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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之道發於歧黃，神農嘗百草而知藥理。歧黃著《素問》、《靈樞

》而興鍼術，鍼灸學術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數千年來以其獨特的療效

深獲人們所接受。

    在《黃帝內經》中記載了毫鍼的作用是「通其經脈，調其氣血」，

晉代皇甫謐，精研經絡、細理兪穴，辯陰陽氣血之盛衰。識寒熱虛實之

消長，搏極醫理，巧磋技藝，乃著《鍼灸甲乙經》鍼道由此遠揚光大。

而至隋唐宋元、明清民國，師承相傳，聖道發揮，鍼灸至今已成獨立學

科而仍蓬勃大力發展中，為世界各國所肯定，並進一步深入研究發展。

本會以研究中國鍼灸學術，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促進人類健康為宗旨，

除了鼓勵會員踴躍參與研究中國鍼灸學術，並加強國內外鍼灸學術交

流，辦理鍼灸學術研討會。

    電腦網路興起後，在學術的應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文獻資料可經

由網路快速查詢，最新的學術進展也可以立即見於網路。因應時代潮流

及趨勢，於是本會創刊《中國鍼灸學雜誌》，將寶貴的中國鍼灸學術

研究成果以符合國際水準的雜誌發行之，期望本雜誌的創刊發行，能

在學術研究成果的發表上，對會員及鍼灸界同道有所貢獻。本雜誌得以

順利出版，歸功於編輯團隊熱心無間的合作及協助編審稿，最後感謝李

政育理事長、黃碧松理事長、林寶華理事長、鄭淑鎂中醫師、王清福中

醫師、吳哲豪中醫師、程維德中醫師、陳俐蓉中醫師、王姿菁鍼灸中醫

師、廖世隆中醫師踴躍賜稿，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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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糖尿病是一種常見威脅人們健康的慢性疾病，西醫對糖尿的了解尚有瓶

頸，用藥仍顯不足，無法全面關照，往往侷限在內分泌的疾病，患者即使接

受西醫治療也無法完全治癒，僅能夠達到血糖控制的效果，更需要服藥一輩

子。糖尿病在中醫是屬於消渴證範疇，外感病毒是糖尿的主因尤其突發形成

高血糖的疾病，皆為胰島細胞受到細菌、病毒、蟲、微生物感染所導致。此

外，中醫認為不只是內分泌異常所產生的疾病，糖尿的產生牽涉到至少胰、

肝、肺、腎、大腸、肌肉組織、血管循環、神經、骨髓及腦等組織與器官。

胰臟胰島素的功能損壞、肝臟各種疾病如肝炎、肝硬化、肌肉嚴重創傷損傷

如橫紋肌溶解、燒燙傷、癰疽瘡瘍、血管彈性通透度的好壞、骨髓炎、醫源

性、腸道病變、長期便秘患者、腎臟疾病、惡性腫瘤、各種腦血管神經病變

或是神經纖維病變皆會導致高血糖的產生，不同的病因病機透過分析診斷鑑

別，產生了明確的治療策略與方向，達到對症下藥的精神。

關鍵詞：糖尿病、感染糖尿病、創傷性糖尿病、神經性糖尿病、循環系統性

        糖尿病、臟腑性糖尿病、腫瘤性糖尿病、消化道免疫性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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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糖尿病只是消渴証的諸多病症之一種

    糖尿病只是消渴証的一小部份。中醫的消渴証至少包含有各種熱性病、

或高燒、或吐瀉、或咳喘久的，所導致的消與渴所形成的黑、乾、瘦、食多

而瘦、飲多而尿少、或飲一溲二或食多而便秘、口乾而飲不止渴等症狀。當

然也包括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低下的吃多而瘦。(按:甲狀腺機能低下的病患並

非如一般教科書所說的會肢端肥大，也有許多是黑、乾、瘦、吃多而瘦的)

最大的原因是古代沒有輸液方法，而蔬茶水果亦少，水份有許多地方極為取

得不方便，而如熱性病發作或感染，往往體液過度蒸發，而形成消渴証，所

以市面上有許多學者專家，將糖尿病等同於消渴証，這是不對的，只能說消

渴証包含糖尿病，糖尿病是消渴証之一。

    另外，如尿崩症，或腎上腺皮質病變如阿迪生氏症，腎衰竭的初期亦會

口渴、飲、多尿、或進入代償期的脫水亦會，如各種水蓄痰飲病，如胸腔積

液的尚有自我代償能力期，皆有消渴症狀。古人最多的肺結核病，在急性期

或結核菌進入脊髓神經損害時，會長強，每在做愛後、或熬夜、或含水份與

膠質多的蔬果、魚肉攝取不足時，皆會有消渴症狀，所以中醫所稱的消渴証

是一門跨多種學科疾病，並非只有等同於糖尿病，期望以後中西醫同道在行

文時，能有所注意。

貳、外感病毒是糖尿主因

    依中醫理論以及近來幾年的西醫用藥的進展，對糖尿病的成因，慢慢有

點合流之趨勢。但西醫對糖尿的了解仍極為粗糙，用藥仍極為淺少，為什麼

呢？ 因為糖尿病如依傳統西醫看法，皆稱胰島細胞無法分泌胰島素所致，

實際上胰島細胞病變只是引發糖尿的原因之一，尤其突發形成高血糖的疾

病，皆為胰島細胞受到細菌病毒、蟲、微生物感染所導致，尤其早期柯薩奇

病毒的腸病毒感染是引發突然高燒，燒退的依賴型糖尿病原因之一，因日前

西藥極端稀少，幾乎可說沒有醫治病毒感染人體的藥物，只能讓其自然痊癒

後，看有否自我修復能力，而化學合成單一結構式藥物皆通不過各種屏障，

對胰島細胞完全無修復功能。所以形成依賴型糖尿病是胰島細胞或急性熱性

感染後所發作為主因之一，此種原因主要在於免疫過亢所致。

李政育等  Lee Chen-Yu et al.



    胰島細胞感染性糖尿病，初發期為少陽、陽明併病的表風熱，是大柴胡

湯加黃芩、黃連、黃柏，或再加生石膏、知母、苦參，或再加桑白皮的階

段。而自體免疫攻擊的糖尿病，則為陽明腑証或兼有陰虛發熱，或血熱，是

葛根湯或白虎湯，竹葉石膏湯，此時的方劑皆應去甘草、紅棗，甘草要用亦

只能極少量，維持不會有「臟躁」出現即可，一旦此階段將甘草、紅棗、黑

棗、龍眼乾、人參、黨參、黃耆…類補氣、補脾胃藥加入，立即血糖高起，

此時只可以苦寒退熱的藥為主治方劑，如要用參，亦頂多可用元參、或沙

參、或苦參。黃芩、黃連、黃柏劑量要加重，一開至少五錢或一兩以上，石

膏用生石膏，至少要四兩，或用育生免疫過亢方，亦須去甘草或只用極少

量，青蒿、知母、地骨皮，或再加丹皮、枝子，或桑葉、桑枝、桑木，或枸

杞根…皆可，劑量亦皆須重。

    因中焦熱皆會便秘，所以加入大黃、或卜硝，或已有大便，但乾硬如羊

屎，不易出，則應加入如桃仁、火麻仁、郁李仁類的能潤腸藥物，或加入像

天冬、麥冬、括蔞根、生地、葛根…類能涵養胃腸津液藥物，以維持腸不

燥，就不易形成大腸便秘性高血糖症。

    胰島細胞的發炎，尚未進入萎縮前，如果過度亢進，形成中焦陽亢或陽

越，大黃與卜硝如開到五錢八錢了，仍不能通便，同時降下血糖，此時為陽

越，應改以健瓴湯加黃芩、黃連、黃柏、生石膏、大黃、桑白皮為主方，一

樣的必須維持在每天至少有三次以上的大便。

    早期我曾只用大黃、生石膏、山藥，三味藥當作治糖尿病的方劑，只用

三味，但劑量以生石膏為君，至少四兩以上，大黃則以至少能一天解三次以

上大便，甚至於解七八次到水瀉，等水瀉三、五天後，慢慢會恢復只大便

二、三次，此時血糖自可快速正常，這是偏向胰島細胞發炎、水腫的急性期

用藥。

    當胰島細胞發炎或水腫慢性化之後，會一段時間的陰虛或氣虛期，此時

可用像知柏地黃湯、或甘露飲、或百合固金湯、或八仙長壽丸。或血虛、血

枯期用血枯方、七寶美髯丹，亦皆須去掉或用極少量的甘草，此時可沙參、

元參、丹參、黨參共用，人參則用白晒或西洋參。此階段如要用人參，亦量

應少，黃耆仍不能用。

    當胰島細胞繼續進行性的萎縮，就進入氣虛或氣虛兼陽虛，必須用補

氣、補陽的藥物，增加胰島細胞的活性與循環，促進胰島素的分泌量，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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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補中益氣湯、聖愈湯、補陽還五湯、歸耆建中湯，甚或十全大補湯、香砂

六君子湯…等方劑，亦甘草、紅棗少量，但黃耆、人參皆可加大劑量，甚或

加入玉桂、附子、良薑，以促進週邊血幹細胞與胰島幹細胞的新生。此時的

薑如要用，不可用乾薑，如用乾薑亦應少量，並加入黃芩、或黃連、或黃

柏，至少三、五錢以上，避乾薑、附子，在刺激胰島幹細胞與週邊血幹細胞

生長過程，連帶導致血糖異常高起。

參、胰臟腫瘤亦會誘發高血糖

    胰臟炎、或胰臟腫瘤、或胰臟頭或體肥大，或蟲遊穿進入胰臟，皆有可

能引發高血糖，亦可能連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一道高起，或膽固醇、中

性脂肪、白血球高起，更有些病患的甲種胚胎蛋白(AFP)。消化道癌胚蛋白

(CEA)、腫瘤標誌CA19-9、或LDH、CPK、CRP、ESR都有可能昇高，不管良惡

性腫瘤或腫大，皆可考慮幾個用藥方向:

一、瘀熱型：用乳沒四物湯加黃芩、黃連、黃柏、大黃、二朮、二苓、澤

瀉，再加山豆根、良薑，因血糖高，所以不可用甘草，可再加桑葉或桑

白皮、生石膏之類藥同服。大黃的量原則上用到每天有三、五次的大便

的量。

二、腫硬型：尤其組織增生，偏向纖維化、肌肉肥大的用通經方、或仙方活

命飲、乳沒四物湯類藥，再加如「一」之另加藥物，如長服仍不消，可

再加三稜、莪朮，或元胡、鬱金，如再不消可加入酒或醋泡後同煎服。

三、証不易分別者：用治無名腫毒的仙方活命飲來加「一」所加的藥物。

四、久病而氣虛，腹水或足脛腫水者，初期可考慮改用育生柴苓湯或育生五

苓散(腎炎方) 、或香砂六君子湯、或參苓白朮散…方劑，加入黃芩、

丹皮、山豆根、良薑、黨參、人參，並再加入乾薑、附子、玉桂，但量

宜由少量一、二錢開始加入，在加入薑、附、桂的過程，須將黃芩、黃

連、黃柏類藥跟著加重，一方面抑制腫瘤癌幹細胞的增生。一方面促進

造血，促進小腸對營養的吸收，同時維持電解質與生命恆定跡象。

五、所有各型方劑，皆可同時服用保安萬靈丹、育生丸、川七。

六、如有手術切除腫瘤，在尚未拔管前可用補中益氣湯加黃芩、元胡、木

香、川七、大黃、良薑、山豆根，服到拔管後一段時間。如拔管後不再

李政育等  Lee Chen-Yu et al.



初
探
糖
尿
病
中
西
醫
結
合
証
治
之
全
面
觀

11

血液腫瘤化療或輻射線放療，在拔管後，頂多一、二週體力胃口皆好

轉，就應改為腫瘤的本態治療，使用本節之一、二、三方向，擇一使

用。但皆應注意開胃口，令病人能食香納。

七、如有手術後，繼續化放療，則以化療對造血抑制或血中蛋白濃度，肝發

炎指數、腫瘤標誌、腎功能為參考依據，過低者補氣補陽，過高者活血

化瘀而涼血與抗堅積，一直中西醫配合到西藥皆作完各種療程以後，中

醫至少要繼續服用到半年至一年以上，以消除西藥抗腫瘤藥物的長短副

作用或其他癌症誘發。同時以後，如有任何問題，包括感冒在內，要儘

快找會醫的中醫師治，因目前西醫尚無感冒藥，而依中醫的角度，往往

「風為百病之長」，即所有疾病幾乎皆為病毒、細菌、微生物所感染誘

發，只是目前西醫的科技尚未有找到何種細菌或病毒而已，所以一旦有

外感要找中醫醫治。

八、西醫化放療所引起的粘膜水腫、或灼傷，初期屬少陽熱、陰虛、水蓄，

但此階段往往休息或化放療間隔長些，人體自可修復。當人體無力自行

修復的粘膜水腫潰瘍、燒燙傷，就屬氣虛、血虛兼陽虛，必須補氣血中

兼大補陽，雖然初服大補陽藥物會有口腔或食道接觸性燙灼感的疼痛，

但一、二天後，傷口潰瘍面收小或癒合，自可不疼或不再流淋巴液或咳

喘。如不用大補陽法，往往營養吸收差，灼傷處變纖維化或塌陷、萎

縮、狹窄、沾粘、結痂或形成膿漏管、變形。

肆、五臟、六腑、肌肉、血管、神經、骨髓…皆會引發高血糖

    目前西方醫學因無治療病毒感染藥物，雖說有自「毒八角」即「莽草」

萃取來的「克流感」、或「瑞樂沙」、「金剛丸」之類藥物，但人體因應病

毒是一對一的，包括目前政府用台灣人的健康，提供跨國藥廠做流感疫苗人

體實驗的過程，因沒有人知道明天或明年將流行什麼病毒，或流行株有何突

變或漸變。而大、中、低空氣層所流竄的「微塵膠」何時下到平面，將帶來

何種新病毒，也無法用目前與未來可見的西方科技所預先偵測到，因而目前

西方醫學只能讓感染病毒的病患，自感染到人體受感染而傳變，到最嚴重的

攻擊，產生病毒性腦病，自己憑自己求生抗病本能度過生命危險期，再看留

下何種健康殘缺或後遺症，再將這些症狀用藥物控制住，想辦法讓人體自我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 Comprehensiv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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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所以在目前西方跨國藥廠研發的藥物，因無法通過各種「屏障」，最

後導致不是藥物的副作用，就是疾病各自進程惡變速度不同，而導致病體趨

於衰亡。

    目前西方醫學從業者對糖尿病的治療，已慢慢的與中醫看法相趨一致之

勢，中醫認為糖尿的產生牽涉到至少胰、肝、肺、腎、大腸、肌肉組織、血

管與循環、腦等組織與器官，胰臟部份中醫歸在中焦熱、胃熱、陽明、少陽

併病，久病則變太陰與少陰病、或下焦腎經疾病。肝臟或肝經部份，以肝糖

之釋放太多為最大原因，而血管抗血凝能力不足、粘稠度過高，形成類澱粉

樣沈澱。腎的部份包成昇糖激素與抑糖素分泌的調控，腦則泌糖中樞的自我

回饋與調控失靈，誤以為人體有大規模壞損，須予大量糖份來維持機體能量

消耗，形成中醫的「陽亢」、「陽越」的現象。大腸的自泌酵素對糖份的再

吸收或排泄，是急性期，影響血糖高低最明顯的器官，所以「攻峻法」是對

消化道免疫病變性急性高血糖症，最有效且最快速的方法，就是這個原因，

這種「腸熱」形成「宿屎」、「血蓄膀胱」的陽明腑証，與厥陰腑証，是任

何一個治糖尿方劑，不可缺少的一環，所以不管何種方劑，至少皆須維持每

天二～三次大便，而維持每天二、三次大便的用藥方法，除攻峻法外，尚有

滋潤腸燥的如天冬、麥冬、葛根等。養腸血的當歸、何首烏、生地等，退腸

熱的黃芩、黃連、天花、地榆等。溫腸寒的附子、玉桂、白芷、川椒…等，

各種方劑極多，以適應不同階段病情之須要有不同方劑。而血管通透性差，

細胞離子通道狹窄、或阻塞、或血管內泌與載體不足，無法消溶或將大顆粒

糖份子攜回肝臟，使分解成小顆粒，再送回細胞使用，避免飢渴的細胞不斷

強力向大腦泌糖中樞，強力要求多釋放肝醣或肌醣讓細胞有機會獲取足夠糖

份以維持生命功能的恒定。而肌肉組織不管骨髓、骨骼、肌肉、血管、神經

當有所壞損或溶解時皆會形成立即高血糖，包括中風前幾天的突發高血糖，

或中風後的高血糖，或大面積的肌肉挫傷、燒燙傷、撕裂傷、心肌炎、組織

的大面積挫傷或破裂…皆會形成高血糖。而感染形成的菌血症、敗血症的高

血糖，是感染部門最難控制的部份。心肌部份不管心臟移植、心臟冠狀動脈

的繞道、汽球擴張、內置支架或人體瓣膜…的治療，也常併發高血糖或敗血

症而死亡，此部份在中醫屬於瘀血証、瘀熱証或寒瘀或痰飲的部份。而肌肉

組織部份，則屬陽明肌病、痿症、少陽熱、表里三焦實熱或日久有真寒假熱

的脫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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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肝醣過度釋放是糖尿來源之一

    我們進食澱粉或糖或蛋白、脂肪，皆須經肝臟儲存、轉化、釋放，當機

體有所病變時，肝醣會立即自我釋放。當釋放到一個程度時，就啟動肌醣的

釋放，所以當肝臟有所發炎、感染、腫瘤、肝硬變、癌變，不管急慢性期包

括急性肝炎、猛爆性肝炎、肝衰竭、肝性腦病、肝腎綜合癥、肝破損或瘀

腫、化放療的灼傷、栓塞或手術或注射、燒灼…皆會有肝因性高血糖症狀出

現，此時的高血糖必須依病因之不同作調整方劑，原則上須消肝瘀腫，讓膽

汁能自輸膽管順利排泄，清熱解毒藥消除肝細胞的發炎，消除肝瘀腫所致之

體循環、肝硬變之蛋白吸收、儲存、轉化、釋放能力不足之低蛋白血症，進

一步增加肝臟的供血，微循環的改善，肝細胞的良性正常新生、轉化、或抑

制肝不正常生長的細胞，促進功能抑制的腦中樞與腎功能，如此才能真正扭

轉肝性疾病所致之高血糖症。

    肝臟的瘀腫可用活血化瘀而涼血或破血藥方，如乳沒四物湯、復元活血

湯、血府逐瘀湯、括蔞牛蒡子湯、大柴胡湯…類方劑。肝細胞炎腫則用黃連

解毒湯、免疫過亢方、小柴胡湯、柴苓湯、龍膽瀉肝湯、瀉青丸、當歸龍薈

丸、梔子柏皮湯、甘草瀉心湯、茵陳蒿湯…類方劑。肝硬變須柔肝，柔肝有

養肝血的聖愈湯、七寶美髯丹、血枯方、補陽還五湯(育生)、地黃飲子…諸

方劑；養肝陰的地骨皮飲、知柏地黃湯、二至丸、八仙長壽丸、麥門冬湯、

白虎湯…諸方劑；補肝氣的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五味異功散…等類方

劑。肝手術或經皮穿血管內栓塞或經皮穿酒精注射、燒灼、放療的搭配方

劑，為育生柴苓湯加方，所加入的為麻黃、葶藶子、防己、大黃、人參、川

七…。化療則視造血的抑制嚴重度而以柴苓湯為主方，但發炎或瘀腫多則加

黃芩、黃連、黃柏；造血不良則加乾薑、附子、玉桂、鹿茸；水蓄多則利濕

用茯苓、蒼朮、白朮、澤瀉、豬苓、二丑…之類；補脾氣以利濕則加山藥、

薏仁、芡實、蓮子、菱角、白果、黨參、黃精…。所有方劑有用到甘草、紅

棗的皆應劑量輕，甚或不用，也都須要每天維持二三次以上的大便，要開胃

但不能餓太快，因餓快易導致肝性體循環的器官粘膜出血。所有藥物劑量皆

應由小劑量慢慢快速度加重以搶時間，原則一旦肝性腦病就極難醫治，縱然

穩定了，也多多少少有神經功能損傷。也都必須加入能直接抑制糖份釋放，

促進糖份利用的單味藥，如桑白皮、生石膏、代赭石、大黃、黃連、人參…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 Comprehensiv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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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尤其一旦有肝性腦病與肝腎綜合癥了，除急性期可以瀉為主外，一

旦稍有慢性化或血液腹膜透析，使用LACTULOSE了，就必須在增加乾薑、附

子、玉桂的過程中，不斷加重人參、大黃的量，甚或卜硝的量，一直到症狀

完全緩解為止。當大黃的量加大到一日大便七八次了，而血中氨仍不降就必

須快速加重乾薑、附子、玉桂、人參。

陸、肌醣的釋放太大也是高血糖原因之一

    當有肌肉酵素、神經肌肉疾病、橫紋肌溶解、脈管炎、皮肌炎、硬皮

症、紅癍性狼瘡、雷諾氏症之肢端缺血性壞死(中醫稱脫疽)。或肌肉的撕

裂，挫撞創傷與感染範圍太大，燒燙傷面積大…皆會立即引發高血糖症，此

時須視肌肉的血行溫度，腫大瘀紅、或紫、或黑、或縮皺、乾冰冷、或所流

淋巴液係血鮮紅、或瘀血、或膿血、或膿水、或清稀血水、或淋巴液而已、

或光流淋巴液而無任何腥臭味、或乾爛不長肉芽，而決定用藥種類之不同。

    原則上紅、腫、熱、痛、流鮮血、或瘀紅血、肉芽鮮紅、或瘀紅、淋巴

液有腥臭味、膿水粘稠、肌肉鮮紅活，捫之烙手等的肌肉、神經、血管病

變，皆屬於熱症，可用清熱解毒加活血、涼血再加淡滲利濕方劑，例如用黃

連解毒湯或免疫過亢方，加丹皮、地骨、枝子、茯苓，有的人喜用連翹、銀

花、蒲公英、天花、馬勃…之類藥皆行。大黃、生石膏、知母、黃連對肌肉

疾病效果極佳，白朮、蒼朮主肌、入胃、且開胃、消水腫。

    稀血水、稀淋巴液而且腥腐味、肉芽仍微粉紅、肌肉捫之溫度不變，肌

肉停頓的腫不加大，消亦減少，按之軟，但彈性正常或稍微不足，就為氣虛

或血虛，但餘熱末盡，此時如要用清熱藥，亦只能用含知母、地骨皮、丹

皮、青蒿、柴胡、枝子之類，如地骨皮飲、犀角地黃湯、柴胡桂枝湯、陽旦

湯或聖愈湯、補中益氣湯、桂枝黃耆五物湯、補陽還五湯…之諸黃耆劑，加

入丹皮、地骨皮或量少的黃芩、黃柏、黃連，各種皮類藥，幾乎皆有退肌熱

功能，尤其像桑白皮、桑骨、地骨皮、枸杞根、蓁皮、椿皮…。

    如肌肉確實已壞死，該清創或擴創就應該儘快作，否則壞死面積太大，

要讓人體自動代謝出體外，而非清創或排膿外托，其可能引發的肌肉壞死或

溶解性腦病，當然包括敗血症在內，所以該截肢或切除某壞損器官，否則立

即會影響到生命功能的恆定時要當機立斷，否則生命往往無法支撐到自我修

李政育等  Lee Chen-Y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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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完成，就昏迷、死亡。當該立即藥物注射，就應立即進行，中西醫結合搶

救生命。

    當腐肉已完全脫落，再生肉芽無力時，就為氣虛、氣血兩虛，且兼陽

虛，必須將黃耆、人參的量立即加重，乾薑、附子、玉桂，立即加重。當乾

薑、附子的總量一兩時，須至少加入黃芩、或黃連、或黃柏三錢。如熱仍微

多，分泌物仍有屍臭，就可開個五錢、八錢，但須注意開胃口。如因乾薑、

附子量太重，肉芽增生太快，形成瘜肉了，就應將乾薑、附子減量，或將黃

芩、黃連、黃柏加重劑量，而外用有大黃或黃連、生石膏的藥物，來抑制瘜

肉性肉芽的增生，或於瘡瘍四週及其遠心端井穴放血，皆可有效改善瘜肉或

瘀紅色的肉芽增生。

    肌肉、關節、筋骨已屈伸無力，提重不能，或自我提舉肌肉、關節、肢

體動作不行時，如肌肉捫之烙手，仍為表風熱或肌熱，不准補。如捫之冷且

肌肉萎縮，包括神經斷裂再植或縫合者，皆為氣虛、血虛、氣血兩虛兼陽

虛，也有可能稍有餘熱末盡，此時血檢可能LDH.CPK.CRP.ESR.RA.ANA.ANTI-

DS-DNA,ANTI-CARDIOLIPINE皆可能偏高，只可能大補氣血大補陽方中，加

入少量黃芩，但青蒿、知母、地骨皮須加重些，川七、丹參、或銀杏葉、川

芎、赤芍皆應加入。黃耆可由二兩快速加到三至四兩，人參可由三錢的粉，

快速加到五錢、七錢以上。

柒、血管循環障礙亦為高血糖原因之一

    糖尿病人實際上是各種細胞皆處於缺醣(糖)狀態，大腦的泌糖中樞，才

會一直命令泌糖激素分泌，而胰、肺、腎、肝，尤其腎就會大量分泌昇糖激

素，命令肝醣、肌醣的大量分泌，但久病必瘀，血管的通透性差，細胞的營

養供應孔洞狹窄、或阻塞、或血管中的糖載體不足，胞漿分泌素亦不足以自

我分解大顆粒糖形成小顆粒，亦無法載回肝臟重新分解成小顆粒糖，令通過

血管壁與細胞壁，血球變形能力變差，就將糖分子堆積在血管中，甚至於形

成未稍微細循環的阻塞，類澱粉樣沈澱，形成循環障礙性高血糖症。

    初期如肌肉仍極有力，肌肉彈性佳，脈管尚未進入變色，或雖變色，但

捫之熱，患部紅腫，此時仍為中醫的血熱期，心熱期，應於原來疾病主方中

加入中藥活血化瘀而涼血、溶血、破血藥，如丹皮、梔子、牛膝、續斷、碎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 Comprehensiv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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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赤芍、銀杏葉、寄生…甚或黃連、大黃，皆可考慮進去。

    如果肌肉捫之冷、色冰、青、瘀、黑，或紫，就為血虛，血虛兼厥冷，

就要用補血或補氣，補陽方劑，例如血枯方，七寶美髯丹、聖愈湯、當歸四

逆湯、桂枝黃耆五物湯、歸耆建中湯、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湯…諸方劑與

乾薑、附子、玉桂、吳茱、川椒或石菖蒲、麻黃…加入，並將人參、川七、

丹參加入。一直服藥到肌肉與肢端血管吹冷氣、捫冰、冬天寒流來，不再變

冰冷且色瘀或紅，或紫青、寶藍或慘白無華，如此才算疾病受到完全糾正過

來，此時的乾薑、附子、玉桂、吳茱、川椒…類藥物，要慢慢快速度加重，

甚至於一味藥的劑量重超過一二兩以上皆可。

    當然，亦可煮些辛溫藥水來泡患部。或無傷創口者可泡溫泉，每天飲用

少量的硫磺的溫泉水。

    色紅熱的血管循環障礙性高血糖症，可用知柏地黃湯、仙方活命飲、黃

連解毒湯、濟生解毒湯、犀角地黃湯…類方劑，但以涼血破血藥為君。心肌

炎的用藥，要注意水蓄與胸腔積液，喘咳，因此，於前述治法中，應加入四

苓外，葶藶子、防己、麻黃、人參或、川七皆應考慮加入。

捌、腸熱、宿屎、便秘者，易成腸病變性高血糖症

    小腸受到外感的藥物或病毒、細菌、微生物干擾，或受大腦營養吸收中

樞的錯誤訊息，命令大量吸收小腸中的糖分。或者大腸受到外來或腦的錯誤

訊息，命令大量反吸收將須排出體外的廢物糖過多，導致長期便秘，大便出

如羊屎或粗條不易出，燥乾、黑臭如木炭，這種便血屏障的反常現象，中醫

稱為腸熱或宿屎，血蓄膀胱(西醫屬小骨盆腔鬱血症)。這種腸子的便血屏障

異常反吸收功能，就是目前市面上中醫藥界，有人用攻峻通便法來治糖尿病

的原因。且短時間有效，但長時間易形成過泄，營養在腸道停留時間太短，

導致營養吸收不良而低血糖、貧血、水腫的原因。

    初期便血屏障反吸收過亢者，為宿食、胃熱、腸熱，須用各種苦寒退熱

或通藥，如大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桃紅承氣湯、大黃蟅蟲丸、朴硝盪胞

湯、三一承氣湯…的方劑，並於此類方劑中加三黃，或桑白皮或槐花、地

榆，務必將大便維持在每天有三次以上或七八次，解到真到軟稀便或水泄，

等自動又在同一劑量的大黃劑量下，恢復一天一、二次大便，如此就可緩解

李政育等  Lee Chen-Y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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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熱性高血糖症，這時生石膏就可派上用場，多重，一天的劑量至少四兩以

上，甚至於八兩、一斤皆可。

    當大便由水泄返歸成同一劑量的大黃，但又進入便秘時，可考慮二個角

度，一為養陰潤腸，用八仙長壽丸、沙參麥門冬湯、百合固金湯、七寶美髯

丹、血枯方……加入含天冬、麥冬、生地、何首烏、知母、元參、沙參、苦

參…之類藥方。另一角度為在原來苦寒退熱、通便攻峻方劑中，加入附子、

玉桂，比照實脾飲、大黃附子細辛湯…的溫泄法，並將能降血糖的單味藥加

入，就又可將腸熱性高血糖症控制下來。

玖、腎性高血糖症

    腎臟任何一種疾病，幾乎都有引起高血糖的可能。不管皮質、髓質、血

管，腫大或萎縮、瘀腫或水腫，腫瘤不管良惡性、腎小管或絲球體、動脈或

靜脈病變……皆有可能引起高血糖症。但治法倒滿好分類的，可以簡單分別

為急性期或慢性化，有無水蓄、有無形成血中蛋白濃度偏低，或有無形成高

尿素氮血症或肌酸酐血症，貧血與否，破裂或瘀腫的挫傷，多囊腎有否擴大

或破裂。

    急性期的腎病變，不管是外感、或中毒、或撞挫傷、或腎盂以下的阻塞

性水腎，皆屬於熱症，可用入腎臟、腎經、少陽經的活血化瘀而涼血、利

濕、消腫、退熱方劑，如乳沒四物湯加黃芩、黃連、黃柏、茯苓、澤瀉或柴

苓湯、加丹皮，或再加黃柏、或車前葉、藕節、蓮鬚、川七、或梔子柏皮湯

加蒼术、茯苓、澤瀉…此時五淋散、八正散、清心蓮子飲、失笑散…類方劑

即為腎熱性疾病所致高血糖症之適應方劑。

    慢性化或萎縮了，就看有無水份的過度瀦留於心、肺、腹、臉、足，如

有就以補中益氣湯或歸耆建中湯、桂枝黃耆五物湯、十全大補湯…類方劑，

先予補氣、調整血管的蠕動與灌注，修復再生功能。當然可以再加入人參、

川七或乾薑、附子。心悸多加防己、葶藶子；吸短加半夏、柴胡、麻黃、杏

仁，咳喘加麻黃、杏仁或玉桂、厚朴。血中蛋白濃度偏低，加四神湯、白

果、或大小金英、或黨參、黃精。尿素氮高者有可加重茯苓、白术、澤瀉

者，有可加黃柏、龍膽草、蒲公英者或楮實根、丁豎朽、忍冬藤者，有可加

重乾薑、附子、玉桂，擴強腎臟供血者。如肌酸酐過高，急性期應清熱、解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 Comprehensiv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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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淡滲利濕，慢性期萎縮或腫瘤則加鹿茸。

    有水蓄則以育生五苓散﹙結石方﹚加減。無水蓄則以右歸飲或左歸飲、

血枯方、七寶美髯丹、桂附地黃湯、河車大造丸…類補腎陽或生新血方劑主

治，但皆應每天維持二三次大便的大黃量，人參，川七、鹿茸皆應加入，少

量的麻黃有利於胸腔不積液，與氣管粘膜水腫或呼吸受抑制。

    通常糖尿病久易形成腎衰竭，所謂久病入腎，一旦糖尿而有腎衰竭情形

出現，往往血糖自動會正常。如有糖尿病性腎衰竭了，如繼續予注射或口

服，皆易形成不是血糖降太低，就是莫名其妙的血糖居高不下，當西藥控制

血糖藥慢慢停掉了，通常腎衰竭速度會減緩。

    腎臟本身就會分泌昇糖激素與抑糖激素，發炎腫大與撞挫傷之腎性高血

糖，一般以損傷而分泌昇糖激素者為多。久病入腎後的腎臟，分泌抑糖激素

為多，如有急性尿癃閉不出，導尿無效者，應立即進行血液透析，並同時服

用中藥。如慢性腎衰竭之高血糖症，有心肺與腦血管神經精神症狀出現，也

須立即血液透析並配合中藥。

    通常貧血的腎性高血糖症，可用右歸飲或腎氣丸類方劑為主，或再加人

參、川七、鹿茸，並提高乾薑、附子、玉桂的劑量。所有腎性高血糖症的治

療方劑中，皆應加入能降血糖的單味中藥。

拾、腦因素高血糖症

    任何腦血管神經病變或神經纖維病變，包括發炎、脫髓鞘反應，腦膜

炎、腦震盪、腫瘤…等等，在發作之前，或急性發作中，皆有可能血糖立即

高起，此種血糖的高起，如係中風前可能平時皆正常，在發作前一、二天或

一週，突然血糖高到三、五百﹙飯前﹚，沒幾天就中風了。也有可能在中風

發作立即血糖高到飯前三、五百，這種情形包括敗血症性腦神經症狀在內

﹙有關敗血症性腦病部份請參看著「中西結合之中醫腦神經治療學」乙書。

腦性高血糖也有繼發性的，例如腦部的放療，尤其全腦鈷六十照射或顯影劑

輸注後。所以藥害性腦性高血糖症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治療腦性高血糖症，應以腦壓高低，有無腦血腫或水腫為治療依據。如

有腦壓高者，優先降腦壓、消腦水腫，急性期以大柴胡湯合併五苓散，再加

重黃芩或黃連或黃柏，並加入青蒿、知母、地骨皮、天麻、全蠍、蜈蚣、桑

白皮。如果仍降不下來腦壓，就應以健瓴湯或柴胡龍骨牡蠣湯來加方。如輸

李政育等  Lee Chen-Y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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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大量類固醇或甘露醇、甘油，仍降不下來，就應以半夏天麻白术散加吳

茱、桑白皮、知母、石膏、大黃。如為一般腦膜炎急性過後，則用少陽熱的

方法，如小柴胡湯或地骨皮、犀角地黃湯、清營湯…的方子來加減。如為腦

震盪的急性期則以乳沒四物湯加黃芩、黃連、黃柏、川七、天麻、大黃、桑

白皮或生石膏，慢性化則以補陽還五湯或桂枝黃耆五物湯加方為主。

    人參、附子皆有促進腦細胞再生能力，因而在腦壓稍可控制，就應將人

參、附子加入。如果長期以十全大補湯或補陽還五湯或桂枝黃耆五物湯、歸

耆建中湯，加入可以止痙，降血糖的藥物如天麻、黃連、桑白皮、青蒿…之

類藥物，除可將餘熱未盡治好，並可控制腦性高血糖併可促進腦細胞再生。

    最難處理的是敗血症性腦病之高血糖。這種高血糖，一方面死亡率超

高，不易處方，必須中西醫加護病房，尤其感染與神經內外科加護的配合，

如中藥注射使用，又必須分急性發作期與三、五天後，已經使用大劑量利尿

劑、胰島素、抗生素、杜巴胺…等方劑，甚至於類固醇或甘露醇、甘油…，

所以急性期應用注射中藥針劑，可用大柴胡湯合併五苓散加黃連、黃柏、青

蒿、知母、地骨、桑白皮。慢性期則用育生五苓散﹙腎炎方﹚加入人參、川

七、鹿茸、桑白皮、天麻、大黃。等病情稍穩，可自鼻胃管灌藥水了，再予

育生五苓散﹙腎炎方﹚加方，自鼻胃管灌服。如已有腦血管神經病變，再將

川芎、赤芍、丹參、銀杏葉加入，甚至於將黃耆自一兩，慢慢快速度加到

三～四兩，人參變由一日三錢慢慢快速度加到五錢、八錢。BUN/CR高的尚須

配合血液透析。

    中藥注射劑，在注射後的半小時內，會有血壓下降約十個單位的現象，

所以必須搭配白蛋白與杜巴胺的加入，否則可能因敗血症的腦傷害，導致不

是死亡加速，就是當將來生命跡象穩定後，形成不可逆轉的腦傷害，這種傷

害可能是局灶性的，也可能是全腦的。

    如有須要做腦室脊髓液引流減壓，應立即進行，否則腦性高血糖症不易

快速受糾正。當敗血症性腦病完全糾正之後，再同一方子服用到可正常行

動與行為，此期間服藥須維持每天有二、三次大便，縱然已使用LACTULOSE

了，亦應加入大黃或生石膏粉，再將LACTULOSE慢慢戒停。胰島素注射可先

慢慢戒停後，改用口服。

    只要腦水腫改善，腦性高血糖就會快速獲得緩解，消腦水腫、降腦壓，

亦須考慮到異常放電的抗癲癇，所以天麻、全蠍、蜈蚣、白僵蠶，或鈎藤、

半夏、陳皮、萊菔子，或鬱金、石菖蒲、冰片、細辛…之類藥物，須隨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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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而隨時加入。

    記住，人參、黃耆在急性腦性高血糖時不准使用，一使用血糖會快速猛

爆高起。而甘草使用亦只能極少量，一、二錢就太多了，紅棗、龍眼乾、黑

棗，也儘量少到二、三粒或一、二錢。生石膏快速由一兩加到四兩以上，大

黃也要快速加到一天至少三次以上大便，急性期可加入卜硝，稍穩定就應將

卜硝減量，因卜硝係瀉水，不能糾正便血屏障，亦無法溶除神經代謝廢物的

阻斷神經傳導。

    更慢性化到已無腦性高血糖，可改依一般腦血管神經病變後的痰熱或寒

飲，搭配育生補陽還五湯加方，當然，四逆、人參、川七、鹿茸皆可考慮加

入。

拾壹、癰疽瘡瘍會引發高血糖

    癰疽瘡瘍會引發高血糖，長期嚴重糖尿病沒有照顧好，身體清潔沒作

好，極易膚癢，末稍血管因高濃度血糖導致末稍血管狹窄、硬化、阻塞而癢

與潰爛，誘發癰疽瘡瘍，所以癰疽與糖尿、高血糖之間皆互有因果關係，但

是癰疽瘡瘍如非因長期沒控制好的糖尿病所引起者，通常只要癰疽瘡瘍一治

癒，高血糖的症狀自然就穩定且慢慢自我恢復正常。

    癰疽瘡瘍所致的高血糖在急性發作腫熱，快速漫延，甚至於形成菌血症

或敗血症時為急熱症、表里三焦實熱，要用大劑量的苦寒退熱、清熱解毒的

藥物，並加上能直接抑制血糖釋放的單味藥，如桑白皮、生石膏、大黃、黃

連或黃芩，此時所用主方為不加甘草，或只加微量甘草的黃連解毒湯、或葛

根芩連湯、或免疫過亢方、或仙方活命飲、或……，此時的黃芩、或黃連、

或黃柏，至少要在短時間內，劑量由一兩，或快速加到三四兩，如加得慢，

則亦可將蒲公英、銀花之類藥，一次用個四兩到八兩，煮成開水整天飲用。

    癰疽瘡瘍的大範圍或急性快速漫延者，幾乎皆會因毒素或肌肉壞死所代

謝出的高濃度廢物，干擾並阻礙神經傳導，形成泌糖中樞的紊亂，所以大黃

或卜硝一下就要開到最好一天能有三五次以上的大便，如此一方面可降血

糖，一方面改善消化道免疫過亢，消除肌肉溶解的神經症狀，減輕腦與腹腔

壓力，又可抑菌、消腫、溶膽與溶除神經傳導阻滯，消除血栓與血管粘膜的

廢物瀦留，等急性腫熱期稍緩解，其縱然同一劑量的大黃或卜硝，如導致大

便增加到一日八九次，就可先將卜硝減掉，再將大黃減量。如卜硝、大黃皆

李政育等  Lee Chen-Y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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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戒停，但仍溏便或稀屎水不禁，則為氣虛了，就應將蒼朮、或茯苓、白

朮、澤瀉、豬苓加入。或看其癰疽瘡瘍發生於何臟腑或部位，加入該臟腑或

部位的引經藥，例如胸腔癰疽膿瘍則加入葶藶子、防己；胃腹腔則加入白

芷、葛根；大腸與腹腔則加入蒼朮、白芷，不一。

    當癰疽瘡瘍其熱勢已減，患處亦腫熱減少，或已不再出黃粘膿或血水，

所出的分泌物已變清稀，此時血糖也就會降低，處方則應改以補中益氣湯或

補陽還五湯、或參苓白朮散、或香砂六君子湯、或八珍湯，或……加入黃

芩、或黃連、或黃柏。此時的黃耆尚不可重用，但可加入如乳香、川七、丹

參、赤芍、丹皮之類，活血化瘀而涼血藥，但桑白皮之類單味藥仍應加入。

當癰疽瘡瘍如只流清水，無任何味道，或光只乾爛，或形成瘻管，但無任何

分泌物，或肉色蒼白，或膚色白中帶瘀黧黑，此時的黃耆就要重用，一天至

少二兩，甚至於要再加入乾薑、附子、玉桂、人參，而黃芩、或黃連、黃柏

就應減量。如此則乾爛或膚色蒼白、黧黑，自可或排出新的有屍臭味的分泌

物，但肉芽就快速生長起來。

    如癰疽瘡瘍已完全收口，但仍在微高的血糖，此時為餘熱未盡，可用銀

花或蒲公英、或連翹、或天花……，並於方劑中加入適量的桑白皮、或桑

葉、或……。此種癰疽瘡瘍包括丹毒(蜂窩組織炎)在內，或其他一切免疫性

疾病，如皮肌炎、硬皮症在內。

    癰疽瘡瘍的高血糖症，該擴創就應擴創，該注射抗生素或胰島素就應注

射。

拾貳、橫紋肌溶解症導致的高血糖

    橫紋肌溶解症的病患，只要稍微症狀重一點，或溶解面積加大，自然就

會形成高血糖症。橫紋肌溶解的急性期為表里三焦實熱，急熱症，易形成橫

紋肌溶解性腦病或敗血症，所以應在短時間內將橫紋肌溶解控下來，此症一

發作，極易引發危及生命現象，所以維持生命功能恆定的三管，應視情形之

須要立即使用，甚至於人工呼吸器，甚至於該臨時的短時間單次血液透析

(洗腎)也應立即進行。而免疫抑制劑、或抗生素、利尿劑、類固醇或昇壓

劑、或血液置換、輸液……該作亦應立即作，先將命保下來，再作其他方藥

的配合。

    橫紋肌溶解屬瘀熱症且水蓄為多，所以所使用方劑如黃連解毒湯的使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 Comprehensive View"



中
國
鍼
灸
學
雜
誌  

創
刊
號

JCMAS  Vol.1  No.1  Dec. 201322

用，應加入或乳香、沒藥、川七、丹皮、赤芍，再加茯苓、澤瀉、蒼朮，而

其中黃芩、或黃連、或丹皮、蒲公英、銀花……皆應大劑量快速加入。

    橫紋肌溶解幾乎皆急熱症，除非已經症狀完全緩解了，否則不可加入補

氣、補血、補陽藥物，頂多用活血而涼血方劑，如地骨皮飲、或括蔞牛蒡子

湯、或清上防風湯、仙方活命飲……之類方劑，加入茯苓、澤瀉並開胃。除

非已無餘熱未盡，血糖也正常，但是因橫紋肌溶解而形成結痂或變形，須要

慢慢予以慢慢修復，否則不必使用到黃耆類的補氣藥。

拾參、創傷性高血糖症

    任何一個肌肉或骨骼、內臟、腦，大面積或多處的嚴重創傷、撕裂、破

裂、骨折、瘀腫、出血、燒燙傷、感染，皆會發高血糖，這種情形與橫紋肌

溶解的現象相同，所以該擴創、切除、截肢、引流或縫合、內固定、手術作

內出血或淋巴液的吸出……的治療，必須立即進行。

    此種創傷性的高血糖在急性期間皆為瘀熱症兼水蓄，必須予活血化瘀而

涼血方劑，再加入淡滲利濕藥，如乳沒四物湯、復元活血湯、三一承氣湯、

桃仁承氣湯、抵擋湯、桂枝茯苓丸，……加入三黃，與茯苓、豬苓、蒼朮、

澤瀉，或葶藶子、防己……再加入大黃、或卜硝，以及如桑白皮、生石膏、

或椬梧根……。

    慢性化的創傷性高血糖，仍為瘀血症，但大都為血枯或寒瘀。血枯者可

用聖愈湯、或七寶美髯丹、或血枯方、或歸脾湯……加入適量的三黃之一，

原則上的骨骼多處斷者，應以黃柏為君。如為寒瘀，則桂枝茯苓丸者要用玉

桂，再加入乾薑、附子。如用乳沒四物湯者，要再加入乾薑、附子、玉桂，

而乾薑、附子如總量為一兩，則應加入黃芩、或黃連、或黃柏至少三錢，如

血糖還偏高，則三黃之一，至少八錢到二三兩之間。

    維持每天有二三次大便，在慢性期可用少量大黃，搭配火麻仁或桃仁以

通便，不必開太大量的大黃或卜硝。

拾肆、醫源性高血糖症

    有許多藥物會引發高血糖，尤其目前類固醇或各種荷爾蒙的使用過於浮

濫的情形，幾乎無原因的高血糖，要優先考慮目前是否有在服用各種荷爾蒙

李政育等  Lee Chen-Y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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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劑。另外利用昇高血糖的藥物來減肥者、或有麻醉藥物、或精神神經安定

劑依賴者、毒癮者，皆應在被考慮範圍之內，遇到這種情形，可以一方面用

中藥慢慢給予替代過來，並輔導以予慢慢也將中藥戒停掉。包括胎盤素或幹

細胞的注射皆有可能發生。

    糖尿病患當已經出現有慢性腎病時，如果仍予以大劑量的降血糖藥物，

或胰島素的超高劑量注射，亦會引發高血糖而不會下降，所以當大劑量的胰

島素注射而血糖反居高不下者，應先在中藥配合下，試著予以慢慢快速減少

其注射量。

拾伍、腫瘤性高血糖症

    有一些良惡性腫瘤也可能引發高血糖現象，也就是說這些腫瘤並沒有發

生在胰臟、肝臟、腎臟，但莫名其妙以高血糖為先發症狀，起初以為本態性

糖尿病，經一段時間也控制不下來，作全身性影像檢查，或其他血檢才發現

是惡性腫瘤的現象。癌幹細胞在體內大量活化的過程，可能先發生釋糖細胞

先自我複製。

    肝硬化、急慢性肝炎、肝癌，皆是引發高血糖最常見到的。心肌炎、腎

細胞炎、肺細胞炎、骨髓急慢性發炎，也皆易發高血糖。腦創傷或血管神經

病變、感染性腦病、腦佔位性病變皆易引發高血糖。

    有些貧血病患，先以高血糖出現。而骨髓乾枯、空洞者，亦常以貧血兼

高血糖出現。敗血症絕對會高血糖的。

結論

    台灣的西醫，常將生命科學所已知的一點點，來否定所未知的大部份。

當又有新的發現的一點點，就又像找到上天堂的鎖匙一般的偉大。所以，

本文所言有許多目前西方醫學尚無法知悉的，甚至於血管性或循環性高血

糖症，也在最近﹙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聯合晚報﹚才發現血管壁中的

GlU10.，但中醫對血管性高血糖如前所述，有瘀熱、瘀阻、真寒假熱，而有

不同的用藥與証型，所以這就是我常常笑他們之處一不夠「科學精神」，所

以中醫藥同道應有信心，等他們摸清楚各種証型，且找到藥物，還早呢?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 Comprehensiv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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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betes mellitus is a commonly seen chronic disease which threatens people’s 

health.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sease in Western medicine is still bottle-necked, 

use of medication is inadequate, and there is no overall care provided. As is the 

case with most endocrine diseases, treatment with Western medicine does not 

provide a total cure. Medication can only control blood glucose levels and must 

be taken for a lifetime. In Chinese medicine diabetes mellitus is in the area of 

dispersion-thirst disease (XiaoKe). Externally contracted virus is the main cause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hyperglycemia. Bacterial, viral, parasitic, or microbial 

infection of the pancreatic islet cells are all possible causes. Additionally, Chinese 

medicine views this disease as due to more than just abnormality of the metabolic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includes the pancreas, liver, lung, 

kidney, large intestine, muscle tissue, blood vessel circulation, nerves, bone 

marrow, brain, and other tissues and organs. Hyperglycemia can be due to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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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ancreatic insulin function, all types of liver disease including hepatitis and 

liver cirrhosis, severe trauma to the muscles as in rhabdomyolysis, burns, ulcers, 

sores, quality of flexibility and permeability of blood vessels, osteomyelitis, 

iatrogenic, bowel disease, chronic constipation, kidney disease, cancer, and all 

types of cerebrovascular and neurological disease, or pathology of the nerve 

fibers. In the spirit of providing medicine which suits the disease, a clear strategy 

and direction for treatment must come from analysis and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of 

the varying pathologies and etiologies. 

Key words: Diabetes mellitus, Infection induced diabetes, trauma induced diabetes, 

neurologically induced diabetes, Circulatory system induced diabetes 

Organ system induced diabetes, Tumor induced diabetes, Digestive 

system immunological disease induced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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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3年3月11日，日本東洋學術出版社會長山本勝司於台灣大學國際會

議廳與黃碧松中醫師對談台灣鍼灸的特點，對談內容從400多年前明清時

代，日本殖民時期，1949年國民政府入台，直至現代台灣鍼灸的歷史、教

育、考試制度、流派、代表人物、對國民健康的貢獻、未來展望，台灣中醫

師只能用純中醫的方法診斷與治病，如此特殊的際遇，台灣有機會成為精緻

純一的中醫藥與鍼灸的聖殿。

關鍵詞：台灣鍼灸、台灣鍼灸歷史、台灣鍼灸教育、台灣鍼灸考試制度

壹.台灣鍼灸的特點

Q. 1949年以前，台灣鍼灸的狀況如何？

A. 

一．明清以前  

    台灣大約四百多年前開始有福建移民渡海來台，在此以前原先居民的醫

療狀況缺乏文獻記載，由早期文獻如地方誌所述可略知一二。如：《諸羅縣

誌》卷八的風俗誌記有“番俗”的“雜俗”：“婦生產，偕嬰兒以冷水浴

之。病不知藥餌、鍼灸，輒浴於河；言大士置藥水中以濟諸番。冬日渡河，

亦群浴為戲。或云明太監王三寶航海到台，見番俗頑冥，棄藥於水，浴可以

癒疾。”《重修鳳山縣誌》卷三、《台海見聞錄卷二•番俗》，也有類似的

記載。澎湖紀略》卷七《風俗紀•習尚》還說：“澎湖之人信鬼而尚巫；凡

有疾病，不問醫藥，只求神問卜而已。”

台灣鍼灸的特點
台灣 黃碧松博士  日本 東洋學術出版社會長 山本勝司對談實錄

2013.03.17.台灣大學國際會議廳

黃碧松

醫道堂黃中醫診所

黃碧松  Huang Bi-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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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鄭成功入台，統治台灣期間，有大量漢人移墾台灣。永歷年間來

台避難之沈光文，曾在目加溜灣社從事教讀兼以醫藥治病，《臺灣府誌》卷

九所載《沈光文列傳》：“沈光文，……於目加溜灣番社傍教授生徒，兼以

醫藥濟人，清代官修諸府縣誌載有：沈佺期、徐恢鑽、翁同敏、邱孟瓊、卓

夢采、鄭崇和、林璽、林宜生、李游科、蔡光任等人，於流寓而寄跡行醫，

或以儒學而兼施醫以濟世；以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他們都可以稱為醫師，

惟皆無施行鍼灸之史實可考。

    當時，既少學驗俱豐之中醫師，遑論鍼灸。鍼灸只出現在某些民間詩

詞、雜詠，或官方奏摺之中，如：《無悶草堂詩存卷三•(丙午至庚戌)贈旭

東詩》云：“鍼灸仙家法，刀圭海上方；懸壺洛陽市，兒女識韓康。”《潛

園琴餘草簡編•癸丑(咸豐三年)歲暮苦苦行》“向使有病須鍼砭，亦宜調劑

加撫摩；雖云養癰恐貽患，庸醫躁進罪更苛。”《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詩鈔

卷十一•“園夕病枕遣懷”》：“老怯臥空房，噩象莽虛構。夜燈一以明，

探影出相湊。我解念詩佛，火宅青蓮咒；況聞杜陵句，治虐勝鍼灸。”

    清．申報《臺灣紀事輯錄》五月初七，閩撫丁(日昌)奏病勢反覆，請准

開缺調理摺載：“窺臣前因病勢纏綿未能脫體，有醫者進倒倉法，謂可除

根；又謂腳腫須用鍼灸外治，兼服攻瀉除濕之劑，方可赳期見效。”《彰化

節孝冊》附錄《臺灣孝節錄》：“孝子徐鴻霖，嘉義廳嘉義街北門人。資性

溫良，好學，義母疾，日夜侍葉，數廢寢食。鍼灸醫藥，無善不盡，聞者感

泣。”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二《陳病狀辭任》各摺，《病未就痊請開船政差

使》摺：“據醫云：病之起伏無常，乃係積受風邪、深入腠理，須易地靜

養，內劑外灸，方可望漸次平復，斷不能赳日見功。” 

    由於清道光二年(1822年)，清．道光皇帝下詔：“鍼刺火灸，究非奉君

之所宜，太醫院鍼灸一科，著永遠停止。”道光當時的決定對鍼灸是非常嚴

重打擊。從此，鍼灸淪為民間草澤鈴醫，醫家莫不以儒醫自許，只重視處方

用藥，而認為鍼灸只是雕蟲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從這些詩詞、雜

詠、奏摺之間，可以瞭解當年從大陸渡海來台的詩人墨客，對於鍼灸的功效

是相當肯定的，顯然在當時的民間鍼灸還是相當普遍，只是當時鍼灸醫師的

社會地位不高，因此沒能留下姓名事蹟。清代《板橋市誌》載：台灣鄉村醫

藥衛生，大凡有村莊聚落的地方，皆有中醫及中藥舖的設置，鄉農目不識

丁，然亦有家傳操鍼灸之術，或開草藥店者。

Features of Acupunctur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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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清朝官方排斥鍼灸醫術，影響所及，臺灣民間也不重視鍼灸醫療，

從事鍼灸業務者自然與時俱減。精於鍼術者也晦隱不名，據1897年年底之調

查，當時全臺灣中醫師計有1070人，其中並沒有精通鍼灸醫術者之記載。

二．日本統治台灣時期

    西元1868年，天皇睦仁實行明治維新，在醫藥衛生方面，崇尚追求西方

醫學，排斥漢方醫學，從而步入日本漢方醫學發展史上最黑暗的歷史時期。

台灣中醫界在日本的統治下，雖然也多次請求，但終難逃免被公然取締的命

運。台灣之中醫藥步入了醫師逐年減少，全台灣中醫師人數從日據初期的

1903人，逐年遞減，1945年時從事中醫業務者僅有數十人而已。從事鍼灸業

務者則以日本人居多，台灣人僅占少數。

    根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所出版的《重修台灣省通誌卷七政治誌衛

生篇》有關日據時期醫療人員鍼灸術部分：1924年(大正十三年)日人所頒訂

之“鍼術、灸術營業取締規則”對於鍼術、灸術許可資格之規定如下：

  1.及格於本令所訂之鍼術或灸術考試

  2.畢業於知事或廳長指定之鍼術、灸術學校或講習所者；

  3.及格於清宣統三年(西元1911年，日明治四十四年)日本內務省第十一號

令鍼術、灸術營業取締規則所定鍼術或灸術考試、及畢業於指定鍼術、

灸術學校或講習所。

    鍼術及灸術考試由州知事或廳長施行之。其應試資格，須具有修習鍼

術、灸術四年以上者。其考試科目如下：

  1.人體之構造及主要器官之械能，暨肌肉與神經血管之關。

  2.人體各部刺鍼法與灸點法，暨經穴及禁忌。

  3.消毒法大意。

  4.鍼術或灸術之實地表演。

日據時期台南州立聾啞學校技藝科，

主要學習針灸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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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其營業之範圍上，禁止瀉血、切開、暨其他外科手術或用電氣、烙

鐵之類；並禁止投藥或其他指示。違者處以一百元以下之罰鍰。

    1912年(日大正元年)從事鍼灸術業者計有台灣人2人，日本人75人；到

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從事鍼灸術業者則有台灣人21人，日本人90人。1940

年(日明治十五年)年底之統計資料，當時從事鍼術業者計有325人，灸術業

者計有308人，二者合計633人。

    日本將按摩、柔道整復術、接骨術、灸術、鍼術等，均視為與醫療有關

之事業予以管理，然對於施術者，則不列為一般醫事人員。

    屏東縣東港鎮有間祭拜日本軍魂的廟，取名靈聖堂廟，內除了祭拜日本

三船太郎將將軍及三百多日本軍魂和

大使外，還有一尊日本女醫師神像，

這名善長鍼灸術的女醫師，據說是大

使山村敏郎的女兒山村久美，也是三

船太郎尚未過門的未婚妻，因盼不到

父親和未婚夫歸來而抑鬱以終。廟方

被這段淒涼的故事感動，特別打造一

尊身著傳統日本和服的女神像陪伴在

將軍身旁，讓山村久美和父親及未婚

夫一起接受後人的朝拜。

[註]：

    屏東縣東港鎮有間祭拜日本軍魂的廟，取名靈聖堂，該廟前身是一座日軍火葬

場，尚未建廟前，據說常在夜間聽到部隊踢正步的聲音，廟方特別迎請一尊地藏王

菩薩坐鎮，希望日軍亡魂能夠得到安息。

    靈聖堂住持陳賢源指出，日治時期，日軍將大鵬灣作為南進基地，為處理戰死

日軍遺體，選在目前靈聖堂的所在地興建火葬場。光復後，日軍火葬場遺址只剩下

一座焚化爐，眾多軍魂無處收容，當地一直都不太平靜，據說以前常在入夜後聽到

焚化爐前有部隊踢正步的聲音，很多人都不敢接近。

    大約10年前，一名自稱三船太郎的已故日本將軍托夢，指他和300多位官兵搭

乘的驅逐艦在鵝鑾鼻外海被美軍擊沉，船上還有一名大使山村敏郎也不幸罹難，被

撈起的官兵遺體都被送至東港火葬場火化，希望地方人士能為他們建廟收容亡靈。

    東港一個宗教團體於是興建廟壇收容這批日本軍魂，廟方保留焚化爐遺址的原

貌，為大使和將軍各自雕塑一尊騎著戰馬的金身，並在廟前開闢廣場，供日軍夜間

集合操練之用。

Features of Acupunctur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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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949年以後，從大陸來台的中醫師，如何推廣鍼灸？代表流派和人物？

A.

一．從大陸來台的中醫師與鍼灸之推廣

    大陸中醫界初來台時，有執照會看病者之醫師不多，鍼灸界亦然，有人

僅會三商放血，有人只知溫灸神闕，甚且不知十二經脈，三百六十穴，當時

有鍼灸界八大開山祖師之說，因時日略遠，不免錯訛，僅述數人有代表性

者，如：郭家樑、吳惠平、修養齋、董景昌、黃修餘、黃維三、孫培榮…。

    郭家樑：南郭北吳，指的就是郭家樑先生與吳惠平先生，乃台灣八大鍼

灸開山祖師之一，郭氏生徒在高雄市鍼灸學會曾達九成以上，可見授徒之

眾。郭家樑先生所著之《實用中國鍼灸經穴學》，初版時就已洛陽紙貴，後

銷售到十七版，為當時《鍼灸大成》與《刺灸心法》以外在台第三本暢銷之

鍼灸著作，也是最暢銷之鍼灸著作。郭氏並在高雄醫學院、國防醫學院等醫

學院教學，當時為唯一在西醫醫學院授課之中醫師，並在廿餘所大學院校、

社團、醫院授課，當時授徒計有五十三國人士，郭氏生徒於國內外皆有一定

之影響力。曾首創以石膏鑄鍼灸銅人模型作教學之用。郭氏並被譽為台灣食

療藥饍之祖，著述《食療醫話》《食醫食療》《食醫漫談》等書。其子郭嘯

天繼承衣缽，頗有聲名，曾任中國鍼灸學會第11屆及第12屆理事長，惜以年

不到六十英年早逝。

    吳惠平：中國鍼灸學會第一屆迄第十一屆理事長，全國會員曾達三萬餘

人，１９６１年１０月，首次在台北市召開國際鍼灸大會，同年呈請內政部

核定１２月１７日為鍼灸節。吳惠平氏之著作，有《中國鍼灸學》、《鍼灸

基礎學》、《經絡生理學》、《鍼灸醫學》、《鍼灸銅人圖譜》、《鍼灸經

穴掛圖》、《最新鍼灸掛圖》、《高血壓症之研究》、《風濕症》、《中國

實用醫學大全》、《鍼灸概要》、《吳惠平鍼灸學》、《中國鍼灸大典》等

書，以中英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國發行。鑄鍼灸銅人模型作教學

之用，計傳授六十二國生徒，學生五仟餘人。吳惠平於１９７１年，經我政

府推介為高棉總統龍諾元帥治癒半身不遂，先總統蔣公頒授吳惠平實踐獎章

一座，行政院嚴家淦院長則頒贈【醫術遠揚】匾額一方，因而鍼灸新聞轟動

全世界。其後人（孫）吳安祥仍在台執業鍼灸，目前為中國鍼灸學會副理事

長。

    修養齋：教學仍採古傳方式，嚴格要求弟子背誦並定穴精嚴。以飛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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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見長。與吳惠平先生爭中國鍼灸學會理事長時，二人爭認郭家樑先生長子

與么兒為義子，後為郭氏勸阻，並尊郭氏之議，一起鞏固領導中心，謙謙風

範，一時傳為佳話。著有《修氏鍼灸全書》。其學生揚名者有黃維三(後為

中國醫藥學院教授、鍼灸研究所所長)、鍾永祥(曾任教於中國醫藥學院，開

業於台中東勢，於台灣中部頗有醫名)、黃民德(曾任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

任委員)。

    董景昌：在台董氏奇穴，為大眾熟知，曾因郭家樑氏之介應邀為柬埔寨

(高棉)總統龍諾治療中風，揚名國際。授徒七十餘，再傳弟子卻逾千人，受

其影響者數萬人以上。郭家樑氏並推崇考證認為董氏應是華佗之嫡傳弟子一

系。曾口述之《董氏十四經正經奇穴集》由林菊初、袁國本等人編撰，先附

於《實用中國鍼灸經穴學》，後則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廣傳於世。董氏鍼灸

在台有七十三門人之稱，在台常教學董氏奇穴者有楊維傑、賴金雄、胡文智

等人，在台蔚為一派。

    郭淡如：中國鍼灸學會開設鍼灸研習班時為主要授課老師。少數尊奉「

道醫」之中醫師，鑽研內經氣機，仙骨翩翩，享壽百餘歲，以自身證明中醫

鍼灸之功。

    黃修餘：以鍼灸宣傳一貫道，為一貫道初來台時三位重要前人之一，弟

子遍佈各地，而且多半熟諳一些鍼灸醫術，依其一貫道系統推算，在台至少

數百萬徒子徒孫，授徒之多，影響之大，為各方重視。

    孫培榮：早期能授課著述的儒醫之一，被尊為古法鍼灸第一代的代表人

物。

    黃維三：曾跟隨修養齋學習鍼灸，因故離開中國鍼灸學會後，顯名於中

國醫藥學院，曾為該院鍼灸研究所所長，並為碩博士生導師。《鍼灸科學》

一書至今為考試院中醫考試用書之一

    陳太羲：原揚名於香港，1970年後為中國醫藥學院禮聘為中醫研究所所

長兼教授，中醫研究所之規模多為其首創，著有《集合觀解剖圖稿》等書，

夫妻皆以鍼灸聞名。

    周佐宇：幼學鍼灸，因初來台時民眾不識鍼灸，默默耕耘傳播鍼灸，不

伎不求，潛德幽光，直言敢說，早期鍼灸界甚為尊重之少壯派。大陸其家世

代為醫，開設冀阜永安堂。其父周汝漢為著名中醫與鍼灸師。周左宇畢業於

北京師範學校，年輕時隨父親行醫，並師承山西名醫楊天霖。對日抗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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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隨政府撤退至四川重慶，在此拜承澹盦為師，於大後方行醫。中日戰爭

期間，周左宇醫師曾隨承澹盦前往山西，在沒有藥物的幫助下，僅憑數萬之

鍼炙好當地居民之瘧疾。西元1949年後，隨國民政府來台，通過中醫檢覈考

試，取得中醫師資格。拜孫培榮為師。周左宇醫師自軍旅退休後，勤於教

學，所傳承的入室弟子以永一、永二、永三等輩分來排列收徒的先後順序，

他通常以「永字輩」來稱呼他的弟子，永九為最後一屆。永字學生共139

人。其它非永字輩的學生則不計其數。著有《鍼灸重點釋義》等書多部，目

前以周氏弟子稱者並發揚其學術精神者有沈邑穎醫師，沈醫師目前任職於台

東關山慈濟醫院。

    王運安：在大陸時拜師（據說要一千八百擔白米的錢），來台後亦有傳

其鍼術。其人駐顏有術，七十歲望之如四十五至五十歲之間，而且滿面紅

光。此派特點是自製鍼，名之盤龍鍼。

二．代表流派和人物

1.董氏奇穴

    董氏奇穴係董氏景昌紹衍祖學，研究發展，自成一派的一家之學，是一

種療效高，應用容易的鍼灸之學。董氏除對奇穴頗多發明外，對於臨床應用

各家學說亦多發揮。董氏奇穴原為代代單傳的鍼法，至董景昌先生入臺後始

傳授弟子。這一派亦是在台灣流傳最廣。現時正式有學術交流到大陸的台灣

鍼灸學派。其弟子楊維傑先生編著 《 董氏奇穴鍼灸發揮 》 的簡體字版已

在大陸發行。

    董景昌，山東省平度縣人，生於民國1916年，逝於民國1975年。1949年

隨軍前往台灣。臨床四十年，臨診四十萬人次，其中包括對軍公教及貧困民

眾之義診，即達十萬人次，曾數度榮膺好人好事代表。並於1971年至1974年

間五度前往高棉為龍諾總統治療半身不遂，功在邦交，而榮獲當時總統蔣介

石頒贈最高榮譽狀，為中醫界獲得此項殊榮之第一人

    董景昌先生原籍山東，本身隨軍入台。憑著其別樹一幟的鍼法，療效

強，迥異於一般採用十四經鍼法，自成一套經絡思維方法。董氏奇穴同一般

奇穴一樣，也有著數目奇、取法奇、部位奇、療效奇的特點，很多穴是以穴

組的形式出現，例如手上的木穴、脾腫、二角明、婦科都是二穴組成。指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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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指腎穴則是三個穴組成，小腿及大腿部位更多是二個穴位及三個穴位合

成一個穴組；有些穴部位也很奇特，例如鼻翼穴在鼻子的鼻翼溝上，治口歪

眼斜在口腔內膜點刺；有些穴取法也頗奇特，例如天宗、地宗、人宗在肺經

上，但取穴則將手翻轉從大腸經方向刺入。又如火腑海定位在三焦經，進鍼

則立拳從陽明大腸經鍼下。至於療效奇當然更是董氏奇穴的特點，正因董氏

奇穴的療效突出而迅速，方得以風靡世界。例如重子穴治背痛；靈骨、大白

治坐骨神經痛；水通治咳嗽均可立見大效，既方便又安全，十四經穴無出其

右者。

    董氏奇穴與一般奇穴不同者，它既不同於局部取穴的阿是穴，也不同於

有病才有反應的天應穴，它是歷經長久臨床經驗累積總結的常定穴(董景昌

有時也視病之反應點，而有不定穴之取法，不過這是鍼法及治療的一種變

法，並非指穴位而言)，更為特出者，它並非奇零，零散之穴，而是一個龐

大互為相關的體系，幾乎每個穴位都與十四經穴有關，所以董氏將其名之

「董氏正經奇穴」而非「董氏經外奇穴」。

    又如以大腿作一橫切面，在大腿正前方的中線（十四經中為接近足陽明

胃經）在大腿正中線之股骨上距膝蓋橫紋上五寸定『通關穴』以此直上二寸

為『通山穴』再直上二寸為『通天穴』三穴同時使用三通穴（董氏稱為倒馬

鍼法一一三穴在同一線上使用）對消化不良，妊娠嘔吐確有良效。其中特別

之處是以此三穴主治心臟病、心臟性風濕病，也能治膝蓋痛。

    因此，董氏奇穴源於大陸山東，開花於台灣，可為台灣鍼灸第一派別。

2.古法鍼灸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為孫培榮，亦是從中國大陸遷到台灣。在當時已很有

名氣，並廣收弟子；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武仲瑛及周左宇兩位先生；孫先生

精於子午流注，靈龜八法配合八卦干支，用鍼以三才四部四總五門七募八會

以及十五絡穴，切合逐日臨時開闔補瀉，深得古法之妙，是為全身整體療

法，以恢復其生理機能。

    此一門派特點是完全不用任何藥物，傳承有自己的手法。此派資料由武

仲瑛編纂的《圖解鍼灸實效歌訣》、《鍼灸治療靈驗病例》為武仲瑛跟隨孫

培榮學習時的項料整理。另有由周左宇結合個人經驗所出版的書籍《鍼灸斷

病法則》、《鐵灸配穴思路》、《扁鵲鋪灸治療法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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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飛經走氣

    代表人物為修養齋先生，原籍河北，據其著作《修氏鍼灸全書》自序中

所說從王錫紱學習中醫經典內、難二經及傷寒論，之後再跟從康滋賡學習鍼

灸（康滋賡的鍼灸學自苑春英）。本派特重取穴與補瀉，因本派鍼治病患強

調得氣和能控制氣的走向飛經走氣通經過穴，故外間稱其為飛經走氣派。飛

經走氣是以鍼刺進身體的經穴治療身體疾病的方法，如果穴位準確，操作適

當，即可以達到消除經絡疾病、消瘀化結的效果，飛經走氣是以最少量的鍼

達到最大的治療效果的方法，《修氏鍼灸全書》記載有關刺鍼通經的感覺，

刺鍼的感覺有二種。一為鍼刺過皮膚時知覺敏感的人，就感有慢性電流通過

一樣，全身皆有感覺，傳電式的麻痺，使人四肢不能忍受，這就是鍼穴而通

經的道理。修養齋的傳人有名者為黃維三(中國醫藥大學鍼灸研究所所長)、

鍾永祥(中國醫藥大學鍼灸學教授)、黃民德 (曾任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會主委) 等人。

4.華陀派

    代表人物為王運安先生。在大陸時拜師（據說要一千八百擔白米的錢

），來台後亦有傳其鍼術。其人駐顏有術，七十歲望之如四十五至五十歲之

間，而且滿面紅光。此派特點是自製鍼，名之盤龍鍼，有本身的手法。用蟒

鍼透刺華陀夾脊穴，效果每每氣至病所，患者熱症感涼，寒症覺熱後拔鍼，

手法重補，華陀派的養生為『吞津法』；據說給王運安治療過的病人，告知

鍼後三日亦覺觸電感，可想得知其鍼效之強。

5.其他

    另有多位以鍼術揚名者，皆為熟練十四經，用鍼療效明顯者，但尊靈

素，依中醫辨證用鍼，不另詮述。

Q. 1949年以後，台灣鍼灸發展史？

A. 

    台灣1945年光復後，加上中藥材都仰賴大陸，國民黨與共產黨對立的政

治因素，任由中醫師(包括鍼灸師)消滅沒落。當時的國民政府仍以取締、消

減中醫為最終目的，甚至不承認中醫教育，阻絕中醫之生存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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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基層民眾尚且無法區別合法中醫師及從事鍼灸者之優劣，當時的社

會；凡是使用草本治病的或施鍼推拿按摩者，包括：廟宇藥籤、坊間偏方、

廣告藥品、接骨所、國術館、青草藥房、中藥房，都混屬中醫之列，凡有過

錯皆歸罪中醫。甚至迎合眾生心智只求迅速緩解，而有混雜西藥者，因此，

媒體報導中醫常是負面新聞，形成劣幣逐良幣的必然。

    除了民智低落，不辨別合法中醫師；政府醫療政策也偏重西醫，譬如勞

農保醫療，優先開放西醫院所承辦。如此艱困的經營環境，加上中醫內容深

奧，精髓難悟，想學習正統中醫，也缺乏明師門徑，艱困經營環境加上明師

難尋，造成當時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系畢業生，多數選擇執業西醫的主因。

    1946年台灣國醫藥改進社社長蘇錦全等28人，為了改變中醫藥學在日本

統治時期快要被消滅的狀況，在台北召開“台灣省中醫師聯席大會”，提出

中醫師檢覈之建議，組織台灣省中醫師考詢委員會與中醫師訓練所以甄選中

醫師資格，並提出具體章程草案，呈請民政處衛生局批復，終於在1950年開

始實施“中醫師檢覈考試制度”，將檢覈考試分為檢考(中醫師檢定考試)與

特考(中醫師特種考試)，並按衛生主管部門規定，只有通過特考才能取得中

醫師執業的執照。(鍼灸為中醫師執業項目)。

1.中醫師考試制度之建立

    1964年“考試院”恢復在台灣舉辦中醫師特種考試，錄取8位中醫師。

1968年五月舉辦第一次中醫師檢定考試，錄取190名。同年七月舉辦中醫師

特考，錄取26名。從此有了中醫師檢定考試制度，年年舉辦，中醫師特種考

試每二年舉辦一次，鍼灸科列為選試科目。

    1987年因中醫師特種考試嚴重舞弊，“考試院”宣佈停止舉辦中醫師特

考。

    1988年恢復特考，“考試院”頒佈“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筆試及格人員

訓練辦法”，規定通過特考筆試之人員，還要再接受一年六個月的訓練，包

括基礎訓練八個月及臨床訓練十個月兩項。訓練期滿才能發給及格證書，再

由“衛生署”核發中醫師執照。同年，“考試院”通過《中醫師檢覈辦法草

案》，對參考人員的資格、學分等作了更嚴格的規定。

    直至2009年統計，已有二萬零三百八十一人通過中醫師檢定考試；這些

檢考及格者通過中醫師特考及格者，只有三千二百六十六人，但仍有一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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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過檢定但特考未及格因而未能取得中醫師執照。

    台灣2013年8月16日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出版《中醫會訊》

統計全台執業中醫師共計6044人。每萬人口中醫師數為2.432人，台北市每

萬人口中醫師數為3.40人，台中市每萬人口中醫師數為6.41人密度最高，嘉

義縣及新竹縣每萬人口中醫師數為1.22人密度最低，城鄉仍有差距。

2.鍼灸學會相繼成立

 (1)台北市鍼灸學會

  台北市鍼灸學會成立於民國1953年5月8日，吳惠平為首任會長，當時

鍼灸在台灣猶如處於一片荒漠地帶。大多數的人不知道鍼灸為何物？大

多數的人不相信鍼灸能治病，真正懂得鍼灸的人，更是少數。在此情況

下，台北市鍼灸學會為台灣第一個成立的鍼灸學術團體(立案字號：台

北市社會字第026 號)，當時全台鍼灸醫師不到20位。

  直至1994年黃誠仁任理事長時參加韓國舉辦之世界鍼灸學術大會時，

提出申請以「中國台北名」稱加入「世界鍼灸學會聯合會」為正式會

員，由於兩岸政治的特殊緣故，台灣醫學會團體對以「中國台北」代表

台灣仍有顧忌，所以至今未有真正之醫學會加入世鍼聯。

 (2)中國鍼灸學會

  中國鍼灸學會於1957年9月1日正式成立，宗旨以研究中國鍼灸學術、

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人類健康為宗旨；另外，亦推動鍼灸學術研

究、發展事項及鍼對學術之教育、宣傳事項，且在臺灣各縣市成立分

會。首任理事長為吳惠平。後有郭嘯天、黃秋陽、邱戊己等,先後擔任

中國鍼灸學會理事長，中國鍼灸學會成立後會員曾有2、3萬人之多，目

前有效會員有5百多人，現任理事長為任職於三軍總醫院核子醫學部廖

炎智。

 (3)台中市鍼灸學會於1960年4月3日成立，曾發行《鍼灸世界》期刊。

 (4)臺灣省鍼灸學會於1979年成立，發行《鍼灸之路》期刊。

 (5)中華鍼灸臨床醫師協會

  中華鍼灸臨床醫師協會於1994年成立，以促進鍼灸醫學研究為宗旨，

並推動兩岸醫學學術交流及弘揚中國傳統醫學，並發行《中華鍼灸臨

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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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華現代鍼灸研究學會

  中華現代鍼灸研究學會於1995年12月24日成立，以發揚傳統中國醫

學，宣導鍼灸科學化及現代化為宗旨，發行《中華現代鍼灸會訊》。

 (7)中華鍼灸醫學會於1997年成立，以促進鍼灸學術研究與發展，發揚鍼灸

醫學為)宗旨，發行《中華鍼灸醫學會雜誌》。

 (8)台灣還有30個中醫專科醫學會，如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等，也把鍼灸列

為中醫師繼續教育的課程之一。

3.鍼灸學院教育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因沒有中醫高等院校，無法以學校教育培育中

醫師，(台灣醫師法規定：鍼灸業務必須具備醫師及中醫師資格者使得為

之)，使得社會上執行鍼灸業務的中醫師只得靠「中醫特考」一途來產生，

中醫師的教育靠家傳、師徒傳授、鍼灸學會或中醫師公會廣招學驗俱佳名醫

開班授課。之後1966年中國醫藥學院創立中醫學系開始，開始學院教育，至

目前為止國內共有中國醫藥學院（後改制大學）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

系，長庚大學中醫學系及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四個學系(2013年慈濟大

學也設立學士後中醫學系，培養中西醫學兼修或單修中醫學之現代中醫師。

    也因台灣中醫師之培育方式之差別，所以中醫師證照分為中醫師檢覈或

(高等考試)及中醫師特種考試兩類考試，鍼灸為考試學科之一。兩類考試皆

可任公職醫師，而後1995年11月1日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正式成立，負責台

灣中醫相關政策，中醫師特種考試評分方式就於1997年有所改變，2007年中

醫特考及格率降至0.6％，而中醫檢覈及格率都有80％以上，差距之大，且

近十年來，兩種考試的及格率差距竟有70％以上，在台灣中醫師有學院出身

與特考出身的心結;中醫師特種考試已於2011年最後一次考試後停考。

    1988年“考試院”頒佈“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筆試及格人員訓練辦法

”，規定通過特考筆試之人員，還要再接受一年六個月的訓練，包括基礎訓

練八個月及臨床訓練十個月兩項。訓練期滿才能發給及格證書，再由“衛生

署”核發中醫師執照。同年，“考試院”通過《中醫師檢覈辦法草案》，對

參考人員的資格、學分等作了更嚴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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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鍼灸教育

    台灣衛生當局及醫界長久以來一直未能重視鍼灸醫療，視為微末小技，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率團訪問中國大陸，特別帶領醫療訪問團到北

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參觀鍼刺麻醉右上肺葉切除手術，且於返美後廣為

宣傳「鍼刺麻醉」的神奇，引發鍼灸醫術的熱潮。台灣中西醫界及各大專院

校也掀起一股鍼灸熱，紛紛成立中醫鍼灸相關社團，在各大學校園內帶領風

騷。不只是醫學院，連一些文、法學院為主的大學，一時蔚然成風，也造就

了不少中醫鍼灸人才。這些學生成為中醫及鍼灸種子，後來有部分學生還考

入學士後中醫系或參加中醫師特種考試而成為臨床中醫師。

    中國醫藥學院鍼灸研究中心於1972年成立，並受行政院衛生署之委託成

立鍼灸研習班，訓練鍼灸醫師，歷任姜潤次、張成國、林昭庚及許昇峰等主

任，發表論文數十篇。凡是欲來學習鍼灸者，必須為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

生。並獲得醫師執照始得前來鍼灸研究中心研習。中國醫藥學院鍼灸研究中

心自從1973年鍼灸研習班開課至今，也曾招收外國籍醫師包括法、日、美、

加、新加坡、韓、德等幾十種國籍的醫師。教材方面更著重實質與臨床相配

合，使學員們獲得更寶貴的技術與臨床經驗，目前是被教育部及衛生署所承

認的培訓鍼灸專業機構。另外，榮民總醫院鍼灸科亦開設醫用鍼灸研習班，

以訓練中、西醫師、牙醫師研習鍼灸，所修習學分也被教育部所承認，可執

行鍼灸醫療業務(台灣西醫與牙醫師受過指定訓練可以執行鍼灸業務，但不

能使用全民健康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鍼灸業務只有中醫師可以承辦)，使得

鍼灸技術能夠更加推廣。

    2008年，中國醫藥學院因應國際人士對鍼灸學習的需求，開受國際鍼灸

碩士學位學程，此學程隸屬於中醫學院，開始招收外國醫師或牙醫師，以培

植國外優秀的鍼灸人才、達成中西醫結合及中醫國際化的目標。由於現在鍼

灸的療效已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並為WHO所承認，許多國外人士紛紛投入

鍼灸研究的行列。然而鍼灸的學理深奧，一般外國人即使從事醫療工作也難

以深入了解，所以鍼灸科學須與現代醫學科技、醫學工程相結合才能進一步

揭開鍼灸作用之謎。

    中國鍼灸學會等各專科醫學會長時間不定期開授鍼灸相關課程，除了中

醫師繼續教育外，也培養不少鍼灸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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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鍼灸研究

    1963年10月22日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成立，從事有關中國醫藥之研究、

實驗及發展等事項。還設有中醫基礎醫學研究部門，研究鍼灸與氣功之理論

及應用；在中醫學研究計畫中也有鍼灸療效及《鍼灸甲乙經》等典籍。此研

究所為台灣目前唯一之公立中醫藥暨鍼灸研究機構。惜乎近年來該所以中草

藥成分研究為主，疏於中醫及鍼灸臨床研究，而與中醫鍼灸臨床醫師漸行漸

遠。

    1972年在大陸鍼刺麻醉引發的世界性鍼灸熱潮下，台灣學術界也提出用

科學方法研究鍼灸醫學，並召集台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台大醫學

院、國防醫學院等有關單位，設立鍼灸研究小組。確定以傳統鍼灸為基礎，

以現代醫學技術及學理，觀察鍼灸對疾病治療、鎮痛與麻醉之實效，從而探

討其生理、生化以找其作用機理。

    1977年台北榮民總醫院成立鍼灸科，首任主任為航醫出身的鍾傑醫師，

以鍼灸用於臨床，服務病患。鍾傑醫師也是首位應用生物能(傅爾電鍼)診測

應用於病患的醫師。1980年始，該院鍼灸科率先使用拋棄式無菌鍼灸鍼，並

且首倡電腦資訊管理，成為台灣推動鍼灸現代化之先聲。除了臨床服務之

外，並致力於教學及研究工作，培養醫學院學生成為善用鍼灸的醫師，並培

訓外籍醫師而蜚聲國際。

    1982年國立陽明大學成立傳統醫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崔玖教授，提倡

中醫鍼灸不遺餘力，並與東吳大學陳國鎮教授、中央研究院王唯工教授相繼

投入經絡能量理論之研究，成果刊於IEEE數篇論文，是目前中醫論文SCI點

數最高者。

    2001年長庚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成立，致力於中醫科學化工作，並將鍼

灸研究作為發展重點之一。

    2005中國醫藥學院年創立鍼灸研究所，為台灣第一所鍼灸專業研究所，

以培養鍼灸師資及專門研究人才為設立宗旨，將傳統的鍼灸、經絡理論，配

合西方現代醫學研究方法來研究鍼灸科學。

Q. 現在台灣，有無鍼灸名醫？其學術特點？

A. 由於篇幅有限，在台灣以鍼灸揚名者尚多，無法一一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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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現在台灣，鍼灸師的地位。有關法規，資格試験及社會認知度？

A. 

    台灣中醫師臨床不分科，門診常處方用藥與鍼灸併行，1974年台灣公布

醫師法，鍼灸為醫療行為，必須具有醫師資格者方可行之，因此早期有許多

以鍼術為醫者頓成密醫而成尷尬局面(此爭議後述)。

    在台灣醫師法規定中醫師只能用中醫的方法（鍼灸、中藥、傷科整復推

拿按摩）診治疾病，中醫師不得使用西醫方法治病。今台灣中醫師人數只有

西醫師的14％，因療效顯著得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及勞保，目前中醫的全民

就診率已在30％以上（尚不包括全民健保不給付之自費醫療）。

Q. 台灣的鍼灸臨床的現狀。

A.

    台灣在1995年3月1日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並將鍼灸納入健康保險的

給付範圍內，這不僅是肯定了鍼灸的治療方式，更承認了鍼灸之醫療價值。

    目前台灣各大醫院95％以上皆有中醫鍼灸科(部)的設立，中醫診所大多

承辦鍼灸業務，台灣全民健康保險中醫(包含鍼灸)就診率在30%以上。

    一項調查對象為地區醫院以上中醫科部及中醫醫院之中醫師，用以了解

觀察台灣鍼灸使用現況，並進一步探討中醫師的教育背景、年齡，執業年資

與執業環境對其鍼灸操作方式影響之相關性的報告：結果顯示與中醫師「鍼

灸治療方法之選擇」及「疾病治療範圍」相關性較強的因素為中醫師的「執

業地區」與「教育背景」；與「年齡」、「執業年資」與「執業場所」亦有

相關性，但強度較弱。

（1）在台灣北部地區，鍼灸之使用頻繁及範圍較其他地區廣。

（2）特考中醫師使用鍼灸治療之系統疾病種類較學院畢業之中醫師多。

（3）年紀較大與執業年資較久之中醫師以鍼灸治療疾病的種類亦較多樣。

（4）在中醫醫院執業的中醫師使用中醫診斷方法的比率較其他中醫師高，

而且使用鍼灸治療之系統疾病種類較在西醫醫院中醫科部執業之中醫

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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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現在臺灣，對中醫師和鍼灸師的待遇及社會的評價有無差異？如有，

     具體是什麼？

A.

    台灣醫師法(也就是中華民國醫師法)第一章第一條醫師資格之取得為：

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醫師法

之醫師有醫師(西醫)、中醫師、牙醫師三種。

    醫師法第二條：（應中醫師考試資格）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中醫

師考試：

1.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

立學院中醫學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 

2.本法修正施行前，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科畢業，

並修習中醫必要課程，得有證明文件，且經醫師考試及格，領有醫師證書

者。 

3.醫學系選中醫學系雙主修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

且經醫師考試及格，領有醫師證書者。前項第三款醫學系選中醫學系雙主

修，其人數連同中醫學系人數，不得超過教育部核定該校中醫學生得招收

人數。

4.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限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以前，得應中醫師特種考

試。 

5.已領有僑中字中醫師證書者，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

中醫師檢覈筆試及格，取得台中字中醫師證書，始得回國執業。

    台灣中醫師資格與西醫、牙醫相同，只是執行的業務不同，而鍼灸為侵

入性醫療，必須具備醫師資格者才能執行鍼灸治療。因此，台灣只有醫師，

並無鍼灸師職稱。台灣有許多具有美國加州鍼灸師執照者，或大陸就讀中醫

藥大學畢業回台者，也有少部分留學日本鍼灸專門學校或大學鍼灸系畢業回

台者，因無應考台灣中醫師資格，所以不具有台灣醫師資格，因而淪為地下

密醫，這些人當中不乏鍼術精湛者，實屬可惜。由於這些不具醫師資格而執

行鍼灸醫療者不滿其所參加學會未能向台灣政府當局爭取如日本鍼灸師(或

技術員)資格以合法執行鍼灸業務，以中國鍼灸學會為例，會員數由2、3萬

人脫會到只剩5、6百人之困境。

    在台灣，不具醫師資格而執行鍼灸醫療者頗多，如被衛生單位取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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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醫師法第二十八條（罰則）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

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

    台灣2013年3月16日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出版《中醫會訊》

統計全台執業中醫師共計6015人。

  

貳.關於大陸鍼灸

Q. 和大陸的鍼灸交流起於何時？

A.

    國民政府來台後，48年來和中國大陸不相往來，因為戒嚴令的關係台灣

人民禁止進入中國大陸，兩岸醫藥也無交流，當時中國大陸也處於政治不穩

定時期，鍼灸醫學類出版品不多，台灣從事中醫及鍼灸者想要了解中國大陸

中醫藥及鍼灸信息，只能依賴少數出版社從香港帶回出版品翻印，此類出版

社以台北市戴新民先生經營之啟業書局最有規模。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總統宣布台灣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長達38年之

戒嚴令，開放台灣人民赴中國大陸探親，中醫及鍼灸也開啟了交流的新頁。

    開放之初，中國大陸老中醫恢復名譽不久，台灣中醫與鍼灸醫師或非醫

師從業人員赴大陸大多衝著這些老中醫做短期學習，後這些老中醫漸漸凋

零，赴大陸以就讀本科或碩、博士為多。但台灣政府直至今日仍未承認中國

大陸醫學學歷。

Q. 大陸鍼灸的教科書，在台灣使用嗎？

A. 

    在台灣學習鍼灸，不管學院中醫學系的教學，或學院外鍼灸教學者，大

多自編講義或有著作出版，早期如1960年修養齋自行出版之《修氏鍼灸全

書》，1980年黃民德著作之《鍼灸輸穴圖譜》，或近期林昭庚主編之《新編

鍼灸學》，目前中國大陸出版簡體字書籍在台灣有多家專賣書局，取得容

易，中醫師或鍼灸從業者也會將中國大陸鍼灸教科書當成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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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對於大陸鍼灸的辨證論治，台灣是如何看法？

A. 

    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其症狀表現是錯綜複雜的，鍼灸作為一種治療方

法，如果只有應用經絡辨證指導臨床是不過全面性的。臨床上應該運用中

醫理論體系，以臟腑辨證為基礎，結合經絡辨證及其他辨證方法(如三因辨

證)，對疾病進行分析歸納，以區分其病性、確定其病位，為臨床治療提供

依據。這種以中醫理論指導下鍼，兩岸的看法是一致的。

Q. 臺灣的年輕人希望去大陸留學，學習中醫鍼灸嗎？

A.

    這要分兩部份來分析：

1.台灣中醫系不容易考上，由於中醫師在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高，每年大學

聯考必須當年排名前2000名的學生才有機會考取中醫系，因此想以中醫鍼

灸為職業者並不是容易之事。這些人會轉向到錄取較容易的中國大陸就讀

中醫鍼灸。

2.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中醫藥及鍼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空間，目前為

止，全國有中醫醫院2600多所，病床27萬張以上，高等中醫藥院校32所，

在校學生10萬多人，中等中醫藥學校近50所，一些西醫院校和綜合大學也

設立了中醫藥專業。1978年中共教育部才開始進行招收港澳台留學生的工

作，最初以招收研究生為主，自1985年開展大學本科的招生任務，一直

到1987年才透過正常管道招收了第一批台灣留學生。據中共教育委員會統

計，目前在大陸念大學、研究所有正式學籍的台灣生有5000多人，這些還

是有正式學籍的，加上各校私下招收的、兼讀生（在職班）、學分班等大

約有近10000人。其中占最多數的是研習中醫學。

    台灣學生考慮赴大陸求學的動機，有因自我的生涯規劃，就業市場導

向，親友同學影響，個人興趣或家族淵源等。

Q. 台灣中醫鍼灸未來的展望

    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一批大陸中醫菁英也踏上台灣，為台灣中醫打下

厚實的根基，也因海峽兩岸長時間的分隔，數十年的蘊釀，中醫在台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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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形成和大陸不同的學術流派。台灣中醫教育為精英教育，每年高考前2000

名才有機會進入中醫系就讀，這種現象突顯中醫師在台灣的社經地位是受重

視的，好的中醫形像對中醫學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台灣中醫師只能用傳統純中醫的方法診斷與治病，如此特殊的際遇，台

灣有機會成為精緻純一的中醫藥聖殿。

    台灣是世界唯一中醫承辦全民健康保險的傳統醫學，每一筆診療用藥都

會上傳到中央健康保險局的電腦中心，龐大的資料庫是中醫臨床研究的寶

庫，純淨的中醫診治記錄有機會使台灣成為世界中醫科學的臨床研究基地。

但因全民健保抽審有部分審查措施造成許多臨床醫師為避免被核扣放大回推

而無法呈現現場真實病例，也因此而減損健保資料的實證性。

    台灣中醫有著深厚中華傳統文化底蘊所醞釀出的中醫藥精華，對比海峽

對岸的中醫發展及就診情況，海峽兩岸中醫已大為不同，大陸廣西中醫學院

劉力紅氏在其整理《開啟中醫之門運氣學導論》序中談到：“搞中醫就搞中

醫，「狹路相逢勇者勝」，台灣的格局與此相彷，台灣會成為傳承中醫的力

量。”

    但台灣目前很多中醫人的缺乏自信與台灣政府對中醫學的漠視的對照之

下，實在令人嘆息不捨。

致謝：本訪問內容參考多篇台灣政府當局及海峽兩岸鍼灸學會團體、專家學

         者之報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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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March 11, 2013 Yamamoto Katsuji (山本勝司), Chairman of the Toyo 
Academic Press (日本東洋學術出版社) met with Dr.Huang Bi-So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upuncture in Taiwan. The discussion covered the time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400 years ago through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and the entrance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1949 all the way up to 
present day. Topics included histo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system, schools of 
thought, representatives of acupunctur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and future outlook of acupuncture in Taiwan.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in Taiwan 
may only use pure Chinese medicin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thus 
providing a special encounter. Taiwan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temple of p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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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早期(晉代以前)的煉丹術，偏重汞化合物的研究；葛洪前後(晉到

唐代)轉向砷化合物的研究；進入宋代，改用甾體性激素製劑。其間都有參

雜使用未適當炮製過的硫磺。這些都是歷代仙丹中毒之主要原因。

    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死於丹藥的人太多。唐代皇帝中，服食丹藥而

亡的有六位；明清兩代二十三位皇帝；歷史名人蘇東坡、韓愈等皆因中毒而

死亡。

    中國人的煉丹術中所使用的材料是「五金八石」：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以上配合「五行」理論

八石：朱砂、雄黃、硫磺、雌黃、雲母、空青、戎鹽、硝石，以上配合「八

      卦」應用之理論。

    要了解中國的煉丹術奧秘，必須研究中國最古早的道家煉丹典籍《參同

契》，結合中藥炮製歷史的研究，才更容易理解。

    從中國二千多年煉丹的慘痛歷史經驗得知，重金屬(汞、砷、鉛……)，

應排除直接使用在人體治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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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之一「火藥」，為中國的煉丹家所發現，其成份也是

煉丹的重要材料「硝石」和「硫磺」所組成。古人萬萬沒想到，他們煉丹的

過程中，為防止爆炸，發展出的各種「伏火」觀念技術，竟促成現代醫藥的

發展，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越來越顯出其中的重要性。

    因「硝石」而發展出擴張血管的藥物，包括治療心絞痛和治療陽痿的威

而剛，在醫藥史上都是其重大的貢獻，讓引用的發明者也得到諾貝爾獎的肯

定。

    未來具有強大潛力的巨星……硫磺」，即將浮出檯面，在中國的煉丹史

上，它的重要性更甚於「硝石」，沒有「硫磺」就沒有過去數千年的道家煉

丹大夢。個人預言在不久的將來，「硫磺」在醫學的發展上，將扮演極重要

的角色。

    近代科學的發展，有意無意中發現了從松樹中抽取出的有機硫化物

(MSM：Methyl–Sulfonyl–Methane)，也從大蒜中抽取到大量的有機硫化

物，原來有機硫化物在很多植物中早已存在，因此，我們只要從植物中找到

穩定的有機硫化物結構體，然後透過現代醫藥科技的研究，就可以印證古人

的智慧結晶是否正確，要是真能啟動「自體細胞修復能力」，許多的文明病

就不再只是治標，有可能達到痊癒的理想。

    此次，中國人勢必不缺席，老祖宗的智慧，加上科技的幫助，將再次向

世人證明，中國仙丹就是「有機硫化物」，屆時，希望壽比南山，終將實

現。

關鍵詞：中國煉丹術、中國仙丹、有機硫化物MSM、伏火

一、前言：

    眾所皆知美國「仙丹」就是「類固醇」，但沒有人可以回答何謂中國「

仙丹」。這個問題，從中國有歷史記載（已二千多年）以來，一直是個未知

的秘密，歷史上多少聖賢豪傑，它們的智慧可以改寫中國歷史，卻因前仆後

繼，服食「仙丹」中毒身亡。中國人服食「仙丹」的歷史，就像是一場大型

而真實的「人體試驗」，翻開整個中國的「煉丹史」，確實給人類留下了很

多寶貴的「失敗經驗」，這些經驗也正是後世人們繼續研究發展的踏腳石。

Discussion on the Production and Usage of Chinese Alch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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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煉丹術在中國歷史之記載：

    大陸的學者「朱晟」、「何端生」等人在《中藥簡史》書中〈第六章．

中國古代的煉丹術〉有這一段介紹：『煉丹術在晉代以前主要是汞鉛化合

物，進入宋代，甾體製劑。「秋石」主要是雄性激素，「紅丹」主要是雌性

激素，前者是從人尿中提煉出來的，後者則為年輕女子的月經。性激素的發

現和利用，雖然是科學技術史上的重大發現，但煉丹術中的房中術，以此來

作延年卻病之藥，其後果也和唐代的所謂「仙丹」一樣。例如，明代正德

帝（西元一五○六～西元一五二一年在位）因服淫藥中含紅鉛而急猝死於

豹房（見朱國楨《湧幢小品》）、嘉靖帝（西元一五二二～西元一五六六

年在位）因服煉丹術士提供的藥品而死亡，隆慶帝（西元一五六七～西元

一五七二年在位）亦因服用宦官所進用的長生藥過度而成短命，泰昌帝因服

「紅丸」（其中含有鴉片）而卒（西元一六二○）。類似事故，之後還不斷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又於『《唐書》史料中，發現對於吃丹藥的記載很

多，清代學者趙異，在「《二十二史創記》卷十九，綜合了這些材料，有

《唐諸帝多餌丹藥》一章，大意是唐代皇帝中服丹藥而亡的有六位。

    人們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真是不假。自秦始皇漢武帝以

來，死於丹藥的名人太多了。唐太宗是吃梵僧的延年之藥而病歿的，其後有

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亦因此而死，穆宗和敬宗是昏庸之君，受人

愚弄，死固不足惜，但太、憲、武、宣諸帝都是精明強悍的人，為什麼也上

當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貪生之心太重，反而促其早死。----據南宋方

勺《泊宅篇》之說，韓愈曾對煉丹術半信半疑，故「作文戒服食」，但其

「晚年卻服用硫磺而死」。唐代詩人白居易詩云：「退之（韓愈）服硫磺，

一病訖不痊。微之（元稹）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訣，終

日斷腥膻。』

三、中國早期煉丹術常用秘方－重金屬的應用

    中國歷史在早期的煉丹術中，偏重於「汞的合金」及「汞化合物」的研

究，雖能治療一些疾病，但是可溶性汞化合物易產生毒性。在葛洪前後，煉

丹術逐漸而偏重「砷化合物」的研究，在唐代文獻記載所謂的「仙丹妙藥」

廖世隆等  Liao Shih-L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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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種，例如：五石散（處方：石鐘乳、石硫磺、赤石脂、白石英、紫石

英）並無大毒。但五石散服後，由於毛細血管擴張作用，使皮膚紅潤、容貌

變好，有「轉弱為強」之假象，但易產生煩躁，喜食寒涼之物，且皮膚易被

擦破。直到明代的李時珍等，他們才揭露了「五石散」的秘密，原來其中含

有「礜石」經火煉之後，氧化成「砒霜」就更具毒性。《山海經》中記載，

「礜」即後來的砒石，用來作為「毒鼠」藥，是有效的方法。「砒霜」服食

人類一日極量為十五毫克，適量服食暫時地促進代謝，輕度中毒的部份症狀

如上所述，過量會導致死亡。古人服食不易掌控「安全劑量」，加以服食的

人奢望「健康長壽」，因此，服用劑量加大，導致「砒霜」中毒的事件，就

層出不窮。

    又，「南懷瑾」大師在《我說參同契》書中說道：「古老得外丹，都是

五金八石這些最強烈的毒藥配製，要把毒藥鍛煉到沒有毒性才吃下去。在道

家的傳記上，服食外丹成就的人非常多，不過在歷史上，許多名人、皇帝吃

了外丹，都很快翹辮子了。明清兩代二十三位皇帝，還有歷史上的名人蘇東

坡、韓愈，都是中毒而死的。韓愈反對佛、反對道，不過自己還是吃這個東

西，他自己還是想長生不老。明代王陽明，也吃外丹中毒而致死，死的時候

一身發藍，以現代經驗確實是砒霜中毒。乃至清朝的咸豐皇帝，說他死於天

花，其實是死於梅毒，又說死於道家的金丹，記載中各種說法不一。譬如現

代人新的考證指出雍正皇帝也是死於外丹藥，因為他也是學道學佛的，這些

都是懸疑案。

    另外，南師在《我說參同契》書中，也提到他自己服食「硫黃」的經

驗：「譬如硫黃可以治很多疾病，它是起死回生的藥，道家的五金八石之

一。硫黃有毒性，吃下去會死人，那麼要用什麼方法令硫黃沒有毒呢？因此

發現就是豬油之功效，加上豬油製煉以後，硫黃的毒性沒有了，吃下去陽氣

會旺。如果不能戒除飲食，碰到一點動物的血，那個毒性照樣發作。所以他

們這些帝王和名士們，飲食不肯斷去，男女之欲不肯戒除，這個外丹藥吃下

去只有短命，哪裡能夠長生！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古人說：「未有神仙不讀

書」譬如我們讀書的時候，老師們一定要你看看《洗冤錄》，其實這一本書

就是古代法醫學。《洗冤錄》記載說：假使驗屍拿出來那個骨頭抓到手上一

揑，變成黃粉下來，那人是中了硫黃毒死的。硫黃吃多了骨頭鬆了，一揑就

成粉。

Discussion on the Production and Usage of Chinese Alchemy



中
國
鍼
灸
學
雜
誌  

創
刊
號

JCMAS  Vol.1  No.1  Dec. 201350

    硫黃也是道家了不起的藥，我也曾吃過一百天的硫黃，那是冒險吃的，

在做試驗。這種丹藥對修道人身體很有利，但是不能多吃。

    服用硫黃究竟有什麼好？我是拿命來試驗的，我吃了覺得骨節特別鬆，

身體很柔軟。後來偶然重新詳細查閱，古人的法醫學《洗冤錄》，才明白其

中的道理，怪不得身體這麼柔軟！道家吃硫黃是轉化筋骨，我們打坐拉筋也

想把身體練達到空的境界，但是很不容易。藉這個藥物把身體改變，使你感

覺空。當然服用過量了就不好，這些都是毒藥，像鉛、硫黃、水銀，煉丹的

藥五金八石都是毒藥，把他們鍛鍊成丹，小小的一粒只有綠豆那麼大，吃對

了百病皆除，吃不對立刻翹辮子，七孔流血而命亡，那是很嚴重的。

四、材料及方法

先談「五金八石」之內容：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

配合「五行」的五色。

八石：朱砂、雄黃、硫黃、雌黃、雲母、空青、戎鹽、硝石。

配合「八卦」之應用。

    「五金八石」就是煉丹所用的材料，材料知道了，還要熟知煉丹時「火

候」的問題。要瞭解「火候」的問題，就要認識煉丹術背後的思想，《參同

契》告訴我們，此書參合三種原則相同的學問，也就是「老莊思想」、「道

家丹道」、「易經思想」，融於一爐。宋儒哲理家中，最有名氣的人物就是

朱熹，他排斥佛、道兩家，視為異端之學，但在他的傳記中提到他對《參同

契》、對「道家學問」的研究心得，他下意識承認，人的壽命是可以修得

的。

    自古神仙傳你丹訣，傳你口訣，「火候」就是沒有辦法傳給你，因為每

個人的稟賦狀態不同，環境、思想、時空背景不同，還有人類科技知識的進

步，「火候」的觀念工夫是「變異」的，不是「呆定」的。因此，再三強調

做「工夫」要知時知量，靈活變通，認知有所進步了，「工夫」就要跟著

「不斷突破」，才叫做「方便法門」。

廖世隆等  Liao Shih-L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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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和應用

    現在把道家修煉的「火候」，儘量表達，在似有似無間，希望能為你引

發ㄧ些靈感，簡單分成三部分來探討：

〈ㄧ〉、如何進入「空無」境界？

〈二〉、如何調配服食之丹藥？

〈三〉、最終是「內丹」、「外丹」如何合ㄧ？

〈ㄧ〉、如何進入「空無」境界？

    佛家講「空」，道家講「無」，不管佛家、道家都有打坐修行的法門，

打坐就是簡易進入「空無」境界的方法。

    佛家講「空」，ㄧ念不生不是沒有東西，是有個東西，這個東西就是道

家所稱的「真意」。佛學「唯識」的第六意識的根是「第七識」，也叫「末

那識」，又叫「意根」是〈道家的真意〉。若修練者進入「第七識」而能

「空」，這個時候等於是「無念」，無念之念是為「正念」永遠定在這個境

界，在有念無念之間，為「ㄧ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那一念不生的境界。

    「真意」在道家又叫「真土」也就是「戊己土」。所以打坐時把正念這

ㄧ念停留在「中宮」這一部位。道家創始者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

其實「致虛極」就是空到極點，靜極空極在這個「中宮」，五行就歸元，所

謂「皆秉中宮，戊己之功」。

    「陰極則陽生」所謂物極必反，用《易經》的卦象來表示如下：

圖示：

    以上圖示的說明，在南師《我說參同契》書中對「ㄧ陽來復」著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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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見「這ㄧ陽」對道家修行有多重要，佛家講「明心見性」，道家也講

「坎離相交」，都是在講述同一個道理。引此吾輩注意思考，「工夫」「火

侯」就在其中：

『「陰符之終，陽火之始」，坤卦的隔壁就是「復」卦，這個卦象就是「

地雷復」(   )。

「關於一陽來復」，我們若懂了這個原理，只要把自己心念平息下來，

聽其自然念頭一空。念頭空掉，一陽來後，復卦，氣就上來了。

你真做到心念息下去，神就凝結了，氣就聚了。神凝氣聚就一陽來復，

復卦來了，你還怕什麼病呢？

「冬至一陽生」的原理，是《易經》最崇高也是最基礎的原理。冬至是

子月〈陰曆十一月〉下半的氣，子月是復卦，一陽來復的意思。此時天

地間陰極陽生，開始了一陽，運用到人的生命上，就是子時，從夜裏

十一點到次晨一時。所謂正子時正好是十二點正，正子時是子時的中

間。

邵康節說：「冬至子之半」冬至是子月一半的時候，宇宙萬物到了一個

不屬於動態也不是靜態的時刻。平穩極了，這中間是真空狀態。這種真

空的狀態是一陽之氣初動之先，也就是「萬物未生時」。所以佛家講修

到無念，真正空了，才是陽氣來之前的境界。

「伍柳」這一派修法講：大小周天道理，是強調了不漏。它的工夫也強

調從這裏起手，所以注重在「一陽來復」，就是生理上氣機發動的時

候，也就是陽氣起始發動的時候，開始下手修，一直修到斷欲，才能打

穩基礎。伍柳派認為，男女之間一百天不漏，這是以身體來講，稱為

「百日築基」。

「真土對伏食的重要」，講到丹道的「伏食」，所謂修持的方法，就是

怎麼樣結丹。也就是說利用我們現在這個生命，生生不已得功能，產生

新的生命，這個叫「丹」。這個結丹，道家講是「先天一炁從虛無中

來」，很自然的再回到我們這個身體上。「伏食」也就是「一粒金丹吞

之腹」這個道理。

「坎中有太陽真火」，這個是生命能量，可是一般凡夫當成太陽真火一

發動時，男性就是陽舉，女性也有感到衝動的狀態，一加上慾念的習

慣，就走漏了，變壞了。如果太陽真火能累積起來，就是長生不死的一

廖世隆等  Liao Shih-L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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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重要的丹藥，這是講陽，變成這個樣子。

「先天ㄧ炁」隨時會來，換句話說也就是「活子時」，「冬至一陽生」

就是這個東西，也可以叫「陽生」。現在進一步講，「陽生」有個現

象，這個時候你自然有一種春意，生命的春意，就是「先天一炁」。什

麼叫春意？就是春天萬物都在發生繁殖，學佛也好，修道也好，都要把

握住這個境界。

「真一之炁如何發起」，道家所說真的「活子時」來，就是「先天ㄧ炁

」，一切都從虛無中來，「自然表裏洞澈，有如萬頃冰壺」，這是形容

境界，不是真的冰冷，而是像玻璃一樣的透徹，把實際的境界都講出來

了。

 眼睛、耳朵、嘴巴，三者都是在消耗生命精神，「先天元炁」，我們生

命的能源，天天在消耗，還能剩多少阿！用完了就沒有了。

(二)、如何調配服食之丹藥？

    過去，從中國二千多年煉外丹的慘痛歷史經驗得知，重金屬(汞、砷、

鉛…)應排除使用。「仙丹」之重金屬，殘害中國人已經幾千年了，到現代

還有偶發零星事件發生，理應多加以注意。

    中國的四大發明之ㄧ「火藥」，是煉丹家所發現，也就是煉丹的重藥材

料，「硝石」和「硫黃」所組成。古人萬萬沒想到，他們煉丹的過程中，為

防止爆炸，所發展出的各種「伏火」觀念和技術，竟促成現代醫藥的發展，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其中的重要性。「伏火」的技術，就像

「火候」一樣，可以不斷的變化，隨著科技的進步，就有新的作法和觀念，

這是古人看不到的經驗。

    「硝石」發展出擴張血管的藥物，包括治療心絞痛，和治療陽痿的威爾

鋼，在現代醫藥史上比比都是重大的貢獻，也得到全球性諾貝爾獎的肯定。

    本文預告下ㄧ波具有更強大潛力的巨星─「硫黃」，即將浮出檯面，在

中國的煉丹史上，它的重要更甚於「硝石」，沒有「硫黃」就沒有千年的道

家煉丹大夢，此話是要突顯他的重要性。個人預言在不久的將來，「硫黃」

在醫學科學的發展上將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此次，當代中國人勢必不缺

席，老祖宗的智慧，加上科技的幫助，將再次向世人證明，中國「仙丹」就

是「硫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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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上個章節曾探討如何打坐進入「空無」境界，然後等待「ㄧ陽來

復」，這「一陽來復」可不是那麼容易就「來復」，原因可從兩方面說明：

(1).身心健康狀態，影響你是否容易進入空無境界。

(2).人隨著年紀的增長，老化退化的問題，造成「先天元炁」過度耗損，因

此才會有「服食」來調養的概念。

    南師在《我說參同契》書中提到有關「服食」的問題相當值得參考：

禪宗的祖師講不講工夫呢？絕對講工夫，修道要知道如何跳出三界外，不

在五行中。這個肉體上就有三界，不修禪或工夫不到你就看不懂，這就是

被個人身體的感受限制住了，你永遠跳不出三界外，永遠在五行中，這

「真陽不能做主，陷在陰中，無由出爐」，就是這個丹成了，要衝但衝不

出來。這個道理就是「北方寒水過盛，浸滅太陽之象」，拿身體來講，就

是氣脈沒有疏通，這種情況也是病態，寒濕太重，可以自我治療，也可用

藥物治療；所以修丹道的人，沒有不通達醫道的。菩薩亦要通五明，包括

了醫學，就是這個道理；藥就是外丹，能得其幫助很快就過關了。

有一本道家的書很要緊的，就是崔真人寫的《入藥鏡》。我們自己生命中

自有長生不老之藥，不是高麗參，不是補藥，也不是多種維他命，是自己

這一點陽氣發動，就是「藥苗新嫩」。

修道家必須懂醫藥，你看每個神仙都是高明的醫生。所以佛家走菩薩路子

者要修五明，其中一個是醫方明，要得到醫藥的幫助，修道者非懂不可。

道家到這個階段內丹有了，還要外丹，外丹就是藥物，配合上就減少痛苦

很快就通關。修道是一門多方面的學問，千萬不要認為打坐就是修道阿！

你會修倒啦！你會倒退啦。

    在中醫學的概念裏，「先天補腎，後天補脾胃」，所以調理先天與後

天，從腎和脾胃著手是相當重要的觀念。在前面章節，我們曾探討過修道上

的「真意」就是「真土」，也就是「戊己土」，是指無形面的「中宮」。因

此修道上補養脾胃「中宮」，應該是念頭要「靜極」進入坤卦(六爻皆陰)的

境界，然後等待「一陽來復」，此陽就是坎卦(  )中之一陽，也就是「腎

水中之一陽」，水中之 元陽(元炁)，這一陽是先天之陽(用元炁表示)，先

天「炁」這個字的意思是「無火之氣」，和中醫「補腎陽」作比較，中醫所

使用的「溫熱藥」是不同的，講的是不同的層次，一般人很難理解。

    在修道上講的補腎、補脾胃，這個「補」是「無火」之補，和中醫的「

補火派」用溫熱藥來補陽之法不同，當然各有千秋，兩者如何配合使用，同

廖世隆等  Liao Shih-L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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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照顧「有形、無形」面向，將是更高明的治療，不能執著於各自的優點，

能多方整合各種長處，新的醫療境界將指日可待。

    因此，嶄新的醫療境界必須從營養學的角度，再來深入探討，何謂營養

的不同層次。在營養學裏有三個境界，分述如下：

(1).第一境界，研究物質裡面所含的成分，某成分對身體某處有益，目前科

學的研究就在此階段作工夫。

(2).第二境界，注重物質的寒熱屬性，含有相同成分的物質，但寒熱屬性不

同，在中醫學的領域裏，就會認為作用有所不同，因為人的體質不同，

所選的食物、藥物要適合寒熱體質，才能治病，才能養生。這也就是中

醫所稱的「辨證論治」精神所在。

(3).第三境界，就是修道人的境界，打破對「食物成分」、「寒熱屬性」的

迷思，即使食物有小毒也不在意，以感恩之心，感謝食物的供養，相信

身體的包容力和轉化力，能變化成自己所需的營養，這是不可思議的境

界，一般人難以了解此觀念。

    所以，同樣是「先天補腎，後天補脾胃」在中醫的解釋，和修道上的解

釋，意義大不相同，但三個境界都很重要，不能執著於哪一個境界，由此可

知「火候」工夫之難傳，更難行之於筆墨。

    道家仙人呂洞賓，又叫「呂純陽」，何謂「純陽之體」，也就是透過修

行返回到先天乾卦(  )，六爻皆陽的境界(純陽)。所以，我解說了半天，主

角終於要出場了，我說中國仙丹是「硫黃」是有道理的，在煉丹術「五金八

石」裡，只有「硫黃」的屬性是「大熱純陽」，中醫對這味藥又愛又恨，歷

代醫藥學家研究各種炮製法，就是沒有辦法有效減毒，因此只能拿來當「外

用藥」使用，當「內服藥」來「補腎陽」就要很小心(劑量要小)，尤其在長

期服用更不可能，大大限制了它的用途。另外，早期中藥大多以燻「硫黃」

來殺菌、防腐，確實達到保存的功用，但時代進步了，這一部份又受到批

評，好像「硫黃」成了污染物，所以有許多負面的角度報導它。

    現在，我們來看看歷代煉丹家對「硫黃」炮製減毒，又稱「伏火」，何

它的功用，到底認知到何境界，以下是朱晟、何端生等在《中藥簡史》典籍

中摘錄：

《山海經》文獻中金石藥的記載資料較多，文中指出「流赭」即硫黃，「

以塗牛馬無疾」，是用以治療牛馬的皮膚病。

隋代開皇(西元五八九～西元六○○)年間的《太清石壁記》，內容已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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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伏火」，如「伏火硫黃丹」和「伏住火」。這就是說，「硝黃」等

常用的易燃物，有時要作為制度，需先加以伏火，以便能防止燃爆，故伏

火作用在六世紀時就有記載的方法。

王奎克等發表論文，認為火藥與煉丹術的「伏火」是因果關係，煉丹家們

為了預防經常出現的「硝黃」與易炭化有機物的燃爆作用，才有「伏火」

之法。

煉丹家們採用過多種伏火方法，例如《真元妙道要略》有「頑伏火」用(

高溫煅燒)，「汁伏火」用(熔化或煅去結晶水)、「枯伏火」用(較低溫度

長時間烘培)、「假伏火」用(砒黃假硼砂伏火)、「假頑伏火」用(硫黃夾

石熏燒為假頑伏火硫黃)等，這裡包括化學和物理變化所產生之作用。

在唐代煉丹書中，也反映在伏火過程中，不能起本質的變化，如《黃帝九

鼎神丹經訣》有云：「令藥不飛不亡，皆使伏火。」又發現《陰真君金石

五相類》云：「伏三黃八石事，要不奪元色，各令伏火，伏火勿令銷灼…

凡伏此藥之法，如日月交蝕，雖暫昏暗，卻歸元體。」

《真元妙道要略》敢於提出：「硫黃伏火，有製藥之功，無點化之能。」

這就間接地否定了「點石成金」之說法。

    「伏火」也就是中醫藥學所說的「炮製法」，炮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

要減輕藥物的毒性和烈性，也就是藥物的「毒副作用」。硫黃的藥性是「大

熱純陽」，因此如何去其「火毒」，用「伏火」來表示很傳神，以古代煉

「五金八石」的技術來看，是很難達成目標的，但〝南師〞用豬油煉製，我

想效果應該也不是很好，如他所說的「碰到一點動物的血，那個毒性照樣發

作」。

    依據現代科學的發展，有意無意中發現了從松樹中抽取出「有機硫化

物」，也從大蒜中抽取到大量的「有機硫化物」，原來有機硫化物在很多植

物中早已存在，因此，我們只要從植物中找到穩定的有機硫化物結構體，然

廖世隆等  Liao Shih-L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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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說明：這一步在中國煉丹史上已走了二千多年，下一步該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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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透過醫藥科學的研究，來印證古人的智慧結晶是否正確，從道家所講的「

脫胎換骨」、「返老還童」、「長生不老」這些名辭，如何透過現代醫藥科

技來重新詮釋其成為「提高自體修復能力」，要是真能啟動這些作用，現代

許多的文明病就不再只是治標，就有可能達到治癒(治本)的理想。

(三)、最終「修行」、「服食」如何合一？

    最後談「火候」工夫的第三個問題，要真正理解，才能發揮煉丹術的「

大用」，也就是身心如何合一，在心理上要學習如何進入「清靜無念」狀

態，如老子講的「致虛極，守靜篤」，然後配合服食補「先天元陽」之藥

物，以幫助啟動坎中之一陽。靜待「坎離相交」，從後天回到先天「乾坤定

位」狀態(陰陽平衡)，也就是身心達到最佳狀態，這不是修行的盡頭，而是

開始，工夫可以再進步，但這一步是相當有「份量」的一步。

    以下是南師《我說參同契》書中的提示：

『在這個「空無」境界久了以後，把藥物調整好才可以談服食，吃這個丹

藥。為什麼無念清靜境界要吃丹藥呢？在理論上沒有辦法懂，如果真做工

夫，到那個境界就曉得，若有若無之間，並沒有一個有形的東西，但是的確

有這麼一個作用。所以老子說：「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空空洞洞，若有

若無之間是有東西。你說真有嗎？沒有，也就是佛家講「非空非有，即空即

有」。』

六、結論：

    綜合以上內容是本人在《夢神再現》一書的出版前夕，發現未闡明清楚

之「重點中之極重點」，再用「本篇論著」的方式來補充說明，希望讀者在

閱讀該書時，觀念上有所幫助，並期盼同道在中國古代仙丹的煉丹術中啟發

創意，來促進人類健康和延年益壽之科學做出貢獻。

參考資料：

1.中藥簡史/朱晟，何端生著，初版，台北縣新店市：世潮，2007﹝民96﹞

2.我說參同契(上)(中)(下)冊/南懷瑾講述，台灣初版，台北市：老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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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duction and Usage of 
Chinese Alchemy

1. Liao Shih-Long     2. Lee Chen-Yu      3. Liao Yan-Chih

Abstract

    Alchemy in Ancient China (before the Jin Dynasty) emphasized research of 

mercury compounds. Around the time of GeHong (from the Jin to the Tang Dynasty) 

the focus changed to Arsenic compounds. Into the Song Dynasty preparations 

were made for brain and body sex hormones. Meanwhile often there was mixing 

with improperly prepared sulfur. Thes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poisonings from 

elixirs of Ancient times.

    From the time of Qin Shi-Huang of the Han Dynasty, many people died due to 

hese elixirs. Of the Tang Dynasty Emperors, six died as a result of taking these 

elixirs. Twenty three Empero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ed for the same 

reason.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Su Dong-Po, Han Yu and others all died due to 

poisoning.

    The “Five Metals and Eight Stones” are the materials used by Chinese alchemists.

    Five Metals: yellow gold, white silver, red copper, green lead, black iron; these 

are combined with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Eight Stones: cinnabar, realgar, sulfur, orpiment, mica, azurite, niter, halite; these 

are combined with the “BaGua”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mysteries of alchemy in China, we must study the earliest 

recording of Daoist alchemy, the “Can Tong Qi.” Combining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processing (PaoZhi) makes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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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2000 year tragic history of alchemy in China, it became known that 

heavy metals (mercury, arsenic, lead…)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direct use in 

treatment of humans.

    Gunpowder, one of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Chinese people was discovered 
by alchemists. It is made of “niter” and “sulfur”, both important materials in alchemy. 

The Ancients never thought that the practice of alchemy, prevention of explosions, 

and development of “latent fire” (FuHuo) concept actually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Now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s becoming more apparent.

    “Niter”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vasodilators, which include treatments for 

angina pectoris and impotence, e.g. Viagra. These are major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he inventors were even recognized with the Nobel Prize.

    There is also strong potential for another future superstar to surface, sulfur. 

Sulfur’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lchemy is even greater than niter. 

Without sulfur there never would have been the several thousand year dream of 

Daoist alchemy. My personal prediction is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sulfur” will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organic 

sulfur (MSM, Methyl-Sulfonyl-Methane) was found in extracts from pine. Also 

many sulfides were extracted from garlic. Originallynatural sulfides existed in 

many plants. Therefore we need only look for a stable structure of organic sulfur 

in these plants. Then through modern medical research we can prove or disprove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If it is truly possible to initiate “autologous cellular 

repair,” than many diseases with only temporary solutions may ideally be cured.

    Through technological assistance and the wisdom of our ancestors, this time 

Chinese people will not be absent. And once again prove to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elixir is in fact “organic sulfur.” Then, I hope the saying “live as long as 

Mt.Nan” would be true.

Key Words: Chinese alchemy, Chinese elixirs, Oragnic sulfur (MSM), 

                    Latent fire (Fu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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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腦神經精神功能障礙，不宜僅視為心理疾病或精神官能症；中醫治

療也相似於治療其它疾病，必須診察病人的個別差異、併發症，分辨其虛實

比例、寒熱比例、濕瘀阻滯、內風外風等混淆因素。

    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ult Attention 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ADHD)的病人因增加工作、責任、挫折的壓力，可呈現較多的情

緒障礙、反社會人格傾向、酗酒打架、藥物濫用、焦慮、工作時忘東忘西難

做得齊全等；在廣大的青少年吸毒及犯罪人口中，有不少人具有過動症的特

徵。

    中醫治療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屬脾陽虛、肝血虛、腎陽虛、心血虛

者，可選治以補陽還五湯、右歸丸、香砂六君子湯，酌加補陽藥如乾薑、制

附子、肉桂，化瘀藥如天麻、川七、桃仁、紅花等。少數躁煩暴怒自傷傷人

等精神亢奮的病人，中醫辨證屬「本虛標實」者，可治以清肝風熱、實脾、

化瘀療法 (1)(7)(10)(14)。

    本文選取筆者的三個成人過動症，和一個兒童過動症病人為醫案參考；

中醫治療兒童或成人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依病人各人的病情差異而辨證論

治，效果良好。

關鍵字：過動症、酒瘋、衝動、健忘、短暫失憶。

成人過動症中醫治療
案例研究

林寶華

新北市三重區林寶華中醫診所．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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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 Hyperkinetic Disorders, 

ADHD)在近幾年已是大家熟悉的病名，病情嚴重的兒童，常有課業跟不上與

排斥人際關係的困難 (2)(9)。

    隨著孩子的成長，過動症的症狀嚴重度會趨緩和，主因是成長的過程

中，過動兒學會自制的能力；且腦部的成熟，也使活動量大幅降低。在青少

年期，過動兒的活動量已不會過高，但仍會較衝動、注意力較差，生活上的

自我管理也較差。成年時，生活環境、工作事業、社會互動都比兒童期複雜

很多，其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卻未必能自然痊癒，僅是肢體的過動程度減較

少；而呈現較多的情緒障礙、反社會人格傾向、酗酒衝突、藥物濫用、焦慮

衝動、工作時忘東忘西難做得齊全等；在廣大的青少年吸毒及犯罪人口中，

有不少人具有過動症的特徵 (2)(3)(4)(5)(6)。

    兒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盛行率約5~10%，臺灣有20萬兒童、青

少年受影響；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ult ADHD)盛行率約4% (5)。

症狀 (2)(9)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者的專注時間短、易衝動、容易分心、躁動等。

(一)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IV)的標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特徵主要可分為兩

種，注意力缺乏和過動衝動。

(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發病期：

異常行為通常開始於七歲以前，通常須要經過至少6個月以上的觀察，

以排除環境或社會心理壓力導致的行為模式改變。

(三)童年時期特徵症狀：

專注力差、組織能力差、學校表現差、時間管理差、衝動難以控制脾

氣、難以工作。

(四)成人時期特徵症狀：

學業表現差、職場工作能力差、人際關係差、財務管理差、開車穩定性

差、家庭管理差、教養小孩缺耐性、健康維護差、日常活動範圍設限。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Adul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ase Stud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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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診斷 (8)

1.妥瑞氏症（Tourette's Syndrome）

2.癲癇（Epilepsy）

3.荷廷頓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 / Huntington's chorea）

4.小舞蹈症（sydenham's chorea）

5.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

6.威爾森氏症（Wilson's Disease，肝豆狀核變性）

7.自閉症（Autism）、亞斯伯格症（Asperger Syndrome）

8.腦手術後抽動（Tic）

9.肌張力不全（Dystonia）

10.巴金森氏病/症（Parkinson's disease / syndrome）

11.肌躍症（myoclonus）

12.異動症（levodopa-induced dyskinesias）

西醫診斷與治療 (2)(8)

(一)西醫診斷：

1.症狀診斷。

2.排除它病之診斷。

3.腦內神經傳導障礙研究、多巴胺可能偏少等。

(二)西醫治療：

1.藥物：興奮劑幫助患者集中精神，提升多巴胺（dopamine）與正腎上腺素

（norepinephrine）的活性失調；例如 (1) Methylphenidate（派醋甲酯。

中樞神經興奮劑，包括Ritalin-利他能-短效型維持3~4小時，Concerta-

專思達-長效型維持12小時）；(2) Atomoxetine（正腎上腺素再回收抑制

劑，如Strattera-思銳）等。

2.感覺統合訓練。

3.心理輔導。

4.制約認知行為輔導。

5.其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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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症中醫辨證論治 (1)(7)(10)(11)(14)

1.肝陽上亢：黃連解毒湯加減。

2.腎陰虛虧：知柏地黃湯加減。

3.肝風內動：建瓴湯加減。

4.氣虛痰結：半夏厚朴湯、甘麥大棗湯加減。

5.脾陽虛、肝血虛、腎陽虛：選擇補中益氣湯、聖愈湯、歸耆建中湯、十全

大補湯、桂附腎氣丸等，可加龍眼肉。

案例研究

(一)成人過動症醫案一：肝風熱、脾陽虛、腎陽虛型。

C55－陳○，1977年出生，36歲，男，175公分，70公斤。

初診：2012年8月。

病史：幻聽，服台大醫院藥一年，已停一年。兩個月前骨刺手術，現穿束腰

帶。說話會停頓。幼時患過動症，年輕時即長期酗酒，喝酒後會發酒

瘋打架；前幾天喝威士忌酒半瓶，亂罵，作勢欲攻擊他人。肝炎指數

偏高。

主訴：說話會停頓，喝酒後亂罵，注意力不集中，難睡著，腰骨刺。

證候：舌苔淺白，大便1~2天1次。曾做taxi、貨車司機，現停止上班數月。

脈浮滑。

辨證：肝風熱、脾陽虛、腎陽虛。

治則：清肝風熱、實脾、補腎陽虛、養筋骨化瘀。

初診主方：黃連解毒湯＋半夏厚朴湯＋甘麥大棗湯加減。

龍膽草、炒桃仁、制杜仲、續斷、五味子、乾薑、肉桂。

二診後：劑量酌加，隨症加減藥物。

療期：2012年08月~2013年10月共服藥252帖。

療效：專注力進步，腰力佳，兩個月後加入Taxi車隊，開車較不倦怠；情緒

穩定，喝酒能自我節制，不醉酒、不衝突。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Adul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ase Stud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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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過動症醫案二：脾陽虛脾濕肝風熱型。

C44－周○，1982出生，29歲，男，179公分，77公斤。

初診：2011年3月。

病史：幼時過動、專注力差，國中曾因適應問題而去幾個國家。

主訴：過動症。易怒、激動。喜喝酒，醉酒而失控與人衝突。

證候：喝酒後會大便溏。舌苔淺白。冬常手足冰冷，但平常喜冰冷食物。喜

抽菸。脈緩。

辨證：脾陽虛、脾濕、肝風熱。

治則：補氣血脾陽、燥濕化瘀熄風。

初診主方：補陽還五湯加減。

處方：當歸、川芎、赤芍、丹參、銀杏葉、北耆、乾薑、制附子、肉桂、黃

芩、龍骨、牡蠣、白芷、細辛、制桃仁、川紅花。

二診後：劑量酌加，隨症加減藥物。

療期：初診 2011年3月~ 5月，共服藥63帖。

療效：專注力進步，情緒穩定；喝酒能自我節制，不醉酒。

(三)成人過動症醫案三：心血虛脾陽虛型。

C41－孫○，1982年生，男，28歲，168公分，78公斤，在大陸工作。

初診：2010年11月。

病史：幼年即患ADHD、專注力差，利他能只服幾個月。

主訴：專注力差，易健忘，很在意未來的工作事業，易怒。長輩吩咐拿東

西，轉眼即忘掉。

證候：大便日一次，舌苔淺白，脈緩弱。

辨證：心血虛、脾陽虛。

治則：益氣活血補陽。

初診主方：補陽還五湯加減。

處方：當歸、川芎、赤芍、丹參、銀杏葉、北耆、乾薑、制附子、肉桂、黃

芩、龍骨、牡蠣、白芷、麻黃、炒桃仁、天麻、粉光參。

療期：2010年11月，服藥14帖；12月，藥粉60日。

療效：專注力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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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過動症醫案：脾陽虛內風熱型。

C49－林○，1998年生，男，14歲，160公分，36公斤。

初診：2012年7月。

病史：資源班，3歲才能叫爸媽；台大醫院先給服短效型的利他能，再改服

長效型的專思達，共服藥5年；。

主訴：不專心，注意力差，躁動不安，生活自理尚可；鼻過敏、常涕多。

證候：舌苔淺白，大便1天1次，脈浮緩。

辨證：脾陽虛、內風熱。

治則：補陽益氣血。

初診主方：補陽還五湯加減。

處方：當歸、川芎、赤芍、丹參、銀杏葉、北耆、乾薑、制附子、肉桂、膽

草、白芷、黃芩、黃連、桃仁、麻黃、辛夷。

二診後：劑量酌加，隨症加減藥物。

療期：2012年7月~2013年11月，共服藥460帖。

療效：專注力進步，情緒穩定，思緒邏輯較佳，功課成績進步。

臨床心得

(一)疾病的病名和病人的證候：

    自古至今，各國的疾病病名是越分類越詳細；而臨床病人是常兼有數種

病症。因此，醫生不宜僅以單一病名去做證候判斷，而應以整體病情做證候

判斷，則處方治療效果會明顯進步。

(二)過動症的證候也是多樣化：

1.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腦神經精神功能障礙，不宜僅視為心理疾病或精神官

能症；中醫治療也相似於治療其它疾病，必須診察病人的個別差異、併發

症，分辨其虛實比例、寒熱比例、濕瘀阻滯、內風外風等混淆因素。

2.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再增病人飲食、工作、責任、衝突、挫折的壓力，

中醫治療也宜依其個人病情辨證論治，以獲得最佳療效。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Adul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ase Stud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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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脾陽虛與兼肝風盛者：

1.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屬脾陽虛、肝血虛、腎陽虛、心血虛者，可選治以

補陽還五湯、右歸丸、香砂六君子湯，酌加補陽藥如乾薑、制附子、肉

桂，化瘀藥如天麻、川七、桃仁、紅花等。

2.少數躁煩暴怒自傷傷人等精神亢奮的病人，中醫辨證屬「本虛標實」者，

可治以清肝風熱、實脾、化瘀療法。

文獻整理

(一)過動症的腦控制功能異常 (9~1)

    許多科學研究明確的指出，腦部眼窩、額葉區，還有神經纖維和尾狀

核、紋狀體之間的通道聯結，以及更深的邊緣系統，與過動症的發展是有關

的。患者大腦的多巴胺（dopamine）和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量不

足，額葉的功能較低，服用興奮劑的藥物，可以暫時改善過動兒的行為。

(二)過動症正子掃瞄實驗 (9~2)

    在腦部的研究，亞倫•薩麥特金(Alan Zametkin)博士使用正子放射斷

層掃瞄(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can,PET-Scan)，比較廿五位成年

的患者和五十位非患者成年人的腦部活動。在實驗中，將放射性葡萄糖（也

就是腦細胞用來當燃料的糖）注射到血流中，然後用正子放射斷層掃瞄照下

腦部使用這些葡萄糖的情形。發現這些成人患者腦內的活動度較低，尤其是

額葉區；但是當他們服用臨床上過動兒服用的藥物後，這情形會暫時放善。

(三)過動症腦額葉代謝慢 (9~3)

    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的卡爾•席格(Karl Sieg)博士及

其同事在1993年的報告中指出，比較十位過動症患者，和六位其他精神疾病

患者後，發現此症患者顯著的額葉區新陳代謝較慢。這個研究顯示腦部活動

低是過動症患者獨有的現象，其他精神疾病患者並沒有這現象。

(四)先天過動症和藥物性傷害 (9~4)

    除了先天性過動症，部分藥物的副作用也會造成腦部的傷害。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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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痙攣、患有癲癇的孩子所服的藥物—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和二苯妥

因(Phenytoin，Dilantin，癲能停)是為了降低腦部的活動，服用後患童可

能會出現注意力不能集中和過動的問題。尼古丁和酒精也會造成腦部某些區

域的發展異常，而導致不專注、過動、衝動的行為。所以，媽媽懷孕時若抽

煙、喝酒，生下過動兒的機率會增加；而媽媽本身若是此症患者，機率就更

高了。

(五)額葉症候群 (12)

    《大腦總指揮》一書述及，額葉是神經系統中最晚演化完成的部分，只

有人類的大腦發展出這麼大的額葉，由於額葉與大腦其他地方都有密切聯

結，所以作者也讓我們看到其他地方的病變（甚至皮質下的病變）會引起額

葉功能的缺失。因此，帕金森氏症、妥瑞氏症、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強迫

症、自閉症或慢性精神分裂症都可以透過額葉的功能來了解它們各自缺失的

原因。

結果與討論

(一)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罹病率大幅增加：

    近期英國醫學期刊（BMJ）刊登澳洲邦德大學（Bond University）實證

實務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湯

瑪斯（Rae Thomas）博士撰文：

《Too Much Medicine -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re we helping or harming?》

她認為全世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醫療診斷罹病率大幅增加。(13)

(二)輕症病人服重劑藥：

    也許是家長過度憂心、教師請家長注意病情、醫師的嘗試，有些輕症過

動症病人服用強效ADHD藥物來矯治。

(三)ADHD藥物副作用深遠：

    過動病人的ADHD藥物副作用可能包括體重改變、肝功能受損以及產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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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念頭；當兒童病人在成年後，藥物的長期影響仍令人憂心。(13) 

(四)醫療藥物的拿捏頗困難：

    用抗癲癇藥物治病，病人除了可能出現注意力不集中和過動，病情另可

有(1)史帝芬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SJS)；(2)腦動脈炎

及梗塞、不整脈、血壓與脈搏異常增減、口渴、心悸亢進等自律神經症狀；

(3)食慾不振、胃部不適、興奮、神經質、焦躁感、抑鬱狀態、幻覺症等精

神症狀；(4)緊張增加、頭痛、頭重、眩暈、震顫等神經狀態。(15)

(五)認識史帝芬強生症候群：

    史帝芬強生症候群是危急重症，少數病人可因藥物激發免疫反應而引

發史帝芬強生症候群；包括抗癲癇藥物（anti-convulsants）、降尿酸藥

（allopurinol）、抗生素（antibiotics）、磺胺劑、非類固醇抗發炎止痛

藥（NSAID）；尤其是抗癲癇藥物的副作用嚴重。史帝芬強生症候群病程初

期是發燒、結膜發紅、喉嚨痛、皮膚搔癢，可被誤為感冒；隨後出現嘴巴破

皮或其他黏膜如眼睛、生殖泌尿道破皮；再發作明顯的皮膚紅疹刺痛、灼

熱，呈現對稱性擴展到全身。皮膚病灶初發只是境界不鮮明的紅斑，伴有中

央的紫黑色斑，再演變成全身大面積的紅斑，每個病灶中央部位則呈現壞死

潰爛，稱做標靶樣病灶。(16)(17)(18)(19)

(六)中醫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中醫治療兒童或成人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依病人各人病情差異而辨證

論治，效果良好。

(七)中醫早期診斷治療：

    幼兒有類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狀者，為防微杜漸，家長即應求診中醫

師。

謝辭

感謝李政育教授、蔣永孝主任、馬辛一主任、黃文盛主任指導。

（完稿：2013年11月）

林寶華  Lin Pao-Hua



成
人
過
動
症
中
醫
治
療
案
例
研
究

69

參考文獻

1.李政育：《中醫腦神經治療學》啟業書局，台北，2001，p5-63。

2.Michael Gelder/Richard Mayou/John Geddes原著，吳光顯、何志仁總校閱，陳

俊欽、歐麗清、方俊凱、徐堅棋、李郁芬、林嘉發編譯：《精神醫學》藝軒圖書

出版社，台北，2002，p524~525。

3.張學岑：《成人的過動症》林口長庚精神科醫訊，2007。

4.顏正芳：《成人的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如何表現》高醫醫訊月刊(二十六卷第四期)。

5.潘卉郁：《淺談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陳豐偉醫師的高雄精神科診所札記，網

路，2012。

6.曾鈺庭、張學岑、黃國洋：《孩子好動不專心，就是過動？》BabyHome, 2011。

7.汪訒庵（清朝康熙，1682年著）：《醫方集解》文光圖書，台北，1976。

8.Kenneth W. Lindsay phD FRCS lan Bone MRCP（UK）FRCP（G）著 張寓智編譯：

《圖解神經醫學及神經外科學》合記圖書出版社，台北，2004，p86、96、349-

359。

9.Russell A. Barkley, PhD,何善欣譯：《過動兒父母完全指導手冊》遠流出版，

台北，2004，(1)p115-120,(2)p117,(3)p118,(4)p118。

10.孫孝洪：《中醫治療學原理》知音出版社，台北，1992。

11.李政育：《中醫治療內分泌異常與神經精神病》2003。

12.Elkhonon Goldberg，洪蘭譯：《大腦總指揮》遠流出版，台北，2005，p163、

235-244。

13.陳怡君譯自法新社：《過動兒診斷激增 專家憂治療失當》,中央社，2013/11/ 

6。Rae Thomas:《Too Much Medicine - Attention-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re we helping or harming?》,BMJ, Published 5 November 2013。

14.張錫純原著,張公讓選評：《醫學衷中參西錄選評》啟業書局，台北，1978。

15.蔡靖彥、蔡百榮：《常用藥品手冊》，2012/May，p89-92。

16.朱家瑜：《史蒂芬強生症候群》台大醫院皮膚科，2011/2。

17.張寶玉：《史蒂芬強生症候群》台南市立醫院，2003/06。

18.龐清廉：《吃藥過敏 罕見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恐要命》，中廣新聞網，2013/ 

11/18。

19.張郁梵：《吃感冒糖漿竟罹SJS 醫：致死率高達2成》，健康醫療網， 2013/11 

/14。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Adul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ase Study Report



中
國
鍼
灸
學
雜
誌  

創
刊
號

JCMAS  Vol.1  No.1  Dec. 201370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Adul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ase Study Report

Lin Pao-Hua
Lin Pao-Hua Chinese Medical Clinic, Sancho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Executive Supervisor of the Taiwan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Neurology Association

Abstract
    Attention 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s due to malfunctioning 
nerves in the brain, not merely a psychological or neurotic problem. Chinese 
medicine treats this disease in the same way as other diseases. First we must 
understand the unique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 and any complications. Then we 
must distinguish deficiency from excess, hot from cold, dampness stagnation or 
blockage, internal or external wind, and other factors.
    Adult Attention 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ADHD) often pres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anti-social personality tendencies, drug and alcohol abuse, anxiety, 
orgetfulness and other problems due to the added pressures of work, meeting 
deadlines, and other responsibilities. The majority of adolescents involved in drug 
abuse and crime often show characteristics of hyperactivity disorder.
    For treatment of AADHD Chinese medicine classifies this disease as spleen yang 
deficiency, liver blood deficiency, heart blood deficiency, or kidney yang deficiency. 
Treatment options include BuYangHuanWu Tang, YouGui Yin, XiangShaLiuJunZi 
Tang. Yang tonifying herbs, sucha as GanJiang, FuZi, RouGui can be added. Trans-
forming stasis herbs, such as TianMa, ChuanQi, TaoRen, and HongHua can also be 
added. A small group of patients who are manic and may try to harm themselves, 
are known as "deficient root and excess tip." This can be treated with clearing liver 
wind heat,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or transforming stasis. (1) (7) (10) (14)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ree cases of AADHD and one case of ADHD. In treatment 
of these diseases with Chinese medicine,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variations 
in symptoms and pattern identification of each individual patient, thus treatment 
will be very effective.

Keywords: Hyperactivity, drunken rage, impulsiveness, amnesia, short term am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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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實驗目的：在本論文中，我們擬透過實驗來瞭解鍼灸之特定穴位－足三

里與對應器官，以及與大腦間之關連性，並以現代醫學方式來理解並研究鍼

灸達成療效的機制和人體經絡之走向。

    實驗方法：我們利用單光子放射電腦斷層掃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來探測六位正常人進行鍼刺足三里前後腦血

流灌注(CBF)之改變。本論文中，以99mTc-ECD標誌放射藥物，將放射性製劑

注入測試人體後，偵測鍼刺足三里穴位鍼刺前及鍼刺後在大腦相應區域引起

的反應情況。由於單光子放射電腦斷層掃描比平面造影有較高偵測率，故透

過合併電腦斷層攝影及單光子造影之核醫儀器則可進一步定位在腦部之反應

位置。

    實驗結果：經實驗發現，鍼刺右側足三里，可使腦部左側血流產生顯著

性的改變，特別在腦部前葉以及小腦的部分，在鍼刺前後具有顯著性的差

異。

    實驗討論：我們推測這樣的血流改變影響了腦部細胞攜氧量的變化，此

外，更進一步的調節腦部神經傳遞物質的分泌，以達到治療的功效。

利用單光子電腦斷層掃描術
(SPECT) 評估足陽明胃經 
－足三里鍼灸穴位對特定腦組織

血流灌注的改變

王清福

和平中醫診所院長．遼寧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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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鍼灸，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項重大發現，其理論基礎在於傳統的中醫臟

腑陰陽經絡學說，利用鍼刺或火灸人體穴位來治療疾病。從前人們認為是一

種神秘又古老的中國傳統醫術，故並未廣為流行。民眾對鍼灸的接受度並不

高，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鍼灸經過現代醫學的研究及改良，目前鍼灸

學已成為在醫學領域中重要的學科之ㄧ。世界衛生組織(WHO)先後於1979年

發佈43種疾病的適應症鍼，1989年公佈《國際標準鍼灸穴名方案》，1995年

公佈《鍼灸臨床研究規範》，1999年公佈《鍼灸基本訓練及安全規範》，

2008年公佈《鍼灸穴位國際標準書》(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顯見鍼灸醫學在疾病治療上擔任重要的角

色。

    鍼灸的發展，自有文獻記載至今，已有數千年以上的歷史。而近幾十年

來，透過許多新科學技術的方法，使得鍼灸作用機制的研究方面，已有許多

方面的進展，尤其在生化、血液及神經生理作用方面已有重大的突破 (1,2)。

    鍼灸之功效因其具有鎮痛(包括經絡系統、神經系統、體液因素等作用)

與調節(包括組織的直接作用、呼吸系統功能影響、循環系統功能影響、消

化系統功能影響、泌尿系統功能影響、血液系統功能、內分泌系統功能影

響、女性生殖系統功能影響、神經系統功能影響、免疫系統功能)兩種作用

所致，其治病的特點之一是辨經論治（指經絡）、辨穴施術（指穴位）。想

研究、解剖經絡的很多，自古即有「黃帝內經靈樞」記載：「十二經絡深藏

於肌肉內，除了太陰脾經以外，肉眼不可見；經絡內氣血的循行可藉觸診而

知。」這段文字告訴我們一般肉眼是無法觀察到經絡的。

    過去對於鍼灸的作用機制常以中醫典籍的經絡理論來闡釋，現代有關鍼

灸作用的機制常可用神經科學的學理來加以解說，雖然無法全然與經絡理論

相對應，但已可以說明許多的鍼灸作用現象。在近些年的一些實驗研究報導

中，雖仍然無法找出經絡系統，但得知經絡系統可能與內分泌神經介質等體

液有關 (3-6)。目前，鍼灸在西方的醫學研究方面漸漸的被引起重視，美國國

立衛生研究院 (NIH) 在199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臨床前研究記錄了鍼

灸的效果，但是目前西方醫學系統還不能完全解釋鍼灸是如何起作用的。故

在本論文中，我們先鍼對未鍼灸個體進行腦部單光子放射電腦斷層掃描，經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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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周後，以鍼灸處理檢查者之足三里後，再次進行偵測。鍼灸前必需先記

錄病人之基本資料及生化血液檢查，再進行SPECT檢測。經過分析鍼灸前及

鍼灸後之SPECT結果，我們希望利用腦部單光子電腦斷層血流灌注掃描這種

技術來了解以鍼刺於足三里之鍼灸穴位時，在大腦相應區域引起的活化反應

情況，透過實驗希望能進一步以現代醫學方式來理解研究鍼灸達成療效的機

制作用。

文獻綜述

一、鍼灸與經絡

    在中醫理論中，人體中有一個微妙的分佈系統負責傳送「氣」、「血」

等精微物質，稱之為經絡系統。而人體的經絡系統分別由經脈和絡脈組成。

而「經」與「絡」二字有聯、連絡的意思。經絡雖然可以輸送及傳遞氣血，

但它並不屬於一個血管系統，也沒有實質的結構或是管道存在。近幾年來國

內外已進行了許多關於經絡的研究工作，並提出不同的生理學假設，如神經

反射模型等，但目前研究員仍未能確切地以解剖觀點去完全描述經絡系統。

    經絡系統的主幹是十二經脈，被稱為「正經」。十二經脈主要根據臟

腑、手足、陰陽而定名，包括手三陰經（手太陰肺經、手厥陰心包經、手少

陰心經）、手三陽經（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陽三焦經、手太陽小腸經）、足

三陽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陽膽經、足太陽膀胱經）、足三陰經（足太陰脾

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是氣血運行的主要通道。人體的經絡上有

很多氣血輸注出入之處，就像一個個的小孔一樣，它們就是穴位與經絡氣血

是不可分的。雖然穴位處於體表下組織內，但其作用會影響很多體內功能 

(47-57)。

二、足三里

    在本篇研究計畫中所要進一步探討的穴位足三里(ST36: Zusanli)(WHO

標準穴位:on the anterior aspect of the leg, on the line connecting 

ST35-Dubi with ST41-Jiexi, 3 B-cun inferior to ST35；ST36 is located 

on the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由於歷代對脾胃較重視，而對足三里

穴位之探討較於完整，因此本研究選擇此一穴位作為探討的目標。足三里隸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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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足陽明胃經脈中的穴位。以鍼灸處以足三里穴位，主要功效在於能夠通

經活絡、調理脾胃，主治胃腸(消化系統)的疾病。以下為鍼灸學中，歷代書

籍對足三里之介紹 (47-57)：

1.《會元鍼灸學》：三里者，逐邪於四末，出三里之外，因其經從頭至胸一

氣，至臍又一變，至里而轉下，與太陰少陽鄰里相通，所以鍼陽陵泉，而

運膽汁入胃，補三里而能健脾，瀉三里而能平肝，降逆通腸，穴在膝蓋邊

際下三寸，故名三里。 取法：在犢鼻下三寸，距脛骨前脊外側1橫指，屈

膝或平臥取穴。局部解剖：在脛骨前肌，外側為趾長伸肌；有脛前動、靜

脈；布有腓長外側神經及隱神經的皮支，深層為腓深神經。刺灸法：直刺

0.6~1.3寸；可灸。臨床得氣深度為直刺1.8-2.2公分。

2.《外台明堂》：人年三十以外，若不灸三里，令氣上沖目，使眼無光，蓋

以三里能下氣也。功能：和胃健脾，通腑化痰，升降氣機。主治：胃痛，

嘔吐，腹脹，腸鳴，泄瀉痢疾，腹痛，胸中瘀血，胸脅支滿，納少，疳

疾，喘咳，乳癰，頭暈，耳鳴，鼻塞，心悸，癲狂，恐人將捕之，中風，

腳氣，水腫，熱病頭重額痛，膝脛酸痛，產婦血暈，喉痹不能言。

3.《靈樞•五邪》：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

善肌；陰氣不足，陽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具有餘，若俱不足，

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

4.《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胃病者，腹月真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

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

5.《靈樞•四時氣》：“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為幹。腹中不

便，取三里……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

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日嘔膽，取三里以下胃氣

逆。”

6.《甲乙經》：陽厥，淒淒而寒，少腹堅，頭痛，脛骨腹痛，消中，小便不

利，善嘔，三里主之；狂歌妄言，怒恐人與火，罵詈（ㄌ一ˋ）故，三里

主之，痙，身反折，口噤，喉痹不能言，三里主之；五臟六腑之脹，皆取

三里，三里者，股之要穴也；水腫脹，皮腫，三里主之；腸中寒，脹滿善

噫，聞食臭，胃氣不足，腸鳴腹痛泄，食不化，心下脹，三里主之；霍亂

遺矢，三里主之；陰氣不足，熱中，消穀善肌，腹熱身煩，狂言，三里主

之；胸中瘀血，胸脅支滿，膈痛不能久立，膝萎寒，三里主之，乳癰有

熱，三里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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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成》：主胃中寒，心腹脹滿，腸鳴，脹氣虛憊，真氣不足，腹痛食不

下，大便不通，心悶不已，卒心痛，腹有逆氣上攻，腰痛不得俯仰，小腸

氣，水氣蠱毒，鬼擊，痃癖四肢滿，膝胻酸痛，目不明，產婦血暈。

8.《四總穴》：肚腹三里留。

9.《通玄指要賦》：三里卻五勞之羸瘦；冷痹腎敗，取之陽明之上。

10.《靈光賦》：治氣上壅足三里。

11.《玉龍歌》：忽然氣喘胸膈，三里瀉多須用心。

12.《玉龍賦》：心悸虛煩刺足三里。

三、鍼灸原理研究與發展

    目前對於鍼灸的質疑主要的原因是鍼灸的理論基礎源於中醫學，與西方

醫學的思維模式差距很大。中國科學界對於鍼灸的研究已經有半個世紀，特

別是鍼刺麻醉或者鍼刺止痛原理的研究，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近年來西方對

於鍼灸研究的投入正在不斷加大之中。

    在較久之前的研究中，大腦相關的研究並未開始發展，所以一些疾病之

器官或是身體之缺失與大腦之間的關連性並不是很瞭解。一直到後來正子斷

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與單光子斷層掃描(single 

photon emission tomography; SPECT)、超音波、以及核磁共振（MRI）的

發展，許多有關大腦的功能以及研究便開始展開 (7,8)。在這些醫學影像系統

中，目前以核醫影像系統中的正子斷層掃描與單光子斷層掃描在分子影像研

究上的應用最受矚目。最大的原因在於核子醫學影像系統無對比劑毒性效

應，對分子影像訊號具有高敏感度，可以提供斷層掃描影像，較準確的定性

及定量分析方法，最重要的，它能夠應用在許多動物基礎研究上，並可以將

在動物模式所產生之影像分析方法與結果，直接應用到人體實驗上(28,29)。

    究竟鍼灸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在目前的科學發展中仍無法有明確的解

釋。從前在進行鍼灸的診治時，大多是根據傳統的經驗以及書籍做治療，而

在西方的醫學方面，認為許多的疾病會受到大腦的控制或是影響，隨著醫學

的進步與發展，許多器官與大腦的關連性已經漸漸的被瞭解 (9-16)，所以，

在本篇論文研究中，擬利用單光子之斷層掃描影像系統，瞭解在某些特定穴

位透過鍼灸的刺激後，在腦部的反應以及所代表的意義來更進一步探討鍼灸

產生作用的原理。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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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光子電腦斷層掃描（SPECT）

    單光子電腦斷層掃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其基本原理與一般核子醫學掃描大致相同，主要不同的地方是鍼對特

定組織或器官做360度、三度空間靜態的造影掃描，所得到的影像為包含立

體及三個斷層切面的影像，且所提供的主要是人體特定組織或是器官功能

性方面的資訊，同時能提供人體中有關生理、生化和代謝活動及定量分析

的訊息。其訊號所代表的生物特性即是利用會放射單一光子的同位素如：

99mTc、123I來標誌放射藥物，此一放射藥物具有生物特殊性可以反應人體

血流或代謝變化，並藉由放射性光子反應這些變化。其成像原理主要是利用

具放射性的同位素所標定的放射藥物(傳統核醫造影劑,radiotracer)當追蹤

劑，然後隨著放射藥物原來設計要追蹤的生理機制，這些放射藥物大部分會

跑到相關生理機制的細胞組織，然後經過輻射衰變，放射藥物中的同位素會

放射出輻射訊號，而最終的影像訊號來源就是光子。接著再利用掃描器收集

放射出的輻射訊號，經過分析、重組即得到可供診斷的立體斷層掃描影像。

    SPECT利用99mTc-HMPAO或是99mTc-ethylenedicysteine diethylester 

(99mTc-ECD)為腦掃描製劑來進行SPECT 造影。99mTc-HMPAO及99mTc-ECD皆

為電中性、脂溶性和小分子量的物質，具有通過腦血管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而進入腦細胞的能力，穿過正常BBB後為腦組織內脂解酵素轉化為

特定同質物(isomer)而固定在腦組織內且在腦組織內分佈穩定且持久，適合

SPECT 攝影，所反應的是給藥當時之腦局部血流與代謝變化。而99mTc-ECD

造影劑，其化學特性較HMPAO穩定，故有取代HMPAO之趨勢，故在本實驗中以

99mTc-ECD為造影劑。。進入腦細胞之作用機轉與HMPAO相同，惟進入腦細胞

後其仍為親脂性，且與血管內之ECD保持動態之平衡。約5~7%注入體內之ECD

為腦部實質組織所吸收，其分佈比例與HMPAO相同。

五、SPECT與腦血流灌注之應用

    目前已知，腦部灌注掃描的功用為：（一）缺血性腦中風、暫時性腦缺

血等腦血管問題之評估；（二）癲癇症之評估；（三）癡呆症之評估；（四

）柏金森氏症候群（Parkinsonism）之評估；（五）自體免疫疾病侵犯中樞

神經系統之評估，如全身紅斑性狼瘡等。

    SPECT可多角度偵測目標器官，再經影像的重組，成三度空間影像後，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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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發現病灶的相關位置。其成像步驟為，(一)利用投射法原理(Projection

)可獲取一連串的平面影像，(二)利用平面影像重組成三度空間立體影像(2-

dimentional－3-dimentional)，(三)重建平面影像(Reconstruction)，以

獲取立體影像的平面圖(Slice)，有Transaxial、Sagittal及Coronal的切面

影像。

    早年它所得到的影像品質並不理想，然而，經過多年來製藥、儀器及軟

體不斷地改善，今天它已可用來研究腦血管、退化性疾病、區分腦瘤再發與

放射治療後的組織壞死、早期診斷HIV腦病變、局部癲癇、Alzheimer氏病、

Huntington氏舞蹈症以及腦死等。以下為各種疾病或是腦部異常症狀之與

SPECT偵測之腦部血流之變化：

1.精神疾病(Psychiatric diseases) (59,60,61)

[1]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46)：25%的精神分裂症rCBF影像，有一

側或是雙側皮質彌漫性局部腦血流(rCBF)降低，70%有局限性變化，

常涉及腦部好幾個區域，前額葉皮質活動多半衰退。

[2] 憂鬱症(Depression)：常有前額葉皮質rCBF減少及深層邊緣系統rCBF

輕微增加的情形。

[3] 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整個皮質明顯散布不規則活躍狀態，深

層邊緣系統整體活動變高。

[4] 頭部受傷(Head injury)：下眼窩部的前額葉皮質正好在頭部容易遭

撞擊的底下，有些病人在左顳葉會減退或過分活躍，有些病人扣帶區

域活動反而增加，病人可能因意外而造成慢性腦震盪後引起併發症。

[5] 衝動、注意力不足、白日夢過多：前額葉皮質多半有問題。

[6] 焦慮、緊張與恐慌症(panic)、細微運動問題：有些人底神經節右側

活動增加，而創傷後壓力症則是左側底神經節活動增加。

[7] 暴力或攻擊性：可能會有前額葉皮質活動減退(思考困難)、扣帶活動

增加、左顳葉活動增加或減少、底神經節或邊緣系統焦點活動增加

(焦慮與喜怒無常)

[8] 長期失眠(Chronic insomnia)：顳葉活動明顯減退，常在左側，而深

層邊緣系統也與睡眠過多或過少有相關。

[9] 咖啡因與尼古丁成癮：降低rCBF，特別是往顳葉及前額葉皮質的血

流。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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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洛英、古柯鹼、安非他命、大麻、酒精成癮：大腦皮質rCBF降低，

甚至有局部或瀰散性缺損。

2.腦梗塞、中風(Cerebral infarction、stroke) (62)

    在發病48小時內，大部分病人rCBF影像上即有缺血區表現。發病數日

後，若側支循環好，在rCBF影像上可見到缺血區周圍出現放射性增高區

(luxuryperfusion)，不同的病期常可見到大腦病變對側大、小腦也有rCBF

減低區，這稱作交叉性失聯絡現象(crossed diaschisis)。

3.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

    當rCBF低於23(ml×100g-1) / min這一閾值時，才會出現短暫性腦缺血

發作症狀。當rCBF漸漸恢復，臨床症狀逐漸消失，但此時rCBF尚未完全恢復

正常範圍，仍處於慢性低灌注狀態，而患者就診時常常是處在這種狀態，此

時 rCBF顯像可檢出缺血區。  

4.癲癇(Epilepsy) (63)

    常有顳葉單側或兩側的問題，典型所見是發作期的rCBF增高，發作間期

則該區呈rCBF減低。

5.阿滋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 (64,65,66)

    嚴重者一般表現為雙側顳頂區皮質對稱性rCBF減少，而與多發性腦梗塞

性痴呆患者，散布於大腦皮質各處的多發性rCBF低灌區明顯不同。

6.偏頭痛(Migraine) (67)

    與顱內、外血管的擴張或痙攣有關。MRI檢查常為陰性，rCBF顯像則很

靈敏。發病時常見局部放射性增多或減少，而臨床症狀消失後rCBF灌注恢復

正常。

7.巴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 (37,38)

    rCBF顯像多見雙側基底節放射性減少或基底節不對稱。

8.紅斑性狼瘡性腦病變(lupus encephalopathy) (68)

   有些病人rCBF影像呈現一側或雙側皮質局限性變化，有時會涉及腦部好

幾個區域。

六、鍼灸對腦部血流之影響以及SPECT在鍼灸研究之應用

    在過去的研究當中，鍼灸與腦組織血流灌注之研究，主要為探討鍼刺前

後神經反應之傳遞，以及腦部血流的改變。從這些文獻中，並沒有探討鍼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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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穴位與經絡的關係，或是鍼灸之作用區域與腦部的連結，只有觀察到經

過鍼灸不同穴位後，在大腦部分不同區域腦血流的改變 (58) 以及治療後的效

果 (42)。近些年來，有許多的研究團隊利用不同的腦部影像分析，如MRI等

技術來探討一些治療前後之腦部的血流或是活性改變 (30,31,32)。而SPECT在

鍼灸上的應用，則皆為用以證明治療前後之腦部血液流動狀態，及治療後

的效果 (17-27)，包括治療神經退化性疾病、腦腫瘤手術後的長期意識障礙以

及廣泛性軸索損傷 (33,35)、兒童自閉症 (34)、兒童腦性麻痺 (36)、帕金森氏症

(37,38)、肌肉張力異常 (39)、止痛 (40)、中風 (41)、失智症等，在這些疾病的

研究中發現，透過鍼灸的治療，除了的確有得到治療的效果外，皆發現在腦

部的血流有明顯的增強的情形。

    目前鍼灸對於血管運動方面功能的影響之研究，在【中醫鍼灸治療學】

中提及，鍼刺對腦血管具有調整作用，據南京中醫學院報導，對30例中風患

者，以鍼刺激後，經腦血流圖的變化觀察，發現有明顯改善。這告訴我們鍼

刺能改善腦動脈的彈性和緊張度，並使血管擴張，血流量增加，從而改善患

者的腦部血液循環、提高組織的氧分壓，增加病灶周圍腦細胞的營養，促進

腦組織的恢復。而在【鍼灸學】此書中亦曾提及，過去曾經用單光子發射電

腦斷層射向觀察鍼刺前後正常人及缺血性中風病人的局部腦血流量和腦功能

活動，結果同樣顯示可視腦部血流量以及腦功能活動增加。但是目前的研究

結果中，並未清楚了瞭解穴位與相對應之治療器官以及大腦之間的關連性以

及反應的關係。

七、鍼刺足三里對腦部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再進一步的討論鍼刺足三里對腦部的關係。在2003年有研究

團隊以PET探討鍼灸足三里穴的中樞作用機制。結果發現鍼刺右側足三里可

以引起同側視丘下部、延髓背側，雙側島葉,對側旁中央小葉、中央前、後

回上部、額葉及顳葉的島蓋部、扣帶回中部、尾狀核頭部、中腦和橋腦背側

中部、小腦深部葡萄糖代謝率增加，同側中央前、後回上部及小腦前葉外側

部葡萄糖代謝率減低 (43)。另外，在2003年，另一個研究團隊應用腦功能磁

共振成像，客觀觀察電鍼刺激足三里穴對各認知功能相關腦區活動情況的影

響。結果發現，電鍼刺激足三里穴能啟動前額葉和顳葉等與認知功能有關的

腦區 (44)。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證實鍼灸足三里可以促進腦部缺血及糖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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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鼠海馬區細胞的增生 (45)。從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知道，經鍼灸

刺激足三里後，的確可以發現到在腦部的影響，但是卻仍然並未對穴位、經

絡、大腦以及作用器官之相關聯性有透徹了解。

實驗目的

    在本篇研究中，我們預期以SPECT的技術來觀察經過鍼灸於足三里穴位

前後，實驗組在大腦相應區域引起的反應情況之比較。我們希望透過斷層掃

描的結果，可以觀察到經過鍼灸在足三里穴位的刺激後，大腦之變化及反應

情況，從實驗中可以瞭解人體中脈絡的相連性及在大腦中的反應位置；除此

之外，希望可以透過此方式，分析透過斷層掃描所觀察到之區域，是否與目

前所知足三里穴位所對相對應之反應器官在大腦的對應區分部是否吻合，以

進一步瞭解鍼灸之穴位與對應器官，以及與大腦間之關連性，來瞭解鍼灸產

生療效之機制。

    在此我們將在鍼灸前後分別進行斷層掃描，藉由分析腦部斷層掃描，來

瞭解足三里穴位其腦部經過刺激後之反應情況，希望可以從中瞭解穴位與大

腦間以及與對應器官間之關連。

材料方法：

1.臨床資料

    鍼灸前必需先記錄病人之基本資料及生化血液檢查(檢測包括膽固醇、

三酸甘油、血糖、尿酸、一般檢查)：以下為各檢查者之基本資料：

1號檢查者: 男性，身高160公分，體重62公斤

2號檢查者: 男性，身高172公分，體重72公斤

3號檢查者: 男性，身高174公分，體重75公斤

4號檢查者: 女性，身高164公分，體重60公斤

5號檢查者: 女性，身高162公分，體重63公斤

6號檢查者: 男性，身高168公分，體重70公斤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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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受試者選擇:

入選標準：

（1）實驗中進行測量的受試者，皆為無特殊腦部疾病的一般個體，生化

血液檢查也正常之個體。

（2）志願受試、並簽署知情同意書者。

排除標準：

（1）妊娠或準備妊娠、哺乳期婦女。

（2）已知對放射製劑或藥物、食物有過敏史者。

（3）合併心、腦、肝、腎和造血系統等原發性疾病，精神病患者。

（4）曾經腦部動過手術，或是帶有神經性疾病的個體

1.2 放射製劑種類劑量：

製劑：鎝-99m雙胱乙酯(Tc-99m ECD)

劑量：成人20 mCi (740 MBq) 

1.3 主要儀器及設備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

1.4 鍼刺過程

（1）首先，我們先針對未鍼灸個體進行腦部單光子放射電腦斷層掃描，

經過一周後，以鍼灸處理檢查者之足三里後，再次進行偵測。

（2）先測定每位檢查者的中指同身寸，約2~2.2公分。接著，再用尺測量

足三里之穴位(犢鼻下三寸) 。

（3）先在檢查者左手將靜脈血管鍼架好後，休息20分鐘進行鍼刺。以手

法平補平瀉鍼刺右側之足三里，足三里得氣深度在1.8±0.2cm。得

氣後，休息五分鐘後再進行撚鍼刺激得氣，連續三次得氣，共20分

鐘(依據傳統鍼灸原則)。接著將顯影劑注入，然後拔鍼。

（4）拔鍼後，檢查者在暗室休息30分鐘，再進行SPECT檢測。

2.腦部血流灌注檢查步驟（Tc-99m ECD CBF & SPECT)

2.1 檢查準備事項：

受檢者先安置靜脈留置鍼後，於安靜微暗的房間內休息15～20分鐘再注射

檢查藥劑。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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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儀器錄影條件：

准直儀：低能量、高解析度扇形准直儀

能階能窗：140 KeV ±10%

矩陣大小：128 *128

放大倍數：1.4 

影像收集計數或時間：每一張影像收集30 秒

角度間隔：3度

掃瞄角度範圍：360度 (每個偵測頭各180度)

2.3 檢查步驟： 

2.3.1 簡單向受檢者說明造影步驟，並請其儘量合作配合。

2.3.2 病人仰躺頭部固定於頭架上，雙臂儘量朝腳方面下垂，交錯置於腹

部，減少偵測器碰到肩膀機會，調整偵測器成90度。

2.3.3 調整床的高度使頭部與床板置於偵測器的中心，將偵測器向內移動，

儘量接近病人，但以不碰到病人為原則 (縮小旋轉半徑)。

2.3.4 試著旋轉偵測器，觀察旋轉路徑是否有撞到任何東西。

2.3.5 檢查記憶體空間，設定造影條件，觀察螢幕位置是否正確。

2.3.6 囑咐病患造影中不可移動，造影時間約30~35分鐘。

2.3.7 造影當中隨時注意病人情況，並儘量保持室內寧靜。

3.檢查步驟：

3.1 影像處理：使用Elscint Xpert腦部分析程式，設定腦部預重組的範圍，

調整位置於中心與角度歸正的垂直選擇。

3.2 進行橫向切面的重組，通常放大比率為1.845，並選取半徑：60-66 (視

頭圍大小而定)。

3.3 重組sinogram，並進行扇形准直儀校正計算。

3.4 選擇濾波器處理影像，進行反投射影像重組以及衰減校正計算。

3.5 設定衰減係數：0.11-0.12，利用橫向切面影像資料，重組矢狀切面影

像資料和冠狀切面影像資料。

3.6 橫向切面、矢狀切面及冠狀切面等影像的切片厚度可視情況選擇為每張

影像0.11-0.52公分。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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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PM分析流程：  

    偏重在掌握大腦皮質局部血流灌注變化的理論歷程，並以統計檢定法量

測和理論歷程較相近的腦神經活化區域。

5.統計分析鍼灸前後結果並加以比較

實驗結果

    透過定量及定性的分析，我們發現在經過鍼刺足三里穴位後，在腦部

的血流變化有特殊的改變。圖一至圖六為六位檢查者在鍼刺前一及鍼刺後

SPECT的結果圖。我們可以發現鍼刺前以及鍼刺後，腦部的血流在某些特定

區域發生了改變。為了進一步瞭解此變化所發生的區域，我們將六位檢查者

的測試結果進行統計分析。我們很明顯的發現在左側大腦的Frontal Lobe包

含主要運動皮質以及初級軀體感覺皮質，以及左側小腦的前後葉(anterior 

and posterior lobe)及蚓部(Vermis)都有血流的改變(圖七)，此外，我們

也同樣發現鍼刺右足在右腦的部分有血流量減少的情形 (圖八)，這部分我

們將在討論及分析的部份詳細解釋。

    下列區域，為實驗結果中，分析後明顯有差異改變的區域以及其在腦部

所扮演之調控功能：

1.鍼灸後腦血流大於鍼灸前之區域 (treatment>baseline)

1.1 left Cerebrum, Frontal Lobe, Precentral Gyrus, Gray Matter, Brodmann 
area 6: 
為左邊大腦中，額葉之中央前腦回的灰質及運動前區(如下圖表示之6號

區域)。運動前區位於原始運動區的前面，它能使你瞭解運動行為的複

雜性與順序性，所以它發出的神經衝動能使某一特定肌肉群依一定的順

序收縮。因此運動前區乃控制一些技巧性的動作。其主要包含之功能有

產生意識自由控制之骨骼肌動作所需之運動命令、感覺經驗之分析、提

供人格特質相關訊息，以協助個人總體判斷思考所需以及參與記憶、情

緒、理解、判斷、計劃、字彙溝通等高級社會行為技巧。

1.2 left Cerebrum, Frontal Lob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White Matter:  
為左側腦部，額葉之下額回的內部白質部分。腦部的白質中，主要包含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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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神經纖維，以及髓鞘軸突，包含連絡、聯合、投射纖維，主要功能

為進行感覺以及運動之訊息傳遞。

1.3 left Cerebrum, Frontal Lobe, Postcentral Gyrus, White Matter
為左側大腦額葉，中央溝後回白質部分。中央溝後回包含腦部區域

3,1,2，也稱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初級軀體感覺皮質)，主

要能感受一般軀體感覺，包含觸、壓、冷、溫、痛、震動，以及接受位

置感覺及被動性運動的輸入神經衝動。

1.4 left Cerebellum, Anterior Lobe, Dentate
為左側小腦體前葉之齒狀核，是小腦深位最大的核，位於小腦白質中，

在內側緊靠栓狀核。負責處理送至腦中其他部位的訊號。

1.5 left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Declive
為左側小腦體後葉之蚓部的最下方。

1.6 left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Cerebellar Tonsil
為左側小腦體後葉之小腦扁桃體。位於小腦的下面，鄰近枕骨大孔，當

顱內壓升高時，可擠向枕骨大孔壓迫延髓，形成小腦扁桃體疝，而危及

生命。

2.treatment<baseline (鍼灸後腦血流小於鍼灸前之區域)

2.1 Right Cerebrum, Occipital Lobe, Precuneus, White Matter
右大腦枕葉部份之大腦半球楔前葉的白質部分。

2.2 Right Cerebrum, Occipital Lobe, Lingual Gyrus, Gray Matter, and White 
Matter
右大腦枕葉之舌回的白質與灰質的部份。這個區域在目前主要認為與視

覺和夢有關。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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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圖表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圖一、1號檢查者鍼灸前(A)與

      鍼灸後(B)的SPECT結果。

圖二、2號檢查者鍼灸前(A)與

      鍼灸後(B)的SPECT結果。



中
國
鍼
灸
學
雜
誌  

創
刊
號

JCMAS  Vol.1  No.1  Dec. 201386

圖三、3號檢查者鍼灸前(A)與

      鍼灸後(B)的SPECT結果。

圖四、4號檢查者鍼灸前(A)與

      鍼灸後(B)的SPECT結果。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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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5號檢查者鍼灸前(A)與

      鍼灸後(B)的SPECT結果。

圖六、6號檢查者鍼灸前(A)與

      鍼灸後(B)的SPECT結果。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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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treatment(鍼灸後)相較於baseline(鍼灸前)之血流量在左腦的部分

有增加的情形。

(A)統計結果

(B)XYZ三軸之切面表示圖，灰黑色部份為具有差異之部位

(C)腦部的立體圖示，紅色部份為具有差異之部位

A.

B.

C.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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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treatment(鍼灸後)相較於baseline(鍼灸前)之血流量在右腦的部分

有減少的情形。

(A)統計結果

(B)XYZ三軸之切面表示圖，灰黑色部份為具有差異之部位

(C)腦部的立體圖示，紅色部份為具有差異之部位。

A.

B.

C.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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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討論

1.此一結果進一步證明神經反射在腦部與刺激位置是相反的，更佐證對側療

法的治療機制；但是經絡循行則為同側的走向，所以鍼灸右側會影響右側

腦部血流的些微改變。

2.從結果中，我們發現經鍼刺足三里，在腦部產生血流變化之區域，為大腦

中之主要運動皮質以及初級軀體感覺皮質，以及在小腦中管理感覺與運動

功能訊息之區域。而在鍼灸學中，足三里此一穴位主要作用為和胃健脾，

通腑化痰，升降氣機。從結果中，我們雖無法得知經過鍼刺激後，是如何

傳遞至腸胃，但是卻可見到負責腹內感覺，及負責咀嚼、吞嚥、唾液分泌

等運動功能之大腦顳葉中央腦溝底部，其前後之皮質區域，有血流增加之

現象，並且可以得知，經過鍼刺激此一穴位，我們可觀察到在腦部的大量

血流反應，此反映包括在大腦區中的感覺區域反射，以及大腦白質區域之

輻射狀纖維之刺激，在大腦中，白質的部份主要在接收及傳遞感覺與運動

功能訊息，故有可能透過這樣的傳遞，使得經過刺激足三里可達到治療腸

胃的功效。但是這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及探討，以瞭解中醫之鍼灸其經絡

之走向以及作用之原理。

3.此外，在我們實驗的結果中，我們發現腦部右側大腦的某些區域之血流變

化為鍼灸前之反應大於鍼灸後之血流強度。在此我們推測有幾種可能：第

一，由於在大腦的傳遞訊息之途徑複雜，所以此一變化亦有可能是由於經

過鍼刺足三里後，可能透過神經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Neurotransmitters)

之改變，使所引起的血流變化變少；且血流減少之區域是在右側枕葉區，

此乃血清胺素(Serotonin)神經元所在之區域，故我們可推測這是血清胺

素神經元之興奮，而引起血管之收縮變化，進而導致之現象，我們亦可推

測此即經絡傳遞的一部份；第二，鍼灸在剛開始時，可能右側的枕葉血

流量會先稍微減少，接著在左側前額葉、頂葉與顳葉及小腦區域的血流

量大量增加，我們推測人體中的經絡透過刺激後，在對側大腦有多巴胺

(Dopamine)神經元分佈之區域有相對的反應，藉著影響血流的增加與減

少，來影響氣血循環。

4.在實驗結果中，我們發現有幾位檢查者的兩側血流活動皆非常明顯。因

此，我們認為，一些腦部循環不佳的病患，譬如中風、帕金森氏症、小腦

王清福  Wang Chi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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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縮、腦性麻痺等，的確是可以利用鍼灸的方式，使腦部血流增加，來達

到將氧氣攜至缺氧之區域並修復缺氧的細胞的目的，以進行之治療。或是

使小腦的血流增加，使調節平衡中樞。

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利用六位正常人體進行鍼灸於足三里以鍼灸前後腦灌

注SPECT探測。我們擬透過實驗瞭解鍼灸之穴位與對應器官，以及與大腦間

之關連性，並以現代醫學方式來理解並研究鍼灸達成療效的機制。經實驗發

現，鍼刺右側足三里，可使腦部左側血流產生顯著性的改變，特別在腦部前

葉以及小腦的部分，我們推測這樣的血流改變影響了腦部細胞攜氧量的變

化，此外，更進一步的調節腦部神經傳遞物質的分泌，以達到治療的功效。

我們雖無法得知經過鍼刺激後，是如何傳遞至腸胃，但是卻可見到負責腹內

感覺，及負責咀嚼、吞嚥、唾液分泌等運動功能之大腦顳葉中央腦溝底部，

其前後之皮質區域，有血流增加之現象，並且可以得知，經過鍼刺激此一穴

位，我們可觀察到在腦部的大量血流反應，此反映包括在大腦區中的感覺區

域反射，以及大腦白質區域之輻射狀纖維之刺激，在大腦中，白質的部份主

要在接收及傳遞感覺與運動功能訊息，故有可能透過這樣的傳遞，使得經過

刺激足三里可達到治療腸胃的功效。透過本實驗，我們得知經鍼刺足三里後

在腦部的某些特定區域產生血流的變化，但這仍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及探

討，以瞭解中醫之鍼灸其經絡之走向以及作用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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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by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cerebe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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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of Her-ping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Visiting Professor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cne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ti-

vation of specific areas of brain cortices and corresponding acupoint stimulation 

predicted by ancient acupuncture literature, and so a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acupuncture. Here, we have 6 people to test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points "Zusanli" (ST-36), by using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SPECT). Interpretation of a brain SPECT using 99mTc-ECD labeled 

cerebral perfusion imaging agent in the brain. Based on our results, we found 

that after acupuncture at the right side of Zusanli, blood flow in left cerebral of 

frontal lobe and cerebellum are increased.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stimulation 

of acupuncture in Zusanli may induce oxygen transport, and further regulates 

some neurotransmitters to balance our body and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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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性麻痺之病因
與中醫探討

吳哲豪

育生中醫診所醫師

摘要

    週期性麻痺(Periodic Paralysis)是與鉀離子代謝障礙有關的，以突發

性反覆發作的骨骼肌弛緩性癱瘓為特徵的一組肌肉疾病。可分為原發性和繼

發性兩類。原發性是指離子通道功能異常的遺傳性疾病，可分為低血鉀性、

高血鉀性及正常血鉀性週期性麻痺；繼發性週期性麻痺則是繼發於其他疾病

引起的血鉀改變而致病者，分為腦病性、肝性、腎性、腎上腺性、醛固酮性

(aldosterone)、血糖性、甲狀腺性、損傷性、腫瘤性、酸血症性、鹼血症

性及藥物性造成的週期性麻痺。根據不同的病因、臨床表現，透過四診合

參、影像及實驗檢查，進而達到更明確的證型，並給予最適切的治療。

關鍵字：原發性週期性麻痺、低血鉀性週期性麻痺、高血鉀性週期性麻痺、

        繼發性週期性麻痺

壹、前言

    週期性麻痺是有一定的週期，可逆性，反覆性的肌肉軟癱無力，因牽涉

到肌細胞膜離子通道的問題，發作時，細胞膜的鈉鉀幫浦(Na-K Pump)興奮

性增加，使大量鉀離子內移至細胞內，引起細胞膜的去極化，和對電刺激的

無反應性，導致癱瘓發作。進而造成肌肉軟癱無力，是以反覆發作性的骨骼

肌弛緩性癱瘓為主要表現的一種疾病。按病因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類。

原發性係指發病機制尚不明了和具有遺傳性者；繼發性則是繼發於其他疾病

引起的血鉀改變而致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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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auses of Periodic Paralysis and Chinese Medicine

貳、原發性週期性麻痺(=遺傳性週期性麻痹)

一.低鉀型週期性麻痺

    為第1對染色體顯性遺傳疾病，離子通道功能異常引起的一組疾病，主

要侵及神經和肌肉系統。多在青少年期發病，男性多于女性，中年以後則發

作次數逐漸減少，以至停止。本病常在飽餐後休息中、激烈運動後休息中發

生，原因是此時葡萄糖進入肝和肌細胞合成糖原，帶入鉀離子，使胞外和血

清鉀降低。患者肌細胞內膜經常處于輕度極化狀態，且很不穩定，電位稍有

變化即產生鈉離子在膜上的通路受阻，從而不能傳播，病肌對一切電刺激均

不起反應，處于癱瘓狀態。發作時肌細胞內鉀離子增多，細胞外液鉀離子減

少，使細胞內外鉀離子濃度差過大，致使細胞電位過度極化，膜電位下降，

而引起肌無力。肌無力常由雙下肢開始，後及雙上肢，以近端為重，兩側對

稱，嚴重病例影響到頸肌、呼吸肌，甚至造成死亡。部分病例發作時心律失

常，血壓上升。發作一般持續6～24小時，有時長達1周以上。發作間期一切

正常。發作頻率不等，一般數周或數月一次，個別病例每天均有發作，也有

數年一次甚至終生僅發作一次者 [1]。

二.高鉀性週期麻痺

    較罕見。發病多在10歲以前，男性居多。突變基因位于第17號染色體。

饑餓、寒冷、激烈運動和鉀的攝入可以誘發。可能由於膜電位下降對鈉的通

透性增加，或肌細胞內鉀鈉轉換能力的缺陷有關。發作時，鉀離子自細胞內

到細胞外，而鈉離子代償性進入細胞內，使細胞膜較間歇期低于正常的電位

進一步降低。發作時常從下肢開始，隨後累及軀幹，上肢嚴重者可累及頸肌

和眼外肌。發作持續時間短暫，約30～60分鐘左右。參與高強度運動的遠端

肌肉首先出現症狀，表現為手、足麻痺，部分病例伴有肌強直現象，如進食

冷飲後發音不清，叩擊舌肌時發生局部強直性收縮而引起凹陷，肢體放入冷

水中易出現肌肉僵硬，故本型又稱肌強直性週期性癱瘓 [1]。

三.正常血鉀型週期性麻痺

    罕見，多在10歲以前發病，病變基因位于第17號染色體顯性遺傳。常于

夜間或清晨醒來時，發現四肢或部分肌癱瘓，甚至發音不清、呼吸困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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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作前常有極度嗜鹽，煩渴等表現。其症狀表現類似低血鉀週期性癱瘓，但

持續時間大都在數日到20天以上；發作後遺留輕度力弱，症狀可持續數週。

間歇期長短不等。運動後休息、寒冷、補鉀等均可誘發或加重肌肉無力 [1]。

參、繼發性週期性麻痺

一.腦病性週期性麻痺

    急性期都會造成電解質絮亂，如腦創傷、腦中風、腦部感染，造成腦水

腫、腦細胞缺血、壞死，均會使鉀離子偏高，此時，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先降

腦壓 [2]，首先判斷原則，是病患對刺激有反應的話，選方為半夏天麻白朮

散、小柴胡湯加聖愈湯、(育生)補陽還五湯加小柴胡湯。加入大黃，維持每

天有二至三次大便，皆加入川七粉三錢。對刺激無反應則可考慮大柴胡湯加

重黃耆、川七粉。上述的方均要加重淡滲利濕藥如：白朮、茯苓、豬苓和澤

瀉，以快速穩定地降腦壓，以及避免全身水腫現象。出血量少，待人體自行

吸收，亦可考慮用清熱活血化瘀方，如：乳沒四物湯、抵擋湯、桃仁承氣

湯、復元活血湯等，加重黃芩、大黃、川七。電解質明顯絮亂，高血鉀則加

重生石膏、生龍骨、生牡蠣。預防痙攣現象發生，給予全蠍、蜈蚣、僵蠶、

鉤藤、天麻、鬱金、白芥子。

    因腦病經慢性傷害後，產生過多代謝廢物損傷腎臟，導致急性腎衰竭或

是術後造成尿少，均有可能排出去的鉀過低，造成血中高血鉀。急性期仍以

降腦壓的方大柴胡湯加五苓散，若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仍高

可以加忍冬藤、丁豎朽，緩解期則可以用補氣補血併活血化瘀的補陽還五

湯，重用茯苓、澤瀉 [3]。不管任何時期，高血鉀甚，就要加重生石膏、生

龍骨或生牡蠣。

    慢性期之腦病病患，生命徵象穩定，可能因插鼻胃管給予的營養不良，

病患長期臥病在床、水腫使用利尿劑，均有可能因為攝取的鉀不足，或是排

出的鉀多，造成低血鉀性週期性麻痺。若納差、白蛋白偏低、可以考慮先補

脾胃的香砂六君子湯、參苓白朮散、小柴胡湯加聖愈湯或半夏天麻白朮散，

加重黃耆、人參、川七、茯苓、澤瀉、丹參、赤芍、仙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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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肝性週期性麻痺

    肝炎、肝硬化、高膽色素血症、高氨血症、肝癌，甚至肝性腦病，經常

出現因電解質紊亂，需定期去監控，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1.肝細胞發炎、猛爆性肝炎，大量肝細胞壞死，導致許多細胞內鉀離至釋放

出來，造成高血鉀。

2.食慾差導致低血鉀性週期性麻痺，由於進食減少，患者食慾下降，胃腸功

能紊亂，腸屏障受損，吸收障礙導致低血鉀、低血鈉。

3.患者放腹水、嘔吐、腹瀉、失血等原因，導致體內電解質的大量丟失，也

可能由於應用大量利尿劑，導致醫源性的週期性麻痺。

4.肝硬化患者促使腎素-血管加壓素-醛固酮系統(RAAS)亢進，導致醛固酮增

多，進而留鈉排鉀，引起低鉀和高鈉、或是血管加壓素、抗利鈉因子的增

加，導致稀釋性低鈉血症、或是鈉鉀ATP酶活性的下降，其功能的下降必

然導致電解質的紊亂。

5.肝癌經肝手術，或經皮穿血管內栓塞(Liver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或經皮穿酒精注射(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 Therapy)、燒灼

(ablation therapy)、放射治療，大量壞死細胞釋出，造成高血鉀性週期性

麻痺。

6.肝腎綜合症，因腎功能受影響，造成鉀離子排不出去，促使高血鉀產生。

    治療肝性週期性麻痺，根據不同病因，可以考慮幾個方向，肝細胞急性

發炎則可用黃連解毒湯、免疫過亢方、小柴胡湯、柴苓湯、龍膽瀉肝湯、瀉

青丸、當歸龍薈丸、梔子柏皮湯、甘草瀉心湯、茵陳蒿湯…類方劑 [4]。高

血鉀甚則加重生石膏、生龍骨、生牡蠣，或各種富含鈣的中藥礦石類。納差

明顯、白蛋白偏低，以補脾胃為主方，香砂六君子湯、四君子湯、五味異

功散、參苓白朮散、四神湯，加重人參、仙楂 [5]。腹水甚，加重白朮、茯

苓、澤瀉。避免胸肋滿脹，給予麻黃、防己、葶歷子。肝硬化患者須柔肝，

柔肝有養肝血的聖愈湯、七寶美髯丹、血枯方、補陽還五湯(育生)，或考慮

養肝陰的地骨皮飲、左歸飲或知柏地黃湯。瘀熱明顯可用桃紅四物湯或乳沒

四物湯。血熱兼有日晡發熱可以考慮用地骨皮飲、知柏地黃湯、二至丸、八

仙長壽丸、麥門冬湯、白虎湯，加何首烏、沙苑蒺藜、枸杞子、龜甲、鱉

甲、鹿角膠及蒼朮。或補肝腎之陰陽，六味地黃湯、杞菊地黃湯、八仙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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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左歸飲、龜鹿二仙膠，慢慢地加重乾薑、附子、肉桂、人參。若血鉀偏

高，重用生石膏 [6]。

    肝腫瘤經肝手術，或經皮穿血管內栓塞或經皮穿酒精注射、燒灼、放射

治療後造成的高血鉀性週期性麻痺，主方為育生柴苓湯加方，加麻黃、葶藶

子、防己、大黃、人參、川七、生石膏、生龍骨、生牡蠣。GOT、GPT高或腫

瘤指數高則加重黃芩、黃連、黃柏；若造血不良則加乾薑、附子、玉桂、鹿

茸；水蓄嚴重則利濕用茯苓、蒼朮、白朮、澤瀉、豬苓、二丑以及加補脾氣

藥的山藥、薏仁、芡實、蓮子、菱角、白果、黨參等。

    若肝腎綜合症的時候，嚴重時須洗腎，方用五苓散腎炎方、加重忍冬

藤、丁豎朽、生石膏、生龍骨、生牡蠣、大黃，除了維持腎臟功能之外，並

快速地將高血鉀與過多的氨從二便排出 [7]。

三.腎性週期性麻痺

    尿毒症、急性、慢性腎衰竭、間質性腎炎、各種腎疾病造成腎功能下

降，鉀離子無法代謝出去，導致血中鉀上升。造成腎衰竭的原因可分為腎前

性、腎性及腎後性。

    腎前性高氮血症，代表是腎臟灌流不足，且腎絲球過濾速率降低，通常

原因是低血容低血壓所導致，例如：心衰竭、肝硬化、腹部腔室症候群。腎

性疾病包括腎小管損傷，例如：顯影劑、毒物、色素，導致毒性腎小管壞

死、缺血性腎小管壞死。或腎元損傷，如：腎絲球腎炎、溶血尿毒症候群。

或間質性損傷，例如：急性間質性腎炎、腎盂腎炎 [8]。可以考慮兩個方向，

一個是補脾陽，香砂六君子湯加方，加乾薑、附子、玉桂子、黃芩、黃柏、

茯苓、澤瀉、仙楂、人參、川七、鹿茸。另一個考慮的方向是補腎陽，育生

五苓散(腎炎方)、腎氣丸或右歸丸，加重黃芩、黃柏、茯苓、澤瀉、仙楂、

人參、川七、鹿茸。以上方皆重用生石膏、大黃(維持一天解便三到四次)以

快速地減低高血鉀。

    腎後性包括尿道阻塞或輸尿管全阻塞。初期仍屬於水腫期，方用五苓

散、八正散、五淋散、清心蓮子飲、梔子柏皮湯，加重黃柏、茯苓、澤瀉、

忍冬藤、丁豎朽、生石膏和大黃。疼痛甚，加元胡、木香。一旦尿素氮、

肌酸酐不再下降了，可以考慮慢慢加入乾薑、附子、玉桂子、人參及鹿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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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腎上腺性週期性麻痺

    病人有低血壓、體重減輕、持續噁心、低血鈉或高血鉀，就要懷疑腎上

腺衰竭。其高血鉀乃是因腎上腺素分泌缺乏，缺少醛固酮，導致鉀離子無法

正常排出。腎上腺衰竭分為原發性和次發性腎上腺衰竭 [10]。

    原發性腎上腺衰竭即腎上腺本身的疾病，例如：愛迪生氏症(Addison's 

disease)，造成同時缺乏皮質醇(cortisol)和醛固酮(aldosterone)導致高

血鉀及體液缺乏，而ACTH上升造成色素沉著，其病因大多是因為自體免疫性

腎上腺炎，或腎上腺感染結核病。

    次發性腎上腺衰竭乃因下視丘、或腦下垂體疾病造成之腎上腺衰竭。致

病原因多為感染、腫瘤、創傷、先天性缺損、腦下垂體切除術、或過度給予

外源性腎上腺皮質素，造成腦下垂體分泌ACTH減少，並導致腎上腺的萎縮。

急性期，血壓偏低要緊急靜脈注射hydrocortisone，以及高濃度生理食鹽

水，以矯正低血壓及低血鈉微象。

    腎上腺低下急性期屬於表風熱，用葛根湯、陽旦湯、葛根芩連湯、育生

免疫過亢方、黃連解毒湯，加重人參、生石膏、生龍骨、生牡蠣及大黃。噁

心甚，可以考慮加半夏、陳皮。若長時間使用類固醇的病患，就要在前方慢

慢加重乾薑、附子、肉桂、人參、鹿茸，以活化腎上腺細胞，並增加其周邊

供血。或者是改用補氣、補血、補陽治療，如右歸飲、腎氣丸、歸耆建中湯

之類。內臟器官，除了腎上腺素之外，其他組織器官，如：脂肪、心、肺、

骨髓、腎、也會製造腎上腺素。中藥補氣補陽藥物可誘導其他組織器官分化

出來，代替腎上腺素。

    庫欣氏症候群，過多的醛固酮，高醛固酮血症，導致排出的鉀過多，表

現出低血鉀週期性麻痺。治療給予重鎮安神加清熱解毒方治療，用柴胡加龍

骨牡蠣湯、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建瓴湯或知柏地黃湯等，方加海藻、海帶或

昆布，並建議病人多吃含鉀之蔬果或高湯。

五.血糖性週期性麻痺

    胰島素分泌過高，會造成低血鉀性週期性麻痺，如高糖分進食後；或糖

尿病患者注射過多的胰島素；或酮酸中毒(Ketoacidosis)患者給予注射過多

的胰島素，導致血中胰島素瞬間上升，即有可能造成鉀離子迅速流向細胞

內，其原因乃是胰島素會促進細胞糖原合成(Glycogenesis)，糖原合成需要

Discussion on Causes of Periodic Paralysis and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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鉀，血漿鉀乃隨葡萄糖進入細胞以合成糖原(Glycogen)。此外，胰島素有可

能直接剌激骨骼肌細胞膜上的鈉鉀ATP酶，從而使肌細胞內鈉離子排出增多

而細胞外鉀離子進入肌細胞增多，導致低血鉀性週期性麻痺，打胰島素患

者，並囑胰島素劑量慢慢減量，配合中醫治療急性期以清熱解毒解表、滋陰

或是重鎮安神來穩定血糖，可用大柴胡湯、陽旦湯、葛根芩連湯、免疫過亢

方、知柏地黃湯、建瓴湯、上述方皆要去甘草、紅棗、加重桑白皮、知母、

大黃、海帶、昆布。並請患著多補充蔬果或高湯。高鉀食物有蔬菜、水果，

如：胡蘿蔔、芹菜、茼蒿、空心菜、菠菜、莧菜、香菇、馬鈴薯、硬柿、蕃

石榴、香瓜、香蕉、龍眼、葡萄、柳橙等。上述血糖仍居高不下，胰島素分

泌不足，並且進行性的萎縮，容易造成高血鉀性週期性麻痺，就進入氣虛或

氣虛兼陽虛，必須用補氣、補陽的藥物，促進胰島素的分泌量，可用如補中

益氣湯、聖愈湯、補陽還五湯、歸耆建中湯，甚或十全大補湯、香砂六君子

湯…等方劑，亦甘草、紅棗少量，但加重黃耆、人參、生石膏、大黃、生龍

骨和生牡蠣以降低高血鉀。

六.甲狀腺性週期性麻痺

    甲狀腺功能亢進之症狀，包括心跳過快、收縮壓升高而舒張壓下降、緊

張、焦慮、恐懼、失眠、脾氣變壞，甚至出現精神異常、怕熱、易出汗、腹

瀉或偶而便祕、呼吸加快、稍一運動即喘促或急、食慾增加但卻消瘦（少數

病例體重反增）、手抖、皮膚變薄、紅潤並感溫熱、有時掌心易出汗濕潤、

偶有病患下肢皮膚出現黏液性水腫病變、甲狀腺腫大（但部份病患甲狀腺並

不腫大）、眼睛出現病變如凝視、凸眼、紅眼、流淚、或眼肌麻痺、肌肉無

力甚至萎縮、指甲異常、有些病患出現葡萄糖耐量異常，甚至血糖升高等 

[11]。

    甲狀腺功能亢進症最常見之原因為「自體免疫性」所引起者。主要是患

者體內出現甲狀腺接受器抗體，刺激甲狀腺組織肥大增生，及加速甲狀腺荷

爾蒙的合成，過多之甲狀腺荷爾蒙促使腎上腺素敏感性增加，影響肌肉細胞

上之鈉鉀離子通道，極有可能造成鉀離子迅速流向細胞內，所以血液中的鉀

離子濃度下降，因而使肌肉組織傳導受阻，而出現嚴重低血鉀週期性麻痺。

治療可考慮用建瓴湯、柴胡加龍牡湯、清上防風湯、涼膈散，加黃芩、黃

連、黃柏、茯苓、澤瀉，並加引經藥夏枯花、元胡或蘇子，以校正甲狀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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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並請患著多補充蔬果或高湯。高鉀食物有蔬菜、水果，如：胡蘿蔔、

芹菜、茼蒿、空心菜、菠菜、莧菜、香菇、馬鈴薯、硬柿、蕃石榴、香瓜、

香蕉、龍眼、葡萄、柳橙等。若甲狀腺素不再下降時，可以考慮慢慢加入乾

薑、附子及玉桂子。

七.損傷性週期性麻痺

    燒傷、燙傷、組織創傷撕裂傷、肌肉壞死、過度運動，造成橫紋肌溶解

症，組織損傷之後，造成損傷細胞釋放大量的鉀離子到血液中，均會導致高

血鉀性週期性麻痺。急性期感染部位，予以清創和抗生素，患處可給予高壓

氧治療，嚴重者甚至需要截肢，急性腎衰竭需要給予洗腎。中醫屬於瘀熱證

兼有水蓄，給予免疫過亢方、黃連解毒湯、葛根芩連湯、乳沒四物湯加重黃

芩、黃連、黃柏、川七、乳香、沒藥、丹皮、赤芍、白朮、茯苓、豬苓和澤

瀉，快速消腫退熱及活血化瘀，以減少細胞壞死程度。血鉀高予以矯正，可

用生石膏、生龍骨、生牡蠣。若無繼續水腫，發炎指數如CRP、LDH、CPK不

再下降的話，可以改補氣、補血、補陽為主，如：香砂六君子湯、參苓白朮

散、真武湯、桂枝茯苓丸，加重黃芩、黃連、黃柏、白朮、茯苓、澤瀉。若

水腫持續，或是尿素氮、肌酸酐持續上升，可以改用補腎陽的育生五苓散

(腎炎方)治療之。

八.腫瘤性週期性麻痺

    腫瘤接受化學治療後的12-72小時，常發生腫瘤溶解症候群 (Tumor 

Lysis Syndrome, TLS) [12]，這是一種具生命威脅性的腫瘤急症，臨床症狀

包括噁心、嘔吐、昏睡、水腫、體液過多、充血性心衰竭、心律不整、痙

攣、肌肉抽筋、手足抽搐、暈厥，甚者可能發生猝死。通常發生於接受化學

治療的腫瘤細胞，開始大量死亡及細胞內容物溶解之後，導致，高尿酸、高

血鉀、高血磷，及高血鈣。充分的給予水分，及積極的給予利尿劑是主要的

治療方式 [13]，並糾正電解質過高，若寡尿或急性腎衰竭現象，快速給予洗

腎。急性屬於瘀熱證兼有水蓄，給予免疫過亢方、黃連解毒湯、葛根芩連

湯、乳沒四物湯加重黃芩、黃連、黃柏、川七、乳香、沒藥、丹皮、赤芍，

加淡滲利濕藥白朮、茯苓、豬苓和澤瀉，並且加生石膏、龍膽草、生龍骨、

生牡蠣及大黃，以糾正電解質過高的問題。治療後，若水腫甚，或是腎功能



中
國
鍼
灸
學
雜
誌  

創
刊
號

JCMAS  Vol.1  No.1  Dec. 2013106

持續下降，可考慮改成補腎陽的育生五苓散(腎炎方)治療之。若造血不良則

加乾薑、附子、玉桂、鹿茸；水蓄嚴重則利濕用茯苓、蒼朮、白朮、澤瀉、

豬苓、防己、葶藶子；納差或白蛋白偏低可加補脾氣藥的山藥、薏仁、芡

實、蓮子、菱角、白果等。

九.酸中毒鹼中毒之週期性麻痺

    酸血症可以抑制氫離子移出細胞外，進而導致鉀離子無法移入細胞內，

造成高血鉀症，而引發肌肉癱瘓。酸中毒分代謝性酸中毒和呼吸性酸中毒。

    代謝性酸中毒可能原因是飢餓、酗酒、糖尿病，導致酮酸堆積；或接觸

過多的化學物質如甲醇、乙二醇、水楊酸；或是休克，或是藥物關係，導致

乳酸過多；或是腹瀉嚴重導致HCO3流失過多；或腎小管相關疾病導致排酸不

良。

    因酗酒或是飢餓引起的酮酸中毒給予口服葡萄糖溶液，並增加其熱量。

糖尿病導致的酮酸中毒，需要給予足夠的胰島素，來終止酮酸生成及矯正高

血糖的情形。並持續監控血鉀，避免血鉀過低，隨時補充高劑量的鉀離子食

物或藥物。若食入過多毒物導致的代謝性酸中毒，屬醫療急症，緊急送往醫

院腸胃道灌洗，血液鹼化，嚴重患者更應盡快使用透析治療。

    呼吸性酸中毒乃是因為通氣不足，造成CO2排出受限制，可能原因是呼

吸中樞受抑制、神經肌肉衰竭、呼吸系統順應性降低、呼吸道阻力增加，及

肺部相關疾病。治療方法乃是改善通氣量，必要時予以插管，並且治療其造

成呼吸性酸中毒的病因。

    鹼血症可以促進氫離子移出細胞外，進而導致鉀離子大量移入細胞內，

造成低血鉀週期性麻痹，而引發肌肉癱瘓。鹼中毒同樣可分成代謝性鹼中毒

和呼吸性鹼中毒。

    代謝性鹼中毒通常是劇烈嘔吐將酸液吐出過多、使用利尿劑、或是攝入

過多的鹼性物質。積極地防治引起代謝性鹼中毒的原發病，並糾正可能所帶

來的低血鉀、低氯血症，以及糾正鹼中毒。

    呼吸性鹼中毒通常是換氣過度，其原因可能是中樞神經受刺激、低血氧

或是焦慮 [14]。治療方法乃是改善通氣並且治療其造成呼吸性鹼中毒的病

因。

    酸中毒或鹼中毒的治療，同樣須視急性期或慢性期損傷在何器官，再依

吳哲豪  Wu Che-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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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器官水腫、瘀腫、萎縮或壞死之不同病程，各有中藥的配合方法與方劑，

極為細瑣，不一贅述。

十.藥物性週期性麻痺

    有許多西藥會引發高血鉀及低血鉀的現象，急性期需先考慮糾正電解質

絮亂現象，一方面用中藥慢慢給予替代，一方面將西藥慢慢戒停。

    導致高血鉀症的藥物包括：ACE inhibitors, Amiloride, Cytotoxics, Digitalis 
overdose, Heparin, Lithium, Ethacrynic acid, Furosemide, Hyperalimentation 
and Thiazides.
    導致低血鉀症的藥物包括：Alkali-induced alkalosis, Amphotericin B, 
Diuretics, Gentamicin, Insulin, Laxative abuse, Mineralocorticoids, Osmotic 
diuretics, Sympathomimetics, Tetracycline, Theophylline, Vitamin B12 [15]。

結論：

    週期性麻痺是電解質絮亂的症狀之一，唯有透過仔細地望、聞、問、切

診、實驗診斷、影像診斷及用藥資訊，才能夠正確地判斷出真正的病因，病

情可輕可重，若是高血鉀，是一種緊急且有可能嚴重威脅生命的狀況，因

此，精確地判斷及快速地糾正電解質絮亂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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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iodic paralysis is related to disorder of potassium metabolism, bringing on a 

group of muscle disorders with sudden and repetitive flaccid paralysis of skeletal 

muscles. It can be subdivided into primary or secondary type. Primary type points 

to genetic disease causing dysfunction of the ion channel,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hyperkalemia, hypokalemia, and normal potassium type periodic paralysis. 

Secondary type points to other diseases resulting in imbalance of potassium. These 

can be differentiated into encephelopathic disease, hepatic disease, renal disease, 

adrenal disease, aldosterone disease, glycemic disease, thyroid disease, traumatic 

disease, neoplastic disease, acidosis, alkalosis, or drug induced. Clear diagnosis 

and correct treatment depend on evaluating the different causes and clinical 

presentation, as well as the four diagnostic parameters, diagnostic imaging, and 

laboratory 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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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氏病」之研究

鄭淑鎂

培真中醫診所院長．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監事

遼寧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遼寧中醫藥大學博士

美國自然醫學博士．世界中醫聯合會糖尿病專業委員會理事

摘要

    菊池氏病，又稱為組織球壞死性淋巴炎，臨床上十分罕見，典型特徵為

頸部淋巴腺腫大，其外觀及觸感與頭頸癌、肺癌等之淋巴轉移，不易分辨。

病人於日後易復發或轉變成紅斑性狼瘡或其他自體免疫性疾病，西醫多給予

支持性療法。中醫透過辨病及辨證，扶正袪邪，糾正免疫過亢，抑制感染，

截斷且預防日後疾病進展，有相當好的療效。

關鍵字：菊池氏病、淋巴腺腫大、自體免疫、ANA、WBC DC

病案介紹

    陳○○同學，男，22歲，就讀台中○○大學，有氣喘及異位性皮膚炎病

史。就診時症狀為：高燒，右側頭痛欲裂，關節及全身酸痛，全身皮膚泛紅

脫屑，搔癢熱燙，頭皮癢且皮屑紛多，食慾減退，倦怠乏力，症狀發生一

周，服止痛消炎藥及抗生素無法緩解。

    理學檢查時發現病人右耳後下方有一6×8cm不規則腫塊，觸之堅硬不

移，且有壓痛，頦下亦有數粒約2-3cm之淋巴結，右腋下及雙鼠蹊部有堅硬

腫塊，而鼠蹊部延大腿內側有累累如串之淋巴結腫大（病人告知此累串淋巴

腫已年餘），消瘦，面膚晦暗，舌瘦而紅絳，舌下靜脈瘀張，脈弦細疾數。

病人無咳嗽、咽痛、鼻塞、頻尿、腹痛瀉、嘔吐、便秘…等呼吸道、腸胃道

或泌尿道感染之症狀，其母親告知此病於二年前夏天至今反復發作，常因熬

夜及疲勞後發，每次約3個多月才能緩解，發作期間多方治療效果不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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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小便起泡極多，隔夜不消；且自國中起，皮膚紅癢嚴重脫屑，容易感冒，

個性焦躁，不易溝通，似有強迫症。

    經中醫處方後二周快速改善，腫塊消散。病人於初診後二個月發生皮膚

嚴重紅癢脫屑且灼熱，囑其配合類固醇(三日)續服中藥後改善。於初診後四

個月，因A型肝炎至GOT/GPT 3000以上、T-Bil 10，配服中藥後快速緩解，

且並無合併皮膚病或淋巴腫塊發生。此期間中藥治療調理共約五個月，以上

症狀全部改善，皮膚光滑潤澤，之後追蹤一年，不曾再發，且體力佳極少感

冒，仍持續追蹤觀察。

＜討論＞

一、西醫觀察與治療

    菊池氏病，又稱為組織球壞死性淋巴炎，此病十分罕見，是Kikuchi

與Fujimoto兩人於1972年在日本首次發現並詳細描述，故稱Kikuch's 

disease。此疾病好發於20-30歲的年輕人。臨床典型特徵為頸部淋巴腺腫

大，可能伴有不明原因發燒，可能有輕度中性球減少及淋巴球增生。後頸部

三角淋巴結最易受侵犯，腋下、縱膈腔內或鼠蹊部等淋巴結也可能腫大。腫

大的淋巴結可能會有壓痛感，也可能不會。其他症狀可能有伴上呼吸道感

染，或體重減輕、關節酸痛、噁心、嘔吐、盜汗、肝功能異常。一部份病人

在發病後一至二個月出現皮膚病灶如臉部紅疹，血管炎或斑塊狀紅疹，症狀

會在2-4個月後自行緩解。病因未知，可能是病毒感染或自體免疫造成。但

有部分病人於日後會復發或轉變成紅斑性狼瘡或其他自體免疫性疾病。

    臨床表現與淋巴癌無法區分，切片檢查，組織學可見淋巴結局部、界限

清楚、並位於paracortical area的壞死。只有很少的漿細胞與中性白血球，

而有多量的plasma-cytoid monocytes與死掉細胞核的殘骸。

    西醫治療多與支持性療法，予消炎退熱藥、抗生素，若病情嚴重給與類

固醇治療。(1)

二、中醫治療過程

Overview of Kikuc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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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診＞ 98年7月6日

症狀：高燒、右側頭痛欲裂，關節及全身酸痛，全身皮膚泛紅脫屑，搔癢熱

燙，食慾減退，言語低微，倦怠乏力，右耳後6×8cm不規則腫塊，觸

之堅硬不移，且有壓痛，右腋下及雙鼠蹊部亦有堅硬腫大之硬塊，鼠

蹊部延大腿內側有累累如串之淋巴結腫大，消瘦，面膚晦暗，舌瘦而

紅絳，舌下靜脈瘀張，脈弦細疾數。

【診斷】：正虛邪盛，三焦實熱，氣血兩燔。

【論治】：清熱解毒，補氣解表，活血化瘀。

【處方】：黃芩八錢、黃連五錢、黃柏五錢、當歸五錢、北耆二兩、羌活三 

錢、川芎三錢、白芷五錢、桂枝五錢、桃仁四錢、枳實四錢。    

七帖(每日一帖)  

【針灸】：曲池  合谷  風池  血海  三陰交  陽陵泉 太衝  大椎放血

【醫囑】：囑附此病可能是自體免疫疾病感染誘發，若嚴重可能併發腦膜炎

或菌血症；亦可能是淋巴癌。須至醫學中心作病理切片，並血

檢：Urine，CBC，WBC DC，AST，ALT，ALB，C3，C4，ANA，ESR，

CRP，BUN，Creatinine，AC GLU。

＜二診＞ 98年7月13日

    病人來診時神情愉悅，熱退，食進，體力改善，腫塊消減一半，但傍晚

後仍低熱乏力，皮膚雖仍脫屑紅癢但晚間較嚴重，不似一周前終日發作。病

人因服藥漸舒，不願至醫院作病理切片，僅自行血檢，7/12血檢報告如下：

WBC=15800  RBC=353萬  Hb=11.2  M.C.V.=69  M.C.H.=22  PLT=13.5K  

WBC DC：Band.=4﹪ Seg.=80﹪ Eosin.=2﹪ Baso.=1﹪ Mono.=5﹪ Lym.=7.6﹪

ALB=3.9  C3=105  C4=29  GOT/GPT=65/75  CRP=7.49  ESR=18  ANA=1：160   

AC GLU=95  BUN=25  Creatinine=0.9  無蛋白尿

【診斷】：餘熱未盡，正虛邪戀，血枯膚燥。

【論治】：清熱解毒，補氣養陰，涼血養血。

【處方】：黃芩五錢、黃連三錢、黃柏五錢、北耆二兩、川芎三錢、枳實四

錢、青蒿八錢、知母八錢、地骨皮八錢、當歸四錢、何首烏四

錢、刺蒺藜四錢、菟絲子四錢、白蘚皮八錢。七帖(每日一帖)                                                 

【針灸】：曲池  合谷  風池  血海  三陰交  太衝  足三里  陽陵泉  風市

鄭淑鎂  Zheng Shu-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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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診＞ 98年7月20日

    已無低熱，症狀大為改善，頸部、腋下及鼠蹊部之腫塊全消，僅皮膚仍

乾癢泛紅易角質增生，而頦下數粒淋巴結及大腿內側之累串淋巴結仍未消

退。舌質偏暗紅，舌下靜脈瘀張，脈弦緩。

【診斷】：氣虛血熱，血枯膚燥

【論治】：補氣養陰，涼血養血

【處方】：當歸八錢、刺蒺藜八錢、何首烏八錢、菟絲子八錢、白蘚皮八錢  

黃芩五錢、黃連三錢、北耆一兩、枳實四錢。七帖(每日一帖) 

【針灸】：曲池  合谷  風池  血海  三陰交  太衝  足三里  陽陵泉  風市     

＜三診＞～＜九診＞ 處方大致相同，皮膚症狀亦時進退。

＜十診＞ 98年9月7日

    9月5日凌晨起，皮膚大發紅癢灼熱脫屑，唇乾裂，面紅目赤，頭皮屑多

且癢甚，測體溫不高，但煩熱異常，口燥渴，飲水不解，大便正常，舌質紅

絳，脈弦數。

【診斷】：血熱，血枯膚燥

【論治】：清熱解毒，涼血養血

【處方】：黃芩八錢、黃連五錢、黃柏五錢、蒲公英八錢、荊芥四錢、黃耆

一兩、當歸四錢、刺蒺藜四錢、何首烏四錢、菟絲子四錢、白蘚

皮八錢、枳實四錢。七帖(每日一帖) 

【針灸】：曲池  合谷  風池  血海  三陰交  太衝  陽陵泉  大椎放血

【醫囑】：見此症起病迅速，因考慮病人已開學有課業壓力，故囑咐其若二

日後無改善，須配合西醫類固醇治療。

＜十一診＞ 98年9月14日

    病人配合服用三日類固醇後，病情控制下來，繼續接受中醫體質調理。

【調理處方】：當歸八錢、刺蒺藜八錢、何首烏八錢、菟絲子八錢、白蘚皮

八錢、黃芩五錢  黃連三錢、北耆一兩、枳實四錢、青蒿四

錢、知母四錢、大棗10枚

【針灸】：曲池  合谷  風池  血海  三陰交  足三里  太衝  風市  陽陵泉

Overview of Kikuc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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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自98年9月14日至12月9日期間，調理處方大致相同。

2.病人於98年11月6日感染A型肝炎，GOT/GPT 3000以上、T-Bil 10，配服中

藥後快速緩解，且並無合併皮膚病或淋巴腫塊發生。

3.自初診98年7月6日～至12月9日，共五個月治療後，病人皮膚光滑潤澤，

頦下及鼠蹊部延大腿內側之累串淋巴結全部消散，之後追蹤一年，不曾再

發，且體力佳，少感冒。

4.囑咐病人：忌熬夜、長時間打電動、油炸燒烤食物、含防腐劑之罐裝甜

飲。須每日11點前入睡，睡足8小時，多喝水，多蔬果，營養正常，感冒

須看中醫並考慮前症。

三、中醫治療思路

    菊池氏病目前在西醫方面，經病理切片確認後，多給予支持性療法，然

後等待自行緩解。而臨床上病人容易反復發病，或病程冗長，體力耗損，生

活品質受到很大的影響。若因發病期間免疫降低併發伺機感染，即可能進展

成更嚴重之病情，如腦炎、菌血症、急性腎衰竭、甚至肝腎綜合症等。

    本案病人在發病前反復皮膚如紅癬症多年，影響情緒、睡眠、學習及人

際關係，導致讓家長誤認為病人有精神疾病。西醫對於發病之後可能進展成

自體免疫性疾病，如乾癬、SLE等，並無積極之無預防對策，而中醫在糾正

免疫，抑制免疫過亢方面，確實有許多可發揮之處。

    中醫透過脈象、舌象及問診過程，初診時以大劑量之黃芩、黃連、黃

柏，抑制免疫及感染，同時治療高熱及皮膚燔灼；同時亦以大劑量之北耆，

截斷反復感染之脈虛體弱，促骨髓幹細胞快速製造專一免疫細胞，恢復抗病

的有利條件；另用當歸、川芎、桃仁活血破血生新血，以治硬結之腫塊；佐

以桂枝、白芷、羌活引邪出表。之後的調理，以補氣、清熱、養陰、涼血、

養血為主，終可順利將二年來反復發作之菊池氏病消退，且多年來紅癬亦得

到滿意緩解，相信病人若按照醫囑作息得當，應可避免未來發展成自體免疫

性疾病。

    病人的頸部、腋下及鼠蹊部之腫塊堅硬不移，與頭頸癌、肺癌等各種癌

症之淋巴轉移，其外觀及觸感，實難分辨。但考慮其腫塊旋起，且壓痛，久

鄭淑鎂  Zheng Shu-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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捫之有蘊熱，又有發熱，判斷應為感染誘發自體免疫疾病的機會較大，但仍

須考慮淋巴癌之可能，須注意白血球的分類以排除淋巴癌之疑慮。

    另外，血液檢查亦能協助我們檢驗遣方思路判斷是否正確，進而放膽用

藥。如本案病人的血色素、補體偏低，白血球、中性球增多，淋巴球降低，

表示屬正虛邪實，確實處於感染狀態；CRP、ESR、ANA等指數升高，表示處

於全身性的發炎狀態；但BUN、Creatinine、ALB正常，表示尚無進展至腎

炎，且體力易快速恢復；白血球的分類正常，排除淋巴癌之疑慮。

四、針灸處方思路

    治療以活血養血，瀉熱養陰，發表透邪，疏肝補氣等法參用。曲池、合

谷、血海，治皮膚風疹、癮疹、丹毒、癩痢；風市治全身性搔癢；風池助表

散風邪；三陰交、太衝養陰且瀉血熱；陽陵泉、足三里補氣疏肝；發熱則大

椎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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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kuchi’s disease, also known as histiocytic necrotizing lymphadenitis, is rarely 

seen clinically.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head and neck cancers or 

metastases from lung cancer, as the appearance and palpitation observations are 

very similar. Patients often suffer recurrence or transformation into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or other auto-immune disease. Western medicine often provides 

supportive therapy. Chinese medicine is able to prevent further debilitation of 

disease and have great therapeutic effect, using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supporting right and dispelling evil, correcting hyperactive immune 

function, and suppressing infection.

Keywords: Kikuchi’s disease, Lymphadenopathy, Auto-Immunity, ANA, WBC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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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胸痹心痛談起
程維德

程維德中醫診所院長

Discussion on Chest Blockage Type Angina

Cheng Wei-De
Chief of Cheng Wei-D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一、前言

    本文主要介紹「胸痹」，中醫的「胸痹」包括醫籍上的「真心痛」、「

厥心痛」、「心痹」等等。「真心痛」一詞最早見於《素問•臟氣法時論篇

》「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厥心痛」

《素問•臟氣法時論篇》「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胛間

痛，兩臂內痛，虛者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另外內經也對於心痛提

出寒邪克於經脈，導至經脈閉阻、血行不暢的病因病機。如《素問•舉痛論

篇》「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歧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

周不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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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故卒然而痛。」《素問•痹論篇》「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

上氣而喘，噎干善噫，厥氣上則恐。」「胸痹」在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更有

專篇論治，「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

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

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胸痹，不得臥，心痛徹背

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胸痹，緩急者…」「胸痹，胸中氣塞、

短氣…」「胸痹，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心中痞，

諸逆，心弦痛」。 

Discussion on Chest Blockage Type An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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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義

    胸痹是以胸膺滿悶不舒或憋悶感，疼痛時作為主症的疾病，甚則心絞痛

或左胸疼痛如絞，徹背引臂，面色青紫、出冷汗、脈微細欲絕。本病多見於

中年人或老年人。所謂"痹"即是閉阻不通之意。胸痹是指胸中氣血閉阻塞滯

心脈而導致心臟機能失調的病證。

三、病因病機

【西醫觀點】

    西醫並無胸痹一詞，主要從胸痛上辨別，胸痛的程度和病因的嚴重並沒

有什麼關係，下列是主要可以變得很嚴重的病因：

1.心肌缺血

a.狹心症：是冠狀動脈疾病CAD最常見的臨床表現，胸骨下有壓迫感、收

縮感。放射至左臂是其典型症狀。通常出力時，特別是飯後或情緒激動

後發作。休息及硝酸甘油酯可緩解其特徵。肇因於心肌氧氣供應和需求

之間不平衡，大部分是冠狀動脈的粥狀硬化阻塞所致。其它如主動脈瓣

疾病、肥大性心肌病變、灌注動脈痙攣。主要危險因子有抽菸、高血

壓、高膽固醇血症(↓HDL、↑LDL)、糖尿病、不到55歲發生CAD的病史

等。需做ECG、心血管攝影等檢查。

b.急性心肌梗塞MI：急性心肌梗塞和狹心症類似但更加嚴重，發作期間更

長，嘔心、出汗、恐懼、虛脫、蒼白，而且休息及硝酸甘油酯無法完全

緩解。需做ECG、血檢CPK、LDH、超音波、心血管攝影等檢查。

2.肺栓塞PE：

胸痛在胸骨後或胸骨旁，性質為肋膜性痛，突然發作呼吸困難為最常見，

伴隨吐血、心搏過速、呼吸過速、血氧過低的現象。需做胸部X光CXR、

ECG、CBC、動脈血氣體、超音波、血管攝影等檢查。

3.主動脈剝離：

非常嚴重，在胸部中央，一種撕裂般的性質，放射到背部，不受姿勢改變

的影響，可能伴隨著虛弱或週邊動脈消失。有高血壓或馬凡氏症病史。需

做CT、MRI、超因波等檢查。

程維德  Cheng We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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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急性心包膜炎：

通常是持續而穩定的、壓碎般的胸骨後面疼痛，可能會很劇烈，類似急性

MI。通常含有肋膜性疼痛的成分，咳嗽、深呼吸、仰躺會加重，而坐起可

緩解，前傾可解除，發燒和心悸常見。最近可能有上呼吸道感染，特別是

病毒性。需做ECG、胸部X光CXR、心臟超音波、CT、MRI等檢查。

5.肋膜炎：

由發炎所致，通常是單邊的、刀割般的、淺表的，會因咳嗽和呼吸而加

重。需做胸部X光CXR、胸部穿刺等檢查。

【中醫觀點】

    本病的發生多與機體老化、寒邪內侵、情志失調、飲食不當等因素有

關，特別是老年體虛或青中年勞累過度，在上述因素互相影響之下，更容易

發生。其病機有虛實兩面，虛為心的氣血陰陽虧虛。實則為寒凝、氣滯、血

瘀、痰阻、濕遏。在發病過程中，大多以虛實夾雜為多見。由於本病多見於

中老年，機體日漸衰退之時；但有有許多是夜間工作者，尤其是勞心行業，

其中以3C相關行業較嚴重，長期處在壓力大、睡眠不正常、飲食不節冷熱交

替、缺乏運動、勞累過度等因素下，在其青壯之年便提早發作。所以患者大

多是以「本虛標實」為其主要病機。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寒邪內侵：素體陽衰，胸陽不振，陰寒之邪乘虛侵襲，寒凝氣滯，血行

不暢，而成胸痹。

(二)情志失調：憂思傷脾，脾虛氣結，運化失司，津液不得輸布，遂聚而為

痰；鬱怒傷肝，肝失疏泄，肝鬱氣滯，甚則氣鬱化火，灼津成痰。氣滯

或痰阻均可使血行不暢，氣血瘀滯或痰瘀交阻使心脈痹阻，發生胸痹。

(三)飲食不當：飲食不潔，恣食肥甘厚味，或嗜酒成癖，以致脾胃受損，運

化失健，聚濕成痰，痰阻脈絡，心脈痹阻，而成胸痹。

(四)年邁體虛：年過半百，腎氣漸衰。如腎陽虛衰則不能鼓動五臟之陽，則

心氣亦不足或為心陽不振，血脈失於溫煦而痹阻不暢，發為胸痹；若腎

陰虧虛，則不能滋養五臟之陰，可使心陰內耗，心陰虧虛，心火偏旺，

灼津為痰，痰熱痹阻心脈，讓為胸痹。

    以上病因病機可同時並存，交互為患，病情進一步發展，可見瘀血閉阻

心脈，或心陽阻遏，或心腎陽衰、水邪泛濫、凌心射肺。

Discussion on Chest Blockage Type An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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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辨證論治

    本病的主要特徵是胸部憋悶疼痛。輕者可無明顯心痛，僅有胸悶如窒、

心悸、怔忡，重者則見胸悶心痛，痛勢劇烈，胸痛徹背，背痛徹心，持續不

解，伴汗出、肢冷、面白、唇紫、手足青至節，甚至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其病位在心，與肝脾腎也有一定的關係。胸痹辨證以本虛標實最為常見，首

先當分清虛實標本。一般發作期以標實為主，緩解期以本虛為主。冶療必須

區分標本虛實及及輕重緩急：

（一）血瘀氣滯

1.症狀：胸痛如刺，或絞痛陣作，痛有定處，甚則胸痛徹背，背疼徹心，或

痛引肩背。手足青至節，舌質紫暗或有紫斑，苔薄白，脈弦或有歇

止。

2.治法：活血化瘀，行氣通絡

3.方藥：血府逐瘀湯。

（二）陰寒內結

1.症狀：胸悶氣短，心悸，或胸痛徹背，受寒更甚，形寒肢冷。舌苔白滑或

白膩，脈沉遲。

2.治法：辛溫通陽，開痺散結。

3.方藥：輕時用栝蔞薤白白酒湯加味。重時用烏頭赤石脂丸。

（三）痰濁閉阻

1.症狀：胸悶如窒而痛，或痛引背部，氣短喘促，咳嗽，痰多黏膩色白。舌

苔濁膩，脈濡緩。

2.治法：通陽泄濁，豁痰降逆。

3.方藥：栝蔞薤白半夏湯加味。

（四）痰瘀交阻

1.症狀：悶如堵，心胸隱痛，甚或絞痛陣作。苔白膩，舌紫暗或有瘀斑，脈

濡滑或弦滑。

2.治法：通陽豁痰，活血通絡。

3.方藥：栝蔞薤白半夏湯合桃紅四物湯加減。

（五）心腎陰虛

1.症狀：頭暈、耳鳴、口乾、煩熱、心悸不寧。腰痠、心痛或胸悶。舌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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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暗，或有紫斑，脈細弦。

2.治法：滋陰益腎，活血通絡。

3.方藥：左歸飲加減。

（六）氣陰兩虛

1.症狀：心悸、氣短，頭昏乏力，失眠，面色少華、胸悶或心痛陣作。舌偏

紅，或有齒痕，或有紫斑，脈細或結代。

2.治法：益氣養陰，活血通絡。

3.方藥：炙甘草湯加減。

（七）陽氣虛弱

1.症狀：心悸、怔忡、氣短或氣促;胸悶或心痛時作;腰痠畏寒肢冷，面色蒼

白，唇甲淡白；舌青紫或紫黯，或舌淡苔白，脈沉細，或結代。

2.治法：益氣溫陽，活血通絡。

3.方藥：參附湯合桂枝去芍藥湯。若腎陽虛衰水氣凌心、喘悸腫並見，可用

真武湯加減。 

（八）心陽欲脫

1.症狀：四肢厥冷、出冷汗、心悸氣喘加重，神志淡漠或模糊不清、面色唇

甲青紫。脈沉微欲絕。

2.治法：回陽救逆，益氣復脈。

3.方藥：四逆湯合獨參湯。

（九）氣虛血瘀

1.症狀：心痛、心悸、胸悶、自汗、疲乏、氣短。脈細緩或結代。

2.治法：益氣活血。

3.方藥：人參養榮湯合桃紅四物湯加減。

五、案例研究

    患者吳先生、男性29歲，家住新北市新莊區，從事電腦相關行業，職位

是工程師、病歷號碼○○○67。患者在99年8月發病後，急診發作時大多在

署立台北醫院就醫，做過各種心電圖、冠狀動攝影、血檢等等檢查，均表示

正常，經常住院數日後無症狀後出院，也到其它醫學中心檢查，除偶有心律

不整以外均無異狀。但心痛仍發作，數月一次或一月二到三次不定，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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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尋求中醫治療，聽其敘述最遠到高屏尋求名醫診斷治療，但病情依舊改

善不大，患者在台灣中醫網見到筆者回答其他患者問題後才來的，抱者試一

試的心態，反正離家很近，隔一座新海橋就到了，20分鐘不到的車程。

主訴：胸悶、心悸、心痛發作時痛至背後、抽痛甚，全身無力、冒冷汗稍

惡寒、覺呼吸不到空氣，好像被人捅一刀快要死掉感覺。

病史：家人並無心臟血管病史，從99年8月發病前並無特別的疾病，偶有感

冒，平日因為工作及玩樂的關係經常熬夜，但在數年前因結石關係

膽已經切除，來診時肝指數稍偏高，約47，但不曉得是GOT或GPT，

另一項則正常，已經有數月了。

四診：

望診：患者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但身有疲憊感，眼眶暗黑，臉色略暗疲倦

甚，行走動態正常雖然不是活力十足，但也無病態。舌淡紅、舌體有

裂紋、苔薄黃。

聞診：口苦甚稍有口臭，語調平但覺疲累感。

切診：左脈沉細數。右脈沉細數。

問診：平日口乾舌燥，但發病後經常有胸悶、心悸、氣短、耳鳴有壓迫感，

自覺四肢冰冷、經常覺腹脹氣、打嗝，覺得容易心驚，平日睡差多

夢，經常睡不著、覺頭脹，喝冰冷飲料會覺心跳無力變慢，從99年8

月熬夜沒睡後開始發病，發病時間不固定，但初診前半個月並沒有發

作過。平日經常運動，和朋友打籃球，但覺體力變差。大便一日1~2

次，便軟散，小便黃，口苦咽乾舌燥。平時血壓約140/90mmHg發作急

診時血壓約100/85mmHg。

病名：心悸(785.1)，中醫：胸痹、心悸、厥心痛

病因：少陰心腎陽衰、虛火上炎

治則：回陽救逆，溫經逐寒兼少許清熱

六、診療經過及追蹤報告

初診：100/06/13，應是少陰心腎陽衰、虛火上炎。主以回陽救逆，溫經逐

寒兼少許清熱。

處方1：四逆湯9.00克、黃芩 3.00克、黃連3.00克，1日2次共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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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2：溫補血湯2.00包、黃連膠囊4.00顆(覺燥熱再服用)，1日2次共3天。

(溫補血湯是四物加黨参、陳皮、黃耆、杜仲、薑棗等現成的水藥利

樂包。)

二診：100/06/16，吃藥粉略不適，應是芩連過重所引起，水藥包則感覺較

舒服，精神較佳。舌脈依舊。治則不變。

處方：四逆湯13.00克、黃連1.00克、黃芩1.00克，1日2次共3天。

處方：溫補血湯2.00包、黃連膠囊4.00顆(覺燥熱再服用)，1日2次共3天。

三診：100/06/23，在6/20半夜心痛發作，覺得心抽痛2次，痛甚至背，家人

叫救護車送到署立台北醫院急診，血壓100/85mmHg。住院觀察2天，

仍一切正常後出院。

處方1：理中湯9.00克、附子(焙) 3.00克、丹蔘3.00克、蒼朮1.00克。1日4

次共3天。

處方2：生附子(先煎40分) 5.00錢 、乾薑5.00錢、當歸3.00錢、桂枝3.00

錢、人參3.00錢、炒白朮3.00錢、炒蒼朮2.00錢、丹参4.00錢、炙

甘草4.00錢。7帖水藥代煎，一日2次早晚服用。

四診：100/07/01，服水藥後覺得好多了，本周沒有發作，但仍有胸悶、心

悸、氣短、耳鳴有壓迫感的現象。依舊睡差、睡不著、頭脹、喝冰冷

飲料覺心跳無力變慢，大便一日2~3次，便軟散、小便黃、口乾。舌

淡紅有裂紋、苔薄黃。左脈弱數、右脈弱數。治則溫陽散寒，補氣利

水。

處方1：真武湯10.00克、乾薑3.00克、附子(焙)1.00克。一日2次共7天。

處方2：生附子(先煎40分) 5.00錢 、乾薑5.00錢、當歸3.00錢、桂枝3.00

錢、人參3.00錢、炒白朮3.00錢、炒蒼朮2.00錢、丹参4.00錢、伏

苓皮6.00錢、炙甘草4.00錢。7帖水藥代煎，一日2次早晚服用。

五診：100/08/22，近日稍覺不適，偶有心悸，但心痛沒有發作了，生活習

慣依舊，仍睡差、睡不著、喝冰冷飲料稍覺心跳無力變慢，二便可。

舌淡紅有裂紋、苔薄黃。左脈弱數、右脈弱數。治則：溫陽散寒，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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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補血，養心健脾。

處方1：歸脾湯8.00克、乾薑3.00克、附子(焙)3.00克，7日份、1日2次。

處方2：生附子(先煎40分) 5.00錢 、乾薑5.00錢、當歸3.00錢、桂枝3.00

錢、人參3.00錢、炒白朮4.00錢、炒蒼朮2.00錢、伏苓皮6.00錢、

丹参4.00錢、炙甘草3.00錢。7帖水藥代煎，一日2次早晚服用。

六診：100/09/15，睡眠改善但熬夜依舊，喝冰冷飲料已經不會覺得有心跳

無力變慢的情形，二便可。舌淡紅有裂紋、苔薄黃。左脈弱數、右脈

弱數。治則仍以溫陽散寒，益氣補血，養心健脾。

處方1：歸脾湯8.00克、乾薑3.00克、附子(焙)3.00克，7日份、1日2次。

處方2：生附子(先煎40分) 6.00錢 、乾薑6.00錢、當歸3.00錢、桂枝3.00

錢、人參3.00錢、炒白朮4.00錢、炒蒼朮2.00錢、伏苓皮6.00錢、

丹参4.00錢、炙甘草3.00錢。7帖水藥代煎，一日2次早晚服用。

    101年1月電話訪問，100年6/23服水藥後心痛並沒有再發生過，手腳也

不會感到冰冷，生活習慣熬夜依舊，雖然體力稍差，但因母親覺得已經服藥

一年多了(因為來診以前已經服用其他中醫師的藥約十個月)，建議他不要再

吃藥了，因此就停藥至今，心痛沒有再發作過。

七、診治思維

    胸痹在西醫主要是冠狀動脈硬化引起心肌缺血的狹心症，或心肌梗塞所

引起的心絞痛，或肺栓塞、主動脈剝離、急性心包膜炎、肋膜炎引起的胸痛

等等。但文中的案例雖然不是典型西醫所指的上述問題所造成，因為反覆住

院所有檢查都是正常，但患者卻心痛依舊。思索文中患者胸痹的主要原因是

寒邪與陽虛造成的，寒邪可能是嗜食冷飲造成的，陽虛可能是長期熬夜晚睡

輪班所造成的。該患者中醫知識相當豐富，可能是四處找名醫治療及網路上

的收集閱讀及發問所得到，看診時還問筆者某某醫師把脈很準您認識嗎？有

去學過嗎？某某醫師的患者很多您知道嗎？某某醫師水藥開得很好有去跟過

嗎？可惜吾輩才疏學淺時間又相當有限，他所提的名醫或有聽聞但都無緣相

識，也因此未能受教至為遺憾。患者是在中醫網詢問後來筆者診所看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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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事後檢討起來，覺得自己有被患者的多聞及知識嚇到，以及患者體格仍

健壯，來診前一二週心痛並未發作，因此在初診及二診時雖然判斷是少陰心

腎陽衰、虛火上炎，而以回陽救逆、溫經逐寒兼少許清熱為治則，但是處方

四逆湯加芩連並沒有十分的把握，因為虛熱畢竟還是假象，應直接以四逆湯

加人参為宜。或是直接就開三診的處方應是比較適當的選擇。四診以後患者

都隔一個多月才來看診，如四診7/1，五診8/22、六診9/15，推究其原因患

者心痛並未再發生，所以覺得稍有不適才來。其次是患者及其母親覺得已經

服藥一年多了(因為來診以前已經服用其他中醫師的藥約十個月)，所以建議

他不要再吃藥了。最後這個原因是筆者私下懷疑但未求證於患者，應該是水

藥的生附子的關係，因為每次藥單均依規定開給患者，而患者本身頗懂中醫

故。雖然筆者都已經先煎40分以後再和其他水藥一起煎煮，但患者可能仍心

生畏懼，所以官方規定藥單要開立給於患者，立意雖佳但實際上執行仍應多

加考量，尤其是水藥單上。

    筆者在行醫已經十年經常覺得某些患者很難治療，其原因如下：第一是

患者不夠信任醫師，原因可能是醫師看診人數並不夠多、不夠有名、不夠敢

講及會講(個人醫師畢竟不是廣告賣藥的)。第二是患者略懂中醫藥，但又不

夠深入而不自覺，對醫師的處方很有意見，經常自行加減醫師的處方。第三

是患者不願定時的服藥及回診，也許一周的藥吃到一個月才吃完，還埋怨醫

師說：「都吃不好。」您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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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特發性顏面神經麻痺
的處置

陳俐蓉

安康中醫診所

Overview of Idiopathic Facial Palsy Management

Chen Li-jung
An-kang Chinese Medical Clinic

前言

　　臨床上常見的顏面神經麻痺可區分為兩種，中樞性顏面神經麻痺及週邊

性顏面神經麻痺。本文討論以週邊性顏面神經麻痺為主，其中最常見的是特

發性顏面神經麻痺(idiopathic facial palsy)，亦稱貝爾氏麻痺(Bell's 

palsy)。貝爾氏麻痺是一種急性臉部麻痺，它是由於顏面溝(facial canal)

或莖突乳突孔(stylomastoid foramen)內的顏面神經急性發炎和腫脹所造成 

(1)。本病多急性發病，在有效治療後，於起病2-3周後開始恢復，1-2個月內

症狀可明顯好轉或消失，早期治療可提高中度以上面神經麻痺的治癒率。

　　中醫學將本病稱為「面癱、口喎、口僻、口眼喎斜、吊線風」等範疇。

病因病機 (2)

    貝爾氏麻痺的原因尚未確定，近年來發現病毒的感染，多數為單純性泡

疹病毒第一型(herpes simplex virus,HSV)感染所致顏面神經損傷。部分患

者常在受風寒後突然發生，認為與局部營養顏面神經的血管受到寒冷刺激發

生痙攣有關。而自主神經功能紊亂，亦可引起營養顏面神經的血管痙攣。其

他如風濕、莖乳突內的骨膜炎，導致顏面神經腫脹，血液循環受阻，糖尿病



淺
談
特
發
性
顏
面
神
經
麻
痺
的
處
置

127

Overview of Idiopathic Facial Palsy Management

可因周圍神經病變誘發本病。

　　顏面神經急性發炎和腫脹為早期病理主要的表現，顏面溝(facial canal

)或莖突乳突孔(stylomastoid foramen)內神經脫髓鞘或軸突變性明顯。神經

外膜水腫壓迫，導致顏面神經缺血，引起傳導阻滯、脫髓鞘或不可逆的軸突

變性。若持續刺激神經外膜內的膠原纖維，則可能造成永久的纖維壓迫或纖

維化。

　　中醫方面，內因為正氣不足，《素問．評熱病論》：“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正氣不足，絡脈空虛，以致衛外不顧，邪入經絡，氣血痺阻，面部

失養所致。外因為風邪侵襲所致，風邪為六邪之首，百病之長，易與寒熱兼

雜為患，循經上行，經絡阻滯，氣血不暢，筋脈失養而發口僻。其病位在

表、在經絡、在筋脈、在面部皮膚腠理，病性為虛實夾雜，正氣虛為病之

本，表風熱夾痰、夾瘀為病之標。

臨床表徵 (2)(4)(5)

    典型的症狀以一側的面肌麻痺為主，多急性或突然發病，少數患者兩側

麻痺。主要表現患側面部表情肌癱瘓，睜眼時前額皺紋消失，不能做皺額、

蹙眉、露齒、鼓腮和吹口哨等動作，患側法令紋及抬頭紋消失，眼裂變大，

閉合不全，眼瞼外翻；用力閉目時可見患側眼球上竄，於角膜下方露出白色

鞏膜，稱為貝爾氏現象(Bell's phenomenon)。

　　由於顏面神經為混和性腦經，除了上述影響外，不同部位受損，其臨床

表現各異，若病變在膝狀神經節或鼓索分支以上則面神經麻痺同時伴舌前

2/3味覺減退或消失；若病變在鐙骨肌分支以上，則患側會出現聽覺過敏；

若病變在橋腦與膝狀神經節之間，則會伴有耳鳴、耳聾、眩暈等現象；若症

狀兼見耳甲、或外耳道、鼓膜等處有皰疹或此區域或乳突部疼痛，稱為侖

謝．漢特氏症候群(Ramsay-Hunt syndrome)。

鑑別診斷 (2)(5)

　　許多情況會導致與貝爾氏麻痺相近的現象，皆可造成顏面神經麻痺，但

其伴有症狀及特徵皆有不同，可與貝爾氏麻痺鑑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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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樞性顏面神經麻痺：主要由腦血管疾病所造成，由於前額的顏面神經受

兩側大腦半球支配，中樞的損傷只會造成對側眉毛以下麻痺，並伴有肢體

癱瘓。

2.Guillain-Barre'症候群：顏面神經麻痺以雙側為主，並具有雙側肢體無

力及深部肌腱反射消失，及手足刺痛感或感覺異常，及腦脊髓液中蛋白質

細胞分離。

3.小腦橋腦角症候群：聽道神經瘤或小腦橋腦角腦膜瘤或鼻炎癌顱內轉移侵

襲致顏面神經，其多伴有腦神經或小腦損害，出現耳鳴、頭痛、眩暈、共

濟失調、肢體癱瘓等症，腫瘤的症狀是緩慢持續進行，需藉由CT及MRI診

斷。

4.耳源性面神經麻痺：因急慢性中耳炎、迷路炎等引起顏面神經麻痺是漸進

式發作，並伴有耳痛及發燒。

中樞性顏面神經麻痺及週圍性顏面神經麻痺的區分 (3)

    臨床上應首先區分，中樞性顏面神經麻痺及週圍性顏面神經麻痺，以下

簡單敘述兩者的臨床表現。

 

一、中樞性顏面神經麻痺主要原因為腦血管疾病等疾病，其臨床表現為：

1.額頭皺紋正常，仍能閉眼。

2.患側皺眉和面反射仍存在。

3.病灶對側面下部肌肉癱瘓，鼻唇溝變淺，不能鼓腮、蹙嘴，和吹口哨，口

角歪向健側，上面部肌肉不受影響。

4.常合併半身不遂。

二、周邊性顏面神經麻痺常見於病毒感染、寒冷刺激，自主神經功能紊亂

    等，其臨床表現：

1.患側額頭皺紋消失或變淺，眼瞼閉合不全，閉眼時可見眼球向上轉。

2.患側皺眉和顏面反射消失。

3.眉毛低下，口角歪斜。

4.偶有耳後壓痛、味覺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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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Idiopathic Facial Palsy Management

中醫的治療思路

中醫治療可區分為三個時期：

一、急性期： 

1.風寒型：突然口眼歪斜，眼瞼閉合不全，伴見頭痛項強，面肌僵緊，鼻塞

流清涕，畏風畏寒等症，舌淡紅，苔薄白，脈浮緊。治則以疏風解表、淡

滲利濕、少量清熱解毒。如：葛根湯加茯苓、白朮、澤瀉，再加少量黃

芩、黃連、黃柏。

2.風熱型：驟然口眼歪斜，眼瞼閉合不全，伴見頭痛熱灼感，耳後疼痛，面

熱目赤，咽痛咽乾，咳嗽黃痰，口乾口苦等症，舌紅，脈浮數或浮弦數。

治則以大劑清熱解毒、疏風解表、淡滲利濕。如：黃連解毒湯加桂枝、麻

黃、羌活、防風等，再加茯苓、白朮、澤瀉。其中芩、連、柏可重用到八

錢一兩，而大劑的清熱藥使用3-5日後，則須減量，以免苦寒過度，抑制

神經的修復。

3.創傷型：若顏面神經受到外在的創傷，除了口眼歪斜，伴見患部瘀腫刺

痛，頭脹痛頭暈，發熱等症，舌紅，脈弦緊數。治則以活血化瘀、清熱解

毒、淡滲利濕。如：乳沒四物湯加黃芩、黃連、黃柏再加茯苓、白朮、澤

瀉。

4.氣虛血瘀型：突然口眼歪斜，眼睛閉合無力，面肌無力鬆弛，兼見神疲虛

倦，語聲低微等症，舌淡暗紅或有瘀斑，苔薄白，脈沉弱或細澀。治以補

氣養血祛風、少量清熱解毒、淡滲利濕。如：聖愈湯或補陽還五湯加桂

枝、麻黃少量黃芩、再加茯苓、白朮、澤瀉。

二、緩解期：

    急性期過後，需考慮尚有餘熱未盡，或代謝廢物阻滯合併神經的損傷，

為痰凝或瘀血阻滯，故治則以補氣養血、化痰利濕、活血化瘀、少量清熱解

毒、養陰退熱。如：補陽還五湯加方，若痰凝重可加半夏、陳皮、茯苓；若

血瘀症顯可加丹參、沒藥等，須加上少量黃芩、黃連、黃柏以清餘熱。

    若熱症不明顯則須慢慢少量加入乾薑、附子、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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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萎縮退化期：

    以增加神經供血供氧為主，治則以補氣、補血、補腎補陽為主，酌加清

熱解毒、淡滲利濕之品。如：補陽還五湯加乾薑、附子、肉桂少加黃芩、茯

苓等藥或以右歸飲加減之。

　　針灸方面，治療原則以經之所過，病之所治為主，再者「四總穴」有提

到，「面口合谷收」，凡顏面諸疾皆可使用合谷。故急性期取穴，先針健側

合谷(補)，次針患側合谷(瀉)，再針風池、攢竹、下關、顴顟、陽白等穴，

透刺法可以頰車透地倉、地倉透頰車、承泣透巨髎、魚頭透魚腰、太陽透顴

顟等。若氣虛者配百會、足三里，手法可採用補法或灸法；陰虛血虛者配三

陰交、血海；痰多者配豐隆、璇璣透華蓋；熱盛可配行間、內庭、俠谿，可

行瀉法。在緩解期及萎縮退化期需針上灸，療效更佳。

結論

　　臨床上出現臉歪嘴斜的患者不見得全是腦中風，首先須辨別中樞型或週

邊型所引起的。造成特發性的顏面神經麻痺原因有許多，若能及早的診斷及

治療，患者的預後均有顯著的療效。但若治療一段時間症狀仍不見改善，則

須考慮是否有其他原因造成，應建議患者進一步神經學檢查，並依患者的症

狀，做最合適的處置。

參考資料

1. Kenneth W.Lindsay．Ian Bone、曾峰毅譯：圖解神經醫學及神經外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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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孫怡、楊任民、韓景猷：實用中西醫結合神經病學，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9：148-157。

3. 陳榮基、羅忠悃：神經診斷學，護望出版有限公司，2001：19-22。

4. 許良豪、莊美幸：特發性顏面神經麻痺-貝爾氏麻痺，基層醫學，第二十三

卷，11期：3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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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和血中血清素的分泌
關係與中醫治療之探討

王姿菁

美國科羅拉多州職業針灸師．遼寧中醫藥大學內科學博士班

Discussion on Depression: 
Serotonin and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Wang Zi-Jing
Professional Acupuncturist, Colorado USA.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D. Student

一、前言

    憂鬱症是現代人常見的情志疾病，屬於精神官能症的一種，精神官能症

又稱身心症，現代生活型態的高壓力，少運動都會造成精神官能症的形成或

惡化情形。

二、病因治療

1.西醫觀點

    血清素(Serotonin)是人體調控情緒，食慾與疼痛機轉相關的神經傳導

素(neurotransmitter)，體內血中血清素不論是分泌不足或是作用不良都會

導致認知情緒的障礙，如悲觀，罪惡感，情緒低落，退縮，失眠等症狀(1)，

另外，血清素參予了人體的疼痛機制，若血中血清素濃度下降或是活性不足

時，可能會產生偏頭痛或是全身莫名疼痛，情緒低落與全身不明疼痛等症

狀，在憂鬱症的病人身上常常可見到(1)。

Discussion on Depression: Serotonin and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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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血清素於松果體中會被轉換成褪黑激素(MELATONIN)，褪黑激素是參

與身體生理時鐘變化，即白天-黑夜調控的神經傳導素，因此，在人體血循

中，血清素不足的憂鬱症患者中，常常有失眠的現象，也是與血清素的分泌

量或活性不足造成之關係(2)。

2.西醫療法

    在臨床上，治療憂鬱症的藥物有幾個方向：血清素的前驅物或作

用物質的總量增加，例如：左旋色胺酸，鋰鹽(LITHIUM)，L-DOPA，

TRAZODONE；可增加血中血清素的釋放之藥，如(3)(4)-methylenedioxy-

methamphetamine(MDMA，古柯鹼，安非他命，LSD)；可減少血清素再回收

率，如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SRIs(百憂解PROZAC，ZOLOFT)，或三環類抗憂

鬱劑TCA如Imipramine（Tofranil）；可減少血清素代謝之藥劑如單胺氧化

酉酶抑制劑MAOI(如Phenelzine)(1)。

    以上這些藥物雖然短期內可以見到效果，但是在藥物毒性上卻對人體有

不小的副作用，尤其長期服用下，病患容易產生抗藥性或是對藥物依賴性，

甚至在病人突然停藥後會產生戒斷症候群之徵狀。

3.中醫觀點

    傳統中醫文獻裡對於精神疾病或是精神官能症散見於各種症狀當中，如

金匱要略中記載的半夏厚朴湯：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即是

焦慮症中的臆球症(GLOBUS HYSTERICUS)，常伴隨焦慮症或憂鬱症恐慌發作

時。或是甘麥大棗湯中所記載：婦人臟燥，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做，數

欠伸，甘麥大草湯主之。此症狀也常見於現代人產後憂鬱症裡，產婦因失血

過多復以營養不良，導致生理機能失調，導致好哭，情緒低落，對新生兒喜

怒無常，或伴隨明顯體癥，如失眠，頭痛，落髮等。又憂鬱症裡常見的失眠

症，也散見於中醫典籍裡，如金匱中條文裡針對慢性病或老人虛勞病患而

導致不眠症，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而另有虛煩不得眠的症

狀，在備及千金要方中所記載的溫膽湯條文載明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此膽

寒之故。

王姿菁  Wang Z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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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醫療法

    中醫在治療憂鬱症的方向以氣滯，血瘀，氣虛，痰瘀為辯證方向。在臨

床治療上，中藥有很好而且安全的效果(3)。由於中藥以天然植物為治療藥

物，又以複方為主，天然藥物可以通過人體內各種生理屏障，可以被充分

代謝，而複方為主的藥物組成，以各種藥物相輔相成，又相互抑制其毒性，

而達到減少其副作用。現代中藥的臨床研究也證明某些中藥對於中樞神經和

神經傳導素有一定的影響，如人蔘皂苷Rb類有中樞神經鎮靜的作用(3)。或甘

麥大棗湯中的大棗富含蛋白質與醣類，尤其以醣類是為大腦直接利用的能量

來源，直接提高中樞神經的作用，以減輕憂鬱症的症狀產生。

5.針灸療法

    中醫針灸治療憂鬱症也有相當安全與有效的成果。研究文獻中以百會、

印堂、太沖、神門為主穴，對照Fluoxetine(百憂解)，20mg/day，治療有

效率可高達70%(4)。

三、結論

    雖然，目前西方醫藥治療有相當多的選擇，但是多半藥物有不小的副作

用，如口乾，姿勢性低血壓，便秘，睡眠問題甚至自殺傾向等(5)，而針灸與

中藥的雙管齊下，對於症狀的緩解甚至治癒都有臨床上的成效，對於深受憂

鬱症困擾的患者不失為有效與安全治療方式的選擇。

四、參考資料

1. J Intern Med Taiwan 2004; 15: 280-284-Antidepressants Inducing Serotonin 

Syndrome: A Lethal Case Report

2. Fuller, 1996 ; Lanuary et al., 1994

3. 現代中藥臨床研究 2004, 卓大宏.

4. JAD,2008,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acupuncture therapy in depressive 

disorder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5. 重慶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 2008，朱藝，抑鬱症研究進展

Discussion on Depression: Serotonin and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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