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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李賽美教授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廣東省名中醫。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廣州中醫藥大學傷寒論教研室主任、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經典所所長、國家重點學科中醫臨
床基礎學科帶頭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傷寒論學科帶頭人。長期從事中醫臨床經典理論教學與臨床研究，擅長運用經方辨治
糖尿病、肝病、甲亢、抑鬱症及疑難病症；在糖尿病心臟病研究、經方降糖及經方運用與推廣領域取得顯著成績，在海內外具有積
極影響；創辦廣州國際經方班”成為享譽海內外繼續教育品牌項目。主編《傷寒論理論與實踐》、《傷寒論講義》等教材著作40
部，多次應邀赴日本、美國、加拿大、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港澳臺地講學。

講師：楊戈教授
湖北中醫藥大學，現為河南省省立醫院、針刀醫學科主任。中華中醫藥學會針刀專業委員會常委、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針刀專業
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針刀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北京漢章針刀醫學研究院河南學術部主任、河南省針刀醫學會
副秘書長。刊物發表論文專著《針刀辨因論治》（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楊老師針刀臨床20餘年，治療患者以萬計，針對世界三大
疑難病之一的慢性軟組織損傷，通過學習，刻苦鑽研，繼承朱漢章教授所發明的針刀醫學，積極開拓創新，基本上使這一頑症得到
徹底地認識，多數臨床疾病可以得到妥善的解決，對臨床常見的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膝骨性關節炎、風濕、類風濕等有確切、
良好的療效。

講師：楊才德教授
甘肅中醫學院畢業，現為蘭州大學第一醫院東崗院區主任、中國大陸著名埋線針刀名家，現任中國針灸學會穴位埋線專業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世中聯中醫外治操作安全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北京慢促會針刀埋線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甘肅省針灸學會副會長、甘
肅省針灸學會埋線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蘭州市中醫藥學會副理事長、國醫大師石學敏院士傳承工作室（北京中針埋線醫學研究院）
主任，《穴位埋線療法》、《埋線針刀百問百答》主編、《微創穴位埋線實用技術》、《微創埋線美容技術》、《中國民族醫藥特色
診療技術年鑒》、《針刀治療疑難病》、《陳氏異型針刀療法》副主編。主持參與科研8項，獲獎3項、發表論文8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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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太湖學院抓獨法之應用
文／吳雄志     整理／莫豔芳

【摘 要】從理論源流及特點方法闡述太湖學院抓獨法，提出抓獨法是抓特殊證候的基本病機，與抓主證的區別應用抓獨法
治療疾病的特點是先證後診，以診測證，使得診治疾病更簡單、更精準。

【關鍵詞】抓獨法；特點； 應用 ；

太湖學院的理論體系包括“標本法論理、聚類法論法、抓獨法論方、平脈法論藥、截斷法防變，理、法、方、藥一氣貫通”

，其中抓獨法可以讓我們從紛繁複雜的臨床症狀與體徵中迅速找到病因病機，跳出辨證去辨證，抓住最具特徵的表現就可以辨

病。現就抓獨法的特點和應用簡述如下。

1. 理論源流及特點

1.1 源流

《傷寒論•平脈法》講“邪不空見，終必有奸”，即得了疾病以後，一定是有它特殊的表現，所以“料度臟腑獨見若神”。如要會

了抓獨法，看病就會“獨見若神”。“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這就是指柴胡證的主證，只要見一證就可以，

“不必悉具”。我們知道柴胡證有主證、有或然證，主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張景岳也講“獨處藏奸”，因此說，抓獨法是有歷史

源流的。

1.2 抓獨與抓主證的區別
認識抓獨法，我們需注意抓獨與抓主證的區別。證是由主證加次證組成，主證往往是2～5個證候，而證候是症狀加體徵，體徵主要

是指舌苔、脈象；次證是《傷寒論》中講的或然證，或然證有多有少，少的兩三個，多的七八個。我們都知道用經方需要抓主證。為什麼

需要抓主證？因為主證反映了處方所代表的病機，次證（或然證），是根據患者體質或疾病當時的情況出現的一些或然證。抓主證與抓獨

不一樣。因為抓獨，抓的是反應基本病機的特殊證候，這些特殊證候往往是“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這是獨證與主證的區別。抓獨

是去看這些特殊證候的基本病機，所以叫獨證。

抓獨法抓的是獨證不是主證。以柴胡證為例，“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其中

口苦最常見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反流，由於小腸的食物往胃反流，再往食道反流，最後刺激舌根引起口苦，也就是膽汁反流，這叫鹼

性反流。這種反流用烏梅丸可以治，烏梅丸證可以見到口苦，原因還是由反流的膽汁引起的。第二個是膽紅素升高，黃疸的患者基本都口

苦，不黃的也可以口苦，隱性黃疸就可以口苦，膽紅素正常的也可以口苦。我們觀察發現，基礎膽紅素升高就會引起口苦，還沒升高到異

常值就可以口苦。所以只要看到患者伴有口苦，從少陽、厥陰去治。簡而言之，獨證就是反應基本病機的特殊證候，一針見血，抓獨抓的

是獨證，抓主證抓的是主證，而主證由2～5個證候構成。這就是抓獨法和抓主證的區別。

1.3 先證後診，以診測證
先證後診，以診測證，這是太湖學院治療疾病的特點之一。我們是證先出來，然後再診斷，由診斷來檢測證準確不準確。有人或許

有疑問，如果不診斷哪有證啊？應該是先診後證，先望聞問切，診斷後再辨證，怎麼可能證先出來再去診斷？其實先證後診，以診測證，

是可以的。《傷寒論》序言裡講“省疾問病，務在口給”，就是說患者說了什麼，就考慮治什麼。《傷寒論•平脈法》中講“上工望而知

之，中工切而知之，下工問而知之”。中工的“切而知之”，比如承氣湯證，通過叩診就能叩出來大便在哪裡，就可以根據大便所在的部

位，區別選用大承氣、小承氣、調胃承氣來治療。診病先是望而知之，然後再是切而知之，然後問而知之。我們知道問診的弊端在哪裡

嗎？這裡舉一個例子，如十二指腸球炎、十二指腸球部潰瘍。我們看過檢查單，就可以先確定小建中湯，處方就已經出來了。然後開始

辨證，一看患者是個白面書生，這是個桂枝證，也就是《金匱要略》上講的 “面色薄，形體酸削”；如果患者告訴你胃口不好，消化不

好，首先就要考慮十二指腸炎、十二指腸球部潰瘍。一搭手，手心潮熱，他就是個桂枝證，那小建中湯證就具備了。再看脈，脈浮緩，或

者浮大無力，就是一個典型的小建中湯證，這在《傷寒雜病論》中講得很清楚。或者你再去觸診，去按壓腹部看哪裡疼，十二指腸球部潰

瘍疼痛的部位很好確定。如果有出血，加阿膠，《金匱要略》上說出血的人加阿膠，用當歸建中湯加阿膠。由舉例可知，所有的四診，僅

僅是用來證實證和方而已。所以，我們是先證後診，以診測證，來驗證你的證。這樣看病非常快，這與常規的看病方式是相反的。

四診是用來幹什麼呢？第一，用四診來證實我們的辨證。比如一個患者來了，我的方子已經出來了證已經出來了，四診就是用來證實

我的辨證是不是對。比如說方中有栝蔞，我會問患者大便好不好，因為如果他大便稀，用了栝蔞會導致腹瀉；如果大便乾燥，用栝蔞正好

通便。為什麼大便乾燥的效果好呢？因為如果患者的證跟這個藥物的性味功效吻合得越多，藥物對他的效果就越好，並不是為了通大便才

用栝蔞，而是要通過問大便情況來證實需不需要用栝蔞。神效栝蔞散是我用來治療乳腺增生的小方之一，我問患者便秘不便秘，不是因為

要用栝蔞來治便秘，而是因為要用患者是否便秘來證實我該不該用神效栝蔞散。這個和常規的治病思路是相反的，四診是用來證實我們的

辨證和用方的。第二，通過四診來調整我們的處方，使我們辨證用方做到細化。第三，通過四診來與患者交流。

2. 抓獨的方法

抓獨的方法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抓證，抓反應病機的獨特證狀；第二個抓樞，三陽獨取少陽，三陰獨取少陰；第三個抓病，抓病有七

條，下面先看抓病的七條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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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抓病法

2.1.1 先經後病調其經，先病後經治其病

如果月經紊亂在先，出現的很多症狀在後，那麼先調月經。像多囊卵巢綜合症會出現好多的症狀，先把月經恢復，這些症狀就恢復

了。如果由於其他疾病導致的月經紊亂，治其他病就可以了，病治好了，月經也就恢復了。

2.1.2 先血後水治其血，先水後血治其水

先血後水是病在血分，要治其血；先水後血是病在氣分，要治其水。比如腹水，有肝硬化腹水和肝癌腹水，肝癌腹水屬於是

先血後水，要治血分，要去控制腫瘤；肝硬化腹水是肝功能失代償導致低蛋白、門靜脈高壓、腹腔積液，要去治肝硬化，恢復肝

功能就行，這是從氣分治療。肝硬化的患者容易出血，治其水，水消後門靜脈高壓也就緩解了，出血也能停止。當然肝癌腹水也

是低蛋白導致的，因為有肝硬化。不過前者是血性腹水，紅色的、比較黏稠，甚者有絮狀壞死的組織，後者是澄清的腹水，兩者

比較好鑒別。

2.1.3  因實致虛治其實，因虛致實治其虛

什麼叫因實致虛，什麼叫因虛致實？舉個例子，三陽的腫瘤就是“因實致虛治其實”，比如可用下瘀血湯、桃核承氣湯，如果是子宮

肌瘤可用桂枝茯苓丸等；三陰的腫瘤，比如太陰的腫瘤，先是萎縮性胃炎、腸上皮化生，然後轉為胃癌，這是因虛致實。要治其虛。胃癌

為什麼不用半夏瀉心湯，而用四君子之類的處方呢？因為胃陽受脾陽的影響，久病脾陽虧乏，所以半夏瀉心湯治急病可以，治久病乏效。

可以通過脾陽來恢復胃陽，但是總的原則是治虛，通過治虛來治實。曾有人問：為什麼子宮肌瘤用桂枝茯苓丸治療沒有效果？我說子宮肌

瘤是腫瘤，是痰瘀互結，其背後是臟腑陰陽氣血逆亂，一定要去恢復其臟腑陰陽氣血。怎麼去恢復呢？這個屬於後面陰陽易章節中講的重

陰，雌激素水準高了，就需要對抗她的雌激素。重陰糾正後，子宮肌瘤就小了，這與西醫用三苯氧胺治療子宮肌瘤的原理是一樣的。但是

我們的辦法和西醫還不一樣，我們通過內源性阻斷，治療的辦法很多，不僅僅是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氣湯。

2.1.4 痼病卒疾，先治卒疾，從痼病化

本來有慢性疾病，然後又得了急性疾病，要先治急性疾病，但慢性疾病影響急性疾病的轉歸，所以痼病卒疾，先治卒疾，從痼病化。

比如膽結石患者感冒了，這是少陽與太陽同病，首先想到《傷寒論》中的處方是柴胡桂枝湯，先治感冒，不能先治膽結石，所以說痼病加

卒疾，先治卒疾。怎麼先治卒疾呢？從痼病化。考慮本有膽結石用小柴胡湯，感冒合上桂枝湯，這就是治療太陽少陽同病的處方：柴胡桂

枝湯。

2.1.5 表裡同病，先表後裡，急則救裡

同時有表證和裡證，先治表證，後治裡證，如果病情危急、裡虛太甚，先救其裡。

2.1.6 形氣同病，調氣為先；神氣同病，調神為先

形氣同病，調氣為先，就是說急則調氣，緩則調形。比如說一個癌症患者，他飲食不好，那你首先要調整他的飲食，改善他的全身狀

況，治療一兩周等身體恢復過來了，再治腫瘤。形氣同病可以先單獨調氣，不一定同時調形，我們可以先不控制腫瘤，先改善症狀，然後

再來調形，這就是急則調氣，緩則調形。神氣同病，調神為先，如是神氣同病，單純調氣是沒有效的。這主要見於官能症狀，中醫的百合

病是一個精神症狀，百合病的欲吐不能吐，吃止吐藥是沒有效果的，只處理那些症狀是沒有效的。

2.1.7 直取其病，隨證化裁

舉個例子，比如治療口瘡，可以用導赤散加減，所有的口瘡都可以用導赤散加減。陽虛可加細辛、附子、砂仁，加砂仁可以合封髓

丹；加附子，可以合全真一氣湯。陰虛養陰加牛膝，加生地，這就是導赤散加減，隨證化裁，直取其病。為什麼要用導赤散？因為導赤散

是針對口瘡的一個特異性處方，裡面有竹葉、木通、甘草，木通可以換成通草。這便是直取其病、隨證化裁的具體運用。

2.2 抓證法

2.2.1 抓證總綱

無熱惡寒發于陰，發熱惡寒發于陽。

太陽惡寒並發熱，少陽寒熱來複往。

陽明但熱不見寒，背寒即合太陰臟。

第一句是陰陽總綱。第二句是指太陽病惡寒發熱，少陽病寒熱往來。第三句是說陽明病是但熱不寒，如果其背惡寒者加人參，即白虎

加參湯。

太陽脈浮少陽弦，陽明在經大脈現。

沉而有力是腑實，無力而沉附子見。

“太陽脈浮少陽弦，陽明在經大脈現”，這是講脈的長寬高，脈位高的是浮脈，是太陽病，“太陽之為病，脈浮”；少陽病是脈長，

長度增加，摸著是弦脈，如循長竿；陽明脈大，摸著脈很寬。這裡脈的長、寬、高，分別指弦脈、大脈、浮脈，就分別代表了少陽病、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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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病、太陽病。“沉而有力是腑實，無力而沉附子見”，陽明病可見到沉脈，如果沉脈有力的多是腑實。摸到沉而有力的脈，首先看有沒

有便秘，有便秘的要通大便，沒有便秘的那是腫瘤。無力而沉附子見，這是少陰寒化附子證。無力而沉是因為少陰陽虛，不能托脈以外

出。

太陰浮大緩無力，少陰沉遲並微細。

微細欲絕是厥陰，弦而無力即肝虛。

“太陰浮大緩無力”，太陰病的脈可以是浮脈，可以是大脈，可以是緩脈，總的特點是應指無力。太陰病的脈——浮、大、緩，見於

《傷寒雜病論》的太陰病篇和虛勞病篇。桂枝湯證和建中湯證，主要就是這三種脈象。“少陰沉遲並微細”，說的是“少陰之為病，脈微

細，但欲寐也”，微為陽微，細是陰細，微是陽虛，細是陰虛。有人疑問細脈有陽虛嗎？厥陰病篇的細脈就是陽虛，當歸四逆湯證的脈細

欲絕，那不是有寒嗎？寒性收引，脈可以細。微為陽微，細是陰細，這是大的原則，臨床要靈活。同時少陰病還可見沉遲脈，沉遲無力是

少陰寒化證。

“微細欲絕是厥陰”，不管是微脈、細脈，只要摸不清楚，有欲絕之象（《傷寒論》講的脈不出，無脈），就是厥陰病。“弦而無力

即肝虛”是什麼意思呢？《傷寒論》六經為病的脈證提綱中有五經給了脈，“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傷寒三日，陽明

脈大”，“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此

五經都講了脈。為何厥陰沒有脈？厥陰有脈啊，當歸四逆湯和厥陰死證，都講了微細欲絕，欲絕之脈就是厥陰病，這是第一條。第二條是

什麼呢？《傷寒論•平脈法》中講：“東方肝脈，其形何似？師曰：肝者，木也，名厥陰，其脈微弦，濡弱而長，是肝脈也”，我們這裡

講的“微細欲絕是厥陰，弦而無力即肝虛”，就是說厥陰病的脈含有兩個，一個是欲絕之脈，一個是弦而無力之脈。那麼弦而有力是哪條

經病？有力是少陽，無力是厥陰。

太陰手足自溫之，少陰厥陰四逆始。

若有少陽陽氣閉，疏肝瀉火皆可治。 

 前面第一條是總的原則，第二、三條是講脈，從此條開始講證，這就是脈證並治。“太陰手足自溫之”，太陰病是手足自溫的，是

不會出現手足冷的。如果出現四肢冰冷，首先就要考慮病至少到了少陰經，所以“少陰厥陰四逆始”，四逆證始自少陰經。為什麼呢？

《傷寒論》條文有“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所以太陰病是不見四逆的。我反覆舉這個例子，如果一個患者，不能吃涼

東西，就用理中丸；如果一搭脈，發現他的手背是涼的那就用附子理中丸；用了附子理中丸，再不見效，兼見弦而無力脈，那就應該是丁

附理中丸。前者在太陰，後者在少陰，最後在厥陰。

“若有少陽陽氣閉，疏肝瀉火皆可治”，這是講少陽陽氣郁閉不達於四末，就是四逆散證。疏肝瀉火可用龍膽瀉肝湯，治療少陽夾濕

證。少陽病有夾濕和不夾濕，不夾濕的用四逆散，夾濕的用龍膽瀉肝湯。曾經有個患者怕冷，夏天穿棉襖，用附片怎麼治都不見效，用了

龍膽瀉肝湯，怕冷很快就緩解了。

2.2.2 抓六經脈證

浮為太陽多惡寒，緩風緊寒無力虛。

咳而遺尿是蓄水，色黑反易為血蓄。

時熱時汗皆桂枝，時腹自痛是裡虛。

“浮為太陽多惡寒”，是說有一分惡寒，便有一分表證。只要惡寒沒解，就是太陽證沒解，所以把惡寒當作太陽病的一個獨證。

“緩風緊寒無力虛”，浮緩是中風，浮緊是傷寒，脈沒有力氣是太陰脾虛，《傷寒論》太陰病篇講了“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

太陰”。

“咳而遺尿是蓄水”，因為膀胱穩定性差，腹壓增高而遺尿，打個噴嚏都遺尿，所以叫膀胱蓄水。蓄血證有膀胱蓄血、陽明蓄血、有

血室蓄血。為什麼“色黑反易為蓄血”呢？《傷寒論》寫得非常嚴謹，“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如果大便不成

形，顏色黑如柏油的，是消化道有活動性出血。如有活動性出血，就不見得適合用抵當湯，不適合用水蛭、虻蟲、大黃、桃仁。如果“屎

雖硬，其色必黑”，就不是由於活動性出血引起的，大便也不是溏便。需要與蓄血證相區別的是，大便在腸道停留太久了，也可導致大便

顏色變黑，但是這種患者的大便不好解，這是大承氣湯證。如果色黑、大便反易，大便容易解的就不是大承氣證。大家看這三句話：“屎

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就把活動性出血、大承氣湯證和陽明蓄血證區別開了。

“時熱時汗皆桂枝”，桂枝湯證的特點是一會兒發熱，一會兒出汗，一會兒烘熱面紅等。“時腹自痛是裡

虛”，指的是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這是小建中湯證。

3. 小結

抓獨法與方證學派的抓主證的區別在於，主證是一系列症狀和舌脈像的組合，而抓獨法抓的是特殊證候的

基本病機。太湖學院的診病特色先證後診，就是通過抓獨把證確定下來，然後用四診去驗證抓獨的結果，與傳

統的辨證論治不同，抓獨法更有針對性，直取其病，診治疾病更簡單、更精准。

參考資料：吳雄志著《吳述傷寒雜病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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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本經疏證》練功坊講座
清．鄒澍所撰《本經疏證》，以分析《傷寒論》、《金匱要略》書中藥物配伍的理論來注疏《神農本
草經》，是書見解博大精深、鞭辟入裡，堪稱古今本草第一善本。本系列練功坊特邀請長期致力於經
方研究與實踐的臨床醫師現身說法，參照比對歷代經典，深度解說藥物作用，歡迎有志於經方的醫師
同道們一起來磨練功夫，共襄盛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月28日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14:00~17:30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上課地點

1/28
14:00-15:40 桂枝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 醫師

台大景福館
／台北市公園路
15-2號

15:50-17:30 麻黃 青田中醫診所院長／黃詩硯 醫師

3/25
14:00-15:40 石膏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 醫師

15:50-17:30 芍藥 恩慈經典中醫診所院長／莊志瑜 醫師

4/22
14:00-15:40 茯苓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 醫師

15:50-17:30 朮 和悅經典中醫診所院長／詹琬菁 醫師

5/27
14:00-15:40 附子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 醫師

YWCA301室
／台北市中正區
青島西路7號

15:50-17:30 乾薑、生薑 正宏堂中醫診所院長／吳宗鴻 醫師

6/24
14:00-15:40 栝樓根、栝樓實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 醫師

15:50-17:30 人參 恩慈經典中醫診所院長／莊志瑜 醫師

報名說明：1. 全程5堂5,000元 ( 12/25前8折、1/15前9折)     2. 中醫(含學士後)在校生報名費12/25前3,000元

3.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全程可申請20點)

2018年李蔡榮伏邪溫病臨床醫案分享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7號‧YWCA 401室
上課日期：107年4月1日起每月第二、四週日下午(13:30~17:00)

時間 主　 　題       主　　　講

4/1 伏邪溫病臨床醫案 (一) 講師：李蔡榮醫師

師承台中腫瘤及慢性病名醫呂世明理事長與天津

腫瘤及疑難雜症名醫吳雄志教授。本次講座以呂

氏脈法結合吳氏獨門五法合一，講述伏邪溫病臨

床應用並配合藥物藥理及吳門驗方，進而醫案舉

例說明個人臨床驗案。二十餘年臨床經驗不藏私

毫無保留與大家分享,期待與中醫同道一起探討，

裨益中醫臨床診療療效。

．台灣大學藥理學碩士．中國醫藥大學藥學士

．霧澄中醫診所院長    ．馬偕醫院藥師 ．同仁堂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4/22 伏邪溫病臨床醫案 (二)

5/13 伏邪溫病臨床醫案 (三)

5/27 伏邪溫病臨床醫案 (四)

6/10 伏邪溫病臨床醫案 (五)

6/24 伏邪溫病臨床醫案 (六)

報名說明：1. 報名費6,000元(2/28前8折，3/30前9折優惠、李老師公會前期脈學課程全程舊生7折)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2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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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源泉院長望診及重病精準用藥經驗傳承講座(Ⅱ)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黃庭醫學會

上課日期：107年4/15、5/20、7/15週日(09:00~17:00)

上課地點：台大景福館/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2號

曾天德院長董氏奇穴在針傷科臨床診治技巧應用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上課日期：107年5月27日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14:00~17:30)

鄭振鴻院長妙用科學中藥濃縮製劑臨床應用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上課日期：107年4月29日、5月27日

                  週日下午(14:00~17:30)

時間           主　題

4/15 肝癌末期起死回生的治療經驗

5/20 治癒換肝病人的經驗分享

7/15 治療胃癌的奇方妙藥

時間           主　題

4/29 科學中藥的處方思路

5/27 臨床例證解說

時 間           主　題

5/27 董氏奇穴－舒筋解結定痛要穴剖析

6/24 董氏奇穴－縱橫針法及區位針法的優勢與演用

7/22 董針新觀－太極動氣心法之優勢與演用

8/26 常見痛證在董氏奇穴的發揮

講師：林源泉 醫師

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及
客座教授、林源泉中醫診所
院長、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
理事長、台灣中醫男科學會
副理事長、台灣中醫師臨床
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黃庭
醫學會創會理事長、台北市
立聯合醫院中興及仁愛院區
中醫科特約醫師。林醫師行
醫超過30年，累積多年治療
經驗，在診療臨床用藥有獨
特技巧。

報名說明：1. 報名費12,000元
                       (2/28前報名8折，上一期全程舊生7折)  
                  2. 單日報名費5,000元  
                  3.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3天課程可申請24點) 

報名說明：
1. 報名費3,000元 (3/1前8折優惠、4/1前9折)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4點，共可申請8點) 

講師：曾天德 醫師 
曾天德老師為中華董氏奇
穴針灸學會副理事長，董
氏針灸名家楊維傑教授入
門弟子，北京中醫藥大學
中醫博士，精研董針、傳
統針灸、傷寒雜病、經筋
脊椎整復、芳療等全方位
診療，自創“太極動氣”

報名說明：1. 報名費8,000元(2/20前8折，3/20前9折優惠)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心法治療各類痛症，療效顯著。曾受邀至加拿大
中醫學會、中國大陸及台灣各中醫師公會及醫學
會講授董氏奇穴針傷診治技巧。

講師：鄭振鴻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士、中
國醫藥大學中西醫學研究所碩士，
現任鄭振鴻中醫診所院長、台北市
立聯合醫院顧問、台北市中醫師公
會顧問、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榮譽理事長、歷任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副院長兼中醫院區院長。

鄭振鴻院長在西醫領域執業10年，一次因緣際會接觸中
醫，讓他因此愛上中醫，將西醫概念及知識融入中醫，
藉以提升中醫水準。中醫不只是調理身體，中醫師辨證明
確，下藥精準，可讓患者「藥」到病除。鄭醫師行醫40 
年，看診約有50 萬人次，以科中臨床治療成效良好。思考
科學中藥使用經驗，遵古不泥古的思路，促進中醫藥現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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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醫社交及會議英文研習課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Conferences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貝塔出版有限公司
授課講師：Quentin Brand-百大企業內訓講師 / 貝塔出版作者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中醫院所感染管制暨針灸SOP視訊研習會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協辦單位：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日　　期：106年12月27日(星期三)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試聽推薦

日期 時 間                                                        主　題

4/22 
（日）

10:00
│

12:00

社交技巧 1：介紹社交要點
‧短交流對話：發話者與回應者
‧如何介紹自己與他人
‧掌控對話：開始與發展

Socializing 1 : Introduction to socializing
‧Short turn talk: initiators and responses
‧Introducing yourself and others
‧Managing conversation: starting and developing

4/29
（日）

10:00
│

12:00

社交技巧 2：選擇主題
‧電影‧嗜好‧旅遊‧回應Q＆A

Socializing 2 : Topics
‧Movies‧Hobbies‧Travel‧Dealing with Q&A

5/6
（日）

10:00
│

12:00

聆聽講座 1
‧聽取主旨  ‧理解架構
‧理解論點  ‧聽出訊號關鍵字

Listening to lectures 1 
‧Listening for main ideas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argument‧Signposters

5/20
（日）

10:00
│

12:00

聆聽講座 2
‧聽出支持重點‧理解內容細節
‧理解會議困難字彙‧學術字彙

Listening to lectures 2
‧Listening for supporting points ‧Understanding details
‧Understanding difficult vocabulary‧Academic vocabulary

報名說明：報名費4,000元 (2/28前報名8折，3/30前9折) 

第 37 期/第 20 版

107年診所稅務申報暨勞基新制講座座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107年3月25日（星期日）上午09:00~12:20   

課程內容：稅務申報及節稅案例分析、勞基新制診所常見問題解析      

講　　師：張碧霜會計師   萊博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實踐大學會計學講師、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顧問

說　　明：會員報名費100元    非會員200元；行政人員200元。

                  全程出席之中醫師可申請專業相關法規教育積分4點(積分申請費400元)。

報名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02) 2314-3456．傳真專線：(02) 2314-0559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註記課程名稱】

09:30-10:00          報      到 1. 報名費600元（含講習手冊、午餐）。 
2. 出席研習會經評量通過之醫師可向全聯會繳交

認證費申請A:感染控制計畫課程3學時(認證
費200元)；B:針灸標準作業程序3學時(認證費
200元)。

3. 新執業的醫師及尚未申請針灸、感染管控審查
認證之醫師，請於12月20日前向台北市中醫
師公會報名，俾利準備研習手冊及統計餐點
數量。

10:00-16:00

一、感染管控
．消毒滅菌   ．傳染病管理與通報實務
．中醫院所感染管控作業程序及廢棄物處理

二、針灸SOP
．臨床針灸治療程序   ．針灸臨床思路與處方配穴
．針灸護理   ．電針臨床標準規範及特殊狀況處理

感染認證、稅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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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Taipei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E-learning Courses
www.tpcma.org.tw   TEL:+886-2-23143456

項  目 研 習 內 容 費 用

A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
區院長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理事長
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特別
講座
課程時數：12小時

  1. 把脈十妙說            2. 入門十妙法                  3. 把脈干擾十要素               

  4. 獨取寸口十依法     5. 寸口把脈的十大特色   6. 把脈十妙法

  7. 脈人掌握十妙法     8. 呼吸應脈十妙法          9. 脈類歸類十法則            

10. 五臟脈證十妙論

11. 癌症治療前的脈象、癌症術後、化療、放射、標靶、淋巴水腫、發炎、

      肺積水及腹部水腫的脈證。

      (研習費用含許中華著《脈的禮讚》精裝本320頁定價420元)   

推廣價
3,500元

B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特別講
座Ⅲ

課程時數：20小時

1. 傷寒論對 「水」和「飲」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   林伯欣教授鄭宏足院長

2. 傷寒論對「熱」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柯建新部長、林伯欣教授

3. 傷寒論對「痛」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林伯欣教授、柯建新部長

4. 傷寒論對「傷寒」、「中風」、「中熱」、「中寒」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

    用／鄭宏足院長

5. 傷寒論對「汗」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鄭宏足院長

6.「附子劑」台日交流心得分享／吳宗鴻院長

推廣價
3,000元

C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教授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
應用研習會

課程時數：24小時

1. 針刀醫學簡介(四大基礎理論、針刀醫學六大組成部分、治療的機理、四步

    八法、操作方法、針刀適應症、禁忌症)

2. 針刀在項韌帶損傷、頸椎病、肩胛提肌損傷、頭夾肌損傷的應用

3. 針刀在肩周炎，崗上、崗下肌損傷，菱形肌損傷、三角肌滑囊炎的應用

4. 針刀在網球肘、橈肱關節滑囊炎、橈骨莖突狹性腱鞘炎、腕管綜合症、屈

    指肌腱鞘炎的

5. 針刀在腰段棘上韌帶損傷、棘間韌帶損傷、下背痛的應用

6. 針刀在骶棘肌下段損傷、梨狀肌損傷、慢性臀部肌損傷的應用

7. 針刀在膝關節內側副韌帶損傷、髕韌帶損傷、髕下脂肪墊炎、髕骨軟化、

    跖管綜合症、跟骨骨刺的應用

8. 內科病的針刀療法   9. 針刀必用解剖與針刀臨床實務操作

推廣價
12,000元

D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中醫
徒手療法實務課程
課程時數：12小時

1. 上肢運動急性傷害的中醫救護   2. 上肢運動慢性傷害的中醫手法理療

3. 下肢運動急性傷害的中醫救護    4. 下肢運動慢性傷害的中醫手法理療

推廣價
3,500元

E
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醫整
合療法課程
課程時數:12小時

1.調經關鍵問題探討        2. 妊娠前中後期調理

3.婦科腫瘤處方對策         4.更年期中西醫調理

推廣價
3,500元

．課程影片可上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官網或網路搜尋 TPCMA【雲端學院】-->【首頁/體驗區】

    試看課程影音。

．報名繳費完成後，公會電傳通知雲端網址及登入帳號密碼，並郵寄課程講義 (H、I 課程不

    提供講義) 開通課程上課期間45天可多次複習、研習。

．凡報名A至E課程的學員，可再享同一授課老師新開課程8.5折報名費優惠。

．匯款資訊

   台灣地區／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請註記課程名稱)  
Oversea area／
Bank Name: Chang Hwa Commercial 
Bank Limited ATTN Wan Hua Branch. Swift code: CCBCTWTP502. Bank address: 304, Kang Ting Road, Taipei, Taiwan, 
R.O.C. Bank telephone number: 886-2-2306-0201. Fax: 886-2-2306-4761. Beneficiary name: Taipei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ccount No: 5029-86-262162-00.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音

QRcode

雲端課程第 21 版/第 3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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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期/第 22 版特別推薦出版品

書   名 簡　介 售 　價

金匱大論壇

骶˙精裝本（21公分x30公分）1套2冊附典藏盒

骶˙1012頁(高級書面紙)
骶˙金匱大論壇》為台灣經方大師張步桃教授生前於《金匱要略36講》之授課錄音整理

而成。是書按原文之序，逐條解析。內容豐滿，如臨堂面授，倍感生動親切。內外
婦兒科，無所不覽；中醫、中藥，識證處方用藥，精準快捷，爐火純青。張醫師臨
證心得毫無保留，無私分享，絕筆之作彌足珍貴，是書倍當珍惜典藏。

定價3,000元
特惠價
一套1,800元

傷寒大論壇
(修訂再版)

骶˙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一套三冊附精緻典藏盒
˙骶1,214餘頁（高級書面紙）
骶˙台灣當代研究傷寒論專家張步桃醫師，30年融會貫通仲景學說，講授傷寒論及個人

臨床體悟精華實錄，為古今中外最為豐碩的一部傷寒學說論集，為研究傷寒論必備
案頭專書。

定價4,000元
特惠價
一套2,200元

*台灣中醫婦
  科臨床治療
  匯編

˙精裝本（15公分×21公分） 骶270頁（高級書面紙）
骶̇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創會理事長徐慧茵博士積臨床多年來治療婦科在公會40小

時課程精華課程著作成專輯，本書涵蓋經病、不孕、不育、婦科炎症、妊娠、產後
、更年期症候群臨床治療珍貴講義值得參考應用。

定價500元
特價400元

*中醫婦科一
把抓月經週
期轉盤及腹
診臨床運用

骶˙平裝本（17公分×23公分） 骶200餘頁（雙色印刷高級書面紙）
骶̇ 資深中醫陳鐵誠醫師累積婦科臨床40年經驗，將不易掌握的辯證法則，變化為一簡

易的轉盤《月經週期轉盤》，可依患者來經天數按圖索驥，快速診斷提供方劑處方
及食療保健。 【另購課程影像DVD一套二片800元。】

定價700元
特價500元
(附專利轉盤)

*中醫師臨床 
影像診斷手
冊

  (附影像光碟)

骶˙平裝本（13公分×19公分）
骶̇ 340餘頁（高級書面紙）（傷骨科影像光碟專書）
骶̇ 本會敦聘放射科主任級醫師講解X 光判讀應用技巧講義，從骨折、脊椎、四肢關節

及腔胸內科常見誤診判讀案例影像。

定價500元
特價400元
（附影像光碟）

戴氏頭皮針-
顱骨縫刺激
區的研究及
臨床應用

骶˙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 骶240餘頁（高級雪銅紙彩色印刷）
骶̇ 本會為資深中醫師戴吉雄博士積其多年研究各家頭皮針學說及臨床研究開發戴氏頭

皮針刺激區命名新案及臨床應用常見疾病如中風、氣喘、顏面神經麻痺、坐骨神經
痛等31種疾病的應用及頭皮針三針療法應用。

定價1500元
特價1100元

中西醫併治
好孕不遲到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 骶380餘頁（書面紙．雙色印刷）
骶̇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婦科主任中西醫師賴榮年教授精心著作，本書涵蓋不孕原因
    中醫看基礎體溫及解密、常見不孕用藥及針灸治療，習慣性流產、不孕體重管理。

定價320元
特價300元

經絡與自律
神經的協奏
共舞(中西醫併

治遠離身心症)

骶˙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骶骶380餘頁（高級書面紙雙色印刷）
骶̇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主任級醫師賴榮年教授精心著作，本書涵蓋自律神經系統生理與
    自律神經系統表現在人體症狀分析，以中醫臨床取穴用藥之顯效成果。

定價400元
特價350元

黃帝內經
( 修訂再版 )

骶˙平裝本（19.8公分×26.7公分）一套五冊附精美典藏盒

˙骶1111頁70P道林紙正面2色反面2色印刷
骶̇ 台灣莊昭龍醫師多年精研《黃帝內經》訂正、編撰，2017年修定再版，為了醫師、

學者迅速蒐尋、研究，以大字、注音、全文編定，是學習《黃帝內經》最方便、省
時、必備的臨床經典工具書。

定價3,000元
特價2,400元
(107年3月31日前
推廣價1,900元）

以上出版品特價優惠，訂購特價後金額加總未滿1,000元，另加掛號郵資80元；選購〝 * 〞出版
品三本以上，特價金額加總再95折。請電洽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服務專線：(02)2314-3456 # 3．湯
小姐。書款請利用郵局劃撥：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備註欄註明購買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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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0316 ( ) 09:00-17:30 8,000 280

B1 0316 ( ) 09:00-17:30 ( )
YWCA 804

/ 8,000
2 / 14000

全 / 25,000

280

480

850

B2 0317 ( ) 09:00-17:30 ( )

B3 0321 ( ) 09:00-17:30 ( )

B4 0322 ( ) 09:00-17:30 ( )

C1 0317 ( )
14:00-17:00
17:30-20:30

/
205 / 12,000

全 2 / 20,000
410
680

C2 0318 ( )
10:00-13:00
14:30-17:30

/
402C

E 0318 ( ) 14:00-17:00 6,000 210

F 0318 ( ) 10:00-13:00
402B

402B

3,000 120

G 0318 ( ) 14:00-17:30
/

3,000 120

H1 0318 ( ) 14:00-17:30
/ 3,000

全 5 / 12,000
120
410

H2 0319 ( ) 09:00-17:00

H3 0320 ( ) 09:00-17:00

I1 0319 ( ) 09:00-17:30

401
/ 6,000

全 2 /10,000

210

350I2 0320 ( ) 09:00-17:30

J1 0321 ( ) 09:00-17:30
/ 8,000

全 2 / 14,000

280

480J2 0322 ( ) 09:00-17:30

K1 0319 ( ) 09:00-17:00 / 6000
全 2 /10000

210        
350K2 0320 ( )  09:00-17:00

L 0318 ( ) 09:30-17:00
/ /

/ / /
 / /

402A 全 1 /10000 350

M1 0317 ( ) 09:30-17:00
402D

全 2 /22,000 750
M2 0318 ( ) 09:30-17:00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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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期/第 24 版國醫節國際論壇報名

姓　名
電話

用      餐 骶□ 葷食　      骶□ 素食
手機

通訊地址
骶骶骶  □□□　　　　  縣　　　 　市　　　 　區

               路　　 段　　　巷　　　號　　樓之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A
3月17日 (六)09:00～17:00

第十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一)
中醫經方論壇/中醫專家特別演講

2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6點
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1,600元

B

3月18日 (日)09:00～16:00
第十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二)

內婦科、針傷醫學研討會
中醫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301
4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2點
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1,200元

C
3月18日 (日)10:10～16:00
107年健保法規品質研習會

402D
會議廳

法規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12點
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1,200元

3月17日 (星期六) A1醫學課程8點 A2醫學課程8點

3月18日(星期日)
B1醫學課程 6點(上午) B2 醫學課程6點(下午)

C1品質法規課程 6點(上午) C2 倫理感染性別課程6點(下午)

第88屆國醫節台北國際論壇特別講座報名表

課程

選項

□ A 加拿大鍾政哲董氏奇穴8,000元

□ B 美國黃麗春耳醫學講座25,000元

□ C 台灣溫崇凱現代針灸學20,000元

□ E 日本堀口三惠子沿皮針法6,000元

□ F 台灣陳俊明婦科3,000元

□ G 日本賴建守腹診與經方3,000元

□ H 南京黃煌經方12,000元

□ I 天津吳雄志抓獨法10,000元

□ J 廣東劉恩明毫火針14,000元

□ K 廣州李賽美經方10,000元

□ L 河南楊戈針刀醫學10,000元

□ M 北京楊才德穴位埋線22,000元

第88屆國醫節第十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37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15版)試題：請簡述抓獨與抓主證之區別。

◎ 本期雜誌可申請106年度醫學課程2點，申請通訊教育課程 6 年內不得過 60 點，請將要申請課程試題答

       案及中醫師姓名、身分證及中醫師證書字號，申請本期課程於12月30日前回傳。

◎ 報名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詳註繳費
     積分選項】。服務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0577  http://www.tpcma.org.tw

※報名說明：各項課程依繳費順序排定上課座位序，全程上課者優先排位。

1. 各課程2017.12.31前繳費9折優惠（單堂無折扣）

2. 2017.12.31前任選2種全程課程8折優惠    3. 各項課程於2018.02.28截止報名繳費

劃撥單務必於【通訊欄】註明課程名稱，以免誤植影響座位序。

◎ 台灣中醫師兩天註冊費4000元可申請28點積分，於12月15日前劃撥申請20點積分註冊費2,000
元，12/31前2,200元，1/31前3,000元，贈送大會論文集、健保手冊、兩天午餐。6年換照120點
1年應研習20點以上。繳費如未註明感染性別課程點數，皆由本會申請醫學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