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新中醫季刊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一日

第九十六期

第四版

景 新

景新中 醫 季 刊

中 醫 診 所

地 址 :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473號
電 話 : 04 - 24625025
客服專線 : 0921-869603
E-mail:foreveryoung92n@yahoo.com.tw
發行人:賴文志
總編輯:藍星潔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一日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零九年六月一日

第九十六期

三伏

療法
鼻炎 敷貼

媽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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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貼日期
一年中最熱三天，配合人身穴道的氣機循環治療惱人的過敏性
鼻炎。
初伏:7/16(四)-7/18(六)
藥物:選用細辛、白芥子…等辛溫香竄、逐痰利氣的藥物，製成 中伏:7/26(日)-7/28(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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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伏:8/15(六)-8/17(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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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適應症:過敏性鼻炎、鼻竇炎、氣喘、容易感冒及反覆上呼吸道感染。

賴文志院長

月經不調是婦科最常見的疾病之一，那什麼叫做月經不調呢?月經不調是指月
經週期、經期、經量有異常的現象，例如:月經提前到(經早)，月經延後到(經後)
或月經先後不定期(經亂)等。正常排卵的女性平均月經週期天數是28-35天，經期
長度約為3-7天，經色多為暗紅，後期呈現淡紅色，經質不稀不稠，無明顯血塊，
也無特殊臭氣，臨床上常見女性在月經期間經血量過多，或經血量過少、經期腹痛
都是月經不調的症狀。月經不調可能引起女性頭痛、頭暈、暗瘡，也可能是某些疾
病的徵兆，例如:不孕、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多囊性卵巢等，女性需加以重
視。《素庵醫要》說:「婦人諸病，多由經水不調。調經，然後可以孕子，然後可
以祛疾」。「故治婦人之病，總以調經為第一」。因此女性的健康與其月經狀態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以下為一則月經不調的案例，A小姐，病歷號91xxx，31歲，107年4月13日初診
，病名:月經不規則。當日主訴:經行腹痛，顏色鮮紅，量少，經行腹瀉，月經約莫
45-60天來一次，已婚年餘，努力嘗試懷孕皆沒結果，Lmp 4/7。脈沉。A小姐體質
偏寒，月經後期，沖任虛寒，血凝氣滯，胞脈淤阻，治療上必須先溫經散寒，養血
祛瘀，沖任得調，子宮得溫，氣血得養，故能孕育。而經血量少很可能伴隨子宮內
膜較薄，受精卵也就較難著床，也可能是影響懷孕的因素之一。賴院長以當歸四逆
湯、溫經湯加減開立科學中藥六日，並叮嚀A小姐六天後須再回診，持續服用科學
中藥直到下次月經來為止，除此之外，每次的經後調理皆開立五日水煎劑，宜以補
肝腎為主要方向來提高A小姐的卵巢功能，藥方中巴戟天，吐絲子，肉蓯蓉既是補
腎陽的藥，也可提升補養氣血藥材的功效，接下來的三週，賴院長持續以右歸丸、
四逆湯加減開立科學中藥來改善A小姐畏寒肢冷及腎陽不足的問題，經過半年的中
藥調理，A小姐的月經週期已逐漸規律，從45-60天縮短成30-35天一個週期，再配
合測量基礎體溫來計算自己的排卵期，半年後懷孕，順利產下一子。
女人的月經週期變化是很重要的，調理月經一定要根據身體狀態給予不同階段
的治療，不可操之過急，而中醫調理的過程中，在疾病的治療上以辯證論治為主軸
，以養生為重，所以患者體質的分辨與歸類是中醫調理很重要的事，也提醒大家，
接受調理的同時也要注意飲食，保持心情愉快，並且一定要尋求專業中醫師對症下
藥，方能彰顯療效。

不孕症

林義傑醫師

臨床診斷
患側手握拳將拇指包在另外四指下，手腕向小指側下壓，若是手腕拇指側有
明顯的疼痛，則為陽性。
鑑別診斷
容易與「媽媽手」出現類似症狀的疾病有：
容易加重疼
‧手腕關節之退化性關節炎：關節處有變形。
痛的動作，
‧手腕月狀骨病變：痛點在手腕中間處。
如圖:
‧腕隧道症候群：手麻。
‧頸部神經壓迫：手麻。
治療方式
學歷:
‧冰敷：緩解局部發炎反應，不可熱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醫學士
‧正骨：復位錯位的手腕、姆指關節，以釋放關
經歷:
節間的壓力，讓肌腱放鬆以恢復彈性。
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前蕙心中醫診所主任醫師
‧針灸：再次放鬆肌肉，並加速血液循環。
前德濟中醫診所專任醫師
‧敷藥：消腫止痛和發炎反應。
前皇家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內服藥：修復韌帶，強化、穩定關節。
中華健康管理協會講師
大台中美容公會講師
衛教注意事項
中山醫學大學國醫社講師
‧受傷後最重要的是接受治療與休息，而不是復健、運動，肌肉不會因為休息而
萎縮。
‧使用單手或雙手在抱嬰兒時，盡量讓五指拼攏，手掌、手腕成水平狀，平均分攤
嬰兒的重量，可避免嬰兒重量只由虎口及大拇指承受。
‧擠母乳時不要過度使用大拇指，或是持續太久。
‧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必須避免大拇指長時間、經常重覆的動作；工作時需減少不
當的用力方式。
‧患處不宜熱敷，若有發炎、發熱的症狀，可冰敷以緩解疼痛。
可穿戴護具，減少肌
‧可穿戴護具，或使用肌貼，減少肌腱的過度使用，以免誘發肌腱發炎。
腱的過度使用。

案例分享

媽媽手又稱「狄奎凡氏症」（De Quervain´s disease），正式醫學名稱為
「狹窄性肌腱滑膜炎」(stenosing tenosynovitis)，它是指位於手背橈側（拇指
側）的支持帶出現增厚，壓迫到其下方的伸拇短肌(extensor pollicis brevis)
及外展拇長肌(abductor pollicis longus) 的肌腱和滑膜，引起管道的狹窄、管
道兩端的肌腱及滑膜發炎腫脹，嚴重時肌腱的滑動受限，或造成粘黏。
高危險族群，常見於中年婦女或生產過後之婦女，大多與日常
媽媽手
生活中不正確用力，或是反覆用力過度有關，如洗衣服、扭毛
巾等。而準媽媽們因懷孕未期荷爾蒙的改變，滑囊及關節本身 外展姆長肌
肌腱
就容易產生輕微的炎症反應，此時只要稍有施力不當，如抱小 腕伸肌
伸側姆短肌
嬰兒時手腕過度彎曲、大拇指過度外展等，便容易患上「媽媽 支持帶
肌腱
手」。
發炎的腱鞘
然而「媽媽手」並非媽媽的專利，若爸爸照顧嬰兒，也容
易得此一病症。在其他行業中，如果工作中需要長時間重覆使
用拇指施力者，也可能得到此症。例如：長時間打字的職業、長期握筆的文字工
作者、單手端著沉重餐盤的服務生、把書本上架的圖書館員工、常使用手機的「
拇指族」。
病因
腕部橈側肌腱滑囊包有兩條肌腱—伸姆短肌(Extensor
pollicis brevis)及外展姆長肌(Abductor pollicis longus)
的肌腱，顧名思義，拇指外展及向後伸展時都須這兩條肌肉的
收縮來帶動動作，相反地，拇指作內縮及彎曲的動作時，則會
拉扯到這兩條肌腱。 所以，造成「媽媽手」的主要原因，就是
肌腱在滑囊內過度摩擦，導致肌腱發炎。

Forever Young

登記證字號:版臺省至字第 參肆參 號

學歷:
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
糖尿病、肝病、婦科、男科
臨床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經歷:
中醫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婦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兒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針灸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傷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前大成中醫醫院主治醫師
私立東海大學義務駐校醫師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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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麻痺正常或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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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的前奏
慢性腎臟病

張立穎醫師

簡易功法八段錦-背後七顛百病消
談到「麻」，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有時蹲廁所滑手機
八段錦，聽說始於北宋，共有八節動作，是一套獨立
或趴在桌上睡著，接著就是難受的手麻腳麻啦！人只要處
而完整的健身功法，可全套練習也可選段練習，每日早或
於某一姿勢過久，就會造成暫時性的手足麻木，這時只要
晚鍛練都可，不需要任何設備及場地要求，練習過程務求
稍微活動一下，麻木感就會逐漸消失。然而，在某些狀況
心情放鬆，不可用力過度，動作柔和，需配合呼吸調節。
，麻木感並沒有因為稍為活動而消失或反覆發作，時輕時
針對督脈的保健，其功法描述如下：
重，那就得注意是否屬於病理性的麻痺。
搖頭擺尾去心火
兩手拳足固腎腰
背後七顛百病消
攢拳怒目增氣力
人直立，兩腳並排，兩膝伸直，慢慢提高足跟，離地
針對麻木的感覺，古人有相當傳神的描述：麻，是指肌肉之內，如蟲亂行，
數寸後，下落，全身放鬆抖動，配合呼吸，提腳時吸氣，下落時呼氣。以下節錄台中慈濟醫院八段錦教學手
按之不止；木，是指皮膚無癢痛覺，按之不知、掐之不覺。這樣的症狀，在文獻
冊的圖文描述細部操作，每日練習約10~20分鐘即可。
典籍中有眾多的稱呼，不仁、麻痺、頑痹、頑木、針刺不痛等。這些名稱的共通
點是著重在知覺的異常，以現代生理學角度來看，就是主掌感覺的神經細胞功能
受到干擾。
我們的腎臟具有調節水分、血壓、電解質與酸鹼平衡的作用，並能排除外來
神經細胞居住在人體的天龍區:
化學物質、毒素或藥物代謝物以及蛋白質代謝廢物，也有製造和分泌荷爾蒙的功
提到神經，就得說說這些神經細胞們的住所—脊椎。
七塊頸椎
能。當腎臟受到傷害或因疾病而不能維持正常功能時，廢物和過多的液體會在血
脊椎上撐頭骨，下聯骨盆，處於身體的中樞位置，是五體
液中堆積，進而可能出現一些徵兆，像是小便起泡、排尿困難或疼痛、手腳水腫
十二塊胸椎
活動的樞紐，台語又稱之為龍骨。正是這樣特殊的位置，
或血壓變高等，當患者未留意而腎功能進一步惡化衰竭，則可能出現尿量減少、
它的功能與人體間的連結也就相當密切。在學術理論上，
噁心嘔吐、口腔有異味、疲倦嗜睡(貧血)、呼吸短促等症狀。可惜的是，超過九
脊椎三十三塊，分為七節頸椎，十二節胸椎，五節腰椎，
五塊腰椎
成病人不知道自己已進入慢性腎臟病階段。
五節薦椎及四節尾椎。神經細胞也分別由這些地方延伸而
五塊薦椎骨
四塊尾椎骨
目前在台灣需要長期透析(俗稱洗腎)的病人數已經超過8萬5千人，盛行率高
出，掌握著身體的感知與運動。
居世界第一，每年使用健保醫療費用約300～400多億元。而台灣慢性腎臟病的盛
脊椎結構不穩影響神經細胞居住安全
行率約12％，大約有300萬人，其中有嚴重腎臟病的更超過160萬人，若這些患者
脊椎骨之間有個如水球墊般的椎間盤，做為椎骨和椎
沒有注意保護腎臟功能，當年齡愈大而臟器功能加速衰退老化，則未來進入洗腎
骨之間的緩衝，脊椎周圍也有韌帶，強化整條脊椎結構的
脊髓與椎管
階段的人數將更為龐大。
穩定度，在這樣的平衡下，從脊椎骨縫隙間延伸出的神經
椎弓
慢性腎臟病可分為五期，依腎絲球過濾率值（eGFR）來判斷腎功能如下表:
得以正常的執行任務。一旦這樣的平衡結構受到破壞，比
椎體
棘突
如說韌帶強度不足，使椎體之間角度不正，久而久之將椎
椎間盤
分期
損害程度
腎臟功能
分期
分期 分期
eGFR
eGFR
損害程度 eGFR eGFR
損害程度
腎臟功能
分期
損害程度
eGFR
腎臟功能
損害程度
腎臟功能
腎臟功能
脊神經與
間盤給擠壓跑位，甚而阻礙到延伸的神經，又或者脊椎骨
椎間孔
腎功能正常，但出 腎功能正常，但出
腎功能正常，但出
腎功能正常，但出
腎功能正常，但出
本身塌陷，壓住了住在裡頭的神經細胞等，這些都會影響
第一期≧腎臟功能仍有正常人的
≧ 90 60％
第一期
第一期
第一期
≧
≧
90
90
90
第一期
≧
90
腎臟功能仍有正常人的
腎臟功能仍有正常人的
腎臟功能仍有正常人的
60％ 60％
腎臟功能仍有正常人的
60％
6
到神經的正常功能，而造成感知異常以及活動不順。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以上，且有出現血尿、尿蛋白
以上，且有出現血尿、尿蛋白
以上，且有出現血尿、尿蛋白
以上，且有出現血尿、尿蛋白
以上，且有出現血尿、尿
出狀況不一定只在脊椎
輕度腎衰竭且出
輕度腎衰竭且出
輕度腎衰竭且出
輕度腎衰竭且出
輕度腎衰竭且出
由脊椎延伸出的神經分布極為廣泛，遍及身體每一寸
或水腫等症狀。
黃韌帶
第二期60~89
或水腫等症狀。
或水腫等症狀。
或水腫等症狀。 或水腫等症狀。
60~89
第二期 第二期 第二期
第二期
60~89
60~89
60~89
橫間韌帶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現蛋白尿、血尿。
肌膚，若將人體比做是個機器的話，那這些神經的延伸可
學歷:
以視為電線，每條電線負責每個零組件的功能，為了維持 小關節囊
3a
45~59
3a 3a 45~59
3a 腎臟功能僅有正常人的
45~593a 腎臟功能僅有正常人的
45~59
45~59 腎臟功能僅有正常人的
後縱韌帶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醫學士
15～
腎臟功能僅有正常人的
15～ 15～
腎臟功能僅有正常人的
15～
1
中度腎衰竭
第三期 第三期 第三期 第三期
中度腎衰竭
中度腎衰竭
第三期
中度腎衰竭
中度腎衰竭
經歷:
整體功能的流暢與精確，每條電線都必須穩定的發揮功能
3b
30~44 3b 59％，會有水腫、高血壓、貧
30~443b 59％，會有水腫、高血壓、貧
30~44
30~44 59％，會有水腫、高血壓、貧
前台中慈濟醫院醫師 3b 3b 30~44
59％，會有水腫、高血壓、貧
59％，會有水腫、高血壓
。換句話說，延伸出去的某段受到壓迫或是營養供應不良 脊間韌帶
德心中醫診所專任醫師
血和倦怠等症狀。
等，就會影響到神經功能的正常發揮，使得感覺與活動與
血和倦怠等症狀。
血和倦怠等症狀。
血和倦怠等症狀。
血和倦怠等症狀。
第四期
15~29
重度腎衰竭
第四期 第四期 第四期
15~29
15~29
重度腎衰竭 15~29
重度腎衰竭
第四期
重度腎衰竭
15~29
重度腎衰竭
祥鶴中醫診所專任醫師
台灣中西醫整合醫學會會員
平常不同。例如常聽到的腕隧道症候群，就是因為腕骨骨 脊上韌帶
腎臟功能剩下正常人的
腎臟功能剩下正常人的 15%以
腎臟功能剩下正常人的
腎臟功能剩下正常人的
15%以15%以
腎臟功能剩下正常人的
15%以
1
中醫男科醫學會會員
前縱韌帶
折、退化、變形或關節炎等原因，使神經通過的腕隧道狹
中醫奧義醫學會會員
第五期＜下，無法排除體內代謝廢物和
＜ 15
末期腎臟病變
下，無法排除體內代謝廢物和
第五期 第五期 第五期
＜
＜ 1515 末期腎臟病變
末期腎臟病變
15第五期
末期腎臟病變
＜
下，無法排除體內代謝廢物和
15
下，無法排除體內代謝廢物和
末期腎臟病變
下，無法排除體內代謝廢
窄，讓通過腕部的神經延伸段受到擠壓，就造成腕及手部
中華針灸醫學會會員
中醫傷科醫學會會員
感覺與活動的異常。
水分。
水分。
水分。
水分。
水分。
預防勝於治療
病理性肢體麻痺的治療方式有多種，若是喜愛關節喀喀聲響的美妙節奏以及享受針刺的痛快感，可以
觀念的翻轉---用對中藥對於腎臟有保護作用！
尋求中醫整骨或是針灸。除了上述方式外，也可求助西醫與民俗療法，只要找到麻痺的癥結點，處置得當
台灣洗腎率高，中藥曾被強烈懷疑是傷腎主因，後來發現，是因使用基原錯
，任一醫療手段均能獲得相當不錯的效果。基本上治療不算困難，困難處是在於超前部屬，防患未然，正
誤的藥材，像是含馬兜鈴酸的藥材(如：廣防己、青木香、關木通、馬兜鈴以及天
如前文提及，人體與機器相似，機器為了增加使用壽命，減少損壞，會定期保養，定期補充潤滑油等，人
仙籐)，因此衛福部早於民國92年就公告禁用，故當前合法的中藥材與製品，已無
體也是一樣，常常需要保養，並補充足夠的養分，減少損
馬兜鈴酸的問題。目前常見用來治療腎臟病的中藥有黃耆、丹參、冬蟲夏草、大 學歷: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醫學士
傷。
黃等，其保護腎臟的機轉包含有效清除氧自由基、抑制發炎、增加腎小球過濾率 經歷:
預防保健首重龍骨
、改善微循環、增加廢物排泄、免疫調節等。此外，使用中藥能降低蛋白尿、改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認識了體內結構及神經細胞分布，吾人可以判斷，唯
善膿尿及血尿狀況。中醫也著重辨證論治，即針對個別體質與病變階段，以補腎 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前義大醫院中醫部醫師
有維持身體結構的穩定，才能使神經不受到干擾，進而影
健脾、活血化瘀、通腑瀉濁等方式來達到標本同治的目的。
進德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響功能。脊柱正如屋子的樑柱一般，支撐住全身，維持身
國際期刊上已有研究發表，證實服用醫師處方中藥的腎臟病患者，比沒有服
中醫內科醫學會會員
兩手托天理三焦 左右開弓似射鵰
調理脾胃臂單舉 五勞七傷往後瞧
體的平衡，莫怪莊子在《養生主》裡提倡：「緣督以為經
用的人死亡率減少四成。此外，中西醫合併療法可降低慢性腎病患者的洗腎風險 中醫婦科醫學會會員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督，是指督脈。分布與脊柱相合) 。」要維持脊椎骨的穩
，有助糖尿病患控制病情，延緩進入洗腎階段（根據台灣腎病年報統計，台灣的 中華針灸醫學會會員
中醫抗衰老醫學會會員
定，除平時姿勢需注意外，尚可以練些功法，促進全身氣血的暢通，增強軟組織穩定結構的能力。
洗腎患者當中，有一半以上的患者是因為糖尿病所導致的）。

鄭諺彌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