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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經常問我的問題—放血

腦中風的定義腦中風的定義

• 「風」是一種來去無蹤變化無常的東西所以《內
經素問．風論篇》中有「風者，善行而數變」的
記載。如此知道凡疾病變化迅速的都與風有關，
如羊癲風（突然意識喪失、痙攣），眩暈（肝
風）。

• 腦是中樞神經系統的一部分，若有了障礙就出現
神經學上缺損的臨床症狀，因腦中風是屬於腦局
部的障礙，故通常表現出該部之局部神經缺損的
症狀。臨床上最常出現的症狀有半身不遂、視野
缺損、失語症及半身感覺障礙。

腦中風臨床表現的三大特徵腦中風臨床表現的三大特徵

１、突然發作（Sudden Onset）

２、神經學上的缺損（Neurological Deficit）

３、危險因素（Risk Factor）

突然發作（突然發作（Sudden OnsetSudden Onset））

• 腦中風的發病特徵就是突然發病，因腦中風最主
要的發病機轉是顱內外血管的阻塞或顱內血管的
破裂。一般而言突然發病的疾病大都與血管有
關，如心肌梗塞、腦梗塞。

• 中醫傳統醫學常稱之卒然發病。



神經學上的缺損（神經學上的缺損（Neurological DeficitNeurological Deficit））

• 臨床上最常見的症狀是半身不遂（大約有７０
％），口齒不清、嘴角及舌頭偏斜、其他如半身
感覺降低、感覺異常、視野缺損、失語症等等，
這些臨床特癥視其病變的部位而定。

• 中國傳統醫學最常描述的症狀有口眼喎斜、半身
不遂及舌強不語。

危險的因素（危險的因素（Risk FactorRisk Factor））

• 中風常發生於平常存在有大危險因素的人，如高
血壓、老人、心臟疾病及糖尿病以及一些小的危
險素因，如飲酒、抽煙、平常不活動、高尿酸血
症、血紅素過高及有家族病史的人。

• 中國傳統醫學也觀查到危險因素與腦中風之關連
性，所以有肥人（易患糖尿病、高血壓及活動性
較低）多中風的記載。

中國傳統醫學對腦中風的病因中國傳統醫學對腦中風的病因

１、內邪虛中：如《內經靈樞．刺節真邪
篇》的「營衛稍衰，則真邪去，邪氣獨
留，發為偏枯」。

２、絡脈空虛，風邪乘虛而入《張仲景．
金匱要略》。

上述兩種病因推測為血栓。

中國傳統醫學對腦中風的病因中國傳統醫學對腦中風的病因

３、陰虧於前、而陽損於後（明代張景岳）。

４、精血消耗，水不涵木，木少滋榮，故肝陽偏

亢（清代葉天士）。

以上兩種根據條文的敘述推測，有慢性疾
病的情況下發生的意味存在，如此推測應屬於栓
塞。

中國傳統醫學對腦中風的病因中國傳統醫學對腦中風的病因

• ５、心火暴盛（劉河間）。

６、濕痰生熱（朱丹溪）。

以上兩種有嚴重意識障礙的意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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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的類型腦中風的類型

• １、腦血栓（Cerrbral Thrombosis）

通常發生於腦的深部如內囊、基底核、視丘及橋腦。由於
交通枝血管動脈硬化導致阻塞所引起。臨床以半身運動感
覺障礙來表現。常發生於早晨起床時，意識變化較輕微，
臨床表現以階梯狀為主要特徵。

• 中國傳統醫學有「肌膚不仁（相當於感覺低下或麻痹）邪
在絡也」。口眼咽邪、左右不遂筋骨不用（運動性障礙如
輕癱或全癱）邪在經也。

• 腦栓塞（Cerebal Embolism）
通常由於心臟瓣膜疾病或心律不整如心房顫動所
引起，以中大腦動脈阻塞為最常見。由於是屬於
廣泛性腦梗塞所以意識障礙較強，而且以半身全
癱及失語症（優勢性半球）來表現。

• 中國傳統醫學的「手足不能運動、舌強不能言
語」大概是屬於這種類型。



• 腦出血（Cerebral Hemorrage）
腦出血一般都在活動狀態下發生。高血壓性腦出血大都由
於小動脈瘤破裂，發生在腦深部如大腦基底核、視丘、橋
腦及小腦。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都由於血管瘤破裂。不論
是那一類型的出血，意識變化大都較腦梗塞為強烈。

• 這些中國傳統醫學均以中臟或中腑來描述。如邪入於腑，
即不識人（屬於輕度的意識障礙），以及邪入於臟，舌即
難言，口吐涎沫（屬於意識昏迷或抽筋）。中於臟者，眼
合直視，搖頭口開，手撒遺溺，痰聲急鋸，鼻鼾（屬於深
度昏迷）。

中西醫學對於腦中風臨床表現之描述中西醫學對於腦中風臨床表現之描述
((ClicicalClicical ManifestinationManifestination))

• 暫時性腦缺血（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對於此類型中國傳統醫學有「中風具有先兆之
證，凡人知覺大拇指或次指麻木不仁，或手足不
用者，三年內必有中風」。

• 多發性腦梗塞（Multiple Cerebral Infarct）

此種中風常由於兩側大腦半球的小梗塞所
造成，所以臨床上常以假性球麻痹的口齒
不清、吞嚥困難以及步行困難（小步伐及
冰凍步伐樣）來表現。

• 相當於中國傳統醫學的「風痱舌瘖不能
言，二足廢不為用」。

• 半身不遂（Hemiplegia）

• 大約有７０％的中風以半身不遂來表現，
這在中國傳統醫學上稱為「偏枯半身不
遂」。

腦中風的死候腦中風的死候

• 一般而言腦中風的病情越嚴重則意識變化越強。
所以死亡前的臨床表現常是深度昏迷。

• 中國傳統醫學將深度昏迷的病人表徵敘述的相當
完整。如口開手撒，眼合遺溺，吐沫直視，喉如
鼾睡，肉脫筋痛，髮直搖頭，上竄面赤，或頭面
青黑，汗綴如珠等等。

• 腦中風的緊急處置

腦中風的繁急處置在尚未送至醫院之前以
利用姿勢保持呼吸道暢通最為重要，這些
與中國傳統醫學的通竅除痰的見解是一致
的。



腦中風的治療腦中風的治療

• 腦出血：
血塊小或血塊位於腦的深部如橋腦、視丘出血時採

用內科保守治療。血塊大並位於腦的表淺部或小腦出血時
則採用外科手術治療。

• 腦梗塞：

急性期：以改善腦水腫及腦代謝為主。有時使用血栓溶解
劑或抗凝劑。

慢性期：以控制危險因素為主，如控制血壓、血糖等等。
並使用抗血小板凝集劑，如 Aspirin，並併用改善腦循環
或腦代謝劑。

中 醫分 型 論 治
（1） 風痰瘀血，痹阻脈絡

症狀：麻木不仁，半身不遂，口喎,語蹇。

病機：氣血痹阻，運行不暢，筋脈失養。

治法：活血化瘀，化痰通絡

主方：化痰通絡湯

常用藥：半夏、茯苓、白朮——健脾化濕

膽南星、天竺葵——清化痰熱

天麻——平肝熄風

大黃——瀉熱活血

丹參——活血化瘀

（2 ）肝陽暴亢，風火上擾

症狀：眩暈頭痛，心煩易怒，口苦咽乾，尿赤
便乾，偏癱，口眼歪斜，舌強不語，舌紅或
紅降，苔黃，脈弦

病機：肝陽暴亢，風火上擾清竅，火熱灼津

治法：平肝瀉火通絡

主方：天麻鉤藤飲

常用藥：天麻、鉤藤——平肝熄風

生石決明——平肝潛陽

黃芩、山梔、夏枯草——清肝瀉火

牛膝——引血下行

茯神、夜交藤——安神除煩

桑寄生、杜仲——滋腎潛陽

（3） 痰熱腑實，風痰上擾

症狀：半身不遂，偏身麻木，口眼歪斜，語言
蹇澀，舌苔黃膩，脈弦滑。

病機：痰瘀化熱，內風夾痰上擾經絡

治法：化瘀通腑

主方：星蔞承氣湯

常用藥：膽南星、全瓜蔞——清熱化痰

生大黃、芒硝——通腑導滯

（4 ）氣虛血瘀

症狀：半身不遂，口眼歪斜，自汗出，口角流
涎，面色胱白，氣短乏力，苔薄白，脈沉弦
細。

病機：氣虛運血無力，腦脈瘀滯不通，清竅失
養

治法：益氣活血，扶正祛邪

主方：補陽還五湯

常用藥：生黃耆——大補元氣

當歸、地龍、川芎、桃仁、紅花——活血以通
血絡，不在逐瘀



（5 ）陰虛風動

症狀：突然發生口眼歪斜，舌強語蹇，或手足
重滯，甚則半身不遂等症。平素頭暈頭痛，
耳鳴目眩，少寐多夢，腰酸膝軟。舌質紅或
苔膩，脈弦細數或弦滑。

病機：陰虛陽亢，風陽上擾

治法：滋養肝腎，潛陽熄風

主方：鎮肝熄風湯

常用藥：牛膝、代赭石──引血下行

白芍、玄參、天冬──滋陰柔肝熄風

龍骨、牡蠣、龜板──鎮肝潛陽

天麻、鉤藤、菊花──平肝熄風

加減：痰熱較重者，加膽星、竹瀝、川貝母以
清化痰熱。

心中煩熱者，加梔子、黃芩以清熱除煩。

頭痛較重者，加羚羊角、石決明、夏枯草以清
熄風陽。

（6） 痰熱內閉清竅

症狀： 突然昏僕，不省人事，牙關緊閉，口噤
不開，兩手握固大小便閉肢體強痙。面赤身熱
，氣粗口臭，躁擾不寧。苔黃膩，脈弦滑而數
。

病機：風陽暴升，上蒙清竅

治法：清熱化痰，醒神開竅

主方：安宮牛黃丸合羚羊角湯

常用藥：羚羊角──清肝熄風

菊花、夏枯草、蟬衣(蛻)
龜板、白芍、生地──育陰潛陽

丹皮──涼血清熱

加減：如有抽搐，可加全蠍、蜈蚣、殭蠶。

痰多者，可加竹瀝，天竺黃、膽南星。

如痰多昏睡者可加鬱金，葛蒲以增強豁痰透竅
之力。

（7 ）痰濕蒙塞心神

症狀：突然昏仆，不省人事，牙關緊閉，口
噤不開，兩手握固大小便閉肢體強痙。面
白唇暗，靜臥不煩，四肢不溫，痰涎壅盛
。苔白膩，脈沉滑緩。

病機：風夾痰濕，上壅清空

治法：溫陽化痰，醒神開竅

主方：蘇合香丸合滌痰湯

常用藥：半夏、橘紅、茯芩、竹茹──燥濕化痰

菖蒲、膽南星──開竅豁痰

枳實──降氣利風痰下行。

加減：可加天麻、鉤藤以平肝熄風。



（8 ）元氣敗脫，神明散亂

症狀：主症：突然昏仆，不省人事，目合口
張，鼻鼾息微，手撒肢冷，汗多，大小便
自遺，肢體軟癱。舌痿，脈細弱或脈微欲
絕。

病機：正不勝邪，陽氣欲脫，或陰竭陽亡。

治法：益氣回陽，扶正固脫。

主方：參附湯

常用藥：人參──大補氣陰

附子──回陽救逆

加減：陰不戀陽，陽浮於外，津液不能內守，
汗泄過多者，可加龍骨、牡蠣斂汗回陽。

陰精耗傷，舌乾，脈微者，加玉竹、黃精以救
陰護津。

• 中西醫學雖然在醫學用語方面有所不同，
但基本上對於造成疾病的原因、疾病的分
類以及治療的方法是相似的。臨床上若能
相互利用或許能對醫學有所突破性之進
展。

結論

• 正確的診斷非常重要

• 早期的適當處置會決定預後良好與否

• 針灸治療中風的介入時機

• 中藥必須合理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