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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簡介-中醫學的基本特點

整體觀 
1.⼈人和⾃自然的關係:
    天⼈人合⼀一、平衡的醫學、致中和的醫學。 
    中醫認為⼈人必須和⼤大⾃自然周圍環境達到平衡。
    ⼈人本⾝身也是個⼩小宇宙，各臟腑間也必須達到動態平衡。

2.⼈人體是有機的整體: 
    陰陽平衡
    五臟(五⾏行)相⽣生、相剋平衡
    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 。
     



臟腑(傳統)與系統(現代)

肝(經) ：⾃自律神經、內分泌系統

⼼心(經) ：循環系統、⼤大腦⽪皮質

脾(經) ：消化系統、⽔水分排泄

肺(經) ：呼吸系統、免疫系統

腎(經) ：腎、泌尿系統、⾻骨骼系統、內分泌系統、腦



中醫簡介-中醫診斷疾病的原則

辨證論治
1.辯證:
  運⽤用望、聞、問、切的診斷⽅方法，收集病⼈人
  的症狀、體徵以及病史有關情況，進⾏行分
  析、綜合、辨明病理變化的性質和部位，判
  斷爲何種性質的“證候” 。 

2.論治:
  在辨證基礎上，根據正邪情況⽽而確⽴立的治療法則。



中醫簡介-中醫治療疾病的原則

陰陽調和
1.臟腑功能過⾼高和過低就是疾病
  的表現
2.臟腑間的功能必須協調

｢本｣虛｢標｣實
1.本：臟腑本⾝身的功能
2.標：造成影響疾病產⽣生的因素
=>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



中醫以｢扶正｣與｢袪邪｣相結合為主要原則
1.扶正，指｢增強⾝身體⾃自我修復調節的機能｣
2.祛邪，指｢⾝身體消滅癌細胞的能⼒力或機制｣

=>初期宜袪邪為主、扶正為輔
=>中期則扶正與袪邪兼顧
=>末期則以扶正為主、袪邪為輔



中醫簡介-中醫治療疾病的⽅方法

⼀一針、⼆二灸、三⽤用藥

推拿、拔罐



經絡

⼀一.經絡是⼈人體內經脈和絡脈的總稱

⼆二.直⾏行幹線稱經脈，⽽而由經脈分出來網絡⾝身體各部分的⽀支脈
     叫做絡脈

三.經絡是運⾏行全⾝身氣⾎血、聯繫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調 
     節體內各部分的通路

四.通過經絡系統的連繫，使⼈人體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經絡的功⽤用 

⼀一.網路周⾝身，聯通整體
⼆二.運⾏行氣⾎血，協調陰陽
三.抗禦病邪，反映病證
四.傳導感應，調整虛實 



腧⽳穴

⼀一.⼜又稱俞⽳穴，⽳穴位，⽳穴道，氣⽳穴等
⼆二.是經絡氣⾎血在⾝身體表⾯面聚集、輸注或通過
     的部位。
三.它可以通過經絡聯繫對⾝身體內部臟腑的⽣生
     理或病理變化產⽣生⼀一定的反應，也可以接受      
     周圍環境的各種剌激（如針、灸、按摩、指
     壓、電針等）以達到調整體內機能的⺫⽬目的，
     從⽽而獲得治療的效果。 









四氣五味  

四氣：寒、熱、溫、涼、平
 
五味：酸、苦、⽢甘、⾟辛、鹹



四氣

⼀一.藥性的寒涼和溫熱是與病證性質的熱性病
     證、寒性病證相對⽽而說的。

⼆二.能夠治療熱性病症的藥物，屬于寒性或涼性。
     能治寒性病證的藥物屬于熱性或溫性。 



五味

酸（澀）：能收、能澀 
苦：能瀉、能燥、能堅、能降 
⽢甘（淡）：能補、能和、能緩 
⾟辛：能散、能⾏行 
鹹：能下、能軟堅 



⻝⾷食物藥物性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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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滑)罐

滑罐 ＝ 拔罐＋刮痧 



中醫的⽣生命觀

花開與花落 

天地⾃自春秋



中醫的⽣生命觀

⿈黃帝內經:《天年篇》
    ⼈人⽣生⼗十歲，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
    ⼆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
    三⼗十歲，五臟⼤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
    四⼗十歲，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
                   榮華頹落， 髮頗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
    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
    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
    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
    ⼋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
    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脈空虛。
    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癌症末期病患常⾒見症狀
                     
                                                                                                                           台灣醫學1997;1:19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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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於末期病⼈人的療護

全⾝身倦怠感、⻝⾷食慾不佳、噁⼼心、嘔吐

⽳穴道:⾜足三⾥里、合⾕谷、內關、太衝。

⽅方藥:補中益氣湯、⼩小建中湯
        ⾹香砂六君⼦子湯。



合⾕谷穴



⾜足三⾥里穴



內關（⼿手厥陰⼼心包經）
   
 在⼿手腕內側第⼀一腕橫紋向上（向⼼心）兩⼨寸，兩筋之間貼近橈側
 肌腱即是。



太衝(⾜足厥陰肝經）

臨床上有名之四關⽳穴:  
合⾕谷⽳穴 ( ⼿手陽明⼤大腸經 ) ＋太衝⽳穴，常⽤用在痺痛。 



中醫於末期病⼈人的療護

便秘
針灸：天樞、⼤大橫、⾜足三⾥里、⽀支溝。

番瀉葉茶包  Senna leaf (Fanxieye)

⾹香砂六君⼦子湯＋⿇麻⼦子仁丸

調味承氣湯灌腸



⽀支溝（⼿手少陽三焦經）

前臂外側腕橫紋上三⼨寸，橈尺⾻骨之間凹陷中，近尺⾻骨。



中醫於末期病⼈人的療護

⼝口乾: 
穴道：廉泉(任脈氣⾎血在此冷縮⽽而降。) 

⽅方藥：⼝口含⽢甘草⽚片 
    五苓散＋知柏地⿈黃丸 



中醫於末期病⼈人的療護

失眠、憂鬱狀態、不安

針灸: 四神聰、神⾨門、
         太衝、合⾕谷、
         三陰交。



神⾨門(⼿手少陰⼼心經) 



三陰交 



⽣生死兩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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