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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中醫
來到這安心的園地 
您認識到的有可能是 
全世界第一位中醫紮根教育者 
 
一位從幼稚園開始教中醫 
努力小學、國中、高中、成人中醫教育的小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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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方十帖演講摘要(十)（1-5）
說明：此為演講，尚未經鑑定，僅為本人聽演講CD二遍後摘要紀錄，草成此篇。
 

一、這個暈用苓桂朮甘湯，家裏準備也可以，如果是暈車的話用苓桂朮甘湯會有效，但
是它

       沒有達到100%，幾乎可以達到100%的是小柴胡湯＋胃苓湯，我說過了對不對！那個小 柴
胡湯是連情緒也給他調節一下，因為會暈車的人是要去外面旅遊，小朋友要去外面旅        遊
太興奮了，所以情緒要給他調節一下，用小柴胡湯，或者是緊張又興奮，用小柴胡湯，
       那平胃散是腸胃不好又脹氣，也會暈車而吐，那五苓散是調整水分的，讓體內不要有多
       餘的水分而晃動，晃到暈晃到吐呵！再來，鼻涕或痰稀白或白稠或清白色，這個苓桂朮
       甘湯。這個統括一切的就是不痛不癢的藥，會有效，可是不會100％有效，但是還是可以
吃，其實苓桂朮甘湯的痰是比較偏白色的，稠稠的也可以用，這個地方故意要含糊其詞，給
外行人有一個方針可以對號入座，這個苓桂朮甘湯是很好的腸胃藥，它是我們十全大補湯，
       十全大補湯有十味藥，苓桂朮甘湯就佔了其中四味藥，苓、桂、朮、甘佔了四味，用很
       好的保護腸胃藥拿來治病，就算治不好，對身體也是很好的強壯劑，這就是中藥的好
處。
二、接下來，這個痛用芍藥甘草湯，這個也是含糊其詞，這個牙痛也可以試試看，經痛也可
       以試試看，肚子痛也可以試試看，頭痛也可以試試看，這個100%有效的在哪裡？小腿肚
       抽筋，小腿肚抽筋，那個爬玩山，小腿繃的緊緊又硬的，腳又在那裏抽筋，芍藥甘草湯 
用5克或6克，大包一點，一次吃下去，那個抽筋很就鬆弛了，經痛也可以用，這個是    中藥
裏最標準最標準的止痛藥，最安全最標準的止痛藥，它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止痛，但    它是最
安全的止痛藥，我們依照西醫沒有辦法解的，那個僵直性脊椎炎，我們給芍藥甘    草湯都有
效，所以這個地方寫一個「痛」字，反正「疼痛」你就吃吃看，吃不好，也不
       會有副作用，因為它只有二位藥，芍藥甘草湯，從藥名就知道它的組成是芍藥、甘草。
       甘草有很多天然的類固醇，芍藥是四物湯裡面的一味，這二味很普通的藥草，就可以
       止很多很多的疼痛，所以就把它列在這邊，那個牙齒痛、三叉神經痛，像身體疼痛，也
       可以吃啊，不過後來我們給它歸納，如果要詳細劃分，身體疼痛，體表疼痛，就葛根湯
       加疏筋活血湯，葛根湯裡面有芍藥、有甘草，所以它就有芍藥甘草湯的成份在，所以葛 
根湯加疏筋活血湯將肌肉放鬆，神經放鬆、血管放鬆，效果會更好，所以後來我就很少        
用芍藥甘草湯，但是對家庭必備，對中藥沒有認識很深的，對這樣的人，芍藥甘草湯是    一
個很不可多得的朋友，所以家裏可以準備，有點酸酸，蠻甜的很好吃，這個疼痛很好    用，
那如果疼痛你會分的話，「脹氣」是平胃散嘛，「絞痛」、「禁臠」就可以用芍藥甘草
       湯，那小孩子最容易小腸絞痛，那是用小建中湯，那小建中湯裏面有芍藥，芍藥特別
多，
       小建中湯有六味藥，芍藥特別多，然後甘草也不少，所以它也具有芍藥甘草湯的作用，
       所以你會分，你可以選用更詳細的方，那你不會分的話，芍藥甘草湯就會有效了。那個
       牙齒疼痛，第一個最簡單地就是濃濃的鹽水，鹽巴水泡濃濃的，給它含在嘴巴，含到嘴 
巴酸了，給它吐掉，再來含一口，大概就不痛了。牙齒疼痛，孩子太小，很搞怪，你就
       給他按摩「合谷穴」，在虎口這裏，隆起來的地方就是「合谷穴」，可是要治療牙齒疼
痛
       必須往食指的方向壓下去，一般都是往上下壓，那我們要往側面壓，壓食指的骨頭，我
       們這邊有好幾個小朋友，往這邊一壓就不痛了，在國小上中醫課時，我都把故事融入在
       情境中，不了解的以為我們講虛構的故事吸引小朋友，了解的，在故事的背後隱藏著中 
醫的深層道理。有一個小朋友說：「媽媽這樣壓下去，痛就從牙齒跑到這邊來了」(大家一 
笑)那是因為媽媽壓太大力了。再來，中藥的白芷很好用，中藥房有切片的白芷，把整片
       的白芷放在蛀牙的地方，上下牙齒把它咬住，它裡面有麻醉的成份，有精油的成份，就 
會滲透進去，當下不到五分鐘就會止痛了，那你也可以用白芷把它磨成粉，不是科學中    藥
的粉，而是生藥材打成的粉，用棉花加點水，把它沾一沾，把它塞到蛀牙的牙縫，這
       樣子也很好用。那個經痛是婦女常見的，我們一定要吃四物湯加丹參，丹參四物湯很重 
要，女生貧血第一步是臉色蒼白，一樣是煎蛋的哲學，剛開始煎蛋是白色的，蛋越煎越    
乾，就變成黃色了，所初步臉白又沒有光澤，這是女生貧血第一步，如果已經變成面色
       痿)黃，一副面有菜色，黃黃的，那就是貧血的第二階段了，已經算很嚴重了。再不會    
觀察的話，把下眼巴撥開來，如果沒有甚麼血色，表示貧血。那個嘴唇蒼白，也是貧血，
       那小朋友容易出現嘴唇蒼白是甚麼時候？早餐沒有吃，我星期四11點國小上課的那一班
       小朋友說：「老師，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吃早餐」，這種家長該怎麼辦？扣分！所以有的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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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早上會頭暈，你用苓桂朮甘湯也有用啊！苓桂朮甘湯很甜啊！早上沒有吃，血糖沒 
有供應到頭部，他就會頭暈，那嘴唇就會蒼白，身體酸軟無力，小孩子不用給他治療，    給
他吃一顆糖果，配一杯水，二分鐘後整個嘴唇就紅潤起來了，這是我們當家長、當老    師要
知道這個現象。
三、這個肚子不舒服，給他拍一拍有脹氣，就用那個平胃散，平胃散消脹氣很好用，這裏的
       不舒服是指肚子的脹氣，如果發現小孩子是屬於「痙攣」的，如果他會敘述像抽筋、絞 
痛，那就用芍藥甘草湯，芍藥甘草湯是治標的，是緩解這一次，若是長期有類似的症狀，
       在小腸那邊有「痙攣」的疼痛，你就用黃耆建中湯、小建中湯長期給他吃。平胃散消脹
       氣很好用，其實消脹氣最簡單好用的就是淡鹽水，不要很濃，如果你要止牙痛的話，那
       就要很濃，消脹氣只需要調一杯淡鹽水就可以了。那小孩子常常都吃不下飯，昨天有一 
位老師告訴我，他的小孩子「疳積」，吃了「疳積」的藥丸，吃了一天後變成二碗飯，
       速度很快，他一直在懷疑是這個功效嗎？還是突然怎麼樣了？怎麼速度會這麼快，中藥 
       速度就不能這麼快嗎？小孩子有蟲蟲，胃口不開，吃一頓飯給你拖個半小時、一小時， 
不僅拖得久，而且吃得少。那個蟲蟲要除一除，我們那個驅蟲丸很好用，但是有的已經
       進入「疳積」的程度了，那就要先用「疳積」的藥丸。有時候小孩子是因為怎樣子不     
吃飯呢？你只要給他飯前半小時，甚至10分鐘前就會了，飯前10分鐘給他一顆糖果，
       你給他一塊餅乾，這個甜的東西待會就在腸胃發酵，就產生二氧化碳，他沒有脹氣不
       舒服，但是整個肚子就充滿二氧化碳，充滿到還沒有讓小孩覺得不舒服而已，而會哭？
       而會鬧？不會，只要到這個程度，他就吃不下飯了。所以你要讓小孩子很快的吃飯，你
       一定要記得，飯前一小時、二小時，不要給他吃任何的點心，除非你給他一顆糖果，5
分    鐘之內立刻吃飯，只要超過5分鐘、10分鐘，糖果、餅乾在腸胃發酵，他整個肚子就覺
       得飽飽的，待會飯就不吃了，所以這個問題不在小孩子而在家長。所以爲甚麼有時候我 
們會說「小孩子，飯前讓他喝湯」，喝了湯，湯有鹽巴，相當於喝了淡鹽水，湯熱熱的，
       會促進腸胃的臑動，而鹽巴可以把肚子的二氧化碳帶走，一帶走，脹氣消掉，他就願意
       吃飯。還有，小孩子飯前喝個湯的話，小孩子常常一玩，玩到忘記喝水，不曉得喝水，
       所以他嘴巴很乾，你現在叫他吃乾的飯，他根本吃不下去，他就給你賴皮，所以不如飯 
前給他喝個湯，喝個熱湯，喉嚨給他滋潤一下，渴解除掉了，脹氣解除掉了，他就願意
       吃飯，但是這是屬於調整性的。所以要懂得為甚麼飯後喝湯，與飯後喝湯的差別，但是
       中國五千年來還是飯後喝湯。
四、拉肚子，上一堂課已經有講，一般「水瀉」，「水瀉」還是改成「拉肚子」好了，這樣
子
       大家容易明瞭，這個「胃苓湯」治療的拉肚子，你就算亂吃，吃不好也吃不壞，可是底
       下這個「葛根芩連湯」，裡面的黃芩與黃連是很苦的抗生素，有細菌感染，有腸病毒感
染
       而導致的拉肚子，所以你要用葛根芩連湯給他治，你如果平時不是這種拉肚子的，吃下 
去對身體是一種傷害，西藥的抗生素是一種傷害，你沒有這種病，中藥的抗生素吃下去
       也是一種傷害，最簡單地就是破壞紅血球，所以葛根芩連湯你沒有判斷準確，你不要亂 
吃呵！或者變成兩個步驟，不是慢性的拉肚子，而是突然性地拉肚子，吃壞肚子的，你
       不會判斷，先用胃苓湯，如果沒有效再考慮用葛根芩連湯。不要當個冒失鬼，貿然就直 
接給葛根芩連湯，那如果吃不好對身體也是一種傷害，但是胃苓湯不會有問題。我們上        
次葛根芩連湯治急性腸炎或腸病毒、慢性腸炎的急性發作、或者吃海霸王食物中毒，吃
       學校午餐(外面便當公司送的)那種食物中毒，用葛根芩連湯，不會分就看後面詳細的解說
       或聽上一週的解釋呵，所以一定要小心使用，這個 葛根芩連湯，對中醫而言它會出現
幾        個字，「滯下」意思為：拉肚子就是拉不乾淨，覺得肚子還有，想要拉，怎麼拉都拉
不出
       來，這稱為滯下，這裡面一定有病菌在裡面作怪，拉肚子叫做「下」，可是卻停留在裡
面
       叫做「滯」。滯下會產生哪一種現象呢？稱為「裏急後重」，肚子裏面很急，在那裡絞
痛，
       稱為裏急，肛門重重地，大便已出來了，但想拉又拉不出來，所以肛門就覺得重重地，
       這個「後」就是指肛門。這種感染也可能會發燒，用葛根芩連湯，這種有抗生素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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