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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論-229) 陽明病.脈浮而緊.咽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不惡寒反惡熱.

身重.若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讝語.若加溫針必.怵惕煩躁.不得眠.若下之.則胃中

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濃.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若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

虎加人參湯主之.若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便不利者.猪苓湯主之.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個.擘. 香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

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白虎加人參湯方) 

知母六兩 石膏一斤.碎. 甘草二兩.炙. 人參三兩 粳米六合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此方.立夏

後.立秋前.乃可服.立秋後.不可服.正月.二月.三月.尚凜冷.亦不可

服之.與之.則嘔利而腹痛.諸亡血虛家.亦不可與.得之則腹痛.利者.

但可溫之.當愈. 

(猪苓湯方) 

猪苓去皮 茯苓 澤瀉 阿膠 滑石碎.各一兩.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烊消.溫服七合.

日三服. 



註解：前賢累積經驗之後，再三告誡，若有<咽燥口苦.腹滿而喘.發

熱.汗出.不惡寒反惡熱.身重.>等證狀，不宜再用<麻黃湯>、<桂枝湯

>、<葛根湯>、<大青龍湯>、<小青龍湯>等等所謂的<發汗劑>來發汗，

因方中之<麻黃>、<桂枝>、<生薑、><乾薑>、<杏仁>、<半夏>、<細

辛>等富含致發炎物質，易使病情更加嚴重，造成了心肺部的問題與

腦部的嚴重疾病，故曰：<若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讝語.> 

在<桂枝加桂湯>的條文中，亦曰：<燒針令其汗...必發奔豚>，

而本條文之若加<溫針>之意，亦是要令其發汗也，此法亦誤也，更令

病情加重也，以致於心悸、恐慌，身體非常不舒服而無法安眠，故曰：

<必怵惕.煩躁不得眠.> 

<胃中空虛.客氣動膈>與<心中懊濃.>皆形容胃炎的不舒服現

象，<舌上胎者.>乃病人舌胎厚膩，或黃或白也，久病或病重之人會

因口腔的不衛生與抵抗力下降因而滋生病菌，故時常導致此現象也。

<<傷寒論-79>>:<發汗吐下後，虛煩不得眠，若劇者，必反覆顛倒，

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此條文中清楚的描述<梔子豉湯>主治<

虛煩不得眠，若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的嚴重胃炎，傳統醫

學亦曰:<胃不和則臥不安>，事實上，不是只有胃不舒服才會輾轉反

側而睡不好，而是任何身心靈所引起的疾病，只要感到比較不舒服，



都容易導致失眠或睡不好覺。<梔子豉湯>方中的<淡豆豉>乃廚房常用

來釀造食品的添加物或佐料，例如：醃製豆腐、冬瓜、黃瓜等等，都

可讓食物呈現獨特的風味，故<梔子豉湯>稱<淡豆豉>為<香豉>其來有

自也！但<淡豆豉>若用於治病則無須<香豉>來增添其獨特風味，反而

是礙手礙腳破壞了<梔子>原有的特殊功效，所以<梔子>治療胃炎、失

眠確有<消炎、修護與強化組織>的良效且對於<口乾舌燥.發熱.小便

不利>的發炎現象，亦是絲絲入扣的對證之藥且其效果亦是不同凡響。 

<白虎加人參湯>治<口乾舌燥者>亦可治<咽燥口苦.腹滿而喘.發

熱.汗出.不惡寒反惡熱.身重.>，<梔子豉湯>亦可治上述之證狀也，<

梔子豉湯>方中有效之藥為<梔子>而<白虎加人參湯>方中的<石膏>，

因其幾乎不溶於水，故無法被胃腸吸收，因此無論是<生石膏>或<煅

石膏>若以藥效而言，亦幾近無效也。雖<煅石膏>可作為製造豆腐的

凝結劑，然而後世有人卻誇大其詞讚賞<生石膏>有<退熱止渴>之功，

亦是睜眼說瞎話的矇混之說，根本完全不懂<<傷寒雜病論>>的精髓為

何?只是跟著人家拿香拜，但到底在拜甚麼自己完全搞不清楚，還情

有可原，但可悲的是這種牛頭不對馬嘴的解釋，除了誤導後世之外也

常常把自己搞得烏煙障氣、灰頭土臉，還以為這種蒙昧愚騃，啟人疑

竇卻不知所以然的含糊說詞，難杜有識之士的悠悠眾口，其實，像這

樣的模糊說法，換來的只會是一片死寂而非一片綻然的生氣。<白虎



加人參湯>方中的<粳米>亦即我們常吃的白米飯若以藥效論之只是營

養可口的食物罷了，對於本方並沒有如虎添翼之功反而有畫蛇添足之

嫌卻無畫龍點睛之妙，故棄之如敝履亦不足為惜，所以，<白虎加人

參湯>方中真正有效之藥則屬<知母、甘草、人參>而此三味藥又以<

知母>為首善之選的人間妙藥，真是天無絕人之路，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知母>的靈妙之處，若用於臨床簡直是妙不可言，舉例言之:<

咽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不惡寒反惡熱.身重.>、<讝語.>、<

若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怵惕.煩躁不得眠.>與<發熱.渴欲飲水.

小便不利.>以上這些證狀只要<知母>一味藥就可讓我們的整體免疫

系統活化起來達到<消炎、修復與強化>組織的功能，故可一夫當關、

萬夫莫敵而足足應付有餘且可迅速過關斬將而無一處疏漏。 

但這些證狀若以西醫的處理方式，則所用的藥就會有好幾種藥，

例如：<腹滿而喘.發熱.身重.>的證狀，因<發熱>就會給退燒藥，而<

腹滿而喘.身重.>的<腹滿>證狀可能是胃腸炎引起的，就會給予制酸

劑，萬一吃了造成便秘又會給予軟便劑，若還有<喘證>再開氣管擴張

劑，若是<讝語.>的嚴重腦炎現象，則以類固醇控制其發炎現象，而<

若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若以<消渴症>的糖尿病而言，可能還夾

雜著高血壓與高血脂肪的現代三高文明病，就可能再給降血糖藥、降

血壓藥與降膽固醇藥，又<怵惕.煩躁不得眠.>可能是因為身體不舒服



而呈現了恐慌、心悸或心律不整又無法安眠，因而再給予抗焦慮的

藥、心律不整的藥與安眠藥。若硬是還有一個<小便不利>的證狀，當

然天經地義的再給予利尿劑。西藥為單一的化合物在療效上有其專一

性且銳不可當，療效迅速，若是暫時使用且配合<<新漢醫學>>的<科

學精製漢藥>加上精確的用對藥，將可令藥效如魚得水而如虎添翼，

若病情已得到緩解則應捨棄西藥而純用<科學精製漢藥>，此時疾病才

不致於死灰復燃並且可以連根拔起而達到根本治療。所以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是西藥未能如人願的特質，因而治標不治本並且一種藥其副

作用就是一堆，簡直不可言喻！若以本條文的證狀就要吃七、八種以

上的藥那真的是在治病嗎?或是在打一場包藏禍心的迷糊仗呢?還是

會像不定時的的炸彈，讓我們身陷危機四伏卻毫不自知，終於所有的

危險性都會開始緊繃升高，瞬間一觸即發而爆開來，此時，我們我們

將會被炸得面目全非、肚破腸流而血流成河。西醫常常批評傳統醫學

不科學，亦有甚者嗤之以鼻、不屑一顧，若是看到了以上的病例，期

盼能一語驚醒夢中人。單一的化合物被用來治療複雜而整體性的疾

病，真的是科學嗎?還是只屬於偏狹的科學主義的迷思作祟而已，若

說其專一性的藥效絕對是有效，但不能說就是真正的科學，因其專一

性的藥效之外的副作用，卻是充滿了許多的不確定性與危險性，例

如：降血壓藥就一定會降血壓，但卻會有頭暈、健忘、倦怠、陽痿、



咳嗽等副作。用降血糖藥就一定可以降血糖，卻會導致血管性疾病，

引起腦中風與心肌梗塞降。膽固醇藥就一定可以降膽固醇，但卻會破

壞關節與肌肉的組織，以致會有關節與肌肉的酸痛。制酸劑雖可以治

胃酸過多，但會造成便秘，因此又必需再多服一顆軟便劑。退燒藥就

一定可以退燒，但會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且傷肝傷腎。抗生素就可以

治療細菌感染，但好菌、壞菌與一般菌也全多殺光光，不僅會破壞我

們的免疫系統，甚至傷害神經系統以及損害胃黏膜。類固醇可以治療

任何發炎現象而任何疾病都屬發炎現象，所以類固醇絕對可以治療任

何疾病，故其有美國仙丹之稱，但事實上，這卻是臨床上的假象，真

相是疾病的急性期暫時用之則情非得已，乃屬非常手段而情有可原，

但疾病已過了急性期病情雖有減緩但卻遭受瓶頸，則可以確定若繼續

使用類固醇，雖能治標但其本一定會被連根拔起，此說何以見得?因

為人體的免疫系統有<消炎、修復與強化>組織的功能，而類固醇則屬

人工的化合物，其雖有強烈的消炎作用來粉飾太平，但在消炎的同時

也會破壞免疫系統<修復與強化>組織的功能，所以我們的健康也將被

蠶食鯨吞猶如白蟻蝕柱終至崩毀。 

<彼得.聖吉>有個<溫水煮青蛙>的理論與慢性病吃多種單一化學

藥物的結果相當貼切，其理論是：<我們對於慢慢來的問題往往缺乏

認知，就好像把一隻青蛙放在滾燙的沸水中，它會立刻試著跳出，但



如果把它放入溫暖的溫水中，一開始它可能感覺良好而楞住不動，然

而一回神過來，當它感覺溫度上升時，已是凶險處處，可能已無法反

應，欲回首已百年身而後悔莫及了!>若是這樣那只是披著科學外衣的

偽科學，並不能算是真正的科學。我們也有許多迷思，只以為治療癌

症的藥才叫化療，事實上，化合物所製成的西藥，也都是屬於化學療

法的<化療>。所以，西藥的專一性，其推論與說法只是掩飾與開脫的

模糊之詞其背後卻別有玄機或心懷不軌，總是耐人尋味也引人無盡聨

想。 

<猪苓湯>方中之<猪苓.茯苓.澤瀉.阿膠.滑石.>治療<發熱.渴欲

飲水.小便不利.>的急性泌尿道感染的嚴重發炎現象，其中無任何一

味較為強烈的消炎藥，只因為條文的白紙黑字有<小便不利>的說詞，

就毫不加思索，也未曾多次的親自驗證，就照單全收，就以為其真有

<利小便>之功同時也有消炎的效果，故可治<發熱.渴欲飲水.>這也未

免是太天真，抑或是無知的天方夜譚。萬一條文是因為斷簡殘篇且經

由斷章取義或憑空杜撰的扭曲，或是魚目混珠般的移花接木而誤植入

條文，那我們還是要束手無策的將錯就錯呢?還是要依侍<<傷寒雜病

論>>的精髓而亡羊補牢?本條文冗長複雜而不單純顯然已經是歷經不

同年代而遭上下其手拼湊而成，何以見得?容許我們來看以下條文<<

傷寒論-227>>:<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不仁，面垢，讝



語，遺尿。發汗則讝語甚，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冷。若自汗出者，

白虎湯主之。>即可略知一二甚至可綜觀全貌而瞭若指掌，因文中亦

有<腹滿身重、遺尿>的證狀與本條文的<腹滿而喘、身重、小便不利>

皆是異曲同功，另<口不仁，面垢，發汗則讝語甚>也與本條文<咽燥

口苦、若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若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讝語>的證

狀亦是如假包換，還有<手足逆冷>是身體受到感染導致疾病過程中的

初期的一種<惡寒>證狀，緊接著就會產生<發熱>的證狀則與本文的<

發熱，汗出，不惡寒，反惡熱>的證狀亦是如出一轍，故由以上得知

本條文的<梔子豉湯方>、<白虎加人參湯方>與<猪苓湯方>的<白虎加

人參湯方>治療條文中所描述的證狀已綽綽有餘，事實上，用<白虎湯

方>也已足夠應付，此時在疾病的急性期使用<人參>恐有暴飧天物而

物不能盡其用之虞？我們再來看一下本方的<人參>劑量用到三兩，在

那遙遠的年代<人參>都是野生的，體形大都嬌小，並沒有像現在栽培

的<人參>那麼碩大，所以，是非常稀少的珍寶，一般平民百姓將無法

消受，故吃的起這珍寶的想必是王親貴族才有福消受，但用藥治病猶

如作戰，珍貴的藥並不代表有效，所以，<人參>用在疾病的慢性期或

修復期則可如虎添翼，若用在此時亦屬畫蛇添足而多此一舉，故<<

新漢醫學>>擇取方中的的精華之藥<梔子、知母>加上甜美的<甘草>



作為調味劑而更容易入口，再加上<大黃>且應用<科學精製漢藥>的最

佳藥材，則可成為無堅不摧的仁義之師。 

【消渴】 
 症狀 病機 主方 

上
消 

燥熱
傷肺 

煩渴多飲，尿多舌赤。苔薄黃，脈
數。 

清熱潤
燥，生津
止渴 

消渴方 

胃火
消中 

消穀善飢，口渴多飢溲數，形體消
瘦。苔黃燥、脈滑實有力。或兼便
秘。 

清胃潤
燥 白虎湯 

中
消 脾胃

氣虛 

消飢、飢不能食或雖能食，稍飢則
餒。渴飲不多、溲清體乏無力、或
兼腫、便溏。舌淡、脈弱 

益氣攝
精 白朮散 

腎虛
火亢 

尿頻多，口乾、腰膝痠軟，尿渾濁、
甜。或兼煩躁、遺精、失眠。舌紅、
脈細數。 

滋陰固
腎 左歸飲 

下
消 陰虛

及陽 

小便多，甚至飲一溲二，尿清如水，
或見渾濁如膏，口渴少飲、面色黧
黑、憔粹、耳輪耳乾、浮腫或少尿。
或兼五便泄瀉、腰膝痠軟、形寒肢
冷、陽萎早洩。苔白淡嫩、脈沉細。

引火歸
元，蒸騰
水氣 

八味丸 

癱疽 經絡不利、血氣壅滯。 
清熱解
毒，益氣
解毒 

五昧消毒
飲 

黃耆六一
湯、犀黃

丸 

腫脹 土不制水、轉輸無力。 實脾利
水 

參苓自朮
散 

兼
證 

聾、
盲 肝腎精耗。 滋養肝

腎 
杞菊地黃

丸 
 
 
 
 
糖尿病 
【中藥治療】 
肺熱
津傷 

口渴喜飲，隨飲隨渴，咽乾灼熱，食量如常，小
便較多，色黃，或有甜味，舌紅少津，苔薄黃，
脈數 

清 熱 潤 肺
、生津止渴

★消渴方加減

胃熱
熾盛 

口渴多飲，多食易飢，形體日漸消瘦，大便燥結
，小便頻數，舌紅苔黃，脈滑數或細數 

清 胃 瀉 火
，養陰保津

★玉女煎加減

脾胃
氣虛 

渴飲不多，面色萎黃，體乏無力，飢不能食或雖
能食，稍飢則餒。或浮腫，便溏，舌淡，脈弱 

益 氣 健 脾
攝精 

★白朮散加減

腎陰
虧損
或陰
虛內
熱 

尿頻量多，濁如脂膏，味甜，口乾舌燥，或渴而
多飲，五心煩熱，頭昏乏力，腰膝酸軟，遺精，
失眠，舌紅，脈細或細數 

滋 陰 補 腎
、生津清熱

★六味地黃丸
加味 

氣陰
兩虛 

乏力，自汗，氣短，動則加重，口千舌燥，多飲
多尿，五心煩熱，大便秘結，腰膝酸軟，舌淡紅
暗，或紅暗，舌邊齒痕，苔薄白少津、或少苔，
脈細弱 

益氣養陰 ★六味地黃丸
加黃耆、黨參
蒼朮、玄參等
或用一貫煎加



黃耆、山藥
術、玄參以益
養陰。 

陰陽
兩虛 

乏力自汗，形寒肢冷，面色黧黑，腰膝酸軟，耳
輪焦乾，多飲多尿，混濁如膏。或浮腫少尿，或
五更泄瀉，陽萎早泄，舌淡、苔白脈沉細無力 

溫陽育陰 ★《金匱》腎
丸加味 

血瘀 上述各證均可兼見血瘀證候如面有瘀斑，頭痛，
肢體疼痛，心前區痛，脅肋疼痛，肢體麻木，半
身不遂，月經血塊多，舌有瘀斑，舌下靜脈青紫
或怒張，血液流變性異常及微循環障礙等 

活血化瘀 
以 上 各 證
兼 見 血 瘀
證時，在辨
證 論 治 的
基 礎 上 加
用 活 血 化
瘀藥。 

★血瘀證輕者
加當歸、川芎
赤芍、丹參
母草等養血活
血化瘀； 
★血瘀症重者
加水蛭、桃仁
地龍、穿山甲
破血逐瘀。

陰陽
欲絕 

見於糖尿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及糖尿病高滲性昏迷
的患者，症見神志淡漠、遲鈍、木僵、嗜睡、神
亂，氣急深大，呼吸有酮味（酮症酸中毒），皮膚
乾燥，多尿，舌紅乾，脈微細欲絕，或脈細微而
數 

救陰回陽 ★生脈散加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