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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鄭康成曰：慎物齊也。孔沖遠引舊說雲：

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

素女脈訣。 

黃帝：黃帝以統一中華民族的偉績載入史

冊，其在位期間播百穀草木，大力發展生產，

始制衣冠，建舟車，發明指南車，定算數，制

音律，創醫學，並有了文字。 

岐伯：岐伯，中國傳說時期最富有聲望的

醫學家林億等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中

強調：“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

在昔黃帝之禦極也。……乃與岐伯上窮天紀，

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

垂法以福萬世，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

《內經》作矣”視今傳《素問》基本上乃黃帝

問，岐伯答，以闡述醫學理論，顯示了岐伯氏

高深的醫學修養。 

伯高：傳說上古之經脈學醫家，黃帝臣。

晉代史學家、醫學家皇甫謐撰《黃帝針灸甲乙

經》，曾指出：“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

之徒，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

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之性命，窮神極變，

而針道生焉，其論至妙”。可知伯高之為醫是

以針灸之理論、臨床和熨法等外治為特長，同

時對脈理亦多有論述。 

雷公：中國傳說中的上古醫家。相傳為黃

帝眾多懂醫學的臣子之一。精於針灸，通九針

六十篇。《黃帝內經》中的“著至教論”、“示

從容論”、“疏五過論”、“征四失論”等多

篇，都是以黃帝與雷公討論醫藥問題的形式寫

成的。歷史上託名雷公的醫學著作有《雷公藥

對》。“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

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

別，剔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

在關於針灸論述上與黃帝討論了“凡刺之

理”，以及望面色而診斷疾病的理論。從《素

問》中以及《靈樞》內容來看，可知雷公從黃

帝受業之關係。 

少俞：上古時代傳說中醫家，尤精針灸

術。據傳系俞跗之弟、黃帝之臣。據傳與黃帝

論述醫藥，黃帝因與他及岐伯等多名臣子論述

醫藥而著《內經》。 

少師：傳說上古時醫家，黃帝臣，以擅長

人體體質之論而聞名流傳於世。少師回答黃帝

關於人有陰陽等問題時指出：“天地之間，六

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少師對五種

人的體質、性格、行為特點等進行了比較具體

的敍述，少師之論點近世被朝鮮醫學家發展為

“四象醫學”。 

仲文：因查無仲文資料，無法表述，容後

補充。 

2.2 中世中醫 

長桑：長桑君的省稱，複姓，後借指良醫。

戰國有長桑君，戰國時神醫。傳說扁鵲與之交

往甚密﹐事之唯謹﹐其乃以禁方傳扁鵲﹐又出

藥使扁鵲飲服﹐忽然不見。於是扁鵲視病盡見

五臟癥結﹐遂得以精通醫術聞名當世。見《史

記．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秦越人，戰國時期著名醫家。扁鵲

（西元前 407—前 310 年）姬姓，秦氏，名越

人，又號盧醫，春秋戰國時期名醫。勃海郡鄭

（今河北任丘）人，一說為齊國盧邑（今山東

長清）人。由於他的醫術高超，被認為是神醫，

所以當時的人們借用了上古神話的黃帝時神

醫“扁鵲”的名號來稱呼他。少時學醫于長桑

君，盡得其傳醫術禁方，擅長各科。在趙為婦

醫，在周為五官醫，在秦為兒醫，名聞天下。

扁鵲奠定了中醫學的切脈診斷方法，開啟了中

醫學的先河。相傳有名的中醫典籍《難經》即

為扁鵲所著。 

2.3 漢代中醫 

公乘陽慶：公乘陽慶：西漢醫學家，臨淄

人，精經典，重實踐，醫術精湛，著有《黃帝

扁鵲脈書》，為中醫脈案之宗，是淄博有文獻

記載的第一代名醫。使他預先知道病人的生

死，決斷疑難病症，判斷能否治療，以及藥劑

的理論，都十分精闢。 

倉公：淳於意（約前 205—？），西漢初

齊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姓淳於，名意。

淳于意曾任齊太倉令，精醫道，辨證審脈，治

病多驗。曾從公孫光學醫，並從公乘陽慶學黃

帝、扁鵲脈書。《史記》記載了他的二十五例

醫案，稱為“診籍”，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病史

記錄。 

3 現代中醫，承前啟後 

現代中醫是相對于傳統中醫而言的，本人

認為它可以從三個學術派別來理解：第一，現

代中醫是傳統中醫的完全繼承者，換句話說，

完全以傳統中醫的理念來認識、分析、預防、

診斷、治療疾病。在醫療實踐中不斷地挖掘古

老的思想，並不斷地有新的認識和詮釋。真正

做到古為今用。第二，完全是以傳統中醫的現

代化，與完全的傳統中醫不同的是它借助了現

代的高科技以及西方醫學理論來指導中醫的

醫療活動，可以這樣理解為掛的是中醫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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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其實質是改版的現代臨床醫學。第三，

傳統中醫與現代的臨床醫學的完美結合，也就

是說同時精通傳統與現代兩門醫學的學說，並

能熟練地將二者融會貫通，取長補短。這種方

可謂理想的現代中醫模式。 

有人認為現代中醫有四個內涵： 1現代

中醫的理論是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和發

展的。2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人類文明的一切

成果，包括中藥、針灸、養生等傳統方法以及

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都可以作為現代中醫防

治疾病的有效手段。3 運用現代中醫的理念與

時俱進，才能不斷擴大治療疾病的範圍，應對

不斷出現的新的病種與醫學難題。4確立“現

代中醫”的概念是發展中醫的必然，也符合社

會與醫學發展的規律。 

應該說明確現代中醫的概念及其定位，已

然是中醫發展不可等閒之事。我們的觀點是重

點弘揚傳統中醫，完全用傳統中醫的思維模式

把握全局，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當然各種現代技術檢測記錄的客觀指標是微

觀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手段，也是現代中醫臨床

研究的主要標誌之一，恰當、合理地應用客觀

指標，有助於對中醫病因、病機及治則理論的

創新性探討，是中醫微觀辨證(辨證客觀化)

的有力工具。對中醫藥臨床療效評價、機制探

討都具有關鍵性作用，也可以成為臨床選藥、

“治未病”措施選擇和患者預後判斷的重要

參考指標。按照突出中醫特色以及注重指標的

關聯性(有效性和有用性)、先進性(創新性和

現代化)與可行性等原則，精選應用客觀指

標，將有力地促進中醫現代臨床研究的發展。 

所以說傳統中醫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

保持傳統的中醫特色。如無有效、恰當、合理

地利用現代的客觀指標，將嚴重滯礙傳統中醫

的發展。這就是現代中醫的新課題，亦將是傳

承傳統中醫理念，開啟現代中醫新思路的關鍵

時刻。 

4.分清概念，認識中醫 

4.1 兩個概念 

我們在這裏所敍述的中醫是傳統中醫的

簡稱，中醫與中醫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醫

是一個門派，是一類學術，而中醫生是一類群

體的個體化。我們說到中醫，自然離不開中醫

生；談到中醫生，自然要談中醫。它們密不可

分，作為行為的主體和客體，既互相關聯，又

有所區別。如果單從行為主體而言，中醫是一

個群體，中醫生是個體。從文化的角度而言，

中醫是文化的主體，中醫生是載體與客體，中

醫是文化本身，而中醫生是實踐者和見證者。 

我們要談論的這兩個概念，就是因為在很

多情況下，由於中醫生學識有限，治不了什麼

病，就說中醫不行。他們常常以偏概全，認為

中醫無非如此而已。豈不知中醫博大精深，而

中醫生只是學海一舟。也就是說中醫生只代表

它個人的一枝之長，是中醫文化寶庫中的一個

挖掘者。所以認識這兩個概念很重要，不可等

同視之，將會對提升中醫的地位，發揚中醫優

勢，為全人類服務做出更大的貢獻。 

4.1.1 中醫   

中醫是一種傳統文化，是一種理論與實踐

相結合的一整套技術，它是一種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的宇宙認識觀，它更是一種慈悲濟世、

解除苦難的人文關懷，它更是一種盡虛空，遍

宇宙亙古不變的永恆真理。 

中醫之理論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

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以易經理論為指導思

想，以陰陽五行為說理工具，以一整套自然養

生理念來提高能量、增強體質、頤養身心，以

推拿、針灸、藥物、符祝等方法來預防、診察、

治療疾病等等。 

傳統的中醫理論具有全息論的資訊，與現

代全息論十分契合。中醫的脈診、耳診、手診、

足診以及相應疾病的治療，都是全息論在臨床

上的實踐，應用全息論研究中醫開闢了一條研

究中醫的新途徑。 

4.1.2 中醫生   

中醫生指的是從事傳統中醫的人，在古代

都是師出有門，都是手把手的師承教育。他們

從醫理、藥理、事理、天文、地理等都要涉獵，

即所謂上知天文。下識地理，中通人事。當然

作為醫生，他的學習態度、出發點，願力以及

他的悟性等等原因，決定了他的水準和成就。 

張聖認為作為醫生要有積極勤奮的學習

態度，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認真細緻的診療

手段。如果“各承家技，終始順舊”，沒有全

面整體地看待問題，坐井觀天，“所謂窺管而

已”，要救死扶傷，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時認為醫生做得好，對上可以治療“君

親之疾”，對下可以“療貧賤之厄”，再者，

對自己可以“保身長全，以養其身”。  

4.2 中醫生代表 

以上傳統中醫章節列舉了上古、中世及漢

代三個時期傑出的中醫生代表，而後張仲景也

成為中醫生的傑出代表。並在中醫界裏被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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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聖人。作為中醫生代表，張聖學醫的因緣

是他的宗族人數素來很多，由於傷寒等疾病的

侵襲，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兩百多號人死去

三分之二，其慘狀不可忍睹。所以他“感往昔

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勤求古訓，博采

眾方”，參考了大量的醫學典籍，如《素問》、

《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抬臚藥

錄》等，終於寫出了集理法方藥於一身的《傷

寒雜病論》這一斷時代的經典著作。他非常謙

虛地說，如果能認真對待這個學術成就，雖不

能治療所有疾病，也可以“見病思源…思過半

矣” 

5.弘揚中醫，義不容辭 

張聖在文中末尾引用孔子的一句話：“生

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

也”。表明了他謙虛謹慎的學習態度，他認為

自己是通過博學而後才能有所作為，並不是他

生下來就有的智慧。換句話說普通人沒有大智

慧，又不認真學習，那將會是怎樣呢？也就是

要告誡我們要努力學習，博學多問，勤求古

訓，精究方術；要有”神農氏嘗百草之滋味，

一日而遇七十毒”和“肱三折而良醫成”的

精神。因此，張聖告訴我們學習中醫，弘揚中

醫，是當務之急，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大事。 

在當今社會醫療狀況錯綜複雜，科學技術

日新月異，世人心態急功浮躁，利用傳統中醫

藥，確實能利益無數人，使醫療得到很好的保

障。我們可以通過對歷史上傳統醫療思想和實

踐的追朔，以及中醫中藥所發揮的作用及影

響，指出利用傳統中醫，對現代社會醫療事業

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顯示中國

特色的醫療保障體系。 

弘揚中醫，不單只在醫術的傳承，更重要

的是醫德的教育。這也是中醫文化的內涵，同

時更是一種人文精神的提升。這種精神就是救

死扶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傳統的

說法就是療疾救苦，慈悲濟世，無畏佈施的大

菩薩精神。通過對《傷寒論自序》的學習和研

究，我們瞭解了聖人學醫的緣起和心路歷程。

聖人以身作則，身體力行，走出了一條陽光大

道，一個確實可行的學習方法，“若能尋餘所

集，思過半矣”。 

總之，我們大力提倡術德並重，走成就大

醫的大道。並且大聲疾呼弘揚中醫是我們青年

一代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大事要事。

---------------------------------------------------------------------------------- 

 

 

《岭南卫生方》成书原因和影响 

杨家茂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医院) 

 

 

 

《岭南卫生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研究地

方流行性疾病的专著，体现了岭南医学的地域

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尤

其是经历了“非典”流行之后，更是引起了广

泛的重视。笔者曾经于 1994 年拙作《(岭南卫

生方)学术思想和贡献》一文[1]，意犹未尽。

今据多年搜集资料，对其成书原因和影响再行

考探，以为引玉之砖，就正于同道。 

1.《岭南卫生方》成书的环境 

一部临床医学著作的出现，与当地的疾病

流行有关，更是众多医家临床实践的结果。我

们分析《岭南卫生方》之所以出现，与当地的

地理条件，人们生活起居，好发疾病以及社会

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初步来看，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1.1.岭南的地理环境和好发疾病 

岭南指大庾岭、骑田岭、萌诸岭、都庞

岭和越城岭的五岭以南，包括现今广东、广西、

云南、海南、香港、澳门等地区，属于热带、

亚热带气候。地处边陲濒溪临海，四季湿热，

蚊蝇昆虫孳生，病毒细菌易长。隋朝统一前，

属夷蛮百越，交通落后，文明开发较晚，文化

与医学发展落后于中原。当地居民嗜食生鱼海

鲜，饮冷食冰，因此患病极富地方特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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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卫生方》书中所列症候，可能包括现代

医学所称的恙虫病、登革热、伤寒(副伤寒)、

钩端螺旋体病、乙型脑炎、华支睾吸虫病、痢

疾、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及中暑、脚气、食

物中毒、急性胃肠炎等流行性疾病，其中主要

是指疟疾。东晋以后的十六国，南北朝及隋唐

末年的五代十国和宋、金、元几百年的中原战

乱，迫使大量人口迁入岭南地区。两广和海外

水路通商最早，迁徒的移民客商云集岭南，地

方经济颇受重视，宋代更为国家财赋所寄。但

大量外来人口不服水土(是传染病的易感人

群)，致使岭南瘴病暴发，为害甚烈，这已为

历代史学和医家所公认。巢元方的《诸病源候

论》就说到“山瘴疟候，此病生于岭南，带瘴

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

瘴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症”。朱丹溪

也注意到“吴楚闽广之人，患疟独多”。《流行

病学》认为：疟疾流行在北纬 25℃以南，气

候温暖。传疟按蚊终年活动，是我国的高疟地

区[2]。而岭南则正好符合这样的地理条件。

《福建的疟疾》指出：“地理气候，山川雨季

特点，适于疟蚊的孳生、繁殖和疟原虫在蚊体

内的发育增殖是造成疟疾流行的重要原因”。

由于岭南地区好发瘴病疟疾，群众和医家与之

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促进了医药的发展。

经过长期准备，日渐丰富，《岭南卫生方》这

部地方性医学专著必然应势产生。 

1.2.唐、宋朝廷注重医药和鼓励 

隋唐宋朝，铲除了割据，统一了国家，拓

扩了版图，初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促

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繁荣，科学技术

也得到很快的进步，医药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唐王

朝设立了医药行政机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

事制度，医学教育、药物研究、方书的整理都

得到了朝廷的鼓励和肯定。显庆四年(公元659

年)唐皇诏令长孙无忌、李勣主持，苏敬等二十

余人集体编写的《新修本草》颁行全国，成为

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而作为定居广州的阿

拉伯药商李珣能够写成《海药本草》也说明了

当时朝廷是鼓励中外交流和医药研究的。宋代

则加强了医药管理，改进了体制，设立翰林官

医院，开设国家药局，发展医学教育，重视选

拔人才。只要在医药方面有一技之长，治病效

果好，在地方上有一定名望的医生经过考试，

就可以入朝为官。甚至象王怀隐这样的道士都

可以还俗，官至翰林医官使，而领衔主持编著

《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其他儒医僧人钻研方

药，撰著医书都得到朝廷的赞赏和支持，因此

而升官晋级。宋徽宗还亲自撰著《圣济经》阐

释医药理论，颁旨医家广泛搜集历代医书及民

间方药，历时七年编成《圣济总录》共二百卷，

达二百万字，60余门近2万首方，内容十分丰

富。他还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置药局陈师文等

将各地收集的药方加以校订，编成《太平惠民

和剂局方》颁行全国，对于规范药物修治应用，

起到了推广作用。在朝廷的重视鼓励下，当然

也是当时印刷技术的进步，医药著作大量增多

了起来。一方面是国家系统校订刊行大批医书；

另一方面，医家个人进行医药研究，很多方书

得到刊印流行。涌现了大批官吏儒医，如朱肱、

许叔微、掌禹锡、沈括、苏东坡、司马光、王

袞等皆通晓医学，著书立说、济世活人，为推

动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谢观先生所

说：“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

于宋”[3]。由于皇帝在《圣济经》中首开“卫

生”之论，因此宋代及以后众多医书均以“卫

生”为名，如《卫生十全方》(夏德著)、《卫生

产科方》(沈虞卿著)、《卫生家宝 产科方》、《卫

生家宝汤方》、《卫生小儿方》(朱端章著)；《卫

生歌》(真德秀撰)；《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佚

名，何大任刊刻)等等层出不穷，亦证明了朝廷

的重视影响到医家临床研究。因此，《岭南卫生

方》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1.3.谪官贬臣僧人的良医情结 

唐宋时期，吏治的封建专制，文字狱等

各种原因，造成了谪官流臣现象。很多朝廷重

臣命官被流放谪居荒蛮的边陲，岭南正是贬官

戴罪立功之地，但往往是屈死之乡。《北史·柳

述传》记载柳述“在龙川数年，复徙宁越，遇

瘴疠死”。因此唐宋很多愁郁的诗文出自岭南

之地，如唐朝宰相李德裕《贬崖州司户道中》

诗云：“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相障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蒸泥”[4]；著

名诗人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

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

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

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流传至今。宋朝苏东

坡也有《赠岭上老人》“问翁大庾岭上住，曾

见南迁几个回？”的诗句[5]。说明了当时岭

南地区瘴疠的严重，被人们视作鬼门关，恶其

瘴毒，到者必死。当然更有很多爱国忧民的仁

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老吾老及人所老，幼吾幼及人所幼”；“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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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相则为良医”的胸怀，促使他们钻研医药，

搜集方书，正民风，纠陋俗，行医谈药蔚然成

风。除了将朝廷颁行的《开宝本草》、《嘉佑本

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太平圣惠方》、

《和剂局方》等医籍带到岭南外，更是亲自撰

著刊刻了大量的医学方书。如苏东坡、沈括的

《苏沈良方》；刘禹锡的《传信方》；司马光的

《医问》；陈直的《奉亲养老书》；刘执中的《赣

州正俗方》；上官均的《伤寒要论方》；贾黄中

的《神医普救方》；刘昉的《幼幼新书》；郑景

岫的《广南四时摄生论》、《岭南急备方》等大

量的医药著作都是那个时代出现。就连爱国名

相李纲谪居海南时亦有医药文章收入自己的

《梁溪集》中。而寺庙中的僧人历来以“救人

一命，胜造七级浮图”的意愿来研习医籍，种

药行医，济世活人，有条件者则集方著书，成

为中国医林独特的现象。这些贬官谪臣僧人的

良医情结主观上是为了悯民或自保，客观上促

进了岭南医药研究的学术繁荣，对于解除百姓

病苦，保障黎民健康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作

用。李璆、张致远、释继洪正是其中著名的代

表。 

2、《岭南卫生方》的影响和意义 

岭南之名始于唐朝贞观之时，为十道之

一。古代民间医药蕴藏虽然丰富，但现有文字

证明医学从晋代开始[6]。葛洪在广州从事医药

活动三十多年，撰著《玉函方》和《时后救卒

方》(现称《时后备急方》)。书中突出之点，

是对虏疮(天花)，尸注(相当于肺结核一类疾

病)、沙虱(恙虫病)的记载和认识达到很高的水

平，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隋代巢元方的《诸

病源候论》以内科为主，对诸病之源与九候之

要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被后人称道为病源记载

广泛详确，但对于岭南疾病的辨证论治都简略

不多。而作为岭南医学专著李暄的《岭南脚气

方》(唐代)，郑景岫的《南中四时摄生论》，李

继皋的《南行方》，王琳的《岭南急要方》、《治

岭南众疾经效方》均已早佚，只见其名而未见

其书。因此，李璆和张致远的《瘴疟论》一经

刊行，很快被当地医家民众称道，引用其中治

法方药。宋末元初，释继洪南游两粤，承续前

人论述，总结辨治岭南瘴疫经验，书中收辑了

李璆的《瘴疟论》，张致远的《瘴疟论》，王棑

的《瘴疟论》，释继洪的《卫生补遗回头瘴说》、

《指要方续论》、《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

王南容的《治冷热瘴脉证方论》，章杰的《岭表

十说》及治疗蛊病，药毒和梅毒等病证的有效

方剂。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者的有关方

面提出了瘴疠与伤寒、温病的不同，早于吴又

可的《温疫论》三百余年，对岭南流行的传染

病，地方病在认识和诊治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因此给宋元之后形成的寒疫学说及甘温补元，

扶正治瘴有一定的启示，深为张介宾所赞赏。

《景岳全书》全文收载所论，反复引用此书制

定的治法方药。吴又可据此书而有“山岚瘴气，

岭南毒雾，咸得地方浊气，犹可以察”之说。

徐灵胎也嘉许其论，在《医学源流论》中说：

“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邪随散

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

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岭

南卫生方》一改官书《局方》以辛香温燥为主

要治法，对藿香正气散因病情变化而加减，给

清代吴鞠通的五加正气散以一定的启迪或者说

是先例。其书纠正以中原伤寒之法治疗岭南瘴

疟的错误，普及了医药卫生知识，扭转当地重

巫轻医，信鬼神不服药的陋俗，得到了人们的

重视。继元代海北廉坊刊行，娄安道校刻时附

上《八证标类》和《药性赋》以便分析处方后，

明代就有三次(景泰年间，正德八年，万历四年)

由广东布政司公布刻印。被罗荣、邹善(均是广

东布政司布政使)先后称赞为“此仁人之用心，

其论瘴病始末，诚有以握其要领”；“继今黾勉

以卫生者，舍是书何求哉！”而流传海内国外。

日本国名医梯谦晋造运用该书治病而获大效，

认为“四方有高下之殊，四时有非序之化。百

步之内，晴雨不齐，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

可以一定之法而待非常之变耳。余读《岭南卫

生方》颇得其三昧，不为狺狺之徒所摇动”在

医馆讲解。岡田龟作序认为是“有用之书不可

秘，应该公行于世”。山田简“受读卒业，窃谓

可与《吴氏疫论》相为表里，但彼则主苦寒，

此则主辛温……令此二书双行，则庶几有救生

民之夭横”。而以医学珍宝视之，在日本国多次

校注刊行。因此，现代《岭南卫生方》的通行

本即是根据日本天保十二年(1840年)学古馆校

刊本的影印本。自此，该书有多种版本流传，

许多藏书家(图书馆)均有收藏。在岭南地区更

是以此为起点，冠名“岭南”的各种医籍方书

如《岭南采药录》(肖步丹编)、《岭南三急症医

方辨治》(清·宋海清撰 )、《岭南中医》(沈英

森著 )、《岭南瘟病史》(赖文、李永宸著)等专

著层出不穷。1985年广东省振兴中医大会上，

提出了把研究岭南医学作为广东中医特色的战

略思想。岭南医学研究成为广东省中医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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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资助的科研课题，成千上万计的学术论文刊

登发表。各种以岭南医药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期

刊如《岭南急诊医学杂志》、《岭南心血管病杂

志》、《岭南现代临床外科杂志》、《岭南皮肤性

病科杂志》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研究《岭

南卫生方》的辨证治瘴，用药特点，学术观点，

版本校注等课题方兴未艾。我们相信，经过大

家的努力，新校注的《岭南卫生方》一定会以

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岭南医学必将更

加繁荣兴旺，为岭南乃至全国的保健事业做出

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 

--------------------------------------------------------------------------------- 

 

 

常見病、多發病進行生活方式干預的成果報告 

秦傑榮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人的出生就有當地的風水、環境、氣候、

化工等均可干預某種疾病的產生，或傷及性

命，而是這些條件大多數是沒有選擇性的進行

生活方式。 

風水：與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分不開的，家

庭地址座落均坐北向南的多數，因到寒冷季

節、北風冷不宜大門開向北邊方位，從醫學上

理論為傷風感冒、傷風頭痛、傷風咳嗽，據觀

察對此北風直吹，還加之水帶酸性的村庄比背

北風村莊患“中風”的病人要多一半以上，甚

至超過三分之二的中風後遺症，因這村莊是座

大山的北邊，也是人們沒有選擇的先決條件。 

很多地方家庭或居处有燥風、濕風等，因

離居處不遠有煉鋼車間鑄件廠及產生大量燥

熱氣體的廠礦能吹進家中的燥熱氣體，家居或

工作場所常有濕熱風在周圍也會干預日常生

活帶來的疾病。 

水：水的學問也很多，最重要的是飲用

水，城市裏全都饮用自來水，農村多為自開有

井水，或是由山上引接下村來的山水這些自開

有或山上的山水，有很大的差異，有酸性過

重，也有含碱性過重。無論酸碱過重均會干預

日常生活身體疾病。當然也有從山上接到村的

生活用水屬礦泉水物質對人體生活大有好處

之水。 

環境：居家環境、工作環境，如潮濕，各

種不利的氣體，如燒煤氣體、二氧化硫、炒菜

油煙、空氣流動少的房間、工廠排放的不良氣

體、牲畜排放的氣體及糞便氣，池塘污水溝、

廁所的不衛生氣體，細菌濃厚的氣體及地帶和

經常接觸的（似沼澤腥臭熱氣味）。 

居家、工作場所對其他的方面，如噪音（噪

音傷腎），灰塵傷肺，不衛生的視覺傷肝脏及

經絡。燥熱的環境如煉鋼、鑄件、乙炔等有高

溫不濕化的場所或車間空氣中含氧量低也干

預著常見病、多發病影響身心健康。 

氣候：氣候主要是指高溫期、寒冷期及春

季的濕潤期，及秋後的乾燥期，幾個方面在通

常情況下氣候突熱變化，如經常 15-20 度的氣

溫在 2-3 小時突然變冷至 4-5 度，多數人沒準

備衣物，或來不及穿衣而受寒冷。突然遇冷經

絡收縮直接干預發病。 

在高溫期我國很多地區通常 10—20 天連

續超過人體溫度 1至 3度，在這樣的期間對日

常生活中經常干預著常見病、多發病。如中

暑、頭痛、頭暈、腹瀉、腹痛、發燒等等。 

化工：化工廠排放的廢氣體、廢水，農作

物施用的化肥、化工藥品、碱性過重或酸性過

重的食品等均能干預常見病、多發疾病。祖国

医学中的六淫、七情實際就是干預發病的起

因。 

六淫： 

寒：傷寒，偶爾遇寒而傷，或穿衣少、床

鋪冷、寒冷的工作場所工作，或常兼濕所傷，

服用寒涼藥品使身體極度寒冷也稱傷寒。傷寒

也干預腹痛、腹瀉、頭暈目眩、眼睛發黑、血

液不暢、  手腳冰冷、發熱等症。 

暑：傷暑、強烈的陽光下活動或工作，火

熱的工作場所工作，傷暑也叫中暑，常有腹

痛、腹瀉或上吐下瀉等急病，若不及時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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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傷及生命。 

濕：傷濕，潮濕的工作場所工作，常睡濕

地，或衣服雨濕沒及時更換在身上自幹，岩洞

中睡臥，沒帶雨具淋雨工作等均可干預常見

病、多發病、風濕病關節炎、風濕腰痛、腳痛、

麻木、手腳無力、易上火等症。 

燥：燥熱及乾燥的工作場所，如石灰廠進

出燒磚瓦、陶器等熱窑中工作，鑄件、電石、

煉鋼車間及密封室內煤炭火等，均屬燥熱缺

氧、空氣乾燥，燥氣傷肺，耗傷津液乾咳、無

痰或痰中帶血、咽喉疼痛、胸脅痛、頭旋眼黑、

小便澀等，因燥引發干預多種疾病。 

火：常食用燥火燥熱的食品，如油炸食

品、狗肉、鳥類、胡椒、高度酒類、辣椒及各

種炒香的食品及副食品等等。人體火重常出現

口腔炎、牙痛、口腔潰瘍、咽喉炎、尿路感染、

前列腺炎、腰腿疼痛、鼻血、牙齦出血，嚴重

者可致腦溢血症，胃痛、便秘等症。 

七情： 

喜：如辦某種事件很順利成功，或想兒女

成瘋之人，突然妻子懷孕生下兒子，絕症病診

好了等喜事，致使心情特別高興快慰等，但從

醫學上論述太喜過度能傷及神經，中醫上述過

分喜悅則心神淩亂，出現喜則傷心，樂極生

悲，情緒很難控制失眠，狂燥等症出現。 

怒：怒則傷肝，人受氣發怒則心情不暢，

從而受氣後氣血逆行，氣滿填胸，氣血逆行，

有人竟然氣得吐血，因肝喜條達、惡抑鬱、受

氣過度刺激則氣逆上行，干預出現胸脅脹滿，

頭痛頭暈、目赤腫痛、血隨氣升，並能出現吐

血昏厥等症。 

憂：憂則傷肺，憂愁日久，可令肺氣抑鬱，

甚至氣鬱化火，損傷肺陰，憂愁者氣閉塞而不

行，氣閉則血不暢通凝滯，可引多疾病。 

思：思則氣結、思傷脾，思傷過度，使脾

鬱結可致胸脘痞满，若脾氣久鬱而受傷，則運

化失調、飲食不思、消化不良、腹脹便溏、心

神不定等症。 

悲：悲是悲傷，指的是某種不幸，及使人

悲哀悲慟的發生，悲則傷肺氣消，面色慘澹，

神氣不足，垂頭喪氣，歎息連聲，偶有所有觸，

即淚湧欲哭。 

恐：恐則氣下，暴然受恐，正氣下陷，腎

藏精，可致大小便失禁，故恐則傷腎。 

驚：驚則氣亂，指心氣紊亂，心主神志，

大驚則心紊亂，，氣血失調，出現心悸、失眠、

心煩氣短，甚則精神錯亂，神無所歸，虛無所

定，故稱氣亂。 

以上所述的各節，有自然條件所形成，人

生無法選擇造成的，也有人生中所遭遇無可避

免的。還有一生中對自己不方式生活干預成疾

的多種因素，有自己無知及父母無知所遺留之

陋習等等，首先從出生之嬰兒至耋耄之年簡述

如下。 

嬰：嬰兒生活方式也是很講究的，有些因

母乳不足，常給食各種奶粉類，關於奶粉或其

他食品、副食品常有冒牌假貨產品，在電視上

屢見不鮮，多有發生致小孩身心健康。特別是

現代生活方式多以香、炒、烙、脆、燒等所謂

高級生活方式，“香”有各種香型，十三香、

十八香、二十三香、八角、五香等名目繁多，

還有油炸香、燒烤香等等。多種菜肴均喜炒得

火高肉跳後才食用，這裏所指各種副食品，如

多種餅乾均多香脆可口等等，以上所指這些食

品、副食品均與嬰幼兒引起不良的嗜好，可由

母親的奶水或喂給嬰兒，這些嗜好隨著年齡的

增長而形成自然，成長中常年累月的薰陶慢慢

形成火重、咽炎、肺炎、口腔炎、鼻衄出血、

痔瘡、出汗、多動症等等多種疾病。 

幼：幼兒的生活方式更難控制，因他多數

已能自主，一至四歲已能任性或哭求大人要這

要那他自己喜歡吃的各種食品。四至七歲均能

自己去買，也就逐漸形成愛好、偏向、任性等

多種不良陋習。如六、七歲時個別幼兒學會抽

煙、喝酒，吃羊、牛肉燒烤串等不良習慣。現

代的父母多半是獨生子女，或最多兩個子女，

大多數都是嬌生慣養成掌上明珠，百依百順，

也就由其所好不加制止，反而支持，這樣下

去，究竟是生活干預疾病，還是不良習慣造成

疾病均有著繁雜的因果在內。 

少兒：7-15 歲年齡大多數孩子在學校讀

書學習，多數少兒在老師們的教育下，大多數

已改善很多陋習，但也有個別少兒改變不了他

強烈嗜好欲性。比如成年人早就懂事了，為什

麼少数人任性走極端、變壞或犯罪犯法，一樣

的道理，在這年齡的少兒是教育最關鍵的時

刻，也是人生中思維、道德、品質、優劣點走

到十字路的關鍵時刻。 

青年：15-25 歲年齡之間屬青年階段，多

以成年或已成年的青年，這年齡的生活方式及

習性、嗜好、欲性決斷全憑自己主張，  有很

少量的部分人還遵照父母或老人的教導循規

蹈矩，在日常生活中有部分人逐漸產生追求高

檔生活及性欲等，常聚友貪歡，整夜不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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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不到正常休息，所致氣血逆亂，嚴重干預

健康或致病。 

在膳食生活上常以酒、燒、辣、熱、油炸

等食為主，均能干預常見病、多發病，如胃病、

發燒、貧血、咽炎、口腔炎或潰瘍、前列腺炎、

慢性肝炎、腸炎等等。 

中壯年：這年齡段為 25-45 歲均屬中壯

年，大多數均已結婚有子女，為家人所需必須

奮不顧身的辛勤勞累，甚至起早貪黑，對日常

生活很不方式。如膳食生活、身心生活、睡眠、

休息、疲勞、操心等均能干預多種疾病，所以

醫學闡明 3 5 歲至 4 5 歲期間是疾病的形成

期。45-55 歲期間是疾病的暴發期之說。 

中老年：45-60 歲為中老年，因這年齡人

的各臟腑開始衰退，抗病力不足（也就是免疫

功能下降），各種常見、多見病均會暴發出來。

要是前面所述的陋習、任性、嗜好沒有改變丟

失，仍然帶在身上對這年齡階段是容易暴發各

種常見病、多發病，甚至絕症病，或疑難雜症，

均會受到有關的干預。 

老年：在這階段的老年人很難說清其理

論，因為 60-70 歲去世的人也太多，世上也有

活 120 歲的老人。據年齡高的老人自述，多是

沒有任性、嗜好、衝動及各種陋習，且思想通

達開朗，寬闊的胸懷等等先決本質。 

以上各系各病均是前面述過的不良起因

干預造成的，但這些不良的因素有些是無法選

擇的，如自然的風水、摧殘、利弊、氣候變換

的干預，與環境束縛、化工污染等有著密切的

關係，但還有生活不良方式的陋習、嗜好、任

性等均屬無知的人們在玩火自焚，自毀自滅。

這一生的不良因子嚴重干預著危重病候，否則

自己還不知為何染上危疾。 

---------------------------------------------------------------------------------- 

 

“能量醫學”對弱視患者的效益 

毛井然 博士 

(國際能量醫學教授) 

 

 

一、前言： 

由於工商業社會進步、科技的發達，人們

工作的領域，使用視力的機會越來越多。每一

位成年人或青少年，平日對視力的使用，大多

數人是過量、過多，尤其忽視職場光線是否充

足適當，自身處於光線過強或過弱的情況下，

日復一日，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下，就會導致視

力減退而無法補正。 

二、摘要： 

當前我們的醫學雖然發達，但是對視力改

善的研究與努力，還沒有一套真正具體的方

法。唯一的不就之道，就是運用光學鏡片，來

矯正視野的影像焦距，但是對於視覺的改善，

仍是無法校正視相關器官的退化。因此，我們

籌組一個團隊，帶著試探的心理，當試以「能

量醫學」來拯救視力。經過兩年多的長期投入

探索與實驗，發現其真能對視力改善奏效。 

三、主文： 

時下坊間，所推出各種保養與維護視力的

產品，諸如磁療、光療、按摩或是滴用養目藥

水等等最多只能達到暫時的解除視覺疲勞，獲

得瞬間的閃視清晰，對視力的增進，視乎仍待

評估。因此，近年來，筆者使用「能量醫學」

的「音頻動波」設計出一組樣機，來作矯正視

力的實驗，幾乎每次在試用後都有呈現效果。

由於在眼睛周邊穴位（如圖一）輸入特定微妙

的「音頻能量」，就能與視覺細胞的運行產生

共振，而獲得能量的擴增，當細胞被促進新陳

代謝以後，顯現視覺細胞增大、增多。融合在

視覺器官內增進傳導與暢通迴圈，而增加了視

網膜對影像的清晰明亮的效用。 

四、分析： 

現在探討對「弱視」患者的應行補救，並

作常見弱視的類型分析。例如：「近視」、「遠

視」、「散光」和「白內障」、「飛蚊症」等，都

是同屬視力衰退的症候群，可說是對察看景物

影像模糊不清。對「弱視」的病情屬性，那就

是一種器官功能性視力退化的眼症。視覺器官

既非「近視」、亦非「遠視」，也不是罹患眼疾，

而是視覺神經衰退，無法和正常人一樣看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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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與影像。像這類「弱視」眼症，不屬於光學

的調整或藥物調劑，或手術的修補，所能獲得

改善的。筆者往日對這方面經過臨床實驗與探

討，發現對於罹患「弱視」的病情，若能在其

視覺神經系統，輸入視覺細胞所需的電位波頻

能量（參閱下端“弱視眼”之解析），就會得

到舒緩與改善。現在就一般常見的幾種視力衰

退的症候，依其病灶的現象，介說如下。 

1.視力衰退之類型和導因： 

弱視的病況，除白內障、青光眼、眼球原

發性的異常變形等症候群，或遭受意外災害造

成的視力減退外，常態的情況下可以補正： 

2.「近視眼」： 

⑴健康的視力： 

健康人的眼睛，觀看遠方物景時，從物體

的一點發出來的光線，會成平行線射入眼內，

經由鏡片的曲折，將焦點聚在視網膜上，而可

以清晰看到調配好正確焦距的影像。 

⑵近視患者的現象：近視患者看遠方景物

時，焦點聚在視網膜之前，光線在視網膜面上

擴散，按其差異性來區分近視的類型大致有二

種： 

A.其一是角膜和水晶體的彎曲變大，為曲

折率變高的類型，稱曲折性近視。 

B.其二是眼球往光軸的方向變長的類型

（軸性近視），這類型的人，眼球大多會有點

向前凸出。 

⑶當前矯正近視的途徑？ 

坊間採用凹透鏡片來矯正（如圖四），但

深度的近視則無法達到滿意的功效。 

⑷視覺能量補充： 

使用「能量醫學」來調理，也就是依照圖

一的穴位點，將微電荷能量輸入眼周視覺細胞

內，以增充視覺細胞的運作，而改善視力，並

且能具有長效性，獲得真正的進步。 

3.「遠視眼」： 

⑴健康的能見度： 

健康人的眼睛，看遠方景物時，從物體的

一點發出來的光線，大致上成平行線射入眼

內，經由鏡片的曲折，將焦點聚在視網膜上，

而可以看到清晰的影像（如圖五）。 

⑵遠視眼的形成： 

A. 遠視患者不調節鏡片而觀看遠方景物

時，射入的光線焦聚點在視網膜之後。所以，

網膜上反映出模糊的影像。 

B. 遠視的眼疾有兩種:一種是視網膜和

水晶體的彎曲太小，為曲折率變小的類型（如

圖六）。另一種是眼球往光軸的方向縮短類型

（如圖七）。 

C. 一旦形成深度遠視時，欲看近處物體

影像，也必須用力地調節鏡片（水晶體），如

此會使得遠近雙方的視力，都會受到衰弱的損

害。 

⑶目前視力的矯正法： 

A.年輕人的視覺器官，肌肉與神經血

管，多富有彈性，可以隨意調節眼睛內的鏡

片，所以不覺得有遠視。當年齡增長後，眼睛

會疲勞，視力也會減弱。目前採用的方法，是

使用凸透鏡來補正。 

B.也有人建議採用驅使毛樣體的肌肉收

縮讓透視鏡鼓起，便能看得很清楚。究竟何者

為佳，尚待進一步探討。 

C.引用「能量醫學」的電位能量補正法，

對視覺退化的細胞，導入能量，促使視覺細胞

增強、增大、增多，而改善視力，挽回健康。 

4.「弱視眼」： 

⑴一般來說，眼睛經過檢查無病灶跡象，

然而出現視力減退，並且使用光學鏡片無法矯

正，藥物無效，手術無補，稱為「弱視」。其

緣起多系先天或遺傳基因所致，或因斜視等長

期未使用的眼睛，喪失看的機能，而成為「弱

視」。 

⑵改善途徑： 

A. 當今矯正途徑是持續運用弱視

的眼睛，養成多看的習慣，或許會恢復一

點視力。 

B. 運用「能量醫學」的電位能量，

對視覺機能做調理，促使視覺的細胞增

強、增量，能夠配合其運作夠力、增進視

野。 

5.飛蚊症： 

其實所謂的「飛蚊症」，是視野範圍內有

似蚊子或蒼蠅的黑影或黑線，甚至蛛網狀的暗

影在眼前漂浮。眼球結構在水晶體之後，視網

膜之前，有透明似蛋清半流動的填充組織，稱

為玻璃體。玻璃體約占眼球總體積的四分之

三，如果因老化、近視、外傷或眼球內發炎產

生了液化，而使其中所含的蛋白原，凝聚成不

透明的暗點或暗線而盪浮在其中，或因血液、

鈣鹽、發炎細胞，甚至寄生蟲漂浮在玻璃體

中，這些情況都會引起臨床上所謂的「飛蚊

症」。要想補救「飛蚊症」，專業的眼科，目前

尚無法做到暗影掃清的境地。因此，若配用「能

量醫學」，經過視覺細胞與眼瞼四周的穴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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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一），給予適當能量的導入，經由視覺

細胞的健壯與繁殖，則可間接地消除飛蚊浮

影。 

6.「眼皮下垂」： 

“眼瞼下垂”是指眼瞼提肌鬆弛，所造成

的上眼皮下垂，眼睛無法向上方睜大的情形。

眼瞼下垂可以分為先天性及後天性兩型。“先

天性眼瞼下垂”可說是遺傳而來，但大部分病

例是不明原因的。胎兒出世就有的眼瞼下垂，

常常是因為眼瞼提肌發育不良所造成，亦能侵

犯一眼或兩眼。 

“後天性眼瞼下垂”大部分發生於中老

年人，因為眼瞼提肌鬆弛而引起的眼瞼下垂，

稱為“老年性眼瞼下垂”，也可藉用「能量醫

學」的電荷能量，輸入上方眼瞼的相關穴位（睛

明、眉中、瞳子髎），使上眼皮血管與肌肉因

細胞補充能量而繁殖力增多，誘發彈性，故以

導入能量來匡正此疾。 

五、「能量醫學」對視力改善的原理與效

用： 

1.視力下降的成因： 

上述五種視力減退的情形，其根本皆在於

「視覺神經元」的失常與衰退。也就是「視覺

細胞」的電位在逐漸地減少，而其在代謝週期

中，新舊細胞替換數量逐次下降，慢慢地導致

眼血管肌肉與毛細管的失去彈性。因此，對目

視的影像，由於導光角度的變化，而出現不能

自由地伸張或收縮，也就是無法隨心所欲調整

曲光焦距，將眼前的景物正確地投射到視網膜

上。 

2.恢復視力之新途徑： 

以「能量醫學」的「音頻複波」效應，在

視覺神經的傳導通路，直接對「視覺神經元」

加充電荷能量、促進「視神經細胞」活躍與加

速增殖。由於「視神經細胞」的擴增，「眼角

膜」以及「視網膜」的相關肌膜與血管，就會

逐漸慢慢地恢復柔和與彈性。 

那麼曲光軸就能發揮生理上調節的效

應，把影像的焦距，正確而有效的投射在視網

膜的正點。如此，視力就可以慢慢地恢復清澈

明亮。 

六.結論： 

當今如需無侵害性也不衍生副作用，使用

「另類醫學」中的科技「能量醫學」的方法，

來推廣運用與探討，針對視覺系統做基本的補

正，以挽回視力的健康改善，誠是一個可行之

新路。筆者數十年來，在這方面稍具嘗試之心

得，歡迎愛好「能量醫學」的朋友，來共同研

究探討，深望以一己之力，貢獻給一些弱視

者，多一條恢復視力健康的選擇之正途。 

 

---------------------------------------------------------------------------------- 

 

 

中醫藥對布病疫情的思考 

   張元利 

(烏蘭浩特市元利行大藥房) 

 

 
布魯氏菌病簡稱布病，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牧區（如內蒙古等）的一些老百姓不知

什麼是布病，他們理解為布生了病，所以叫布

病。當然，這話很風趣。在我國不同地區人們

根據布病特點起了不少的名字。有的地方老百

姓因布病病期長而稱布病為“千日病”，有的

地方因患布病後全身無力，不能幹活，整天懶

洋洋的，人們捋布病稱為“懶漢病”。因患布

病整天無精打采，所以有的地方叉稱布病為

“蔫巴病”等等，所以布病給人們的生活帶來

沉重的負擔和極大的不便。 

一、布病的發生與發展。 

那麼布魯氏菌病到底是個什麼病，又為什

麼叫布病呢？因布魯氏菌病是由一類很小的

細菌稱為布魯氏茵，它侵入人畜機體後引起一

種人蓄共患的傳染病，此病就稱為布魯氏菌

病，被簡稱為布病。那麼，引起這種病毒的病

菌為什麼叫布魯氏菌病呢？布魯氏菌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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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的名字，約在 140多年前，大英帝國的

遠征軍進駐到歐洲南部地中海沿岸國家及某

些島國，駐紮在馬爾他島上的英國軍隊突然出

現了大批發熱的病人。患病的士兵出現高燒、

大汗、肝脾腫大等证狀，當時不知道是什麼

病，就按當地的地名命名，稱為“地中海弛張

熱”、“馬爾他熱”等。在發病的士兵中還不

斷出現死亡，當時既不知病因，也不知如何治

療，更不知怎樣預防，在英國士兵和當地老百

姓中形成了恐怖情緒。 

大約過了 20 多年（1886-1887 年），一位

英國隨軍醫生布魯氏（Bruce）剖檢死於這種

不明熱病的士兵脾臟時，不僅看到脾臟腫大，

用顯徽鏡意外地看到有一種微小的細菌。他用

培養基從脾臟中培養出很小的細菌，他将這種

細菌命名為馬爾他微球菌。以後又有人做很多

試驗、觀察，並分到了更多的這類細菌，證明

這些菌就是引起不明熱病的病因。為了紀念第

一位看到並分離到這種細菌的布魯氏，将這種

菌命名為布魯氏菌（簡稱布病）。又過了十幾

年，人們找到了布菌的來源是牲畜，特別是

羊。 

二、布病的傳播、發病的证狀和損傷的

系統 

布氏菌可以從呼吸系統（從鼻、咽、氣管、

肺）進入機體，也能從消化系統（經口、食道、

胃腸）進入體內，布氏菌也能從皮膚、粘膜直

接侵入肌體，所以，布氏菌可從多種途徑傳

播。 

但患布病後，首先出現的证狀是發燒，體

溫可達 38—40 度，不同人發燒的熱型差別較

大。有的人體溫並不太高，波動於 37-38 度之

間，持續時間長，處於長期低熱狀態；有的人

體溫呈波浪狀，即高熱幾天，體溫降下來幾

天，又開始高，反復多次，所以布病又稱浪狀

熱。還有的體溫忽高忽低，早晚變化大，病情

兇險，呈弛張性發熱等等，當前主要是長期低

熱者多。 

另一個特點是患者多汗，尤其發病初期更

為明顯，晚上汗更多，汗質粘稠，多出現在頭

胸部等。 

患者還經常出現骨關節疼痛、腫脹等。發

病初期不明顯，體溫逐漸下降時骨關節证狀相

繼出現，疼痛或骨關節活動障礙的部位多見於

大關節，如腰、骶、髖，盾、肘、膝等關節，

常易誤診為風濕病。 

給布病患者查體時還可看到某些部位淋

巴結腫大（腋下、鼠蹊部、肝、脾）等。 

其他证狀如乏力、食欲不振、精神倦怠等

類似於感冒。總之，布病無明顯特徵性表現，

证狀是多種多樣的。總結如下： 

（1）運動系統：關節肌肉疼痛。出現膝

關節、腰、盾、髖、肘等關節痛。 

（2）神經系統：可引起神經千涸神經根

的損傷，導致神經痛。出現腰痛、臀部疼痛、

腿痛等。 

（3）呼吸系統：部分患者發生間質性肺

炎而出現咳嗽。 

（4）消化系統：急性期病人個別因肝臟

損害較重，而出現尿黃、鞏膜黃染、肝區不適、

食欲減退等消化道证狀。 

（5）泌尿生殖系統：男性患者因睾丸炎

或附睾炎而出現睾丸疼痛及小腹痛。慢性期可

出現精索神經痛，以致出現陽痿、遺精、性機

能減退等。 

三、我的觀點 

自古有癆蟲侵襲機體，所得肺癆之說。那

麼我認為，這“布蟲”侵入人體也是自然，其

先傷衛氣，次傷筋脈，再傷臟腑，易生血毒。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理論呢？首先理解一

下氣的功能，功能有：推動調控溫煦凉潤防御

固攝的作用。 

氣受損傷，那麼功能就會減退或傷失。布

蟲侵入，先傷衛氣，衛氣主施防御，防御外邪

護衛肌表，並能驅逐侵入人體的病邪。《素問·

刺法論（遺篇）》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幹”

《醫冒緒論·宗氣營氣衛氣》說：“衛氣者，

為書護衛周身，溫分肉，肥胰理，不使外邪侵

犯也，”而氣的凉潤作用有涼潤機體，維持相

對恒定的體溫，凉潤臟腑經絡防其生理功能過

亢，凉潤精血精液，防其過度代謝和運行失

常，同時其固攝作用，在於統攝血液，使其在

脈中運行，防止逸出脈外，固攝汗液控制其分

泌量，排泄量，使之有度有規律的排泄，防止

其過多排出及無故流失。就是氣的功能，如果

邪毒（布氏杆菌）侵襲，邪（布菌）正（衛氣）

相爭，邪預進衛氣必於反抗，所謂邪正相爭高

熱汗出（這是西醫學中的炎性物質釋放血中產

生致熱源）。汗出而熱退，邪又進正氣又頑強

低抗，旋即高熱大汗淋漓，周而復始，往來交

替，夜欲深熱易高，正氣匱乏而漸退，所以布

病的高熱大汗交替，就是布菌和身體裏具有護

衛機體的衛氣對抗的結果：另有《素問·痹論》

說：“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子五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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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

臟，絡六腑也。”《靈素·邪客》說，“營氣

者，泌其精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上說

明氣可以化血，及血的生成與功用，有古典《難

經·二十二難》提出“血主濡之”。《素間·

五臟生成》也提出“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麗

能步，掌受血麗能握，指受血气能攝。”證明

人體各個部分的生理功能無一不是在血的濡

養下才得以正常發揮的。而在《素問·八正神

明論》說“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

那麼血是精神活動的物質基礎，人體的精神活

動必須得到血液的營養，只有物質基础充勝，

則精神充沛，感覺靈敏。也就是《素問·平人

絕穀》的“血脈和利，精神乃居。”也有《素

問·决氣》提出：“腠理發洩，汗出，是謂津”,

“谷入氣滿，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泄則補益

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液體的功能是養

骨格，氣血精液神可以相互轉化，血汗同源，

大汗淋漓，血的成分流失，血的成分流失了，

氣也就消耗掉了，氣的消耗，運化的功能就會

減退，運化功能減退食欲就會受到影響，食欲

不佳，就不會生成必要的營養，沒有營養就沒

有活動的源泉，逐漸出現疲乏無力，究其原

因，氣與邪毒對抗，汗液流失，神氣無所依，

故疲乏無力，食欲不振，精神倦怠；若氣傷血

隨液虧，失于凉潤滋養筋骨經脈的職能，則

“千涸神經根的損傷，導致神經痛。”出現腰

痛、臀部疼痛、腿痛等，若氣失于溫煦必諸多

關節疼痛。邪至臟腑，因氣機耗傷運化無力，

或鬱而生熱饑而喜食或腹脹便秘，因虛而滯，

氣滯日久必生血淤，傷及臟腑肝脾腫大，淋巴

結腫大，血瘀阻礙氣血運行，氣血精液互化失

常，毒邪無所去路，毒熱壅滯，而相灼血液臟

腑經脈。男性患者可以睾丸炎或附睪炎而出現

睪丸疼痛及小腹痛，慢性期可出現精索神經

痛，以致出現陽痿，遺精、性機能減退，一旦

煉成毒血，重者血敗而亡，那麼氣血精液的消

耗臟腑功能的受損，直接導致乏力懶散和虛

弱，证狀之多數不胜数，應遵守急則治標緩則

治本，辨證論治的原則，以殺蟲攻毒泄熱養陰

活血散瘀安神益氣為上上之選。 

四、哪些人容易得布病（人群易感性）。 

人對布病的病原體接觸機會多，患病者就

多，是人群易感性差別，而是决定接觸機會多

少。實踐證明，各類人群（不同年齡，性別、

人種、民族、地區等）對布氏菌都易慼，就是

說不同類別人群都可能得布病，不同類別人群

對布氏菌易感性無任何區別。但是，確實看

到，在不同人群中布氏茵慼染率，患病率等有

很大差別。如，在獸醫、牧工，家畜飼養員、

擠奶工、屠宰工、皮毛牧購員、毛紡工、制革

工等患布病的人數明顯高於其他人。這個現象

不是人群對布氏菌易感性差別，而是不同職業

與牲畜及其產品接觸機會不同，所以，布病有

一定職業性。 

五、得了布病如何診斷及治療。 

1、如何診斷布病。 

診斷人的布病主要根據三個方面：第一是

布病的流行病學接觸史，第二是病人臨床表

現，第三是對布病的特異性的試驗檢查。 

2、西醫對布病怎樣治療。 

由於布病证狀多種多樣，病期又長，治療

也較複雜，並有一定難度，應根據不同病期，

不同证狀體征性質調整治療方案。西醫在大急

性期時主要是採用抗菌療不法，採用抗生素類

藥物，除抗生素治療外，還有對证治療。如失

眠者可服用鎮靜藥，關節痛、頭痛等可服鎮痛

藥，高燒者可輔以物理降溫或服解熱藥等。 

對慢性布病無特效藥物治療。我國一般採

用中醫中藥治療。因慢性期病人的证狀複雜，

不同人表現不同。有的以過敏证狀為主，有的

以內分泌紊亂為主，更有的免疫功能低下等。

醫生應依不同情況予以適當治療。 

20 世紀中期布病盛行，中晚期得到了明

顯地控制，而在 20 世紀後期 21世紀初期出現

大範圍的回升，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首先應

考慮氣候環境的適宜性，比如氣溫的回升，空

氣的污染，大量的輻射，飲食習慣，風靡全球

的大興土木，其中深挖土層可能是主要原因，

而且生活垃圾像膨脹的經濟無處不在，以及人

們對布病的理解不夠，無法獨立掌握防止傳播

的知識，這需要由相關政府部門，統一指導，

形成制度化，加強排查力度，提高認識，並有

國家撥出一定的經費，補助患病家庭，督導其

與政府合作，達到群策群防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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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市一，赤誠為民——記德化三地義診 

陳日 

(泉州市第一醫院康復科針灸室) 

 

 

文摘：2013 年 8月 9日至 2013 年 8 月 11

日，我隨泉州市第一醫院愛心俱樂部的諸位同

修前往德化，進行為期 3天的義診活動，途經

國寶鄉、上湧鎮、九仙山靈鷲岩寺和桂陽鄉，

義診了許多需要幫助的患者，為這些需要的人

群佈施醫藥，並記錄下這次旅途上的一些典型

療法，敬請各位大醫多多指教。 

非常感謝我們尊敬的泉州市第一醫院，還

有泉州開元寺，德化市各級各部門的領導和工

作人員，有了各單位的大力支持，這次的德化

義診才得以圓滿結束。能夠有幸參加這次的義

診，還得特別多謝影像科的孫主任帶隊和康復

治療科的蔡主任的推薦。 

剛抵達德化國寶鄉時，神經內科的洪醫生

就給我們“預熱”了一下，他講述了自己在一

次義診的過程當中遇到一名老人家，行走山路

2小時，就為了找他量一次血壓，洪醫生這次

的經歷深深地觸動了我。如此繁榮的社會背景

下，在一些邊遠山村鄉鎮，仍有如此多生活極

其艱辛的人們，不得不令人感到痛心！ 

義診的第三地，桂陽鄉，我親身經歷了一

名手腳麻木的老太太，她已 80 高齡，經過一

番詢問，方知其生活異常艱苦，家人不在身

邊，沒有錢買肉吃，連我開的一貼 2-3 元錢的

中藥方，都沒錢購買，只能先向左領右舍借

錢…… 

義診活動，更多的是體現我們醫生的醫

德。身為中醫，我個人認為醫德重於醫術，一

個中醫沒有高尚的醫德，即使有再好的醫術，

也是枉然。而且我相信，中醫的修心勝於修

身，身心不二，沒有修好中醫的那顆心，是達

不到好中醫的標準的。要做合格的中醫，必須

達到身心雙修。 

我想把這次寶貴經歷當中一些富有典型

的療法記錄下來，供各位同修參考，本人才疏

學淺，還請不吝賜教。 

1 上湧鎮的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義診第一地，上湧鎮，這裏民風樸實，

居民卻多失眠，以子、醜二時為主，脈象多弦

細數，對應人身肝膽少陽系統，故予柴胡加龍

骨牡蠣湯。 

《傷寒論》107 條有雲：“傷寒八九日，

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

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此方

為小柴胡湯的變方，系原方基礎加入桂枝、茯

苓、龍牡、大黃等藥物後變化而成。由於小柴

胡湯的主證沒有小便不利和一身盡重、胸滿、

煩驚、譫語，故加入茯苓利濕治療小便不利和

一身盡重，大黃治療譫語，龍骨牡蠣治療煩

驚，桂枝治療胸滿。 

考慮到上湧鎮居民的各種具體情況，在下

並未使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的原方，而是隨症

加減，主要的構架是小柴胡湯當中的柴胡、炙

甘草、黃芩，這鐵三角是組成小柴胡湯的原始

結構；然後加入龍骨牡蠣鎮靜安神；山地多

濕，故加入茯苓利濕瀉濁。若便秘，則加大黃；

若胸滿，則加桂枝，亦有當場針刺內關穴獲舒

者；若時欲嘔，則加半夏；若口苦，則加重黃

芩，亦或加梔子和丹皮；若咽幹口渴，則加黨

參和薑棗。其餘各種具體情況亦作具體分析。 

2 靈鷲岩寺的小柴胡湯系 

義診的第二地，九仙山靈鷲岩寺，這裏地

理較為偏僻，少了一點城市的喧囂，多了一分

靜修的莊嚴。這裏就是修行人尋求得到解脫的

好道場，此處的護法居士、比丘、比丘尼表面

平靜，內心波濤暗湧，煩惱不斷，雖然他們修

的是心法，念的是佛號，但是僅僅想通過念佛

號念到“理一心不亂”，談何容易！我個人認

為，修行不能夠光靠念佛號來強壓起心動念，

需要的是信，解，行，證一個過程來昇華自己。 

  在與這些居士、比丘、比丘尼交談過程

中，我發現他們的內心仍是極其不平靜，脈多

弦，或數，或細，或澀，多伴有偏頭痛，失眠，

噁心，欲嘔，便秘，泄瀉，因此病位確定在少

陽區塊，或伴有太陰經、少陰經、厥陰經的各

種症狀，隨症加減。小柴胡湯變化多端，經過

隨症加減藥物，或成大柴胡湯，或成逍遙散，

或成丹梔逍遙散，或成四逆散，均為小柴胡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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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一員。 

3 桂陽鄉的膝四針 

義診第三地，桂陽鄉，這裏的居民久居山

地，濕氣較重，加上出行需長途跋涉，上山下

山，“九曲十八彎”，方能出鄉，來診多為膝

蓋酸痛患者，視診可見膝蓋周圍多青色靜脈，

問診可知天氣變化時酸重痛明顯加重，舌象可

見苔大多白厚膩，因此辯證為寒濕阻滯，予膝

四針治療。 

膝四針為膝蓋周圍的五個穴位，鶴頂、內

膝眼、外膝眼、陽陵泉、陰陵泉進行四針治療，

其中陽陵泉透陰陵泉，對於年老體弱者，予採

取五穴五針，不進行透穴操作。針刺操作後，

贈送此次義診所攜帶的艾條，讓這些患者回家

能夠在穴位上進行灸法加強療效，化掉膝蓋周

圍的寒濕。 

4 另記原始點推拿療法 

在義診的第一地，對於那些各種疼痛的患

者，我採取的是原始點推拿療法，由於場地的

限制，能起比較明顯效果的大多是頭痛患者，

出於時間的考慮，第三地的義診時，由孫主任

代為進行原始點推拿，這也讓我能比較專心進

行針灸治療和中醫內科辯證。 

原始點推拿療法，是臺灣名中醫張釗漢創

立的，該療法用時少，刺激強，療效極高，目

前臨床適用度尚不高，但它的潛力巨大，能夠

給許多經濟困難的患者帶來福音，不需要高科

技儀器參與，不需要大量的時間，需要的是患

者的配合和中醫師的自身修養。 

5 小結 

這次的義診，讓我學習了很多，經歷了很

多，也遇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同修，他們的修

為，不得不令我感歎，我們泉州市第一醫院裏

果真是臥虎藏龍！能夠成為愛心俱樂部的一

員，讓我感到太自豪了，多謝孫主任、劉主任、

傅主任等多位前輩在路途上的提點指導，也多

謝蔡主任的推薦。

---------------------------------------------------------------------------------- 

 

李理官名老中醫事略 

楊家茂 

(邵武市人民醫院) 

 

 

 

福建省名老中醫李春城，字理官，又字仕

周，家中稱阿萬，以字名世。歷經清末、民國

和新中國時代。雖遭遇坎坷，但精勤醫業，全

心全意為民眾服務，是邵武第一位主治中醫師

和福建省名老中醫。值此先生誕辰 120 周年，

我們追尋先生博愛胸懷，精誠大醫的足跡，記

述相關事略，以志紀念。 

1、滄桑歷盡成大器 

先生于光緒十六年十月初七（西元 1890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邵武城關的中醫世家，

書香門第。其父李翯年，字白華，又字受臣，

亦精醫道。先生自幼耳濡目染其父的醫技詩

文，留下深刻的烙印。按照家族的要求，髫齡

之時就讀私塾，專心舉子業。辛亥革命廢除科

舉制度，先生進入新式學堂。1914 年 8 月在

福建省立六中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擔任過

邵武熙春小學教師和校長及邵武縣學務委

員，第一區第一保保董。民國十年(1921 年)，

先生和楊榕等 12 位地方優秀教師參加了在南

平舉辦的建安道地方自治講習所學習六個

月，回邵後，繼續從事教育和行政工作。業餘

跟隨當時邵武名醫其族伯父李夢華老中醫學

習，侍診身旁，初試醫藥，獲效良好。1928

年至 1930 年曾在邵武施醫局擔任中醫師，此

後亦醫亦教，參加過《邵武縣誌（民國二十年

版）》的編寫和邵武詩社活動。1941 年至 1947

年先生擔任過福州格致中學（1941 年因抗戰

遷來邵武）和福建省立邵武中學的國文教師。

1941 年日本侵略者在浙贛等地進行細菌戰，

邵武暴發鼠疫流行。先生的長子李忠漢時年

33 歲，不幸染上鼠疫病故。先生悲憤之後，

遂辭去教務公職，專事醫藥。尤以內婦兒科為

著。由於先生樂善好施，民眾信賴，醫教有方，

地方重視，先後被推舉為國民黨邵武縣黨務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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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幹事，邵武臨時參議會議員，邵武縣中醫公

會常務理事。當然這些任職也為“文革期間”

遭受磨難留下了口實。 

解放後先生主持邵武縣衛生工作者協

會。當時南下幹部在邵武多有水土不服、小恙

疾病，均由先生診治為愈，因此名望日增。1953

年至 1955 年先生和楊兆祥（即楊家福）在邵

武縣城區中醫聯合診所任主任醫師。1955 年

到邵武縣供銷社中醫診門部任中醫師。1957

年至 1960 年 2 月在邵武醫藥公司中醫門診部

坐堂。1959 年貫徹落實中醫政策，先生調入

邵武縣醫院任中醫研究所所長，承擔科研和臨

床診療工作。自 1956 年開始擔任邵武縣政協

委員，1958 年當選為邵武縣人大代表兼縣人

民委員會委員。1961 年被評為主治中醫師和

福建省名老中醫，享受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待

遇。1964 年因食管病症到福州醫院手術治

療，回邵後更加勤奮工作，專心鑽研，效驗卓

著，享譽閩北。 

2、繼往開來譜新篇 

邵武歷史悠久，西漢時閩越王就構築烏阪

城於此地。三國吳時即建為縣治。宋、元、明

朝相繼辟為軍、路、府治，成為閩北重鎮。經

濟文化繁榮，醫藥衛生多有發展，代有名醫著

作問世。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列強的殖民

地，西方醫藥傳入邵武。加上戰亂頻仍，中醫

藥行業陷入衰微境地。缺醫少藥，民不聊生。

先生以傳承祖國醫學為己任，經常虛心向當地

名醫丁維則、李夢華、楊榕、鄧講堂、沈少滄、

楊品堂、張福祚、沙煥孚等老中醫請教學習。

認真鑽研《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

葉天士的《臨證指南醫案》等醫籍，總結民間

醫藥經驗，曾經撰文“譽滿昭陽丁與李，審證

論治起沉屙”，讚揚前賢的醫德醫術。尤其是

解放後，黨和政府重視中醫，扶持中醫的政

策，使中醫藥人員奮發鼓舞，猶如“老樹沐春

風，煥發新姿容”，有了用武之地。先生積極

組織同仁到民間采風，搜集單驗方，挖掘中醫

藥寶貴遺產，上報省地縣相關部門，受到領導

表揚。先後還和後來調入醫院的蘇子覺、張榮

光、朱本、黃木生等同事帶教了鄧啟源，吳承

金、黃明訓、蘇德仁、姚志偉、梁祖瑞等學徒，

擔任邵武初級衛校的教學工作，進行中醫藥治

療各種常見病、多發病的臨床科研，開創了中

醫進現代醫院、會診治療疑難危重病症的新局

面。先生還積極撰寫了許多的醫藥文章和醫案

資料，1963 年在《福建中醫藥》發表了《中

藥治療妊娠熱喘》，《麻疹後期消渴》兩篇論

文。先後還和蘇子覺醫師主編了《邵武民間實

用本草》（當時冠名邵武縣衛生工作者協會編

印，學術組編著），全書有 100 種中草藥、596

方、166 頁。32 開本，於 1964 年元月由邵武

印刷廠承印了 500 本，為傳承和發揚祖國醫學

做出了貢獻。 

3、德藝雙馨為民眾 

先生以淵博的古文基礎精研醫藥，善於把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學驗俱豐，用藥精專，簡

便效驗。更由於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病患者

和藹熱情，因此求治者絡繹不絕，接踵而至。

即使後來年高望重，先生也都從不馬虎敷衍。

每遇危重疑難病症，則查找資料，參考有關醫

籍、驗案，然後診斷處方，效果卓著，更為民

眾信賴。如 1963 年曹某、黃某、江某三位婦

女同時患有心悸眩暈病症，先生根據不同的證

侯，雖然都處以歸脾湯加減，但卻分別囑用金

戒指、珍珠粒、磁石煎服，豁然病癒。至今我

們仍然會遇有許多經先生治癒、得到先生幫助

的患者和後人念及先生的高尚醫德和精湛的

醫術。鄰居吳某患病缺錢，先生既送藥品，還

資助生活費用。家貧路遠來求治者，先生親自

采藥煎煮，買上飯菜伺侯。對於五保戶、困難

戶因病住院，先生時常贈藥送物，甚至帶頭解

囊，捐款相助。而自己則清茶淡飯，常食冬瓜

羅蔔，勤儉節約，不事鋪張浪費，而為群眾輿

論信服。先生秉性剛直，待人忠厚，大公無私，

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經常早上班遲下班，遇有

病人多時則過午熬夜，儘量滿足病患者需求。

對於危重急症，更是關懷備至，認真診查，時

刻巡視，親自煎煮藥物，守護觀察，直到處理

妥當，轉危為安。1964 年一位 9 個月的幼女

得了黴菌性腸炎，到處治療未效，先生多方查

找醫籍，處以淮山一味，使其 3個月的病症 7

天就痊癒，至今該醫案還被兒科醫生所傳用。

對於其他科室請求會診，先生總是有求必至，

認真負責，積極提出自己的診療建議，往往都

是一語中的，深受領導和群眾信任。先生非常

關心同事和學生徒弟，經常為他們排憂解難。

多次敍述邵武南關白渚橋的來歷，傳頌白、渚

醫生謙謙君子、克己禮讓、誠心公益的事例。

並且引以為榜樣，身體力行，尊老敬賢，提攜

後學，獎掖先進。時常將自己的優待食品物資

贈送給同事、學生和患者，在當時困難時期，

尤為可貴。這種高尚品德、精湛醫術是值得我

們大家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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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革浩劫竟蒙冤 

正當先生以飽滿的熱情積極投身繼承和

發揚祖國醫學的事業之時，一場浩劫卻在

1966 年發生。繼“5.16”通知下發後，邵武

和全國各地一樣，文化大革命瘋狂開展。從 8

月份開始，外地的紅衛兵來到邵武，各個單位

甚至農村每個角落都相繼成立了各種各樣的

造反組織。邵武縣醫院就出現了好幾個戰鬥

隊，聯合社會上的造反司令部，把為革命為人

民做出重要貢獻的領導幹部、專家主任當作

“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

進行批鬥。由於在民國時期的經歷，先生不幸

也被列入其中，遭受慘無人性的折磨。這些造

反派為了標榜自己最革命、最左派，可能也挾

帶泄私憤在內，良心湮滅，道德淪喪，將這些

所謂的“牛鬼蛇神”抹黑臉、戴高帽、遊街示

眾，受盡打罵侮辱，進行肉體上、精神上、經

濟上的摧殘。紅衛兵和造反派還到先生家中抄

家，將先生編寫的《邵武民間本草》、《邵武眾

集驗方 1-3 集》、《醫案醫話 1-2 集》、《邵武縣

民間草藥交流資料》、《中醫診斷學簡編》以及

中醫書籍、牌匾錦旗獎狀等各種物品強行搜

去，付之一炬。可憐先生 76 歲高齡受不了這

樣的淩辱，幾個月後導致中風癱瘓，未能治

療，終於 1966 年 11 月 26日含冤逝世。 

 
（本文根據邵武市政協提供的相關檔案，並先後

採訪鄧次侯、馮玉琳、黃木生、李忠明、李厚培、李

竟新、高鵬及參考鄧啟源回憶錄，在此一併致謝！） 

---------------------------------------------------------------------------------- 

 

延壽保健酒 

唐紅豔 

（臺灣中華傳統醫藥研究委員會） 

 

 

藥酒是祖國醫學方劑學的重要組成部

分，也是傳統醫學養生健體和防病治病的又一

獨特方法，藥酒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1、製作簡單，便於存放。 

2、使用方便，內外可用。 

3、見效快，療效好。 

4、使用安全可靠，副作用少。 

製作藥酒有以下幾個方面要求： 

1、選用的藥材必須潔淨．沒有變質劣次，

偽劣藥材不能使用。 

2、配製時所用的白酒、米酒、黃酒應選

用優質品，不能使用劣質酒，以免對人體造成

損害。 

3、配製的藥酒必須與所治療的疾病相符

合，要根據其身體氣血的盛衰，五臟六腑的偏

盛與不足來選擇適宜的藥酒方。 

4、配製的藥酒不宜過多，一般以 5000ml

左右為宜，若病未愈，可以再行配製，以免浪

費。 

5、泡藥酒時應將動物類與植物類藥材分

別浸泡，服用時再將泡好的藥酒混合均勻，因

為動物藥材中含豐富的脂肪和蛋白質，其藥性

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浸泡出來，而植物藥材中有

效成分能迅速溶解於酒中，分開浸泡，便於掌

握浸泡時間。 

6、泡藥酒須用陶瓷或玻璃器皿作為容

器，不能使用塑膠或鉛、鋁制器皿，因其中所

含有害成份易溶解於酒中，對人體造成傷害。 

保健酒的製作（自製） 

配方一：海馬 130 克、海龍 130 克、蛤

蚧 150 克、鹿鞭 140 克、冰糖 150 克、羅漢果

4個。 

配方二：淮牛膝 100 克、黃芪 150 克、枸

杞 100 克、紅棗 100 克、田七 80 克、肉蓯蓉

100 克、女貞子 80 克、桂圓肉 150 克、冰糖

200 克、羅漢果 5 個、西洋參 50 克、黃精 50

克。 

將配方一中藥材裝入一個容積為 2000 毫

升玻璃容器中，加入米酒（自釀制），酒精含

量為 50%左右，1750 毫升，然後密封，置入陰

涼處存放。再將配方 2中藥材（洗淨，涼幹）

裝入一個容積為 2500 毫米玻璃容器中，加入

酒精含量為 50%的米酒（自製）2000 毫升，然

後密封，置入陰涼處存放，這樣整個藥酒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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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完畢。然後每天將藥物攪拌一次，以便藥

材中有效成分充分溶解析出，待藥材浸泡 2

個月（春夏一般以二個月為宜，秋冬季氣溫低

下須浸泡三個月為宜），藥酒便製成。服用本

藥酒，需注意以下幾點： 

1、要根據自己耐受力，合理、適宜飲用，

以免引起頭暈，嘔吐等不良反應。 

2、不宜飲酒者要禁飲，如孕婦、哺乳期

間的婦女，兒童等不宜飲用。 

3、年老體弱者，應減量飲用（因其年老

體弱，新陳代謝功能相對緩慢）。 

4、飲用本藥酒，如遇有感冒、發熱、嘔

吐腹瀉等病證時，應停止飲用。 

5、對於慢性腎功能不全，消化道潰瘍、

肝硬化、心功能不全，高血壓等患者應禁飲。 

6、服用西藥，如阿司匹林、甲氨蝶昤、

磺胺類、氯丙嗪、奮乃靜、利眠寧、利福平等，

不能飲用本藥酒。 

 

--------------------------------------------------------------------------------- 

 

邵武回民杨氏医家简介 

杨家茂 

（福建省邵武人民医院） 

 

 

邵武回族自明朝洪武二年（1369 年）杨

赉兴授任邵武府右营指挥使，定居已经六百多

年，成为福建回民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传统

信奉伊斯兰教，其清静的卫生习惯和独特的医

药方法，已经有文章介绍[1]。限于年代久远，

家族谱牒往往只有生卒时间和婚嫁子嗣，医家

事迹多所忽略。方技又凭家传私授，秘不外漏，

文字记载不多。或有著述，大多毁于兵火，文

革时期查抄焚灭。今多方采樜，就其中著名的

杨氏医家简介如下： 

1.杨崇道，字晋南，号学山，一字希立，

乃杨氏迁邵第九代祖天麟公之长子。生于康熙

庚子年（1720 年），性豪爽，不治家人产。家

无担米，储蓄晏如也。工诗，尝游学吴越，与

知名人士唱酬，颇多佳作，有《樵居吟》、《吴

游草》诗集名世。精岐黄术，活人无算，不受

谢。民众咸服其品之高。乾隆癸卯科（1783

年）乡荐岁贡生。卒于乾隆戊申年（1788 年）

正月十八日巳时，享寿六十九岁。妣马氏，生

五男三女。长子日耀，次子日明，三子日升，

四子日昌，五子日新。 

2.杨日新，字观五，号用庵，考名国光，

崇道公之五子。生于乾隆乙亥年（1755 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巳时。家贫教读，自幼习文，

弱冠后随父行医，言笑不苟，乐于为善。虽饢

衿不继，不轻受人馈。亦工诗，抒写性灵，不

事雕饰。曾于嘉庆十六年（1811 年）主编《杨

氏族谱》。嘉庆己卯年(1819 年）乡荐岁贡生。

与其父杨崇道事迹俱载于咸丰五年版《邵武县

志.卷十四文苑》[2]。妣范氏未育，继妣沙氏

生一男一女，子名杨准。 

3.杨名亮，乃迁邵杨氏第十二世祖绍禹公

之子。生于道光二年（1822）正月二十三日。

清太学生。怀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愿，

弃官从医。承传山西回民所携创伤外科的理法

方药，又努力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以

及江浙温病学说。一生勤奋钻研，治病救人，

活人无数。撰著许多医药书籍，传授其子杨汝

顺。成为清朝时期邵武城区著名医家。现存其

编著《仙香集》卷二及眉批《图注本草备要》

一部。卒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五月二十

九日。享寿六十六岁。妣黄氏，生一子，杨汝

顺[3]。 

4.杨汝顺，杨名亮之子。生于同治己巳八

年（1869 年）二月初二日。师承家父医技，

擅长内科杂症，救人甚多，是邵武医家藏书最

多的医家之一，可惜大部分都因文革时抄没焚

毁。卒于民国辛未二十一年（1932 年）七月

二十七日，享寿六十四岁。妣范氏，乃熙春公

之长女。生育三男四女，长子兴富，次子兴贵，

三子兴荣。 

5.杨兴荣，杨汝顺之三子。生于宣统辛亥

三年（1911 年）八月十四日。幼承家传，又

学习当地外科名家余细保，内科痧瘴名医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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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理法方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治疗内

外妇科疾患颇有经验。一生忠厚淳朴，治病救

人无数。笔者自幼侍诊在旁，跟随出诊采药，

获益极大。曾总结其治疗黄疸型肝炎（黄痧症）

和痧瘴病症经验，发表在国家级学术期刊[4]，

得到群众好评。卒于 1980 年 5 月 11 日未时，

享寿七十二岁。妣蔡秀荣，生一男一女。子名；

家茂。 

6.杨鸾祺，名陶然，字庭辉，生于同治丁

卯年腊月初十日（1867)，清恩贡生。先在上

海任职，将调安徽任知县时，因母病邵返。一

边看书为母治病，一边在拿口小学任校长。自

此滞留家乡行医。民国时医名大振。参加了清

朝王琛等主修的光绪二十六年《邵武府志》[5]

的编校工作.曾和沈少沧，邓讲堂，沙文荧等

名医组织邵武县中医师公会。设立施医局，为

群众义务诊病，免费送药，名声远播，学徒习

医者众。其中刁福寿。徐明来是邵武民国后期

名医。又参与《邵武县志》民国二十五年版的

编写[6]，撰写多册医著论文，选登在民国时

《铁城报.中医公会专栏》。妣范氏生二子四

女。长子焰章，次子荣章。卒于 1949 年，享

寿八十二岁。 

7.杨榕，名溥然，字镜寰，号溶波。生于

光绪丙戍年（1886 年 ）八月初五日，幼攻国

文，成为当地有名教师。民国十年（1921 年）

和李理官、沙文荧等十几位地方优秀青年教师

参加了在南平举办的建安道地方自治讲习所

学习六个月。因接触民众病苦，而有志于医。

擅长用经方，辩证准，药量大，效果好。与当

时社会名流有交往。曾主持邵武施医局数年，

博得群众好评。卒于 1953 年 9月 20 日，享寿

六十八岁。妣何氏，生二子一女，长子埙章，

次子煟章（即杨光，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毕业）。 

8.杨明辉，名魁然，号月亭，乃杨鸾祺之

弟。生于同治壬申年（1872 年)九月二十二日。

清太学生，医心慈，医术高。擅长外科与喉科，

多用自采自制的中草药治病，颇有名声。终年

不详。妣苏氏，生一女。后娶梁氏，生二子，

长成章，次平章。平章 1949 年赴台湾。 

9.杨家福，又名兆祥，名医杨汝顺之孙，

乃迁邵杨氏第十六代传人。生于民国辛亥之年

（1911 年）十月十六日。幼承家传，行医城

区。解放后和李理官、朱本等名医在邵武县城

区中医联合诊所任医师。公社化后进入城关保

健院。六十年代下派到朱山，王亭大队任医疗

站负责人，从事中医药诊疗工作，带徒多人，

出名的有吴承金等人。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

卒于 1972 年 3 月，享寿六十二岁。妣范氏，

生一女，名木珍。继娶林氏，有养女，名美桂，

嫁后衙街万森茂。 

10.杨成章，杨魁然之长子。生于 1921

年 1 月 11 日。幼自家传，长期在本市水北镇

大漠等地为群众治病，有较好的名誉。妣李金

莲，生二男三女。长子日华，次子光华。卒于

1993 年正月十五日。享寿七十二岁。次子杨

光华，继承父业，多次参加培训学习，目前仍

在水北镇大漠村行医。 

总之，山西回民从大同外屯戌边，定居邵

武以后，和当地民众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

相渗透，出现了很多著名医家。他们为了防治

疾病，吸取医药精华，成为当地医药卫生界的

重要力量，为民众保健事业做出了贡献。由于

主客观诸多因素，采集资料不全，尤其是明朝

时期和清朝前期的资料缺失，错漏难免，敬请

补充指正。 

参考资料；略。

 

 

--------------------------------------------------------------------------------- 

 

 

沈少滄老中醫事略 

楊家茂 

（邵武市人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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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少滄，字學興，名逢源，一說逢元。邵

武縣衛閩鄉謝坊村人。幼年喪父，承母教諭，

發奮讀書。少年即考中秀才，不久應舉落第，

無心仕途。弱冠開始，立志習醫。在當時邵武

大儒名醫朱和靖門下受業。得精心教授，學業

長進很快。遂先後懸壺于謝坊、橋頭、洪墩，

專心岐黃，為民眾治病，名聲鵲起。 

民國十五年（1926 年），先生從謝坊遷居

邵武城區南關。曾應聘在漢美中學，樂德女子

中學教授國文，得到同行和學生家長的好評。

當時醫生不多，疾病叢生，遂棄教從醫。先在

甯喜延（寧冬仂）的伊盛厚藥店坐堂，數年後

自行開業。由於文學功底深厚，精通《內經》、

《傷寒論》《金匱》諸醫籍，又長於婦科，醫

術精湛，享有盛名，為邵武近代名醫。 

民國二十年後，先生參與秦振夫、朱書田

主持的《邵武縣誌》編寫工作。同事的有董事

楊榕，編輯李理官，採訪沈少滄、沙文熒、李

翯年，楊庭輝、沙明、楊昆等，均是邵武醫界

名流，具有很高的學識和人脈優勢，使得《邵

武縣誌》很快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 年）由

邵武永生堂順利印刷出版。沈老團結同仁，宣

導創建邵武縣中醫師公會，于民國二十七年成

立，被推選為首屆主席，開展醫藥研究，維護

醫師權益。支持楊榕、沙文熒等醫生設立施醫

局，免費為貧困患者診病施藥，煎煮防暑茶、

午時茶，為民眾解渴防病，得到群眾的讚揚和

愛戴。先生日診夜讀，是當時邵武城區藏書最

多的醫家之一。先生還利用閒暇時間，將自己

的臨床心得，撰成文章，著有《傷寒辨別》、《易

經辨錯》、《醫案醫話》等醫籍，可惜都毀於大

火。鄧榮師承其醫術，成為邵武民國時期的名

醫。先生育有二男三女。長子名正本，次子名

立本，均於 1942 年因鼠疫爆發染疫病故。有

孫沈漢，出生於 1927 年 10 月 13 日，長期從

事小學教育工作，於 2008 年冬逝世。次女沈

細妹，嫁洪墩橋頭吳家，生有外孫吳德松，從

事中醫婦科工作，已退休。沈老生卒時間，據

《南平地區志》載“生於光緒十八年（1892

年），卒於 1951 年 3 月 7日”終年 60 歲。而

當地老年同裏則謂生於同治三年（1864 年)，

卒於 1946 年 3 月 7日，享壽 82 歲。兩者相差

甚多。若按其孫沈漢出生時間和其外孫吳德松

的回憶，當以後者更為符合。特此存疑，敬請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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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護理體會 

3.1 心理護理  肛竇炎具有難治癒、症狀易反

復等特點。因此，多數患者都有悲觀、憂思多

慮的不良情緒改變，甚至想放棄治療，護士要

做好患者的情志疏導工作，使患者消除不良情

志，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積極配合治療。 

表 2  兩組治癒所需療程比較（n） 

3.2 肛管的選擇及插管方法   肛管不能過粗

過硬，最好用 14 號矽塑吸痰管代替，插管前

用凡士林或液體石臘油充分潤滑肛管肛門後

輕輕插入肛內 2-4cm 即可，不必插入過深，嚴

防擦傷肛管直腸粘膜。 

3.3 飲食調理  治療期間禁食辛辣、醇酒、煎

炒、海腥等刺激性食物。 

3.4 中藥灌腸注意要點  ：①灌腸前應排空大

便，必要時予清潔灌腸。灌腸用中藥液溫度以

38-40℃為宜，因為藥液溫度與體溫接近易於

被腸粘膜吸收，且病人無不適
[2]
②灌腸時臀部

抬高 15cm 左右，灌腸完畢後囑患者繼續臥床

30 分鐘。 

4 討論 

    中醫認為肛竇炎多為飲食不節，過食辛辣

醇酒肥甘煎炒之品致濕熱內生，濁氣下注大

腸，大便乾燥用力怒責，肛管損傷感染致使氣

血瘀滯經絡阻塞而成，或因脾虛、中氣不足或

肺腎陰虧，溫熱乘虛下注，鬱久蘊釀而成
[1]
。

治療關鍵在於清熱利濕活血化瘀，故用大黃瀉

火解毒，行瘀通經、通便；紅花活血祛瘀，川

蓮瀉火解毒，清熱燥濕；當歸補血活血；野菊

花清熱解毒。諸藥合用共奏清熱解毒、除濕活

血、行氣化瘀之功。微波是一種電磁波，具有

熱效應作用，其穿透力可達組織內 2-5cm，能

改善內部組織的血液迴圈及新陳代謝，促進炎

症消退，促進組織的修復，同時可促進藥物的

吸收，促進中藥發揮其功效
[3]
。故中藥保留灌

腸配合微波肛內理療治療肛竇炎，能提高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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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縮短療程，且無副作用，值得臨床進一步

推廣運用。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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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埋豆治療肛腸病術後疼痛的療效觀察與護理體會 

 

吳玉宏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一區） 

 

肛腸病術後疼痛為肛腸病手術後的首位

併發症，是由於局部組織受到不同程度的手術

損傷，神經纖維受外源性理化因素的反復刺激

所致，一般患者也往往將術後刀口疼痛視為一

種不可避免的經歷，以疼痛為誘因而引發一系

列次級併發症，給病人造成了病理性的改變、

功能上的異常、心理上的傷害，臨床上引發了

大便困難、尿瀦留、情緒緊張，煩躁不安，嚴

重者出現胸悶氣短，呼吸急促，面色蒼白，四

肢厥逆，出冷汗，心率加快，血壓升高，休克

等，更有甚者誘發心腦血管疾患，乃致危及生

命，直接影響了手術的品質，因此提高手術品

質，保證手術安全，減少術後併發症的發生，

減輕病人的痛苦，將是醫者追求的目標。自

2012 年自今我科對肛腸病術後病人採用耳穴

埋豆治療肛腸術後疼痛取得滿意療效，現總結

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 2012 年 4 月-2013 年 4

月在某中醫院肛腸科住院患者 120 例，其中男

性患者 50 例，女性患者 70例，痔術後 45例；

肛瘺術後 40例，肛周膿腫術後 35例；年齡最

大 75 歲，最小 18 歲，平均年齡（43.48±

13.23）。 

1.2.1 取穴根據患者病情，並遵照中醫辯證特

點選擇神門、皮質下、直腸下段、肛門等穴位。

神門：三角窩內，對耳輪上下腳分叉處稍上

方；皮質下：對耳屏內側面；直腸下段；耳輪

起始端，近屏上切跡處；肛門：對耳輪上腳前

緣相對耳輪處。 

1.2.2 耳穴埋豆選用華佗磁療貼耳穴專用（Ⅱ

型）。 

1.2.3 操作方法：①首先對耳部進行全面檢

查；②選擇耳穴，確定耳穴埋豆位置並做好標

記；③用 75%的酒精消毒耳廓；④操作者一手

固定耳廓，另一手持鑷子夾持磁療貼貼在耳穴

部位，俗稱“埋豆”，貼壓時要施一定壓力，

並按揉片刻以加強刺激，使患者耳朵感到酥麻

脹或發熱；⑤留埋期間，囑患者用手定時按

壓，進行壓迫刺激，以加強療效，每天 3-5

次，每次 1-2 分鐘，出現刀口疼痛時，可即刻

進行穴位按壓，可以有效地緩解疼痛，每次貼



 

 501 

壓後保持 3-5 天。 

1.2.4 注意事項：①對耳廓進行檢查，觀察有

無潰瘍、濕疹、凍瘡、破潰時不宜採用，選穴

一定要準確，否則無效；②夏天易出汗，貼壓

耳穴不宜過多，時間不宜過長，皮膚感染；③

如對膠布過敏者，可用粘合紙代之；④對過度

饑餓、疲勞、精神高度緊張、年老體弱、孕婦

按壓宜輕，急性疼痛性病症宜重手法強刺激；

⑤孕婦 6 周到 3 個月禁用，5 個月後需要治

療，可輕刺激,習慣性流產者忌用;⑥如果貼後

皮膚瘙癢或痛感時,立即取下,小心過敏、發炎;

⑦從貼著的部位取下磁療貼時，不要強行撕

扯，以免拉傷皮膚。 

1.3 療效觀察指標  肛腸病術後疼痛程度採

用 100mm 視覺類比尺規法評分。用阿拉伯數字

0-3 表示。0 分為疼痛消失，0-25mm；1 分為

輕度疼痛，26-50mm;2 分為中度疼痛，尚能忍

受，51-75mm；3 分為十分疼痛，不能忍受，

需要用止痛藥物，76-100mm。 

1.4 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

指導原則》中的療效判定標準。①治癒：臨床

症狀消失，n≥90%；②顯效：臨床症狀顯著改

善，70%≤n＜90%;③有效：臨床症狀有改善，

30%≤n＜70%;④無效：臨床症狀改善不明顯或

無改善 n＜30%. 

2 治療結果 

耳穴埋豆後臨床療效 

n   治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120  6     58    36    20      83.3 

3 護理體會 

3.1 心理護理  手術給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

負擔，恐懼不安，精神過度緊張，情緒抑鬱。

護理人員要根據患者的情況，提前指導患者正

確認識疼痛問題，消除緊張恐懼情緒，提高心

理耐受性，達到調暢情志的目的，以有利於疼

痛的緩解。術後可給患者做好病情的解釋工

作，在做埋豆前做好充分的心理疏導，提高患

者對疼痛治療的認識和理解，分散患者對疼痛

的注意力，提高機體對疼痛的耐受性，使疼痛

意念分散、疼痛概念轉化、專注轉移，同時告

知患者保持自然舒適的體位，放鬆全身肌肉，

指導病人閉目息神。 

3.2 耳穴壓豆的治療機理要從耳與經絡的關

係來解釋。早在《內經》就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耳與經絡的關係非常密切。如《素問·繆刺論》

載：“手足少陰，太陰，陽明之路，此五者皆

會於耳中”。[1]故按壓耳穴，神門交感等止

痛穴位，再配合大腸，小腸，以及肝腎等穴位

能夠在止痛的基礎上，更好的調理機體的各種

功能，有助於肛腸術後其他併發症的治療。 

3.3 人體臟腑通過經絡與耳廓有密切聯繫，耳

廓分佈著豐富的血管和神經，在治療肛腸術後

疼痛的患者中，通過刺激耳部神門、皮質下、

直腸下段、肛門等穴位，而達到舒經活絡、消

腫止痛之目的。採用耳穴埋豆的方法治療肛腸

病術後疼痛，不僅有效緩解臨床症狀，而且操

作簡便、費用低廉、無明顯不良反應，易於被

患者廣泛接受，大大提高了患者滿意度和護理

人員的勞動價值。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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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熏洗法在肛腸疾病的臨床護理體會 

 

劉薇文   黃瑞蓮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觀察 120 例均為 2013 年 3 月

至 2013 年 9 月我科住院患者，隨機分為治療

組和對照組。治療組 60例，其中男 35例，女

25 例，年齡 28-70 歲，平均年齡 46.5±5.1

歲，對照組 60 例，其中男 31 例，女 29 例，

年齡從 25-66 歲，平均年齡 44.5±4.8 歲。 

1.2 治療方法 

治療組採用中藥苦參、明礬、芒硝、醋艾

葉、黃柏、紫草加水 300ml 煎煮成 100ml 濃縮

液，塑封入真空袋中，使用時將一袋中藥

（100ml 加入 1500ml 溫水中，水溫約 50-70

℃）先熏,待水溫降至 39-41℃時，囑患者將

手術切口浸入其中，熏洗坐浴 20-30 分鐘，每

日兩次。對照組：採用 1：5000 高錳酸鉀水溶

液熏洗，每日 1-2 次。兩組均以用藥 1-15 天

為療效評估統計，治療期間忌辛辣食品。 

2 結果 

2.1 療效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

原則》中有關標準規定顯著：傷口疼痛消失，

肛門消腫完全消失；有效：傷口疼痛緩解、水

腫見消；無效：症狀、體征無變化。 

2.2 兩組療效比較(%) 

組別    n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60  24(40.0) 34(56.7)  2(3.3)  96.7 

對照組 60  16(26.7) 28(46.6）16(26.7) 73.3 

注：  P﹤0.05 治療組總有效率高於對照組，

兩者有顯著差異。 

2.3 治療反應：用 1：5000 的高錳酸鉀溶液外

洗，僅有清潔消毒作用，並無直接的治療作

用，且用法用量不當時容易造成不良後果，但

用熏洗湯有清熱消腫、散風止癢、活血止痛、

收斂生肌等功效，多數病人用熏洗湯熏洗反應

良好，見效時間最短 1 天，最長 4天，平均見

效 2 天，僅個別局部炎症明顯（急性血栓外

痔、炎性外痔）的患者最初 2天用藥熏洗時間

有肛門輕微熱痛現象，但在熏洗後 20 分鐘，

肛周熱痛消失，反而覺得肛門輕鬆舒服，療效

時間最短 5天，最長 15天， 

平均 10天。 

3 體會 

   痔瘺外洗方是我院肛腸科學科帶人林康泉

主任的經驗方，具有清熱解毒、祛風止癢、燥

熱殺蟲、祛瘀止痛、涼血止血、收斂固脫的綜

合作用，完全符合肛腸病的發病原理
[1]
，痔瘺

外洗方採用熏洗法，熏則令膚腠理開池，洗則

全藥氣內透，使藥物作用直接赴病所而達到治

療目的。 

熏洗湯適應於肛腸各種常見病、多發病

的治療，特別是局部炎症明顯，不願接受手術

治療和門診手術每天來換藥不方便的患者，均

可使用熏洗湯，既可清潔消毒，又可促進傷處

早日癒合。 

4 討論 

   肛腸疾病是一種常見病、多發病，中醫認

為引起肛腸疾病的因素不外乎是風、濕、燥、

氣虛、血虛、氣滯血瘀等因素而在臨床上以濕

熱下注、氣滯血瘀為多見，痔瘺外洗方中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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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燥濕，袪風殺蟲；明礬解毒殺蟲，燥濕止

癢；黃柏清熱燥濕之功；芒硝軟堅散結之功；

紫草涼血活血、清熱解毒；醋艾葉溫經散寒，

止痛、止血；諸藥結合，各司其職，共奏清熱

利濕、活血化瘀、消腫止痛之功。 

   將本方藥物煎水後，趁熱熏洗、淋洗患處，

使藥力和熱力自體表毛孔透入血脈、經絡而達

到溫經通絡、活血化瘀的功效，較內治法作用

更為直接。本法操作簡便，但藥物溫度高、作

用時間長，因此護理操作前應向患者充分講解

中藥熏洗法的基本知識和注意事項，以取得配

合，痔瘺外洗方熏洗通過中醫辯證論治，辯證

施護從而有效地改善肛腸疾病的症狀
[2]
。其療

效好、價格低廉，無毒副作用是其主要特點，

它為臨床醫生增加了用藥的選擇性，為病員提

供了簡便的治療方法，深受醫護患的青睞，本

製劑若能繼續研究並推廣，將會使這種常見病

的患者得到及時治療，解除痛苦，恢復健康。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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