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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親愛的中國醫藥大學後中學長姐們，您們好。

今

年八月後中系學會將承接台灣醫學生聯合會(醫聯會)所委託籌備之中區泰迪熊醫院(TBH：
Teddy Bear Hospital)活動，由國事副會長林佳欣同學擔任這次的總召集人。泰迪熊醫院

（TBH）是醫聯會底下的公共衛生部門，其目標是希望透過遊戲和表演的過程，讓小朋友們獲得基礎
中醫學常識和消除就醫的恐懼，以期建立更良好的醫病互動關係；透過實際的付出，去理解病童們所
需要的是更接近人本、發自內心的關懷。此次活動意義非凡，這是中國醫後中在醫聯會主動爭取而來
的計畫，從中山醫、中國醫與中國中醫系四系裡脫穎而出，實屬難得。藉由醫病互動，讓參加活動的
同學們培養與小朋友溝通的技巧，並趁此推廣中醫相關知識，增加中醫能見度與信賴感的機會。
有多久沒與老同學聯絡了？過完今年暑假是後中新血加入的時刻，中國醫後中也將邁入第29
屆，而明年的暑假將是「三十而立」。先為明年盛事做暖身準備，宏昇希望在10、11月份能夠舉辦
一場「十載，精彩」邀系友回娘家的活動，把第十屆以前的系友們一一請回來，一則閒聊話家常，一
則跟在校生勉勵與分享走過的心路旅程。誠摯懇請您帶著學號前來，與直屬學弟妹多聊聊，承舊，傳
新。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27屆系學會會長 施宏昇 敬上

< 編輯室報告 >
本期刊載兩篇中醫兒科相關文章與人物專訪，這是過去在本刊較少觸及的領域，期盼帶給系友們
新穎的感受。
《學術演講》收錄一篇中國附醫所舉辦的定期演講，主題是「性早熟的中醫治療」，演講者—賴佳
鈺醫師對此議題做了深入的介紹：由正常兒童發展看起，對照性早熟兒童的異常表徵，而後如何下診
斷，中醫與西醫又該如何介入。令人振奮的是—中醫治療較西醫治療有更顯著的成效。然而，如何從
小進行衛教與維持健康，避免問題延續到成年之後？中醫兒科確實需要更多中醫師投入心力。
《人物專訪》的對象是本校的張東廸老師。老師曾在上課提及自我學習之重要性，於是本次訪問著
重於老師學習經驗分享，而後議題延伸到職場及兒科領域。老師的學習歷程多半靠自己找資料，養成
了獨立學習與思考的個性，因此更熱愛具挑戰性的工作，這是他將醫師生涯投入兒科的理由。訪談中
深深感到老師對中醫的熱忱，以及知識不藏私地寬闊胸襟，與所有系友們共勉。
《主題徵稿》由27屆李培碩同學主筆，以清新優雅的筆觸，結合中醫與自身對園藝的專長與熱愛，
帶領大家走進大自然，用嶄新的視野瞧見園藝精髓與中醫理念的相應。中醫的精神本就源於天地花鳥
山林裡的智慧，而當兩者相遇所產生的火花？讓我們拭目以待！
研精醫訊信箱：pbcmyj@cmu.edu.tw。（詳見93期書末投稿資訊）

27屆研精醫訊部部長 江孟潔/張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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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群：
◎

屆編輯群

1.25 cm/月

74 cm

日期： 101/03/ 22
演講者：賴佳鈺 醫師
◎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部 總醫師

現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北分院
內婦兒科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兒科主治醫師

1歲

約出生
身長X1.5

2歲

約成人
身高一半

4歲

出生身長
X2

前兒童期
6-8 cm/年
(3~7歲)

後兒童期
5-6 cm/年
(8~15歲)

文章整理：張孟琪、江孟潔
◎

第2個
6個月

《學術演講》

65 cm

性早熟的中醫治療

2.5 cm/月

段一直都是每年 5~6
公分的生長速度。
如何記錄小朋友的生長曲線？當小孩子比較小時會去測量頭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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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可以看到出生的前六個月每個月可以長 2.5
公分，之後 1.25
公分，等到一歲的時候，身高就是出生時的 1.5
倍，二歲時就是成人
身高的一半，四歲的時候就是出生身長的兩倍左右，到兒童期的階

前6個月

今

身高

上圖是小朋友的生長曲線，其實就是指生長的速度，年齡越小長
得越快。最快的是在出生半年的時候，高峰期在一歲之前，到兒童
期就會有減緩的趨向，而到了青春期又會有另一個高峰。
女生的高峰期會比較早，比男生提早兩年左右，女生的高峰期大
約一年長個八到十公分之間，男生雖然高峰期比較晚，但在高峰期
每年可長十到十二公分，而且可以長的時間比較久，所以普遍來說
男生會長得比較高，這跟男生、女生生長發育的不同有關係。

50 cm
出生

天想跟各位介紹一下性早熟的問題，因為這類的患者有日
漸增多的趨勢，臨床上，我發現中醫治療有其優勢，所以
今天要介紹性早熟以及性早熟的中醫治療。
在台灣，生長一直是父母很在乎的部分，很擔心小孩從小長得
不高之後就會差人一截，所以要贏在起跑點上，可是後來觀察到很
多身高贏在起跑點的，到最後不一定是長得最高，所以生長贏在起
跑點到底好不好還是不一定的，有時贏在起跑點反而造成生長矮小
的問題。生長的問題和性早熟的問題，不只是影響小朋友個人的生
長狀況，也呈現出社會或家庭的照顧、個人心理上的問題，所以今
天我要介紹一般小兒的生長發育的規律，性早熟是怎樣的異常狀
況，診斷治療的方式，以及在中醫治療的經驗和案例介紹，最後是
介紹如何注意飲食達到預防性早熟的狀況。

一般小兒的生長發育規律

增加速度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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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長出喉結，鬍子長出來，陰囊也有發育的狀況。原則上，若
是在正常的年齡發生這樣的改變，就可以恭喜他們進入另一個階
段，進入青春期之後往成人的路在走。

女性乳房發育

第一期

如兒童期一般

無

如兒童期一般

第二期

乳房和乳頭如
小丘突出；乳
暈稍擴大

少數，直或
微捲

陰莖稍延長；
陰囊變大

第三期

乳房和乳暈增
大，但兩者外
型上仍一體

較黑、較
粗、更捲

陰莖更長；陰
囊更大

第四期

乳暈和乳頭形
成乳房上另一
個小丘

變粗、變
捲、覆蓋於
陰部上，但
大腿尚無

陰莖更大、變
粗，龜頭也變
大；陰囊更
大，顏色變深

第五期

成熟的乳房，
乳頭突出，乳
暈邊界明顯

成熟，延伸
至大腿內側

成人大小的陰
莖和陰囊

青
◆春期的體格生長
剛才講了青春期是生長期的第二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在一歲
以內，一歲以內是最快的，第二個高峰才是在青春期，所以想要高
人一等這個時間很重要的。剛才講男生發育會比較晚，但是身高增
加的速度是比較快的，女生差不多是在十歲左右開始有胸部的發

女生可以依胸部的發育、乳暈的變化以及乳房形狀的改變來分
期，一直到成熟的乳房是第五期，陰毛也是依其捲曲的程度和分布
的狀況來做分期。男生的部分，是從陰莖和陰囊的大小和變化來做
分期。我們就依性徵表現來評估性成熟的程度。

青春期發育分期表

育，之後開始生長速度變快，男生可能就在十一到十三歲生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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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外生殖器
分期

陰毛

小，現在門診上是用身高和年齡的百分位圖。生長曲線並不是只看
兩個時間點，而是要從小時候紀錄他的每一筆資料，如果生長曲線
突然增加 25
個百分位，這樣就屬於生長速度異常。或者是他的生長
曲線突然落後這也是有異常的情況。所以可以從生長曲線去得知是
否有一些生長方面的問題。

標的身高
◆
大家都想知道之後會長多高，我們可以從父母親的身高做個估
計，這是標的身高，一定有遺傳的因素但遺傳不一定代表最後的最
終身高，不過一般來講標的身高的計算：
男生：﹝ 父親身高＋母親身高
﹞
。
(
)
+
13
∕2
(cm)
女生：﹝ 父親身高＋母親身高
﹞
。
(
)
13
∕2
(cm)
男 生 的 偏 差 值 大 約 加 減 7.5
公 分 左 右 ， 女 生 大 約 加 減 5.5
公分左
右，在這範圍中都是合理的範圍。
		

早
◆期偵測問題：
剛剛講到生長曲線圖，可以從裡面抓到一些生長異常的狀況：
第一，身高一小於第三百分位或是大於第九十七百分位以上，
就是太高或是太低都要注意。第二，要是他從原來的曲線退步或是
進步二十五個百分位以上，表示賀爾蒙產生急速的變化。第三，兒
童期理論上一年也有長高五公分到六公分的速度，但是一年長高不
到四公分，這樣他的生長速度太慢，可能有一些生長因子的問題像
是生長激素缺乏或是甲狀腺素不足等，這需要就醫做進一步檢查。
生殖系統發育與體態的改變
◆
性的發育應該是在青春期的階段，開始有一些性徵的發育，女
生陰部長出陰毛並且有陰部的發育狀況，還有一些脂質的分佈，像
是臀部可能變得比較寬一點，胸部會有乳房膨大的表現。那男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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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女生一年可能增加八到九公分，男生的可能十公分到十二公分
都有可能。
若想知道可以繼續生長的空間有多大，除了可以看生長板有沒
有癒合，也會看左手腕骨發育的狀況，由左手腕骨的骨化程度可以
了解骨齡大小，
進一步可以知道生長的空間還有多少。有些小朋友骨齡成熟得
很快，可能真實年齡 歲
歲，增加了兩年以上，那之後他可
9但骨齡 11
以長高的時間就會縮短。男生到骨齡的十五歲，女生到骨齡的十三
歲，就已經到了生長最終身高的百分之九十五，所以當女生骨齡超
過十三歲之後，生長速度就會比較慢，生長的空間也比較少了。

性早熟
如果性徵的發育是在正常年齡，像是小六或是國中，這時家長
或是小朋友都會很開心，因為『吾家有女初長成』。但要是在七、
八歲的時候胸部就已經發育或是十歲以前月經來潮，這反而是很大
的困擾，因為小朋友完全沒辦法處理像這樣的狀況，而且心智未成
熟，有時候這也是社會問題來源之一，好比有些比較容易受到性傷
害等等。

定
◆義
性早熟是在女生八歲前胸部已經發育或是在十歲以前就月經初
潮的狀況，男生則是在九歲之前有第二性徵出現。過去我們那個年
代初潮大約是十二、三歲，父母親的那年代可能要到十四歲左右月
經才來，可是現在在臨床上，即使沒有很明顯早熟的小朋友也都在
十一歲半到十二歲左右月經就來，所以整體來說有提早的狀況。另
外有些早熟的小朋友是在九歲半，就是小二小三的時候月經就來
了，而且這種狀況有越來越增高的趨勢。在台灣十歲以上的兒童有
萬人，而性早熟在國外發生率是萬分之一，故估計約有三百多
360

位患童。可是很多小朋友並沒有來就醫，所以這可能是有低估的狀
況。
性早熟為什麼會成為大家注意的課題？主要是因為性徵的早熟
以及荷爾蒙之刺激會導致骨齡提前、骨骼提前閉合的狀況，導致小
朋友最終身高比較矮小，女生可能會不到一百五十公分，而性徵發
育過早又會影響到小朋友身心健康的狀況。
性 荷 爾 蒙 的 啟 動 跟 生 殖 軸 有 關 係 ， 下 視 丘 所 分 泌 的 GnRH
是一
個促性腺的釋放激素，促進腦下垂體分泌產生 FSH
、 LH
， FSH
、 LH
刺激性腺產生一些荷爾蒙，接著使身體外觀或者是生殖系統走向成
熟。如果這條生殖軸有問題，或者是一些外來的荷爾蒙去刺激生殖
系統，就會出現早熟的問題。

性早熟分類
◆
舉病例來說，一位兩歲的小女童，胸部和陰部已經開始發育
了，這例子在早熟的分類裡，如果是因為生殖軸提早被活化，也就
是因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導致性徵的提早發育，我們將其稱之為中樞
性早熟或是真性性早熟、性腺釋素依賴型性早熟：其實很多臨床上
的性早熟案例都是屬於此類。女孩的發生率遠大於男孩，在臨床上
發病的比率是男生的四 五~ 倍左右，然而有 90%
的性早熟是原因不明
的，不知為何生殖軸提前啟動了。男生的發生比率比女生低，且多
是 病 理 性 的 ， 約 有 50%
可以在腦部找到有病變，像是腫瘤、水腦、
腦部感染或是腦部外傷等。
另一種是周邊性早熟（末梢性早熟、假性性早熟）：周邊性早

熟不是由生殖軸啟動，而是腦部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像是腎上腺的
增生、卵巢的腫瘤或是會產生性激素的腫瘤去刺激和引起的，而有
些是吃入含有性激素的食物或藥物所引起的，像是長期喝蜂王漿、
花粉、雞胚或是誤服避孕藥物等，這些都有可能導致小孩一出生就
有性徵發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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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剛開始可能生長速度是每年十公分，投藥之後，將其生長速
度抑制下來，大約就可降至每年四公分左右，甚至臨床上有看到整
年 就 只 長 高 兩 三~ 公 分 ， 所 以 此 藥 物 對 生 長 抑 制 的 效 果 其 實 是 滿 強
的。
如果是由腫瘤或是其它荷爾蒙引起的性早熟，例如腎上腺增生
症、腎上腺腫瘤、卵巢腫瘤、睪丸腫瘤，則會用手術的方式切除病
灶來治療。

性早熟之中醫病因病機與治療

天癸
◆
在中醫的部分，《素問 ‧
上古天真論》：「女子七歲，腎氣盛，
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
子。 ⋯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
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所以在古代的記載，女生是在十四歲
左右天癸來，接著誘發我們的生殖軸啟動，然後月經會來潮。
天癸，男生、女生都有，是促進我們性徵發育的物質，它是一個
「元陰」，源於先天，藏之於腎，是腎中真陰不斷充實而化生並成
熟的，然後作用在我們的生殖系統，於是月經來潮。

病因病機
◆
由於在古代沒有性早熟的病名，所以歷代中醫文獻中尚未見到性
早熟的類似記載。但根據其疾病的臨床表現大致上可歸於「天癸萌

發過早」、「月經早發」等範疇。

小
◆兒生理病理特點
因為這疾病是小朋友的疾病，所以跟小朋友的生理、病理特徵有
密切相關。小兒生理特點包含「臟腑嬌嫩，形氣未充」、「生機蓬

13

還有一個是部分性性早熟，部分性性早熟是指只有乳房的發
育，而沒有生殖器官的發育或是生長加速的表現，例如有些胖胖的
小朋友乳房發育得比較早，但是並沒有性徵的成熟，這種情況的
話，其實比較不用擔心。

臨
◆床診斷
在臨床診斷部分，須詢問完整的家族病歷史，例如說小朋友媽
媽的發育年齡是不是也有比較早的情況等等，通常會發現這些早熟
小朋友的母親初經來潮時間也是稍微偏早的。
另外，還要測小朋友的身高、體重並和同年齡的小朋友比較有
沒有比較超前的情形出現。
拍攝 光片判斷骨齡，看看骨齡是否比實際上的年齡至少還大
一歲。
臨床診斷上，也可抽血檢測荷爾蒙濃度，看性荷爾蒙濃度有沒
有變比較高，理論上青春期前女性激素
在
以下，男
estradiol
10pg/ml
性激素
在
以下；使用 LHRH test
，看 LH
的高峰值
Testosterone
50ng/dl
之反應，如果高峰值在 10mlU/ml
以上且合併第二性徵，就判定是中
樞型性早熟的問題；用電腦斷層、核磁共振儀來做檢查，看是否是
因腦部有腫瘤、或是有腦部異常才導致早熟的問題；用骨盆的超音
波看子宮、卵巢的發育大小，也是用來評估是否有早熟的方法。
X

西醫治療
◆
當發現有性早熟的問題時，若是西醫會使用 GnRH-a
促性腺激素
釋 放 素 擬 似 劑 ， 例 如 Leuplin Depot柳 菩 林 長 效 注 射 劑 ， 這 是 臨 床
上用來治療性早熟的常用藥物，可使血清中荷爾蒙濃度降到青春期
以前的濃度，因而減緩或抑制了第二性徵。也就是本來發育比較成
熟了，接著會出現稍微退縮或者是延緩進行的一個表現。在骨齡部
分，會發現使用此藥物後骨齡成熟速度會趨緩。在投予治療早熟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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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
◆
根據小兒「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肝常有餘，腎常虛」的生理病
理特點，輔以滋陰壯水、清肝瀉火、調和氣血陰陽，治療重在肝、
腎二臟及衝任二脈。原則上以逍遙散，及一些疏肝的藥物為主，或
者是六味地黃丸，調整小朋友的腎陰不足，相火偏亢的狀況之治療
為主。
臨床上辨證分虛實：如果有偏虛的狀況，是為腎陰不足，虛而化
熱。而如果是實證的，大部分是肝鬱氣滯、胸膈煩悶、乳核疼痛，
或者是肝經濕熱的一種表現。所以可以主要針對這兩種情況來做分
類。
用藥部份，當注意顧護脾胃：雖然小朋友主要是腎陰虛，也有上
火的狀況，可是如果使用滋陰清熱的藥，比較容易影響小朋友脾胃
的運化能力，小朋友的脾胃其實也是比較偏虛，所以在滋陰瀉火的
時候也要顧及到他們的腸胃，不要使藥物過於寒涼或滋膩。
性早熟的臨床治療常用 —
六味地黃丸，這是錢乙所製的方劑，本
來創制的目的就是用於小兒。方劑組成是金匱腎氣丸去掉桂附，就
是希望不要過度的溫補，主要功用是滋補腎陰。另外，臨床也常使
用逍遙散，主要是疏肝解鬱，調血健脾和營的功效。
在臨床上，用這兩個的方劑的時機滿多的，但在有些狀況會加以

和腸胃道營養的吸收有關，乳絡的部分則屬肝，因此可能會發現小
朋友有乳核腫塊、白帶濕濁的表現，其和脾虛痰濕凝滯或痰熱互結
比較有關係。

證
◆型分類
臨床上常見有三類患者：一是腎陰虧虛，相火偏亢的表現；二是
肝失疏泄，鬱而化火，可能會有煩躁易怒的情形；三是脾虛痰結，
濕濁下注，常見過食肥甘厚味所引起之表現。
腎陰不足：小兒體質多屬偏陰虛的情況，然而給小朋友進補，吃
些肥甘厚膩及血肉有情之品，則易助氣化火，也能造成腎陰不足，
相火偏亢。使得生殖軸提前啟動，結果會讓第二性徵，也就是天癸
提早啟動。
肝失疏泄：肝藏血，主疏泄，為調節氣機之主司。肝腎同源，腎
主閉藏，肝主疏泄，腎肝需相互協調。若肝鬱化火進而濕熱內蘊，
在上可挾痰瘀結於乳絡，在下則濕熱下注，引動相火，仍導致天癸
早至。若性早熟小朋友有容易煩躁易怒的情形，常屬於這類，晚上
可能會睡不著、有虛熱、些微煩躁易怒的表現，乳絡可能會有些疼
痛，胸膈不舒的狀況，這些都是性早熟情況出現的表現。

化裁。例如：肝經的熱比較明顯就會用鬱金、梔子，來做調整；如
果白帶比較多的，就會加茯苓、澤瀉…等，一些健脾勝濕的藥物，
或者是用椿根、芡實，做止帶的治療；有些痰結比較明顯，像是胸
部乳腺乳核、胸部發育比較明顯，痰結比較明顯可能就用二陳湯，
陳皮、半夏、浙貝母等等，一些化痰散結的藥物；乳腺硬核比較明

勃，發育迅速」。而小朋友的病理特徵有哪些？其實就是「陽常有
餘，陰常不足」、「心、肝常有餘；肺、脾、腎常不足」。所以小
朋友的體質有陰陽偏盛的狀況，當外界誘發或是有任何不平衡的狀
況產生，很容易導致疾病的發生。
就我的觀察，由於小朋友屬於「稚陰稚陽」，容易有陰陽失衡的
表現，再加上外界的飲食，如肥甘厚味之食物，或是後天調補得太
過，讓腎氣過早充盈，然後導致陰陽失衡的狀況，都有可能會產生
早熟。

脾虛痰結：脾為後天之本，主運化水穀，化生氣血，小兒脾常不
足，脾弱則內濕不運，聚濕成痰，軀脂滿盈，呈現痰濕體質。性早
熟的小朋友在飲食部分，常見喜歡吃炸雞、薯條、起士、乳酪等熱
量高、或易有荷爾蒙殘存的食物。但是小朋友脾的運化功能通常比
較偏弱，所以就易有痰濕堆積、外觀看起來較肥胖。而乳房的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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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還會再加強一些軟堅散結的藥，像是荊三菱、莪朮，還有像是
玄參、牡蠣、貝母，就是消瘰丸，以及夏枯草，天花粉等等，這些
是臨床上常拿來消散乳腺結核的治療方式。

乳核消退︼
—

性早熟治療案例
︻案例
•藍小妹 歲
8 個
4月大
126cm 29kg
•初診：
100/12
B2P1
•主訴：自 歲
，胸部觸痛，無陰毛，
7半乳房早期發育， 左*乳核 1cm
過去無嗜食烤炸與補品，面痘瘡
•骨齡
歲，
， 0.58
，子宮輕微發育，
7-8
basal
LHRH:
口乾，納可，大便 1-2
日一行，成形
•舌偏紅，脈數
•治療方向：
知柏地黃丸
辛夷清肺湯 1.5g麥冬 天花粉 夏枯草
3g
•追蹤：左乳核 1cm
↓乳房稍膨起，無乳核，無胸部觸痛，痘瘡，子
宮發育持平 basal LHRH:,0.58->0.46
藍小妹妹主要是以乳核疼痛為主，她現在是八歲四個月，大概在
七歲半的時候開始有胸部發育的狀況，臉部有痘瘡，胸部會疼痛，
然後賀爾蒙的基礎值也稍偏高，子宮卵巢有發育的狀況。藥物以知
柏地黃丸為主，加上一些夏枯草，天花粉等等。治療的過程中，發
現她的賀爾蒙值有降下來，青春痘不見了，子宮卵巢的發育屬於比

抑制骨齡成熟長一年半︼
—

較穩定的狀況沒有再明顯增大。臨床上如果只是單純的乳腺發育、
疼痛，其他乳房發育還沒有很明顯，其實中藥治療效果還滿快的，
可能在兩三個禮拜乳腺的結核就可以消散。

︻案例

•劉小妹 10
歲 個
4月大
148.8cm
•初診：
99/08/27
B2-3P1
•主訴：在 歲
，骨齡
8 乳房開始發育， 歲
9前來就診當時身高 137.6cm
歲提早兩年，胸部觸痛，面部青春痘及陰道分泌物增加，多有
11
便秘羊屎狀、鼻衂情況，超音波卵巢出現濾泡。
•舌紅燥刺、脈數。
•治療方向：
知柏地黃丸 3g辛夷清肺湯 1.5g三黃瀉心湯 麥冬 天花粉
夏枯草 連翹 火麻仁
•追蹤：目前抑制骨齡成熟長達一年半，痘瘡減但仍，子宮發育持
平， basal LHRH:,1.52
月經無來潮

患者差不多 歲
8 左右開始胸部發育， 歲
9 前來就診當時身高
，那時候骨齡 11
歲，提早了兩年左右。胸部觸痛，然後臉部
137.6cm
的痘瘡滿臉都是，有陰道分泌物，便祕，呈現羊屎便，兩三天才上
一次廁所，甚至有一些流鼻血的狀況，子宮卵巢有發育，有濾泡的
發育，舌紅燥刺，脈數的表現。
治療方面，因為便結，可知肺經和大腸的熱都比較明顯，所以主
要以知柏地黃丸、辛夷清肺湯、三黃瀉心湯再加上一些養陰以及化
痰散結的藥物為主。
在第一次來中醫就診時， LHRH test LH
高峰值是 18.5
，骨齡是 11
歲，那時候她才九歲。

經過三、四個月治療後，骨齡都一直維持在 11
歲，賀爾蒙值也從
本 來 的 18.5
降 到 後 來 的 8.17
，子宮卵巢發育的狀況也穩定。治療到
現在已經 歲半了，骨齡還是維持在 歲，現在骨齡早熟的狀況大
10
11
概就只有提早個半年左右，身高從之前的 137
長到現在的 148.8
，長
高了十幾公分。不過，患者在七月的時候賀爾蒙值有突然拉高的現
象，可能和節氣有關，因為春生夏長的緣故。
一般性早熟的女童若使用西藥治療一年以上時，生長速度大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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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來
—

治療︼
GnRHa

是三到四公分 年
(/ 左) 右。但從此個案發現如果用中藥治療，骨齡可
以抑制住，但是在身高的部分沒有抑制得這麼明顯，可以持續維持
她的生長，所以我覺得中藥在這個部分比西藥更有優勢。

︻案例
•周小妹 11
歲
145.6 cm
•初診：
100/06/11
B4-5P2
•主訴 ：在 歲
初經來潮，
7 乳房開始發育， 歲
8 九 個 月 (9811)
， B4-5P2
， 134
公分，骨齡 12
歲，自 981219
開始施打
LH:>99
治療。自
生長緩慢每
GnRHa(Leuprolide) 3.75mg/IV
10002(142.3cm)
個月生長 0.1-0.2
公分前而來就診。來診時 10.5
歲 身高 142.5cm
，
骨齡 12
歲 ，無胸部觸痛，面部青春痘偶作，無陰道分泌物，多腹
痛、失眠。
•
↓
142.3cm(100/02)
142.5cm(100/5-100/7)
↓
中藥治療↓
↓ 144(100/12)
↓
100/6
143.1(100/9/27)
↓ 145.6(101/3)
↓ 146(101/4)
145.1(101/02)
•治療方向：
桂枝湯 四物湯 雞血藤 骨碎補 肉蓯蓉 牡犡 天麻
•追蹤：目前骨齡成熟仍維持 12
歲 ，生長較之前加速

3

這個例子的情況是月經已經來了， 歲
7 開始胸部發育， 歲
8月
經 來 潮 ， 賀 爾 蒙 指 數 大 於 99
，生殖系統發育都成熟，但身高只有
，骨齡已經 歲，所以當時接受西醫柳菩林治療，治療前半
134cm
12
年時生長速度尚可，但後面每個月都只有
，甚至沒有變動，從
0.1cm
二月 142.3cm
，到七月 142.5cm
，只有長高 0.3cm
，父母親很著急，所
以尋求中醫治療。
病人體胖，臉部有青春痘發作，藥物治療並無陰道分泌物的情
形，六月開始治療，一開始使用六味系統治療，後來加強養血活血
藥物，如加入四物湯，還有補碎骨、肉蓯蓉之類補腎陽的藥，後來
生長的速度不錯，每個月都可以長高 0.5
、 0.6
公分，比之前成長速度

快很多，現在已經

。
146cm

中西藥物探討
◆
上述案例後面提到偏用補腎陽的藥，是為了讓施打柳菩林的患者
生長速度加快。但是中藥有其限制性，當小朋友年齡太小，中藥無
法按時服用，或藥物味苦而難以配合服用中藥時，使用西藥治療抑
制骨齡效果也不錯，可以等小朋友大一點時中藥再介入幫助生長速
度 之 改 善 。 GnRHa
之前都是用來抑制賀爾蒙以治療子宮內膜癌等疾
患，之後才應用在治療性早熟。研究發現治療前的骨齡，是治療後
生長速度和最終身高的主要指標，所以越早介入，骨齡年成熟度越
低，效果越好。 GnRH
長期治療對骨礦含量可能會有所影響。有些患
者也可能出現肥胖、多囊性卵巢的狀況、月經來潮不規則，這些症
狀比較容易在合併生長激素使用時出現。
而研究指出，中藥對骨齡早熟的確有抑制的效果，對性早熟的女
童使用中藥治療，可以減緩骨齡發育、成熟。

性早熟飲食衛教

媽媽會問說為何會有性早熟的狀況？原因很多。

環
◆境賀爾蒙
前幾年環境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中，提出性早熟的女童每個月攝
取的牛羊肉、牛奶、熱狗或者塑膠袋包裝外食的量，明顯高於一般

女童。分析她們尿液，塑膠袋代謝產物 —
鄰苯二甲酸酯類的含量也
較高。外食頻率或總量高，客廳地板有使用塑膠材質，都會比較容
易出現性早熟的情形。這些其實也是塑化劑的問題，添加於玩具、
地板、壁紙、清潔劑、潤滑油，影響賀爾蒙，導致男嬰生殖器官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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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與藥物
◆
比如說食用肉類含有生長激素、催乳素、促產素，特別是乙烯雌
酚。這類藥物通常摻入飼料中，供家禽家畜食用。
另外還有反季節的水果，為了要催熟水果加入的催熟劑，可能讓
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吃進刺激賀爾蒙的東西進去，所以蔬果和肉類
最好以當季盛產者為佳。
油炸類食品讓體內脂肪過高，使身體內分泌混亂，因為瘦素是脂
肪細胞分泌的蛋白質激素，誘發 GnRH
脈衝式分泌，所以瘦素參與動
物性成熟的過程，也與 BMI
成正相關。所以越肥胖越可能導致性早熟
的問題。
其他的話，動物內臟部分，一些動物甲狀腺、性腺等賀爾蒙的內
臟攝取過多也是不好。
還有大補類的中藥，有些期刊提出可能促進早熟。從補腎的中藥
對生長激素的影響，發現補腎中藥會增加腦下垂體合成跟釋放生長
激素，所以補腎中藥有使用時間的適應性，不要在青春期、性徵出
現之前過度使用，小朋友還是以調理脾胃，疏筋活血為主，過早使
用會容易刺激賀爾蒙。
衛教
◆
最後，要留心觀察出現第二性徵的時機，生長曲線圖是一個重
要的指標，還有注意性徵的表現，看是否有早熟的情況，特別是女
生比較多。如果出現性早熟，衛教的部分就是要避免服用含荷爾蒙
的食物，並且規律生活作息，因為生長激素在晚上十點分泌，早點
睡對預後比較好。
還有，就是跳躍式的運動有利於身高的增加。
同時也要關心小朋友心理的狀況，太早發育的話，同儕的異樣
眼光和社會問題也需要注意，研究發現性早熟女童的自尊心跟自信
心都比較不足、個性比較壓抑，所以心理方面的問題也要多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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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另外就是不要溺愛，飲食的部分適當均衡即可，避免調補太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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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老師

採訪人員：溫恪瑩、陳群緯、瞿瑞瑩、江孟潔、張孟琪
◎
文章整理：張東廸老師、江孟潔、張孟琪
逐字稿群：
◎
◎

中國醫藥大學
老師學經歷
請問老師為何會選擇在兒科領域發展？是在學生時
期或工作時決定的？

師：我在一年級的時候就已經刻意打下紮實的基礎，花了兩三
年的時間，把那些穴位啊，循行啊，背得非常熟。後來到了實習的
時候，發現我那個部分已經有一些基礎了，所以設定當時要以內科
為基礎。當時我們的內科系其實都是共訓，要走到後來才會有一些
差異，因此我當時就一頭栽進了兒科這個領域。其實一般中醫不分
科，所以不會那麼快想說要走進那一科。後來是在實習的時候決定
的，也沒有特別發生甚麼事情，就是只要是內科系，都是我想要走
的。我的想法是「不好做的先做」，主要原因是兒科不好做，但也
沒想到會一直做下去，一做就是十幾年。你們上過我的課嗎？我第
一堂課一定會說：「寧治十男子，莫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莫治
一小兒。」這段話，就是說婦科很困難，兒科又是啞科，於是更
難。當時時空對我來說，到兒科那裡是最有可能的，所以就這樣走
了。

：

屆編輯群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助理教授兼內科學科主任

經歷
中國化學製藥有限公司
中藥研究室 研究員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實習醫師、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
中醫兒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系講師、中醫系助理教授兼內科學科主任

陳玉昇醫師，然後之前在這邊的田莒昌醫師，都是我們讀書會的成
員。我們一年級進來就組讀書會，當時互相還不是很熟悉，一直持
續到畢業為止。內容上以學校功課為主，第一個目標就設定是傷寒
學，我們每個人至少在那段時間背五百遍以上，因為每一次讀書會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黑板上默寫條文：「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
強痛而惡寒。」「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
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
湯主之。」這個都在一年級的時候建立的，我沒有事先準備這個，
可是它已經是不用思考的東西，就是那時大家互相激勵出來，因為
我們很嚴格，背不出來就要回去抄一百遍，下次交給組長，有點像
小學生一樣。
這也對現在教學幫助很大。你們沒有上過我的傷寒學，我的傷寒
學其實是就這樣背條文，熟悉條文，一直是學傷寒的基本功。第一
堂課一定是「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陽明之為
病，胃家實。」「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把六個提綱
唸一遍，然後告訴大家這些代表什麼意義，這個也是在那個時候建
立的。當時大家還懵懵懂懂，因為很多人都是初次接觸中醫，所以
用這種笨方法，剛好這種笨方法就跟我們老中醫的方法一樣，不會
那就背，搖頭轉耳就背，背到最後開始有感覺，到要用也有感覺，
到教書時會發現，我不用帶書。「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我就可以

問

問：老師在課堂上多次提到自我學習的重要性，可否請老
師談談自我學習的經驗，以及具體上我們應該如何操作？

講一個小時，先講陽，陽是什麼？再講陽明是什麼？病是什麼？再
講胃，再講胃家，再講胃家實是什麼？我真的曾經這樣，後來發現

28

師：以前有組讀書會。你們很熟悉的一個人叫做鍾箴禮醫師，
就是我讀書會的成員，我們讀書會的成員現在有幾個，長庚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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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嚴重 delay
進度，我曾經講「陽明之為病，胃家實」講一個小時。
什麼叫胃家？傷寒論裡面有很多什麼家，喘家、胃家，這個「家」
它其實是一個有相互關係的。譬如說：喘家，這個人跟喘是有一個
很深的關係，所以上個禮拜有人跟我討論：「喘家用桂枝湯，加厚
朴杏子佳。」若是以這個方子做臨床試驗來治療氣喘好不好？我說
絕對不行，那是一個喘家，原來就是有喘的疾病得到桂枝湯證，他
只是桂枝湯證，並不是喘，可是他有氣喘，所以「桂枝湯，加厚朴
杏子佳」並不是治療氣喘，是有氣喘的病人得到桂枝湯證，也就是
說太陽病中風這樣的條件之下，它建議你除了用桂枝湯調和營衛，
再加一點厚朴、杏仁去治療預防喘起來。胃家又是什麼？這個家就
是有分門，假設我們是大學學長、學弟，隨便舉 —
長頸鹿家，那表
示我們有 relationship
，是很親密、很有關係的，不然不會稱為家。
那《內經》靈樞篇就告訴你了：「大腸小腸屬胃也」。胃家，看到
陽明病的症狀，透過「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而產生
便秘，便秘會在胃嗎？現在想也知道，怎麼可能胃有燥實？顯然是
跟腸子 大(腸小腸 有)關。所以陽明病的胃家實，包含整個中焦腸胃道
系統，實跟虛是相對應的，它佔據了那個地方就是實，所以陽明病
基本上都是以實證為主，透過發汗、利小便、津液喪失，是邪穿越
了太陽與少陽階段，而進入人體的表現。
當然我們讀書會不是只有討論傷寒學，也會 practice
，你們知道
鍾箴禮是鍾永祥大師的兒子，因為有鍾箴禮當指導，再加上我到鍾
老師家一年半的時間，所以針灸的部分很早就充分的自我學習與練
習，是班上的小老師，但我很少展現我的針灸功夫，其實那個部份
我很熟悉，這也都是在讀書會裡面就完成的，到了上課，基本上就
是再深化。
藥物就由我負責，因為我是藥學系，對藥物很熟，我在考上後中
之前曾在我們學校教授中藥炮製學，然後又離開，到藥廠去做濃縮
中藥，做了四年再回來，我對傳統的中藥跟濃縮中藥（或是現在稱
的科學中藥）比一般人熟悉很多，這也能為讀書會帶來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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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做了一件很瘋狂的事，在十幾年前其實大陸的書是不容易
進來的，我們讀書會也會進書，像這套《中醫方劑》是我在北京買
的，然後寄回來，《中國醫學大成》比較早期，現在是四冊，早期
是五十冊，我們所有的成員都有一套，而且很便宜，十幾年前每一
個人大概只花三千塊左右，五分之一的價格買進來，這是我們讀書
會另外一個利多。

問：當時會跟著學校老師上課嗎？還是重心都放在讀書
會？

師：其實我個人是認為現在的師資好很多，當年還是延續舊的
課堂上課型式，你知道我們的傷寒學當時是怎麼上課的嗎？「來，
某某同學請你唸這段。（唸完了後）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然後
考試，默寫。所以對書本的認知是靠我們讀書會成員，你讀了這一
段、整理、附參考資料給大家。大家讀了之後，有人會接著補充，
然後就進行討論，討論結束沒有問題了之後，下一次就默寫，有一
點小學生的模式，不過我們的老中醫其實就是這樣訓練的。

問：我認為組讀書會最難的就是每位成員目標不同，到最
後很容易就解散了。請問當時您們有一起訂目標嗎？

師：因為我們讀書會的成員很醒目，像鍾箴禮就是代表針灸，
我代表的是藥物，帶頭的人有東西可以教給別人，就不容易散掉。
另外，就是成員有心學習也很重要。

問：自我學習的部分到了畢業後都還是很重要，老師從畢
業後到現在工作，平常會如何繼續精進？

師：我認為大部分的老師都是拱出來的，包含即使我被選作最
佳教學主治醫師，我都認為是拱出來的，沒有那麼神。世界上沒有
無懈可擊的知識，真的無懈可擊那才叫神，千萬別盲目相信那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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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我認為就是很扎實地看病人、觀察病人。我常覺得某些同學不
夠 open mind
，當他學這個的時候就覺得這是全部了，好比是學脈好
了，學了某一派之後就認為是自己要的，其他都不去注意了，尤其
是我們學士後中醫的學生很容易犯這樣的毛病，容易很早就定型，
並框住自己。

問：關於上面的問題，對於不同的派別、不同的看法，老
師是怎麼把它們綜合在一起？
師：我上個禮拜上課舉「標靶」為例子，所有診斷方法都像射
標，而它能射中一定是有理由，好比某一派的全息脈法能射中標，
但是當條件改變時，是不是有可能產生偏移？所以偏移的地方要靠
其他的標來校正，當所有的箭都射中紅心，只有一支箭射偏了，這
支箭就是有問題。換一種狀況時，也可能會是另一支箭射偏而其他
射中，那這支箭也是有問題，這就是我的方法。所以，基本上幾乎
台灣檯面上所用的脈我都去研究過，不要心存偏見，廣納各方見
解，才能讓自己射中紅心的比率偏高。
我覺得只要對這門學科有熱忱，自學不會是困難的，因為有熱
忱就會有動機。我之前在我們學士後中醫系演講過一次，還有上
過一次醫學生涯，就有學弟妹問過我：「學長，你平時的休閒是什
麼？」我說：「看診。」然後他又問：「那學長你平常最喜歡做的
事是甚麼？」我還是回答兩個字：「看診。」於是我的工作跟興趣
連成一線，動機就很大了。這樣怎麼會不自學呢？

問：那看診之餘的時間會再找書來看嗎？
師：我每天都看書，基本上很少一點以前睡覺，沒看好像少了
甚麼東西。我什麼書都看，也不侷限兒科。其實我們在附設醫院也
有一些好處，比如說每天都有學術會議，學術會議就像讀書一樣，
也是一種學習方式。在這邊的時間基本上沒有所謂「老師你甚麼時

候有沒有空？」絕對沒有。我只會說你訂什麼時間，我就把時間排
出來。外面不一樣，我在這個體系裡受訓到主治醫師後，就離開去
念博士，在這五年裡面時間突然空出來了，我在博士班還在跟診，
每個禮拜有幾天在實驗室，一天在跟診，大概從九點到凌晨一點左
右，剩下的時間看診，在外面時間相對寬鬆。

問：現階段的老師對自己還有何期許？又該如何實踐？

師：我的病人有兩大族群，一是過敏，二是癌症，癌症的部分
包含大人跟小孩大約三十人左右，光這三十個人就夠讓你煩惱不完
了。其中有個在西醫診斷已到末期的病人，西醫告訴家屬這個患者
來不及長大，後來他接受我的中醫治療已快三年了，但最終我認為
這個患者還是可能走掉。現在我對於延長他的壽命已經有把握，希
望進展到讓他不要走掉，這是我想挑戰的。化療引起白血球降低的
發燒，我已經有方法使他退燒，效果比西醫的消炎藥好。發燒到
四十二度，高熱的狀況，我用：乾薑、附子、黃耆、黨蔘、當歸等
溫藥，甚麼指標要用這個方我已經歸納出來了，但很多人不敢在這
種狀況下使用，心臟真的要更強，知道嗎？我很幸運，在這五年內
可以掌握了。
血小板的部分更困難，在接受化療後血小板低下，西醫最常用
一個方法，就是輸血小板，一直輸、一直輸。但血小板可以一直輸
嗎？一方面貴，一方面輸多了又過敏。有的人不用輸多就過敏，過
敏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為了解決過敏就必須使用抗組織胺或類固
醇，但是抗組織胺用下去，病人整天都精神不濟想睡覺，怎麼樣將

血小板拉上來，這個問題我已經初步有對應的方案。這個可以從
中醫理論的氣血、陰陽下去推敲。以李東垣的理論來說就是「陰
火」，就是把傳統的想法帶進去，而不是西醫所想的沒有白血球、
沒有血小板。
我的目標是一些在我的醫生生涯中不容易控制的問題，像是小孩
的異位性皮膚炎就非常難以治療，輕症我們中醫治療的很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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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整個身體沒有一塊好的皮膚的就非常難治療，病人急我們也
急，而濃縮中藥的效果又不是那麼好，怎麼找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是我遲遲不離開這個體系的原因。

定，他是北京兒童醫院中醫科主任，我跟了他三個月；北京廣安門
醫院當時任副院長的朴炳奎醫師，他是腫瘤科醫師；西安一位在看
腦血管的陶根魚醫師，也是跟了他三個月。沒有辦法跟到一整年，
除非你到大陸去讀書，但三個月其實也差不多，可以看得出他的專
長。
學脈則花了比較長的時間，從我學生時代，就在圖書館浸淫並
整理脈學相關文獻。但是，其實脈學自我學習也很重要，二十八脈
描述：如輕刀刮竹，如雨沾沙，如病蠶吞桑，你都不知道那是什麼
樣的感覺，怎麼學？我剛剛在背的是「澀脈」的定義，我已經內化
成不用刻意挑出來或是準備稿子；我的方劑也是這樣：小青龍湯｜
桂麻黃夏味辛草芍乾薑，基本上這些內化後都不用想。若是小青龍
湯又加了麻黃，就有他的道理在，所以跟我的診很輕鬆，他都知道
我要做什麼事了，但我的住院醫師很辛苦，因為他必須要背湯頭歌
訣，我在幫他們進行「內化」。
單一的內化通常不會很久，但如果是一整本的方劑學、針灸學、
傷寒學…要整合成一群就要比較久，所以不要躁動，我也不會要求
我的住院醫師要很快達到，重點是要有恆心。

問：脈學描述的感覺通常是抽象的，怎麼確定把到的脈就
如同條文中的那樣？

師：那就要花點心思。譬如說如輕刀刮竹，你有因為學了脈診
學而去刮竹嗎？刮竹真的就是那樣的感覺。如果沒有，我就會教你

去哪裡找刮竹的感覺，譬如說洗腎病人專用的 shunt
，你搭在它上面
就有刮竹的感覺，因為他會震動，刮竹也是因為震動，就會知道什
麼叫輕刀刮竹，但如果你這兩個都沒有去摸，那就真的要有老師把
到澀脈後，在旁邊告訴你了。像我會告訴他們：「這個病人就是很
典型的澀脈。」他們就很快搭上去把，因為澀脈是三五不調，過了
個三次、五次或許就沒有了，然後我的學生就會說出他把到的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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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老師曾經去大里學氣功，這部分是否有把它整合到醫
療裡？
師：比較少，但是有些病人需要特別的手法，我會教她。例如
以前有個病人，她是 PCOS—
多發性卵巢囊腫，月經半年才來一次，
我就教她氣功，讓她在家裡自己做。但是其實很少教病人，因為病
人那麼多，三十個病人怎麼做氣功？當然，如果跟病人說你要用氣
功幫他治療，他會很高興。
而且，氣功沒辦法在教學醫院與沒學過的人討論，假設你沒學
過，你看我做什麼也搞不清楚。如果你來問我藥物的問題，你要先
有概念，我才有辦法跟你討論。同樣地，如果你懂氣功，我們再來
討論。
舉例來說，如果你不知道露蜂房是什麼，那我怎麼跟你討論露蜂
房要做什麼？如果你問的是：「露蜂房有分大蜂房和小蜂房，功效
有什麼差別？」我可能會回答：「露蜂房可以入任脈，也有少部分
去到督脈，偏辛溫，可以祛風散結…」如果你問：「露蜂房是要做
什麼？」在我心中，這跟問甘草要做什麼是一樣的意思，如果你問
甘草長在哪裡，也許我還可以回答你，不同的甘草有不同的作用，
但如果你問甘草有什麼作用？我會請你自己回去看。

問：您曾跟大陸的老師學脈，那是什麼樣的機緣或是考
量？
師：我的醫生生涯裡面遇到不少好老師，這些老師被邀請來醫
院待個三個月或是半年都有，而基本上像這種老師的診，我大概都
沒有漏過，都一定跟在旁邊三個月。像有一位兒科的醫師，叫陳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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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我就知道他是否已經抓到了。

兒科相關問題
問：兒科異於其他科之處？困難點？
師：應該是和小朋友相處吧，需要花時間互動。在兒科需要耐
心、童心，所以我還可以應付，我不討厭小孩子，跟小朋友玩還算
有一套，所以不太有困難。舉例來說，現在我們桌上經常放許多東
西，如電腦、手電筒等，在兒科門診，小孩根本不可能讓這些東
西在桌上好好的，他們一定搶過來。那你要怎麼辦？打他的手還
是…？所以，要心很靜才能看病，不然眼看著你的東西都要被弄壞
掉了，怎麼辦？只能任他玩啊！如果這個東西一定不能被他弄壞，
那你還放在桌上，那是自己活該啊！

問：當小朋友動來動去不能給你把脈時，要怎麼辦呢？
師：要一點時間跟他互動，這個我上課的時候都會簡單提到。
像我身上都會貼有貼紙，這不是我貼的，是小孩子反過來貼在我上
面。如果做到這樣，表示小病人不會拒絕你。基本上，他們都很聰
明，要是他們不跟你眼神接觸，那就不願意聽你說話，反過來說，
如果小朋友願意跟你眼神接觸，就算是「征服」他了。當然還有
許多其他的方法，例如：善用帶著小朋友來的父母親（請他們協
助），或者多一些「威脅」與「利誘」，兩者交叉使用。

問：所以小朋友基本上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跟他互
動？
師：是。一開始一定要，有些要看個七八次才能摸到他的手，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做兒科醫師，然而這也是其中一個我選擇
兒科的原因。我自己原本是我們學校藥學系的，當年很少有人走中
藥的路，我自己就是越少人想要走的路，我越想做。

問：剛剛老師說兒科是內科裡面最困難的，請問除了互動
方式之外，還有甚麼是很困難的呢？

師：診斷方式很困難，服藥順從度更困難。所以層層上面都很
困難。大人開藥的時候不太需要考慮藥有多苦，但是小孩子不是。
我這禮拜上課，有說過三歲以下的孩子，古老中醫診脈就發展出
「風、氣、命三關診法」，三歲以前的小孩要看手、指紋跟舌頭，
才能做一個正確的診斷。但是即便你診斷是正確的，你怎麼樣能讓
他服藥？更加困難。大人的話，像我女兒，她曾經把我開的藥倒
掉，後來我跟她說如果不吃，以後要是不舒服，就一概與爸爸無
關。她長大之後，不管那個湯劑多麼苦，只要是生病了要吃藥，她
都是一口喝完。大人是這樣啦，小孩就很難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恐嚇的，除了恐嚇之外，你還是要給他鼓勵。我常常跟爸爸媽媽
說，紅蘿蔔跟棍棒是要交替的，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所以兒科醫生，開藥上還要有一層顧慮。即便我開藥桂枝湯是
最恰當的，但是我還是開小建中湯。為什麼？因為小建中湯是桂枝
湯倍芍藥加飴糖，它也有桂枝湯的成分，我退而求其次。連小建中
湯都吃不下了，吃得下桂枝湯嗎？我訓練的兒科醫師都要很清楚中
藥的性味歸經。即便很清楚了，有時候加加減減還是會有很奇怪的
味道出現。曾經有一次病人跟我說：「醫生，你上次開的那個藥好
像有蘋果味耶！」換了下一次，他的媽媽就會講：「這次換得這個
藥，他怎麼樣都吃不下去。」
其實小孩子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的情緒問題，所以不見得你覺

得好吃他就喜歡吃，他是隨他的心情。

問：在小兒用藥劑量上，跟大人有差異嗎？

師：在傳統的醫書上很少談劑量，包括大人也是如此。這才會
產生火神派用到兩百克、三百克的差異，就是沒有劑量的規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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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沒辦法規範，在兒科也是一樣。上個月我有一個六歲的病人，
已經昏迷住在加護病房。他原來是白血病，治療到一半就昏迷了，
家屬基本上只是希望看看能不能救回來。我用附子六錢，乾薑五
錢，他也沒辦法服藥，只能用灌的，有意識的小孩子，會跳起來，
乾薑五錢，根本不可能吃。附子在大人開六錢，一般也不多，那就
表示劑量其實是很沒有規律的。
所以要依照病人的條件，加上對藥性（特別是毒性）的理解來
開藥，藥物有十二種偏性，毒性只是其中之一，和劑量有很大的關
係。談治療一定要談藥物偏性，這和中醫大有關係。西醫比較不會
談偏性，普拿疼 500mg
就是 500mg
，甲醫師也是 500mg
，到乙醫師
也 是 500mg
，頂多就是磨碎，變一半，而不會去談普拿疼偏苦寒，
不會甲醫師說普拿疼偏苦寒，乙醫師說普拿疼偏辛溫燥烈。但是中
醫要這樣，中醫有十二種偏性，性味、歸經、升降、浮沈、動靜、
剛柔、緩急、走守、毒性、補瀉 ⋯
等這些，都是中醫要考慮的。其
中補瀉多補、毒性多毒，都要視病人而定。如果病人會心悸，麻黃
用到一、兩錢，我都會害怕，所以中醫很難談劑量，也沒有一本專
書談劑量。有時候可以參考西方醫學的說法，就是用體表面積、體
重、年紀當作參考，比如說小孩子超過三十公斤就當大人看待。其
實很難去談，個人的經驗又不同，像我曾經在大人身上用了三錢乾
蟾皮，也是戰戰兢兢，三錢是很常態的劑量，他就不舒服。一般而
言當然兒科的劑量會少，但也沒有標準要多低。如果是以濃縮中藥
而言，我是以能不能方便的服藥當作參考，如果看這個小孩不太能
服藥，劑量就很低，如果互動很好、很好騙，那我劑量就高一點。

的糖漿，中藥再濃縮藥粉也得
20cc

師：很難，這樣要加多少？拿西藥的比例來說， 1mg
的藥就加了
，同樣的比例下去計算，要加
3g

問：有些藥的味道特別難以讓人接受，若是非開不可時，
老師臨床上會加矯味劑或是有其他方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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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
公升以上，對不對？這顯然難以實行，我覺得那不是克服的
方法，用下去之後服藥量大增，並不方便。

我曾經跟學校建議，要藥學系發展奈米中藥，或是把中藥奈

米化，然後讓中藥不需要賦形劑。可是，真正要發展不是那麼容

易，因為奈米化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
跟原來藥物是否一樣？包
括吸收的部分，毒性是否產生或增加？但是，這是條可以嘗試的

路。我也建議學校要建立一個藥廠，其他學校中醫系出來之後都

用中國醫藥大學的藥，哪一家藥廠能跟我們拼？我們有藥學系，

實習生可在工廠實習與操作，實習醫生有薪水，但是很低。這其

實是很前瞻的想法，但是十多年前的陳校長不贊同，他說不與民
爭。

至於膠囊，最大
，當然也有 、
500
mg
1 2的g，但太大怎麼吞？
小孩子吃會卡住，其實大概 500 mg
就有可能卡住了。假設你開濃

縮中藥是 3，g 3除g以 500 mg
等於 ，
的膠囊，連我都
6 顆
6 500 mg
吞不下去，我要怎麼開給小孩？膠囊又會吸濕，當在口腔稍微停

3要
g 打成錠也是要

，一
500 mg

留久一點之後就難吞了。所以其實膠囊不是特別好的劑型。
另外，還有錠劑。同樣地，

樣也是要吞 顆
6 。如果錠劑要吞 顆
6 更難，因為很硬，容易卡住喉
嚨。所以為什麼市面上這幾個劑型不普遍，就是有它的困難。我

很清楚困難、限制是什麼，最好的方法還是設立中國醫藥大學的

藥廠，賺錢來支持 nano–particle Chinese medicine
，但是這路程
遙遠，現在提出來可能二十年後才用得到，可是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我寧願開湯劑，雖然一般人認為氣味或口感不是很能接

受，但其實像一些癌症的病人都沒有問題，基本上由家長逼著

喝，而轉骨的患者也沒有問題，因為他們有意願要長高。總之，

如果真的有疾病，吃了藥後有改善，就有動機願意吃藥，但我還
是會盡量調整成比較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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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如果不夠高，台灣的氣候沒辦法儲存。賦形劑大約佔 1/3
，
沒有這樣不行，除非做其他劑型，比如說錠劑，或者做成小包裝，
一包拆開就要吃完。
我常在上課反對系圖的藥局，現在還有吧？常用的藥比較沒有
問題，比如加味逍遙散。但實際上都是錯誤的做法，因為在夏季，
藥買進來後，打開來兩、三天就會吸潮了，再隔兩、三天就容易發
霉、變質了，只是肉眼看不到。基於衛生安全考量，我是蠻反對這
種服務。
我昨天才建議藥廠，要做小包裝，但是又擔心這樣並不合乎中醫
的想法，因為往往還要考慮配伍或是加減單味藥的問題，一個方裡
面可能一次就要加進去十來種。

問：有辦法用中醫的指標嗎？比方說標準小柴胡湯證的
人，與書上條文所述皆相同者？

一個資料，也公開講過一次，我的結論就是沒有定論。
我認為主要還是尊重原作者，比方說參苓白朮散，就維持散劑；
補中益氣湯就維持湯劑，所以我的診一半業績來自湯劑，一半是科
學中藥。湯劑處理嚴重問題，濃縮中藥處理簡單問題，盡量原湯方
去加藥，但濃縮中藥最大的偏離中醫之問題是只能加不能減，我稱
它是一種「加」的醫學。
我在藥廠做過，也真的搜尋過相關論文，差不多有 130
篇，譬如
說煎煮跟打粉，在藥理上、臨床上、成份上的差別？但目前臨床上
的研究很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小柴胡湯的療效要評估什麼臨床
指標？比如說普拿疼可以觀察到的指標是：發燒或疼痛減緩或退
了，另外是血液中 arachidonic acid
、 prostaglandin
兩者濃度是否受到
抑制。那小柴胡湯要拿什麼當指標？我們一樣用西醫的指標來看待
好了，中藥使用後血中濃度要拿什麼當臨床指標？

問：就您在藥廠工作的經驗，賦形劑的比例一定要這麼高
嗎？

問：就藥學的知識來講，比方說桂枝湯，煮出的濃縮中藥
跟用單位藥去配的差別是？

師：那要怎麼做臨床實驗？這樣叫別人怎麼相信你？當然，我
們知道小柴胡湯證的標準是什麼，但要叫藥廠怎麼評估臨床效果？
要測血中濃度嗎？要測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還是要測往來寒
熱？或是全部都要測，那但見一症的病患要不要納入研究組評估？
這樣看來就更難做了。

師：默默不欲飲食能當標準嗎？小柴胡湯是否可以解除心煩？
這個很困難，這就是沒有答案的地方。一百三十篇裡頭這些東西很
少，但是我就是去搜尋這一百三十篇，我的自我學習非常強，你要
問的問題基本上我都已經 run
過一遍，我的資料庫裏頭都有了，包括
膜原、腎不納氣、升降出入這些該如何解釋，我的資料庫都有，資

問：所以在中藥的部分沒辦法訂一個標準？

師：這問題很大，要講兩個小時。這沒有答案，你問的只是部
分。第一個問題是這個濃縮中藥是由這一帖湯劑濃縮而來的，兩者
有沒有完全相等？第二個就是濃縮中藥跟單味藥的濃縮中藥一味一
味 相 疊 加 有 沒 有 相 等 ？ 譬 如 說 小 柴 胡 湯 這 一 帖 ， 跟 黃 芩 1g
、柴胡
、甘草 1g
…一一加在一起有沒有相等？這是不同的問題。
1g
使用上都有人會用，但我不認為是都可以。中醫為什麼沒辦法被
人家接受，就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難回答誰是誰非。譬如
說 火 神 派 為 什 麼 用 200g
，但你只敢用 錢
5 就嚇得要命？有的病人用
到 錢就心悸，一個肝癌的病人，鼓脹，用到 錢
6
6 就心悸了，你還敢
用到 200g
嗎？當然這裡面有些知識，包括炮製、品種，這是很大的
問題。濃縮中藥跟湯劑有沒有一樣？濃縮中藥打粉跟湯劑有沒有一
樣？濃縮中藥整帖跟單味藥相加有沒有一樣？這個我都已經整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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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源就是書本、文獻這些。

問：請問兒科領域哪些具發展潛力的？

實我都是看小孩子的癌症為主。他們之間的差異在哪？比如說像
， AML
就是 acute myeloid leukemia
，在大人跟小孩表現會不一
AML
樣，死亡率也不一樣，不過就中醫的角度來看，還沒有人說有什麼
不一樣，所以我手上的大人癌症種類也相對多，從上的頭頸部癌
症，到下的睪丸癌、前列腺癌都有，所以這種就是階段性的進階。

問：剛談到的癌症病患，是否都是同時接受中西醫治療？
中醫可以做的部分為何？

師：一般來說是的。你們上課的時候再來詳細談，簡單來講，
我已經畫了一個
，這個 protocol
是在英國演講的時候畫的，
protocol
主要就是把西醫的
（包含化療、追蹤）用中醫的想法分成四
program
個
：就是
、 on chemotherapy stage
、再分
stage
prechemotherapy
stage
三跟四。這五年來，我幫了大概有二三千人
post chemotherapy stage
次的癌症病人，他們可能血球降低、正在發燒，我們就把他的血球
拉上來，發燒就退了。
我有些有紀錄下來，裡面有 case by case
的細節，大方向已經完
成，然而可惜沒有學生幫我寫下病例，否則我很早就可以出一本兒
童癌症的書，在台灣或全世界都沒有人寫過，可是我們很幸運，已
經有二三千人次，已經成熟了，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每一個階
段都有一個角色，我已經把這個檔案傳給很多人，我認為自己留住
叫做缺德，因為這是多少人用生命教給我的知識。
總之，你要懂你能做什麼。我舉個例子，我曾經有一個病人，她
在某個地區醫院已經住了二十幾天，要氣切了，家屬不願意，我說

那轉診到我們醫院來，我介紹我們胸腔科一個醫生，病人一到，我
們兩個人短暫談了十幾二十分鐘，談什麼？你要做什麼、我要做什
麼，他說：「學長，你幫我把她的痰化掉、調整肺氣升降，我就 try
它的功能。」我們各做各的，那位八十幾歲的病人一個
to challenge
禮拜就出院了，不用氣切。所以合作要很熟悉，我認為這是在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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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基本上兒科在台灣的發展就是很少發展，所以只要任何一
個範圍你想做的就可以。我幫科內的醫師規劃是：其中一個醫師走
神經，包含妥瑞氏症、過動、自閉症、癲癇，另一位則是性早熟，
牽涉到轉骨，也是很大一群。過敏，台灣兩個小孩就有一個是，所
以只要隨便挑一個過敏性鼻炎、氣喘、異位性皮膚炎、蕁麻疹，就
有很大一群。所以兒科是處女地，我自己沒有設定，就是疑難雜症
都可以。
所以兒科有沒有潛力？有！只要我訓練出來的，都很搶手，因為
台灣又多了兩個學校：義守和慈濟，這兩個學校在未來三到五年內
都會需要兒科的老師，醫院裏頭會需要一群兒科的醫師。

學生生涯與職場
問：如果對兒科有興趣，在學生生涯時我們該如何培養自
己的能力？
師：在台灣來講，如果兒科疾病來找我們，一部分的病患是已
經病勢嚴重而來求助，然而也有另一部份是屬於單純的疾病，呼吸
道疾病是最大宗，然後感冒、過敏疾病，或胃腸疾病，不會很複
雜，只有偶爾見一見少數疾病：自閉症、妥瑞氏症、癲癇，還有先
天性心臟病、法洛氏症候群等等，然後有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比
如說紅斑性狼瘡、硬皮症，這些都是少數，最大宗是過敏疾病，但
這些我門診都看得到。在學的時間就把常見的疾病看一看，其他少
見的病你要大概懂，這樣在台灣開業要應付兒科初步就夠了，像走
兒童癌症的，在台灣這麼多年也很少，我教你們也不能用，去開業
你們也碰不到。不過有一個專長，第二個專長就會過來，大人的癌
症病人會從其它地方轉進我的門診，他們以為我會看大人癌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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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法做到的。

問：接續老師所談到在大醫院或在診所工作差異，請問老
師覺得何者對於累積我們的經驗及未來發展會比較有利？以及
老師選擇的理由？
師：我一開始就選擇大醫院，到現在為止我還是沒有變，薪水
是 少 一 點 ， 十 幾 年 前 我 進 去 的 時 候 薪 水 才 四 萬 多 ， R2
的時候有人
要開一個診所，開價二十幾萬要我進去，吸引人嗎？但我沒有受吸
引，我好不容易進來這個體系，不能為了那一點錢就離開。但是我
一定要有代價嘛，什麼是代價？這個環境教給你的東西這就是代
價，現在到全台灣去問問看兒童癌症要找誰，如果曾經認識我的人
都會說附設醫院張東迪，我猜啦，當然不敢保證。
我認為大醫院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醫生的第一個學習對象
是誰？是病人，在這裡可以看到的病人種類很多，數量也很多，除
非你的志向沒有這麼大。這輩子同類病人看最多的時候就是在這個
地方。就像癌症，你要到哪裡去看？如果碰到，你會害怕，看到病
人的血球 顆，你會不會嚇死？我天天都是在看這種， 15
顆、 100
15
顆…，還有 26
萬顆的，零顆的我也碰過，他要做移殖，把血球打到
零顆。我絕對會把手上的醫師訓練到碰到這個不害怕、知道要怎麼
處理。去了（大醫院）就會看到這種病人，在皮膚科看得到異位性
皮膚炎、乾癬…所有的皮膚病；在腫瘤科看得到所有的癌症病人；
在婦科看得到所有的婦科，崩、漏，連我兒科都有崩的病人。我碰
過好幾次血崩的病人，月經來就崩，然後就去住院，怎麼用我們中
醫的血藥去處理她？你不去這種地方，要去哪裡？去這種地方待兩
年，比去診所待十年進步還快！這就是為什麼四萬多我願意窩住
啊！經過在醫院的訓練，你看病人的能力就成熟了，在大醫院是訓
練思維，不是真正要看到那種病人。就像我現在，我處理兒童癌症
有經驗了，在大人癌症上也可以幫他們處理一部分。現在有一個肺

癌病人，肺腺癌的存活率才 3~5%
而已，早就該走了，但在我手上已
經一年半了，看他像沒生病一樣。這是環境訓練我的，中醫重點在
思維，而不是分內外婦兒科。在診所沒有人會教你思維，我在診所
裡面待了五年，不是扭傷就是感冒、咳嗽、流鼻涕，要不就是手肘
痛、肩膀緊、腰酸背痛，當然我不是輕視這些疾病，這些疾病其實
也很重要。在大醫院服務的病人跟疾病種類都更廣，我現在有病人
在義大利、英國、加州，還有三四成來自外縣市。我太太就說我離
不開（大醫院），要是開業可能每天都會很頹廢。

問：我們現階段在校是以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與證型為主，
但在平時的臨床觀察上，卻常常發現實際的情況少有如書本所
述的標準證型。對於這種臨床和書本上的落差，老師能否給我
們一些學習上的建議與提示，或是應該參閱哪方面的資料來解
決這樣的困惑？

師：這個問題的確是這樣子。我舉一個例子，在我住院醫師第
二年還是第三年碰到一個病人，傷寒論有一個條文「傷寒胸中有
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我就看到一
個病人跟我說胸口灼熱，我問：「你胃有沒有不舒服？」他回答：
「悶悶的，有點想吐。」我那時候剛當住院醫師，把了脈也沒有在
問的，所以黃連湯就開了 10
克。第二次來後就好了七成，我問他：
「你以前有沒有作過什麼診斷？」他說做了胃鏡，發現有胃食道逆
流。像這種典型的病例，我從這當住院醫師到現在只碰到一個。
所以沒有人按照傷寒學的條文在生病的，人是很複雜的，基本上

我很少跟學生談證型，我大部分談病人現在問題發生在哪個臟腑，
什麼問題？有多嚴重？當下要用什麼方法處理他？這個方法是透過
什麼機制、要用甚麼藥物？這個藥物要怎樣調整才能適合這個病
人？傳統是證型沒有錯，但是證型其實是有限的，條件狀態是無限
的，我的老師教我要談狀態 —
他目前所處的狀態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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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就是「分析」，像我上課舉的一個病例，有一個病人口
乾、睡不著覺，我望診的時候發現，他舌頭伸出時，唾液快要滴下
來了，但是嘴唇很乾，這很衝突，那怎麼辦？首先要有足夠的知識
才能進行分析。為什麼他會嘴唇乾？如果是津不上承，那舌頭上面
的津液是什麼？顯然不是這樣！如果是熱傷津液所以嘴唇乾，那舌
頭為什麼不乾？所以邏輯真的要強。張忠謀說：「現在的大學生要
訓練三種能力：一個是謀生能力，一個是邏輯思考的能力，一個是
終身學習的能力。」其實我在臨床帶學生也是如此，謀生能力不用
我教，我只是教他更會謀生的能力而已，邏輯能力跟終身學習的能
力就需要一點方法，必須要去訓練的。回到剛剛的例子，津液不足
可以想到是水分沒有進來或消耗過多，但倘若都不是，那就是中間
有問題，表示這個東西沒有送到，回歸到中醫要怎麼想？所以我用
活血化瘀、調和升降的藥，他就 ok
了。這種邏輯必須要以知識背景
為基礎，否則只能憑空想像。
我們平常看書就是學他們基本的知識，我的選擇是：第一就是
判斷他是寫還是抄，再來是看他是不是寫一些印象中在別的書裡沒
有的，那一定是他自己的。另外有關臨床經驗的，翻過後超過二十
味藥的我就丟掉了，因為太難分析了！然後辨證論治是寫證型的，
我大概也都不看了。最近我訓練醫院裡面四、五個醫生把脈，重點
是脈的邏輯，當指下感受到這樣的寸關尺、浮中沉，以及脈力、脈
位、脈縮、脈弦時，該怎麼用邏輯思考去分析病人發生了什麼事？
傳統就叫脈理，像《醫理真傳》就是在講脈理，周學海還寫了《重
訂診家直訣》，序言就講過去的人都只提脈不談脈理，所以寫這本
書希望把脈理講清楚，可惜他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介紹一本書叫做《脈論》，副標題是「 20
年後方為醫」，作者
是王敬義，他說學了 20
年的中醫，直到學到脈了，才發現他自己是
真正的醫生。這本書不容易懂，因為它按照第五難的方式，就是把
三菽、六菽、九菽、十二菽及十五菽分得很清楚，不過這本書有一
部份也是模模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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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果平常臨床碰到問題、矛盾的地方，讓人卡住的時
候，有什麼方法去找突破的口？

師：當然是自已分析，分析不出來就是問，問不出來找資料。
譬如像遇到剛剛提的口乾的病人，你不會就來問，我們討論看看，
如果沒有就找文獻，再沒有就找一些病機去類推，或轉給高明治
療，再不行就謝謝病人讓你嘗試， try and error
，知識就是這樣。所
以我都告訴學生，跟我的診，你不要感謝我，你要感謝的是坐在我
旁邊的這位病人，他才是你的老師，不是我，我們都是這樣成長的
啊！你今天用補中益氣湯發現有補氣升提的作用，是病人告訴你的
啊！病人回來說：「我精神很好，子宮下墜的感覺好像沒有了。」
你就得到這樣的經驗。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知識留著是缺德」，所
有的知識來自於病人、老師、同儕、書本，來自於這些花很多時間
的人，我們應該想法傳承下去。

問：老師說到找資料，可是一般書上所提的還是很標準化
的情況，那我們要往那個方向去查比較有收穫？

師：我國中是在放牛班長大的，高中是二流的學校，每天都在
打球，回到家九點、十點就睡了，後來還打到跟林書豪一樣半月板
破裂。可是到大學就讀得很好，我不常在教室，成績卻非常好，那
時候班上 個同學，期中考時有一科 個不及格，另一科是有 40
個
72
60
同學是 40
分以下，而我那兩科全部都 90
幾分，然而成績不是憑空來
的，基本上我都在圖書館借了兩三本書翻閱。譬如生理學，我讀了
一本之後，發現還是有不懂的地方，就會拿另一本書來補，就這樣

看了好幾本書之後，我能夠把神經傳導的機制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
寫出來。
所以我念書不需要靠別人，包含站在上面的那個人，他只是我自
學不清楚時才去問，去問的時候就不浪費他的時間。我現在帶學生
也是如此，學生會問：「老師，你露蜂房是做什麼用的？」在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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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目前只有我經常用。你們有沒有聽過這一味藥？你們藥物學都
學過了還不知道，就是大黃蜂的蜂巢，通常我不回答這種問題，你
要來問我的時候應該是這樣：「老師，露蜂房可以去風、散結、化
瘀、治療頭痛，那這個病人沒有頭痛、沒有鼻塞、又沒有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用？」我認為你要自學，於是會告訴他回去查，查不
到資料來 copy
我手上的檔，他們只要問一個問題都至少得到 30~40
個
檔，但是我不一定會回答問題，我會告訴他去哪裡找這樣的資料，
這個就是自學。我喜歡自己找的過程。特別前面提到讀書會，或者
是我的前輩們也都是靠自己學的居多。然而學生時代，如果有人帶
你會更快，就像帶我針灸的鍾箴禮他父親，這條路我就走得非常
快。我在一年級的時候，就知道要把經穴歌、循行歌背得非常熟，
把穴名解、取穴也弄了一遍，一年級的課程還沒修針灸，這些我都
會了。

問：雖然知道可以翻書，但常常碰到問題時，還是不知道
要怎麼去查？書上似乎不會看到一模一樣的狀況。
師：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有去想，就會知道要找什
麼，去找就會有答案出來。像你剛問的濃縮中藥的疑問，查到的文
獻 大 概 有 130
篇 上 下 ， 整 理 過 後 大 概 有 60
篇比較重要，而歸結的答
案就是剛剛那個答案：沒有答案！沒有結論就是一個結論，如果沒
有整理，又如何知道沒有結論？

問：比如說剛剛講的那個 Case
，嘴唇乾而口內有津液，如
果去翻一般的教科書，是不是就沒有答案？
師：可能沒有答案，要從你的中醫知識找。我剛講，為什麼要
訓練？訓練你的思考能力，才能夠解決一個沒有碰過的問題。不然
發生，為什麼廣州敢自豪他們的死亡率可以低於全世界？就是
SARS
因為中醫的介入。為什麼沒有碰過 SARS
可以做到這樣？這就表示要

運用知識去解決。不然小孩碰到腸病毒怎麼辦？我一年碰到十幾個
腸病毒的個案，我的病人都沒發燒，用中藥後燒就退了，不會到重
症。傳統上有教腸病毒這個名稱嗎？沒有啊，所以這就是知識可愛
的地方。我一直跟我學生講，我認為中醫一定可以解決癌症，但這
很困難，要花很多的時間找資料、 practice
，最後才能找到方法。有
一些病人我們可以這樣做，延緩病情，但要他不走掉，這還要再努
力。

問：老師對「兩年負責醫師訓練」這個制度的看法？

師：過去的醫生不管是特考、中醫系、學士後中醫系也好，來
我這邊訓練，畢業就是開業。我那時候剛回來第一年，薪水低，曾
經有一個特考的學生快要畢業了，我就問他：「找工作了沒？」他
說：「找到了，在高雄。」「薪水怎麼樣呢？」「十八萬。」我做
了十幾年才他三分之一，這是一個問題，有沒有成熟到足以拿比一
個老師做了十幾年還高的代價？
再來就是，要不要在一個人還沒有成熟的情況下就放出去？我
們 97%
都是開業的。我上禮拜跟一些醫生聚餐，心情不是很好，有
一個業務說，某某連鎖診所做醫美，中醫現在也是有醫美，診所小
姐要去路上拉病人進來，拉進來之後就是醫生的事情了，所以醫生
一定要想盡辦法留下她們，用口才、威脅、利誘也好，這些聽起來
實在很令人心寒。我們在大醫院裡面做的是多麼合乎醫療的事情，
例如西醫在想辦法把血球數量拉高，一個半月還是拉不起來，我們
一個禮拜就拉上來了；西醫治療發燒一個月都降不下來，我們一個
禮拜降下來了。我們是在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只是靠著上街拉

人、減重美容就輕輕鬆鬆賺了一百萬，難道這些事情我們做不了
嗎？當然方法都會呀，怎麼開方我們也很清楚，但是你要讓這樣的
醫療志業在你手上斷掉嗎？讓所有人認為中醫就是這樣嗎？這就是
訓練的意義，老師們訓練出來的醫師，都會是在我們許可的評鑑範
圍內，至少達到一定程度。不要畢業後還不會看病，只好去做醫
美，把病人騙進來，威脅利誘以後蓋個章就出去，這樣就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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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己去西醫那邊看病人嗎？

師：基本上不會。有兩年負責醫師訓練計畫，訓練內容就一定
符合這 40
個小時的西醫訓練，已經設計好了，那個地方能夠收，就
一定要有那個機制。譬如說我剛剛講的慈濟沒有兒科可以訓練，他
們下個月就會再派一個兒科的訓練醫師過來，榮總也要派到我們這
邊來訓練兒科，我們訓練出來的醫師，到哪裡都會有飯吃。剛也談
到這個領域很難走、很少人要做，可是一旦走上來，絕對是紅得跟
什麼一樣，因為到處都缺中醫兒科的醫生。

答：我們以中區來講，中國、中山、彰基、秀傳、榮總都是如

問：附醫有很好的環境，看得到西醫治療病人的過程，西
醫也會讓一些病人到中醫的環境裡面，雙方有很好的互動。有
其他醫院是這樣子嗎？
此。

29

了，這為反醫師受教育的目標。
總之，要在我們評鑑合格的醫院受訓兩年，至少達到某個程度，
必須看過一定的病人數。像慈濟一定送來我們這邊訓練兒科，上個
月才有一個兒科醫師訓練營，那個住 院 醫 師 在 我 們 的 兒 科 RUN
了一
個月，他說不想走了。我帶他討論病例，我給他一個自我訓練的提
議，問他中醫的 vital signs
是什麼？門診裡面則實際帶他怎麼看一個
病人。

時
PGY

本篇訪問稿到此結束，感謝張老師撥冗受訪，提供許多
寶貴經驗給後中系友們參考。

問：有人質疑受訓那兩年中做的事情到底多少是純粹中
醫，又要花多少時間做西醫的事？
師：我常常在講不要把醫學分開。隨便舉例子，治療癌症病
人，不用曉得西醫做了什麼事情，才讓他漸漸變成這樣子嗎？為什
麼癌症的病人要用類固醇？使用了類固醇會發生什麼事情？會產生
情志的問題，就要靠中醫去疏肝解鬱、鎮靜安神。這些不用知道
嗎？
包含我負責的學科中，很多學弟妹一直跟我溝通為什麼那麼多西
醫的課程？我這樣講，學士後中醫系的學生們，在受訓這兩年，會
是一輩子看到最多西醫的東西的時候，當兩年負責醫師訓練結束，
往後就再也沒有人告訴你西醫的東西了，你就只好自我學習。我曾
經編了二十萬要買西醫的書，去讀癌症是怎樣一件事，各種癌症：
乳癌、肺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如果有人教你，不用花錢
多好。
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兩年負責醫師訓練沒有那麼壞，就看你去

問：似乎不是那麼多醫院都是做中西醫整合的，那

到哪個地方。未來我猜測有些地方會很搶手，有人會挑特別鬆的地
方，有人會刻意去挑很忙的地方，如果怕忙，附設醫院就不要進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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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徵稿》

藝」。

作者：
◎

屆學生 李培碩

一位園藝家遇上中醫時會放出什麼樣的光亮呢？夫農
者，生生之資；醫者，活人之器，對延長生命的長度

開放的心，反過來想想，這將會是如何呢？

「當中醫遇上園
—

我想，現在正在往中醫師之路邁進的我們，不如抱著一顆謙遜而

可以遠離病苦的技巧，是同屬於「土」的人類特有的能力。所以

土的脾胃裡。園藝家生產出可以維持生命的資糧，中醫師操作著

師運用針灸，使用中藥，扎在同屬於土的皮肉上，澆灌在同屬於

料，改善土壤的結構，補充土壤的養分，使植物健康茁壯；中醫

和提升品質，同樣扮演著種要的角色。園藝家使用鋤頭，撒佈肥

當

當園藝遇上中醫

27

人體與自然間的相映
■
中醫，應該是最能照見天地間陰陽變幻，感受風、寒、暑、
濕、燥、火等六氣推移的人。但在現今如此都市化的現代社會，我
們居住在高樓大廈林立的都市裡，看不見山上的雲霧繚繞、風生水
起，甚至連日出月落都瞧不見了，該如何能夠體會大自然裡五行之
相生相剋、陰陽之相生相殺？或許，最能夠真實貼近大自然的人，
是那些安住在尚未都市化鄉村裡的農民吧！他們每天都踩得著泥
土，吹得到涼風，看得見白雲出岫，見得了日暮西山，天地間的變
化，是他們最熟悉也最常討論的話題。因此，無論是想要更上層樓

的中醫師，或是單純想要健康快樂的我們，都應該要向農夫學習，
多多親近這片土地，才有機會體悟大自然的道理。當然，大部分的
我們畢竟不是農民，不可能像農民一樣過著躬耕自給、生產勞動的
生活，那麼該如何接近自然呢？就從「園藝」著手吧！「園藝是縮
小的大自然」，一盆土好比一塊地，一盆樹就是一片林。雖然在都
市裡，踩不到泥土雨後的濕潤，聞不到泥土新翻過的氣息，但至
少，我們可以藉由種一棵樹，或是一盆花，來觀察它們的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從「中醫」的視
野，照見「人體」和「自然」間的相映，並落實在「園藝」的操作
中，以體會養生之道。

找
■到生活的節奏
既然園藝是縮小的大自然，那麼我們當然要先回到自然裡好好的
體驗一下囉！相信大家都有徜徉在山林田野間的經驗，但往往是為
了賞花、觀瀑、看海、嬉戲，或是想要捕捉大自然的美景，用相片
將之藏為回憶。這是一顆向外追尋的心，抱著這種心情，你會覺得
看到了很多、見識到了很多，當然也有疏解壓力的效果，調劑身心
是絕對沒問題的，但想要真正體會自然和人體的互動和相映，讓心
向內探索，往往要安住在一個好環境幾個星期甚至是個把月才行。
當你能夠真正的融入當地的生活，放下了原本熟悉環境帶來的紛紛
擾擾，才有可能在最簡單的生活中感受到大自然帶給生命最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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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一如詩中所言「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
堪持贈君。」這種單純快樂的心境。所以，若是下一次真有個機會
可以讓自己在山林田園間長住一陣子，那麼就可以開始咱們的第一
步 —
「找到生活的節奏」。

清
享受生命單純的愉悅
■晨之靜 —
從萬籟俱寂的深夜，進入黎明破曉前，是大地最安靜的時刻。
此時，約莫四點，便可以準備下床，享受一天之中最安詳寧靜的時
光。這時最適合的，是可以令人放鬆但又攝心的方法。若您會觀呼
吸，那在好不過。此時獨坐，萬物靜默，觀察自己每一個呼吸碰觸
到鼻尖的觸覺：吸氣時，我感受到了，我的鼻息碰觸到鼻尖的感
覺；吐氣時，也感受到了，我的鼻息碰觸到鼻尖的感覺。並且，每
一個吸，和每一個吐，都持續的專注。若真的做到「置心一觸，念
念相續」，約莫半個鐘頭，我們的心便會漸漸安定下來，快樂起
來。此時此刻，我們是全世界最快樂的人，享受單純生命的愉悅，
沒有雜念，沒有煩惱，只有每一個專注、快樂、放鬆的呼吸……
您也可以選擇在庭前散步，穿寬鬆的衣服，披著不被束縛的頭
髮，輕鬆地感覺到每一個腳步踩在地上的觸覺。左腳踩在地面上，
我感覺到了；右腳踩在地面上，我也感覺到了。每一步，都像踩第
一步一樣，抱著快樂、放鬆的心去感覺它。我們就像一個剛學走路
的孩子，小心翼翼，亦步亦趨，生怕沒有感覺到腳和地面接觸的感
覺。持續五六百步，我們的心便會非常的平靜，沒有其他雜念，只
是很享受地、開心地行走在柔軟的土地上……
真正的安靜是攝心。若我們可以選擇一個能讓我們的心安定下
來的方法，在每個清晨如實的練習，那每一天都將是寧靜祥和的一
天，看萬物都順眼，做事事都順心。久而久之，您的心會非常容易
平靜下來，即是遇到世間的紛紛擾擾，也可以在非常穩定的生活節

第
■一步，走進大自然
回歸山林田野，你會發現萬物自有其節奏。
天未白，太陽尚未從山的另一頭升起，小鳥們早已嘰嘰喳喳地在
窩裡聊天聊得起勁，蜜蜂在初開的荷花裡採集花粉，嗡嗡地鑽來鑽
去，土撥鼠也埋頭尋找蚯蚓，把田地扒得一道道隆起。當第一道曙
光從墨綠的山頭照向青翠草地，荷花就在霎那間燦爛的鮮紅欲滴，
蜻蜓也在此刻動身，圍著池塘盤旋，尋找小飛蟲的蹤跡。約莫十
點，隨著陽光逐漸增強，撒落一地的耀眼，蝴蝶也紛紛加入了熱鬧
的庭園。燕子們看到這麼多的蟲子，便離了巢，在園地上空穿梭來
去，這是牠們的用餐時間。於是蜻蜓便開始藏匿蹤跡，免得遭受燕
子攻擊。蜻蜓一離去，惱人的蚊子於是降臨，好在此刻我們也剛好
用餐完畢，準備進入屋內午覺休息。
生活的節奏感 —
「靜↓動↓靜」
■
「人法地，地法天」，大地跟隨天的節奏，人則跟隨大地的節
奏。從黑夜到白天，大地由靜入動；從白天到黑夜，大地由動入
靜。這是自然的作息，配合大地的腳步，田園生活的節奏，一天下
來也應該是「靜↓動↓靜」。

改變的開始
■
若您真能配合自然的節奏，約莫一個星期，就能開始慢慢體驗大
自然帶給您愉悅的訊息。我們會開始喜愛散步，喜歡踏在草地上，

奏下，和平圓滿世上大小事。

剛回歸田園生活的我們，往往會因為想躲避炎熱的太陽，大清
早就急著出門，想在太陽變大前趕快完成田間的工作，這心頭一急
啊！原本早晨平靜的節奏就被打亂了。清晨是一天的開始，也應該
是最清靜的時候，若連這時都靜不下來，就會覺得一整天都匆匆忙
忙的。所以說，田園生活的節奏，最要緊的，便是「清晨之靜」。

94

感受露珠帶來的清涼、感受土地帶來的鬆軟但卻踏實的感覺。我們
會開始喜歡看天，白雲無心悠悠的徜徉藍天、白鷺鷥一隻或三五成
群的飛過青山，如此單純卻快樂的畫面。開始聽見蟲鳴鳥叫了！清
晨的麻雀嘰嘰喳喳、白頭翁嘰哩呱啦，上午或傍晚的燕語呢喃，晚
間的夜鷺低鳴和恣意放肆的青蛙。最猖狂的是花香，以下是某一天
的日記：

清晨六點，青草微濕，空氣微霧，最宜茉莉。在墨綠濛濛的山景
下，茉莉潔白的花瓣鮮明有如西塞山前飛過的白鷺。其香氣在沁涼
的微風中雖然不會傳得非常遠，卻縈繞在花叢間濃密得如綢似緞。
踏著濕濕柔軟的草地，緩步而趨，首先繞上來香氣是清新、輕快而
愉悅的，但若再走近些，佇足，靜下心來細細品味，會發現它的底
蘊卻是如此的溫厚而深沉。正因清新所以甜而不膩；又因溫厚所以
悠揚不絕。香甜入脾，乍聞時它獨特的清香使人的身心鬆了下來，
而後段的溫潤暖和會讓人充滿渾厚的力量。

我頓時有省。原來，世間很多很棒的道理，就藏在平淡無奇踏踏
實實的生活裡呀！

賦歸，迎接煥然一新的自己
■
哪天，當你驀然驚覺，你正身處山林田野，恍如隔世，雙腳真真
切切的踏在泥土上，都市裡的紛紛擾擾彷彿是一場虛幻不實的夢，
在鄉間小路上，在單純踏實的田園生活中，漸漸的感到物我兩忘，
真不知到底是蝴蝶夢我，還是我夢蝴蝶！那恭喜你！這是你真正融
入田園生活的開始。但時間過得超快，田園時刻進入了尾聲，準備
回歸都市生活！好吧，該走囉！
歸途，一別來時的疲累，身清氣爽，精神抖擻，根本就是「一
派輕鬆」。不過才踏進車站，彷彿踏進了另一個世界，驀地驚覺，
大家的步調怎麼如此得快！此時此刻，自己的心，和外界相較起來
顯特別得沉靜，就像一顆草皮上的大石，穩穩地、卻又輕鬆毫不費
力地安坐於地，外界的紛紛擾擾，也只是來來去去，何妨內心得安
寧。這時不禁想起了那首詩：
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
竹密何妨流水過，
山高豈礙白雲飛。

倚著窗，望向遠方，在緩緩離去的青山前，是飛逝的稻田。啊！

這些大自然的刺激將不斷調整你的感官，直到你開始漸漸淡忘原
本所處五欲橫流的紅塵俗世。當我們與生俱來的感官能力甦醒，身
心因為自然的環境和生活得到淨化，漸漸的，我們自身的光明覺性
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提升。即使是平淡無奇的生活，都會有驚喜的體
悟。
有一次，和我的老師悠哉地喝茶時，我發自內心地感慨道：「人

要回到市區打拼囉，也不知道尚微弱的定力何時會被消磨殆盡，就
把握清醒的時刻吧！觀呼吸！一眨眼就到了目的地。

帶大自然回家 —
種樹，還地球陰平陽秘的重要方法
■
一下車，映入眼簾的是樓房林立。哇！這是什麼空氣，該怎麼呼

的煩惱真多呀，不知何時才能除得盡呀！」看老師非常 enjoy
得享受
完一杯茶，悠悠看向眼前的青青草地說：「其實，煩惱就像雜草，
就算你每天不停地去拔他，他還是不斷得長出來。所以說，這時不
如種一棵樹，將拔草的力氣用在培養正向的力量上，當樹長大了，
樹下就長不出草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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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回到住處向外望去，已非寬闊的藍天、青翠的草地。沒有蟲鳴
鳥叫悅耳的聲音，沒有清新溫潤充滿生機的氣息。懷念田園生活嗎
了嗎？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那，就姑且退一步，把大自然帶
回家，種一顆樹吧！
那麼，樹還有什麼重要性呢？
人法地，地法天，天之六氣生地之五行。森林色青屬木，是地
球的肝陰；石油色黑屬水，是地球的腎陰。以人體來說，不停消耗
肝腎陰精的結果是什麼？會陰虛陽亢嘛！現在的地球不也一樣嗎？
不停的開採石油，使地球腎精不停地消耗，陰虛陽亢了，地球的體
溫就越來越高，極地的冰山融化的面積也就越來越大。除此之外，
我們人類又持續地破壞森林，若就人體來說，是肝陰肝陽俱損，使
得水不升，火不降，是非常嚴重的危症。就地球而言，沒有樹木，
天上的太陽能無法被綠葉吸收轉化為陰而儲藏，也就是「陽不入
陰」；沒有樹木，地底的水分、養分無法被樹根吸收而帶至地表，
也就是「陰不出陽」。因此陽不入陰，陰不出陽，陰陽決離，天地
不相交泰，萬物命故不施，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
滅。所以說，樹是使天地能夠氣交，水火能夠相濟的重要元素，他
可以將太陽能化為生質能而固定下來，透過樹葉的蒸散作用，將土
裡的水分經由維管束拉了上來，微風拂過，水就升起，正是「風生
水起」。所以說，樹木也可以調節大氣中的微氣候，因為水分會從
其中散出。而其地下的根網羅棋布的穿入土中，疏鬆土讓，調節水
含量，所以樹木也是土地能否保水的重要因素。對地球來說這麼重
要的林地，目前正以每秒鐘好幾個足球場的面積不停的消失，能不
令人害怕嗎？
但，若說種樹的目的單純是為了挽回被人類濫伐的森林，那
麼，我們是沒有勝算的，因為太慢了。因為被砍掉的，都是需要數
十人才能環抱的千年老樹，而我們栽下去的，都是二、三年生的小
樹 苗 ， 怎 麼 補 救 的 回 來 其? 實 ， 種 樹 的 意 義 在 於 ─
欣賞大自然的美
麗；體會天地間的奧秘。當一個人學會對自然之美由衷得發出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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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自然他會遠離對自然的破壞；當一個人領會大自然生生不息運
作的道理，自然他會把自己的生活安住於自然。此外，藉由種樹的
過程，我們增加了和自然和平相處的時間，也多了一些接觸健康的
機緣。多一點和平，就少了些破壞。所以種樹之要，在人不在樹，
在過程不在結果，有好的心念，才種的出真正健康的植物。一個人
種很多樹，和很多人種一棵樹，意義是不同的。大家一起親近大
地，遠離塵囂，這才是種樹的真諦！

土壤之於樹，猶如脾胃之於人
■
而種樹的奧義，除了管理植栽的基本技巧，根本在於「土壤的
管理」。所以我們說「種一棵樹」，不如說「養一盆土」。中醫有
句話說：「萬病皆由感冒起，治療總由脾土胃。」，點出了脾胃在
人體的重要性，而脾胃皆屬於土嘛！脾為濕土；胃為燥土。在自然
界，土也有濕燥之分。濕土是有機質顆粒；燥土是礦物性顆粒。而
植物的根就長在土裡，根本，根本！根，本於「土」嘛，所以說，
土是根本，上農活土，中農治木，下農殺蟲，此之謂也！活土之
要，本於陰陽，燥土用陰，濕土用陽，燥濕相得，陰陽相合，木乃
大壯。
對植物來說，土壤的好壞，可以從三點來判斷：
第一、取決於礦物質顆粒的大小。一般來說，最好的壤土中，砂礫
直(徑 1mm~10mm)
：砏粒 (0.1mm~1mm)
：黏粒 (0.01mm~0.1mm)
是 ：
1 ：
1 。
1
第二、則取決於有機質顆粒的成分，以完全腐熟的堆肥來看，碳氮

比約為 30
： 。
1
第三、有機質和礦物質顆粒的比例，一塊好的農地，至少有機質成
分要佔礦物質成分的 1/20
，也就是濕土和燥土的平衡比例，
至少是 ：
。
1 20

33

適合台灣的土壤管理法 —
有機堆肥
■
以中醫而言，台灣濕熱，脾容易不好，因脾惡濕。在園藝看來，
濕熱的氣後易使微生物繁殖迅速，導致有機質分解速度加快，無法
在土壤裡累積，所以有機質含量普遍不足。既然，活土之要，本於
有機質和礦物質的平衡，所以，一般來說，「土壤管理」的根本就
在於「有機堆肥的施用」。
堆肥，是園藝最重要的一環，它是一個非常環保的概念。堆肥的
來源，是我們買回家後使用剩的食物殘渣，包括蔬菜的根莖葉、瓜
果的果皮、丟棄的切花…等等。有心的話，可以收集菜市場裡搾完
甘蔗汁所丟棄的蔗渣、分類後不鹹不油膩的廚餘、木工的木屑廢棄
物，都是很好的堆肥原料。將這些原料依約 20
： 的
1 碳氮比腐熟成約
： 的
30
1 完熟堆肥，將能量還給大地，我們就減少了許多焚化爐所燒
出的熱，而且減少了石油的使用。最重要的，我們活化了一畝畝有
生命力的大地，更吃得到它回饋給我們的健康農作物。
既然，我們已經懂得種樹的「根本」在於「養土」，接下來，咱
們就可以進一步來談談「園藝治療」。

用植物來治病 —
園藝治療
■
園藝治療，就是利用植物、園藝和人與植物的親密關係為推力，
來協助病患獲得治療與復健效果的方法。藉由參與者在從事園藝工
作的過程中，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學會保持鎮定、控制情緒、使心
靈得到滿足，並幫他們發展人際關係的能力，重新適應社會，以協
助參與者了解自己和周圍的世界，這就是園藝治療，其最終目的就
是促進人們生理與心理的健康。
這治療的空間，就是「療癒花園」。
中醫，應該是最能運用此種治療方式的人了。因為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嘛！中醫的醫療中有很多要配合時辰、配
合季節，而且上醫治未病，養生是中醫裡最重要的一環了，如何養

生？順於四時，合於陰陽嘛！若不是身處自然空間，在冷氣房裡，
有辦法和於陰陽嗎？可能不大行。所以說，若是中醫能善加運用庭
園，醫院旁增設個療癒花園，我們不只可以幫病人治病，還可以教
育他們生活，配合園藝，改變他們原來不健康的生活模式，將生活
重心轉移到快樂的田園生活，自然就遠離病苦了。
所以說，牽手吧！「當中醫遇上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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