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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林展弘

每逢3、6、9、12月出刊
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10屆理監事，即將於10

月23日進行改選，並將產生新的理事長；面對國內經濟成長萎

縮，如何提高中醫健保總額，維護中醫之權益，亟須要下一屆推

舉出一位熱心公益，有學識及能力，具有人脈豐沛的理事長，領

導中醫界，再創中醫的新局。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3屆理事長陳旺全教授道德人品俱

佳，學識淵博，熱心公益服務。陳醫師為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教授、國家文官學院講座教授，歷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員、考試院中醫特高考典試委員。

陳旺全醫師更具備卓越的領導能力，歷任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第2屆理事長、台

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3屆理事長。在全聯會多年來追隨巫水生、林昭庚、林永農、孫茂

峰及何永成等5位理事長，膺任全聯會第3至第9屆共21年的常務理事，襄助歷屆理事

長，著力甚多。有關中醫學術的推展、健保權益的爭取及中醫政策的推動，折衝於中

央層峰及公務部門，其大公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令人敬佩。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8屆全體理監事一致推舉陳旺全教授參選中華民國中醫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第10屆理事長。同時陳教授受到全國各縣市公會醫界道長的支持，我

們企盼全國中醫界能共同鼎力支持陳旺全教授，參選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10屆理事長，服務全國中醫界，為提升中醫師的地位與尊嚴，共創中醫美好的前

途。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歷屆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一致支持陳旺全理事長競選全聯會第十屆理事長。

團結和諧發展．再創中醫新局團結和諧發展．再創中醫新局

 2016/7/3-4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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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期/第 2 版中醫藍海策略

團結 鞏固 力爭

團結／建構和諧中醫團隊．六區總額合理分配
一、共識性的合理分配/ 建立六區共識之合理預算分配，尊重北中南輪值理念，延續全聯會服務團隊。
二、暢通公務對話窗口/ 建立行政立法部門的對話窗口，主導中醫藥政策。
三、結盟合作醫事夥伴/ 針對中醫藥法案議題，結盟其他醫事團體，跨越藩籬創造多贏。
四、維護中醫藥的聲譽/ 建立媒體資訊回應小組，即時澄清對中醫藥不實之報導。

鞏固／維護中醫執業地位．擴大爭取中醫總額
一、維護中醫執業地位/ 中醫相關專法通過前，積極協調相關單位，確保醫師執業尊嚴。
二、確立中醫學術地位/ 結合學術及臨床研究，確立中醫特色之實證醫學。
三、多元曝光爭取總額/ 舉辦中醫博覽會、講座及國際論壇，增加中醫曝光率，提升中醫利用率，爭取中醫總額。
四、延攬專家建構智庫/ 延攬醫學、藥學、食安、公衛、法學、傳播等專家學者為中醫的智庫。
五、提升中醫藥司位階/ 順應 WHO 向全球各國倡導傳統醫藥發展策略，建議衛福部修正中醫藥管理法規，提升中
                                           醫藥司為中醫藥署，促進台灣傳統醫藥的健全發展，以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

力爭／推動中醫相關法案．提供優質執業環境
一、加速研訂相關法令/ 推動中醫藥發展條例，積極促成中藥師法及輔助人員法。
二、醫師員額總量管制/ 向教育部要求實施中醫學系招生員額總量管制，堅決反對國外及大陸中醫學歷之認證。
三、擴大中醫服務範圍/ 爭取中醫納入戒菸、戒毒及長期照護體系。
四、爭取中醫納入課綱/ 推動中醫藥教材列入國民教育課綱。
五、爭取立院黨團支持/ 在立法院爭取各黨團對中醫藥相關法案之支持，爭取中醫師開立、判讀Ｘ光及檢驗單。
六、協助會員應對稽查/ 遴選專員設立專線，協助會員應對公務稽查。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十屆理事長參選人

提升中醫師的職業地位與尊嚴

學歷  日本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
考試院中醫師特考及格

現任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教授
考試院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典試委員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
國家文官學院講座教授
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國醫藥研究發展基金會常董
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董事
立生中醫診所院長

經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中醫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針灸研習班教師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審議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員
考試院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典試委員
考選部中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中央健康保險局醫療品質審查委員會委員
中央健康保險局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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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31 期 推薦專函

「溫文儒雅，謙恭有禮」是陳旺全醫師給人的第一印象，無論會議或公開演講除了內容確切，

精彩豐富，辯才無礙，更是妙語如珠，幽默詼諧，陳旺全醫師二十年前已經擔任全聯會常務理

事，當時就已經展現出個人才華與魅力，且多次透過他與政界好友的私人情誼，協助全聯會完成

多項重大任務。

旺全兄好學上進，臨床診務每每門庭若市，也因醫術高超，令許多西醫及政商界的朋友折服，

進而成為莫逆之交。雖已過不惑之年，仍孜孜不倦赴日攻讀取得博士學位，且積極投入教學工

作，每週遠從臺北南下高雄義大授課講學內容新頴實用，臨床門診都獲得病患熱烈好評，且持續將

學術研究論文於國際期刊發表。其傑出學術成就經審定通過，榮獲義守大學醫學院教授。

陳醫師多次獲邀至總統府、五院及各級政府機關演講，並常應邀至國外及大陸演講，亦常在各

團體演講，向民眾推廣中醫，積極提高民眾對中醫的信賴度。截至目前仍是各媒體競相邀約採訪

的對象，行銷中醫，建立中醫師形象不遺餘力。

公共事務方面，陳醫師歷任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員、考試院典試委員、台灣中醫臨床醫學

會理事長、臺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全民健保台北區中保會主委、全聯會常務理事 (迄今已有七

屆) 兼發言人，目前為華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人脈豐沛，處事圓融，是不可多得的中醫理事長人

選。

全聯會這幾年在何永成理事長的領導下展現出難得的和諧氣氛，此刻中醫界若能更團結，倚重

陳旺全醫師對內善於溝通協調能力，建立更有向心力的團隊，對外利用與公務部門的良好互動，

爭取更多資源，創造優質的執業環境並能為國人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讓全體中醫師共享榮

耀。

我認識的陳旺全醫師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

高雄市中醫師公會終身職榮譽理事長                          醫師特別推薦

中保會台北區分會主任委員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第2屆理事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3屆理事長
中醫報導雜誌總編輯
台灣中醫醫學雜誌總編輯
中醫全聯會養生保健系列手冊總編輯

 3. 養生藥膳
 4. 健康旅遊護照有聲書
 5. 養生保健DIY

  6. 順時保養有元氣
  7. 蔬果養生宜忌
  8. 戰勝疾病保健康
  9. 醫師的良心處方
10. 健康百寶箱
11. 養生小舖
12. 一味中藥健康之鑰
13. 內‧外科疾病700問
14. 健康美麗Follow me

15. 陳旺全神效穴療
16. 家庭養生保健600問
17. 婦科‧兒科‧皮膚科疾病600問
18. 圖解免疫力與自然治癒力
19. 圖解自療女性自律神經失調症
20. 陳旺全神效瘦身法
21. 抗過敏So Easy
22. 漢方決定版
23. 一味中藥祛病良方
24. 疼惜生命‧中醫養生
25. 穀物蔬果養生宜忌

榮譽   91年全國好人好事代表榮譽獎
105年中醫杏林獎

著作   1. 中醫學術論文專輯
2. 奇特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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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政公文  

1.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5年4月25日(105)全聯醫總成字第1218號函：

有關中藥之藥袋包裝應標示內容品項注意事項。

2. 台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105年5月2日台中教育榮字第2016005002號函：

衛福部委託105年度「培訓中醫臨床師資培訓計畫」。

3.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5年5月23日(105)全聯醫總成字第1323號函：

有關衛福部對於「中醫診所內陳列販售之保健食品、青草膏、中藥材、醫療器材、化妝品等產

品，是否符合規定一案」。

   健保資訊

1.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年2月26日中執會台北(3)明字第069號函：

轉知會員踴躍參加「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及使用「健保雲端藥歷查詢

系統」。

2.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5年5月23日(105)全聯醫總成字第1320號函：

檢送衛福部105年4月28日令「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3.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5年5月23日(105)全聯醫總成字第1321號函：

檢送衛福部健保署105年5月10日公告「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4.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年5月16日中執會台北(3)明字第085號函：

中醫慢性病相關規定及申報方式。

5.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年5月26日中執會台北(3)明字第090號函：

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雲端藥歷系統」適法性說明，請輔導及宣導配合辦理「鼓勵

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及「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查詢使用。

6.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5年5月30日(105)全聯醫總成字第1332號函：

為推廣中醫門診總額特殊專案的執行，請協助調查轄區院所醫院是否有需參與課程取得各項專案

資格。

   ※以上公文及公告全文暨附件表格請上公會網頁瀏覽 www.tpcma.org.tw

第 31 期/第 4 版醫政公文

林理事長出席台北市15大醫事團體聯誼會
（105.03.25）

舉辦台北市理監事暨醫界聯誼餐會
（105.03.27）

舉辦院所稅務申報及勞基法說説明會
（105.03.27）



2016/06/20 2016/06/2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2016/06/20 2016/06/2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5 版/第 31 期  活動看板

幹訓成果紀實

立夏騎車記趣   

                   文／林守志醫師

初夏，5月15日一個和煦的早晨，牽著隨手可得的U-Bike，睡眼惺忪地挨著公會的賢達們，於台灣大學校

門口騎向河濱公園的腳踏車車道的…入口。你知道!瑪莉兄弟進出水管看到的，總是令人期盼。彷彿從，一邊

是凌晨寂靜都市叢林，到，一邊是蛙鳴鳥叫擁擠的桃花源，一扇水門著實隔著不一樣的生態。黎明的河濱公園

熱鬧的像夜市，攜來人往，騎車的騎車，跑步的跑步，還有馬場町旁駐紮的露營家庭，大家享受著晨起的明

媚。悠遊大稻埕到關渡的藍色公路的寧靜，襯托著魚躍翻騰的漣漪，船隻停泊成為白鷺鷥的餐桌，這吃到飽的

漁餐廳，你必須穿梭在牠們之中，頓時忘了一身的俗事纏身與早起的疲倦。

全體醫師於淡水捷運站廣場會合，並且騎完30km的腳踏車的午後，瞌睡蟲應該出現的時候，竟然一點睡

意也沒有。而且精神抖擻，頭腦清楚做起事來行雲流水，表定該完成的事情也一一完成了。瞌睡蟲怎麼躲起來

了!該不會是早上騎車後，精神變好的吧?下午全體理監事及幹部參加在公會舉辦幹訓活動。

想找出甚麼因，索性翻翻24節氣，5月初正值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個節氣，這不正是應該夜臥早起，無

厭於日，使氣得泄的日子嗎!原來公會安排的活動，也是合乎內經所說，夏日養心，早起無厭於日，在夏天的

日子使氣得泄，騎車流流汗，必免壯火食氣。而文獻Exercise and fitness in the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提到，運動可以改變血脂成分，減少血壓與降低血糖，多種好處無不與心血管相關，而夏季正是養心

的好時機。趁著清晨和煦的陽光，照著皮膚吸收鈣質強化心臟，肌肉的訓練使瓣膜血流回流更順暢，燃燒細胞

清除肝醣庫存，重啟著胰島素對糖分的敏感度。對於長期久視傷血、久坐傷肉的中醫賢達們，這樣的活動最適

合、也最需要照顧您的健康。原來公會都是這樣看顧著您。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在林理事長展弘與諸位在公會服務的賢達，精心為會員們安排的的活動，總是蘊藏

著驚喜。今年公會將台北市劃分12行政區，加強彼此的聯絡，冀望能全面提升服務會員，歡迎大家的加入公

會的大家庭與12行政區的Line喔!

2016台北巿中醫運動休閒節
主題：健康慢跑做公益

一、緣      起：為配合台北市政府於2017辦理世界大學運動會。鼓勵會員從事體育休閒活動，促進醫界交流
聯誼，提倡廣中醫養生保健，並廣邀巿民大眾共同參與，促進中醫師及巿民的健康；發揮愛
心，慢跑做公益。本次活動為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的宣導活動之一。

二、目      的：倡導本會會員在診務之餘能利用閒暇從事運動，鍛鍊強健的體魄。從簡單的慢跑 (快走) 開始
，每天有恆的利用時間完成簡單的慢跑運動，以達運動強身健體的作用。本次的慢跑活動結
合了公益，只要會員能完成大安森林公園紅土跑道一圈，台北巿中醫師公會就代捐出200元
給弱勢公益團體。希望台北巿中醫師公會的會員，一起出來為公益而跑，為自己的健康而
跑。

三、辦理單位：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四、活動時間：2016年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08:00-12:00

五、活動地點：台北巿大安森林公園（紅土跑道）
      集合地點：台北巿大安森林公園2號入口小廣場（兒童小舞台場地）

六、參加人員：台北巿中醫師公會會員，各中醫學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院區中醫科，及各中醫藥相
                          關廠商成員及社會大眾人士。

七、活動項目：1.慢跑作公益、2.慢跑相關衛教（有獎徵答）3.行前大會操（暖身操）、4.中醫健康義診
           5.慢跑成果公益捐贈、6.運動傷害防護與自我保健衛教（有獎徵答）7.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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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傷研修見習                                                文／常務理事陳曉鈞醫師

本會於5月29日針傷醫學特殊手法研討會，邀請的主講者，皆是一時之選，因為這些大師級的

講師看診都是要自費的。本會林展弘理事長，有鑑於健保的總額限縮醫師的發展，所以提出了中醫

的藍海Ｇ10，希望經由計畫的推動，使參與的醫師的收入，可以增加10%以上，而第一次推出課程

的就是5/29的講師群和其後續的深度課帶狀課程；本會副理事長，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溫崇

凱博士的溫氏現代針灸，頭皮針篇，溫理事長的整合針法是將其所學的針灸、頭針、眼針、舌針、

耳針、傳統體針、董氏奇穴整合在一起，加上對現代神經學，內分泌學，用來治療奇症，難症，並

獲得良好的效果。

盧文端醫師的運動損傷中醫徒手療法實務課程，則是用徒手的的方法，舉凡運動過程中所造成

的傷害如扭挫傷，甚至骨折，慢性勞損，皆可用徒手來治療…

高宗桂醫師剛在本會開了穴位埋線臨床課程，接下來就是針刀臨床應用課程，高教授本身也是

針刀醫學會的理事長，是國內針刀治療的第一把交椅，臨床許多因難的病症例如五十肩，坐骨神經

痛，椎間盤突出，媽媽手，腕隧道症候群等等，用針刀治療有很好的療效。

針傷研討會中醫師出席熱烈 針傷研討會學員專注研習林展弘理事長致贈感謝狀予高宗桂教授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社團活動一覽表

類別 活動時間 地 點 主 辦 人

登山社 每月第三週日上午
105年9月4日(日)
三峽滿月圓至東眼山雙北大會師
集合地點另行通告

會長：簡鸞瑤醫師
0920-039061

羽球社
每月第一週日

PM 14:00~17:00
聯友羽球活動中心
新莊市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1號3樓

會長：陳潮明醫師
0918-351050

高爾夫球
國醫盃比賽

每月第二週二
上午06:00開球

105年9月11日(日)北北桃高爾
夫球比賽
報名時間請早俾利安排人數及打球組
比賽地點另行通告

會長：鄒政虢醫師
0935-611422

歌唱聯誼社
每月第四週日
下午13 : 00

佳盈名商聯誼會(捷運中山國中站)

台北市民權東路3段136號2樓之1

會長：蕭安廷 醫師
0912-922500

健康舞蹈社
每月第四週日
上午10 : 00

愛朵拉舞蹈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326號4樓

會長：吳思葦 醫師
0932-009788

歡迎中醫師同道踴躍參加公會各種社團活動與同道交流聯誼。公會服務電話：2314-3456

【公會社團活動/歡迎會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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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說明:報名費8,000元，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3點，共可申請24點) 

報名說明:報名費6,000元(7/4前繳費9折優惠)，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梁文深震絡針徒手療法實務課程通告
主辦單位：中華黃庭醫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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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7月3日起每週日晚上(06:00~09:00)

時間 主  題 治療病症

7/3 頭頸部 感冒、乾眼症、鼻炎、頭痛、頭暈、失眠、解酒等

7/17、7/24、8/7 上肢部 肩背痛、網球肘、高爾夫球肘、媽媽手、手臂無力、手麻等

8/14 胸腹部
喉嚨痛、咳嗽、氣喘、胸痛、胸悶、胃痛、經痛、啤酒肚、
攝護腺肥大等

8/21、8/28、9/4 腰背下肢部 腰痛、坐骨神經痛、膝痛、腳踝痛、足跟痛、青蛙腿等

2016運動損傷中醫徒手療法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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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9月4日起每月第一個週日下午(14:00~17:30)

時間                    主　題

9/4 上肢運動急性傷害的中醫救護

10/2 上肢運動慢性傷害的中醫手法理療

11/6 下肢運動急性傷害的中醫救護

12/4 下肢運動慢性傷害的中醫手法理療

講師：梁文深醫師 (擅長各種疼痛及運動損傷治療)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士、中西醫師、中華民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日本遠絡醫學高級班專

科醫師、歷任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展新中醫診所醫師、亞東醫院傳統醫學科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台中仁愛醫院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羅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震絡針療法是梁文深醫師，二十多年來從事中西醫臨床工作累積經驗，並吸收各名家精華

所發展出來的一套非常實用簡單易學，且是既能診斷又能治療。梁醫師授課時將從解剖學、

肌筋膜理論中醫經絡學，動氣療法和特殊震鬆手法透過針灸(體針、頭針、董氏奇穴)，以達到

直接速效。

講師：盧文瑞醫師
盧醫師專精中醫骨傷科臨床治療，並於國立體育大學運動與健康科學研究所進修碩士課程、現任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

學會理事、桃園育源堂中醫診所院長、執業超過25的年資深臨床傷科中醫師。盧文瑞老師為國內少數從事中醫骨傷科自費

門診治療的中醫師，中醫傷科技巧病患有口皆碑。本課程介紹筋與骨急性傷害與疲勞性運動傷害，含肢體骨傷筋傷、軀幹

外損內傷中醫理療法。

洽詢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0577。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劃撥單備註欄請註記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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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門醫述創辦人

吳雄志教授傷寒脈學應用台北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講座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2號‧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協辦單位：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        講座日期：8月28-29日(週日、一)09:00~17:00

8/28
(日)

09:00-12:30 (一) 傷寒概論／平脈法

14:00-17:00 (二) 脈學在聚類法中之應用

8/29
(一)

09:00-12:30 (三) 脈學在抓獨法中之應用

14:00-17:00 (四) 脈學研究及臨床應用

講師：吳雄志教授

華西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畢業，成都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

臨床專業碩士，華西醫科大學醫學博士。現任天津醫科大學腫瘤

醫院中西醫結合科主任醫師、天津醫科大學腫瘤學教授、博士生

導師、北京中醫藥大學特聘臨床專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

中國抗癌協會康復部副部長、中國醫師協會中西醫結合分會腫瘤

專家委員會常委、天津市醫藥家協會中西醫結合專業委會主任委

員。

著作《吳述傷寒雜病論研究》、《中醫脾胃病學》、《腫瘤

中醫治療及醫案精選》、《解剖中醫》電子書.........等，患者遍及

海內外，常應邀到美、亞、歐洲各國講學，吳教授從事臨床免疫學研究、中藥抗腫瘤復發與

轉移研究、中醫藥免疫調節治療自身免疫病與惡性腫瘤研究等有具體成就。感於中醫科研發

展艱難坎坷，中西醫匯通更是舉步維艱。為分享中西醫結合之心得，創辦及主編英文學術期

刊《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ISSN: 2413-3973；創立「巴山夜語」中醫傳承基金

會；感於醫間有道天下無門，特創「無門醫述」中醫免費教育平台，帶領30,000餘名學員研

習中醫。

吳教授推廣「無門醫述」，創新傷寒理論，獨創標本法、聚類法、抓獨法、截斷法、平

脈法等辨證五法，五法理、法、方、藥一氣貫通。強調病證有機結合，以六經氣化為基礎，

融通各家學說，靈活運用五法，貫通中醫的生理病理及疾病機轉，融會貫通，實現寒溫一

統、內外一統、古今一統與中西一統，嫻熟運用五法可以辨證用藥(方)無礙，提升臨床診治

功力。創辦人吳教授本次應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邀請來台講學，授課精彩現場聽講機不可失。

吳雄志教授台北講座

報名參加本講座的學員可加入「台灣無門醫述」微信群組終身免費學習。 
報名說明：報名費10,000元，單日6,000元；7/15前8折(主協辦單位會員7折)
                 8/15前9折(主協辦單位會員8折)；中醫學系(含學士後)學生7/15前4折
                 全程出席中醫師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16點(積分費1600元 )
洽詢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2016特別推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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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特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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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14:00~17:30)

時  間 主　題

9/25

第一講／脈學新語：把脈是中醫辨證的核心，【把脈十妙說】。

第二講／把脈難入門：【入門十妙法】

第三講／如何正確地掌握脈動?：脈動的形成、病灶病氣的基本概念、【把脈干擾十要素】

10/23

第四講／傳統脈法：脈法學習的基本概念、【獨取寸口十依法】

第五講／寸口把脈新解：寸口把脈與病位的關係、【寸口把脈的十大特色】

第六講／如何學習「中華脈法」：把脈的技巧、【把脈十妙法】

11/27

第七講／脈象的自然法則：脈人的基本概念、脈人的核心概念【脈人掌握十妙法】

第八講／脈的呼吸感傳：脈的感傳原則、【呼吸應脈十妙法】

第九講／脈的分類：學習方法、特殊脈的解析、【脈類歸類十法則】

12/25

第十講／五臟脈證：五臟本臟與五竅、【五臟脈證十妙論】

第十一講／癌症脈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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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講／把脈的禮儀：【把脈的禮儀十步驟】

講師：許中華 教授
許教授出身中醫世家，其祖父許丕典為1931年領有中醫師執

照的台籍名老中醫，1950年為台北縣中醫師公會創會理事長。許

教授從事中醫臨床研究及教學多年。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

所博士、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中國醫藥大學醫

學士，中、西醫師、內科專科醫師、中西整合專科醫師、安寧緩

和專科醫師。現任：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教授、台北市

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台灣寬心癌症關懷協會理事

長。

．許教授致力中西整合醫學、傳統與現代醫學的匯通，倡導平民化的中醫，推動中醫走入社區、偏鄉，邁向國際，許教

   授臨床經驗豐富，對脈學之臨床應用具有獨到的見解及體驗許老師為推廣脈診，提升中醫臨床脈診的水準，每一堂將

   有2至3位助教醫師現場協助脈診教學，歡迎醫師報名研習。

報名說明:報名費6,000元(含脈的禮讚精裝本320頁，原價420元)(7/31前繳費9折優惠)，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洽詢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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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吳雄志教授成立無門醫述教育平台推廣中醫全民背傷寒

於微博成立無門醫述教育平台 推廣全民學中醫背傷寒 吳雄志門診患者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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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研習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 9月11日起每月第2週日9:00-17:00                                                   
合辦單位：台灣針刀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9/1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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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針刀在頸項部應用 (項韌帶損傷、頸椎病、肩胛提肌損傷、頭夾肌損傷)

針刀在肩背部應用 (肩周炎，崗上、崗下肌損傷，菱形肌損傷、三角肌滑囊炎)

10/09

(三)針刀在上肢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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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針刀在腰部應用 (腰段棘上韌帶損傷、棘間韌帶損傷、下背痛)

12/11

(五)針刀在臀部應用 (棘肌下段損傷、梨狀肌損傷、慢性臀部肌損傷)

(六)針刀在下肢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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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 (七)內科病的針刀療法　　　(八)針刀必用解剖與針刀臨床實務操作

高宗桂教授簡歷
台灣、南京、北京醫學博士，1995 年起隨針刀發明人朱漢章教授在長城醫院

學習針刀醫學，合著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教科書《針刀醫學》。高醫師臨床應用針刀

治療各種疼痛及內科雜病經驗豐富。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台灣馬光保健集團學術長

   兼總院院長、中國醫藥大學教授暨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說明：1. 報名費用：20,000元(8/11前繳費9折)，主合辦單位會員及第1期舊生8/11前8折優惠，

                                 全程共8堂。本課程禁止錄影

2. 全程上課之中醫師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32點，積分費100元/點。

3. 本期課程限額40名 (依劃撥繳費順序安排座位)，

    報名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服務專線：(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或線上報名。

高宗桂教授穴位埋線臨床應用課程；林展弘理事長致贈感謝狀予高宗桂教授 (左圖)，高宗桂教授臨床手法操作 (中圖)，
穴位埋線操作示範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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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傷寒論》第4期讀書會
《成無己註解傷寒論》讀書心得暨臨床應用

主  講 人：鄭宏足醫師／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前台北市立中醫醫院中醫兒科主任

研討時間：9月1日起每月第一週星期四上午10:00-12:00共10堂

研討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成無己，宋代山東聊攝人，後來聊攝併于金，晚年遂成為金人。成無己本《內經》之意釋仲景之書，以經注論，以論

證經，撰成《注解傷寒論》10卷，開創以注解方法研究《傷寒論》之先河。本書約成書於1144年，是現存最早的《傷寒

論》全注本。

《注解》悉遵宋代林億等校訂張仲景《傷寒論》十卷本，列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等六經證候，計

397法，113方。成氏在每條之下結合自己臨證心得，本《內經》之旨，進行注釋。《注解傷寒論》由金代成無己整理注

釋，是現存最早的《傷寒論》全注本。《注解傷寒論》既保持了仲景《傷寒論》之原貌，又通俗易懂，清晰明瞭。因此，

是學習中醫傷寒論的重要讀本。

讀書會主講鄭宏足醫師，清大博士，曾任市立中醫醫院兒科主任。十餘年不間斷讀經方、用經方、教經方；更嫻熟

西醫西藥與最新科技，好學不倦，與時俱進，中西醫療無縫接軌，悠遊自得。小至輕症太陽初起，大至危症厥陰勝負，都

有非常豐富的實戰經驗；熱愛分享與討論，不藏私不秘傳，授課邏輯清晰，條理分明；淺顯易懂，活學活用，穿插現代醫

理，精彩可期！絕對讓您醍醐灌頂，耳目一新，臨診不再猶疑躑躅，處方立藥胸有成竹，勢在必得！歡迎中醫同道踴躍參

加研討。

   鄭宏足傷寒讀書心得暨臨床應用講座錄音函授課程

課程名稱 價　格

1.傷寒貫珠集讀書會(11堂／22小時) $ 4,000

2.本經疏證讀書會(11堂／22小時) $ 4,000

3.郝萬山傷寒論讀書會(11堂／22小時) $ 4,000

全套1、2、3輯原價12,000元，優惠價10,000元(含講義)

報名費：會員4,500元，外縣市會員5,500
元(8/31前報名9折)，申請積分
(每堂積分2點申請費用200元)

洽詢電話：(02)2314-3456
傳       真：(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 
戶       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2016 中西醫治療腦神經疾病學術研討會
主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   時間：10月1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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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0:10 惡性腦瘤治療 /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蔣永孝教授

10:10-11:10 腦腫瘤的中醫診治思維及臨床病案討論 / 培真中醫診所院長      鄭淑鎂醫師

11:20-12:20 巴金森氏症治療 /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科                    張成富教授

13:00-14:00 巴金森氏症中醫治療 / 何合安中醫診所院長                             何秀琴醫師

14:00-15:00 攝護腺特異抗原血中濃度檢查進展 / 中國鍼灸學會理事長         廖炎智醫師

15:20-16:20 攝護腺腫瘤的中醫治療 / 三稜中醫診所院長                             蘇三稜醫師

16:20-17:00 腦神經疾病中西醫診治思維 / 育生中醫診所院長                      李政育教授

17:00-17:20 綜合討論 / 中國醫藥大學、慈濟大學教授                                  林欣榮教授

報名說明：報名費1,000元(9月15日前繳費優惠價900元)，可申請積分8點，申請費800元。

【請於劃撥單註記課程名稱】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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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掌握脈動    

【摘要】
中醫來自古老「天人合一」的哲學觀，重視大自然與人類相互的關係。人類的生命隨著四季的更迭而不斷變動，相同

地，我們的脈象也會根據人體不同階段的生理特質而有所不同。身為醫者，我們要通曉脈動的自然規律並用心體會其中微

妙的動態平衡關係，在行醫時運用脈人的基本概念，臨床上先以宏觀的高度出發，再細膩地從微觀的角度，去偵測脈象的

變化，鑑別出失衡導致病態的個體。    【關鍵詞】：脈動、脈人、把脈

脈動如日月星辰
如果以地球為中心，我們會看到日出日落、月出月落，意即這些日月星辰是有變化的，我們的本體就像地球，脈就好

比日月星辰一樣也會有變化，而這變化有兩個特點，一是緩慢的變，二是變得有規律，甚至有節奏，像春夏秋冬般規律變

化著。因此我們在進入主題之前，先來談脈的自然變動，它的法則是什麼？

首先我們要知道脈的規律是「由化而變」。所謂「化」，意指變動小而連續，它可以是一個點、很細微，通常指一

天之內，例如看診前後、午覺前後，或者吃飯的前後等等，脈會不一樣，但常常看不出來，就像昨天跟今天一樣看不出變

化。但多日累積下來，可能從春分到夏至，就成了「變」。而「變」，通常是指數天，或者是四季，例如春天有肝脈，夏

天有浮脈，重點是要和自己比較，在自己的常脈基準上來看，春天可能比較弦。其它像是孕前孕後，經前、經行、經後時

脈的變化等，這些自然正常的變化都可視為脈的大變化，是小變化累積成大變動的概念。

其次我們要了解到環境與人的關係。人體本身會有小變化或大變化，外在也有外在的小變化或大變化，正常的情況是

人體要能適應外在的變動，像是冬天外在變冷了人的脈就會跟著變化。所以古人才會說春天的脈應該如何？夏天的脈應該

如何？晨起的脈應該如何等等，這是人體適應環境的概念，如此的互動需達到平衡的狀態，若失去平衡就會生病。所以若

能掌握好小變化或大變化，就可以偵測到失去協調的脈，知道這是一個病態。有關於環境與人，我們將在下一章深談。

最後要強調的是人脈相符的概念。一個人有外在的型態，而這型態要符合他內在的脈，意即人的型態與脈要一致，如

果缺乏一致，很可能是病態的脈。一名體型壯碩的勞工，理論上脈要比較寬廣，血比較充足，甚至比較浮越、實像的脈，

若候脈時卻是弦細甚至摸不太到，就可能是病態的脈。

脈人的基本概念
先把人簡單分成男性、女性，再來看人本身自然的變化，若能掌握好這一點就會知道一個人在什麼年紀，應該要有什

麼樣的脈。以中醫的觀點來看，男子以八為進數，女子以七為進數。女生在二七十四歲時開始發育，而男生大概二八十六

或十五歲開始發育。女性七七四十九歲進入更年期，男性大概是七八五十六歲。先不考慮現代有很多外在因素影響，導致

發育過早或更年期延遲，就以最單純的情況來說，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女子在七的進數，男子在八的進數時會有一個大

變化，這就是一個規律。每階段的脈會有些特徵，掌握脈在不同階段的特徵和各階段的差距，就如同掌握到春夏秋冬，當

脈不符合當下應有的表現時，我們就知道這可能是病態。

女性的脈動變化
女性的變化週期以七歲為一周期，接下來我從生長期、轉骨期、月經期、懷孕期到更年期這五個階段分別說明。

一、生長期

不論男女，脈在第一個生長期尚未發育完全。一般來說小孩子的脈通常比較細，被影響的幅度也會比較大，所以提供

的訊息不能套用一般脈學的概念，寸關尺對應臟象的連結還沒那麼直接。依我的經驗，從患者症狀得到的訊息，例如

咳嗽發燒，會比從脈裡得到的訊息來的豐富。所以在臨床上，針對第一階段的小朋友，我們應該從其它的訊息來源做

了解與評估，才不致被誤導。

二、轉骨期

小孩子開始發育、轉骨的時候，該怎麼看脈呢？正常來說時間點應該是在十三、四歲，月經來潮之前。雖然現代有提

早到十、十一歲的趨勢，不過概念一樣，要看「尺上關下」，這位置通常是候生殖系統，會出現比較滑、實、有動的

感覺，代表準備開始轉骨，然後再配合其它徵象，比如乳房開始發育。有時乳房發育會比脈的變化來的更早，更能確

定進入轉骨階段。

三、月經期

月經來的時候，一樣要候「尺上關下」來察覺脈的變化。這裡談的是指規律正常的月經。如圖三所示，以廿五到卅歲

的育齡女性為例，排卵後沒有受孕的話，經血會來。從排卵到行經，為期約兩周，也就是從月經第一日往前或往後推

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院長許中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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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天即為排卵日。排卵與經行時，脈的波動是一致的，只是排卵期的波相對較窄，大概短個一至二天，而經行時的

波比較寬，時間稍微拉長，可能延續好幾天。

四、懷孕期

孕脈的重點在於雙手「尺動寸上」。懷孕期的波形類似排卵期的脈，不同的是它不會回到原本水平的狀態，而是漸漸

往上，尺部會滑、動。假如平常是弦脈，懷孕時會變成弦滑，不一定是滑脈，只是脈會往滑的方向變，血液會比較充

實。更特別的是，排卵後一個禮拜左右會出現「寸上」，這是精卵結合後產生陽氣讓細胞分裂的現象。第十天受精卵

到子宮著床時寸上會更明顯，大概會持續上來三個月，而且兩手皆有寸上，若只有單手還不一定是受孕。

通常驗孕會在第二次月經沒有來，再過兩個禮拜後驗，才會確知是否懷孕。但中醫診脈可以在排卵後的第十天看出

來，這時候醫師自己心裡要有個底，不能開太多活血的藥，提醒病人可以去驗孕，病人也會比較信服。中醫的脈診不

輸驗孕棒，但臨床上也只是早幾天知道而已。

胎兒的性別怎麼看？「男左女右」是古人流傳下來的智慧，臨床上也的確如此，所以說有些西醫的技術，中醫完全不

遜色。胎兒性別首先看三部，先宏觀的來看脈，不要一下子就分別看寸關尺，要看哪邊比較強大，所謂大就是滑、

動、實的概念，如果左邊大於右邊可能是男，反之若右大於左可能是女。如果左右手的三部差不多，有兩種可能，一

是真的兩邊差不多，否則就是把脈的人自己無法分別，就像姚明跟一般人站一起，大家可以輕易判別高矮，而身高差

不多的兩個人站一起，有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分出誰高誰矮，有人看半天也看不出來。有經驗的人看三部就能分辨，分

別不出來可以看尺部，當左側大於右側，就可能是男生，反過來右大於左可能為女。如果從尺部還是無法判斷，那就

看關部，原則也一樣。步驟如圖五。

就生殖系統與脈的對應位置來看，尺部還是比較重要。為什麼不看寸部？因為有寸上，所以兩邊差不多，到懷孕第二

期，大約四個月後，寸上才會慢慢不見。但因為第二期胎兒基本的分裂已經差不多完成，只是慢慢變大而已，看男女

這個法則在懷孕第一期也就是懷孕前三個月才適用，懷孕第四個月就看不太出來。話說回來，知道懷男懷女並不重

要，現在不會跟病人講，考考學生而已。

如何知道孕婦何時臨產？若今天有個容易胎兒不固的孕婦來安胎，醫師把脈要候哪裡？一樣要看「尺上關下」來判斷

是否將臨產或胎兒穩不穩。例如病人上周的脈象還好，今日發現尺上關下重按無力，或開始虛掉，就要小心，很可能

會流產。是否會流產一樣看尺上關下，看這個位置裡面有沒有滑動，看它的小變化，之前的脈如何、現在的脈變化又

如何，如果快要流產，尺上關下的滑動可能會變虛。至於開始要急產的時候，脈會變弦、緊、硬。如果尚未到預產

期，候到尺上關下的脈變弦緊硬，表面張力比較大，但是是短暫的，這是宮縮。若弦緊硬一直持續，孕婦又覺得痛，

或者伴有一些出血症狀，就有可能是急症；若已經到預產期，孕婦的尺部弦緊硬，也有一些臨盆的症狀，那就是要臨

盆了。如果還沒到預產期而有這種症狀，就要安胎，安胎以後再來把這裡的脈，如果症狀已經解除卻還看到弦緊硬，

依然要小心，她可能隨時回診。此時也要做衛教，請病人特別小心，如果脈證仍在，可能很快就臨產。醫生要隨時核

對脈與症的變化，觀察脈證有沒有往臨產的方向走，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小變化與大變化。雖然現在的看診可能用不到

這些，但仍要了解，為孕婦安胎的時候會用得上。就我的經驗，很多病人先經歷流產的過程，之後才來找我，尺脈的

滑、動、實真的不見了，這個變化很重要。其它像是妊娠糖尿病或高血壓等因素也都要納入考慮，這些病理因素目前

暫且不混談。

五、更年期

女性在更年期以前有很多症狀，以下歸納出幾項特徵：第一看年紀，在七七四十九歲前後，第二要有更年期的症狀，

無論嚴不嚴重，第三從脈來看，要候整個尺部，這時關沒有影響，也不在尺上，尺下還會先沉下去。根據理論，左腎

右命門，命門的火開始退，所以通常是右尺先沉，如果兩邊都退當然更明確，到了六十歲可能兩邊都退了。更年期要

注意的是有些人會寸浮或關鬱結。右尺先退是基本的脈象，如果合併寸浮，通常是有一些上火，可能會有潮紅潮熱、

口乾舌燥這類症狀。寸浮代表熱象，這個熱應該是虛火的熱，寸上或寸比較浮越但還不到寸上，代表輕微的火上炎，

脈的頻率還沒有太大變化。若三部俱浮或跳得比較快就是陰虛有熱，比較嚴重，脈就會變弦細數。

有些更年期的人不是寸浮而是鬱，這類病人往往較鬱悶、不快樂、情志不舒暢，關部會有氣結。更年期合併有寸浮、

關鬱結，常常同時或有一項出現，這時可能還會有變化，關部鬱通常都是右邊大於左邊，左血右氣，右關有氣結，久

了以後兩側都會有，所以看更年期婦女的脈，只要掌握這幾個重點，臨床就知道怎麼醫治。簡單來說，更年期的基本

脈是尺沉，但可能合併寸浮或關鬱結，或同時都有，而寸浮與關鬱結的程度亦可能不同。

男性的脈動變化
男生的變化週期以八歲為一個期，跟女性相比沒有什麼特別，因此只簡單提幾個重點。

一、男生在第一個八歲，和前面講的女生第一期的概念一樣，以症為主，脈較不重要。

二、第二個八歲是發育期，九到十六歲，脈與症同等重要。但十六歲之後的脈就扮演主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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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生在十六歲起，從發育進入青春期，尺部開始會有動的感覺，不一定走向滑，但尺脈會比較「動」、比較「實」。

女生因為有月經所以兼滑；而男生沒有充血，所以尺部會有實。男生的基本脈是弦，是比較實性的脈，或者用動脈來

形容，但還沒有到滑。

四、男生自廿四歲（成年）起，之後都差不多，不像女性還有懷孕期那麼特殊之處，比較簡單。

五、男生有更年期，大概在第七個週期，五十六歲左右，不但時間上慢一點發生，也不像女生在尺部有明顯變化，尺部不

會有往下掉的感覺。跟女生比起來，男生的脈變化不大，也沒有關部氣結的脈，即使有上火，也不像寸上或寸浮的

脈。如果會波動，比較不會在個別的寸關尺裡面改變，而是三部一起改變，不管是往虛走或往實走，三部一起變。我

個人的經驗裡，男生也有這些我們講的波動，但那個波動在脈裡面的影響很小。我從脈的理論來推測，脈跟血的充盈

很有關係，脈是來自心臟打出來的訊息，因此對女孩子的訊息影響很大。從心臟打出來的訊息有三類，其一是血流裡

面的訊息，其二是神經系統，其三為內分泌系統。男生在血流系統不像女孩子有月經的變化，在內分泌系統也不像賀

爾蒙對女生的影響那麼大，唯一有影響的就是神經系統，但神經系統我認為影響不是那麼大，所以對男生的脈動影響

較小的也很合理，不用牽強去說男生也會命門火退，尺脈主性腺，所以一定會在尺脈有變化；如果看到男生的脈比較

陽虛，陽氣不足的，那會三部俱沉，不會只有尺沉而已，只是尺部可能會掉比較多，不會像女性有這麼多變化。

脈人的核心概念
中醫診斷學裡指出，常人的脈須具備三個基本元素：神、胃氣、根，這是脈人最核心的概念，而且三者講求先後順

序。

脈神的原則是三部齊看、高度候知和佐以眼神。雖然這是個抽象概念，但還是可以具體來說，這是看整體的脈，尤其

對比較嚴重的疾病，要三部齊看，不能單看一部。很多人開始學把脈，就寸、關、尺云云，恐怕只是賣弄名詞。高度候知

也是相同的概念，不要一下子就去看寸或關。在看脈神時要三部來看，整個脈的跳動有沒有力量、是不是有活力？看脈神

要有這個高度。

病情嚴重者通常會沒有神，這又分兩種，一種是神出竅，看上去失魂落魄那種，但人不會死，只是神跑走了；另一種

是沒有神，也就是神識快要沒有，那麼這是危候之症。所以要佐以眼神，從眼神（也就是瞳孔）來看，要從高度來看整個

人。遇到這類病人，除了看眼神之外還可以摸百會穴，沒有神的時候，百會穴摸起來會鬆鬆的空陷下去。不過還是以看眼

神最準，這個叫做宏觀在看病。

胃氣是後天之本，由關部定之。人吃了食物，吸收以後就叫做胃氣。以現代醫學的觀點解釋，營養與氧氣是來自後

天，補充足夠，才能維持基本的人體運作所需。有飲食、水穀和空氣這三項才會有胃氣，缺一不可。有些人絕食不會死，

是有修行的，但正常人大概絕食一個禮拜就會喪命。所以在看臟象之前，除了先看脈有沒有神，還得再看有沒有胃氣。

看胃氣由關部候知。醫者的手指搭上脈之後，要用三進三出看關部。第六章談中華脈法時有特別介紹過三進三出，

它的重點在於「進出反彈之間」，判斷後天之本有沒有受影響。以癌症病人為例，很多人做化療，這時要看他還有沒有胃

氣，打了化療是否影響到他的後天之本，或一個重病之人已經消耗很多的能量，補充後有沒有補到胃氣，就用三進三出的

方法看關部，在壓到底的時候，放手回來看脈有沒有衝回來，我想這樣說明應該很具象。每個病人都要候胃氣，還要比較

這次與上次的胃氣，大病之後、開完刀之後，或生產之後來比較，是否有恢復就看這裡，看胃氣有沒有回來。

根是先天之本，由尺部定之。根是與生俱來的，反映人的體質，先天體質好，根就很旺。另外也可以看這次的生病有

沒有傷到元神，有沒有動搖根本，很多病人沒有根，癒後會很差，無根之脈通常都是危候。脈有沒有根要看兩手的尺部，

訣竅是重按候知。看脈是否有根一定要重按下去，如果再反彈回來，持續有力，謂之有根，重按無力即為無根。若為有

根，那病人的情況不會太差。脈有根之後再以三進三出定虛實，看脈管反彈有沒有力，反彈上來是有力的就是實，沒有力

就是虛，當然還要佐以症狀。

無根是絕脈的先決條件，但絕脈僅適用於有了月經或開始發育（即女生十四歲，男生十六歲）以後的脈。絕脈一定是

久病、或重病，或急病所致，但一定要有個邪氣或病邪很大的變化之後，醫者候到無根之脈。重點是對照脈的前後變化，

例如化療前後是否從有根變成無根，或是脈候起來是否變得怪怪的。

無根會往兩個方向走，一條走向陽越，另一條通往俱芤。無根到陽越是一條路，無根是在尺部重按下去它跳不起來，

但是很奇怪，病人的脈還是尺沉，脈比較虛，但是忽然在寸部陽越上來，也可能從關下就陽越上來，但是重按脈管裡面都

沒有力，表示這個根沒辦法把基本的陽氣攝收，所以這是假陽，是死候脈，看到這個脈，病人可能二、三個禮拜就會過

世，有機會在加護病房照顧時，可以把看看病人的脈。另一個發展是從無根到俱芤。脈重按無力是無根，如果脈很寬大

而內部空虛，那就是芤脈，重按都沒有力，三部都浮越，尤其是定虛實的時候，按下去沒有彈回來，重按時感覺是垮下去

的，便屬危候之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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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根→陽越』的脈比較細，『無根→俱芤』的脈比較寬大，但不必然如此，而兩個皆屬危候。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概

念，講絕脈也可以是看有沒有根，沒有根就是危候的脈。所有的病人從開始正常發育以後，都可以用這個概念來看，看他

有沒有掌握正氣，有沒有掌握他的先天之本和後天之本，這些脈人的核心概念要熟記於心。當病人有危候，要判斷他是否

有機會回來時才看，不要只是感冒就去看他的絕脈。

氣血是另一個脈人的概念，左陰右陽，左血右氣，而且依然要牢記高而候知的原則。診脈的高度拉高來看，左邊的脈

看血、看陰，右邊的脈看陽、看氣。所以看氣病，容易緊張的病人，右邊的脈就會浮起來，切記醫者不能從個別的臟象去

看，而是要高而候知，才能看左血右氣，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氣病主候寸口與關部。氣病會影響寸口和關部，寸口會有充盈、超過的脈，稱為「氣結」。通常寸口脈到手腕橫紋就

沒了，只有在氣充盈的時候（如孕脈）才會有寸上，因為懷孕時陽氣不斷產生，氣會直接沖過來寸上一點，在寸上迴流，

但不會結成塊狀，一下就消走，比如漩渦，稱為充盈。《傷寒論》也寫道：尺上、尺中、尺下，關上、關中、關下，寸

口，寸上比較少講，除非是孕脈才有寸上。然而氣病是氣到寸口沒有辦法再往上通，打結了。寸打結，關也會打結，氣病

脈和孕脈不同，而且常在右寸發生，之後我們談脈類時會再細講。

在看氣血的時候，還要知道久病會影響到血，傷了津液，左脈會掉；短暫的病會先影響右脈，使右脈會浮上來，但久

了就會看到左脈掉下去。

脈人掌握十妙法
一、宏觀微觀在指尖：今天要看病人的神，就應提高到宏觀的層次，才能高而候知；看病人的氣，也要宏觀；若想知道

病人的脈有沒有根，便採微觀的視角。醫師要能夠隨時透過指尖，掌握宏觀與微觀的脈象變化，才能瞭解病人整體的

狀況。

二、浮取重按分別候：把脈的時候，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宏觀，什麼時候微觀。因為要看的對象不同，有時候得浮取看，

有時候應重按看，此外有時候只能浮取才看到東西，浮中沉要分別來看。

三、脈位脈性須合參：

有時候要看脈位，還有脈所代表的性質，這類似我們的四大要素分析，每個脈有它對應的臟象，有它跳動的歸類，是

否為滑數、滑動，各自都有特殊的意義，記得要合參。

四、三進三出是關鍵：所有的決定都可靠三進三出，最重要的就是定虛實，可時而寬之、時而窄之，時而高之、時而低

之，但是所有指下都是一招，叫做三進三出。

五、大氣變化當了解：不僅日月星辰的運行遵循一定的規律，脈人的概念也是如此。存在於日月星辰跟人體之間的關係

若非平衡便是失衡，也就是所謂的常態或病態。譬如看診的季節在冬天，冬天的基本脈是什麼，理應往這邊變，若沒

有這樣變，就要去探尋原因。脈的變化若是來自大氣的改變，就不能當作邪氣。所以，永遠要了解大氣的變化，了解

外在的環境。

六、生理週期應知悉：這是談病人內在的變化。人生理的週期，比如月經前、月經後、排卵期、懷孕期、更年期、或是

發育期…等等，醫者對於各種生理週期都應該要了解，才能知道把脈時該看什麼重點。知道病人的生理週期，脈位應

該取哪裡，才不會解釋錯誤，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七、左血右氣高候之：看氣血時，不能以個別的臟象去看，而須高而候之，從不同的高度來看。

八、後天之本關候之看胃氣應採用三進三出探關脈的手法。

九、先天之本尺定之：以三進三出候尺部來定脈的虛實。

十、時間空間常思量：前四點講脈人的方法，第五點是講外在的環境，第六點放在內在的變化，七到九點談人的一個變

化，第十點是綜合起來，在看脈的時候，要包括時空因素。

時間有可能是外在的時間，像是患者來看診時是春夏秋冬那個季節，或早上下午晚上那個時段；也可能是內在的時

間，也就是把脈當下的時間，脈打出來時要什麼時候去看每個波動。

還有空間因素，每個脈大概有兩層意義，寸關尺這是一個空間因素，浮中沉是另一個空間因素，或者說脈管裡面跟脈

管外面的變化，或者說脈管在表層或底層，這都屬於空間因素。另外，宏觀也是一個空間因素。

時間跟空間因素掌握好之後，把所有的考量納進來，宏觀地看病人，不只關心前後兩次看診之間的變化，當然這是最

重要的變化。醫者愈接近脈的核心，對於人的變化知道得愈多，把概念掌握好再做一些歸納，看診時就愈能得心應

手。

參考資料：許中華／脈的禮讚，康健雜誌社出版，台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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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推薦】

◎ 金匱大論壇 1套2冊   精裝本(21公分x30公分)共 1012頁附典藏盒(高級書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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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真實、平實、厚實。是書按原文之序，逐條解析。每章節，【前言】

於前，【結語】於後。按【條文】【注家注解】【步桃論壇】及【古今匯通】【臨

床案例】【同學提問】【問答】【題外話】【補充】等逐項展開，內容豐滿，如臨

堂面授，倍感生動親切。附先生作答之【151問】，尤能引人入勝。張師授課娓娓

道來，經典嫻熟於心，信手拈來，旁徵博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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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脈的禮讚 精裝本(17公分x23.5公分)共320頁

《脈的禮讚》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許中華教授以其中西醫學

背景以及20多年的臨床診治經驗，在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教授脈學的集結。全

書共分12講，不只談脈學的理論與實務，也論及把脈是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

並且臨床舉例解釋脈與五臟，更有專章介紹「癌症前後脈證」。

定價3,000元   特價1,800元

定價420元   特價350元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31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簡答題：

1. 簡述脈人的核心概念為何？ (內容詳見第12-15版)

頴◎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通訊課程2點，以上通訊教育課程6年內不得超過60點，請將要申請課程

     試題答案於10月15日前回傳，繳交2點積分申請費200元。

頴※ 報名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 劃撥時請於劃撥單通訊欄 

     詳註繳費類別 )。

    服務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E-mail：tp.cma@msa.hinet.net。

※ 訂購以上出版品未滿1000元者請加附80元掛號郵資費用。

【國際交流活動】
1. 美加溫哥華學術交流及旅遊 7/29 - 8/11 舉辦。

2. 內蒙古中醫藥交流暨西夏王朝內蒙大草原旅遊8/21-8/28舉辦歡迎中醫同道參加7/1截止報名。

3. 日本2016中醫學術大會 9/17 - 9/18 於日本東京舉辦。

4. 第12屆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大會 10/14 - 10/16 於福建平潭舉辦。

【專業訓練課程】
．台北世大運防護與緊急處置人才培訓共同訓練課程中醫研習會8/7、8/21共16學時課程於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10樓大禮堂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