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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過敏性鼻炎，中醫認為過敏體質跟免疫系統有關，應該以改善體質為首
要，中藥治療則以溫肺固表、祛風散寒為原則，開立科學中藥調理，若能再配合
冬蟲夏草、蜂膠加強保養，並且把握夏季三伏天及冬季冬三九的敷貼治療，對於
提高自身免疫力及過敏性鼻炎之復原有極大的成效。

為人父母之後，就會開始體會到養兒育女的各種擔憂，隨著小孩年紀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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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中藥敷貼減敏療法是中醫特殊的外治療法之一，其治療乃基於
「夏病冬治，冬病夏治」 為原則，依循古法及氣節運轉，結合中醫
〈運氣醫學〉與〈敷灸療法〉的預防性治療，於一年中最熱三天和
最冷三天，配合人身穴道的氣機循環治療惱人的過敏性鼻炎。
藥物:選用細辛、白芥子…等辛溫香竄、逐痰利氣的藥物，製成膏餅
敷貼於背部腧穴上，藥物經由皮膚吸收，滲透至皮下組織，進入血
管，參與血液循環，持續刺激穴位，疏通經絡，調節臟腑功能，從
而發揮藥物之藥理作用。
療效:可以鞏固體質，強化機體反應，增強抵抗力，減少過敏及感冒
病症的復發。根據研究顯示，這種療法對於上呼吸道疾病療效達80%
以上，除了可減少腸胃道干擾、延長藥效外，尤其適合不喜歡服藥
的小兒及服藥過多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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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小姐，病歷號79***，34歲，104年1月8日門診，病名：月經異常。當日主訴:
已婚一年未孕，欲孕，lmp1/7，經期可，經期/週期3-4/25-26，經行腹痛，經行腹
瀉，腰痠背痛，易疲倦，頭暈，心悸，胸悶，脈象:沉，弱。臨床上常出現女性在行
經期間或經前有腰痠、腰痛的現象，絕大部分是寒氣鬱積、肝腎不足所至，然而子
宮膨脹引起骨盆瘀血亦會引發腰痛，所以女性經期的保暖是很重要的。A小姐手腳易
冷，下腹隱冷，行經腹痛、腹瀉，皆為胞宮虛寒之症，沉脈的原因很多，大多是虛
或因其他原因導致氣血受阻滯，脈沉而無力，陽氣衰微。從中醫的觀點認為胞宮虛
寒對女性月經的影響主要在於月經週期不規律、月經量少、痛經、閉經等方面，也
就是寒邪對子宮和卵巢的影響。當日賴院長為A小姐開立溫經湯、當歸芍藥散、艾葉
等科學中藥7天份以達到暖宮、溫經養血、健脾利濕之效，並囑咐A小姐忌生冷，宜
食溫熱，要注重保暖，避免外受寒潮，損傷陽氣，而其中的溫經湯不僅是胞寒血瘀
的藥方，也是治療不孕的良劑，另外，再開立5帖水煎劑做為此次經後調理之主力，
以黃耆、黨蔘、菟絲子、鹿角霜、紫石英等中藥材為A小姐補氣、散風寒及溫養肝腎
。經後調理著重在滋陰補腎，月經結束後為雌激素分泌的黃金階段，雌激素能促進
濾泡成熟，排出品質較佳的卵子，而子宮內膜也是在這個階段慢慢增厚用以提高受
精卵著床的穩定性，過了排卵期後到下次的月經來潮，這個時期黃體素逐漸增加，
對於想要懷孕的女性來說，是可以利用藥物調理的。A小姐於1月29日來做經前的調
理，賴院長以苓桂朮甘湯加淫羊藿、菟絲子來理脾化濕，疏肝益腎，促進排卵；以
巴戟天、肉蓯蓉來補腎助陽。經過一個月的經前及經後調理，A小姐於服藥期間確定
懷孕了，可惜在懷孕的第九週流產了。A小姐4月16日回診，主訴:lmp4/17，3/17D&C 學歷:
(人工流產手術)，孕9週，頭痛，脈象:沉，弱。流產後的調養和坐月子一樣重要， 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
糖尿病、肝病、婦科、男科
子宮的復位以及卵巢功能的恢復都需要一段時間來調養，如果不加以重視，則身體 臨床研究
健康可能因此走下坡或造成習慣性流產，此次，賴院長以右歸丸加黃耆幫助A小姐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陽益腎、補氣補血，以清上蠲痛湯其清熱止痛之效來緩解頭痛的不適，持續以艾葉 經歷:
中醫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來溫暖子宮，再加上肉蓯蓉、淫羊藿，開立7天科學中藥為A小姐做經前調理。4月24 中醫婦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日回診，主訴:lmp4/17，量多無痛，遇風頭痛。正常情況下，人工流產手術後的第 中醫兒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一次月經會在4~8週後來潮，而因子宮內未排完的殘餘內容物和經血一併排出而導致 中華針灸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傷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經血量較多是有可能的，因此，此次之調理以補血滋陰，補血止血為主，賴院長以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阿膠、甘草、黑艾葉等中藥材開立5帖水煎劑。A小姐接受經前及經後調理兩個循環 前大成中醫醫院主治醫師
後，終於再次懷孕了!以上一再的強調保暖是因為中醫認為，血得熱則行，得寒則滯 私立東海大學義務駐校醫師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社理事
，月經是子宮內膜受到卵巢分泌的雌激素水平的週期性改變而週期性脫落形成的，
卵巢功能影響了月經，另外，除了溫度以外，還有情緒、壓力、飲食等因素，因此，備孕期間，除了接受
專業中醫師的調理之外，還需保持心情愉快、放輕鬆，適度的運動有助於調節情緒，增加心肺功能，更重
要的是，夫妻倆人都要放鬆心情，產出的精子和卵子質量才會更高，更有益於順利懷孕!

賴文志院長

陳昱衡醫師

所擔心的事情也更著變換，學齡前大概最害怕的就是發燒，發燒代表各種感染症、
發炎症；學齡後小朋友身體已較為茁壯，中醫門診多見到處理過敏、生長發育轉骨
相關的需求。今天特別要談的是兒童鼻竇炎，主要是因為小兒鼻腔結構尚未成熟，
因此有其特殊性。
從鼻孔進去的空腔叫做鼻腔，鼻腔除了通
額竇
往咽喉以外，還有幾個小開口，分別通往頭顱
篩竇
骨中不同的空腔，這些空腔就叫做鼻竇，有點
蝶竇
上頷竇
像是童書中畫的螞蟻窩，從客廳還有通道進入
其他的房間。不論是鼻腔或是鼻竇，它們表面
都有黏膜覆蓋，可以分泌潤滑液讓鼻道、咽喉
保持溫暖濕潤，可以分泌抗體抵禦外敵，也有共振的效果，讓我們的聲音更美妙。
鼻竇炎，就是這些空腔發炎了，有細菌或是黴菌等等感染。當鼻竇與鼻腔的開
口堵住，分泌的液體排出不順暢，感染源又跑進去，就容易造成鼻竇炎。不論急性
感冒、慢性過敏都會使得鼻黏膜腫脹造成開口狹小，或是鼻中膈彎曲、中鼻甲肥大
等結構上的壓迫堵住了開口，都有可能引發鼻竇炎。常見的症狀是鼻子出現濃稠穢
濁黃綠色鼻涕、鼻涕倒流、咳嗽、嗅覺遲鈍、口臭等等。進一步可因為鼻涕在鼻竇
中蓄積，腫脹的壓力引發頭痛，或是鼻涕經由耳咽管流入中耳造成中耳炎。長期來
說還會有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等症狀。
很多家長對於孩子流鼻涕都已習以為常，大部分都會覺得小孩只是吹風感冒才
流鼻涕，很難聯想到孩子是否患了鼻竇炎。小兒發生鼻竇炎的機制與成人並沒有不
同，只是由於發育尚未成熟，一般感冒比成人更容易影響到鼻竇，鼻竇發炎後的積
液也容易流到中耳引發中耳積液，久了可能造成聽力下降，影響到小兒的語言發展
及其他學習。加上小兒表達能力不足，常常被忽略，因此不可不慎。
學歷:
鼻竇炎屬中醫「鼻淵」範疇，依照鼻竇感染表徵判別這些外來敵人的虛實狀態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加上考慮患者臟腑體質強弱，可使用祛邪的清鼻湯、蒼耳散、辛夷清肺散等方劑 成功大學物理治療理學士
經歷:
，搭配調整體質的補中益氣湯、香砂六君子湯、龍膽瀉肝湯等方劑靈活運用，造就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中醫內婦兒科醫學會會員
祛邪扶正的效果，達到治癒鼻竇炎的目的。
一般居家保健應注意睡眠品質，天氣變化適當穿脫衣物防止受寒，飲食上不需 中華針灸醫學會會員
中醫傷科醫學會會員
特別攝取額外營養品，基本均衡飲食營養就已經足夠，忌口反而比較重要，尤其是 私立東海大學義務駐校醫師
冰冷食品、甜食、過多的奶麵飲食，保持環境空氣清新，尤其常常紫爆的中台灣，
室內清淨機是可考慮的選擇。鼻涕黃、量多者，可適當飲用菊花薄荷茶（菊花12克、薄荷6克、甘草3克
。用開水泡茶飲），以利膿涕排出。也可按摩穴道，如臉上的印堂、迎香穴和手臂的曲池和合谷穴，每
個穴位早晚各5-10分鐘，同時適量運動有助於體質的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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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

兒童鼻竇炎

適 應 症 :過敏體質兒童，如:過敏性鼻炎、鼻竇炎、 氣喘、容易感冒及反覆上呼吸道感染。

Forever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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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膝關節炎又名膝骨性關節炎，是關節軟骨因外傷或老化而被破壞。關節
活動時，產生不正常磨擦而疼痛；更嚴重者，關節軟骨完全耗損殆盡，導致骨頭和
骨頭直接的磨擦，此時膝關節除了更感疼痛之外，也會有外觀的變形和活動困難，
特別是在彎曲膝蓋時。
有退化性
正常膝部
症狀
1.膝關節疼痛僵硬：尤其是關節活動後，如運動後、工
作後。相反的，經長時間靜止不活動後也會惡化。如早 囊
晨起床後的僵硬感，及久坐、久站後的關節僵硬感。
2.膝關節變形：早期以軟組織變形為主，晚期會引起關 軟骨
節骨構造的破壞和變形。
滑膜
3.關節軟組織病變：如關節滑液囊發炎，引起之紅腫熱
痛，關節囊本身之纖維化變成關節僵硬感、關節旁肌腱
骨
炎引發之疼痛，股四頭肌萎縮引起之無力等。
病因
1.慢性勞損：(a).長期姿勢不良 (b).工作負重用力過度 (c).體重過重
2.創傷：(a).骨折 (b).半月板軟骨損傷 (c).副韌帶、十字韌帶損傷

關節炎膝部

曩肥厚
形成囊腫
關節骨損傷
粗糙軟骨
滑膜肥厚
關節骨變形

退化性膝關節炎分期
第一期：
關節腔變窄、關節
內非骨性贅生物增
加、關節內軟骨彈
性減少、關節外觀
輕度變形。

治療方式
1.熱敷腰部、冰敷膝蓋。
2.整脊：復位錯位關節，以釋放關節間的壓力，使關節排列至正常角度。
3.關節液抽取：如果有關節液滲出，則需以注射針筒抽出，以釋放關節壓力。
4.針灸：再次放鬆肌肉，並加速血液循環。
5.敷藥：消腫止痛和發炎反應。
6.內服水藥：修復韌帶，強化、穩定關節。
衛教注意事項
1.保持理想體重，以免膝蓋荷重過度。
2.避免過度彎腰、彎曲膝蓋、翹腳、盤腿等動作。
3.不可坐低矮椅凳，以免膝蓋受壓太大。
4.運動宜適度，可採漸進式運動。
5.若膝蓋疼痛、腫脹時，宜冰敷，切勿熱敷、揉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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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17歲吳姓高三男學生，前來求診時，外表瀏海留得很長且口戴口罩，
明顯對於自己的外表有些掩蔽，當他拿下口罩時看到的是滿臉痤瘡，兩頰伴隨許多
硬瘡，詢問排便狀況大概是3-4天一次且偏硬，他又喜歡吃辛辣的東西，最近因為
考試壓力大，常常念書念到半夜，該患者媽媽看了也很苦惱，就試著買了許多保養
品來讓他保養也都無效，只好來門診求助，希望從內在調理，因為整臉的痘痘很多
，想必處理起來的病程會有點久。
首先應當先處理腸胃問題，人體的疏泄分為三個部分(皮膚、大便、小便)，其
中只要一個通道出了問題，就會有其他病徵出現，使用了一週的用藥，並搭配良好
的衛教習慣後，排便順暢許多，臉部痤瘡好發率減少了許多，但兩頰的痤瘡還是有
點紅，診脈後發現肺熱仍是存在，因此適當給予清肺熱加上排便用藥，病徵就有漸
漸好轉，氣色也隨之轉好，痤瘡也相對減少。經過幾週治療臉部也乾淨許多，但有
時會因為考試壓力下病況有所浮動，中間給予幾次補血養血藥處理(其因為晚睡血
虛問題造成)，之後剩處理疤痕問題，再給予活血祛瘀，痘疤即慢慢淡化，後續處
理完成即停藥，但囑咐其生活須規律並注意飲食，現在已是開心而充滿自信的大學
生了。
何謂痤瘡?
痤瘡俗稱青春痘，為毛囊皮脂腺之一慢性炎性疾病，青春痘的
成因是毛囊及皮脂腺阻塞，進而產生發炎反應，且已形成粉刺、紅
丘疹、膿皰、結節及囊腫為特徵，有些病例會有瘢痕形成，最高峰
為14~18歲，男女發生率大致相同，發生部位以臉部為主，亦可發
生在背、胸及肩膀，中醫認為病因常為飲食不節制，過食肥甘厚味
、辛辣刺激食物，肺胃濕熱，復感毒邪而成，亦有外用化妝品刺激
或瀝青等化學物質黏著皮膚誘發。

中醫症型分類：
肺經風熱：丘疹色紅，或有癢痛，或有膿皰，兩頰明顯，伴口渴喜飲、便秘，苔
薄舌紅、脈細數，方以清上防風湯加減。
腸胃濕熱：皮疹紅腫疼痛，皮膚油膩，在鼻子以及口唇周圍明顯，伴有便秘、小
便黃、納呆腹脹，方以甘露飲加減。
痰濕血瘀：皮疹色紫紅，有結節、膿腫、囊腫，皮疹在經前增多，常在下巴出現
，伴納呆腹脹，舌質暗紅，邊有瘀點，苔白，脈弦，方以二陳湯和血
府逐瘀湯加減。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醫學士
經歷:
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前蕙心中醫診所主任醫師
前德濟中醫診所專任醫師
前皇家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中華健康管理協會講師
大台中美容公會講師
中山醫學大學國醫社講師

第三版

痤瘡常因飲食、生活作息(睡眠、排便)以及情緒影響，女性常常與經期有很大
的關連，而且病情常反覆，需耐心認真調理一陣子。

預
保與健
防

1.少食高糖、高脂肪、酒、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2.多食蔬菜(豆芽、青菜、冬瓜、絲瓜、苦瓜、荸
薺)及適量水果或綠豆湯。
3.保持大便通暢。
4.每日宜用溫水洗臉2次(可選薄荷相關清潔劑)，
不要用鹼性強的肥皂。

陳孟吟醫師

第四期：
關節腔軟骨完全磨
損、股骨與脛骨直
接摩擦、需做人工
關節置換。

林義傑醫師

第三期：
關節腔變窄，骨邊
緣長骨刺、軟骨破
裂、關節液減少失
去潤滑性、膝關節
外觀嚴重變形。

第二期：
關節腔變窄，關節
內非骨性贅生物持
續增加、軟骨呈空
洞泡泡狀，膝關節
外觀中度變形。

醫

痘痘遠離我

退化性膝關節炎

簡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士
台灣大學公衛研究所醫學碩士
經歷:
前台北術德中醫診所醫師
前自然順勢中醫診所醫師
前奇美醫院中醫部醫師
中醫內科醫學會會員
中醫婦科醫學會會員
中醫兒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針灸醫學會專科醫師
韓醫美顏針訓練合格醫師
私立東海大學義務駐校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