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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27 第 1屆第 6次理事會監事會 
 

 107年決算與 108年預算 
(預計多收會員 10人，開 3場研討會，6場帶狀課程)。 

 

本會經費收入(108預算) 389,600 (107 決算) 384,950 

本會經費支出(108預算) 362,520 (107 決算) 354,559 

 

 107年度的工作成果報告 

107 年 04月 22 日跨越時空的俞穴觀研討會。 

107 年 05月 06 日會員大會暨突破醫療困境的新思維(II)研討會。 

107 年 05月 27 日第二期電子報推出 

107 年 07月 15 日臨床案例暨藥性藥理學研討會。 

107 年 08月 18 日第三期電子報推出 

107 年 11月 04 日第四期電子報推出 

107年 11月 04 日第五次理監事會 

107 年 10月 18 日~107年 12月 27日中國第一梯次帶狀課程推出。 

 

 

 

發行人：陳坤堡 
主  編：林炳彰 
期  別：第五期 
創  刊：2019.01.20 

地  址：台中市大里區頂庄巷 67號 
聯絡人：謝嘉欣 
電 話：(04)2482-0309 
傳  真：(04)2483-7562 
E-mail：cbxma.org@gmail.com 

In this Issue 

 

 108.01.27 第 1屆第 6

次理事會監事會 

 

 第二梯次帶狀課程 

108.03.14 第七堂 學

習中醫的捷徑與法門 

108.03.28 第八堂經穴

的真意-腎、骨兼論俞穴

由來 

108.04.11 第九堂經穴

的真意-肝、心 

108.04.25 第十堂經穴

的真意-脾、肺 

 

 108.03.31 臨床研討會 



中華無相醫學會電子報  2019.05 第六期 

2 

 

 

 108年度工作計劃報告 
1. 三個月一次之臨床研討會 

2. 預計 5/5 舉辦會員大會 

3. 醫學會雜誌第一期之編撰 

4. 第二階段帶狀課程開設 

堂數 主題/學科 術科 講師 

第七堂 學習中醫的捷徑與法門 王舜德醫師 

第八堂 

經穴的真意 

腎(骨頭)俞穴由來 十二經絡 王育徽醫師 

第九堂 肝(神經)、心(血液) 十二經絡 李文瑞醫師 

第十堂 脾(消化)、肺(呼吸) 十二經絡 陳南光醫師 

第十一堂 內經診脈法、面診 十二經絡 戴志龍醫師 

第十二堂 血脈、氣脈、環脈 十二經絡 王育徽醫師 

第十三堂 24節氣與臟氣解析 三合拳 楊凡萱醫師 

第十四堂 臨床常用單味藥性藥理氣行與應用 下丹田 黃耀文醫師 

第十五堂 臨床常用方劑藥性藥理氣行與應用 中丹田 林炳彰醫師 

第十六堂 常見內科中醫氣理討論 上丹田 王舜德醫師 

第十七堂 瘀傷、氣阻、鬆弛之順氣手法應用 絡臟暢腑 李培泠醫師 

第十八堂 五色五味與茶氣體會 絡臟暢腑 陳南光醫師 

 

 
餐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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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醫緣」帶狀課程        第二梯次 03/14~04/11 

第七堂 學習中醫的捷徑與法門                 王舜德醫師主講 

 

•Connect the Dots 

你沒辦法預見每一個抉擇將如何聯繫，唯有多年後回顧，才可以看出它們彼此的關聯。 

碰到抉擇，不必過度分析，相信你的直覺，並且永遠不沮喪灰心。 

 

學習中醫的捷徑 

 做臨床？還是做研究？ 

 要有計劃有重點學習！ 

 主、次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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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中醫的幾個訣竅 

中醫之生命在於學術，學術之根源在臨臨床，臨床水平之高低在於療效。 

 

中醫養成訣竅 

不要把開方治病當成唯一手段，針灸中醫的保健養生，不要將養成時間放在畢業之後。 

 

讀書的訣竅 

治病經驗，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何者重要？ 

要熟讀幾本書：四大經典 

要備讀幾本書：醫宗金金鑒，醫學衷中參參西錄婦青主女科，辨證奇聞泛讀一批書 

 

臨證的訣竅 

決定於辨證論治和遣方用藥高低 

 

                                      

        現場報到                     秘書長引言                 王舜德醫師講授 

 

                                      

          上課實況                    上課實況                       總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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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堂  經穴真意-腎(骨頭)兼論俞穴由來          王育徽 醫師 

 

何謂元氣導絡學？ 

• 元氣---元神的氣  

• 真氣---元神的氣進入人體之後稱為真氣。  

• 研究元氣如何導入體內，交絡編織出人體的學問，就稱為元氣導絡學。  

• 元氣鑽入體表的位置就是俞穴的穴位。  

「中府」 

• 中府撐起來，食道、氣管才會通，主動脈才會通，這都是中府在管。  

「雲門」 

• 「雲」在天地之間，對應人體天部（胸腔）和地部（脾胃）之間，指橫膈膜。  

• 「門」是打開的意思。雲門開，橫膈放鬆，肺才能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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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府、雲門的重要性： 

• 中府、雲門不開，人沒有辦法活。  

• 平時要挺胸，中府、雲門開，生命現象盛，全身細胞活化，體內體外的氣都在交會。  

穴位的疏通法： 

• 張俞穴張到全身鬆叫「官禪無用謂之大用」，讓元神氣完全進到身體裡面叫作「禪」。  

腎臟俞穴： 

• 如果使元神的氣能夠很順的進來，就能使俞穴發揮原本的功能，也就是能夠讓內臟發揮出

原本正常的生理功能；甚至透過俞穴的調理，可以使受損或生病的臟腑再回復到正常的狀

態。  

十二經絡拳： 

• 胃經：右手拇指內轉帶動身體轉 160 度，收左腳，左腳放直。  

• 脾經：左腳撇開，左手外挽、右手外挽，身後躺。  

• 心經：左手外挽、右手外挽。  

• 小腸經：外挽上架，兩手放腻後，腳尖著地，身體轉正。弧底來到聽宮穴，收氣。  

           
                現場報到                           王育徽醫師講授 

         
          學科講解                            學科上課實況                

                      
                 術科講解                             術科練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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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堂  經穴真意-肝、心                        李文瑞 醫師 

 
學科：肝 

 
開門道：靈道、通里、魂門，輔佐穴位：歸來。 

活化肝功能：期門、日月，輔佐穴位：太乙、風池、建里、風市 

活化神經：章門、陽綱、青靈，活化膽：章門、風府 

青靈：肝氣不入，露在外呈青色，靈是元氣與肉體交流的能量 

 

學科：心 

開門道：神道、神門、神封 

強心臟：大赫、懸樞，輔佐穴位：歸來 

肺循環：陰市、氣戶、承山，輔佐穴位：肩外俞 

心循環：極泉、正營、勞宮，輔佐穴位：大赫、內關、歸來、偏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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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 

 

膀胱經：睛明到至陰 

 

腎經：湧泉到俞府 

 

心包經：天池到中衝 

 

三焦經：關衝到絲竹空 

 

 

                         
           現場報到                                李文瑞醫師/學科講解 

 

       

       學科上課實況                             術科講解 

 

 

 

 

 

 

 

 

 

 

 

 

 

 



中華無相醫學會電子報  2019.05 第六期 

9 

 

 

第十堂  經穴真意-脾、肺                        陳南光 醫師 

 

學科:脾、胰、子宮 

開門道：通里、殷門、中封。  

意念：通天(通到元神)、大包、中都（免疫）、意舍。 

脾胰：內庭、巨闕、腹哀、大橫。 

子宮：帶脈、胞肓。 

消化：食竇(小腸乳糜管)、消濼、委中。 

學科:肺 

風門：風，空氣的流動；風屬木，風門，管肺又可管肝。 

金門：金性的門，如鼻子、氣管、肺、肛門。  

陶道：氣管、支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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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舍：氣體交換的地方。  

申脈：走在跟金性有關的血管，特別是動脈。 

俠白：肺部收縮。 

滑肉門：肌肉縫能動。 

環跳：環狀者跳動。  

 

術科:十二經絡拳 

膽經：左手上提，頭一撇，撥膽經，沿膽經路線下到足竅陰。  

肝經：轉身不轉手，接肝經，絡陰器。 

（過乳中，過眼，外畫弧，轉手接氣，手肘後退，掌面下到腰際，拇指內轉帶動身體轉正。）  

 

         

             現場報到                              陳南光醫師/學科講解 

 

       

       學科上課實況                             術科講解 

   

                                   術科練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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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31 臨床研討會                  戴志龍醫師/施宜德醫師 

猛爆性肝炎 

「肝若好，人生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是黑白」 

 

肝臟的基本生理 

 肝臟的主要功能  

 一 過濾以及儲存血液  

 二 代謝醣類蛋白質脂肪以及激素  

 三 合成膽汁 

 四 儲存維生素及鐵質  

 五 合成凝血因子 

肝臟的基本構造 

猛爆性肝炎奪命的個案經常發生，給人「來勢洶洶、致

死率極高、多攻擊壯年男性」的恐怖印象。 

猛爆型肝炎的實例: 陳希聖昏迷時，新聞報導他教學

認真，對學生視如己出；台北地方法院庭長林孝誠因猛

爆型肝炎辭世，媒體也提及他盡忠職守，臨終前還念念

不忘手邊有案子沒結。  

真正的成因不是「積勞成疾」！ 

病毒性肝炎（包括 A、B、C、D、E型）、藥物、補品或偏方、酒精等是引發猛爆型肝炎（Falminant hepatitis）

的常見原因。  

發生猛爆性肝衰竭的常見原因如下： 

(1)、感染症：如Ａ型、Ｂ型、Ｃ型、Ｄ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之猛爆性肝炎；及其他少見如單純性礮 

     疹病毒、巨細胞病毒或立克次體感染，以及可能之Ｅ型、Ｇ型肝炎病毒感染等。  

(2)、藥物：最常見者為大劑量之「乙醯氨基酚」 (acetaminophen) 中毒。一般正常人若一次食用超 

     過十二克，慢性酒精性肝病患者超過四克即可能引起肝毒性。  

(3)、毒物：如 Amanita phalloides 及四氯化碳中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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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爆性肝炎的中醫治療案例: 

患者為四十七歲男性，原患脊椎側彎症，住院接受矯正手術，術後腰背上石膏，忽患急性肝炎，黃疸鼓

脹，石膏板切開，腹大到不能再大，院方以「猛爆性肝功能衰竭」，促其出院。 

（1）開刀後，元氣未復，不能起生，脈弱舌嫩不紅 

（2）腹脹食少、小便量少，排出無力。 

普通治急性肝炎，用茵陳蒿湯、龍膽瀉肝湯之類，此證如用之，是雪上加霜。 

按證用補法：黃耆、當歸、茵陳、白朮、茯苓皮、豬苓、澤瀉、大腹皮、尋皮、廣皮、生薑皮、冬瓜皮、

鬱金。 

氣學的觀點: 

老師對猛爆性肝炎調理順氣的觀點與順序 

一、 先觀察並且解開外在結構的改變與壓迫。例如:肩胛骨、鎖骨、肋骨甚至骨盆腔的壓迫，脊椎的 

扭曲等等。 

二、放鬆右心房的周邊組織，讓右心房的血液， 回流順暢，沒有阻礙。 

三、加強下腔靜脈的回流。 

四、引導肝靜脈的血，往下腔靜脈走。 

五、活化庫活氏細胞，活化庫活氏細胞，整個人體為之鬆化。 

六、加強肝動脈的循行 

節氣臨床用藥 

24 節氣與人體的對應，是中國天人合一的觀念下，所特有的養生智慧。 

在古代，有觀天象的習慣，所以他們會把氣候的轉變，做一個大致上的定義：一般而言，三日一氣，五

日一候，十五日為一節。 

論節氣時以月令來論，年氣也會考慮，對節氣藥的開法是掌握一個大致的方向。 

己亥年春-戊辰月，戊辰都是陽土， 辰暗藏甲壬，值冠帶之位， 在己亥年正是陰陽土夾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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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辰藏壬，但也藏甲，況亥藏乙， 更洩水氣， 故以金洩土生水，是無可取代的原則。洩火太過，也

是照顧的重點。 

 紫苑      懷牛膝   知母       秦皮      地膚子    羌活    防己      牛膝 

 海蛤粉    麥門冬   鱉甲       地骨皮    知母      防己    木通      蘆根 

 懷牛膝    豨簽草   白雞冠花   旱蓮草    草荳蔻    連翹    郁李仁 

 刺五加皮  旱蓮草  

 

門診常見症狀檢驗與檢查 

診斷方法 

 中醫診斷---->望、聞、問、切四診為診斷方法，輔以辨證論治為指導用藥 

 西醫診斷---->問診，並結合視診、觸診、叩診、聽診、嗅診等 

 

常用的臨床化學檢測 

 血液常規 

 WBC、RBC、Hb、Platelet 

 平均血球容積（MCV）80~100 

大球性貧血:缺 B12 或葉酸、巨紅血球症、口服避孕藥、停經婦女、老人 

正球性貧血:慢性疾病（如腎臟病) 

小球性貧血:缺鐵、地中海型貧血 

 血糖:Glucose、HbA1c 

 血脂:Cholesterol、TG、HDL、LDL 

 肝功能:GOT、GPT、r-GT、Bil、Albumin 

 腎功能:Uric acid、Cr、e-GFR 

（140－Age）×BW（公斤）／72×Cr)  女 x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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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功能:CK-MB(AMI)、BNP(CHF) 

 

血清免疫檢查 

 A肝:Anti-HAV 

 B肝:HBsAg、Anti-HBs、HBeAg、 

 C肝:Anti-HCV 

 類風濕性關節炎:RA 

 

影像學檢查 

 一般Ｘ光 

 骨密度檢查 

 超音波:頸動脈、甲狀腺、心臟、肝膽、腎臟、攝護腺 

電腻斷層 

 腻部、心臟、胸腔、腹腔、四肢 

 優點:方便、無痛苦、無侵入性、圖像清晰、解剖關係明確、價格較低 

 缺點:有些病人會對顯影劑過敏、照一次電腻斷層輻射量的等於照上百張 X光片的劑量(致癌) 

 

核磁共振 

 腻部、脊椎、骨盆腔、關節 

 優點:無侵入性、 

 缺點:費用高、時間長、身體移動易產生偽影、幽閉恐懼症  

 心律調節器、金屬性人工心臟瓣膜、各類電子傳導器、腻動脈瘤手術夾等裝置會受到磁場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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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 

 胃鏡:胃食道逆流、胃潰瘍、胃發炎、胃出血、腫瘤 

 大腸鏡:大腸炎症、大腸瘜肉或腫瘤 

 支氣管鏡:肺部結節或腫瘤、肺癌臨床分期 

       

     現場報到實況                            陳坤堡理事長引言  

                                          

           戴志龍醫師講授                        現場 Q & A 

       

                                        研討會上課實況  

   施宜興醫師講述 

                      現場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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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醫學會同仁，歡迎大家共同投入會

內刊物，讓刊物變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不管

是生活的點滴、會內活動的分享，或者是想要

介紹最新、最特別的事物給大家，都歡迎您的

投稿，電子報必騰出大位來擺放您的文章! 

 

投稿信箱：cbxma.org@gmail.com 

徵稿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