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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囊
張東廸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慢性精囊炎，常與慢性攝護腺炎並發，並以血精為主，精液呈粉紅色、紅色或帶有血塊，可

出現疼痛，由於精神上恐懼、緊張等原因可出現性慾減退、性功能障礙等症狀，嚴重影響夫

妻生活和家庭和睦。

單純精囊炎較少見，但精囊的慢性炎症可引起不育，另外，精液中大部分為精囊分泌物，其

中果糖可以被精子利用作為動力來源；精囊發炎時這些分泌物減少，可以影響精子的活力 ;

精液量不足，不能充盈陰道後穹窿的精液池也可以引起不育。

案例    精囊腺疾病

王 xx，男，38 歲。患者近半年來常感少腹部脹痛不適 , 最近 2 個月偶然發現性交後 , 流出

來帶血精液 , 乃去某醫院泌尿科檢查。精液常規鏡檢膿血 , 診斷為「精囊炎」, 小便正常 , 大

便秘結。診察 : 脈沉細 , 舌暗紅 , 苔薄黃。

辨證：腎陰不足 , 相火偏旺 , 迫血妄行 , 成為血精。

處方：知柏地黃湯加味。知母 , 黃柏 , 生地 , 丹皮，澤瀉，茯苓 , 山藥 , 山萸肉 , 牛膝，茅根，

藕節，蓮肉。每日 1 劑 , 共服 5 劑

射精管梗阻可由感染或攝護腺囊腫引起。儘管存在一定爭議，但我們通常將攝護腺囊腫分為

兩類：①泌尿生殖竇囊腫，使精液由單側或雙側射精管射入囊腔；②苗勒管囊腫，使射精管

移位，並受外部囊腫壓迫。攝護腺炎或尿道炎通常導致感染後梗阻。功能性梗阻或巨大精囊

是射精管道梗阻罕見原因，但可見於糖尿病性神經病或多囊腎病患者，表現為精囊擴張而無

任何明確的阻塞。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ealth/nkb95bq.html

由輸精管 (vas deferens) 末端之壺腹 (ampulla)[1] 和儲精囊 (seminal vesicle) 會合而形成；末

端會斜插入前列腺 (prostate) 內，開口位於尿道前列腺部 (prostatic urethra) 

1. 上皮：為偽重層柱狀上皮 (pseudostratified columnar epithelium) 或是單層柱狀上皮 (simple 

columnar epithelium)；在近前列腺部尿道時，其上皮會轉變為跟前列腺部尿道上皮一樣的

移形上皮 (transitional epithelium) 

2. 結締組織：周圍有前列腺的結締組織，含有許多彈性纖維 (elastic fiber)；導管起點處有

明顯之平滑肌，進入前列腺之後就會消失

https://kknews.cc/health/nkb95b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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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管囊腫是由於精路梗阻，射精管擴張、膨大引起的，並且囊腫與精囊、輸精管和後尿道相

通。多為繼發性，囊液內含有果糖和 ( 或 ) 正常精子，且囊內常有結石。射精管囊腫的症狀

包括出血、感染、惡變、鈣化以及結石等，可繼發不育、血精症、射精量減少、射精痛、直

腸區不適、尿瀦留以及在精阜水平對射精管和尿道造成壓迫而引起精囊充血等較嚴重的併發

症，治療不及時有可能引發不育射。

•	 輸精管疼痛是怎麼造成的 ? 

•	 輸精管疼痛可能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	 一、急性輸精管炎：患側陰囊墜脹疼痛，皮膚紅腫，疼痛放射至腹部及同側大腿根部，

常致使患者曲腰捧腹。陰囊局部壓痛，輸精管疼痛、輸精管觸痛明顯。嚴重者可伴發

熱，輸精管四周形成化膿性病灶。

•	 二、慢性輸精管炎：患側陰囊墜脹疼痛或紅腫，疼痛放射至腹部、大腿根部。其臨床

症状較急性輸精管炎輕，起病緩慢，且有反覆發作史。常伴發睾丸、附睾炎。體檢可

見陰囊段輸精管增粗變硬，病情嚴重者輸精管疼痛、輸精管與四周粘連，提睾肌緊張，

陰囊及睾丸上縮。

•	 射精管（ejaculatory ducts）是人體內輸送精子的生殖管道的一部分，由輸精管末端

與精囊腺的排泄管匯合而成。

•	 與輸精管相同，人體有一對射精管，在射精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精子是由睪丸產

生，射精時通過輸精管，進入射精管，再向下進入前列腺，再經過尿道最終排出人體。

•	 輸精管疼痛一般是因為輸精管出現了炎症，導致輸精管炎症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細菌感

染，細菌感染男性生殖系後，除了會引起輸精管炎還會引起精囊炎、前列腺炎。細菌

的感染途徑主要有淋巴侵入、血行和手術切口感染。

•	 1. 淋巴感染：輸精管淋巴管上部與精索淋巴管相通，下部與精囊淋巴管吻合，鄰近器

官的炎症常通過淋巴管侵入輸精管而引發輸精管炎。

•	 2. 血行感染：輸精管動脈起自髂內動脈，至膀胱底分升、降兩支，升支隨輸精管經腹

股溝管到睾丸，與睾丸動脈吻合，降支至輸精管壺腹及精囊，細菌沿動脈可至輸精管

各段部位。

•	 3. 手術切口感染：由於男子絕育手術前後消毒不嚴，或手術誘發的細菌感染所致，直

接引發了輸精管炎症，並由此而累及與之相關的生殖器官。

•	 男性發覺自己輸精管疼痛常常是在房事射精時發現的

輸精管阻塞 -無精子．射精疼痛．射精無力

•	 先天性附睪、輸精管或精囊發育不全、輸精管先天異常、輸精管缺損過長。

•	 因泌尿生殖系統的感染，如睪丸炎、副睪炎、前列腺炎等，導致輸精管阻塞。

•	 輸精管結紮。

•	 外傷或損傷：疝氣修補術、精索靜脈曲張等，可能會傷害輸精管，前列腺手術可能會

引起輸精管口阻塞，手術後的感染或疤痕，也可使輸精管阻塞。

•	 腫瘤：如附睪腫瘤、精囊腫瘤、前列腺腫瘤等，皆可能造成輸精管阻塞。

台灣男性學醫學會

http://cht.a-hospital.com/w/%E8%BE%93%E7%B2%BE%E7%AE%A1%E7%8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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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93%E7%B2%BE%E7%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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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t.a-hospital.com/w/%E7%B2%BE%E7%B4%A2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8%BE%93%E7%B2%BE%E7%AE%A1%E5%8A%A8%E8%84%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9%AB%82%E5%86%85%E5%8A%A8%E8%84%89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8%86%80%E8%83%B1%E5%BA%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5%8D%87%E6%94%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7%9D%BE%E4%B8%B8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7%9D%BE%E4%B8%B8%E5%8A%A8%E8%84%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5%8A%A8%E8%84%89
http://cht.a-hospital.com/w/%E7%BB%9D%E8%82%B2
http://cht.a-hospital.com/w/%E6%B6%88%E6%AF%92
http://cht.a-hospital.com/w/%E7%94%9F%E6%AE%96%E5%99%A8
http://cht.a-hospital.com/w/%E5%B0%84%E7%B2%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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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性心肌炎的診斷標準  
 

田莒昌 /岐伯齋中醫診所

        現代西醫對於病毒性心肌炎的診斷主要是依靠「活體心肌內膜病理切片」(EMB)，但是

一般人不太可能立即就進行這種侵入性檢查，於是在先排除甲亢、二尖瓣脫垂及其它心臟病

後 ( 如冠心病、結締組織疾病、代謝性疾病、藥物等所致的心臟損傷 )，如果符合下列前三

項中的二項。

第一項、發病前有腸道感染或呼吸道感染病史、心臟受損的臨床徵候

第二項、心肌損傷釋放的血清酵素 (CK-MB、Troponin-T、Troponin I) 異常升高

第三項、心電圖檢查有異常表現，應該考慮病毒性心肌炎的臨床診斷，如果同時再加上；

第四項、病毒學檢查陽性等 ( 例如 PCR…)，基本上可以確診。如果完全依據上述標準

前面所述患者的確不能診斷為心肌炎，但是考慮到患者是在注射疫苗後發生症狀，所以應該

可以算符合第一項標準，另外雖然 EKG 及心肌酵素沒有發現，但是血壓心率有明顯的改變，

我認為也可以算是一項證據，在此提出，是希望可以供大家參考。

 

        最後，此例是中藥治療的效果，如果是在注射疫苗前即先服用中藥是否有預防的效果，

我的經驗是如果是平素心臟不好的人，可以在疫苗注射前一週就開始服用，如果是心臟功能

正常的人，在疫苗注射時，同時開始服用即可，我從注射新冠疫苗至今，累積病例少說應該

有 500 例以上，目前尚無一人發生意外，至於要持續服用多久，一般建議是服用至注射疫苗

後 1-3 週，但是還是要視脈證而定，無法一概而論。

盧三勝醫師醫案分享

盧三勝醫師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板英醫院

專長: 感冒、失眠、便秘、高血壓、眩暈、憂鬱症、糖尿病、中風後遺症、腰痛、坐骨神經痛、

五十肩、關節炎、痛經、白帶、子宮肌瘤、崩漏、多囊性卵巢、尿床、小兒轉骨、青光眼、

眼睛乾澀、眼睛流淚 \、蕁麻疹、痤瘡、痔瘡

案１．陳男，37 歲，背部痤瘡

110/10/16 病患整個背部都是暗沉色痤瘡，雙手臂也有，喜喝冰飲，平時流汗少，燥熱感，

大便一日一行，偏軟

診其脈右寸太陽點浮長緊，按之數，開立葛根湯 5.5g，連翹 2g，梔子 1g，生地 2g，赤芍 1.5g，

薏苡仁 1g，共 12 味藥

王濤老師望診有提到，膀胱經所過處有暗沉色痤瘡，且其人毛孔粗，用葛根湯治療，若瘡屬

紅腫者，才是清熱解毒，所以這也是為何前醫用清熱解毒藥不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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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23  病患回診，整個背部痤瘡消失，雙手肘內側疹樣全退，續以上方治療

案 2．一女，年約 40，頸部僵硬

110/10/04 病患運動後用冷水灌衝右頸部，出現僵硬酸痛，類似落枕情況，無法轉側，疼痛

拒按，感冒，流鼻水，喜喝冰飲，服用西藥止痛藥及肌肉鬆弛劑無效

診其脈右寸太陽點浮長緊，緊而有力，仿張國養老師用桂枝湯加川烏治肩周炎，開立葛根湯

7g，川烏 0.5g，烏藥 1.5g，雞血藤 3g，共 10 味藥

此即運動後，毛孔開，寒氣直入經絡

回診看其他病，病患反應之前服用中藥後諸症癒

案 3.林男，年約 55，痛風

110/10/27 反應腳的大姆趾疼痛，外觀紅腫，用手觸摸熱痛，否認喝冰啤酒，吃海鮮，但最

近有吃火鍋，之前有痛風史，體格壯實

診其脈右手沈而細，此細為濕氣閉阻陽氣的細，開立甘草附子湯，甘草 2g，桂枝 1g，炮附

子 0.5g，白朮 1.5g，加標藥土茯苓 3g，知母 1g，威靈仙 2g，共 7 味藥，科學中藥 2 天份

110/10/29 回診反應左腳大姆趾劇烈疼痛感消失，外觀無紅腫

所以痛風並非只有濕熱，若處於慢性或體質寒濕，還是能用溫陽藥搭配標藥治療痛風

案 4.黃男，62 歲，心律不整

110/10/28 西醫檢驗有心臟疾病，打完莫德納疫苗後突發心悸，心律不整，頭暈，影響睡眠

狀況，精神乏力，夜尿頻繁

診其脈右尺細，左寸結代兼細，開立炙甘草湯 8g，柏子仁 2g，氣推動力量不足，張老師經

驗加當歸，川芎，再加肉從蓉 1.2g，治大便不暢，夜尿頻，共 13 味藥

110/11/06 反應心律不整及心悸改善，睡眠品質也整個改善

心律不整，血糖高，血壓高，血脂高都會導致夜間不好睡，腎病症候群會導致蛋白尿，漢方

家矢數道明認為會導致失眠，但西醫也認為失眠會加重蛋白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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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5.郭女，60 歲，胃酸逆流

110/11/01  凌晨 2 點才入睡，睡眠約 5 小時，會再午休 1 小時，精神乏力，大便不成形，細

小條，腹脹嚴重，腹痛，其人消瘦

診其脈右關浮大虛，開立小建中湯 8g，加茯苓 1.2g，砂仁 165g，火麻仁 2g，共 9 味藥

小建中湯腹證為臍上有正中芯感，但常不見有此狀，腹力偏虛，腹直肌拘急，但偏無力，若

心下到臍上有振水音，加茯苓

110/11/08  病患回診反應腹痛消失，大便成形，胃酸逆流改善

虛勞裡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案 6.黃女，47 歲，頭痛

110/11/05  劇烈頭痛，胃酸逆流，工作精神壓力大，口渴，胸悶痛

診其脈左關弦，脈氣撐寬，開立大柴胡湯 6g，脈氣前衝寸部，加夏枯草 2g，菊花 2g，右關

微滑，加黃連 1g，蒲公英 2g，共 11 味藥

大柴胡湯腹證，右胸脅滿悶痛感拒按，兩側腹直肌厚實感，寬大感，有抵抗感，按壓腹部有

底力

110/11/08  回診針灸，反應胃酸逆流改善，頭痛消失

大柴胡湯證有時會伴隨肩強凝感，大塚敬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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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案 7.盧男，75 歲，小便惡臭

110/11/01 病患主訴小便有泡沫，偏黃，有嚴重惡臭味，敲擊無腎區痛，腎功能不佳，中風史，

服用西藥控制中，飯前血糖 120mg/dl，人肥胖，診其脈尺部內側少陰點細數，開立豬苓湯

6g，萆薢 1.5g，蘆根 2g，苦蔘 1.2g，敗醬草 2g，共 9 味藥

豬苓湯腹證 : 腰以下滿腫，而上身不腫

110/11/09 病患反應小便無泡沫，無惡臭味

李蔡榮醫師分享 :

李蔡榮：胃酸逆流病患屬太陰病，大便不暢一般加白芍，若偏實加大黃，但此病患大便不成

形，細小，可是大便不易，所以我只加火麻仁動腸，促進其蠕動，不再傷脾，結果其大便自

然成形，變粗。但後來我思量，脈虛，或許也能加黃耆，既補脾，又能推動腸道蠕動

李蔡榮：矢數道明及大塚敬節等漢方家多用五苓散及防己黃耆湯治療腎功能不佳或蛋白尿等

問題，腎功能不佳是病患說去西醫診斷所說的，這病患也不清楚西醫的診斷，也沒向醫院要

檢驗報告，75 歲，中風史，講話顛三倒四，此例只服一星期藥，我認為腎功能應該還沒恢復，

只是症狀改善。

李蔡榮：麻煩三勝學長持續追蹤說明，另外若患者檢查是在醫院可用您的醫事卡上雲端就抓

得到數據或問患者是否下載健保快易通有他本人健康存摺數據，若在診所一般不會上傳就問

患者診所是否有給報告，腫瘤及各種慢性病都能如此查詢非常好用。

案 8.徐男，24 歲，自述妥瑞症

110/11/13 自述某次車禍後就出現妥瑞症，只是西醫還未有報告指出車禍後會導致妥瑞症的

發生，倒是有車禍後癲癇的發生，不過癲癇發作抽動時，會伴隨意識的喪失，而妥瑞症會很

清楚當下的言行，還有部分是車禍後服用某些西藥後的副作用也會導致抽動。

診其脈左關內側細線偏無力，延伸到左寸內側，右關弦，我會仿劉保和醫師的緩肝方，即甘

麥大棗湯，加白芍，陳皮，再加標藥鈎藤

腹證 : 無胸脅苦滿證，心下無痞硬無壓痛，兩側腹直肌拘攣，但此病患有上健身房做腹部核

心肌群習慣，需去除運動造成的干擾，所以在離腹直肌約 5 公分處以 45 度斜插進肌肉層，

結果鬆軟偏無力，這是虛證。

臍右有結塊壓痛感，在日本傷寒派腹診中提到右腹直肌拘攣，臍右有結塊，是甘麥大棗湯指

徵，兩側腹直肌拘攣加白芍。

此病患在心下處，以中指及無名指扣打有振水音，且臍上有動悸感，提示加茯苓，桂枝，所

以我若診治此病患的疑似妥瑞症，會開立甘麥大棗湯，加白芍，陳皮，茯苓，桂枝，鈎藤，

只是他先治濕疹。

右關弦，按之虛，顯示肝木克脾土，所以以甘麥大棗養中，加白芍柔肝

矢數道明先生也有多例用甘麥大棗湯治小兒癲癇的有效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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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 107 年臺灣死因統計，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為 48,784 人，為死因排行第一名 [1]，而

肺癌是臺灣人四大常見癌症之一，也是臺灣人癌症死亡人數最多者，其中非小細胞肺癌在男

性及女性均為第三常見的癌症，並且和肝癌、大腸直腸癌及乳癌皆為最常見的癌症死因 [2]。

根據臺灣癌症登記檔的統計，肺癌最常見的型態為肺腺癌，占 51.1%，其次 19.7% 為鱗狀上

皮細胞癌，這兩類均歸屬於非小細胞肺癌 [3]，尤其是無抽煙的女性及年紀較輕者更是肺腺

癌的好發族群 [4]。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臺灣肺癌病人的五年存活率為 15.9%，第四期的

肺癌病人五年存活率則為 4.9% [5]。

 

       目前針對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治療指引 [6]，第一期及第二期的病人以手術為標準治療，

放射治療對於不選擇手術治療的第一期患者，五年局部控制率可以達到九成 [7]。針對第二

期及第三期有淋巴轉移的病人，輔助性化學治療 (adjuvant chemotherapy) 可以改善五年存

活率，標準療法是以鉑金製劑 (Cisplatin) 為主的雙藥療法，針對第三期的病人，則建議同

步進行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而對於第四期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則應評估體能狀況及基因

檢測報告後再決定治療方向，包括化學治療、標靶治療、免疫療法或支持性療法 [8]。

肺腺細胞癌如果有表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突變，

則對表皮生長因子受器 -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 (EGFR-TKI) 具有高敏感性 [9]，針對肺腺癌細

胞上突變的分析，女性族群、年紀大及非抽菸者有較高的比率為帶有表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

突變 [4]。目前針對非小細胞肺癌的標靶治療主要以表皮生長因子受器 -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

的藥物為主，臺灣有使用的包括艾瑞莎 (Iressa, Gefitinib) 及得舒緩 (Tarceva, Erlotinib)，

過去利用癌症登記檔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第三期及第四期肺癌患者具有表皮生長因子受器

突變者，使用表皮生長因子受器 -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治療相較於使用傳統化學治療有較佳的

存活率，第一期及第二期的肺癌患者使用表皮生長因子受器 -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對於存活率

的改善則效果有限 [10]。目前免疫治療也是一個受到期待的領域，利用調控免疫檢查點的單

案 9. 一男，年 70 歲，腰痛，頻尿，雙腳無力

110/11/01 主訴精神乏力，腰酸痛，整天頻尿，雙腳無力，行走緩慢，語言低聲，喋喋不休，

納可，可吃一碗飯

診脈右尺沈細弱，關不虛，開立八味地黃丸，加川牛膝，杜仲，頻尿再加益智仁，桑寄生補

腎氣，共 12 味藥

腹證:臍下小腹不仁，凹陷，指感如按綿，可是臍下無正中芯感，但臍上腹部膨隆，腹力中等，

無振水音，無悸動感，顯示脾不虛，大塚敬節及矢數道明等人經驗，用八味地黃丸不能有脾

虛症狀，若脾腎兩虛要另外選方

110/11/15 病患反應精神稍佳，腰痛些微改善，雙腳無力改善約 4 成，頻尿仍頻

李蔡榮醫師分享 :

李蔡榮：您妥瑞患者說治濕疹，請問您的處方還是如文所言還是其他處方？

李蔡榮：三勝學長每每看您分享醫案說理引經據典，中醫有您真好！

李蔡榮：濕疹因為男病患習慣熬夜晚睡，他只要晚睡，濕疹就加重，跟免疫功混亂有關，脈

三部內側細澀，所以開烏梅丸，然後他臍右有壓痛感，這是血瘀明徵，舌下有瘀絡，加桃仁，

川牛膝（濕疹雙腳多，川牛膝能活血，走下焦），牡丹皮，茯苓。

腰痛阿伯若脾腎兩虛您建議的處方？若脾虛有振水音，要用茯苓劑，會開六君子湯，腎陽虛

加附子，腎氣虛加桑寄生，益智仁，腎精虛加補骨脂，黃精，還有赤芍，脾虛尚有臍上腹力

偏弱，甚至腹部凹陷，或肋角弓小於 120 度等症狀

，腎虛除了小腹按如豆腐軟無力，也有可能臍下有正中芯感，甚或臍下兩側少腹腹直肌拘攣，

雙腳冷，或臍下腹皮溫度低等症狀，感謝三勝學長非常詳盡的說明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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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抗體來達到活化體內 T 淋巴球免疫以治療非小細胞肺癌 [11]，目前臺灣健保已開始針對

非小細胞肺癌無法接受化學治療且沒有表皮生長因子受器突變的患者，有條件地給付免疫檢

查點抑制劑的使用。

 

       雖然西方主流醫學對於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不斷進展，從手術治療、傳統化學治療、放

射線治療到標靶治療及免疫治療，但仍有其限制及副作用，部分患者因此尋求中醫藥輔助治

療以減少西醫常規療法的副作用，臺灣衛生福利部將癌症患者納入「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

疾病輔助醫療試辦計畫」已執行多年，後續又增加特定癌症患者門診加強照護，提供癌症患

者在接受西醫治療的住院期間中醫治療之健保給付及非住院時間的中醫門診加強照護，使癌

症患者在接受西醫治療時有更高的意願同時接受中醫藥治療。本計畫主持人團隊過去根據臺

灣健保資料庫分析發現肺癌患者有 9.2% 患者接受中醫藥輔助治療 [12]。

 

       過去的研究過也顯示在 2000 ~ 2010 年間罹患非小細胞癌並接受標靶治療的患者，大約

有接近 30% 的人有接受中醫藥輔助治療 [13]，顯示罹患非小細胞肺癌且接受標靶治療者在

所有肺癌患者中，其使用中醫藥治療的比率較高。根據過去利用健保資料庫重大傷病檔的分

析結果顯示，2000 ~ 2010 年間在臺灣罹患非小細胞肺癌並接受標靶治療的患者，最常使用

的複方中藥濃縮製劑為清燥救肺湯及百合固金湯 [13]，接受中醫藥輔助治療的患者，相較於

單純接受西醫常規治療的患者，存活率有明顯改善。根據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的結果

也顯示，接受標靶治療的非小細胞癌患者，中醫藥輔助療法有較佳的一年存活率、兩年存活

率及較長的無惡化存活時間 [14]，並且顯著減少標靶治療的副作用如皮膚紅疹、噁心嘔吐及

腹瀉 [15]，但在所有收錄的研究當中，僅有少數具有隨機分配及雙盲的設計，可能造成研究

的誤差，各個研究當中使用的中藥處方也不一致，此外，許多研究並沒有提供病人肺癌細胞

是否具有表皮生長因子受器突變的資訊，造成研究的歧異性。針對晚期非小細胞癌患者使用

第一線化學治療藥物治療者合併使用中藥益氣、養陰處方的多中心、隨機雙盲臨床試驗顯

示，併用中藥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無惡化存活時間、體能狀況及臨床症狀包括疲倦、喘、食慾

降低及口乾 [16]。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使用健保資料庫及衛生福利部資料科學中心資料庫分析臺灣非小細胞肺癌

患者的社會人口學特性與中西藥合併使用情形，並分析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接受中藥輔助治療

常用複方濃縮中藥與單味中藥、使用頻率及劑量。分析中藥輔助治療是否影響非小細胞肺癌

患者之存活率及探討中藥輔助治療是否造成嚴重肝腎功能受損。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篩選出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新診斷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共 41,604 

人。依照病人在確診非小細胞肺癌後是否接受中醫治療分為中西醫治療 (10,687 人，50.47%) 

及單純西醫治療 (10,486 人，49.53%)，從這個結果可以發現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大約有一半左

右同時接受中西醫治療，而且 (1) 年齡較年輕 (2) 女性 (3) 癌症臨床分期比較早期的患者比較

常接受中西醫合併治療。

 

將接受中西醫治療與單純接受西醫治療的兩組病人經過條件配對後各納入 8415 人，兩組在

性別比例、年齡分布、共病症、肺癌臨床分期、手術治療、化學治療及放射治療都沒有明顯

差異。中西醫治療的病人中單純接受中藥治療者最多，接受中藥治療合併針灸 / 傷科治療者

次之，單純接受針灸或傷科治療而完全沒有吃中藥的人數最少。

 

       根據配對後納入研究的病人進行存活率分析，相較於單純接受西醫治療的病人，中西醫

治療的病人存活率比較高，在不同年齡層、不同癌症臨床分期都可以看到同樣的結果。再根

據病人接受不同的西醫常規治療進行分類，不論有沒有接受手術治療、有沒有接受化學治療

或是放射線治療的患者，同時接受中醫治療的死亡率都明顯比單純接受西醫治療低低，這個

結果顯示中西醫結合治療可能對肺癌病人的預後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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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納入研究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分析最常用的十個中藥複方及其每日劑量，發現最

常用的中藥複方為清燥救肺湯，每日平均劑量為 5.54 克，第二至四個常用的處方為香砂六

君子湯、炙甘草湯及血府逐瘀湯，平均每日使用劑量分別為為 4.90 克、8.22 克及 7.74 克。

第五到十名常用的方劑則是小青龍湯、麥門冬湯、沙參麥冬湯、半夏瀉心湯、小柴胡湯及甘

露飲，由此可知肺癌病人在接受西醫治療時常表現出肺陰虛的現象，症狀可能包括乾咳或是

咳嗽痰黏、口乾等症狀，有些病人可能合併有腸胃道症狀或疲倦症狀。肺癌病人最常用的單

味藥包含抗腫瘤的白花蛇舌草及半枝連，化痰的貝母、桔梗、杏仁，清肺熱的魚腥草和黃芩，

活血化瘀的丹參和大黃，補氣的黃耆。

 

       根據配對後的病人分析兩組患者在診斷肺癌後追蹤期間發生急慢性肝炎、急性腎衰竭或

慢性腎病的發生風險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有接受中醫中藥治療的患者，發生急性腎病、慢

性腎病及急慢性肝炎的機率並不會比單純接受西醫治療的患者高，由此可見，非小細胞肺癌

病人併用中醫治療並沒有增加肝腎毒性的副作用。

四、結論 

       由本研究可知，中西醫合併治療對於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可能可以改善存活率，且沒有

明顯肝腎毒性，最常用的三個中藥複方為清燥救肺湯、香砂六君子湯及炙甘草湯。針對這些

病人，除了本研究統計出來的常用中藥處方，包含補肺陰、化痰、補氣、活血化瘀及抗腫瘤

中藥外，仍需由中醫師根據個別病人進行望聞問切四診及辨證後進行適當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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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寒濕大將：胡椒粉

天天喝中藥調理，很多人無法持續，因為湯藥味道好的方子真不多，天天都要喝點藥，

心理上很多人會抗拒。但是廚房裡的調味料可就不同了，它們味道好，促進食欲，關鍵還

能有不錯的藥效，這樣的調味品，大家可要善於運用，對於合適的人群來說，不亞於藥療。 

介紹這驅寒濕大將：胡椒粉！

不論白胡椒還是黑胡椒，都是廚房裡面經常見到的身影，不僅是美味的調味料，還是

味中藥，每吃餛飩、麵條等一類佳餚時，如果沒有胡椒粉的參與，總感覺少了點鮮香味。

胡椒味辛，大溫，無毒，入脾、肺、胃、大腸經，有溫中下氣、消痰解毒的功效，特

別適合脾胃、肺腸虛寒痰多之人，其中白胡椒的溫熱藥力，比黑胡椒更強一些。

《本草衍義》裡說：胡椒，去胃中寒痰吐水，食已即吐，甚驗。過劑則走氣，大腸寒

滑亦用，須各以他藥。

《本草綱目》裡說：胡椒，大辛熱，純陽之物，腸胃寒濕者宜之。

胡椒性的溫熱特性，特別善於溫中散寒，對平時脾胃虛寒、胃腹冷痛、腸鳴腹瀉的人

群，都有很好的調養作用，有網友說：自己的 20 來年的胃寒冷痛，就是堅持吃胡椒治癒的；

如果受了點風寒，感覺要感冒了、鼻塞了，可以取點胡椒粉配紫蘇葉，喝湯發汗，或者乾

脆用點胡椒粉刺激鼻孔，連續打幾個噴嚏，噴出寒氣，都能有效改善症狀、截斷病程；胡

椒裡還有種胡椒堿的成分，國外有研究說，這個胡椒堿還有防乳腺癌的作用；胡椒還有種

特別的芳香氣味，能促進消化液分泌，令胃口大開，增進食欲，增強脾胃消化吸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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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肺寒痰多的人群，可在做菜時，經常添加食用白胡椒，吃了以後，可以溫肺下氣、化

痰止咳，一般咳嗽痰多、而且虛寒之人，可以多多食用胡椒；胡椒還有明顯的殺蟲抑菌、

祛除腥味、解油膩、助消化的作用，可以解魚蝦肉毒，吃了這類海鮮葷食，有人容易高發

胃腸疾病、中毒腹瀉，胡椒和紫蘇葉一起配伍，解毒提鮮，最是安全美味；

還有的人特別喜歡吃涼拌菜，但是脾胃虛寒，這個時候加點白胡椒粉，以去涼防寒，

起到中和作用；

白胡椒的作用：

胡椒氣味芳香， 是人們喜愛的調味品之一。 胡椒大部分都生長於高溫和長期濕潤地區， 

性味辛熱， 因此溫中散寒止痛的作用比較強。

白胡椒的藥用價值稍高一些， 調味作用稍次， 它的味道相對黑胡椒來說更為辛辣， 因

此散寒、健胃功能更強。

1、胡椒性溫熱， 善於溫中散寒， 對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腸鳴腹瀉都有很好的緩解

作用，並可促使發汗， 治療風寒感冒；

2、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堿， 也含有一定量的芳香油、粗蛋白、澱粉及可溶性氮， 

具有祛腥、解油膩、助消化的作用， 其芳香的氣味能令人們胃口大開， 增進食欲；

3、肺寒痰多的人可將白胡椒加入羊肉湯， 以溫肺化痰；

4、有胡椒的菜肴不易變質， 說明胡椒還有防腐抑菌的作用， 而且它可以解魚蝦肉毒。

6、平時吃涼拌菜， 最好也加點白胡椒麵， 以去涼防寒。

7、有些人容易肚子痛， 是由於腸胃虛寒造成的， 可在燉肉時加入人參、白朮， 再放

點白胡椒調味， 除了散寒以外， 還能起到溫補脾胃的作用；

胡椒粉雖好，但是由於胡椒是辛熱大將，每次也別多吃，1 克以內就差不多了，可以經

常不斷的吃點，日久見功！提醒發炎、上火、陰虛之人不要吃胡椒的，否則更容易動火傷

氣噢。

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 

2021 中醫骨科手法工作坊學術研討會 
各位中醫界先進道長大家好: 

    中醫傷科既有的強項核心技術。提供骨折 脫臼診療服務的醫師，最容易取得病人的信服。隨著健保給

付的調整，傷科醫學會將骨折脫臼整復診療的臨床教學作為重點，提升中醫師的 技術水平。本次論壇特邀

請 3位學識與臨床經驗豐富的醫師，從多個角度切入探討骨折的診治，包括骨折癒合機制、創新石膏副木

的運用、內用藥與外敷膏藥、臨床復位手法技術機理、臨床案例報告、功能鍛 鍊與後遺症的處置。內容豐

富，歡迎各位中醫同道踴躍報名參與。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中醫部 

活動時間:110年 12月 26日      活動地點:高醫附設醫院 第三講堂(W棟 2樓)  

時 間 演 講 主 題 主 講 人 

13:25-13:30 黃蕙棻理事長 

13:30-14:20 上肢損傷整治手法 林正哲醫師 

14:20-15:10 下肢損傷整治手法 陳泰佑醫師 

15:10-15:20 休        息 

15:20-16:10 
現代中醫骨傷科可以做得很好的骨折醫案： 

Colles’ Fracture in Distal Radial fractures 卓青峰醫師 

16:10-17:00 女性尾骨骨折的中醫傷科治潦 黃蕙棻醫師 

 

 

 

 

 

 

※因為疫情關係, 進出醫院需要打過疫苗或是活動三天前證明 

學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已完成二劑 

且>14天 未完成疫苗接種，是否檢驗 檢驗日期 

      

      

※打滿疫苗2劑注射且過14天後，或是活動前3日內的快篩報告 

中醫骨科手法工作坊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姓名  手機  
會員 
編號  

地址 □□□  

（一）研討會報名費用 (預先報名 12/16 前，以劃撥日為準) 

   中醫傷科醫學會員及非會員1,000 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師1,000 元 

      見實習學生1,000 元（憑證入場）      

（二）中醫師全聯會醫事課程點數4點    申請全聯會中醫師點數4點，酌收點數費400元 

(必填→)中醫師證號：                  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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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智醫師特別講座通告

呂文智醫師
現任:
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專長:內科、婦兒科 
特別門診: 
不孕症、感冒、胃腸發炎、不孕症、感冒、胃腸發炎、
調理身體。行醫近三十年。

中醫臟腑病脈診建構理論與臨床經驗分享

【課程摘要】
中醫將人體分為氣、血兩部分,並將身體疾病歸類分為氣虚、血虛、
陰虛、陽虛四種,再配合五臟六腑相對應形成臟腑病、經絡病，而診斷
疾病理法方藥均有規則，辨證論治中以四診望聞問切為要，四診又以
切診為奇，今就脈學理論建構,二十九脈區別，臨床應用心得，梳理
闡明，玄冥幽微,陰陽會通，精究方術，全人天年，禆不辱杏林。

本課程同步視訊google meet

中醫經絡病脈診建構理論與臨床經驗分享

9:30-11:00

11:00-12:30

中醫當代名家臨床經驗傳承系列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上課日期：111年元月16日
上課地點：台大景福館1F演講廳-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之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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