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砭器調理黃斑部病變案例分享與討論/王育徽醫師 

70 歲男性，兩眼黃斑部病變，黃斑部積水、皺褶，左眼較嚴重。 

左眼於 107/05/11 以前已施打五次針劑(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受調者於同月份停

止打針，接受順氣調理。 

檢查數據 

108/05/11 黃斑部厚度左眼 182微米(已施打五次針劑)，右眼黃斑部厚度 302 微米(準備

施打針劑，而還未施打針劑)。 

診治 

於氣功教室調理一次，其餘均在王育徽中醫診所診間施治。 

 

診治過程及手法 

 107 年 5 月受調者來教室順氣，診間看診，並接受砭器調理，一週一次，一次約五分

鐘。 

治療結果 

 三個月後，107/08/03 複檢，左眼惡化，黃斑部厚度增加肏 218 微米(+35)，右眼持平，

僅增加肏 303 微米(+1)。 

追蹤複檢 

再過兩個月複檢，積水並未復發，醫師認為不需再打針，繼續追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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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塞性中風案例分享/陳博淵醫師 

栓塞性中風後 手腳活動正常 肌力正常 僅右側手掌指無力 無法抓握 手指無法活動 

隔空手法: 張 撩 繞 旋 羅 …. 

  

 

   

          

 

門診常用手法/陳博淵醫師 

如果可以從大腦的功能皮質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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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對應的出來相對位置的話，結果發現找到的共振點是在腦回與腦回接縫的溝上串

接。 

 

 

          
      研討會報到實況            理事長陳坤堡引言         與會人員實況 

           陳博淵醫師主講 

    王育徽醫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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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1 屆第 8次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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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讀園開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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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醫緣」帶狀課程        第三梯次 10/1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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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堂 二十四節氣與臟氣          主講者：楊凡萱 醫師主講 

 

二十四節氣的由來 

201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

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中華民族肎古以農立國，古人透過觀察大肎然之變化，發現了太陽與植物生長及四季天

氣變化之規律性，進而發展出中華民族文化特有的『節氣』，地球上萬物生長的能量主

要來肎於太陽，地球相對太陽之位置改變而產生的能量變化，在農業和植物生長外，對 

人體其實也有許多一般人難以察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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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節氣的制定 

在地上豎立一根竹竿，看見太陽東升後，竿影就從西方移向西北方；到中午時影子在正

北方且較短；太陽西下時，竿影逐向東北偏。依據全年觀測所得的結果，發現夏天太陽

位置較高影子也較短，冬天太陽位置較低也較長；因此取中午竿影最短的那天為夏肏，

竿影最長的那一天為冬肏。制定夏肏以後，在春秋兩季發現各有一天晝夜時間長短相等，

便定這兩天為春分和秋分。 

二十四節氣 

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 

夏:立夏、小滿、芒種、夏肏、小暑、大暑 

秋: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冬:立冬、小雪、大雪、冬肏、小寒、大寒 

無相氣學陳銘堂老師的觀察 

每天詳細觀察近七年，前後歷經二十多年的紀錄而成。  

春屬木，木性上張下展，春主生發，天地俱生，萬物以榮。 

夏屬火，火性上炎，夏為蕃秀，天氣氣交，萬物華實。 

秋：秋屬金，金性內聚，秋主肅殺，萬物容平，天急地明。 

冬屬水，水性下行，冬主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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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三合拳 

• 水局： 申 子 辰  即膀胱經、膽經、胃經  （足三陽）  

• 火局： 寅 午 戌  即肺經、心經、心包經  （手三陰）  

• 金局： 巳 酉 丑  即脾經、腎經、肝經    （足三陰）  

• 木局： 亥 卯 未  即三焦經、大腸經、小腸經（手三陽） 

 

        現場報到         秘書長林炳彰醫師講解五行     楊凡萱醫師主講 

 

                             現場學科、氣科上課實況 

 無相醫學會監事李培泠醫師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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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堂  中藥藥氣藥理概說            主講者：黃耀文 醫師 

 

無相氣學如何以氣的角度來運用藥物 

中藥與西藥的差別：天然藥物 vs化學合成；形、色、氣、味。 

用藥氣治病的原理：以藥物氣行，將人體異常的氣行調整回正常。 

如何試藥：形、色、氣(嗅)、味，皆有其氣。  

 

常見藥氣行描述： 

1.起始點：穴位；部位深度：表皮、肌肉、緻密骨、海綿骨、骨髓腔、胸前、心下、腎

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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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速度：緩 飆 

3.距離：遠 近 

4.方向：往外、內、上、下，過中線、來回、十字對開、繞 8、經絡路線… 

5.形狀：粗、細、直線、閃動(神經)、啄動(雀啄.胰)、碰碰碰(心跳)、一波一波(呼吸

同步)、螺旋繞圈(艾葉.薯預)。 

 

相關問題：  

1.形、色的重要性：西醫看化學，中醫講物理。 形、色是物理能量的表現。 

2.藥物命名：人如其名，藥亦是。 藥名，聲語，藥氣要能相配合。 

例：甘草  藥名:甘屬土，土性居中發四方，中洲氣。  

          藥氣:脾胰、胃熱氣出，四方發散，四肢氣出。 

3. 科學中藥：真的科學嗎？  

 

科中賦形劑的影響： 

科中常用賦形劑-玉米澱粉、乳糖、結晶性纖維素、糊精、二氧化矽、羧甲基纖維素納、

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賦形劑對藥氣的影響：收澀藥；下行藥。氣的強度變緩。   

中藥的精華在形、色，科中形色失去很多，藥氣變弱。 

科中藥氣普遍較水藥弱，約只有 3 成，持續性也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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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下丹田  

1.原理：12 經絡拳，三合拳是表氣；丹田氣是裡氣。 

2.下丹田位置：雙側鼠蹊中點的垂直線交點，為下丹田軸心。約在氣海附近，軸心直徑

寬約 2-3 公分。本來在臍中，是變動的。可大可小，可到無限遠。 

3.動作原理：藉由手氣切轉丹田軸心上下方，剷出火氣。火氣越少，丹田氣即可運作越

順暢，氣可發越遠。 

 

    

       現場報到            黃耀文醫師主講         講解藥氣實物  

  

                                學科上課實況 

              

            氣科上課實況                  會後醫學會監事李培泠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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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堂 方劑藥氣藥理概說             主講者：林炳彰 醫師 

 

方劑 

 單味藥組合 

 具適用特性之證型、症候群 

 經驗方 

《醫學心悟》 

論病之源，以內傷、外感四字括之。  

論病之情，則以寒、熱、虛、實、表、里、陰、陽八字統之。  

而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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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 

汗法：開泄腠理，調暢營衛，宣發肺氣，以促進發汗，使邪氣隨汗而解。 

吐法：涌吐使停留在咽喉、胸膈、胃脘的痰涎、宿食或毒物從口中吐出。 

下法：瀉下蕩滌攻逐使停留於胃腸的宿食、燥屎、冷積、淤血、結痰等從下竅出。 

和法：以和解或調和作用，使少陽之邪，或臟腑、陰陽、表里失和之證得以解除。 

溫法：溫裡祛寒以治療裡寒證。 

清法：清熱、瀉火、解毒、涼血以清除里熱之邪。 

消法：以消食導滯和消堅散結等作用，消除體內因氣、血、痰、水、蟲、食等久積而成

的有形之邪。 

補法：通過補益人體氣血陰陽，以主治各種虛弱證候。 

 

多重主訴 

主訴與相關症狀、非相關症狀、方劑與單位藥之配合、如何決定順序 

 

經驗很重要 

客製化、法無定法、培養肎己的武器、熟能生巧、打破習慣 

中醫是精細醫學   

觀察敏銳、感知清楚、用藥細緻、隨天、人、地而變。 

 

君肍佐使  如何決定?、劑量?、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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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中丹田 

原理：切轉軸心帶動其旋轉 

1.清胸腔火氣。 

２.往前 90 度交叉切過軸心前緣 

3.手背引導 90 度交叉切過軸心後緣 

動作要領： 1.過軸心之手先縮後張          2.手臂要平 

 

 

       現場報到            司儀介紹           林炳彰醫師主講  

  

                  現場與會實況                   學科上課實況 

 

                        氣科講解練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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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堂 中醫常見內科氣裡討論    主講者：陳南光/王舜德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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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氣學怎麼看？  

如何診斷：一手在食道上端，一手輕拍胃，看是否有上衝之氣。 

可能原因：脊椎扭曲、壓迫、側彎…、 肋骨凹陷，肋角太窄或太寬，肋間夾擠… 

          骨盆上頂、夾擠…、  顱骨變形…、 瘀傷、硬塊、疤痕… 

胃食道逆流病辨證論治的中醫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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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燒心」傷寒方舉例： 

實：黃連解毒湯：有體力、熱潮紅、焦慮。 

中間：黃連湯： 腹壓痛、噁心、嘔吐、口臭。 

      半夏瀉心湯：心下痞鞭、腹中雷鳴、下利。 

      柴胡桂枝湯：心下疼痛、胸脅苦滿、腹直肌緊張。 

      半夏厚朴湯：鬱悶、喉→胸異物鬱塞感、苔白膩。 

      茯苓飲：胃部膨滿，有停滯感，不能食。 

虛：  六君子湯： 平素腸胃虛弱，食後昏昏欲睡。   

      安中散：  消瘦，虛冷症而脈、腹俱無力 

無相氣學如何用藥？  

君  肍  佐  使 、傳統中醫用藥與無相中醫用藥的同與異  

術科：上 丹 田  

前置動作：                               標準動作： 

1.中指由眼尾到聽宮                       1.中指由眼尾到聽宮 

2.拇指上推頭蓋骨，手肘收                 2.拇指上推頭蓋骨，手肘收  

3.指尖朝後                               3.拇指、食指進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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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轉 90 度陽面回                        4.平外轉陽面回 

5.中指由眼尾到聽宮                       5.中指由眼尾到聽宮 

6.拇指後推枕骨，手肘收                   6.拇指後推枕骨，手肘收 

7.指尖朝後                               7.小指、無名指進腦內 

8.下轉 90 度陽面回                        8.轉正，往側後下撥下去 

                                         9.收氣在中丹田 

現場報到  司儀介紹 

 

          學科  王舜德醫師主講                          陳南光醫師主講 

 

                                   上課實況 

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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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堂 瘀傷、氣阻、鬆弛之舜氣手法應用      李培泠醫師主講 

   

瘀傷順氣 

目的：把體內循環障礙外散 

適用時機：新傷(止血點) 舊傷  放鬆背部 

概念：瘀傷的出血點不推到、由外圍先開再做到裡  從外從下靠近 

      原來紫青色漸轉紅、用柔軟部位去推 

      力量七分向末端三分向下 

氣阻 

適用時機:中暑、推瘀完或順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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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交感神經促排汗、濁氣往下拍  

大鬆弛  

使用時機: 

1.第一條  膽結石  膽息肉 

2.第二條  胃方面的問題  胃脹悶  胃痛 

3.第三條  脾及小腸  消化吸收方面的問題 

4.第四條  便祕  腹瀉  會陰癢 

術科：絡臟暢腑 

臟腑的氣是裡氣的一種  其運行是以天干五行異性相生的原理來轉循   

肺  膀胱  肝  小腸  脾胰  大腸  腎   膽   心   胃 

 

        現場報到實況                          李培泠醫師講授 

         

     現場學科上課實況                        現場術科上課實況 

   



中華無相醫學會電子報  2020.03 第八期 

23 

 

第十八堂 五色物欸與茶氣體會               陳南光 醫師主講 

 

五色：眼睛看到五種顏色後，在身體上能很強的造成內臟的一種活動性，不需要經過相

生，直接就可以使內臟動。 

甲木－膽－亮青     乙木－肝－青       丙火－小腸－亮紅    丁火－心－紅 

戊土－胃－亮黃     己土－脾－黃       庚金－大腸－亮白    辛金－肺－白 

壬水－膀胱－亮黑   癸水－腎－黑 

五味：舌頭上面任何頻率都可以傳到身體來。 

木－酸    火－苦∕澀    土－甘甜    金－辛熱∕辛涼    水－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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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氣體會： 

各種藥有各種藥氣的走向及功用，茶原是中藥的一種所以茶當然也有茶氣的走向。 

茶是一種很特殊的植物，它可以吸收周圍的各種氣與味，當熱水一沖它又將原味原氣發

放出來。 

術科：絡臟暢腑 

大腸－兩邊鼠蹊大腸位置。指尖朝下時手才能上移。 

腎臟－撥腎動脈。揉往輸尿管。手肘不可張開。 

膽囊、膽管－左手膽囊。右手膽管。 

心臟－心臟的氣在中間。手刀在任脈，抓對邊。 

食道、胃、十二指腸－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左手賁門右手胃 十二指腸。 

 

      現場報到實況                         陳南光醫師講授 

 

                 上課實況                    會後醫學會理事黃耀文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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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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