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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美針灸 (G)日本北川毅院長中西結合日式美容針法講座

醫美針灸 (H)台灣陳潮宗教授經絡埋線醫美針法

講師│北川毅院長    日期：3/9 09:00~13:00
一般社團法人健康美容鍼灸協會會長、專門學校濱松醫療學院副校長，日本中醫

美容鍼灸研究會創始人，日本中醫學會評議員，倡導“健康美”理念並成為這個

領域專家。在東方醫學理論和技術的基礎上，融合北川毅院長創新理論，倡導健

康與美容針灸“凍齡針灸美容技術”提供健康和美麗“安心美容針灸”，其倡導

健康與美容針灸課程，在日本多次授課，並應邀到歐美講授中西結合日式美容針

法，以北川流量針刺術進入皮下組織，促進皮膚下脂肪及筋肉新陳代謝全身經絡

療法，在日本享有美容針灸大師的美譽。

講授主題／中西結合日式美容針法 

運用毫火針治療內外婦兒等疾病及一針療法治療疼痛症獲得十分好的療效，大量的資料表明，毫火針對疑

難症有效率達到90%以上，顯示毫火針治療的優勢。在中國及國外舉辦毫火針研修班上百期，學員使用毫

火針效果非常好。多次應公會邀請來台講學，推廣毫火針，佳評如潮。 

講授主題／毫火針治療婦科疾病、中風、癌症、截癱疼痛

講師│陳潮宗教授    日期：3/9 14:00~18:00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所醫學博士、台灣中醫美容醫學會創會理事長、中原大學副教

授、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中醫世家家學淵源，以現代醫療科技結合中

醫觀點，推廣中醫美容技法，台灣第一位中醫醫學美容推手。

經絡埋線臉部V型拉提針法－利用中醫針灸埋線方式，引進韓國先進技術、特殊

針具及線材，將縫線在皮下筋膜織成網狀，支撐鬆弛的皮膚，使其呈現出拉提的

效果。可用於臉型拉提矯正、輪廓重塑（國字臉）、撫平皺紋及淚溝…等問題。

整顏針法－整顏針原理發展自傳統針灸，運用極細微（針直徑約為0.16mm）之

針具，在受術者無痛的情況下，於臉部特定穴道、筋膜、肌肉等進行針灸美容。

講授主題／經絡埋線臉部V型拉提針法及針灸整顏針法

醫美針灸 (K)韓國鄭仁鎬院長微針醫美講座

講師│鄭仁鎬院長    日期：3/10 10:00~13:00
韓國顏面專門體系端雅顏韓醫院(共有6家醫院) 總院長、韓國首爾市韓醫師會

理事，專精醫美美容實務，鄭院長融合穴位埋線及微針療法開發了「端雅顏針

法」，「端雅顏針法」為除皺緊實針，顧名思義為讓接受此療程之患者能擁有端

正、美好之容顏。除皺緊實整顏針乃運用改良式的針具，藉由針刺刺激皮膚基底

細胞層，使之再生膠原蛋白，亦可促進氣血及臉部之血流，加強氣血之循環，輕

易的使患者氣色變好，進而達到皺紋撫平、緊實肌膚等功效。鄭仁皓院長為國際

知名講師，多次在韓國及歐美等地演講，本次公會特別邀請來台授課，並實務操

作教學。

講授主題／臉部埋線介紹，臉部拉提基礎講解、臨床應用、進階應用，操作技巧與注意事

               項，現場實作示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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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婦科  (L)台灣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結合治療講座

經方兒科  (M)廣州李賽美教授經方特別講座

經方腹診 (P)日本經方派賴建守教授經絡腹診與經方特別講座

經方內科  (I)北京傅延齡教授消化系統疾病經方治療講座

講師│賴建守教授    日期：3/9 14:00~17:30
賴氏漢方診所院長、東京醫科大學老年病內科臨床教授。現為日本藤門會第

三代會長，「藤門會」是日本名醫藤平健醫師創辦每月舉辦一次「漢方研習

會」。賴建守醫師學貫中西醫學，台大畢業後赴日本就讀慶應大學醫科，畢業

後於附設醫院執業升任婦科主治醫師後，轉鑽研漢方醫學二十餘年，目前在新

宿開設賴氏漢方診所，聲名遠播，初診病人經常要預約半年之後才能看診。專

長／漢方內科、不孕治療、更年期障礙治療、婦科常見疾病。

講授主題／古方腹診的應用；經絡腹診與經方

講師│傅延齡教授    日期：3/10 10:00~13:00
醫學博士，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專家，首屆國家級中醫藥傳承人，中醫泰斗劉渡舟教授學術傳人。中華中醫藥

學會方藥量效研究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中醫藥學會對外交流分會副主任委

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方藥量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經

方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文化科普巡講團巡講專

家。主編《傷寒論研究大詞典》、《張仲景醫學全集》、“中藥用量三書”等

論著50餘部，發表論文150多篇，在經方醫學研究方面獲得多項成果和獎勵，

講師│賴榮年教授    日期：3/10 13:30~17:00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學士、台灣大學醫學博士、中華民國婦產科專科醫師、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副院長。歷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中醫科主任、台

北市中醫師師公會常務理事、台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國立陽明大學傳

統醫藥學研究所副教授及中西醫整合實證醫學實驗室主持人、衛生署醫療爭議審

議委員會副召集人、立夫中醫藥展示館館長。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教授暨附設醫院副院長。

著作／感冒應該看中醫、中西醫併治好孕不遲到、中西醫併治遠離身心症、中西

         醫併治夾擊乳癌專利：治療更年期症候群醫藥組合物發明專利

講授主題／婦科經、產、更年期常見疾病中西結合治療

講師│李賽美教授    日期：3/11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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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到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中醫藥學術交流，在中醫臨床、教學及科研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講授主題／消化系統疾病經方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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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方內科  (N)天津吳雄志教授吳門扶陽心法臨床應用講座

經方婦科  (Q)安徽蔡長友醫師六經辨治婦科急難症講座

講師│蔡長友醫師    日期：3/12 09:00~17:00
蔡長友，男，安徽淮南人，副主任中醫師，蔡氏經方創始人之一，中國特效醫術

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醫藥教育協會成人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委。

擁有學院教育及秉承家傳的雙重經歷，與家兄蔡長福、蔡長順共同被譽為“蔡氏

經方三兄弟“、”蔡氏三傑“、”蔡氏經方三劍客“；多年來致力于研習中醫經

典《傷寒論》、《金匱要略》，根据醫聖張仲景經六經辦證學術思想，經過多年

的實踐與發揚，創立了“蔡氏經方六經醫學”，參與編寫出版的著作《傷寒論問

缺》等。提出“陽病三化”的理論豐富了六經醫學的臨證運用。

傳播學術的足跡遍及海內外，已舉辦了多期“蔡氏經方臨床研修班”，位中醫臨床療效的提高培養了大批

人才。臨證用藥以大刀闊斧而又不失簡潔輕靈的風格而著稱。對內、外、婦，兒科多种常見病、疑難病臨

床療效卓著。診療思路重視“三陽外感”、“表證長期攜帶”、“久病護三陽”、“熱病”、“骨空論”

等，尤其對不孕不育、乳腺病、三高症、肝膽、胰腺病、精神類疾病、心腦疾患，腰、頸椎病、各種眼

病、皮膚病，僵直性脊柱炎、診療獨具心得。

講授主題／六經辨治婦科急難症

講師│吳雄志教授    日期：3/11~12 09:00~17:00
華西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畢業，成都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碩士，華西醫

科大學博士。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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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客座教授。著《解剖中醫》、

《中醫脾胃病學》和《腫瘤中醫治療及醫案精選》…等，常應邀到美亞歐洲各國

講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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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有感於中醫科研發展及中西醫匯通維艱。

為分享中西醫結合之心得，創辦英文學術期刊TraditionalMedicin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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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授主題／六經辨治兒科疾病及糖尿病膏方臨床應用

並成立TMR Publishing Group，已經成為傳統中醫藥研究領域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國際出版集團。創

辦10本開放性生物醫學期刊。有傳統醫學、整合護理學、整合醫學、非藥物治療學、現代中藥、理論與假

說、非藥物治療、腫瘤、臨床研究、數据挖掘等研究領域醫學期刊。創立「無門醫述」太湖學院中醫教育

平台，帶領30,000餘名學員研習中醫經方。

講授主題／吳門扶陽心法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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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虛的診斷是吳門扶陽學說的一個重要部分，本文將

從診斷概論及扶陽抓獨兩個方面予以述要。

1. 診斷概論

陽虛的常規診斷包括望診、舌診、脈診、觸診及劃痕

實驗，其中望診主要有望瞳孔、望面色、望形體、望甲

印及身體其他部位的望診。

1.1 望診

1.1.1 望瞳孔

通過望診望瞳孔的大小，可以看到陽氣的盛衰。《傷

寒論》雲“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陽虛的患

者瞳孔縮小，目光無神，而有熱的人目光是炯炯有神的。

中醫“命門”學說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命門就是瞳孔，

《黃帝內經》講“命門者，目也”。瞳孔的大小受腎上

腺素和兒茶酚胺的調控，陽氣很旺的人，腎上腺素分泌增

加，瞳孔擴大，進光很多，目光炯炯有神；而陽氣不夠的

人，瞳孔縮小，進光很少，目光無神，看著就很萎靡。

1.1.2 望面色

陽虛的患者，面色是青灰色的。這是由於患者的脈沉

遲、微細，外周迴圈不好，血液處於低動力迴圈。脈搏減

慢，血液的回心速度減慢，脈搏無力，面部的血供不佳，

導致局部的靜脈血增加，去氧血紅蛋白增加，表現出來

的顏色就是青灰色。相反，如果是高動力迴圈，比如高血

壓，就會出現心跳加速、面色紅，精神緊張等症狀，那是

陽氣出外，肝陽上亢。

1.1.3 望形體

陽虛的人表現為形體虛浮，虛胖，輪廓不清楚，尤其

是女性患者，看起來身上的肉是堆在那兒的，這和豐滿不

一樣。但要注意，虛浮不一定是陽虛，氣虛水停也可以出

現虛浮，表現為舌印、頰印。舌頭虛浮，舌胖後，舌體與

牙齒不匹配就會導致齒痕，比如脾虛就會出現舌有齒痕，

說明有水濕停聚。正常狀態下，牙齒與臉頰也是匹配的，

吳門扶陽學說之診斷法述要
文 /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  吳雄志       整理 /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張琴

【摘 要】

吳門扶陽學說從中西醫結合的角度闡釋疾病病理及治療的機理，揭示了諸多扶陽的秘密，並公開了吳門傳承多年

的扶陽驗方。扶陽為何不能收工？扶陽與溫補有什麼關係？陽虛明顯，為什麼用附子會不見效？為什麼溫陽之後反而

疾病進展？扶陽的配伍秘密有哪些？伏邪不是溫病麼，為什麼伏邪的患者會需要扶陽呢？如何理解厥陰陽虛，怎麼治

療？本文從望診、舌診、脈診、觸診等中醫常規診法的角度系統總結了陽虛的典型症狀，並以口訣的形式呈現了吳門

特色的扶陽抓獨法，講解了如何從寒熱、脈、症狀等方面的獨有特徵來診斷、鑒別三陰陽虛。

                                                                       【關鍵詞】扶陽、陽虛、診斷 

如果兩頰有壓痕，說明有水濕導致臉頰腫大與牙齒相互擠

壓。虛浮相當於組織水腫，由於脾主運化水濕，腎蒸騰水

液，所以脾腎氣虛陽虛都可以導致虛浮，不要一見到虛浮

就斷定是腎陽虛。

1.1.4 望甲印

甲印，即指甲的印記，就是俗稱的“火焰山”。正常

人十個手指應該有五個甲印，如果甲印縮小或者個數減少

，那是陽虛；如果甲印數量增加或位置偏高，往往體質偏

熱。

1.1.5 望其他

陽虛患者還表現為身體局部色淡。如慢性咽喉炎患者

，其咽喉雖然充血但顏色很淡，這是陽虛，局部迴圈不好

，可加桂枝。胃鏡、內窺鏡等均可以輔助醫者觀察，明確

診斷。

1.2 舌診
舌質的顏色是由舌下毛細血管網構成的，陽虛的患者

，由於血液低動力迴圈，血液供應少，所以舌的顏色偏淡

。如果還伴有水濕停留，液體多了將血液濃度稀釋了，顏

色也會偏淡。但要注意，不要看到淡白舌就認為一定是陽

虛，血虛也可以出現淡白舌。患者出現舌淡脈芤，首先要

考慮其是否有貧血。另外，氣虛也可以出現淡白舌，這是

由於氣虛推動無力，造成血液低動力迴圈。

1.3 脈診
陽虛患者脈象表現為沉、遲、微、細。沉、遲是由於

腎上腺素水準低下。腎上腺素促進脈搏表淺，如感冒之後

脈浮，就是因為腎上腺素分泌增加，脈搏表淺，之後發熱

帶走體溫。如果外感反脈沉者，需要用麻黃附子甘草湯。

腎上腺素還可以提高心率，治療緩慢性心率，搶救時常用

。微是脈無力。細脈未必是陰虛，陽虛有寒的時候，寒性

收引，也會表現為細脈。



2018/12/10 2018/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2018/12/10 2018/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41 期/第 16 版 第 17 版/第 41 期醫學通訊課程 醫學通訊課程

1.4 觸診
陽虛的患者手足冰涼。首先摸手來判斷陽虛與否，如

果受環境影響手指溫度不准，就摸手腕尺側，或者摸腳

趾。陽虛的患者腳趾冰涼，洗過腳後睡到半夜腳都不會

暖。但是，不要見到四逆就斷定是少陰，也可能是厥陰或

者少陽。

1.5 劃痕實驗
陽虛的患者局部劃痕實驗表現為白色，且白色的持續

時間長。劃痕實驗是西醫用來判斷植物神經功能的，劃痕

色白且持續時間長，說明副交感神經興奮而交感神經興奮

性不足，其機理與瞳孔縮小、目光無神的機理相同，與面

色青灰的機理也相同，因為交感神經遞質是腎上腺素，而

腎上腺素有強心作用，可促進血液高動力迴圈。

2. 扶陽抓獨
“抓獨法”是吳門學術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扶陽學說

中，如何通過抓獨來快速診斷疾病？

2.1 辨寒熱 

辨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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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寒即合太陰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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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其陰陽，以別柔剛”，診斷先別陰陽，而陰陽反

映到人體最容易區別的就是寒熱。無論虛證實證，寒屬陰

，熱屬陽。“無熱惡寒發于陰，發熱惡寒發于陽”，這是

說疾病發于三陰和發于三陽。“太陽惡寒並發熱，少陽寒

熱來複往，陽明但熱不見寒”這是講發于三陽。有人說陽

明也可以有惡寒，那是陽明初期體溫還沒有升起來，體溫

一升高惡寒必自罷。

“背寒即合太陰臟”、“太陰手足自溫之”、“少陰

厥陰四逆始”，這是從寒熱鑒別三陰的陽虛。“背寒即合

太陰臟”，如果背部惡寒即是太陰病，要用人參去溫補，

或用白朮健脾燥濕。苓桂术甘湯證“背寒如巴掌大”，因

為有水飲所以用白朮；沒有水飲的用人參去補，如白虎加

人參湯、附子湯等。我們講平脈法的時候將人參定位在背

部的至陽穴就是這個原因。“太陰手足自溫之，少陰厥陰

四逆始”，太陰病手足是溫的，少陰厥陰手足才會逆冷，

但要區別少陽陽氣鬱閉導致的手足不溫，那是四逆散證，

如果夾濕可以用龍膽瀉肝湯，所以說“若有少陽陽氣閉，

疏肝瀉火皆可治”。所以，當遇到一個患者，肚子涼，不

願意吃冰冷食物，要喝熱水穿肚兜，那是理中丸證；如果

還有四肢不溫，那是附子理中丸證；如果不效，脈弦而無

力或脈微，再加丁香，即丁附理中丸證。

2.2 辨脈  

辨脈
太陽脈浮少陽弦，陽明在經脈大現。

沉而有力是腑實，無力而沉附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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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辨沉脈

“沉而有力是腑實，無力而沉附子見。”附子證對應

的是沉而無力的脈，如果是陽明腑實證，則是沉而有力；

前者是虛證，後者是實證。

附子證為什麼會脈沉？舉個例子，冬天天寒地凍，陽

氣潛藏，人體腎上腺素分泌減少，故而表現為生理性的脈

沉，這樣可以防止體溫丟失，而如果脈搏更接近於體表，

血液的溫度高則容易散失體溫。而陽虛的人，腎上腺素分

泌出現病理性的不足，心臟收縮力減退，脈搏也減慢，故

而表現為脈沉、微、遲。

2.2.2 鑒別三陰陽虛的脈

“太陰浮大緩無力，少陰沉遲並微細”，太陰虛寒是

浮脈，少陰病為沉脈；太陰病是大脈，少陰病是細脈；二

者共同的特點是太陰脈緩而無力，少陰脈遲而無力，只是

遲比緩更慢，微無力的程度更甚（三陰是遞進關係）。

厥陰是在少陰的基礎上寒象進一步加深，“微細欲絕是厥

陰”，脈摸都摸不到了，如休克的患者。要注意無力的脈

不一定就是太陰病，“弦而無力即肝虛”，太陰病的脈是

浮大無力的，厥陰病的脈是弦而無力的。

2.3 辨症狀	

辨症
自利不渴屬太陰，渴是少陰不化津。

厥陰消渴兼久利，龍雷火升夜半飲。

腹滿而吐是太陰，欲吐不吐少陰經。

吐而沖逆屬厥陰，痛煩胸滿吐涎清。

2.3.1 辨三陰之“渴”

“自利不渴屬太陰”，“自利不渴”是乾薑的獨證。

乾薑抑制腺體的分泌，它抑制消化腺的分泌促進吸收就能

夠治自利，抑制口腔腺體的分泌就能夠治口唾，所以理中

丸治大便稀、喜唾不了了。“渴是少陰不化津”，少陰



2018/12/10 2018/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2018/12/10 2018/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41 期/第 18 版醫學通訊課程

需要蒸騰氣化，得用附子。“厥陰消渴兼久利”，厥陰

病表現為口乾，拉肚子，或者經常便溏，“龍雷火升夜

半飲”，後半夜喝水的那是厥陰病。

2.3.2 辨三陰之“吐”

“腹滿而吐是太陰”，“腹滿而吐”這是消化不良。

“欲吐不吐少陰經”，就是說噁心如果從太陰去治不見效

，就要考慮少陰病。“吐而沖逆屬厥陰”，厥陰的特點就

是沖逆、厥熱勝複、寒熱錯雜。“痛煩胸滿吐涎清”，嘔

吐伴頭痛、心煩、胸滿、吐清口水、氣機上逆，那都是厥

陰病。

2.4少陰本證

2.4.1 少陰本證	

少陰本證

少陰陽微與陰細，咽痛乾嘔但欲寐。

附子但向腰間求，人參還是背中虛。

浮緩即是桂枝證，沉遲附子溫陽氣。

“咽痛乾嘔但欲寐”，少陰病可以表現為咽痛，這是

少陰咽痛證；“乾嘔”，這是“欲吐不吐少陰經”；“但

欲寐”，這是說少陰病表現為老想睡覺，沒有精神，眼睛

睜不開。“少陰陽微與陰細”，“陽微”是因為陽虛，陽

虛之後腎上腺素分泌減少，心臟收縮力減退，脈搏就沒有

力氣，所以叫陽微。“陰細”是什麼？伴有陰虛的人，脈

就細。脈細的人用了溫陽的藥容易上火，因為那是陰陽兩

虛，應該用腎氣丸或濟生腎氣丸這類的處方。“附子但向

腰間求，人參還是背中虛”，這是說腰疼、腰怕涼的用附

子，背怕涼的用人參。“浮緩即是桂枝證，沉遲附子溫陽

氣”，緩和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浮而緩的脈用桂枝，沉

而遲的脈用附子。

2.4.2 鑒別桂枝證和附子證

桂附證
勞宮汗出為桂枝，反此陽明腑氣實。

手心為桂手背附，表裡浮沉虛實知。

陽虛溫陽有兩個典型的證，一個是“桂枝證”，一個

是“附子證”，要注意鑒別。“勞宮汗出為桂枝，反此陽

明腑氣實”，“勞宮”，顧名思義，勞為虛勞，宮為地方

，就是說手心發熱汗出是桂枝證。如果不是桂枝證，那就

是陽明腑實證，手足濈然汗出者。前者為虛證，後者為實

證。而手心發熱無汗的是地黃證，那是陰虛。

“手心為桂手背附”，就是說手心出汗為桂枝證，手

背發冷為附子證。“表裡浮沉虛實知”，桂枝為表，附子

為裡；桂枝為浮，腑實為沉；桂枝屬虛，腑實為實。當然

，不能教條的死記硬背。例如，遇到一個患者手心出汗手

背涼，用桂枝加附子湯；又來一個病人，還是手心汗出手

背冰涼，還開桂枝加附子湯麼？其實是個溫經湯證，因為

她是卵巢癌，口唇爆皮，那是溫經湯的獨證，她是厥陰病

。厥陰病手背涼就不用附子，用吳茱萸，吳茱萸配桂枝就

是溫經湯。

2.4.3 太少兩感

太少兩感
表脈反沉麻附甘，陽氣虛弱多兩感。

反熱即向細辛求，但寒不熱病纏綿。

“表脈反沉麻附甘，陽氣虛弱多兩感”，就是說有表

證脈應該浮，因為病毒感染後腎上腺素分泌增加，導致脈

搏變浮，但病人脈反沉，說明這個人陽虛，腎上腺水準低

，需用麻黃解表，附子溫陽，用麻黃附子甘草湯。陽氣虛

弱之人常常多太少兩感證。“反熱即向細辛求”，用麻黃

附子甘草湯的這種人是不容易發燒的，如果發燒了，所以

叫反熱，可加細辛，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但寒不熱病纏

綿”，如果不發燒，則常常病勢纏綿，遷延不愈。這是因

為冬傷於寒，發燒說明正邪相爭，不發燒說明正邪不爭，

容易形成伏邪，所以病纏綿。感冒以後不發燒的，一年四

季都不感冒的，這種人容易得大病。

2.5 厥陰本證

厥陰本證

陽不入陰是少陰，早醒渴癢入厥陰。

錯雜沖逆與勝復，甯失其方勿失經。

“陽不入陰是少陰”，“陽不入陰”是入睡困難，這

是少陰病。“早醒渴癢入厥陰”，醒得早、半夜起來喝水

、老年性瘙癢，半夜起來抓撓，抓得血淋淋的，這都是厥

陰病，老年人厥陰當令，這些症狀都是老年人常見的。少

陰是陽不入陰，所以入睡困難；厥陰是陰不戀陽，再之後

就是陰陽離決，死亡。

“錯雜沖逆與勝復”，厥陰的病機表現為寒熱錯雜，

氣機上逆，厥熱勝復，在溫陽的時候要考慮到這個病機特

徵。“甯失其方勿失經”，開方的大方向要把握準確，把

太陰病當成少陰病治，少陰病當厥陰病治，厥陰病當太陰

病治，失經了，沒有效，往往還有副作用；失方了，大方

向對了多少有點效。

參考資料：

太湖大學一路健康APP課程：各家學說	─	扶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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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隆森臨床針灸治療與14經361穴實務研習班(一)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潘隆森臨床針灸治療與14經361穴實務研習班(二)

日期 上午課程	(09:00-12:30) 下午課程	(13:30-17:00)	

12/16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 (1/5)
2. 經穴教學：第一條肺經(單側11穴)的 簡介與應用
                      第二條大腸經(單側20穴)的簡介與應用

3. 臨床：
(1) 頭痛的針灸治療  (2) 網球肘的針灸治療
(3)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4)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1/20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2/5).
2. 經穴教學：第三條胃經(單側45穴)的 簡介與應用

3.臨床：
(1) 肩痛的針灸治療  (2) 落枕的針灸治療
(3)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4)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2/17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3/5)
2. 經穴教學：第四條脾經(單側21穴)的簡介與應用
                      第五條心經(單側9穴)的簡介與應用

3.臨床：
(1) 腰痛的針灸治療 (2) 媽媽手(手腕橈側肌腱炎)的針灸治療
   (3)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4)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3/17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4/5)
2. 經穴教學：第六條小腸經(單側19穴)的 簡介與應用
                      第七條膀胱經(單側67穴)前1/3的簡介與應用

3.臨床：
(1) 呼吸道疾病的針灸治療(2)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
(3)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4/21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5/5)
2. 經穴教學：第七條膀胱經(單側67穴)後2/3的簡介與應用

3.臨床：
(1) 消化系統疾病的針灸治療 (2)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
(3)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報名說明：報名費12,000元(含上課講義)，中醫(含學士後)在校生11/25前繳費，報名費7,200元，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可申請40點)，4.本課程限中西牙醫師或醫學系學生報名

日期 上午課程	(09:00-12:30) 下午課程	(13:30-17:00)	

6/16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 
2. 經穴教學：第八條腎經(單側27穴)的簡介與應用
                      第九條心包經 ( 單側9穴)的簡介與應用

3. 臨床：
(1) 膝痛的針灸治療           (2)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
(3)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7/21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
2. 經穴教學：(1) 第十條三焦經(單側23穴)的簡介與應用
    (2) 第十一條膽經 ( 單側44穴 ) 前1/2 的簡介與應用

3. 臨床：
(1)足踝痛的針灸治療          (2) 足跟痛的針灸治療
(3)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  (4)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8/18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 
2. 經穴教學：(1) 第十一條膽經 (單側44穴 )後1/2 的簡介與
    應用  (2) 第十二條肝經 (單側14穴) 的簡介與應用

3. 臨床：
(1)腹部肥胖症的針灸治療   (2)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
(3)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9/22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
2. 經穴教學：第十三條任脈(24穴 )的簡介與應用

3. 臨床：
    (1) 腦中風後遺症的針灸治療  (2)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
    (3)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10/20
1. 技術：針刺、灸療與拔罐簡介
2. 經穴教學：第十四條督脈 (28穴)的簡介與應用

3. 臨床：
    (1) 梅尼爾氏症的針灸治療  (2) 臉部的針灸美容
    (3) 其他問題的發問與討論  (4) 實務操作練習(自由參加)

報名說明：報名費12,000元(含上課講義)，早鳥優惠4/15前8折、5/15前9折，第一期全程舊生7折，中醫(含學士後)在

                  校生5/25前繳費，報名費7,200元，積分申請費100元/點(可申請40點) ，本課程限中西牙醫師或醫學系學生

                  報名

師資：潘隆森醫師／台灣十四經絡學會創會理事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第三屆畢
業，具中西醫師資格，前為中國醫藥大學及醫師針灸研習班兼任老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針灸科主治醫師、今為群生診所負責醫師，也是行醫 40年以上的資深醫師，教學經
驗豐富。著有：臨床十四經 361 腧穴(已發行五版)、十四經絡循行與臨床主治病症 ( ①已發
行八版①民國108年在大陸發行簡體版 )、針灸臨床手冊、臨床常見病症針灸治療(已發行六
版)，中型銅人模型(約 87 公分)與大型銅人模型(約 190 公分)等十二種出版品。

上課時間：自107年12月16日起第三週日AM09:00~PM17:00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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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自 108 年 6 月 16 日起每月第三週日 AM09:00~PM17:00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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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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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期/第 20 版雲端學院課程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編	號 課程名稱 時	數 報名費

E5 2016	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含脈的禮讚精裝本) 12 $  3,500 

E6 2017	許中華君臣佐使臨證思辨用藥講座 12 $  3,500 

E7 2016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講座	(3) 20 $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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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4,000 

E9 2017	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整合療法講座 12 $  3,500 

E10 2016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徒手療法 12 $  3,500 

E11 2017	盧文瑞老師軟組織及骨傷徒手療法 12 $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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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00 

E15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酸痛五官製劑	(B) 7 $  1,800 

E16 2016	呂志宏老師滑石中藥製劑	(C) 4 $  700 

E17 2017	華山論劍名家講座 20 $  3,000 

E18 2018	李蔡榮老師伏邪溫病臨床醫案分享 21 $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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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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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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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課程9折優惠，報名繳費完成後，公會簡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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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天內可多次複習研修。

   台灣地區／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請註記課程編號代碼)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像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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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出版品第 21 版/第 41 期

書   名 簡　介 售 　價

金匱大論壇

¬˙精裝本（21公分x30公分）1套2冊附典藏盒

¬˙1012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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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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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一套三冊附精緻典藏盒
˙¬1,214餘頁（高級書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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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頁（高級書面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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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本（17公分×23公分） ¬200餘頁（雙色印刷高級書面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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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本（13公分×19公分）
¬̇ 340餘頁（高級書面紙）（傷骨科影像光碟專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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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 ¬240餘頁（高級雪銅紙彩色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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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餘頁（書面紙．雙色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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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380餘頁（高級書面紙雙色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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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師開執
業暨經營

大全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500餘頁（雙色印刷高級書面紙）
¬˙醫師開執業登記作業須知、診所設立流程、開業評估要點、診所內部格局

與動線規劃.....。
院所管理要點、藥局管理須知及流程、診斷書開具須知 ...........。
醫療相關法規、開執業重要法規、自費費用法規、預收費用法規 ........。

定價500元
特價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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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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期/第 22 版論壇講座一覽表

課程
代號

日期 時間 講師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報名費

董氏奇穴專題

A1 0308
(五)

09:00

~

13:00
美國

楊維傑
中醫易理學-針灸應用篇：

董氏奇穴原理解密(一)
台大景福館 7,000 元

A2 0310
(日)

13:00

~

17:00
美國

楊維傑
中醫易理學-方藥、易理診

斷、針灸、應用篇(二)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2A
7,000 元

A3 0311
(一)

09:00

~

17:00
美國

楊維傑
中醫易理學-方藥、易理診
斷、針灸、應用篇(三)(四)

台大景福館 14,000 元

B1 0308
(五)

14:00

~

18:00
加拿大
鍾政哲

董氏奇穴精華穴位解析(一) 台大景福館 5,000 元

B2 0313
(三)

09:00

~

17:00
加拿大
鍾政哲

董氏奇穴精華穴位解析
(二)(三)

台大景福館 10,000 元

傷科手法專題

C 0309
(六)

09:00

~

13:00
台灣

李興明
遠端治療在傷科手法應用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1

5,000 元

特種針法專題

D 0309
(六)

14:00

~

18:00
台灣

溫崇凱
眼針、舌針在疑難雜病

臨床應用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1

6,000 元

E1 0309
(六)

09:00

~

13:00
廣州

陳秀華
嶺南陳氏針法(一) 飛針法、

分級補瀉法、導氣法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205

6,000 元

E2 0310
(日)

13:30

~

17:30
廣州

陳秀華
嶺南陳氏針法(二)在內、
婦、骨傷疑難病臨床應用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2C

6,000 元

F1 0309
(六)

14:00

~

18:00
北京

楊才德
針刀穴埋講座(一) 
星狀神經應用解剖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205

6,000 元

F2 0310
(日)

09:00

~

12:00
北京

楊才德
針刀穴埋講座(二) 

星狀神經埋線實務操作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2B

6,000 元

大會特別講座  ※報名特別講座，不參加論壇，免交論壇註冊費。



2018/12/10 2018/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2018/12/10 2018/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23 版/第 41 期 論壇講座一覽表

J 0310
(日)

14:00

~

17:00
美國
吳奇

吳氏方位針灸在免疫系統疾
病臨床治療應用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1

5,000 元

O1 0313
(三)

09:00
~

17:00
香港

劉恩明
毫火針婦科疾病治療講座

(一)(二)
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一)
8,000 元

O2 0314
(四)

09:00

~

17:00
香港

劉恩明
毫火針癌症、中風、截癱、

疼痛治療講座(三)(四)
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一)
8,000 元

O3 0315
(五)

09:00

~

17:00
香港

劉恩明
毫火針臨床醫案教學

(限報名O1或O2的學員加選帶教課)

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一)

6,000 元

醫美針灸專題

G 0309
(六)

09:00

~

13:00
日本

北川毅
中西結合美容日式針法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203

5,000 元

H 0309
(六)

14:00

~

18:00
台灣

陳潮宗
經絡埋線醫美針法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203

5,000 元

K 0310
(日)

10:00

~

13:00
韓國

鄭仁鎬
微針醫美講座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2C

5,000 元

經方應用專題

*P 0309
(六)

14:00

~

17:30
日本

賴建守
古方腹診與經方應用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2B

3,000 元

*I 0310
(日)

10:00

~

13:00
北京

傅延齡
消化系統疾病經方治療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2A

3,000 元

*L 0310
(日)

13:30

~

17:00
台灣

賴榮年
婦科經、產、更年期常見疾

病中西結合治療
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一)
3,000 元

*M 0311
(一)

09:00

~

17:00
廣州

李賽美
六經辨治兒科疾病及糖尿病

膏方臨床應用
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一)
6,000 元

*Q 0312
(二)

09:00

~

17:00
安徽

蔡長友
六經辨治婦科急難症

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一)

6,000 元

N1 0311
(一)

09:00

~

17:00
天津

吳雄志
吳門扶陽心法臨床應用

(一)(二)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1

6,000 元

N2 0312
(二)

09:00

~

17:00
天津

吳雄志
吳門扶陽心法臨床應用

(三)(四)
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401

6,000 元

【報名說明】 1.註記「*」課程講座，優惠中醫系(含學士後)學生報名費5折。
2.O3課程限有報名O1或O2課程方可報名。
3.各課程依繳費順序排定上課座位序，同一類課程全程上課者優先排位。
4.各課程2018.12.31前繳費9折優惠。  
5.2018.12.31前任選2種課程8折優惠
6.各項課程於2019.01.30截止報名繳費，每一課程報名人數不足20人不開課。

【繳費辦法】 國內－請郵局劃撥: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課程英文代號)
國外－請採用QRCode線上繳費，繳費後將匯款資訊及課程代號mail至
tp.cma@msa.hinet.net並告知課程英文代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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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月9日(六)09:00～17:00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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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日)09:00～16:00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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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日)10:10～16:00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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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星期六) □ A1 醫學課程8點 □ A2 醫學課程8點

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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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第89屆國醫節第11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11th TAIP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FORUM 2019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41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16~18版)試題：請簡述扶陽抓獨診斷。

◎ 本期雜誌可申請107年度醫學課程2點申請費200元，申請通訊教育課程6年內不得超過60點，請將試題

     答案及中醫師姓名、身分證及中醫師證書字號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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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0577。

◎ 台灣中醫師兩天註冊費4000元可申請20點積分，於12月31日前劃撥申請20點積

分僅收註冊費2,000元，2/28前3,000元，贈送大會論文集、兩天午餐。6年換照

120點，1年應研習20點。繳費如未註明感染性別課程點數，皆由本會申請醫學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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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大會註冊費

註冊費用

˙國外人士出席3/9、10註冊費美金200元(新台幣6,200元)，含大會論文集、中英文出席
證書、2天午餐及3/9歡迎晚宴。

¬˙台灣中醫師註冊報名費新台幣4,000元，107.12.31前報名優惠新台幣2,000元 ( 含大會
論文集、兩天午餐及20點繼續教育積分)。

大　　會
論文徵文

中醫藥基礎理論、中醫經方典籍探討、中醫藥實證研究、中醫藥臨床研究、中醫健保、
醫務管理或裨益中醫藥文化傳承之主題，創新者優先錄用。

大　　會
徵文格式

論文字數不超過4,000字，包含(1)400字以內中文摘要(2)關鍵字(3)參考文獻(4)附上作者
姓名、學歷、工作單位、職稱、通訊位址、電子信箱。徵文截稿日期：2018年12月25
日。經大會審查通過錄用的論文(摘要)收入大會論文集；若要口頭發表者請務必註記。

大會壁報
論文發表

壁報尺寸為寬90cm高140cm，壁報紙的刊頭包括論文標題、作者及工作單位，壁報發
表報名費1500元，已交論壇大會註冊費者壁報報名優惠收1000元，請於1月1日前報名。
若欲參加壁報展比賽請於1月31日前電傳口頭報告內容，向大會秘書處登記，經大會評
審錄取優秀前三名獎金分別為3000元、2500元、2000元。大會代為輸出壁報酌收製作費
用1000元。

論文口頭
報告發表

口頭報告時間為每位10~15分鐘，有意口頭報告者(含摘要)請於2018年12月25日前報名
，並於2018年12月25日電傳報告論文內容；口頭報告論文須先經大會籌備會學術組審
查通過後，具有創新者將優先依論文類別安排報告次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