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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專科論述病例集錦--醫學博士盧致鵬教授專業著作叢書)

醫學博士盧致鵬教授臨床治療脾胃科專科處方臨床辨証應用論述

《脾胃科專科應用及臨床辨証專論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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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業中醫師;4.廣州中醫藥大學、香港中醫藥學院教授、博士生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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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師;9.執業中醫師;10.醫院管理師)

摘要:以醫學博士盧致鵬教授臨床治療中,參古酌今及用法思維下,治療脾胃病

的臨床應用頗析及深入論述,使得臨床治療的經驗參考下,得以從專科專病的思

維理念著手,求得更一進步脾胃病的臨証治療研究,亦可借此切入到中醫的專科

研究方向內容,取得臨床醫者參酌的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pleen and Spleen Specialization Case Collection - Doctor of Medicine,

Professor of Medicine, 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Dialectics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pleen by Doctor of Medicine

"The Application of Spleen and Stomach Science and Clinical

Discrimina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an Cixiang 1, Zhang Jiaxiang 1, Xiao Shuixiang 1, Yan 2, Wang Chunhui

3, Yan Zhiwei 4, Zhang Xuewen 5, Yan Jingshan 5, Tang

Zu Xuan 5, Chen Ruiyun 6; Yan Xiang 7; Yan Jia Yu 8; Yan Jin Min 9, Fang

Yao 9, Yan Zilong 9, Yan 10

(1. Ph.D .2016, Guangzhou Central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015)

(2) Master's degree 2016, Guangzhou Central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9015)

(3) Practitioners ;4.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CUHK,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Institute

Master ;5. Master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6. Clinical

pharmacist ;7. In-service professor ;8. In doctor, hospital manager ;9.

Practitioners ;10. Hospital manager)

Abstract: In clinical treatment,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alysis and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are discussed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so that the experience of clinical treatment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thinking.

(承續:2-----)

2 脾腎陽虛

証候:大便時而失禁,大便清稀,或有完穀不化,黎明泄瀉,臍周腹痛,形寒肢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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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衰,乏力神疲不已,食欲不振,腰酸膝軟,舌淡胖,脈尺弱或沉細。

治法與主方:溫補脾腎。 以附子理中湯（附子 人參 白朮 炮薑

甘草）合上 四神丸（肉豆蒄 補骨脂 五味子 吳茱萸 大棗 生薑）等加減用之。

《臨床應用體會及思維》

臨床醫生可依臨床見証,或遵循中醫之辨証論治原則,而參酌下列方劑,參合運

用,方為醫者之道:

1.若見病人脾腎陽虛型的大便失禁諸症,或兼脾氣虛弱型的腹中冷痛或脹或

澀感不舒諸症者;或見脾痿肢冷諸症,或脾氣氣滯型的肢體倦乏,四肢怠惰,或四

肢不舉等症而見大便失調或失禁等狀者;或見氣滯血虛型的腸虛或腸澀型的大

便失禁諸狀者;或見脾虛弱型的久瀉諸症、脾約綜合征、久瀉綜合征、脾痿綜合

征者;或見氣虛血虛型的大便失禁綜合征者,以上諸症在臨床上可見於:或脾腎

陽虛証,或脾虛氣滯証,或脾胃虛弱証(含虛寒証),或胃腸氣瘀(或血虛)証,或肝

脾兩虛(氣虛和血虛)証,或脾虛血虛証,或脾約陽虛証,或腸胃滑脫証,或脾虛氣

滯証,或脾胃兩虛(氣虛或血虛)証,或脾虛腸燥証,或脾胃氣虛証,或脾腎兩虛証;

或由飲食傷胃勞倦傷脾等因所致大便失禁諸狀,或兼見脾泄或腸泄綜合征等狀

者(含有腸燥腸泄等症);另外在臨床上,亦可常見由於以下原因所致大便失禁者,

如由於:或因腸風內作等因所引起之腸風綜合征、腸炎綜合征、腸脫綜合征、腸

痿綜合征、腸滯綜合征、便血大便失禁綜合征者、脾泄綜合征等狀所引起大便

失禁諸狀者;亦或由脾胃失運等因所致之脾泄綜合征、滑泄綜合征(此類容後再

予以專論)、洞泄綜合征、腸炎綜合征、久瀉綜合征等大便失禁者;或另因腸虛

虛風內作所致之腸痿綜合征、腎痿綜合征脾痿綜合征、腸風綜合征、痿癰綜合

征等大便失禁諸狀(以上諸狀皆可引起大便失禁、脫肛、泄瀉、脾泄、腎泄、腸

泄、痞泄等狀者,宜詳辨);此時觀其舌(可呈出現):或淡白,或淡,或白,或淡紅,

或微紅,或尖紅,或紅,或微黃,或瘀紫,或紫瘀,或暗灰腐(氣血虛極所致之狀狀)

等舌狀,或他色(可隨症狀而呈異狀表現)者,查舌苔質(可呈出現):或薄膩,或薄,

或膩,或暗瘀而少,或暗,或瘀,或少苔,或無苔等狀態分佈,舌形(可呈出現):或

老(或焦枯),或嫩,或有點刺,(少數可呈裂紋),或瘦,或胖等狀,觀其舌下絡脈

(可呈出現):或舌脈曲張,或舌脈瘀血,或瘀血曲張並現等狀,查探其舌態(可呈

出現):或斜,或歪,或硬(含僵直),或強,或短縮,或有震顫(含斜形抖顫或氣質抖

顫...等多種形態分佈),或痿(弱)等狀,診其脈則(可呈出現)現:或沉細,或沉,

或沉緩,或沉濡,或濡弱,或細而無力,或滑細數,或浮而細數,或弦細數,或沉細

緩等脈者(按:以上脈象,臨床上皆可見於:或脾腎陽虛証,或脾虛氣滯証,或脾胃

兩虛(氣虛或血虛)証,或肝脾兩虛(氣虛和血虛)証,或脾虛腸燥証,或脾胃氣虛

証,或脾腎兩虛証,或脾胃虛弱(寒)証),故此時則宜考慮採用:加味黃芩湯
[1][2]

加

減方(《外台·卷六》
[1]
引《傷寒論》)(《普濟方·卷一三八》

[2]
)、或加味黃連

湯
[3][4]

加減方(《傷寒論》
[3]
)(《元和紀用經》

[4]
)、或加味黃連散

[5]
加減方(《仙

拈集·卷一》
[5]
)、或加味黃連烏梅丸

[6]
加減方(《湯氏家藏方·卷七》

[6]
)、或加

味黃連閉管丸
[7]
加減方(《外科正宗·卷三》

[7]
)、或加味理中丸

[8]
加減方(《普濟

方·卷二 0 八》
[8]
引《澹寮方》)、或加味參附湯

[9]
加減方 (《婦人良方》

[9]
)、

或加味理苓湯
[10]

加減方(《醫略六書·卷二十五》
[10]

)、或加味理脾糕
[11]

加減方(《壽

世青編·卷下》
[11]

)、或加味理中湯
[12][13]

加減方(《傷寒論》
[12]
)(《普濟方·卷

四 0四》
[13]

)、或加味黃連茱萸散
[14]
加減方(《衛生總微·卷十》

[14]
)、或加味黃

連胃苓湯
[15]

加減方(《雜病廣要》
[15]

引《醫經會元》)、或加味黃連葛根湯
[16]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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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方(《麻科活人·卷三》
[16]

)、或加味黃茋補中湯
[17]
加減方(《醫方類聚·卷一

五三》
[17]

引《經驗祕方》)、或加味理中溫胃湯
[18]
加減方(《幼科金針·卷上》

[18]
)、

或加味理氣治中湯
[19]

加減方(《赤水玄珠·卷二》
[19]

)、或加味理中吳茱萸湯
[20]

加減方(《醫林繩墨大全·卷一》
[20]

),等方劑參酌,可單方或多方合用,臨床加減,

則可共奏,以得:調便清新,去塞除瘀,利氣消癰,止血通便,溫中清腸,寬胸理滯,

利竅去熱,利肝健脾,通腸散塞,益脾健中,健胃趨脹,除邪趨澀,清利頭目,消滿

去痞,扶陽補元,涼血潤胃等效。

3 督脈損傷

証候:腰背重戕後,腰膝腿足癱軟,受傷水準以下感覺缺失,大便失禁,小便自

遺或癃閉不已,舌質紫暗或青紫,脈沉。

治法與主方:化瘀活血,補益脾腎。 以復元活血湯（柴胡 花粉 當歸 甘草

穿山甲 大黃 桃仁）合上 鹿角膠丸（鹿角膠 肉蓯蓉 補骨脂 石斛 熟地 山藥

人參 附子 莬絲子 茯苓 杜仲 柏子仁 山茱萸 酸棗仁 狗脛骨 牛膝 五味子

巴戟）等加減用之。

《臨床應用體會及思維》

臨床醫生可依臨床見証,或遵循中醫之辨証論治原則,而參酌下列方劑,參合運

用,方為醫者之道:

1. 若見病人督脈損傷証或脾腎陽虛型的大便失禁諸症,或肚中冷痛諸症,

或腸痿氣滯大便失禁等狀者;或脾胃陽虛証大便失禁諸症,或脾陽虛衰証腹痛腹

悶或腸痛大便失禁等狀者;或氣虛陽弱証的便血便祕或大便失禁者;或腸虛陽脫

証的大便失澀或失禁諸狀者;或肝脾兩証便祕祕結或便血或大便失禁者;或任脈

血虛証的大便不調諸症或失禁等狀者;或脾虛體痛型的肢痿肢痺或筋攣等狀而

大便失禁或不調者;或脾氣氣滯型的肢體倦乏,四肢麻痺或阻痛等狀,或呈四肢

不舉肢乏難撐而見大便失調或失禁或凋泄等症者;或見氣滯血虛型的腸虛腸痛

或腸炎等因所致之大便失禁諸狀者;或見脾虛弱型的久瀉諸症、久瀉綜合征、脾

癰綜合征、脾痄綜合征、脾痿綜合征者、脾約綜合征;或見氣虛血虛型的虛祕綜

合征、凋泄綜合征、腸痿綜合征、大便失禁綜合征者,以上諸症在臨床上可見於:

或督脈損傷証、或脾腎陽虛証,或脾虛氣滯証,督脈陽虛証、或任脈血虛証、或

脾胃虛弱証(含虛寒証),或胃腸氣瘀(或血虛)証,或肝脾兩虛(氣虛和血虛)証,

或脾虛血虛証,或脾約陽虛証,或腸胃滑脫証,或脾虛氣滯証,或脾胃兩虛(氣虛

或血虛)証,或脾虛腸燥証,或脾胃氣虛証,或脾腎兩虛証;另外在臨床上,亦可常

見由於以下原因所致大便失禁者,如由於:或因腸痿虛作等因、或腸風內作等因、

或脾虛腸燥等因所引起之腸風綜合征、腸炎綜合征、腸痿綜合征、腸脫綜合征、

腸滯綜合征、便祕綜合征、便癰綜合征(含腸腫瘤腸癭腸癥腸瘕等狀)便血大便

失禁綜合征者(含便血綜合征、腸癰綜合征、肝癰綜合征、胃癰綜合征)、脾泄

綜合征等狀所引起大便失禁諸狀者;亦或由脾胃失運等因所致之肝癰痿泄綜合

征、脾癰綜合征、腸癭綜合征、脾泄綜合征、滑泄綜合征(此類容後再予以專論)、

洞泄綜合征、腸炎綜合征、久瀉綜合征等大便失禁者;或另因腸虛虛風內作所致

之腸痿綜合征、腸風綜合征、腎痿綜合征脾痿綜合征、痿癰綜合征等大便失禁

諸狀(以上諸狀皆可引起大便失禁、凋泄、胃痿、腎泄、腸泄、脫肛、泄瀉、脾

泄、痞泄等狀者,宜詳辨);此時觀其舌(可呈出現):或淡,或白,或淡白,或淡紅,

或痿紅,或皛白,或微紅,或尖紅,或紅,或微黃,或瘀紫,或紫瘀,或暗灰腐,或紫

青失澤等舌狀,或他色(可隨症狀而呈異狀表現)者,查舌苔質(可呈出現):或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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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或薄,或膩,或暗瘀而少,或暗,或瘀,或少苔,或無苔等狀態分佈,舌形(可呈

出現):或嫩,或老(或焦枯),或有點刺,(少數可呈裂紋),或瘦,或胖等狀,觀其舌

下絡脈(可呈出現):或舌脈瘀血,或舌脈曲張,或瘀血曲張並現等狀,查探其舌態

(可呈出現):或歪,或斜,或硬(含僵直),或強,或短縮,或有震顫(含:或氣質抖顫

或曲形抖顫或斜形抖顫...等多種形態分佈),或痿(弱)等狀,診其脈則(可呈出

現)現:或沉,或沉細,或沉緩,或沉濡,或濡弱,或細而無力,或滑細數,或濡細而

緩,或浮而細數,或弦細數,或沉細緩等脈者(按:以上脈象,臨床上皆可見於:或

督脈損傷証,或脾腎陽虛証,或脾虛氣滯証,或脾胃兩虛(氣虛或血虛)証,或肝脾

兩虛(氣虛和血虛)証,或脾虛腸燥証,或脾胃氣虛証,或脾腎兩虛証,或脾胃虛弱

(寒)証),故此時則宜考慮採用:加味一粒丹
[1][2]

加減方(《惠直堂方·卷一》
[1]
)(《幼

科發揮·卷三》
[2]
)、或加味二氣丹

[3]
加減方(《局方·卷五》

[3]
(續添諸局經驗祕

方))、或加味二朮煎
[4]
加減方(《景岳全書·卷五十一》

[4]
)、或加味二白丸

[5][6]

加減方(《衛生總微·卷十》
[5]
)(《醫學入門·卷七》

[6]
)、或加味二聖丸

[7]
加減

方(《小兒病源·卷三》
[7]
)、或加味二聖散

[8]
加減方(《禦藥院方·卷七》

[8]
)、

或加味二色丸
[9]
加減方(《本草綱目·卷三十二》

[9]
引《衛生雜興》)、或加味理

中丸
[10]

加減方(《普濟方·卷二 0八》
[10]
引《澹寮方》)、或加味參附湯

[11]
加減

方 (《婦人良方》
[11]

)、或加味黃連湯
[12][13]

加減方(《傷寒論》
[12]

)(《元和紀用

經》
[13]
)、或加味黃連散

[14]
加減方(《仙拈集·卷一》

[14]
)、或加味黃連烏梅丸

[15]

加減方(《湯氏家藏方·卷七》
[15]

)、或加味黃連閉管丸
[16]

加減方(《外科正宗·

卷三》
[16]

)、或加味理苓湯
[17]

加減方(《醫略六書·卷二十五》
[17]

)、或加味黃連

葛根湯
[18]

加減方(《麻科活人·卷三》
[18]

)、或加味黃茋補中湯
[19]

加減方(《醫方

類聚·卷一五三》
[19]

引《經驗祕方》)、或加味理中溫胃湯
[20]

加減方(《幼科金

針·卷上》
[20]
)、或加味理中湯

[21][22]
加減方(《傷寒論》

[21]
)(《普濟方·卷四 0

四》
[22]
)、或加味黃連茱萸散

[23]
加減方(《衛生總微·卷十》

[23]
)、或加味理氣治

中湯
[24]

加減方(《赤水玄珠·卷二》
[24]

)、或加味理中吳茱萸湯
[25]

加減方(《醫林

繩墨大全·卷一》
[25]

),等方劑參酌,可單方或多方合用,臨床加減,則可共奏,以

得:去瘀扶新,暢便去滯,清新去惡,去塞除瘀,涼血潤胃,利竅去熱,利肝健脾,通

腸散塞,益脾健中,健胃趨脹,除邪趨澀,清利頭目,消滿去痞,利氣消癰,止血通

便,溫中清腸,寬胸理滯,扶陽補元等效。-----待續中-----2021.03.06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卢致鹏博士教授的简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学博士卢致鹏教授简介：

从事临床工作近 40 年、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对内科（肝、肾、脾、胃）妇科、

肿瘤科等病症，在内科慢性疾病及妇产科病症的治疗与调理有独到的经验；

学经历:

* 澳门科技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学（中医临床专业）医学博士毕业

* 广州中医药大学、香港中医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临床专

业博导、中药植物学博导、中医内科学博导、中药学硕导）

现职：

* 中华医药杂志社社长

* 中华医药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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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药出版社社长

* 澳门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职称评鉴中心主任

* 天文堂中西医医疗中心院长

* 天文堂综合医疗中心院长

* 专业名著名医职称评鉴中心主任

* 天文堂中西医结合(中山)门诊部院长

* 澳门高层次人才评鉴中心主任

* 澳门高等教育学术学位文化交流评鉴中心主任

* 澳门专业专科医师职称评鉴中心主任

* 澳门专业核心期刊文物评鉴中心主任

* 澳台港中医师联合促进会会长

* 澳门新华中医内科协会会长 (暨)

* 港台中医师公会联合会会长

* 肿瘤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肝炎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肝胆科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肾科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会长

* 治未病专业委员会会长

* 妇科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大肠癌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针灸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儿科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内科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脑病治疗专业委员会会长

* 台湾省中药植物生产促进会会长

* 澳门政府注册中医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証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証书

* 澳门专业专科医师証书

* 澳门高层次人才証书

* 中华医药社长

*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山庄温泉疗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癌症姑息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膏方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绿色疗法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脑病学分会 副会长

* 北京中西医慢性病防治促进会全国中西医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医疗环保分会 副主委

*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 副会长

*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分会会 副主委

*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传统医学特色评鉴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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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第二届专家委员会…等多职

执照：

*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注册中医生（W-0025 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码:第 201144141131520200000000MAC

号证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第 141440400001639 号证书）

*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Name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HK):LU

CHIH-PENG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 Certificate

* 澳门高层次人才証书

* 澳门专业专科医师証书

* 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証书

论文：

* 《慢性胃炎 1097 例辨证要素研究与频数变量聚类分析》，中医药通报,中华

中医药学会主办,2009 年,4 月刋出版

* 《慢性胃炎 124 例基本证候变量聚类分析》,中医药通报，中华中医药学会

办,2007 年，12 月刋出版

* 《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慢性胃炎 82 例观察》，中医药通报，中华中医药学会

主办,2007 年,4 月刋出版。

* 其它发表论文详见<中华医药>专业期刊等发表国际文等内容中

* 公开发表论文 1000 余篇

* 担任科教研等方面工作近四十年,长期专研肿瘤、内科、脾胃科、肝肾科、妇

产科等方面专精深入

著作：

* 《中药植物学》第一册，主编主笔

* 《中药植物学》第二册，主编主笔

* 《中药植物学》第三册，主编主笔

* 《老人痴呆.脾胃疾病研究》上册，副主编主笔

* 《老人痴呆.脾胃疾病研究》下册，副主编主笔

* 《慢性胃炎中医证型研究及其緃横观》全册，主编主笔

* 《慢性胃炎中医辨证要素研究》全册，主编主笔

* 《慢性胃炎中医辨证要素深入颇析参详论述》全册，主编主笔。

* 《中医、中西医结合对肿瘤治疗现况展望概述》全册,主编主笔

* 曾担任中华医药专栏医生主编主笔..

* 《卢致鹏教授治疗慢性胃炎之经验思路传承颇析》全文,主编主笔

* 《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研究》(专病专方专剂专治专药著作系列研究)

***连锁医疗机构***

****(旗下门诊部医疗机构):医疗中心;门诊部;诊所等医疗机构

澳门天文堂中西医医疗中心

天文堂中西医医疗中心(旗下)天文堂中西医结合(中山)门诊部

天文堂中西医医疗中心(旗下)(珠海)中西医结合诊所 等地负责人

* 卢致鹏教授近期出版的新书(最新出版的新书目录如下):

1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伤寒论与临床案例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CE%C7%E5%BA%F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AC%D6%C2%C5%F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9%BD%CE%F7%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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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8 月)

2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温病条辨与临床案例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3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金匮要略与临床案例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4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金匮要略与临床案例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5 金匮要略与临床案例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6 温病条辨与临床案例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7 伤寒论与临床案例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8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伤寒论与临床案例 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9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伤寒论与临床案例 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10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温病条辨与临床案例 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11 中医经典与临床案例丛书-金匮要略与临床案例 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作者:何清湖 喻 嵘 卢致鹏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8 月)

* 《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研究》(专病专方专剂专治专药著作系列研究)

* (有关卢致鹏教授的资料,可查阅《百度百科》中,即可知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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