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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本會名譽理事長施純全教授，民國50年5月30日生；於110

年11月3日與世長辭，享壽61歲；施理事長於中國醫藥學院學士

後中醫學系畢業，繼續深造取得公衛碩士及中國醫藥大學醫學

博士。

施教授於93年3月當選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4屆理事長，任

內提升中醫學術現代化及中醫執業SOP編輯中醫各科臨床治療彙

編及中醫師開執業手冊。首創公會承接衛生局業務公辦民營服

務，會員執業異動免到衛生機關登記。承辦全國國醫節慶祝大

會並結合舉辦國際中醫學術大會，推動台北與外國首都中醫交

流，讓世界看見台灣。

施教授應聘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特聘教授，台北醫學

大學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兼任教授、考選部典試

委員、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創會理事長，榮聘行政院政務顧

問、中華民國消基會中醫藥委員會召集人、榮任中華民國中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國際東洋醫學會副事務總長等要

職。因生前卓越貢獻全聯會於110年11月4日追聘為中華民國中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

施純全教授長期從事中醫藥政策及中醫藥臨床療效評估

研究，中醫全聯會指派為台灣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首任執行

長，致力完成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各項法規、審查制度、醫

療品質確保計畫及支付標準修訂，奠定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

之推動基礎。

追思永遠理事長 施純全教授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黃建榮暨全體理監事敬悼

積極推動臺灣中醫醫療法規、公共政策、總額支付制度、中醫師人力及中醫藥就醫、用藥安全宣

導、中醫藥品質提昇之研究與實務工作。施教授是「台灣中醫藥發展法」起草重要推手，立法院三讀

通過，於108年12月31日經總統明令公布施行，開創中醫法制史上嶄新的一頁。同時也擔任《臺灣中藥

典》第三版暨第四版中醫臨床分組小組召集人，對促進臺灣中醫藥國際化與中藥產業發展有重大的貢

獻。

106年1月起擔任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醫藥委員會召集人，就中藥檢驗、中醫醫療等議題

召集相關會議進行研討，致力於完善中醫藥之發展，及促進消費環境之改善。

綜其一生，奉獻中醫政策、中醫藥學術研究，作育英才無數，對臺灣中醫界貢獻良多，誠為中

醫界之典範，施教授生前立德立功立言，施理事長生前對中醫卓越貢獻，全聯會已呈請總統頒發褒揚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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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政公文  

．臺北市衛生局110.07.27北市衛醫字第11031461942號：

經地方衛生局指定得免提報通訊診察治療實施計畫之醫療機構，以通訊方式診察治療門診病人之期間，自即
日起修正為延長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日為止。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09.13全聯醫總富字第1315號書函轉健保署110.8.31健保醫字第1100034165

   號函：

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08.31全聯醫總富字第1296號函轉衛福部110.8.9衛部醫字第1101664934號

   函示：

為因應COVID-19防疫措施，原以實體方式辦理之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課程，得以直播或視訊方式進
行。

．臺北市衛生局110.09.08北市衛醫字第1103155241函轉健保署110.08.31健保企字第1100038342

   號函：

為提升民眾對健保改革及相關權益認知，健保署開設Podcast網路廣播節目。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10.04全聯醫總富字第1348號函：

「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巡迴醫療服務計畫」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110年11月30日止。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10.20全聯醫總富字第1381號函：

尚未辦理「110年度中醫總額院所品質指標資訊公開作業」之健保特約診所，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110年
12月15日止。

．臺北市衛生局110.11.01北市衛醫字第1103169611函轉衛福部110.10.26衛部醫字第1101667372

   號函：

健保特約診所防疫獎勵費用於110年10月25日撥款，獎勵費用應有60%以上分配予機構內工作人員，請
自行留存轉帳或簽收帳冊。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健保政策宣導

1. 電子化總表試辦計畫：

   健保署推動「電子化總表試辦計畫」，申請通過可利用線上申報。

2. Windows XP系統升級：
微軟公司已終止Windows XP作業系統服務，為維護資訊安全，請會員務必升級，

以避免影響後續申報作業。

3. 雲端查詢系統：
請多加利用「健保雲端查詢系統」查詢雲端病歷，及中藥頁箋並能降低抽審機率，詳見抽審指標E4。

4. 院所每月針傷次數大於15次：
同月同病患申請針灸、傷科處置費大於15次，落入抽審指標C6，權值分數12分，容易抽審。

5.健保專案計畫推動： 
全民健康保險中醫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鼓勵院所及醫師參與。

「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及「中醫門診總額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不受點值影響，基本上1

點1元，又可降低抽審機率，詳見抽審指標E7。

6.為保障會員權益，敬請會員病歷詳實書寫並核實申報。

※以下公文全文及附件請上公會網頁瀏覽www.tpcma.org.tw

電子化總表試辦計畫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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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期/第 4 版社區醫療‧長照服務

110年度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台北區活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承接衛生福利部110年建立中醫社區醫療暨長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期將中醫資源從醫院及診所推廣到

社區及家庭，今年執行重點在中風、肌少症與失智的改善，透過中醫的參與改善患者的症狀，並藉由計畫推動讓更多民眾知道

中醫在健康促進的優勢。

居家醫療

與青年公園居家整合醫療照護團隊合作，邀請台北區有意願承做居家醫療服務的中

醫診所加入團隊，計畫期間台北區由6家診所增加至51家。

居家醫療診療服務

成立居家醫療洽詢專線(02)2314-5789。符合居

家醫療資格病患轉介中醫師到宅評估及收案。

社區巡迴醫療及偏鄉義診服務

台北區於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與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二處偏

鄉以及新北市新店區屈尺里舉辦中醫社區醫療偏鄉義診與巡迴醫

療服務。計畫收案31人，透過中醫師走入社區、走入偏鄉，將醫

療資源深入地方。

長期照顧機構

與台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合作，至機構進行看診服務，

機構協助安排20位失智症、中風或肌少症住民，針對症狀進行開

藥及針灸治療，設計前後測問卷調查住民在中醫進入長照機構後

健康狀況是否有明顯改善。 

專家學者會議

召集立法院何志偉委員、衛福部中醫藥司長官、健保署長官

、醫師公會及居家醫療團隊主責人就中醫執行居家醫療、社區醫

療以及進入長期照顧機構提供意見交流與建議。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承辦110年衞褔部建立中醫社區醫療

及長照服務網絡台北區計畫，承衛福部全聯會各區計劃主持

人協助及本計劃團隊合作，執行期間從110年5月至9月為新

冠疫情3級警戒，長照據點居家醫療以及偏鄉及離島醫療皆

暫停服務，公會克服疫情，推動線上預防醫學講座，融合歷

年累積執行經驗，繼續推動下年度計畫，期待明年計畫能有

更豐碩的成果

結語

計畫迄今短短8個多月期程中讓大量中醫師加入團隊、走入社區、走入家庭，也透過計畫的經費挹注，讓長年臥病在床無

法外出就醫的民眾獲得治療的機會，中醫師也願意走出診間走入你我身邊，期許未來更多活水注入，增進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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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社 / 每月第三週日 

登山社成立的宗旨是讓各位中醫師在忙碌工作之餘，可藉由登山親近大自然、

釋放壓力，並且可以遇到一群真摯的伙伴，一起四處遊山玩水，談天說地學術

交流，亦可達到強身健體、磨練意志、結交朋友，我們的活動是每個月的第三

個星期天舉辦，足跡遍佈雙北、宜蘭、花蓮、桃竹苗，或許有人認為登山社要

有鐵人般的體魄才可參與，但其實不然，爬山是一種全身融入大自然，並一步

一腳印地攻上去，只要熱愛大自然，有顆堅持的心，都可以投向大自然的懷

抱，登山社也歡迎大家的加入。 

登山社11月21日舉辦台中大坑9號步道及高美濕地健走！

羽球社 / 每月第一週日下午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羽球社自成立以來，始終秉持著以球會友，積極推廣羽球運

動、提高中醫師們對羽球運動的認識與興趣，進而發揚運動精神。

羽球社的球敘活動為：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下午2點到6點，於聯友羽球

館(地址：新莊區五工五路2-1號3樓)，歡迎中醫師們以及眷屬們一同參與。

訂於2021年12月5日是一年一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羽球社的最大盛事，活動內

容精彩豐富，包括緊張刺激的羽球比賽、大家歡聚的聯誼晚宴、歡樂的摸彩活

動以及全新的趣味競賽，當天活動精彩熱鬧，現在起開放熱情登記中喔！

高爾夫球社 

/ 每月第二週二上午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高爾夫球活動固定於 

每月第二週星期二舉行社團 活動，輪流

在林口第一高爾夫球場及林口八里高爾

夫球場及林口高爾夫球場舉行，歡迎本

會會員及友會會員參加，藉由球 敘聯誼

並切磋球技，健身兼聯誼。

桌球社 / 每月第二週日下午

在黃建榮理事長與林展弘名譽理事長積極推動下，以及桌球社社長陳運瑩、名譽社長

陳朝宗、副社長沈冠霖共同策劃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桌球社在今年元月正式成立，

於每月第二週週日下午練球，凝聚中醫同道向心力，推廣運動健康，報名十分踴躍。

社團聘請國家隊級教練，依照社員程度分ABC三種等級訓練，從初學到專業，歡迎更

多同道加入。

桌球社訂於12/19星期日下午2:00假台灣大學體育館桌球室承辦北北基宜桃五縣市中醫

桌球賽，歡迎各地中醫師共襄盛舉。我們期許能將運動賽事從台北辦到北台灣，從北

台灣推向全國，歡迎全台喜好桌球中醫師與我們聯繫。

歌唱聯誼社 / 每月第三週日下午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歌友會是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歷史最悠久的社團，是由一群喜

愛唱歌，聽歌，欣賞音樂的中醫師同好所組成。唱歌可以釋放壓力，高興時唱唱

輕快旋律，悲傷時也能哼哼心底的哀愁，歌聲是我們幸福快樂的源泉，不只是中

醫師我們也歡迎家屬一起參與。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唱歌哦^o^

歌友會的活動時間地點是：

每個月的第三個週日。地點是：佳盈歌唱聯誼社。

2021年12月19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醫盃歌唱大賽的預定時間，當天我們會邀請老師

來幫大家評分，指點大家的歌唱技巧讓大家唱的開心更唱的進步。

新社團成立通告
合唱團訂於111年1月9日星期日

上午10:30假公會會議廳成立備

有茶點招待，歡迎本會會員及友

會醫師共襄盛舉，敦聘專業老師

蒞臨指導，歡迎參加。

合唱團成立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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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期/第 6 版新冠肺炎治療案例徵稿

台灣中醫治療 COVID-19 治療病例專輯徵稿
台灣今年5、6月新冠疫情，面對百年疫情，感謝全國醫護人員守護台灣，各縣市中醫

師公會配合全聯會 组成立國家中醫防疫隊，中醫師於疫情期間不畏被感染危險參與治療新冠肺

炎病患，令人敬佩！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為集結各位醫師臨床治療案例，出版《台灣中醫治療

COVID-19顯效病例專輯》。敬請惠稿於今年12/15前電傳到本會信箱，tp.cma@msa.hinet.

net，豐富中醫防疫專輯，嘉惠杏林，敬申謝忱！

 參考範例      題目：小陷胸湯合抵當湯治療COVID-19 驗案二則
              文/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 鄭宏足

摘   要：茲介紹COVID-19確診者「中度肺炎」階段驗案二則。症見咳嗽，或有黃綠濃痰夾血絲，

或有微喘、發熱；經中醫視訊看診，辨為太陽病誤下之結胸證，又恐瘀血阻絡，故與小陷

胸湯合抵當湯治之。療效明確，諸症皆癒。

關鍵詞：小陷胸湯、抵當湯、傷寒論、經方、中醫、COVID-19
【案例一】

何某，男65歲，無相關過去病史（易導致嚴重疾病之高風險疾病、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5/31經SARS-CoV-2 RT-

PCR檢驗結果陽性確診。自行至中藥行抓取清冠一號處方藥材[1] ，服藥十餘帖，因煮藥引發防疫旅館警報器而暫停。至

6/12，SpO2降至94%，被送往北市聯醫和平院區，故尋求中醫視訊看診。

110/06/12
咽癢欲咳嗽，微喘，全身盜汗，自覺發熱感，輕微頭痛，眠差眠淺，納可，二便可。（未持脈）

黃連3錢  半夏3錢  栝蔞實5錢  大黃0.3錢  桃仁1.5錢  水蛭0.7錢  虻蟲0.3錢  杏仁5錢  酸棗仁5錢   共7帖

110/06/15
服藥三日後，視訊詢問患者病況，SpO2回升至98%，PCR陰性，可出院返家自主健康管理，諸症皆癒，自覺狀況良好，

未再請醫師開方。

110/07/02
二週後患者忽然來訊，自述日前出院返家後，因為清冠一號藥材剩餘甚多，棄之可惜，故又自行煎煮服用，服藥七帖後，

體內發熱，全身倦怠乏力，汗出後惡寒，食慾不振，腹脹，打嗝，難入眠有時需服用鎮定劑，二便可。（未持脈）

黃連湯6克  炮附子1克  酸棗仁1克    2包*7天

黃連4錢  桂枝3錢  黨參(紋)3錢  半夏3錢  乾薑3錢  大棗8錢  炙甘草3錢  杏仁5錢  酸棗仁5錢  生薑3錢  焙附子1.5錢    

共3帖    一週後電訪，諸症癒。

【案例二】

劉某，女51歲，無相關過去病史。6/9發熱，頭痛，咳嗽微有痰，胃痛，腹脹，6/11經PCR陽性確診。服用西醫處方克

流感7-8日、止咳化痰藥、抗組織胺十餘日，咳嗽嚴重仍然，故尋求中醫視訊看診。

110/06/21
咳嗽，黃綠色濃痰夾血絲，黏稠難咳出，鼻塞流鼻水輕微，口乾舌燥，眠差夜間醒來一次，更年期症候群，納可，大便

一二日一行便硬不暢，小便可。（未持脈）。

桂枝湯6克  厚朴1.5克  杏仁1.5克  葛根2克    2包*7天

黃連3錢  半夏3錢  栝蔞實5錢  杏仁5錢  水蛭1錢  虻蟲0.3錢  大黃0.3錢  桃仁3錢    共7帖

110/06/29

黃綠濃痰已無，偶爾咽癢乾咳，腹脹減輕，嘴破，左側耳朵痛，右側頭痛，容易打嗝，難入眠，提早醒，二

便可。公司規定快篩陰性、PCR陰性才能返回上班，故緊張焦慮。（未持脈）。

黃連湯7克  細辛1克  2包*7天

黃連3錢  半夏3錢  栝蔞實5錢  杏仁5錢  水蛭1錢  虻蟲0.3錢  大黃0.3錢  桃仁1.5錢  酸棗仁5錢  2包*7天

一週後電訪，諸症癒。

稿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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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遣藥】

前述兩位初來診時，病程階段及病況類似，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分類建議[3] ，皆屬於「中度肺炎」，沒有嚴重肺

炎徵候的肺炎患者，無氧氣設備輔助（room air）下血氧飽和度>94%。

中醫辨證則均屬太陽病誤下，邪熱入裡的結胸證，又恐瘀血阻絡，故與小陷胸湯合抵當湯治之。

指臨床表現分類 中醫處方

預防 柴胡湯

輕度 •無併發症之輕症
(隨證治之)
桂麻劑/瀉心湯/…

中度 •肺炎 (結胸證)
小陷胸湯+抵當湯重度 •嚴重肺炎

極重度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敗血症
•敗血性休克
•孩童多系統炎症徵候群

(結胸證)
大陷胸湯+抵當湯
+四逆湯

癒後 柴胡湯

小陷胸湯方中，黃連清火除濕熱，半夏使正氣自陽入陰，栝蔞實

導痰膩下降；抵當湯方中，水蛭、虻蟲逐瘀破積，桃仁入血分而通氣，

大黃逐火著血液津溺涕唾。另加杏仁以通脈絡之氣，或加酸棗仁以治虛

煩。

【延伸討論】

SARS-CoV-2感染者的臨床疾病嚴重程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分類建議，可分為輕、中、重度，後者包括重症肺炎、ARDS、敗

血症和敗血性休克。[3] 茲依據仲景《傷寒雜病論》提出辨證及建議處

方如下：

一、結胸證《傷寒論》：

134. 太陽病，脉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

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 组，陽氣內陷，心下因 组，則為結胸，大陷胸

湯主之。……

135.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脉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 组者，大陷胸湯主之。

136.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137.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 组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

胸湯主之。

149.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若心下滿而 组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

131.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結胸

者，項亦強，如柔 组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138.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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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Page/xCSwc5oznwcqunujPc-qmQ.

[4] Liao, Shengtao, et al.“The Regulatory Roles of Aquaporins in the Digestive System.” Genes & Diseases, vol. 8, 3, 

     May 2021, pp. 250–258, doi.org/10.1016/j.gendis.2019.12.011. ScienceDirect.

二、抵當湯證

124.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

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 组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

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125. 太陽病身黃，脉沉結，少腹 组，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

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126.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

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三、水通道蛋白 (Aquaporins, AQP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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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21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時數 積分 報名費
積　分
申請費

1 十堂課教你精藥物系列課程

講座(共10堂)

1/24. 3/28. 4/25

8/22. 9/26. 10/24. 11/28

(週日)13:30-17:30

公會14樓教育中心

40 20,000元 100元/點

2 曾天德董氏奇穴臨床應用

講座

9/26.  09:00-17:00

10/31. 11/21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10,000元 100元/點

3 美國吳奇針灸結合經方治療

疑難雜症視訊講座

11/14.11/21共2堂

(週日)

09:30~12:20

/ 8,000元 /

4 李德茂教授經方臨床應用

講座

11/14.11/28.12/12

12/26

(週日)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8,000元 100元/點

5
中醫長照暨針刀研討會

12/5

(週日)13:00-17:00

公會會議廳

4  2,500元
 11/25前 8折

100元/點

6
研究論文發表技巧研習

12/19

(週日)09:00-16:20

公會會議廳

8
2,000元
12/5前 8折

100元/點

7
與律師同行讓你醫病關係都

暢行暨新科中醫研討會

12/26

(週日)09:00-12:30

公會會議廳

/

1,000元

12/20前 8折
台北市會員 5折

/

8 天津吳雄志溫病學六經辨治

臨床應用視訊講座

111年 4/10. 4/17. 4/24. 5/1

共4堂(週日)

09:00-12:20

/
9,000元

111. 3/1前 9折
/

组※ 報名方式：
請掃描欲報名之課程QR-code填寫相關資料並將報名費電匯至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郵局帳號。代號700、帳號：

0001331-0475504。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手續將由公會簡訊傳送邀請參加LINE群組，並於群組公告線上研討

會登錄密碼。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研究論文發表技巧研習
報名 QR-code

醫糾實務解析暨新科中醫
研習報名 QR-code

天津吳雄志視訊講座
報名 QR-code

中醫長照針刀研討會
報名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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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110-11 

李德茂教授常用經方臨床應用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1月14日起週日下午14:00~17:30 (共4堂)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日期 主   　題

11/14 從經脈論廣桃核承氣湯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11/28 從經脈論廣白虎湯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12/12 從經脈論廣白頭翁湯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12/26 從經脈論廣當歸芍藥散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報名費8,000元  可申請積分16點，費用1,600元

課程簡介 
QRcode

報名繳費
QRCode

2021中醫長照服務及針刀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華中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10年12月5日  星期日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14樓／公會14樓教育中心

2021年資深中醫臨床經驗學術研討會

大師開講-黃碧松理事長治療難病臨床經驗(二)
上課時間：110年12月12日（星期日）
上課地點：研討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14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教育中心
                  會員大會／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43號．天成大飯店3樓翠庭廳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人

13：30~14：10 報到．理事長引言

主持人：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謝福德理事長．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潘銀來理事長

14：10~16：40

大師開講／醫道堂黃中醫診所院長黃碧松理事長
針藥並用治療難病臨床經驗－
巴金森氏病、共濟失調、糖尿病神經性病變、心律不整
慢性鼻炎、鼻组、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濕疹、痔瘡、脫肛
小便失禁等微針與方藥應用

17：00~18：50 傳統醫學會與皮膚科醫學會聯合會員大會

•報名費2,000元 (主辦單位會員1,500元)(11/25前繳費報名費1,500元，主辦單位會員1,000元)

    積分申請費：300元（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3點）

     

時 間 課程主題 / 講師

13:00-14:00 中醫失智照護臨床實務/ 林舜穀 醫師

14:00-17:00
如何運用小針刀、頭皮針、火針成功逆轉失智症及治癒
痂皮褥瘡的案例報告/黃建魁 醫師

17:00-18:00 中華中醫學會會員大會/地點：天成大飯店-1樓天采廳

•報名費：2,500元，11/25日前繳費早鳥價2,000元；

    另可申請4點醫學教育積分，費用400元。

黃碧松理事長

線上報名
QRCode

林舜穀醫師     黃建魁醫師

中華中醫學會會員
報名QR-Code

台北.其他縣市會員
報名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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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校勘刻印《傷寒論》後，後世醫家或從方劑、

治法、六經等不同方法入手研究、整理此書，擴大了《傷寒論》的學習

方法和臨床應用，我也常將傷寒方運用在治療月經前後諸證等各科雜病

上。月經前後諸證是指經行前後及經期，週期性反覆出現的一些症狀，

如頭痛、失眠等心理或生理上約200多種症狀。一般常用柴胡劑或逍遙

散類方治療，症狀多與虛、鬱、濕、熱病因病機有關，我常視證候用傷

寒方化裁或合併使用，今就舉當歸芍藥散證、白頭翁湯證、白虎湯證及

桃核承氣湯證來說明。上述四方如果辨證得當、應用得宜，不僅可以治

療傷寒論書中所述之病或月經前後諸證外，更可以擴大於各科雜病。

關鍵詞： 月經前後諸證、當歸芍藥散證、白頭翁湯證、白虎湯

             證、桃核承氣湯證

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校勘刻印《傷寒論》後有了統一的版本，因臨床療

效明確，後世研讀的醫家眾多，歷代包括日本等注釋、發揮、方論、歌括、雜

著等約有600餘家。後世醫家除了主張錯簡重訂或維護原有編次以外，有些醫

家或從方劑入手，或從治法入手，或從六經入手等不同方法來研究熟讀《傷

寒論》。例如宋雲公《傷寒類證》將《傷寒論》之證候分嘔吐門、頭痛門等

五十門，以證候為主，下列旁證及主方，可以看到同一證候有寒熱虛實之別，各有主方。柯琴著《傷寒來蘇

集》，因方類證，方隨經出，如太陽病中收集了桂枝湯證、麻黃湯證等十一類證。徐靈胎將傷寒論113方分為桂

枝湯、麻黃湯、葛根湯、柴胡湯、雜方等十二個類方。各類有主方，各方中列述有關湯方證治各條文。這些醫

家擴大了《傷寒論》的學習方法和應用在治療各科雜病 ，我也常將這些方運用在治療月經前後諸證及各科雜病

上。

月經前後諸證是指經行前後及經期，週期性反覆出現的一些症狀，如頭痛、失眠、乳房脹痛、下腹悶痛、腹

瀉、便秘、食慾暴增、倦怠疲勞、下肢浮腫、腰酸、心煩易怒、情緒低落等約200多種症狀。患者常常會因上述

不適症狀作為主訴前來求診，問診中如果沒有發現特別誘發的原因如最近工作特別忙，外在壓力大，吃了些容易

導致便秘、腹瀉、失眠的食物，經常在經前一週左右開始出現症狀，月經前1至2日最嚴重，隨著月經來潮後漸

漸消退。如果符合美國婦產科醫學會的定義，連續3次月經週期，且在月經來前5天，無論是心理或生理上，患

者有上述至少1種症狀，並影響到日常生活表現，就可以診斷為經前症候群了。

此症候群最常見的病位在肝臟象，最常見的證型是少陽證、肝氣鬱結證。一般醫家常用柴胡劑或逍遙散類方

治療，但由於症狀多樣，有時單用柴胡劑或逍遙散類方療效並不迅速。臨床上常見的月經前後諸證大多與下列病

因病機有關：

虛：下腹悶痛、腹瀉、倦怠疲勞、頭痛、腰酸

鬱：乳房脹痛、頭痛、失眠、心煩易怒、情緒低落

濕：倦怠疲勞、腹瀉、下肢浮腫、頭痛、腰酸、帶下多

熱：便秘、食慾暴增、頭痛、失眠、心煩易怒、帶下黃癢

視證候用傷寒方化裁或合併使用，今就舉當歸芍藥散、白頭翁湯、白虎湯、桃核承氣湯四方為例來治療月經

前後諸證。

《傷寒論》方治療月經前後諸證之臨床思維
文/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教授李德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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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歸芍藥散證
病人主訴腹瀉、倦怠疲勞、下肢浮腫、頭痛、

頭暈、腰酸、下腹悶痛、食慾不佳、小便不利，舌

淡紅苔白膩，脈濡緩。

順天堂科中當歸芍藥散之成分及比例是當歸5:

白芍24:茯苓6:白朮6:澤瀉12:川芎12，這個方可以

視為半個四物湯加半個五苓散的合方，其中當歸養

血，白芍柔肝，川芎活血化瘀，白朮健脾燥濕，茯

苓、澤瀉滲濕利水。合起來可以達到養血柔肝，健

脾利濕的效果。

面色蒼白、水腫、大便軟是辨證重點，一派血

太少水太多的表現，我覺得就是一個血不利則為水

的概念，如果完穀不化可以合四逆湯。臨床上不分

男女，只要是帶脈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就可

以用它。除了婦產科諸疾外，慢性腎炎、前列腺肥

大、慢性闌尾炎、黑斑、肥胖症都有機會使用它。

二、白頭翁湯證
病人主訴腹瀉、腹痛，裏急後重、倦怠疲勞、

乳房脹痛、頭痛、失眠、心煩易怒、口苦、渴欲飲

涼、溲黃，舌紅苔黃膩，脈弦數。

順天堂科中白頭翁湯之成分及比例是白頭翁2:

秦皮3:黃連3:黃柏3，其中白頭翁解毒止痢、疏肝涼

血，黃連、黃柏清熱解毒、燥濕，秦皮清熱燥濕兼

有收澀之效。合起來可以達到清熱解毒、涼血燥濕

的效果。

心煩易怒、大便軟是辨證重點，這個方我常用

來治療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但不要被

下痢膿血拘泥，我把它當類龍膽瀉肝湯使用，肝膽

濕熱證如帶下黃癢，兩側臉部或陰部、肛門痘疹，

痔瘡出血，月經提前，泌尿道感染等等都可以化裁

使用。簡單地說，如果是厥陰、少陽經循行部位病

變，符合濕熱辨證，又有心煩易怒情志問題，加上

大便軟，即所謂的厥陰濕熱證，我就常用它。

三、白虎湯證
病人主訴食慾暴增、口乾舌燥、口渴喜飲涼、頭痛、

失眠、心煩、乳頭刺癢、多汗怕熱、溲黃、大便正常，舌

紅苔薄，脈洪數。

莊松榮科中白虎湯成分及比例是知母3:石膏8:炙甘

草1:粳米4，方中石膏辛甘大寒，能清泄肺胃，又解肌透

熱，知母清熱除煩，甘草、粳米益胃生津，合起來可以達

到清熱生津，消渴解煩的效果。

食慾暴增、乳頭刺癢、面紅是辨證重點，患者就像得

了初期的糖尿病一樣善飢，經前怕熱，渾身發燙，心煩，

渾身不對勁但就是無法指出哪裡最不舒服，望診臉紅脹、

牙齦腫、嘴巴破，如果排便尚可，吃藥怕苦者，我常用此

方。如果熱象更重，就得用黃連或清胃散了，但這類患者

一般吃藥都怕苦，得小心用藥。白虎湯類方在兒科應用也

很廣，例如小兒青春期提早發育、妥瑞症、皮膚癢、失眠

等症，除了交代要少吃甜膩、油膩、冷飲外，我也常用此

方，只要符合陽明熱證或氣分實熱就用，最主要是它除了

對證以外，也好入喉，小孩子比較不排斥。

四、桃核承氣湯證
病人主訴便秘、下腹脹刺痛、食慾暴增、頭痛、失

眠、心煩易怒、經來血塊大又多、溲黃、大便乾黑，舌紫

暗苔黃膩、舌下青脈紫脹，脈沉實數。

莊松榮科中桃核承氣湯成分及比例是桃仁1:桂枝1:大

黃2:芒硝1:炙甘草1，本方是由調胃承氣湯加桃仁、桂枝所

組成。大黃泄熱、通便、祛瘀，芒硝瀉下、軟堅、清熱，

桃仁破血祛瘀、潤腸通便，桂枝通行血脈，炙甘草緩諸藥

峻烈之性，合起來可以達到瀉熱逐瘀的效果。

脾氣暴躁、便秘是辨證重點，只要患者看診中提到覺

得月經要來又出不來，她都要發狂了，我就會考慮使用此

方。主治熱重於瘀的蓄血證，如果是瘀重於熱，以前會用

順天堂的抵擋湯，可惜後來順天堂不生產了。現代人焦慮

症、狂症、健忘症、心血管疾病、闌尾炎、前列腺問題、

頭痛，只要辨證符合瘀熱蓄結下焦或膀胱經，都有使用此

藥的空間，尤其是病人因某些症狀覺得要發狂了特別好

用。此方我會告知病人吃了可能會拉肚子，腹瀉療效會更

好，此方空腹吃患者可能會出現噁心、反胃，剛好可以抑

制食慾。

結語
   上述四方如果辨證得當，不僅可以治療傷寒論書中所

述之病，更可以擴大應用於男女老幼各科雜病，謹以徐靈

胎「於是不類經而類方，蓋方之治療有定，而病之變遷無

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就用不爽，此從

流溯源之法，病無遁形矣。」作為結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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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www.tpcma.org.tw   TEL: +886-2-23143456

編 號 課程名稱 時 數 報名費

E5 2016 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 (贈:脈的禮讚/420元) 12 $  4,200 

E6 2017 許中華君臣佐使臨證思辨用藥講座 12 $  4,200 

E7 2016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講座 (3) 20 $  4,000 

E8 2017 蘇三稜老師常用80顯效方劑經驗傳承講座
          ( 贈：知音出版社方劑學精裝本 / 750元 )

12 $  4,200 

E9 2017 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整合療法講座 12 $  3,600 

E10 2016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徒手療法 (贈:徒手治療手冊/700元) 12 $  5,000 

E11 2017 盧文瑞老師軟組織及骨傷徒手療法 12 $  4,500 

E12 2016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 24 $  12,000 

E13 2017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在各科疾病應用 24 $  12,000 

E14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外用製劑 (A) 7 $  2,000

E15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酸痛五官製劑 (B) 7 $  2,000

E16 2016 呂志宏老師滑石中藥製劑 (C) 4 $  1,000

E17 2017 華山論劍名家講座 20 $  4,000

E18 2018 李蔡榮老師伏邪溫病臨床醫案分享 21 $  4,000

E19 2018 本經疏證練功訪講座 15 $  3,000

E20 2018 鄭振鴻院長妙用科學中藥臨床應用講座 6 $  1,800

E21 2018 曾天德院長董氏奇穴針傷科臨床應用講座 12 $  4,800

E22 2018 中醫社交及會議英文研習課程 18 $  2,000

E23 2018 常見疾病致病機轉及西醫用藥課程 9 $  1,800

E24 2018 常見疾病西醫用藥機轉及中西藥併服宜忌課程 9 $  1,800

E25 2018 賴榮年教授婦科雜病中西療法臨床講座 (II) 15 $  4,000

E26 2018 黃大宜主任臨床影像判讀課程 20 $  4,000

E27 2018 譚仕馨、陳譽仁傷科徒手療法課程 20 $  8,000

E28 2018 陳旺全重大疾病中醫治療經驗講座 6 $  1,800

E29 2018 中醫門診英文研習課程 8 $  2,000

E30 診所多媒體服務暨行銷E化課程 8 $  2,100

E31 賴榮年婦科常見疾病中西結合治療特別講座 3 $  1,800

E32 安徽蔡長友六經辨治婦科急難症特別講座 6 $  3,500

E33 廣州李賽美六經辨治兒科急病特別講座 6 $  3,500

E36 林高士水藥方劑臨床應用經驗講座 (I) 18 $  5.000

E37 林高士水藥方劑臨床應用經驗講座 (II) 12 $  4,000

E38 新冠肺炎視訊診療臨床實戰研討會 23 $  5,000

E39 林以正院長脈象中筋膜張力訊息在內科應用及針灸處理初階班視訊講座 2 $  800

．免費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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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課程9折優惠，報名繳費完成後，公會電傳通知雲端網址及登入帳號密碼，

   並郵寄課程講義開通課程上課期間30天可多次複習研修。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  ( 請註記課程編號代碼 )  雲端學院

QRcode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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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53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1. 醫學課程 (內容詳見第12版) 試題：《本文作者在臨床上常見的月經前後諸證大都與
    那幾種病因病機有關？》

组◎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課程 2 點，以上通訊教育課程 6 年內不得過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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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10日前回傳，傳真： (02) 2314-0559

     或E-mail：tp.cma@msa.hinet.net。積分申請費 200元，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 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53期通訊課程) 服務電話：(02) 2314-3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