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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渡舟講傷寒論錄音整理 

 

中醫診病的方法，叫做四診，望聞問切。四診當中，最主要的，能被大家掌握的，色脈之

診。望色、切脈，這個非常重要。色，叫查 ，用眼睛觀查它的變異。人病了，必有反應，一

個是從脈上，一個是從色上，而有所不同。醫生就根據反應的不同，還了疾病、臟腑不合

的情況。  

但是，色與脈必須相合，才有把握，才更有準確性。因此，除了色之外，還要用指診治法。

色脈結合，可以萬全。  

現在我們當醫生的，查色、切脈，還講究，但是比較粗線條的了，不細，不細微。病人來

了，人的胖瘦、臉上發紅、發黃，我們也看一看。但是，這是很不夠的，這些都是粗線條

的。鬱微，就是到了很細微的程度，但是望色要知機。宋邵康節一個話，知機，其神乎？

你要是知了機了，這就有點神了，先知先覺。實際上不是這樣，知機了，事物剛一萌動，

你就知道了。所以古文觀止裏有一句話，礎潤而雨，月暈而見，見微知著，見了小的就知

道大的。所以當醫生辨色，就是要知機，他有一點反應，醫生的眼睛絲毫不爽，就看出來，

就知道病情的情況了，就知道了。但是色與脈要結合起來，這樣把握性才大一些。  

上一次課我們講的就是色脈結合診病的方法，講了三條。我們講了，色莫知真。因為色

脈結合了，我們才能洞悉病情。舉了三個例子，恐在氣血下，而脈細，而面白。脈細面白，

氣血不能向上，恐在氣下，氣血行於下，而不注於上，所以才脈細面白。人有羞愧，人心

氣餒了，心氣不足，心就虛了，人的面色就乍赤乍白而無定，脈就浮了，浮者，氣散於外，

氣不擾了。人無精液了，脈就澀了，唇口乾涸，脈澀是切診，唇口乾燥是望診。舉例是說

明，人的情志的變化，影響氣血，能反應於人面，人的面色、脈色有變化。有了疾病了，

也影響人的臟腑氣血，人的面色，脈博也發生了變化。所以色與脈密切結合在一起，來

判斷人的疾病、情志的變化，是很科學的。  

所以，我們讀書就有所啟發，這短短三條，字並不太多，張仲景就是告訴我們，臨床看病

的時候不要淨切脈，還要望色，脈與色、和他的神態要結合起來，來反應臟腑氣血榮衛

的情況。所以說辨脈法，並不是辨脈的，結合望色的。如果從這三個例子，我們重視了，

色脈之真，重視了人的情志的變化與氣血的關係，人的疾病的變化與氣血的關係，我們

就收穫無知處。我們讀書要有所收穫，有所得，有所用，這樣在臨床上提高了我們的水

平。古人不能一個一個都說出來，舉一反三，由表及裏。如果人怒了，怒髮衝冠了，脈是

細的，面是細的嗎？因此，面是紅的，脈是洪大的。這你就要推理啊。如果人慚愧了，面

一會紅一會白，叫人看到心神不定，那人沒什麼事呢？  

下面又講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舉按尋的指法，切脈有舉按尋，有三菽六菽九菽 12

菽這樣的輕重之分，來候五臟之氣。脈有浮取，有中取，有沉取，我們一般切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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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浮中沉，所以要先從三菽開始。這叫常規。我們現在有些學生沒受過常規的訓練，切

脈的時候，一下子就按下去了，中醫你要先輕取，你得先看它是肺脈啊，看看是不是有

表證，有外感。浮取沒有才中取，然後再沉下去，所以叫浮中沉，舉起來，按下去，叫尋，

最後才推筋找骨。脈有浮中沉就是人有下中下三焦。浮就是看上焦的病，是表，按就是

脾胃，尋就是肝腎了。指法，辨脈篇就告訴我們了，切脈的方法由輕取來候脈，候之不得

然後向六菽，然後至骨，這樣循序漸進，來候五臟之氣。這就是知識，是理論，這也有手

法，指法。我學了辨脈篇了，學到了什麼了？這就是收穫，就是能耐。指法，應該由輕而

重，由上而下，一點一點地往下來。  

下面講的就是寸關尺，講三部脈，再加上浮中沉，三三得九，這就是寸口脈的三部九候

之法，三部就是寸關尺，九候就是三部各有浮中沉，與內經講的三部九候之法不同。  

三部九候裏最主要的是講腎脈、根脈。脈講胃神根，脈有了根了，人就有救了，脈要無根，

人就危險了。所以“假令下利，寸口、關上、尺中，悉不見脈，然尺中時一小見，脈再舉頭

（跳兩下的，）者，腎氣也，反應還有腎氣，腎氣沒絕 。“要見損脈來至”，脈  來的很困難

了，不是再舉頭了，跳一下的，“為難治”，這病就不好治了。這裏突出了根脈的意義。這

就是上次課的基本精神。  

要掌握了這一部份內容，要指導我們診斷。這就是提高了我們的水平。這裏有理論有手

法，有判斷疾病的方法。不要因為這麼點書，看長了就沒意思了，那就錯了，我越琢磨越

有意思，得琢磨，得體會，才能體會出精神。  

下面講 27 條，問曰：脈有相乘，有縱有橫，有逆有順，何謂也？師曰：水行乘水，金行乘木，

名曰縱；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橫；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木，木行乘

火，名曰順也。  

這一條是論脈有綜合縱橫順逆之變，以測病之輕重之理。用縱橫順逆來測病輕重之理。

縱橫順逆，這四個字。相乘，就是互相加臨了。縱，就是放縱，放縱他的勢力，無所顧忌，

縱其力，來傷害正氣。水克火，如果無制，就是放縱，因為氣在盛了。橫者，乘勢妄行，無

所忌憚，火行乘水，火是怕水的，但火的勢力太大了，不但來克金，反倒來乘水，這就是

橫。逆，子乘母；順，以尊臨卑，名正言順。  

這一條，我認為要講兩個問題，脈有相乘，有縱有橫。要講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講平脈。

突出了春夏秋冬，四時之平脈。春弦。。。。。第二個事實是，平人出現了反常的病脈，出

現了脈有相乘的病脈。出現了，按之五行的生克關係，來判斷是輕是重。是病脈。夏天當

見洪脈，主於火，上盛下衰，為正常之脈，但反見沉脈，是水脈，是冬天之脈，就是火行

乘火，是縱；冬天當見沉脈，而反見洪脈，這就叫火行乘水，火連水都不怕了，就叫橫脈。

什麼叫順逆呢？相生就是順，金水相生，金行乘水。冬天應該見沉脈，現在見了浮脈了，

這就是金行乘水，問題不太大。逆，秋天當見浮，反倒見沉，水行乘金，是以下犯上，這

就是逆。一個是四時之正脈，一個就是相乘之脈，正常的時候不見正常之脈，就要用五

行的方法，跟平脈，互相衡量一下，來推論一下。推論的意義是什麼呢？可以見五臟之

氣，相互之間處在什麼樣的狀態。從而我們來理解疾病的輕重順逆，甚至來理解它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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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條，“脈有殘賊，何謂也？師曰：脈有弦、緊、浮、滑、沉澀，此六脈名曰殘賊，能為諸脈

作病也。”  

這一條是論殘害正氣的邪氣，出現的脈相比較多，其中比較常見的有六種病脈，就是這

六種。什麼叫殘賊呢？殘賊就是指傷害正氣的邪氣，成無已的注很細 :傷良曰殘，害良為

賊。這一條的重點內容，病脈較多，張仲景只舉弦緊、浮、滑、沉澀六脈為殘賊之脈，這

六個脈常見。為什麼這六個多見呢？浮主表病，表受邪，脈  就浮；沉主裏，主裏病，裏面

有病了，就見沉了，邪氣入裏了，脈  才沉；滑生痰，弦主飲，痰飲病臨床上很多見，有一

個滑、有一人弦，痰飲病很多見，所以才能殘害正氣；緊主寒實，澀這血虛，是正虛。這個

是臨床的總結和歸納，概括為痰飲表裏虛實，作為一個醫生，你要瞭解殘害正氣的邪氣，

有這六種之脈。  

“能為諸脈作病”，怎麼理解？脈很多，但是這六種能為諸脈作病也。浮沉還有間脈，作

為主體，同其他的脈結合起來，病就很多了。這是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它是殘賊之邪，

能傷人，傷人了，就能為人體三陽三陰諸脈做病了，這裏有脈指的就是經脈了，太陽、少

陽之類。  

因此，學這條有什麼用處呢？什麼都得考慮臨床意義啊，書要離開臨床了就沒有意思了。

切脈在平脈法裏開頭講，脈有陰陽合為也。要抓綱，要先分陰陽，來指導我們切脈的方

法。這一條明日殘賊，凡是邪氣傷人的，反應於脈了，就要抓這六個脈，代表六種不同類

型的邪氣。因此在臨床，給人切脈的時候，是不是這六個脈啊，同時我們作為醫生，腦子

裏要有六個殘賊之脈，臨床，這六個脈相當常見，來指導臨床。脈很多，只有這六個脈是

殘賊之脈。  

29 條，“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為作湯，

比還送燙手，如食頃，病人大吐，若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

名災怪。又問曰：何緣作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為災怪耳。”  

上一節講殘賊，這個講災怪，是相互就的。這一條的重點，就告訴我們醫生，發生災怪之

變了，必有所因。不是憑空而來的。必有所因，你就得瞭解這個因，因為什麼啊？你心裏

才能有譜，才能不慌，才能瞭解情況。如果不是這樣，災怪來了，發生意義之怪了，你就

慌了神了。所以通過這一條，在治療當中，發生災怪了，你當醫生  的要瞭解這個原因，

不要張惶失措。  

這一條有四層意思。第一，脈得太陽，與證相應，因作湯治。是第一層意思。病得的太陽

病，是太陽病的脈證，開了發汗解表的藥。第二，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若下

利，腹中痛。比當從字講，一送一還，漢朝時是不是代煎啊，這個來回就是一頓飯時間，

要不有還有送做什麼啊？很可能是醫生煎了藥，送給病人吃。病人大吐，下利，腹痛。醫

生開的是解表的藥，出現的是太陰病證。醫生說 ，我前來不見此證，現在變異了，這個病

在張仲景的時候叫作災怪。成無已之注：藥證相符而生變異。這不是誤治，不是錯治。這

是第三層意思？那什麼原因出現此吐利呢？發生災怪必有所因？可能是舊時服藥，現在

發作了。開始曾請了個醫生，沒告訴給現在這個醫生，所以吃瞭解表的藥，現在變成太

陰了。當醫生要審時度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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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問曰：東方肝脈，其形何似？師曰：肝者，木也，名厥陰，其脈微弦濡弱而長，是肝脈

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假令得純弦脈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脈如弦直，此是肝藏

傷，故知死也。”  

這條主要是講肝的平脈和死脈。也就是說 ，肝有病了，見了平脈了，病就要好了，如果見

了死脈了，病就惡化了。從肝脈開始到了肺脈為止，這幾條都是說明人體的五臟，上合

天之四時三陰，下合地這五方五行。這幾條來說明，人的五臟，上合天之四時、陰陽，下

合東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脈與天之五運六氣，地之五行，都是相通的。但是都要有胃

氣，以胃氣為本。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同時突出與天之陰陽六氣，地之陰陽五行，

相結合，這個一個特殊的理論，這個只有中醫有，其他醫學沒有。  

先說肝，五行在於五方，所以叫東方肝脈，肝應東方，內經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

生肝肝生筋，東方甲乙木。這是特殊的醫學理論，肝是屬於木的。這個只有中醫這麼說 ，

只有中醫這麼理解。一個人肝跟東方有什麼關係？在天為風，在地成形為木，在五方屬

於東方。在三陰三陽屬於厥陰。這個樣子，肝和天地，和氣候相通了。這就叫做，中醫的

整體觀。第一個整體觀，人與自然是個整體，所以肝是東方，在天為見，在地成木，這就

是人與自然的特點。第二個整體觀，就是肝與眼睛、筋膜、瓜甲，經絡的絡屬形成一個整

體，這就是一個人的整體。人可以說 ，牽一髮可以動全身，一髮跟一個人的整體是有關

的。所以中醫的整體觀是大整體觀，人體的、體外，都是一個整體，不是一個支離破碎的，

完全是一體的。這個科學性很強，現在逐漸被國際上的醫學界承認。生物鐘、氣象醫學

和人體的關係，科學越發達，中醫的科學性越被  人認可。如果有人問，中醫的科學是什

麼啊。你就回答，你現在才 80 年代，科學越發達，中醫越能被人所崇拜。這就是中醫的

科學。過去的人認為，科學越發達，中醫越應該淘汰，他們反了。  

有個朋友跟我說 ，紐約掛牌的中醫有 200 多人。現在世界的醫學的眼光都注視在東方，

因為中醫科學，很有精當的議論。如果不是把人的臟器，不僅僅看看是個解剖單位，那

麼我們中醫叫臟相。什麼叫臟相？光一個肝不是整體的，這個肝和自然界的客觀存在要

互相結合，要跟人體的互相結合，那才叫一個肝，這就叫肝相。如果一個人眼睛花了，脈

很細舌苔白、淡，就知道肝血不足了，肝開竅於目啊，我們中醫就說 ，吃明目養肝丸，回

去煮羊肝，買點白蒺藜，研成粉，用羊肝粘著吃，10 天以後，眼睛看東西好了，因為羊肝

是補肝血的，蒺藜是明目的。如果還腰疼，還有點口乾舌燥，心煩晚上睡不好覺，這是腎

水虛了，水不涵木，開點六味地黃湯，加點龜板，補補腎陰，一補腎陰，肝也好了，眼睛

也亮了，腎也好了。這就是說肝腎整體的關係。一個人，不能吃東西，渾身懶惰，眼睛無

神，耳聾目脹，這個由於脾胃氣虛，清陽不升，肝膽之氣不能上升，給你開個益氣沖明湯，

治脾胃，眼睛也亮了。中醫啊，中醫之偉大，一個眼睛，肝開竅開目，涉及到五臟六腑，

這個理論高不高啊！非常之高啊。中醫明目的法子很多，但都是從這個來的。  

所以肝者目也，厥陰，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向為東，其脈微弦濡弱而長。這個脈是弦的，

但是微弦，而且脈來得很軟弱、很長，這是肝有正常的有胃氣的脈。因為五臟必需借後

天胃氣才能生存，胃氣才是生氣，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如果是肝病得到了濡弱而

弦的，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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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現在的肝炎開始的時候，都是弦多胃少，等病要好了，這個時候的弦，就會濡弱而

長，這個病就是見好了，在手指下一摸就能摸出來。有的人的弦脈跳的很柔和、不緊張，

這個好。醫生怎麼知道肝病要好了呢？見好不見好，兩邊都有了，一切脈，弦多胃少為

病，病沒好，個人說對了，病人也服。雖然弦也濡弱而長了，這就見好了。所以這個很重

要。我就這麼兩下子，也是學來的。張仲景的話是一字一珠啊，不要等閒視之。  

假令得純弦脈者死。純弦脈，沒有胃氣了，弦而有胃，不是純弦。如果是純弦，這個病就

死了。肝臟，沒有胃氣怎麼能活呢？怎麼知道是純弦脈呢？以其脈如弦直，是肝臟傷，故

知死也。就是脈來象弓弦一樣直，一樣緊張，所以古人說 ，如新張弓弦，弦又緊又硬，沒

有微弦濡弱的特點，沒有和緩濡弱的胃氣了，這個時候，肝臟就受了傷了，是真臟脈現，

就叫純肝脈，故知死也。  

所以當醫生能知生死，生死怎麼能知道呢？一個是望色，一個是憑脈。憑脈裏，最怕就

是真臟脈現，沒有胃氣的溫培、滋生，所以就死了。希望我們通過學習辨脈法，要在臨床

上反復實踐，來體驗什麼是肝的生脈什麼是死脈，什麼是有胃氣，什麼是沒有胃氣，沒

有胃的沖和柔軟之氣。這個很重要。有沒有同志說我不信，別不信。張仲景寫的文章啊，

都管用，都是通過實踐的。你說麻黃湯吃了不發汗？承氣湯吃了不泄下？所以學傷寒啊，

通過這 1700 多年的臨床實踐，都驗證了張仲景不說假話，是指導臨床實踐的，沒有空話。

而且這個都是從內經、難經上來的，這是中醫的不傳之秘啊！你都能知道生死了，這多

了不起啊！醫生多高明啊！  

我為什麼要辦這個班呢？工作 30 年了，第一次辦班，第一次平脈辨脈。我越看越覺得可

惜啊，仲景之說不傳了，我們祖先給我們這麼好的東西，我們傳不下去了，這多大的損

失啊！就剩下陽明主胃病了。所以我們才講，所以才叫燃燈傳心。總得有人提倡啊，發

明啊，講啊。我一個人講，再影響大家，這個不就傳下去了嗎？也不是說你求不到的，距

離太遠了，只要一努力，就合拍了，就把這東西學來了。  

當然了，在平脈的時候，什麼是微弦濡弱而長，什麼是純弦直，手指頭等有感覺。只要這

個話不忘記，總有一天能豁然開朗。  

31“南方心脈，其形何似？師曰：心者，火也，名少陰，其脈洪大而長，是心脈也。心病自

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脈來微去大，故名反，病在裏也。脈來頭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

也，上微頭小者，則汗出。下微本大者，則為關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可治，有汗者

死。”  

這一條，辨心的平脈、病脈、死脈。這一條的重點內容跟肝一樣。因為心應南方丙丁火，

心屬火，所以心應於南方，在天六氣為暑，在地五行為火，屬於少陰，脈應該洪大而長，

不是短，來盛去衰，來大去長，脈有來去，去的很長，這個是心脈有胃氣也，是有胃氣的

脈。如果洪多了，什麼叫洪啊？大水曰洪，古人說 ，“洪脈來時排排然，去衰來盛似波瀾。”

就象漲潮一樣，嘩的一樣上來了，一大片。但是漲潮來的時候有勁，但是去的時候都是

慢慢退。所以古人做了一個比喻 ，鉤，鉤子背都是大的，上面大，等到脈到底下了，就窄

了，上面就頭，下面叫本。象洪水一樣，欲知死脈參差數，死按見洪   。如果洪脈越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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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勁了，那就是死脈了。如果脈帶個柄，如似操帶鉤，這個就違背洪脈正常的特點，不是

來盛去衰了。如果脈來的大，去的窄，那是正常的。  

本來來的時候應該大，現在小了，去的時候小，現在反大了，名覆，是病在表了，是病脈。

下面就說了，見什麼病啊。上微頭小者，上就是浮，浮取小了，頭本來應該大，現在小了，

再汗出，屬於心氣虛，心氣虛了，心主汗，心氣不能統攝汗液，所以就汗出。下微本大者，

下主沉，沉取本大，本大是要把洪脈上微頭小說的，上面頭下，脈來的時候頭小，脈去的

時候，本，象樹的根本的，反而大，浮取而小，沉取而大，主心氣內鬱，這個是心氣的反

常之脈，是心臟有病。一個是心氣虛，一個是心氣鬱，氣血鬱結了，就形成關格不通。  

格拒不進，關而不出，六腑就不順了，不通了，發生阻礙了。心臟合於六腑，心合於小腸

相表裏，心鬱了，小腸已凝結，六腑之氣不利了，小腸也不利了，就不得尿了。應當出去

出不去了，應當進來的進不來了，關格了，由於心臟的氣鬱，而導致六腑氣機關格不通，

所以就不得尿。頭不得汗，津液內藏，氣不餒，所以還得治。要頭上有汗，為心氣上厥，

為津液上泄，所以就不得治了。  

這塊有點繞，再說一遍，南方  心脈，到假令脈來為大，是正常的心脈，來盛去衰，來大

去長，這是正常的脈。心病有了這種脈  ，病就好。覆脈，就是鉤掉了個了，上面窄，下面

大了，所以叫反覆，跟正常的洪脈不一樣了。這樣的脈  主於心病，病有表有裏。在表的

往往有汗出之病，因為心氣虛，在裏，往往有關格之證，因為心氣鬱了，氣機不利，小腸

之腑不暢通，所以就不得尿了。如果關格，六腑不通但是無汗，這個病就好治，如果關格

有汗，心脈氣厥了，病就不好治。大義的精神就是這個。  

只要跟正常的心脈不一樣，就是病脈。這樣來看，和肝脈不同了，肝病比較簡單，心脈比

較複雜，心脈除了正常脈  之外，講病脈，講的比肝脈的體例不大同，多一點。有在表，

有在裏，有關格不通。比肝脈說的廣一點。那麼心脈的死脈最後是什麼樣的呢？如果是

操帶鉤，那個硬的，就是不沖和了，就是失去胃氣了。五臟之脈如果沒有濡弱的胃氣，都

是有病，如果全然無胃氣了，就是真臟脈了。大家可以看看難經，脈要精微論，大概可能

有這方面的內容。  

溫習：  

上一次課講脈有相乘，有縱橫順逆之變。這一條的主要精神，是提示我們，在適時平脈

的基礎上，對非時之脈和適時平脈發生了生克順逆的關係。從這來看，辨脈篇講陰陽，

平脈篇而以五行的學說 ，生克制化，來看疾病的情況。這就是中醫陰陽五行學說的體

現。  

平脈篇講的縱橫順逆，屬於第二的，就為六經辯證打下了基礎。六經辯證裏太陽中篇裏

就有，傷寒腹滿。。。此肝乘脾也。。又有傷寒。。。時肝乘肺也，。。。。，所以太陽篇裏就

有這樣的病症了，有指導六經辯證的意義。  

第二點，上次課講了脈有殘賊、災怪。殘賊之脈，就是論邪氣傷正，有六種常見之脈。這

六種脈，作為臨床的醫生就應該掌握住。弦、緊、浮滑、沉澀，反應六種冷疾病，是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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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得到的，所以是殘賊之脈，可以為諸脈作病。災怪之脈是一種意外之變，就是醫生的

辯證是正常的，但是發生了意外的變化，跟醫生  診斷沒有關係，古人叫作災怪。是臨床

能遇到的。這一條是舉例而言的。推而廣之，這樣的問題，還是多的很的。所以當醫生，

為了瞭解客觀，不發生在醫療之中發生障礙，要知道什麼是災怪。這個跟醫療發生誤治

沒有關係。看起來是個小故事，實際上，有實際意義。當醫生，就接近社會了，就會遇到

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你當醫生，你給婦女看個病，落了胎了。當醫生，你沒兩下子，你就會被敲詐。  

第三點，將五臟之脈，有有胃氣的和沒有胃氣的，所以這時有病脈。有胃氣的病脈，就主

生，沒有胃氣的，預後就不良了。反應了，五臟是以胃氣為根本，提示我們，臨床辯證，

還得看是不是有胃氣，如果有，雖然有病，還容易治，如果沒有，真臟脈現，預後就不良。

這個在脈學上講是很重要的。根脈、胃脈是脈學裏核心問題。  

不能心之病脈與肝之病脈，寫的不太一樣。為什麼呢？因為心脈為鉤脈，是洪大之脈，

正常不正常，張仲景用其臨床經驗總結兩個特點：總的特點，是跟洪脈相反了。心是洪

脈  是夏令，來盛去衰，指力量而言，來大去長，指脈的幅度而言的。一個來盛，有勁，去

沒勁，同時來的幅度很大。現在有病了，病脈就相反了，跟正常的洪脈相反了，就出現這

麼幾個問題：一個是來微去大，微為無力，去倒很大，這種現象，主病在裏，為心陽內鬱，

將來可得關格不通，不得尿，是實證；二，脈來頭小本大，是說面積、幅度，頭像樹枝，本

像樹根，不形容脈的幅度。來的小，去的很大，這樣主心氣外虛，心主汗，心氣外了，所

以得汗出之病；三，上微頭小，下微本大，上下指浮沉，脈浮而微，頭小，前來之脈面積小，

浮取很微，下微本大，下沉而微，本而大。總的來說是跟洪脈、鉤脈相反，有的是跟力量

相反，有的是跟幅度相反。所以叫心脈病脈。比如夏天應該見洪脈，如果來微、來小，就

不是來大來盛，相反了，洪是去衰，現在去的時候，本大了，就主心脈病了。這個道理不

就明白了嗎？  

今天講西方肺脈了  

31 條“西方肺脈，其形何似？師曰：肺者，金也，名太陰，其脈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脈，若

得緩遲者，皆愈。若得數者則劇。何心知之？數者，南方火，炎克西方金，法當癰腫，為難

治也。”  

這一條，是辯肺的平脈病脈死脈。有五行學說的理論來講的。肺，應西方庚辛金，肺在天

為燥，在地為金，三陽三陽屬於太陰。肺的適脈，叫毛，毛者浮也，。。。。。。。很輕浮的，

叫毛，毛言其輕浮，輕輕地在於皮上，羽毛之輕浮也，這是正常的脈。如果肺的病見到了

毛脈了，而且又有緩遲之相，從容緩和，主病欲愈。為什麼要好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

本臟病，見本臟脈，相應，為順；二，又見了胃氣，從容緩和，所以病就要好了。  

如果肺病不見毛脈，而反見數脈。數脈謂之火脈，肺主金，肺金的病見了火熱的數脈，火

來克金，肺病就要加劇了，主於邪氣盛  ，來克肺金，病就重了。李瀕湖脈決是這麼講的，

數脈為陽熱可知，只將君相火來移，實宜涼瀉虛溫補，肺病秋深卻為遲。所以李瀕湖作

的詩，反應了平脈法的精神，反應了張仲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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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知之之後，就是張仲景的自注之詞，是自注句。說明肺金為病，反見南方火脈，為火

克金，火旺盛，火邪旺盛，火邪為病發生癰腫。癰腫，有兩個說法，一個是普遍性的癰腫。

也有人認為是肺臟受了火邪之克，就是現在我們說的得的肺癰。這兩個說法，一個是宏

觀的，一個是狹義的，都是有道理的，可以並存。  

這樣子就不是順了，金受火刑，由於火縱，縱其勢來克肺金，所以病不好治。  

在臨床上看肺病，怕見數脈。所以癆病，在醫宗金鑒裏，雜病心法要決，說 ：陰癆細數形

盡死，陽癆。。。。。。傷陰的病，就是陰癆，細，是正所不足，陰分虛了，數，就是火來克金，

到什麼程度呢？到了人身上的肉都沒有了，這個時候人就死了。消耗沒有了。用滋陰的

藥，拉稀，用補土的藥，又乾了，所以用沈優五法。  

32“二月得毛浮脈，何以處言至秋當死？師曰：二月之時，脈當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

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屬木，脈當濡弱，反得毛浮脈者，是肺脈也。肺屬金，金來克木，

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這一條，也是象肺脈一樣，是辯肝脈適脈，非時之脈，來辯生死。二月得毛浮脈，二月屬

於肝的，肝木用事，當令之臟，當時在旺，肝的臟氣應該旺盛，卻得了秋脈了，不見弦而

濡弱，卻見了毛浮的肺脈，這叫金來克木。毛浮之脈見於二用，叫做非時之脈，當見弦而

見浮，凡是非時之脈，都有生克順逆的關係，二月見毛浮，是受克之脈，病當重。  

不但是肝臟是這樣的，其他的舉例類推，都是這樣子。見了時脈了，問題不大，雖然有過，

有不及，但問題都不大。但非時脈，就是生克順逆了。脈有陰陽，有五行。有陰陽沒五行，

不夠細膩。“陽病見陰脈者死，陰病見陽脈者生，”再往下就不好推了，有了五行，才有生

克順逆啊。五行是講事物與事物的聯繫的，是什麼關係的。既然掌握了陰陽又掌握了五

行，在這個理論上指導脈法，那我們就是理論指導實踐，才能達到憑脈辯證的臨床。學

習就是繼承，把寶庫的東西挖出來。這個東西你以是不知道，就完了，你要是知道，還很

上癮。這個東西，也人的精神境界相共鳴，就有了體會了。所以讀書到了一個境界，就可

以指導實踐了。這個是必然的。  

32 條“脈肥人責浮，瘦人責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責之。”  

這條的意思，脈和人的形體也有關係的。舉個例子，胖人瘦人。推廣，老人、少年，男人

女人。南方人、北方人。每一個人的特點決定人的脈，有正常之脈，反了正常之脈，就有

問題了。就當責之。胖人，肉很厚，一般都見沉脈。瘦人，皮薄，脈就浮。跟體形有關係。

長跑的脈很慢，是特定的體質，特定的脈相。肥人責浮，胖人當沉，現在見了浮了，浮脈

舉之有餘，猶如漂木。不應浮而浮，應該責之。因為這是反常的。很有可能這個人中氣大

衰，氣不斂。瘦人當浮，今沉，也是反的。所以也應該責之。不僅要責，還要研究分析，有

什麼問題，為什麼出反常現象。比如，兒童，正常都是數脈，今見緩了。有人脈跳一跳停

一停，正常人脈見結代了，有病了，但是老年人，卻是正常的。脈博會跟特有體質不同，

而變化。當醫生應該瞭解。婦人來月經了，性情急躁、好怒，這些都要考慮進來。包括內

容很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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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師曰：寸脈下不至關，為陽絕 ；尺脈上不至頭，為陰絕 ，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

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克之也。”  

這一條是論陰陽偏絕之脈法。寸脈為陽，尺脈為陰。寸遲之間有個關脈，為陰陽之中，關

是陰陽之氣上下的中間的地帶。關在陰陽之中。寸為陽在上，尺為陰在下，關是界線。陽

至關而下交於陰，陰至關而上交於陽。陰陽之氣，上下交通是正常之象。這第一層意義。  

不正常、反常的，是寸脈不能下至於關，這叫陽絕 。寸為陽，不能下交於關，就是陽厥於

上，厥為氣不續也。尺脈不能上交於交，是陰氣絕於下了。這說明了，寸關的陰陽之氣絕

了，不能夠互相來往，上下交通，不能上下結合了。這個樣子，反應了人身的陰陽之氣乖

離，上下脫厥了。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厥，精氣乃絕 ，所以陰陽不能相續了，上

下不能結合了，這個脈為不治之脈，所以叫決死無疑，加肯定口吻。  

那麼死在什麼時候？陽厥死於春夏，陰厥死於秋冬。陽氣厥了，到了春夏陽氣盛時，它

已經不能盛了，所以就死了。陰氣厥了，應該主陰令時而不能，所以就死了。期以月節克

之也，此期，當約定，約定個時間，就以是月的節令。陽死於春夏，陰死於秋冬，到時候

能行令，就行，不能行令，就死了。  

因此，在臨床診脈的時候，看寸關尺。寸尺之脈是上下相連，上下交通。如果寸脈下不至

關，尺脈上不至關，這就叫做短脈，氣不續了。  

38 條“師曰：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屍，以無王氣，卒眩仆不識人者，短命而死。人病脈不病，

名曰內虛，以無穀神，雖困無苦。”  

這個是辯行屍，辯脈病人不病，這個行屍，也叫走肉。因為這個人沒有生氣了，還活動，

人的命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人病脈不病，這叫內虛。來顯示脈的重要性。  

脈是人的根本，為什麼呢？因為寸口脈  反應臟腑之氣，關係臟腑的根本的問題。脈病

了，這個病是真臟脈，不是一般的脈，已經是沒有胃氣的脈了，人卻沒覺得怎麼樣。這個

情況很多。人有病了，卻沒感覺到病。比如人長癌就是一例，所以是常有的。脈出現了真

臟脈，人還不病，醫生的理論來講，五臟的根本已經絕了，當有突然之變，馬上就可以來

病，馬上就可以死，頗生不測。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所以叫行屍走肉。  

如果人病了，脈卻沒病。人出現了種種病容，病態。脈卻還好，還明胃氣的，雖然人看起

來很弱，這個是根本沒有受傷，所以只是氣血之虛而已，對於性命無關，是可以治的，無

足為害，所以叫雖困無苦。  

這一條突出了兩個重點。這個提示醫生，要抓住根本，不要抓住表相。病人常問，我的病

怎麼樣？能治不能治？這很常見，這就看醫生的水平。當醫生的能決生死，這就是本事。  

以無穀神，穀神就是穀氣。人的榮衛的來源，都是來源於穀氣。人病脈不病，只是因為飲

食不及，吃的少，形體衰，是這麼情況。只要是病好了以後，飲食正常了，這些問題都可

以解決。所以不涉及到死的問題，只是病的問題。跟行屍不一樣，行屍走肉，看起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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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病態的特點，但是脈絕了，這個人就完了。由此可見，脈的重要性。辯脈法也講到這

一點。可以結合起來，加以體會。  

39 條“問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謂也。師曰，沉為純陰，翕為正陽，陰陽和合，故令脈滑，

關尺自平。陽明脈微沉，食飲自可。少陰脈  微滑，滑者，緊之浮名也，此為陰實，其人必

股內汗出，陰下濕也。”  

這一條，論脈由陰陽之相合，而成滑脈。但是有陰陽平與不平之分，如果平了，是正常的，

陰陽相合，也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之分。翕，日浮而盛。奄，忽然。人的根本、生氣之源，

在於陰陽，陰陽一個是先天陰陽，叫少陰，後天陰陽，叫陽明，是脈的生死之源，是脈的

根本。陰陽，無論是先天還是後天，凡是有陰有陽的，就應該兩相和合，應該互相平衡互

相依賴，這樣才是沒有病。這是一個精神。  

第二，沉都是屬於少陰的。翕屬於正陽，陽明。脈來浮盛，是反應陽明的正陽之氣。這個

脈，浮而盛，忽然又見沉，由沉到浮盛，反應了少陰、陽明，陰陽之氣是兩相合和的。這

個就是滑脈。滑脈的波動特點，就明浮盛而又沉，沉而又浮盛。這個就說明，少陰之陰與

陽明和合，形成了滑脈。所以脈是滑的。關是主於陽明的，尺是主於少陰的，現在陽明的

脈為沉，這個叫陽中有陰，陽中有陰，陰陽相得，關自平和，就沒有病了。少陰的尺脈，

微滑，為陰中有陽，尺脈自然就平和了。關尺自平，就概括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的特

點。這個時候飲食自可，就正常了，沒有什麼問題了。所以少陰脈微滑，陰中有陽，陽明

微沉，陽中有陰，這是陰陽和合，沒有病，飲食自可。  

滑和緊脈。滑者，緊之浮名也。這句話怎麼解釋呢，滑與緊有個分別，脈  來急切有力的，

而沒有陽和，沒有緩和之氣的，就是緊脈，緊脈來的力量很大，彈人手。所以緊脈為寒脈。

滑脈，也是浮盛，來的有力，脈博浮盛而有鼓動之相者謂之滑。翕，為正陽，有浮盛的樣

子。浮盛之中忽有沉。所以緊脈與滑脈的分別，緊脈來急切有力，滑脈  來而浮盛，有相

同之處。滑脈也就是浮緊，也點象緊，但是滑脈有沉，緊脈沒有翕奄沉這個特點。滑脈，

脈來浮盛，有點緊的特點。所以滑者，緊之浮名也。在浮的這一方面，滑有緊脈浮而有力

的特點。這樣一來，少陰脈微滑，陰中有陽，如果滑的浮盛，有緊的意思，這個就是陰分

裏有陽血，實指邪氣說的，少陰裏有陽熱的實邪，為病，一個是股內汗出，一個是是陰下

濕也。股內就是陰股，大腿一個是內側，一個是外側。外面是陽面，陽經所經之地，內側

為陰股，為陰經所經之地。陽加之陰，所以謂之汗，陰股會出汗，陰下濕，男性陰囊，發

潮發濕。  

這一條總的來說 ，有陰陽相和的滑脈，也有陰中陽氣太盛的滑脈，變成濕邪。這個在臨

床很有體會了。比如婦女之脈，脈  見沉，這是少陰脈，沉是水脈，是腎脈，滑是陽脈，沉

滑，就是陰中伏熱，我們就要問：如果有帶下，味大的，這個就是少陰藏有濕熱之邪。必

須要用黃柏、茯苓、滑石、知母、苦參，清陰分之熱，病就好了。這個還很准，這個有效率，

10 個見 7 個。小便黃短，有刺激症。第二點，男性，見沉滑了，如果腰疼，腿疼，腿脹，問

問小便，會黃、重，太黃，特重，這個就是濕熱，是濕熱之邪下陷陰中，必須用黃柏、茯 苓、

二紗、清熱利濕利小便，才能好。這個病如果當成風寒治了，越治越壞。  

成無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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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可以問了，那沉數不也行嗎？沉數可不可以說 ，帶下啊？沉數，這個例子不合適

了。因為滑脈  主於痰濕的，所以下面帶下也好，兩條腿疼痛也好，常懷濕邪。滑而緊、

滑而實，就是陰中有熱邪，此為陰實。所以才發生股內汗出、男子腿疼。陰囊潮濕，一個

人一天得換五次內褲，怎麼治也治不好，刺蝟皮炒灰，用黃柏，治就治好了。刺蝟是陰

獸。  

還有，現在溫膽湯證，大家都不知道，失眠、口苦、心煩、頭暈、噁心，這個就是火，就是

熱啊，痰就是陰啊，也是個陰陽相雜的病，如果心煩、多夢，如果只認為是有火，怎麼用

黃岑、黃連，怎麼治也治不好，晚上還是睡不好，必須加上半夏、陳皮、生薑，一去痰，就

好了。因為火是屬陽的，痰濕是陰邪，把痰去掉了，病就好了，否則火是去不下去的。所

以陰陽有兩者依伏之病，單治一個，是治不好的，必須得抓住病的根底。  

40 條“問曰，曾為人所難，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裏寒，故令脈緊也。

假令有咳者，坐飲冷水，故令脈緊也。假令下利，以胃虛冷，故令脈緊也”。  

這一條，主要是論緊脈主寒，以至於緊脈產生的條件。  

緊脈之來，有三個原因，總的來說 ，都是跟寒邪分不開的，緊主寒、主痛、主實。寒是根

本。  

假令亡汗，汗出太多，汗裏有陽氣，汗出太多，陽氣受傷，陽氣一傷，陰氣就盛了，就可

以促成寒相了。嘔吐，傷了傷了胃了。假令咳者，坐飲冷水，此坐，當因字講，不是坐著

喝冷水。所以才有訓詁學。杜牧有首詩，停車坐愛楓林晚，此坐，也是因的意思。就因為

喝涼水，行寒飲冷再傷肺，水寒之邪傷了肺，水寒上射，肺胃有寒故咳，故令脈緊。一個

是誤治，亡汗藥吐，是誤治，下利，胃虛冷，也可以出現脈緊。一個是寒，一個陽氣虛、正

氣虛，寒邪盛。  

脈緊有三個來源，都可以出現脈緊。  

學這個有什麼意義呢？知道緊脈所生的原因，臨床辯證就有了依據了。亡汗，越吐是肺

裏寒，可以出現脈緊。胃虛寒，也可以脈緊。由於水飲之邪上逆，也可以產生緊脈。臨床

憑脈辯證時，要考慮這三個來路，來探索寒邪的來路。  

上面講滑脈，這條講緊脈  ，這兩個有沒有互相聯繫，互相滲透的意思？有的。滑者，緊

之浮名也，為陰實，下面，就講緊脈  從何而來。但是滑主熱，是陰中伏陽，而緊主寒。  

下面這八條，九條，總而言之，是論榮衛強弱，強就是實了，弱就是虛了，還有一個就是

平和。主要講榮衛盛衰，平和。  

原文：“寸口衛氣盛，名曰高，高者暴狂而肥。榮氣盛，名曰章。章者，暴澤而光。高章相

搏，名曰綱。綱者身筋急，脈強直故也。衛氣弱，名曰心世木（揲），（揲 ）者，心中氣動迫

怯。榮氣弱，名曰卑。卑者，心中常自羞愧。揲卑相搏，名曰損。損者，五臟六腑乏氣，虛

掇故也。衛氣和，名曰緩。緩者，四肢不能自收。榮氣和，名曰遲。遲者，身體俱重，但欲

眠也。緩遲相搏，名曰沉。沉者，腰中直，腹內急痛，但欲臥，不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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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口之脈  ，為脈  之大會，榮衛之氣會於寸口。所以要瞭解榮衛盛衰、平和，應該在寸

口脈處求。高、章，指榮衛有餘，氣血剛強，揲卑，指榮衛之氣不足，氣血為之減損，而少

也。緩遲，指榮衛相和，既不盛也不衰，處理和平的狀態，是正常的，這樣榮衛抱困，榮

衛之氣不浮散了。  

衛氣太盛，脈也盛。所以名曰高，高者高大。榮氣盛  名曰章，章者章注也。榮是陰血，榮

氣太盛，就章。高、章，反應了榮衛之氣有餘，太盛。高章相搏，名曰綱。這個綱，同於剛，

剛強有力。榮衛太盛，人就剛強有力。這個是不是好事呢？不是，是太過了，會得有餘之

病，得實證。為什麼榮衛太盛呢？那是病邪導致的，衛氣弱，名曰揲，是恐怯，不足。榮氣

弱，名曰卑，榮血之氣不足，卑，低下了。揲卑結合名曰損，就是減少了，就是不足了，榮

衛之氣受到傷害了。這個樣子，發病當中，都是榮衛不足的疾病發現。傷寒論中，榮衛不

足，血少故也，桂枝新加湯主之。榮衛是灌溉周身，榮衛不足，就會周身疼痛，渾身無力。

所以損指正氣不足而言。  

正常的，衛氣和，名曰緩，就是舒緩，很正常。榮氣和，名曰遲，不快不慢，很徐，這樣榮

衛相和，名曰沉。這樣，榮衛抱團了，不會散了，無太過無不及，脈就沉。沉者榮衛互相

結合，能夠安靜，不被邪擾。這個就是正常的情況了。  

這幾條，因為脈，“脈為血脈，氣血之先，血。。。。氣息應焉 ”，脈道就是榮衛之行，榮衛之

行而辯見寸口的，就有盛衰、平和。傷寒表實，脈來浮緊，就是太過了，名曰綱表實，頭

疼、腰疼。非用麻黃湯發汗不可。桂枝加人參湯，榮氣不足，血少了，也是渾身疼痛，汗

後身痛脈沉遲，脈見沉遲，發汗後，脈  見沉遲了。這個疼痛跟傷寒表實的就不一樣了，

那個是邪氣盛，這個是正氣虛，那個用麻黃湯發汗，這個用桂枝加人參湯，來補榮衛氣

血的。這個方子很有效。  

一個產後流血比較多，渾身疼痛。我一看，渾身疼痛、脈沉遲緩，舌苔淡，就開了這個湯，

吃三付，就好了。傷寒歌括、長沙歌括，都得背下來，有無窮無盡的好處，記而不忘，就

是臨床辯證的有力支持。這些歌，是我那個時候，啟蒙學醫的時候背的，今年六十八了，

還能上口，受之不盡。現在就不行了，這也不背，那也不背，怕苦，這個說是要是能學到

什麼東西，恐怕困難。所以中醫要講究背，背是基本功。那些老大夫，背原文，倒背如

流。  

榮衛的平和，要從寸口脈反應出來。  

上堂課主要介紹了這樣幾個內容，一個是時脈與非時之脈的生克關係。時脈，就是指春

弦夏洪秋毛冬石而言的，非時之脈，就是跟時脈不一樣的脈。非時之脈用五行的學說 ，

有生克順逆的關係。所以舉出了，二月見毛浮之脈，毛是肺，屬金，是不好的。舉這一個

例子，其他的就可以類推了。夏見沉，秋見洪，都可以類推。這樣的一個診斷，大家是不

是有意見呢？能不能這麼準確？其說可信不可信？這個有個前提：這個人要有病，有肝

病，脈和病、證是相聯繫的，見了這種病，又得了相克之脈，可以推測生克順逆，是這樣

的一個道理。一個的疾病的前提之下，來反應時脈和非時之脈。這是很重要的，要記住

了，要在臨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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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張仲景十券 22 篇，他的話可以產基本上都是對的。從後漢到現在，1700 年，歷代的

醫家，都異口同音地承認，他的話是兌現的，都是實事求是的。  

第二個內容，脈病人不病，人病脈不病。真臟脈現，人卻沒有病，作為醫生的怎麼判斷？

或者，這個人有病，但是脈倒不病，還比較正常，不是見了真臟脈了，這個是結合臨床而

言的。在臨床中確實有這些情況，所以張仲景就告訴我們，脈病人不病，叫行屍，容易發

生意外之變。因為脈是五臟六府反應最靈敏的方法，如果已經出現了真臟脈了，這個人

還能活得長嗎？那麼，人病脈不病，面上的顏色不好看，但是脈不病，比較好，所以五臟

之氣還存在，根本還沒撥，所以雖困無苦，這個死不了。由此來看，38 條，說明脈是根本，

解釋了切脈的重要性。可以先知啊。可以先知是有依據的，不是唯心的。這個據我個人

在臨床體驗，這個還是確實如此。只要我們細心，凝神於指下，只要看沒有胃氣了，仔細

觀察，可以測知生死。反之，這個病很厲害，人病脈不病，論五臟、四時，都是調和的，是

可治的。  

第三個，以寸尺、關，不僅候下中下三焦，也可以候陰陽存亡的問題。關者有出有入，是

陰陽上下交通的交界。陰上交於陽、陽下交於陰，必須通過交。所以寸脈下不至關，為陽

絕 ，尺上不至交，為陰絕 。這個脈就是半截脈了，短了。三部本是相連的，如果寸就在寸，

下而不至於關，到關脈上就沒有了，就別說到尺了。或者，尺脈上不至關，這個脈都不是

好的。注意不治這兩個字，這個是個死證。所以我們在切脈的時候要加以注意，陰陽之

氣絕了，絕者斷也，兩者不能接續了，陰陽斷絕人豈能生？獨陰不生，獨陽不長。所以這

兩個脈是測生死的。這個要重視，要琢磨，要在思想裏打上一個深刻的烙印，然後才能

指導臨床實踐。  

第四，論了一個滑，一個緊。滑為陽而緊為陰，滑主熱而緊為寒，大體上告訴我們了，滑

是屬於陽屬於熱的。滑脈的形成，翕奄沉。翕，只有成無已講的對。翕是浮盛之相，脈來

很浮盛，又忽然又變沉，一個是代表陽明，一個是代表少陰。所以滑，是陰陽和合之脈，

從先天腎到後天脾胃，而出現滑脈。這裏又提出兩個讓人注意的：一個是陽明脈微沉，

少陰脈微滑。這兩個微字很重要。也就是說 ，一個是純陰，一個是正陽，這個和合。陽明

浮盛之脈，而有微沉，加個微字，少陰是沉，但是微微有點滑，這個才叫關尺自平，飲食

自可。這個才是正常的。一有勁，有力量，就是邪氣了。所以脈法，主要是講是帶和緩之

相，才不偏盛。如果滑者緊之浮名，滑而浮盛，而帶有緊意了，像浮而緊似的，這種滑，

為陰實，這個主於陰中有伏熱了。所以這個緊與微是相對的。少陰脈微滑，但是不微而

緊，陰份的邪氣實了。所以滑脈的翕奄沉，都喜歡微，不喜歡實，不喜歡有勁，否則將有

偏盛偏衰。  

下面說緊脈，緊脈是有力，但是緊脈是主於寒了，探求其原因舉了三個例子，這三個例

子，都是寒相。假定肺裏寒，可見緊脈；假令咳者，飲冷水，也是寒；假令下令，胃中虛冷，

也是寒。所以才見脈緊。緊和絃和仲景的時候，是可互用的。所以有些說緊，可能是就是

弦。作為我們讀書人，要看論證的前提是什麼，來正確理解。比如，傷寒論，苓桂朮甘湯

證，心下逆滿，心上沖心，脈沉緊。。。。。這個脈沉緊實際上是脈沉弦。那麼怎麼知道呢？

這個緊字不敢改，但是體會。實際上，苓桂朮甘湯都是弦脈，不是緊脈。甚至說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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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假令咳者，坐飲冷水，這個是不是弦，弦脈主飲。傷寒論還有縱橫，縱 橫的脈緊，

實際上是脈弦，木克土。總而言之，古代的緊，有時當弦解釋。  

洪脈反常有兩種形式，一個是從面積一個是力量而言的。脈來頭小，是從面積，脈來小

了，不是洪了，反體長了，小是跟大而言的。另一個脈微是對脈盛而言的，來的微了，所

以主病有主外有主內的。這兩個恰恰跟正常的洪脈相反了。洪脈來的有力而洶湧，很盛。

這兩個病脈是反覆了。所以才叫病脈。  

50 條：“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

髓生，血滿，肌肉緊薄鮮硬，陰陽相抱，榮衛俱行，剛柔相得，名曰強也。”  

這一條是承上文而言的，脈來緩和不盛不衰，不大不小，不強不弱，為榮衛相得，榮衛和

諧，無病，所以就主人的身體強健。身體強健有幾個反應，。。。。說出了健康人的表現。  

其間商，人有五音，叫宮商角。。，五音發於五臟全於四時，商音屬肺，這個音清越，聽得

很遠。這個是商的音。真正要是講音，音韻學，裏面有很多的學問。所以這個商，歐陽子

做秋聲賦，商傷也，有聲自西方來者。秋風吹落葉。  

這條有以下幾點內容要注意，一個是脈緩而遲，脈不快不慢，不大不小，不強不弱，這樣

的脈見於寸口，講人的陰陽相抱相持，榮衛氣血靠的很緊。這種榮衛和諧，陰陽相抱，必

有反應。衛氣和，有一個樣，榮氣和，另一個樣。榮衛相和反應在外，顏色鮮活。古代的

顏，主要是指天庭，如果久病之人，天庭到鼻准明亮，就證明病要好了。胃氣足了。聲音

響亮、毛髮易長，這是衛氣好，能夠有這樣的表現，通過這些表現，就知道衛氣好，此衛

氣之治也。骨髓生、血脈滿，榮氣足，陰氣盛了，肌肉也堅強了，有勁了，特別顯得有力

氣。這個樣子，此榮氣之治也。榮衛都好，所以榮衛俱行，榮衛的功能正常，是按照生理

要求行動的，所以剛柔相得，這樣子，就身體健康而無病了。  

這 50 條是 49 條的發揮，說明，榮衛相和，脈來遲緩，對於人體，就是健康者。從這一條，

我們就能體會，中醫講榮衛的，榮衛的關係關係到人的健康，榮衛和諧，人就健康，榮衛

不諧，陰陽就不和，就影響了人體的健康，就出現了疾病。由此可見，榮衛的問題，關係

到人的健康與疾病。所以傷寒論第一個方子，就是桂枝湯，就是調和榮衛的。也是告訴

我們醫生，要調和榮衛、氣血、陰陽。這是個大問題。  

51 原文：“趺陽脈滑而緊，滑者胃氣實，緊者脾氣強，持實擊強，痛還自傷，以手把刃，坐

作瘡也。”  

這一條主要是論脾胃邪氣強，就要傷脾胃正氣。這種傷，邪強傷脾胃之氣，叫自傷。就象

以手把刃。  

趺陽，是候脾胃之脈的。是候中洲脾胃之氣的。趺陽之脈，應該脈見緩，應該緩而遲，才

體現了正常的脈法。現在趺陽不現緩而遲，而是見脈滑而緊，不是和平之脈，是病脈。主

什麼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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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者胃氣實，緊者脾氣強。滑，胃實，緊脾強。前提是病脈，所以實強，不是好事，反應了

脾胃的實邪。所以滑緊之脈見於趺陽，主於中焦脾胃之邪氣實，邪實必傷本氣。就象，用

手握著刀刃，結果必自傷。這是個比喻 。坐作之意，既可以坐與起，行與止。這條的意思

是，反應榮衛之氣的調和的寸口之脈，應該和緩。這一條是接著上一條意思，趺陽之脈

如果不緩而遲了，變成滑而緊了，就是病脈了。所以說脾胃的邪氣就強了，強實，對人是

有害的。這個病就得自傷其脾胃，傷其本氣。所以就像以手握著刀刃似的。  

52 原文：“寸口脈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

逆。”  

這一條的中心，是論關格的脈證特點。關格是一個病名。開頭以寸口脈，見浮大這脈，一

個是主正虛，一個是主邪實，就是正虛邪實的反應。脈浮而大，面積寬闊，在主於邪氣實。

所以脈浮且大，就主正虛邪實。這是寸口之脈。  

如果浮大這脈單見於一部，單見於尺，尺屬陰，浮大，既代表陰虛，又代表邪盛。陰氣虛，

而邪氣盛，陰氣不得上行，而反關於下，就象門一樣，關住了，不通了，所以這個病就叫

關。關則不得小便，小便隆閉。因為腎是管二便的，尺部候腎，腎陰之氣被邪氣困擾，所

以就得小便不能。若見於寸，寸主陽，則陽氣虛而邪氣盛。陽虛邪盛，則陽氣不得下行，

而反格於上，不得下交於陰。這樣子陽邪被格拒於上，則會吐逆。  

這條要和 37 條脈要對比，那個是陰陽絕而不續，是個死證。這個為什麼不死呢？這條是

關格，那個是陰陽之氣絕了，不能互相接續。這個是陰陽之氣還能通，但被邪氣所關、所

格，但是陰陽之氣還可以通，不是陰陽之身本身不能接續，所以不是決死也。  

那麼關格，在中醫上的文獻很多。難經、內經上都有。凡是關格，往往、大多數屬於陰陽

不和，就會產生致病因素，就會為邪氣所病。這個關格，是本身有邪氣，不是因為陰陽自

身的問題。這裏有正氣虛，邪氣盛的病變。因此有指導意義。  

如果臨床出現了關格，有一證出現，也有兩證出現的。或關、或格、或關格。如果從正氣

虛邪氣實這個原則來辯證診治還是很長知識的，也可以說 ，還能夠找出證結之所在：一

個是正氣虛，一個是邪氣實。這一條，如果推而廣之，對於許多臨床關格之病，還有很多

指導意義。  

原文 53 條：“趺陽脈伏而澀，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澀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  

這一條論脾胃陰陽失調，導致關格的脈證。這跟寸口脈浮而大是相對的。趺陽是中焦脾

胃，直接反應了脾胃陰陽不和。  

這一條有以下幾個內容需要理解：  

其一，脾胃病應候趺陽脈。現在趺陽伏而澀。伏，伏而不起，澀，澀而不流。伏脈推筋找

骨尋，比沉還沉。澀，脈來細小而短，往來困難，短且散。脈伏而澀的，和脾胃的遲緩平

和之脈大大不同。是病脈。意味著，脾胃有病了。脾胃陰陽不和。為病，為什麼病？伏則

吐逆。脈沉伏不起，主胃氣伏而不宣，屬於陽氣不宣；澀主脾氣澀而不布，脾氣澀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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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伏澀分別主陽陰、胃脾，就是說脾胃的陰陽、氣血，不能甫布，所以脾胃的氣機不和。

所以中焦之氣不和，就是中焦氣急壅塞，所以就吐逆而水穀不化。脈伏在於胃，胃氣不

利所以就吐逆，脾主運化，運化不利，所以就水穀不化。中焦之氣是很重要，脾這孤臟，

中央土以灌四旁。五臟之氣需賴於脾胃之氣，現在脾胃之氣不和壅塞，一個是胃氣伏而

不起，脾氣澀而不流，臟氣內結，不但是脾胃之氣，其他的臟器也受到影響。這個樣子一

來，伏哉吐逆，水穀不化，澀哉食不得入名曰關格，。這時脾胃陰陽失調，所以就出現了

關格之證  

這個關格，屬於中洲，脾胃之氣升降不利的關格。食不得入叫做格，還沒有關？還是食

不得入就叫關格了？上文是講正氣虛邪氣實，是陰陽上下，這個是脾胃中洲，這樣上中

下，三焦全說全了。所以這兩條，合起來來體會，上中下三焦之氣不和，都可以導致關格

之病變。所以這兩條要連在一起來看。上下有吐逆，有小便不利，叫關格，很好體會。中

焦的脾胃陰陽不和，吐逆、食不得入，就是關格。吐如果是關，食不得入就是格。  

原文 54“脈浮而大，浮為風虛，大為，風氣相博，必成隱疹，身體為癢。癢者，名泄風，久

久為痂癩。眉少髮稀，身有乾瘡而腥臭也。”  

這一條主要論風邪傷人的變化。和麻風有關係。中醫對於癩風，又叫厲風。這個泄風，就

是風邪外泄，從裏向外，是張仲景自注句。  

第一個問題，是脈浮而大，浮主於風，大為氣強，意思是，這個人受了風了，不是一般的

風，而是受了虛邪不正之風。虛邪不正之風是什麼？內經講，五方風邪傷人為，虛實賊

微正，看是從哪個方向面來。如果受的風是從虛邪之鄉而來的，這種風邪就是虛邪不正

之風。比如夏天，屬火，南方來的邪，叫正邪，要是北方之邪而來，這就叫賊邪。我那時

候，有太乙九宮。按照生克制化、季節來說的。  

這個人受的虛鄉不正之風，傷人很厲害，浮為風虛，大為氣強，所以這個邪氣比較強盛。

風氣相博，那麼，風邪與人的正氣相博，有兩種情況，第一階段，叫初期階段 ，這種邪風，

克於皮膚，比較輕，就出現隱疹，身體微癢，癢者為泄風。這是輕的。這個病要是不解，

時間長了，就重了，風邪從皮膚入於經脈、血脈，由氣分到血分，由皮膚肌腠到血脈，就

成痂癩，形成厲風。那就比隱疹厲害了。這個叫做厲風。  

痂癩，就是現在所說的大麻風。成吾已注：眉少。。。。。  

大麻風，是風邪傷到血分了，不是在衛風。由衛到榮再到血，醫宗金鑒有醉仙散，治這個

病。岳美中很醉心於這個方子，發表了很多文章。  

痂癩有些故事，一個叫麻風女，烏梢蛇能治風。輕的是風，重的是風毒，治療，去風、養

血解毒，必要的時候，要補正氣。  

原文，55 條“寸口脈弱而遲，弱為衛氣微，遲者榮中寒。榮為血，血寒則發熱。衛為氣，氣

微者心中饑，饑而虛滿，不能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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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論榮衛虛寒之病，以及證候脈相的特點。這一條榮衛與脾胃相聯，很有意思。寸

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微，弱近於沉沉而無力為弱。遲者榮中寒，這裏的寒也是當成虛

字講，榮中虛。榮為血血寒則發熱，血虛就能夠發熱。衛為氣，氣微者，不足了，心內饑，

但是心裏還覺得悶。衛虛為什麼會造成心內虛脾胃虛滿？因為榮衛來源於脾胃化生水

穀之氣，榮衛之氣虛，就影響到脾胃虛了，就導致內虛滿悶的證狀。這個就是說榮衛與

脾胃是有聯繫的。因此，榮衛虛衰的疾病，可以聯繫到脾胃，榮衛陰陽不和，就是脾胃陰

陽不和。所以桂枝湯，是甘溫之藥，可以調和榮衛、調和氣血，調和脾胃。使脾胃的升降

之氣得以調和。榮衛所以是後天之陰陽也，和水穀分不開的，先天陰陽在於水火，後天

陰陽在於氣血。  

在臨床的時候，是調和水火，還是調和氣血。比如說 ，張介賓，張庭。往往側重於先天之

陰陽，在那裏治了一大群病。後天脾胃陰陽，就是李東桓了。治病必法於陰陽，陰陽不能

離於先天後天。治病的時候，要從先天入手，有的時候要從後天入手。張仲景講的先後

天。  

 

張仲景認為，人的榮衛平和了，那人的身體就強壯了。強壯的原因，一個是陽氣長，陰氣

盛。這一條第 50 條要和第 44、45、46 條互相對比。44 條，說衛氣弱，名曰揲，榮氣弱，名

曰卑，揲卑相博，名曰損。50 條，名曰強。這個榮衛不足，名曰損，損就是減少、喪失、傷

害。總的意思，損是不足了，正氣受損了。從這樣兩條對比之下，要體會，體會什麼呢？

人體的榮衛強盛，這個人的身體就好，是正常的，是無病的。如果這個人榮衛不足了，這

個人就是虛損了，正氣不足了，就得虛勞之病了。這就是對於古代、後漢時期，治虛勞病

的一個新的發展。就是看榮衛是強還是弱，如果榮衛不足了，就是損，就可以出現一些

虛勞之病。如果榮衛強，人的身體就強壯了，就不會發生損的病了。學而不思則惘啊。榮

衛的問題太大了，甚至關係到身體強弱。  

第二點，榮衛足了，陰陽也就調和了。所以包括兩個方面的物質。一個就是陽氣方面的，

一個是陰氣方面的作用。所以榮衛的強、不衰，對於人體的血液骨髓毛髮，都出現一個

強盛的具體的情況。這就和我們治療虛癆病，病有邪氣實、正氣衰兩種情況，對於正氣

衰的一方面，有陰虛有陽虛，陰虛、陽虛，如果統在榮衛這兩個方面，陰虛，就是榮虛，

陽虛就是衛虛。榮衛概括氣血陰陽。  

第三點，過去，我們治虛癆病，分的陰陽跟仲景的學說多少有出入，只是認為腎陰腎陽，

六味地黃湯是滋陰的，偏重於腎水這一個方面，這個認識是比較固定的。陰虛就是腎虛，

腎虛就用滋陰的，六味地黃湯等。從張仲景的榮氣虛而血虛，血虛而陰虛，這樣的理論

我們體會並不是太深。通過我們學的辨脈法，榮衛不足叫損，榮氣強叫做強，也就是 44、

50 條前後的對比，才發現了，榮衛裏是包括陰陽的，也包括後世的腎陰虛這一個方面。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理論。  

張仲景的這種思想不單是個理論的問題，有臨床的實踐為證，來說明這一點。何以見之？

看看金匱要略，血痹虛癆脈證並治，第六。血痹虛癆篇一共有九個方子，複方不算，正方

一共有九個，這九個方子裏，用桂枝湯，調和榮衛、氣血、脾胃的一共有四張方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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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叫黃 ?桂枝五物湯、第二個桂枝加龍骨牡蠣湯、第三個是小建中湯，第四是個黃 ?建中

湯。張仲景為什麼要血痹虛癆病裏 9 個方子裏有 4 個是用桂枝湯加減呢？就充分顯示出，

張仲景以榮衛強而身體強，榮衛虛而身體損，這個並不是口頭的，而是結合臨床實踐的。

這個臨床實踐，當然傷寒論裏也有，也體現出來了，而要雜病裏也體現出來了。所以能

用桂枝湯加減能治虛癆病？比如桂枝龍骨牡蠣湯，治 . . . . .，小建中湯，治 . . . . .，黃耆建中湯，

治 . . . . .。  

以前我學血痹虛癆，就有很多的問號。比如，小建中湯治虛癆病，因為我們知道，小建中

湯是溫熱藥，是桂枝湯倍芍藥加飴糖嘛，能治一些熱相， . . . . .，這個不好理解。後來看金

匱心典，似乎明白一點，小建中湯有桂枝湯，桂枝湯能調和陰陽，因為陰陽不和，所以才

有熱有寒，陰陽和了，寒熱都沒了。就達到這麼個程度，但是根本的道理並不是太清楚。

以後，我們看了辨脈篇第二，44 條與 50 條對比，才明白這是個理論的問題。榮衛不足叫

做損。榮衛者，氣血也，陰陽也，榮衛虛，不足了，陰陽都虛了，就出現陰陽俱虛的證候，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張仲景不僅在理論上，提倡榮衛的重要性，在實踐上，尤其是

在血虛癆這一篇裏，用了四個以桂枝湯加減的方子，從榮衛入手，來調和氣血、陰陽脾

胃，達到治療的目的，這是個法啊。這是個別開生面的問題，是新的發現啊，但是古老的，

過去也發現一點，似懂非懂，現在明白了。辨脈法裏一個強，一個損，顏色、毛髮、骨髓、

是有具體的情況的，是客觀存在的。然後再結合金匱要略裏，九個方子裏有四個方子是

以桂枝湯加減的，來體會榮衛的重要性──治虛癆病，要以補養榮衛為基礎，這就是理

論的發展。內經裏，講榮衛也是很好的 . . . . .，說的是很好，但是沒有方子，用什麼藥啊。所

以張仲景是理法方藥，是密切結合臨床實踐的。  

第二個問題，榮衛什麼起到這麼大的作用。因為榮衛是跟脾胃相聯繫的，榮衛是脾胃水

穀的精氣，所以是內合於脾胃的。因此第 55 條，“寸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虛，遲者榮中

寒。榮為血，血寒則發熱。衛為氣，氣微者心內饑，饑而虛滿，不能食也。”把榮衛跟脾胃

聯繫在一起了，所以榮衛不足了，脾胃就不足了，脾胃不足了，脾胃是主升降出入的，是

代謝的總的東西，所以就形成了內臟升降的問題，所以李東桓就根據這個道理，才有補

中益氣、升陽益胃，補脾胃泄陰火、升清降濁啊，就是從這個方面發展來的。所以一個理

論大家，有理論有實踐，能夠提出一個學說出來，李東桓是個大家，脾胃論、內外傷辨合

論，但是突破口就是從這個來的，他是抓住了榮衛與脾胃的關係，所以才有脾胃論，在

脾胃裏就把升清降濁，清濁，清陽不升濕濁下降，這個時候陰火上升土胃，所謂氣虛發

熱、脾虛發熱，他這個不就是有所發展了嗎。所以讀書，不要看一條完了，那就沒意思了，

沒內容了。所以要體會古人寫書，是有意義的，是有思想性的，是想通過文字，把作者的

學術思想，學術體系刻畫出來。但是由於那個時候寫東西不容易，但是你要體會，作者

的精神。這個是榮衛與脾胃的關係，是掛 ?的。  

如果脾胃陰陽上下不和，而且還有一定的邪氣為怪、為病，所以就會出現脾胃、上下陰

陽不和，而有關格之證。這是第三個問題。所以，我們講的這幾條雖然看著是一條一條

的，但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而且和前面的都發展聯繫。如果讀書學習能達到這樣一個

境界，這個書就活了。能夠把古人的精神瞭解透了，才能把他的思想瞭解無遣。  

這是上次課的主要精神。下面講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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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條“趺陽脈大而緊者，當即下利，為難治。”  

這一條論正虛脈實。正虛，是正氣虛，下利所以正虛，是虛證。脈實，脈是緊脈，所以是

實脈。正氣虛而邪氣實，這個病就不好治。  

趺陽是候脾胃之氣、脾胃氣盛衰的。趺陽脈大而緊，大主虛，緊主寒，意味著脾胃氣虛而

有寒邪，所以當即下利，這個人啊，就腹瀉了。當即，就是必然的。脾胃受寒邪所傷，所

以就會腹瀉了。下利了，腹瀉了，寒邪應該隨之減少，寒隨利減，那脈就應細、小，就符

合這樣的規律，這個病就好治，雖然正氣虛，但邪也衰了，所以是為順的。如果不是這個

樣子，脈還不變，還反見緊脈。緊而有力，只是個例子，不見緊行不行，見遲而有力，大

而有力，都是可以的。這個就反應了邪氣盛，邪氣並沒有因為腹瀉而減輕，因為脈還緊

還大而有力，邪未衰，但正氣卻衰了、不足了，正虛而邪盛，所以這個病就能治。而且這

個病也止不住，還要腹瀉。  

這一條一共 14 個字，但是這 14 個字，起的作用就大了。大家要推理啊。他舉的是這樣的

例子，其精神是什麼？實際上是告訴我們正虛邪實，脈應該微小而未微小，邪氣不服，

這個病就難治。這個精神推而大之，在臨床上，只要看到這樣的問題，就可以推理出病

易治還是難治，能得出兩個方面的問題。  

比如，一個人鼻子出血，出了很多的血。沒出血時，脈見洪大，身上煩熱。出血以後，身

涼，脈細，這個病就要好了，因為熱隨血減，正氣恢復、邪氣退了，病就好了。如果出血

以後，身大熱，脈仍洪大，這個病就不好治。  

所以脈緊，當即下利，脈仍緊的，就不好治，道理一樣。  

這個人肝硬化，肚子挺大，尿就是下不來。這時候西醫打速尿，尿下來了，這時候正氣虛

不虛啊。如果脈比較脈微、沉弱，這就是對的，如果瀉下以後，脈弦而有力，那就不好治，

邪氣不服。  

所以 14 個字道理明白了，要推而廣之，大而化之。不論見什麼問題，都有正邪關係的問

題，正常的，就好了，不正常的，病就不好治。事情怕反常，反常，就要認真考慮了。  

57 條“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於膈上

也。一作下。”  

這一條，是論胃虛食滯的脈證，脾胃虛而飲食不化滯留於中焦的脈證。這一條也有意思，

中醫的術語叫虛中夾實。人的中焦的胃陽之氣，是能消化飲食的，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他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一個是，脈弱

了，胃陽不足了，消化無力，這是一個情況。緩者胃氣有餘，就是因為胃陽不足，消化不

良，而使食氣、穀氣，填塞於胃，而不消化，這種情況叫緩者胃氣有餘。這個胃氣有餘跟

前面說的陽氣不足，是兩個概念。弱者，指胃陽不足而言的。緩者，指胃有停食而言的。

食填太倉，因為胃為水穀之海，所以胃為太倉。所以因為胃陽不足，消化不力，使飲食在

胃裏填塞了，就叫食填太倉，不是胃氣有餘，是不消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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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弱者、緩者說的是病理，下面說的是症狀。由於消化不及，所以噫而吞酸，噫就中

唉氣，吞酸就是吐酸水，消化不良的症狀。食穀不下，氣填於膈上也。  

胃裏有食滯啊，腹氣不順不能下行，所以就出現食腐吞酸，消化不良的症狀。所以這個

病，就叫做虛中夾實啊，主要在於虛。虛是胃氣虛，實，有消化不良的問題。通過學習知

道這個病，屬於食填太倉，所以我們就不能專門治實證。比如，這個人，食卒不下氣填於

膈上，用平胃散加交三仙、參曲、麥芽，用藥泄泄，清清裏面的食滯啊，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是虛中夾實，由於胃陽虛、消化不好而出現的實證，怎麼可以完全用消導瀉下

之藥呢？如果這樣就是忘記了胃陽虛這一個主要方面。所以治這個病主要一個方面要

溫養胃氣，一個方面可以加上一點消導藥。就象傷寒論有，“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半

夏生薑人參甘草湯當主之。”發汗後傷了脾氣了，脾虛不運了，有些痰濕邪，厚朴、半夏

是消滯滿的，但是裏面要加人參甘草，以補脾氣。所以這個病也是一樣，那個是脾這個

是胃。胃中夾實，有。。。。。於膈上，這個怎麼辦啊？單純消導，單純補，都是不行的，必

須補中有消消中有補，這樣才能達到治療虛中夾實的效果。大家想一想，張仲景沒給方

子，我們能不能給出個方子？希望大家回去想想。  

這個大家看一看，榮衛、脾胃都是有聯繫的，不是突然出現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有時可談榮衛有的可談脾胃。讀書要把上下左右看成一個問題來研究。  

58 條“趺陽脈緊而浮，浮為氣，緊為寒，浮為腹滿，緊為絞痛，浮緊相博，腸鳴而轉，轉即

氣動，膈氣乃下，少陰脈不出，其陰腫大而虛也。”  

這條主要是論胃氣虛寒之脈、證，同時涉及到少陰下焦虛寒的問題。所以這一條有點發

展。脾胃病而影響到少陰了。  

這條的重點，一個趺陽脈緊而浮，浮為氣，緊為寒。脈是趺陽，主於脾胃病。浮為胃氣之

虛，緊為脾之寒，就是說脾胃虛而有寒邪。表現在證候上，胃氣虛，就脹滿，緊為寒，寒

主痛，寒邪能凝澀氣血，脾胃有寒所以，肚子就絞痛，比一般疼痛嚴重。這個人脾胃虛寒，

腹滿、疼痛。浮緊相博，腸鳴而轉。胃氣之虛和脾寒之邪相互博接了，就是脾胃氣虛，而

又有寒邪，因此出現了腸鳴而轉，肚子響，腸胃之氣轉動，轉即氣動，腸胃之氣動。氣動

有上有下，胃氣動有上逆的，也有胃氣下降的。腸嗚而轉動，偏於下。所以這種虛寒之邪

影響脾胃之氣，脾胃之氣不能上升，隨著膈氣下降。膈是在上，是陽氣，腸是在下的，是

陰的。所以這種虛寒之邪，不但腸鳴而使氣轉，氣轉向下來，由於中焦脾胃陽氣不治，中

氣下陷，連著上面的膈氣也下來了。那麼，中焦脾胃的陽氣虛還有寒邪，氣又下陷，到了

下焦，影響到少陰。少陰脈不出，這裏有兩層意思。趺陽是在腳背上的，少陰是太溪脈，

那個就叫太溪。不出這兩個字用的很意思，不出有脈不是絕了，但是出不來，有，但是很

沉。為什麼不出？因為下焦的少陰的陽氣虛，又被中焦的寒邪所傷，所以少陰脈不出。

少陰脈不出，寒邪下溜於少陰，少陰陽氣受傷，其陰腫大而虛也。這是指男性來說的，陰

指前陰，這個腫大，這個虛，是陽虛有寒的。  

所以這一條，中焦有寒，寒氣相博而影響於少陰，這個學來很有啟發。在平脈辨證、辯證

論治，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現在我們就發揮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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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的寒邪不是一成不變的，都在中焦，要知道中焦之邪有個上逆和下溜。上逆，就吐

逆吐誕沫，胃寒向上來。下溜，中焦之邪下陷，下利，就和脾有關係了。如果下溜影響到

少陰。這個在金匱要略裏有個腎著湯，這一條，實際上是治中焦寒濕的，藥有白朮、乾薑、

茯苓、甘草，是治中焦寒濕的，但為什麼叫腎著湯呢？腎是少陰，著、著，就是說中焦的

寒濕，往下來了，下著於腎，所以腎就受了寒濕之邪了，因此出現了下焦寒濕、腰酸痛。

腎著湯的腰疼，說不出來是什麼樣的滋味，似疼非疼，似酸非酸，難受得無法名狀，很特

殊。坐著也不好，躺著也不好。中藥的藥要對了，大藥有大應，小藥有小應。效如桴鼓。  

一年我到山西，一個婦女，帶下特多，帶下太多，有白風，有血風。腰酸特別難受。我就

給他用了腎著湯，乾薑、白朮特多，兩副藥，就好了。不是只覺得寒涼，有的還有潮濕，

陰囊陰股，往外潮濕，有這個病症特點。所以有很多的陰囊潮濕，象坐在水裏一樣。  

所以從此證的道理就明白了。從腎著湯來體會這一條，這個道理就明白了。寒邪由於脾

虛、由於腎陽氣虛，從中焦到下焦，膈氣乃下，所以下焦也隨之虛寒。如果說 ，這個是屬

於胃，腎著湯就屬於脾。所以張仲景這幾部書要融會貫通，收穫就會更大一些。  

這一條在說明，脾胃之病不是孤立的，可以影響腎，影響到下焦少陰脈不出，可以由中

焦到下焦，影響到少陰的陽氣虛衰。  

59 條“寸口脈微而澀，微者衛氣不行，澀者榮氣不逮，榮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

卑不仁。榮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衛氣虛者，則惡寒數欠，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

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  

榮衛之氣在這條，又有新的發展。  

這一條的重點，論榮衛之病脈，和榮衛之病影響三焦失調的理論。所以榮衛不僅影響到

脾胃而且影響到三焦，這裏頭有幾個字要解釋一下。逮，有兩個音，一個是帶，一個是的。

澀者榮氣不逮，不逮是不及。榮衛不能相將，將，當作共字講、互助講。三焦無所仰，仰

字當仰仗講。榮衛之氣不能互助了，所以三焦之氣就沒有仰賴了。惡寒數欠，欠，呵欠，

欠氣。三焦不歸其部，歸，至，到。  

現在解釋一下這條的重點。頭一個是寸口之脈，寸口之脈是候榮衛的，太溪之脈是候少

陰的，趺陽是候脾胃的。  

寸口之脈微而澀，微者衛氣不行，澀者榮氣不逮。這一條不講大家都能明白。寸口脈微

而澀，反應了榮衛之行，受到了阻礙。這個阻礙，一個微一個澀，微是正氣不足，澀，澀

滯了，流通不得，跟虛是有關係的，所以脈微而澀。這是一個情況。是第一點。  

由於榮衛虛衰，榮衛不相將，不能互相幫助，說明榮衛之氣虛衰了，成為一個整體的東

西了，這就說明榮衛有病了，虛了，就會使三焦之氣就沒有仰賴了。意在言外，三焦之氣

得借榮衛之氣的滋養，才有力。三焦一無所仰，所以身體卑而不仁。不仁，就是身體有點

不用的意思了，包括身體麻木，沒有知覺，肢體的運動有了障礙，意思很廣。腠理是三焦

通彙圓真之處。三焦之氣虛衰了，無所仰了，三焦這氣不布，身體的皮膚腠理，肢體就會

受到了影響，所以身體卑而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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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榮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榮主血，榮氣不足，血不足，所以身體病的很厲

害，叫煩疼。張仲景用字有規律，凡是肢體的疼，就用疼，只要是肚子裏的疼，就用痛字。

所以煩疼，就是疼的很厲害。口難言，就是說話不利。這跟心有關係。心主血脈，榮氣不

足，血就少了，心主言，心受影響。難言還是能說 ，但是說話比較困難。現在我們臨床上

看病也有人能說話，但不流利。榮氣不足，血不能榮養四肢百害，且不養心，口就難言。  

第四個問題，衛氣虛者，則惡寒數欠。衛屬陽，陽氣虛，不能衛外，所以惡寒，虛了，就頻

數打呵欠，打呵欠就是引陽外出。實際上是陽氣不足的現象，  

最後又說到三焦的問題，三焦不歸其部。榮衛俱虛了，三焦必受影響。如果分一分呢，三

焦之氣各有所治，現在三焦無所仰了，所以三焦就不歸其部了，發揮他的作用。分而言

之，上焦不歸者，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飲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三焦的氣機都有生理

作用，這個生理作用可以作一個概括來講。上焦之氣是傳化的作用，中焦是腐化，下焦

是氣化。所以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之氣不歸其部，在傳化食物的作用就受到影響，傳化

不利，所以噫而想酢吞，噫就是噯氣，酢就是吞酸。上焦之氣是來於中焦的，傳化不利，

反應了中焦消化不良的症狀。中焦之氣不治了，胃氣腐化水穀的能力就衰退了，不能消

化水穀了，腹滿的症狀就出現了，上中焦實際上都是消化系統的問題。傳化，是從上而

來的叫傳化，中焦不能腐化，下焦不能氣化了，則遺溲。因為腎氣不能約束膀胱了，所以

就遺尿遺矢了。  

由此可見，榮衛之氣不但影響脾胃，可以出現脾胃的疾患，脾胃的病又可以影響到少陰

為病，而且現在，榮衛不足，還可以使三焦之氣無氣依賴，而有上焦不能傳化、中焦不能

腐化、下焦不能氣化的症狀。所以榮衛的變化，榮衛的氣衰，可以使三焦不治。這是仲景

學說的又一大特點。  

過去我們讀難經，難經所說三焦是別使，三焦連於腎，是通腎陽之氣的，腎陽之氣因為

三焦而流通於周身，是講命門真火的，這方面講的很多。到了後世的張景嶽等，所謂真

陰真陽論，以腎為大寶的，都是這樣的一個學說 ，在中醫裏影響很大。三焦之氣來源於

腎氣，在臨床指導陣地很大，專講大寶論腎陽的，也是內經上少陽屬腎，少陽指手少陽

三焦經，上聯於肺，故將兩臟。這是一個學說 。  

對於榮衛和三焦的影響，就是張仲景，明白地提出了榮衛虛，三焦無所養，是從後天來

講榮衛與三焦的關係。但是這一支，不敵命門真火這一支。這個是比較古老的。所以能

過辨脈法的學習，開拓了我們的眼界。從一個腎氣與三焦一個學說 ，變成了榮衛與三焦

兩個學說 。三焦不僅於先天有關係，與後天脾胃榮衛陰陽也是相當有關係的。  

從榮衛的開始、發展、結合於臟腑，再到三焦，張仲景步步為營，層層深入，層層深化，

把人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所以古人讀書的時候，有拍案叫絕 ，心花怒放。當我

們看到三焦與榮衛的關係，過去是聞所未聞，這樣來看，清朝的三焦辯證、榮衛氣血辯

證，是相通的，它的來龍去脈，看看葉天士、吳鞠通他們對於經典著作是研究有術的，是

有其淵源的，有其師承的。  

從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我們理論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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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條“趺陽脈沉而數，沉為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  

這一條論脾胃之脈以測證，然後知其順逆之變。  

上面講榮衛，下面就是脾胃，所以榮衛脾胃是互相吸引的。趺陽脈沉而數，沉為在裏，趺

陽脈沉，為實，是裏實，脾胃內實。數，主熱，熱才消穀。點明了脾胃有實熱，所以才消穀

善饑，這個叫順，這是對的，是脈證相符的，沒有矛盾，是應該的。但是緊者病難治。如

果脾胃的脈出現了緊脈，這個緊有弦的意思，古人緊與弦有互相假借的意思。苓桂朮甘

湯的緊就是弦。脾胃有了病了，又出現了木脈，出現各種症候且不論，脾胃之脈出現弦

脈，可以肯定是木來克土，從縱橫順逆來看，是縱，是相克之脈，是逆。脈沉而數，消穀

善饑是順，如果脾胃之病在趺陽之脈出現弦緊之脈，就是逆，是不符合病的正常的情理

的。是相克之相，所以病難治。  

當醫生，要看到這樣一個問題，預先就料到這個病就不好治。學了這個了，就是要就是

論事啊。這個要推而廣之，大而化之。脾胃病在臨床上很多，脾胃病就是怕見弦緊之脈，

是肝木克脾土之相。  

這個還很有意思。比如現在肝病很多，一個人出現了脾胃病了，心下痞悶，吃東西消化

不好，大便稀，但脈見弦，治的時候一方面疏肝理氣，一方面補養脾胃，治的也很對頭。

我現在有一個病人，西醫說他的脾、胰有癌變的意思，我給看了二年多了，就用小柴胡

湯一個方子，大概幾百副藥了，以前脈弦，弦的厲害，逐漸變滑了，現在脈弦而軟了，勁

不是很有勁了，弦脈在變，不弦了，所以大便逐漸變好，面色發紅，病就向愈了。所以邵

康節說 ，知機其神乎？所以當醫生的，一看到脈證，就要知道未來，知道怎麼變，微妙在

脈，不可不查 。所以知道義理，來推廣，就不是一脈一證的問題，而是成了準則的問題

了。  

61“寸口脈微而澀，微者衛氣衰，澀者榮氣不足。衛氣衰，面色黃；榮氣不足，面色青。榮

為根，衛為葉，榮衛俱微，則根枯槁而寒栗、咳逆、唾腥、吐涎沫也。”  

這一條主要是論榮衛不足色脈之診。趺陽完了就寸口了。太溪候腎。寸口候五臟六腑之

氣，但是是脈回太淵，肺朝百脈，是以肺為本的。肺、脾、腎，各有其脈。寸口候肺，這就

是仲景的脈法。如果寸口脈來微而澀，微，衛氣衰，澀，榮氣不足。榮衛之氣不足了，有

一個反應，在脈，脈微而澀，一個是在色，衛氣不足面色黃，榮氣不足面色青。榮為根，

衛為葉。榮衛有個關係，榮主血，主裏，猶樹之根，衛行脈外，故似葉。榮衛是樹，榮衛是

相交，榮衛俱微，則根葉枯槁，沒有滋養的，樹就乾死了。在人，則寒栗、咳逆、唾腥、吐

涎沫也。寒栗，心寒為栗，從心裏發涼。寸口屬肺，這就是肺氣虛寒、津液不布不足之相。

上一節講到榮衛氣衰，影響到下焦的腎氣虛。現在論寸口榮衛氣血不足，肺氣虛，陽氣

虛就寒栗、咳逆，氣血虛，不能敷布津液，吐腥，腥，是不是有點帶血意思啊。還吐涎沫。

上焦虛寒，肺氣虛寒。一個榮衛的問題，可以影響到三焦，也可以影響到肺氣，還可以影

響到腎氣。  

榮衛這個理論，推而廣之，大而化之，不可輕視。榮衛對於三焦六腑五臟，無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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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同時補充了色診，是望而知之。色脈之診，色脈要相合。  

 

今天講第 62 條，文章的層次一個是講寸口一個講趺陽，寸口辨榮衛，趺陽辨脾胃。這就

是說榮衛和脾胃是有直接關係的。也可以說 ，榮衛是標，脾胃是本。認為到這樣的文章

的章法，我們學起來，就感覺有興趣、有意義、有啟發。  

62 條“趺陽脈浮而芤，浮者胃氣虛，芤者榮氣傷，其身體瘦，肌肉甲錯，浮芤相搏，寒氣

微衰，四屬斷絕 。四屬者，皮、肉、脂、髓。俱竭，宗氣則衰矣。”  

這一條的內容就是從趺陽部位的脾胃之脈的不足，而影響榮衛、宗氣的不足。顯示了，

脾胃後天之本的重要意義。  

我們講了榮衛、脾胃講了很多內容了讓我們回憶一下。脾胃跟氣血、榮衛、三焦、少陰腎

氣、肺都有關係。  

這一條講的範圍就更廣了。脾胃虛衰，可以使榮衛虛衰，榮衛虛衰，可以使體瘦肌膚甲

錯，還可以使宗氣虛衰，四屬斷絕 。以反應脾胃之氣的重要意義。  

衛和榮，衛是水穀精微之悍氣者也，就是剽悍滑疾，行於脈外，很有勁，跑的很快。榮是

水穀之精氣，藏於脈中。這兩個氣一個在脈外一個在脈內 ，此二氣都秉受於胃，可以說

脾胃胃為榮衛之母、之源。現在，趺陽之脈脈浮而芤，實際上就是芤脈，浮大而空為芤，

為亡血之脈，輕取有，往下按就中空了，邊有中空方為芤。趺陽脈浮而中空，反應了脾胃

之氣的虛微，所以才見芤。脾胃虛微了，榮衛就無所秉受了，榮衛一衰，就不能夠充養於

周身，所以人見消瘦，血減而瘦。所以身體瘦與榮衛虛是有關係的。另外，榮衛不能充養

於肌肉，肌肉又叫肌腠，是榮衛之氣、三焦之氣溫煦、充養的地帶。現在榮衛虛了，衛是

氣，榮是血，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血不能濡養，肌膚甲錯。甲錯，就是皮膚粗糙不泣

潤澤了，有角質，這是輕的，重的，就是起鱗。所以魚鱗病當在此條裏求。  

宗氣，什麼叫宗氣呢？就是水穀之精微，上聚於胸中，以灌心脈之氣，就叫宗氣，在胸中

兩乳之間，是膻中。所以說宗氣，是水穀精微之氣彙聚的地方。為什麼彙聚於胸中呢？

人受氣於天，秉氣於地，水穀就是從地上來的，受氣於天，就是呼吸，就是因為呼吸所以

才和水穀之氣相結合，天、地之氣結合才能發揮作用，為人所用。所以水穀之氣上聚於

胸中。現在脾胃氣衰，脾胃之氣不足，聚於心中之氣就不足了，所以宗氣就衰微了。  

宗氣不足，問題就多了。最明顯的，因為脾胃主於四肢，脾胃之所以主於四肢，要借賴於

宗氣，宗氣衰了，那四肢就無所主了。為什麼脾主四肢？不要簡單地單方面來考慮，要

辯證。因為四肢是個勞動的器官，人的活動全在四肢，勞動就需要大量的水穀精微之氣

支持他。所以脾胃之氣支持他，所以人才能勞動。一般則這麼講。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反

過來說 ，脾胃為倉稟之官，既然是管飲食的，就有代謝的作用，精者為人所用，糟粕排出

體外，有這樣的作用。所以脾胃的代謝，對於水穀的消化吸收，也要通過四肢的活動，才

能消化，才能吸收，很好地完成新陳代謝。講脾胃主四肢，要從這兩個方面來講。所以現

在提倡運動，就能多吃飯，脾胃就好。脾主四肢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四肢幫助脾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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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藏血，肝是藏血的，但是血又是能養肝，如果不能養肝，又是另一個問題。不要講單方

面，要講辯證的。  

宗氣虛了，宗氣是推動血脈、推動心臟，灌心脈嘛，宗氣虛衰了，脾胃之氣就虛了，脾胃

氣虛，就不能灌四肢，四肢之氣無所秉了，四屬斷絕 ，這個人就懈怠了，無力了，嚴重的

手腳發涼。  

通過這一條，把脾胃之氣、榮衛之氣、宗氣三者拉在一起了，反應了三者的關係。在臨床，

從辯證診治、從理論到實踐，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支援、啟發。比如心臟病，心悸、早博，

這些病是客觀存在的，怎麼治？這些年，我總結出一條，就是吃人參。人參為什麼管用？

人參這個藥，就是能補脾胃之氣、補宗氣，就能使宗氣灌心脈。補中益氣湯，就是用人參

補心脈。這就反應出來，脾胃之氣、榮衛、宗氣的關係，聯繫性。所以張仲景在調和榮衛

的桂枝湯裏陽光三疊：一個是加人參，一個是加附子，一個去甘草加黃 ?叫黃 ?五物湯。很

意思。很符合這一條的精神。  

63 條，“寸口脈微而緩，微者胃氣疏，疏則其膚空；緩者胃氣實，實則穀消而水化也。穀入

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榮盛則其膚必疏，三焦絕經，名曰血崩。”  

這條更有意思了。這一條也論榮衛的，榮衛和三焦、血崩之間的關係。  

這一條裏要明白方法。因為漢朝有很多倒裝句。  

寸口脈微而緩，微者胃氣疏，疏則其膚空。這是主筆。緩者胃氣實，實則穀消而水化也。

這個是賓筆。賓筆是陪襯主筆的重要性的。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

是點睛的筆法。這三種筆法明白了，其他的就好解釋了。  

寸口這脈是講榮衛的，趺陽之脈是講脾胃的。張仲景先以寸口論胃所之虛，所以叫微者

胃氣之疏，微是輕微了，脈無力了，三部無力按之怯小，似有似無，微是衛氣疏了，疏是

稀疏，不厚了不密了，衛者衛外而衛固也，是保護體表、肌腠的，氣應該比較密，很密緻

地，才能主表。現在脈微了，說明衛氣不足了，衛氣就疏了，就不是很密緻，不足了。疏

者其膚空。這是主筆。  

再說賓筆，緩者胃氣實，實則穀消而水化也。如果屬於胃氣實，脾胃不虛，脈就不微，而

見緩，這個和疏就不一樣了。所以是賓筆，來陪襯主筆的，是對比的。來突出胃氣疏。這

樣來看，脾胃對於榮衛是很重要的。  

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榮衛是來於脾胃的水穀的。既然胃氣疏了，

脾胃之氣就不足了，意在言外。榮盛則其膚必空，三焦絕經，名曰血崩。這裏的榮盛，不

是指榮氣實講，不是這個意思。這個榮盛，指的榮氣有病了，而使榮衛不和，榮衛氣血陰

陽本是相將而行，互助的。現在榮衛不和，必有原因啊，如果是榮裏有邪了，而使榮衛不

各，榮有病不能支援衛氣，則其衛氣必空疏，就不緻密，不能固體表了。榮衛不相將，衛

氣空疏了，必然使三焦不為所養，不歸其部，三焦絕經，三焦有三焦經。這絕 ，在這裏應

該當“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資曰絕 ”講。為什麼呢？行而無資，但家裏有錢，只是暫時

的手頭不寬裕了，但是在家裏沒有錢，就是真沒錢。這裏三焦絕經，認為三焦之氣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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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的關係的問題。三焦的資，能夠營養的能量等，是來源於榮衛的，所以三焦也就絕乏

了，就象居而無資了。絕經，就是三焦經的氣也絕了，這個樣子，榮衛之氣虛，三焦之氣

虛，同時榮中有邪，將會有血崩之變。  

血崩之變是發於前還是發於後？是在三焦絕經前發生的，還是在後發生的？我認為兩

個都有可能，即可見前又可見後。發於前，必然有榮不和，三焦不利；血崩了，也可見榮

衛不和，三焦不利。  

64 條，“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為寒，微則為虛，微緊相博，則為短氣。”  

這一條，是論脾胃虛寒之變，而變為短氣。這裏頭，應取其義，而不記其形。什麼道理呢？

趺陽脈微而緊，脈微而緊不能同見，這是相矛盾的，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所以就不要

取其形了。所以成無已很有頭腦的，他的注解是“中虛氣緩，氣之短也”。避實就虛，而不

提微緊。因為不好提。  

緊則為寒，是說脾胃中洲而有寒，微則為虛，還是說中焦氣虛。虛者脾胃正氣虛，寒則為

有寒邪，虛寒相博，則這個人宗氣不足，出現短氣。這是兩太陰病──手太陰肺、足太陰

脾。脾胃虛寒，肺就虛寒。不但是氣短，下利啊、不欲飲食，也可以出現的。這個是說明，

中焦脾胃虛寒的病理的變化。  

所以趺陽脈微而緊，虛寒可同見，但脈不會同見。  

65“少陰脈弱而澀，弱者微煩，澀者厥逆。”  

這個是少陰陰陽兩虛的脈證。少陰脈，一般是說太溪脈。傷寒教研室過去有個陳老，陳

慎吾。寸關尺，關代趺陽，尺代太溪。但是按照平脈法，太溪主少陰。  

少陰脈陰陽兩虛，見一不足之脈了，一個是弱，一個是澀。沉而力叫弱，來利不利叫澀，

往來難短且散。弱者，主陰虛，不能配陽，陰不敵陽，微微地有點發煩，陰氣虛不能配陽，

陽動故微煩。澀者，是陰陽氣虛而氣澀，陰陽都虛，脈道不利，所以可以出現厥逆，手腳

發涼，陽氣不達於四肢。  

66“趺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硬。”  

這一條是論脾氣不得升降的脈證。  

趺陽脈，屬於脾胃，脈不出，脈很沉微，但不是絕了，還是脈的。為什麼脈不出呢？因為

脾氣衰微，脾氣虛了，脾氣就不能升清降濁，不能上下。脾能上下，所以才能新陳代謝，

才能運化水穀，才能把水穀之精氣布達於周身。現在脾氣已經很不足了，所以就不能生

榮衛了。這個樣子，身冷膚硬。脾氣不能升降，榮衛無所秉，榮衛之氣血，不能溫煦周身，

溫養膚腠。  

總而言之，有的由榮衛虛衰推論到脾胃的虛衰，也有從脾胃論到榮衛虛衰，來發揮在臨

床上，要分清是由榮衛引起的脾胃還是脾胃引起的榮衛不和，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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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

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為屍厥，當刺期門、巨闕。宗氣者，三焦歸氣也，有名

無形，氣之神使也。下榮玉莖，故宗筋聚縮之也。”  

這一條，論少陰脈，少陰脈不至了，趺陽脈不出，少陰脈不至，是對帳，一個是論先天腎，

另一個是論後天脾胃的。這條就是論少陰脈不至而形成屍厥的脈證、治法。  

屍厥不是行屍。古代裏學有這要樣的名稱。  

太陰脈不至，是腎脈，是有脈但未絕 ，或者是脈很沉很沉，很不明顯。少陰脈不至，腎氣

微，而精血不足。精血少了，腎氣衰微了，屬於虛證。少陰有一個特點，少陰主蜇，封藏

之本，精之處也，是根器。在下焦，有蜇藏的作用。少陰是陰，藏的是陽，陰中有陽，水中

有火。這個陽是在陰裏，不但要藏，還要封，不能隨便出來。出來就是戴陽、格陽，就危

險了。  

腎主蜇，驚蜇，指小生物深入到土層最深入，不動了，但是有生命的。但是到春天，一打

雷，就又出來了。腎為什麼叫蜇呢？中醫認為，男子的腎是有生育能力的，和精子、精血

是不一樣的，所以要封藏的，很重要的東西才叫精，人所藏的、最好的東西、最重要的物

質、能生人的，要封藏，誰能封藏呢？只有腎。  

所以腎有潛藏的力量，因此，腎裏的陽，叫龍歸大海，大海中藏有火光。所以人的陽氣蜇

藏於腎的，才是封藏之本。  

現在有病了，腎氣虛，少精血了，就影響到蜇藏了，陰不能潛陽，水不藏火，陽氣就上奔，

奔是很有力的，從底上向上上氣的，力量很大。氣上沖心、撞心是有區別的。促迫，形容

跑的太快，很疾，由下而上就上於胸膈。胸中有宗氣，宗氣遇上奔之虛陽之陽氣，阻止宗

氣的運行，阻撓宗氣的功能，宗氣就會凝聚，宗氣是灌溉心脈推動血脈的，宗氣一聚，所

以就血結於心下，氣血就不行了。這是影響，是病理的影響。影響的實質是寒，因為下焦

虛寒之氣使得陽無根，形成無根之陽，被陰寒隔拒於上的陽氣，所以周身被陰寒籠罩，

所以宗氣反聚，血結於心下。先天的腎陽，是陰陽之根，後天地陰陽為水穀之陰陽是氣

血之陰陽，要聽便於腎陰陽，所以腎陰陽不和，腎陽衰了，膻中的陽氣就聚了。  

陽所退下，熱歸陰股。陽氣有上有下，陽氣上行極而必下，就叫陽氣退下。陽氣退下時有

什麼樣的病變？陰股間熱，陽氣從胸膈退下，就退到大腳裏面，陰股間熱。陰股屬陰，退

下陽氣與陰相動，就會使人推動知覺，什麼喪失神識。這個屬於陽氣虛而陰氣盛，陽氣

被逼而上至胸膈，使宗氣反聚血結心下，上行而極，陽氣退下，下至陰股，又因陰股之地

陰盛，陽與陰博，想回回不去，與陰相動，形成無家可歸的遊子，虛陽之氣與陰寒之邪動

搏動，就發生了失去知覺、喪失神識，就形成了屍厥。  

屍厥，主要是陰陽氣血逆亂，少陰之陰陽之氣互相格拒。這很危險。應當急救，不急救，

這個人就可能死亡了。張仲景在平脈篇沒有治法，只有這條，有治法：當刺期門，以活血，

刺巨闕以疏通聚結之宗氣。這個病就活了，然後再吃藥，再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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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厥是古代的病名，這個病在診斷上很容易被判斷為死，實際上沒死。雖然是沒死，但

是這個病也是很嚴重了。所以應當急救，治慢了，也容易發生危險的。刺期門巨闕是急

救的方法。  

這兩個穴，期門是肝經的木穴。熱入血室，就有刺期門之法。所以刺期門，是肝的木穴，

肝主血，刺能疏導血脈。巨闕是任脈穴，與期門穴相平，巨闕偏於裏，刺能行氣。  

總而言之，是少陰之氣陰陽不和，使陽奔於上，不歸根，本身是寒證，陽證是假相。所以

而使氣血凝滯，這個氣血是胸中之氣血，就造成屍厥了。張仲景最佩服的就是扁鵲的，

在其序裏有說過。  

所以古代醫學，有急救之法，現在的急救都失傳了。中醫的急救之法，很絕 ，什麼病有什

麼急救之法。隔陽病有隔陽病之法。現在形成了，中醫只能四平八穩看大方脈了。醫學

就怕失傳，不傳也叫絕 。所以反過來說 ，中醫沒有急救之法，是不正確的。  

這些條，51、69 條只有這一個治法，雖說是一個特殊的情況，按照平脈辨脈是沒有的，但

這條是急救的。所以當醫生還得會針灸，針灸確能治病，有的時候，針灸不在湯液之下。

張仲景治重要的病，都是先針而後藥。  

第二，是真得講臟腑經絡，現在人都說什麼六經非經論，什麼太陽不是太陽，那是錯的，

不是搞中醫的。太陽經就是能解表。  

所以針灸，是中醫一大優勢，現在日本人在追。實際上，還是在中國的中醫。所以大家得

努力。不努力就被人超過了。  

66 條“寸口脈微，遲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也。”  

這條以尺寸的陰陽之脈來辨陰陽存亡之法。寸脈與尺脈相比較。  

寸脈微，寸屬陽，關前為寸，陽氣虛微。尺脈緊，也可以叫弦，主陰寒之氣盛。一個是陽

虛，一個是陰盛，這樣就造成了，陰陽的盛衰，陽不攝陰，所以就多汗，就虛損多汗，不

是一般的汗是很多的汗。這樣子就知道了，陰有餘了，絕不見陽也，此“絕 ”有絕對、斷絕

的意思，而不見陽，是陽亡了。這個樣子，就是純陰而無陽之症。陽亡在汗出，陽不能攝

陰，意思著陰盛陽亡了，是個死證。  

脈法裏，有寸尺，還有寸尺的對比的問題。金匱要略裏胸痹，胸痹心痛，也是寸微而尺弦，

胸中陽虛，而陰寒氣盛，胸痛徹心，心痛徹背。實際上，寸脈與尺脈有時候是不一樣。左

手與右手的脈也不一樣。所以微細在脈不可不查 。脈有七種診法：上下左右浮中沉。這

個是非常重要的。  

67 條“寸口諸微亡陽，諸濡亡血，諸弱發熱，諸緊為寒。諸乘寒者，則為厥，郁冒不仁，以

胃無穀氣，脾澀不通，口急不能言，戰而慄也。”  

這一條的主要意思，是講平脈辯證。第二個意思是脾胃虛寒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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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冒不仁？不仁，是失去知覺。郁冒，就是昏冒，頭目昏冒。證狀來說 ，就是頭目昏冒，失

去知覺。  

諸字，有兩種意思，一個是發語詞，沒有多大意思。一個是當作大凡，凡是。一般當成發

語詞，醫宗金鑒就當成凡是。  

寸口諸微，主陽氣虛，微者薄也，為亡陽，當丟失陽氣講。諸軟脈，濡軟無力，為亡血的

脈相。諸弱，弱脈，血虛，是沉而無力，是陰虛，陰血虛，陽氣易動，容易發熱，是陰虛發

熱。諸緊，緊有三個病，一個是講寒，因為有寒所以二又主痛，三主實，凡是寒邪為病，

都見緊脈。諸乘寒者，則為厥。要是為寒邪所乘的，乘者所加，寒邪加於人的陽氣，而使

手中厥冷。脈微細，在手中厥冷，是陽氣虛，陽虛不達於四肢。脈緊，手足厥冷這個叫諸

乘寒者，寒邪太盛傷陽。所以傷寒論裏少陰病篇脈微、脈緊都可以出現手中厥冷，一個

是正氣虛，一個是寒邪盛。郁冒不仁，以胃無穀氣。傷了陽氣了，陽氣受傷，氣血都受寒，

外邊手足厥冷了，陽氣和氣血虛，不能行於上，達於四肢，如果不能上升於頭目，而郁冒，

甚則不仁，失去知覺。這個都說明寒邪的勢力太強盛。這是一個層次。  

下面就談脾胃了。人身的氣血，是從脾胃的水穀精氣而來的。如果說 ，胃裏沒有穀氣了，

胃就不能上輸水穀之精氣於脾，脾無東西可運，脾就澀滯不通。在這樣情況之下，不但

是是脾氣不通，水穀之氣不能內歸於心，心無所養，而脈無所榮，所以就口急不能言。穀

精之氣不能上輸於肺，肺氣不足，上焦開發，宣發五味，所以心裏發涼，渾身發抖。這主

要是穀精之氣不能上輸於脾、心肺，皆因胃無穀氣而致。  

此二者有什麼關係？因為他所講的，亡陽、亡血、傷了陽氣了，這都是和脾胃、脾氣虛、

心氣虛、肺氣虛有關係的。所以榮衛、氣血、虛寒。脾胃之氣就虛寒，脾胃之氣虛寒，五

臟六腑之氣也就虛寒了，不再是一臟一腑的問題。所以脾胃是後天之本。  

 

所以我認為榮衛氣血脾胃，說的已經到家了，比其他的其餘要入木三分。所以我們把這

麼的知識，學到手中，體會太陽病篇第十二條桂枝湯，何雲魁說 ，滋陰和陽，為眾方之魁。

作為第一張方了放在前，意義很深。  

68“濡弱何以反應十一頭？師曰：五臟六腑相乘，故令十一。”  

這一條講胃脈，很重要。  

脈得有胃氣，所以胃為五臟六腑之根本。有胃氣則生，無胃則死。這是從生理上講，五臟

六腑皆秉氣於胃，反應於脈，脈以胃氣為本。胃氣脈濡弱，濡者軟也，很沖和。濡弱和緩

的脈就是有胃氣的脈。  

所以問“濡弱何以反應十一頭？”十一頭，就是十一個。濡弱之脈為有胃氣之脈，適應於

十一臟。這十一個器官都得要有胃氣，脈都得見有濡弱之脈。平脈篇快要結束了，張仲

景提出脈以胃氣為根本。脈有胃神根，得要體會，他說的這些話都是客觀存在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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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因為人的思想往往有隋性，但在學習時得研究，得體會，下功夫，人得會學習，但

要時習之。在臨床實踐，就得實踐。  

所以有胃氣之脈，還有胃氣之色，比如脾有胃氣之色，譬如雄黃外包白絲。所以知道生

脈才知道死脈和病脈。生脈，就是有胃氣則生。如果有胃氣，則是人病脈不病，如果一個

人身體很健康，但脈無胃氣，叫脈病人不病，曰行屍。  

所以五臟六腑之間的關係，腑為陽，臟為陽，這個關係就是生克制化，但是在這些問題，

首先看脈是不是有胃氣。如果有胃氣就好。沒有就不好。所以脈以胃氣為根。  

所以渚濡弱，可以識十一臟的脈氣。  

69“問曰：何以知乘腑？何以知乘臟？師曰：諸陽浮數為乘腑，諸陽遲澀為乘臟也。”  

這一條，論病邪乘臟乘腑的問題，從脈法上加以說明。  

這一條，跟五臟六腑十一頭是邊續而言的。因為五臟六腑有相乘之力。病在臟腑之間誰

加於誰？  

諸陽浮數，是陽脈，故入腑，諸陰遲澀，是陰脈，故入臟。  

邪氣是加於六腑還是五臟，要從脈的陰陽上看。陽脈主陽，邪加在六腑，陰脈主陰，邪加

在五臟。這是其一。  

也有，六腑之病脈可見陰之遲等，五臟之病脈可見陽之數，這種情況也是有的。這個就

要看是六腑之邪加於五臟，五臟之邪加於六腑，這又是另一個情況。所以這裏只是舉個

例子，陽邪加於六腑是見陽脈，陰邪加於五臟是見陰脈，這是一個方面，五臟之邪加於

六腑，六腑之邪加於五臟是另一個情況。  

但是，脈分陰陽、分寒熱、虛實，可以類推，我們不是講柯雲伯的五個看法，就把這個問

題解決了。但這一條，是在十一頭後面，有一個意思，什麼意思呢？就是無論乘臟、乘腑，

腑邪乘臟、臟邪乘腑，但是要以有胃氣為生，為順，無胃氣就為逆，就危險。  

這兩條講五臟六腑為發病核心，核心在脈法上，脈應見有胃氣的特點，來判斷病的順逆

吉凶。  

平脈法就介紹完了。平脈法多，比辨脈法內容多，且有些發展。現在我們就做一個小結。

小結不是流水帳。主要我們要把平脈法的幾個重點問題提出來，在研究中，有所側重。  

平脈篇是在辨脈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分為總論、個論。  

在總論上，平脈提出了脈的生理、部位、狀態、適時之脈，五臟的平脈，以及診法上的色

脈合參等都加以 ?述，是指導個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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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論裏，主要有 15 個問題，一個是論脈與氣息的關係，呼吸者脈之頭也。當醫生的臨切

脈，是憑我們的呼吸。現在有人說了，張仲景那時沒有手錶，沒辦法講呼吸，現在有表了

就另呼吸了。但是中醫的特點必需講呼吸，因為脈與呼吸是相通，有呼吸脈有來去，來

者為陰，去者為陰，是來的快還是去的快啊，如果拿表，來去虛實就沒法看了。所以脈是

講呼吸，就有來去的問題，脈來有快、有慢，脈去有快、有慢。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

這是門學問。古人說常以平旦診病人，這時人的精力旺盛，才能體查脈相。一是脈隨呼

吸而至，有呼吸脈就有來去，就有盛衰。  

二，脈有舉按之法，浮中沉，舉按尋，考量指頭的力量。這個是做什麼呢？舉按尋候五臟

之氣的，一個候表裏陰陽的，一個是候五臟之法。連這個都不會還當什麼中醫啊。  

三．根脈的重要性。講尺脈，尺為根，少陰為陰陽之根。如果說浮中沉是候五臟，脈的兩

尺，太溪脈就是關乎人的生死。前面的三個是脈學的基本功，呼吸結合，是測脈的來去

盛衰；舉按尋是候五臟之氣；寸關尺要以尺這根。這三點是最基本的。  

四、講脈的縱橫順逆，講脈的關係。脈有相乘，有縱橫順逆，也就是在以陰陽為綱以五行

學說來講脈之間的聯繫，來反應聯繫中的生克制化的，適時之脈、五臟之脈都是以五行

來聯繫的，從而有縱橫順逆之變  

五、論六種殘賊之脈，能為人病，也是經常遇到的，要引起我們注意，要很好體會。弦滑

浮緊沉澀。  

六、論適時的平脈，和無胃氣的死脈。非時之脈，就有生克制化的問題，是正常還是不正

常，要和縱橫順逆、五行聯繫結合起來，以判決死、生、疾病。所以脈有三種作用。如果

光看病不知生死，是盲目的看。  

七、論生死之爭，一個是沒有胃氣，一個是陽絕 。  

八論行屍之脈，內虛之脈，是不同的，一個是有胃氣，一個是無胃氣。所以刻畫了病脈、

生脈、死脈。時時刻刻，要與病、生死聯繫起來。  

九、論陰中伏陽之變，少陰微滑，尺微滑，陰裏有熱。  

十，在此之後，以榮衛強弱論人體的氣血脾胃、三焦之氣的影響，其中雙穿插了榮衛、趺

陽、太溪的關係。總的來說 ，榮衛、脾胃占的比重大一些。榮衛的影響在這裏說的比較全

面。所以有三個關係：榮衛與三焦、脾胃、五臟、整體。  

總體來看，脾胃之脈為根本，無論脈如何變化，但是提出了，濡弱為脈之十一頭。  

以上就是平脈法的內核，主要的東西。學了這一篇，要解決什麼問題？學了什麼問題？

要心中有數。  

講新的內容。現在講傷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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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第一要講脈呢？因為脈是指導辯證的，脈是診法。診法是手段，通過診法達到辯

證。所以仲景在第一新卷講脈法。今天講傷寒例，這就涉及到傷寒雜病論的實質的問題。

傷寒，從傷寒例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是狹義的，冬天，十、十一、十二月，寒氣傷人，為正

氣傷寒，二包括了廣義的傷寒，凡是外感、疾性發熱病都叫傷寒。同時，這本書，是強調

伏邪的。有即發的，不即發的。即發的，是傷寒，不即發的，適時而發。伏邪的病，也是由

傷寒而來的，也屬於傷寒之內 ，是廣義的傷寒。總而言之，傷寒例的傷寒是廣泛的，有正

令傷寒，也有疾行熱病在內 ，是一個綜合的論述。  

為什麼叫傷寒例呢？例，是準則的意思，是模仿學習的準則。學傷寒，研究傷寒，要以這

部份內容作為準則。所以叫傷寒例。  

這一篇是講外感病，就跟天之六氣，四時、五行要發生聯繫。外感病，就有風寒暑濕燥火，

春夏秋冬，就有跟自然界的氣候有關。  

第一條，“陰陽大論雲，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冽，此則為四時正氣之序

也。”  

這一條論四時的正氣，正常的氣候，陰陽大論是一本書，張仲景在傷寒論原序裏提到這

個問題。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繼續了素部、難經、陰陽大論。所以這條是引文。現在有

的人說 ，這本書不是張仲景的，是王叔和的。王叔和是整理的但不代表是他的著作。現

在有人不太重視傷寒例是不正常的。  

春天的氣候應該是溫和的，就不是寒冷，也不是炎熱，既不冷也不熱。在於溫在於和。春

氣溫和是正令。夏天的氣候暑熱，熱和溫就不同了，秋天的氣候是清涼的，冬天的氣候

冰冽，很寒冷了。以上說的，是四時正常氣候的順序。〔  

這裏頭有兩個理論，一個理論是看成無已的注：春夏為陽，春溫夏熱者，陽之動始於溫

盛於暑者也。秋冬為陰，秋涼冬寒者，陰之動始於秋而盛於冬者也。是符合陰陽的規律

的。  

第二個理論是以五行學說來說 ：春天屬木，木之氣為風，故溫和，木生火，所以天就熱了，

到了夏天，夏天的火熱，故生土，土為長夏故為濕氣了，土能生金，所以金之氣就清涼，

金生水，冬天為寒水之令，故冬冷。這是按五行來解釋的。  

總而言之，四季的節氣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樣子是有範圍的，是黃河流域為中心的疆域，

才有這樣的四季。拿到別的地方就不行了。有一些地方四季不分明，熱帶，一年總熱。所

以這個書有一定的地理環境，不是全世界都適合的。  

先說四時的正氣。  

2.“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  

這一條論傷寒，人為什麼得傷寒的原因，和預防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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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預防，是積極的，治療那是第二位的。傷寒，是為寒邪所傷，因為冬氣冰冽，寒冷。  

現在的節氣有點變化了，我是東北的營口人，我小的時候，營口的冷，比如老年人，到冬

天，眼眉鬍鬚都是白霜的，小便的時候，邊撒邊凍，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太冷了。所以地氣

有點南移，不是很好。  

因為寒是肅殺之氣，所以萬類深藏。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的生物，都深藏，以躲避嚴寒。所

以懂得養生的人適應冬天的深藏，就需要謹避嚴寒，人的居室也要固密，不能讓寒氣進

來，這樣人身的陽氣才不能受寒邪所傷。四氣調神大論曰：嚴冬，勿擾乎陽，是養藏之道，

要叫人的陰精陽氣收藏，所以到了春天才能長。冬之藏，不僅防傷寒，還能防溫。冬不陰

藏，甚至陰精虛了，已經化了熱了，到了春天一感冒就化了熱了。“去寒就溫，無泄皮膚”

這樣就不傷於寒。這是預防之法。  

觸冒之者，乃名傷寒。此為正令傷寒，太陽病篇，這一般都為麻黃湯證。過去，這些書都

不好講，一講就上綱上線了，四氣調神大論也不能講。這個是從醫學上講的這個理，醫

學有醫學的範圍。  

3.“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  

如果人傷於四時之氣，春風夏暑秋濕冬寒，都能讓人生病。這就是說 ，四時之氣皆能為

病，就不是獨兒傷寒一種。為什麼要把傷寒提得這麼重要呢？就是因為，傷寒為害，因

為它的特點是最為殺厲之氣，最為肅殺、猛烈，就象箭一樣，力量很強。  

從這三條來看，讀者體會張仲景有這麼幾個意思，一是四時有四時之氣；二在四時之病

當中，傷寒為最重，所以要防寒；三，因為四時之氣都能為病，但是傷寒的邪氣最為殺

厲。  

4.“中而即病者，名為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

病者，熱極重於溫者。”  

這一條是論即病與不即病的差別。即病為傷寒，不即病的是伏邪，叫溫病。是不是都中

而即病？雖然傷了寒了，但不當時發病，寒毒藏於肌膚之中──中醫的伏邪，伏邪潛伏

下來，到了春天就變成溫病，至夏就變成暑病。  

春天陽氣上升伏邪發作，故變成溫病了。這個病與即病傷寒就不同了，這個病以熱相為

主。春天也沒發病，到了夏天，伏邪出來了，就變成暑病。  

溫病與暑病，有時間的鑒別，也有程度不同，暑病的熱會很盛，比春溫要嚴重。所以傷寒

例指出了伏邪為病，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個是講傷寒；二是伏邪為病，其發作一般

有兩個原因，其一陽氣宣發，伏邪化熱，病就反應出來了；其二，有誘因，比如春天又受

風邪，病就發了，新邪引動伏邪，病就出來了。  

伏邪為病，張仲景說是傷寒，還有吳又可的溫疫論。把這個道理明白了，熱論：今夫熱病

者，皆夫傷寒之類也。現在學了傷寒例了，就明白了，溫病、暑病其來路都是傷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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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

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時

行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我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這一條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繼上條講伏氣，二是非時而有其氣，就叫時行之病。  

是以，勞動辛苦之人，春夏多有溫熱之病，因為這些人冬天觸寒所致，這不是時行之氣。

這與非其時而有氣之時行之病，是有不同的。  

外感病，有三種，一是傷寒，二是伏氣為病，三是時氣之病。  

第二層意思，什麼叫時行之氣，凡時行之病，指感而即病而言的。凡時行者，春應暖而反

大寒，夏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這不是其時卻有其

氣，這個就是氣不正常，四時之氣乖戾，這個就是反常之氣。但是這種反常之氣跟伏邪

不一樣。  

 

作為一個醫生，就應該瞭解什麼是正常之氣，什麼是非正常之氣。所以當醫生就應該明

白五運六氣四時。醫宗金鑒根據傷寒例有個歌，就很說明這個問題，就是根據這條寫的，

“春溫夏熱秋清涼，冬氣冷凜令之藏。傷之四時皆為病，非時有氣病為殃。應冷反溫冬溫

病，應溫反冷寒疫行。瘟疫長幼相傳染，需審歲氣看工量”。  

非時行之氣，是伏邪為病，時邪之氣為病，就是時令病，這兩個不要混淆了，是眼目，是

關鍵。  

這一條裏面，主要就是講述了這兩個方面。因此，概念要清楚。都是溫病，有伏邪溫病，

有時氣溫病，這不一樣。這個地方如果搞不清，就會以此代彼、以彼代此，就錯了。  

7.“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鬥曆占之。九月霜降節後宜漸寒，至

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為雨水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

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  

這兩條應該合起來講，第六條講的是時行之病，有個節令的問題，既然是有節令的問題，

就要明白曆法，明白節氣，得掌握測驗之，得有氣候學的知識，否則怎麼能夠知道非其

時而有其氣。所以這是水到渠成之筆，必然要講這個問題了。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一個是順其時的，為正令之病，春傷風，夏

暑熱，秋涼燥，冬傷寒，是四時正氣之病，順其時而為病，是正令的外感病。二是，非其

時而有其氣，就是非正令的，為時行疫氣之法。要測定這兩種病，就要按照鬥曆占之。什

麼中心叫作曆？就是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來定歲之四時節氣的方法，書為曆書，法為

曆法。為什麼加個鬥？鬥，就是天文，北斗七星有個柄，叫鬥柄，鬥柄所指春東夏南秋西

冬北，以定四時。北定三時，亥子醜，東寅卯辰，南巳午未，西申酉戌。鬥柄所指的時，以

定月份，叫鬥建，即鬥建於寅。“鬥柄回寅”，即是正月，依此順推，十二月建子。如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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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寅，就有春之節氣，這樣節氣一來，天氣當溫和，即為正令，如果此時出現大熱大寒，

就不正常了。  

季節有了，氣運就有了，氣運與人體之病有關係。古人說 ，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

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所以要當合格的中醫，天文地理都要明白。星辰、日月、運氣

結合在一起了，計算人之為病，才有所本。所以要知道曆法。學中醫還要會八卦，不會八

卦也不行。  

“九月霜降節後”霜降節了，就立秋，這是寒暖節令之序。九月之前，天氣要有熱。九月霜

降之後，天氣由溫變寒了，這個變不是突變，要搭個橋，這個橋就是 “涼”。到了向冬，大

寒，就是 12 月了，這個寒冷是逐漸由小到大，雖然都是冷，但是有輕重，11、12 是重寒，

10 為一般寒冷。這個就為下文鋪平了道路了──什麼傷寒最為嚴重。  

到了雨水節後，寒就要解除了，雨水，就是冰雪解，以為雨水故也，這時候天氣就變溫了。

二月驚蟄，氣漸漸和暖，向夏就大熱了。由暖而變為熱。  

這是在說四時節序，逐漸改變，不是一下子就改變的。我們的曆法裏講四時、八節 ：立春、

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節裏，有陰陽之生之合，還有陰陽之分離。

這八節對人體有顯著變化的，因為陰陽在這八節裏，尤其是二分、二至，是陰陽離和的

節氣，人的反應是很大很大的。在二分二至的節氣裏，老年人死亡很多，或者沉年老病，

也會發病、病重。客觀的事實說明，二至二分的時候容易死人。為什麼？因為這時候，人

體陰陽離合相續不續之時機，所以容易出問題。古代時，還有禁止八節行刑之說 。  

24 節氣，大寒立春雨水驚蟄，初之氣，春分清明穀雨立夏，二之氣，小滿芒種夏至小暑，

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這是 24 節氣。這 24 節氣是

為農業農事農時是關係重大的。  

我那時在大紅門工作，有個農民是種蒜的，他老伴有病了，找我看病。這老頭愛說笑話，

他說 ，我種的蒜的錢都讓他給我花了。你知道蒜字怎麼講嗎？把我問住了。他說不是，

他說種蒜的時間性很嚴格，蒜者算也。差一天就不行，必須把時間算得准才行。因此，24

節氣對於農作物很有指導意義的。所以現在種莊稼也是以此為准的。醫學家，根據一年

四季，一季三月，按照每一節氣來占驗氣候的治於不治，也是非常重要的。節來了，所就

要到了，要謹候其時，氣可預期。立春有什麼占驗？古代欽天監，會推算出某時某刻，要

很準確。  

寒暖的變化由漸而盛，由盛及衰。  

8“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九月十月寒氣尚

微，為病則輕，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嚴，為病則重。正月二月寒漸將解，為病亦輕。此以

冬時不調，適有傷寒之人，即為病也。”  

這條是論正令傷寒，但是正令傷寒有輕有重，原因很多，但是根據寒邪程度而言，就要

推斷在哪個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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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霜降節以後，到春分之前，在這個期間，如果有觸冒霜露，體中寒為病者，就是傷寒，

是正令傷寒。但是這裏有輕重之別，九月十月寒氣尚微，不盛，為病則輕，因為寒邪微，

不會成為殺厲之氣。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嚴，寒邪已經相當旺盛，不是一般的了，所以

為病就會重。正月二月寒漸將解，但仍有餘寒，此時寒邪傷人為病亦輕。由此可見，11 月、

12 月傷寒是最重的。  

以冬時不調，適有傷寒之人，即為病也。這是說傷寒病的來源。所以傷寒，有輕有重，輕

重原因很多，跟人的身體有關，如果從寒邪而論，則以 11、12 月為得。  

將來要看注家，傷寒之為病，有重、輕之說 ，我們的解釋，邪氣輕、邪氣重，來解釋。對於

寒邪傷人，在什麼時候傷人為輕、什麼時候為重，傷寒例第九條（本條）就解釋出來了。

這條在理論上給我們一個啟發。如果沒有這個，我們就會只知道傷寒有輕有重，但不知

其所以然。  

10.“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為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複有先後，更相重遝，亦

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  

這一條是論冬溫與傷寒的不同。冬溫傷寒都是外感之病，但病大不相同。  

其冬有非節之暖者，這個樣子受了邪了，就是冬溫病。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不能把傷

寒與冬溫同樣看待，為什麼呢？因為在張仲景來看，寒邪最毒，寒邪為陰邪，最能傷人

陽氣，所以害人傷人最重。冬溫是溫熱，是熱邪，是陽邪，陽熱傷人，與寒毒傷陽，陽是

生氣，相較而言，在輕得多。  

冬溫也有先發，也有後發，不能說的太准。傷寒則不然，9-10 為輕，11、12 為重。但是冬

溫發病早晚，就不好推斷了。而且冬溫發病，有前後參差不齊，不象傷寒很整齊。同時，

冬溫也有輕重之分，治療，就不能與傷寒一樣了。  

傷寒、冬溫雖然都是冬天之病，但是一寒一溫，一陰一陽，發病不同，輕重不同。不要一

概而論。  

今天講了十條，成本與趙本不一樣，分條講的，大家要連貫起來講，不要單擺浮擱。  

傷寒例前 25 條有總論的意思，是總述。  

11 條“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

時伏寒，變為溫病。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

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

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11 條是辨伏邪為病；下面這一條論寒疫之病和傷寒之病也有同等的情況，也有輕重不

同。  

寒疫是古代的證候名，傷寒溫病寒疫溫疫，是古代病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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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天之六氣，有一定的節氣的。所以就得把節氣掌握好了，才知道是什麼病。現在，從

立春節以後，天氣就溫暖了，但是沒有突然的大寒大冷  

 

第 12 條是講節氣了。每一個節氣所受的邪氣，以寒疫為例，有輕重之分。從春分後至秋

分節前，這段時間裏，是溫的，是陽氣用事，氣候應該是溫和的。在這樣的季節當中，天

有暴寒者。這個暴寒，有兩個意思：一是氣候的治而不治，不治而治，治而太過，是非時

之氣；二，天冷的很厲害，形容寒邪之甚。這個跟時邪沒有什麼關係，這個叫寒疫。寒疫

傷人有輕有重，其輕重跟發病時間很有關係。下面就說寒疫的輕重跟季節的關係。  

3-4 月，這樣的月份，或者類似於這樣的月份，天有暴寒，這個時候，陽氣還弱小，為寒

邪所摧折、所傷，所患之病，病熱輕。為什麼呢？因為是 3-4 月，陽氣還弱，天地之間只

有陰陽二氣，這時候，寒氣傷人，與 5.-6 月就不同了。  

5-6 月，天地間的陽氣隆盛，天有暴寒，這是違時，非其時而有其氣，是暴厲之氣，為天

地之反常之氣，邪氣非常之盛。這個時候為寒邪所折，就會發生壯熱了。  

7-8 月，陽氣已衰，這個時候，寒疫發熱也就微了。  

這樣寒疫的病就明顯了，就是在溫熱的氣候，出現寒氣，就會使人患寒疫病。從季節來

看，寒疫傷人的輕重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它是非其時而有其氣，這個樣子，氣候節令相

矛盾，寒熱本是對立的，所以在寒熱對立中發病，就要看寒熱對立的程度了。3-4，7-8 這

個時候發病，陽中還有陰，5-6 時陽氣用事，這個時候寒邪傷人，完全是一陽一熱了。  

這說明古人觀察自然的氣候、發病程度是相當之細的。實際上，傷寒例就是內經的縮影，

是內經中運氣、熱論的縮影，但是其又有發展，又有張仲景的個性，他觀察的比較仔細

些。  

寒疫這個病也是發熱，熱雖有壯熱、熱亦微、熱亦輕之別，但從發熱來看，和溫病、暑病

相似，不過治療是不同的，有其特殊性。因為這是寒疫傷陽，水來克火，是時行之病，是

新感之病。而溫病、暑病往往是伏邪為病。所以治療是不同的。所以我們要推算節氣之

氣，掌握什麼時候該寒熱，然後再結合發病輕重不同，才能判斷出是不是本節氣之病，

還是非本節氣之病，才能做到心中有數。  

這都是寶貝，不能輕視，這種科學可了不起。中醫講因時、因地、因人，這就是因時。春

夏秋冬的外感病都是一個病，一樣治療，一個方子？學傷寒的就是麻黃湯？學溫病的就

是銀翹散？那能行嗎？那是不能行的。因為春夏秋冬的陰陽不同，有六氣之別，又有即

病傷寒、伏邪傷寒。所以西醫可以拿阿司匹林來治各種外感，但中醫不行，必需要看是

什麼病，才能有什麼藥，這就叫因時辯證。這是種高度的辯證的科學的分析。而且又是

在 2000 多年前，有這樣輝煌的科學成就是很了不起的。  

13 條“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然氣候亦有應至仍

不至，或有至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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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條，前面一條，是論是四時二十四氣是如何組成一年的，這是正常的氣候。第 14 條，

就是論氣候不准的情況，都能發病了，變成氣候異常發病的原因。所以這兩條要合在一

起來講。  

15 日為一氣，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所以這 24 氣，應該用春夏秋

冬來加以厘分，就按照這個氣，來測驗自然界氣候的具體情況。氣與時是相連的，有其

時必有其氣。內經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只講氣不講是是不行的，哪一個季節才有哪

個氣。如果有其時，但是無其氣，甚至氣非，氣就不能與時相吻合，就會出現天地之氣非

常，就會使人患病。氣候不準確，怎麼發病呢？應該到但是不到，不應該到卻來了，是應

該來了，但是來的太厲害了，或者雖然來了，但是來而不及。這都是由正常的氣候變成

致病的氣候了。  

舉個例子，從哪開頭，怎麼樣來測驗？張仲景在金匱要略裏有這樣的話：有未至。。。。。

師曰，冬至夜半，少陽。。。。。。這是候氣候之法。  

冬至節後，看哪天為甲乙日，第一個甲乙日，那一天的夜半，這個時候，天還冷，但是地

上少陽之氣已經起了，陽氣開始上升了。少陽是三陽中的小陽，所以叫陽始生，其勢力

並不大，但是，已經破除寒冰，露出了陽氣的苗頭。“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這

就是說就在一派冰寒之時，有一陽來複之氣。所以這樣子，陽氣一來了，氣候就變了，天

就要開始溫和了。  

我們當醫生明白節氣，我們是能來測量氣候至而未至、不至而至，至而太過，至而未及。

這是醫家所用。作為醫生的，看故事，聽歷史，都要有啟發。  

以甲子夜半陽氣之始來測量氣之過與不及，進而來測量是寒疫、溫疫、溫病還是傷寒。  

15、16“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

冬之怒也。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  

上面的 14 條，講的是氣候之治，那麼氣候是由於四時，四時由於陰陽，陰陽由於天地之

動靜。  

這一條論四時正氣由天地的陰陽鼓動而生，這樣的源流，這樣的體系。天地之動靜，陰

陽之鼓擊。天動而動靜，天地的一動一靜，就分出來陰陽鼓動。成無已注：天地者陰陽之

道，清陽為天，動而不息，濁陰為地，靜而不移。。。。。。這就說明了四時陰陽非常重要，

四時陰陽就是為天地的動靜。一個代表陽，一個代表陰，陰陽鼓擊分出寒熱，寒熱又分

出四時。  

各正一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是說天地之間有正氣，也可以說是生長萬物的規律。

沒有四時之序、四時之陰陽，那怎麼能行啊。我們所說的至而未至等皆為病氣也，就不

是各正一氣了，就不能保證各下一氣了，就成了非常之變了。所以氣與時要結合起來。

張仲景的意思，春溫夏熱秋涼冬寒，這是四時之正氣，是天地地靜陰陽鼓擊所致，太過

不及者就變成了邪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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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就是說 ，各正一氣是如何形成的。所以說 ，陽和陰有連續性，有開始階段，有一

個成長、發展的階段。  

是以彼春之暖，暖是屬陽，氣候溫和，是陽氣始升，由春之暖發展到夏天的暑熱，這是陽

氣由開始到發展，由小到大。沒有春之明就沒有夏之暑，是個漸進的，突然的人就受不

了了，萬物也受不了。所以由春到夏是陽氣升發的過程。因為陽主升，所以在文辭上，就

很和緩。但是陽極就要生陰，陽氣就衰了，這個時候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這是事物的必

然規律。暑極生寒，就有秋天了。彼秋之忿，至冬之怒。四時只有變化，沒有感情。這裏

卻人格化了。心裏起勁就是忿，行動就是怒了，這裏面有兩個意思：一個就是說形容寒

冷的兩個階段，與彼春之暖，至夏之暑，意思是一致的，就是象人一樣，先有忿再有怒，

有初始再有發展；二是張仲景以寒邪為最為殺厲之氣，認為寒邪是最為厲害最嚴重的，

傷人也是最深的。所以在這裏，寒氣的厲，最猛烈就用“忿”“怒 ”字來刻畫其特點了。大

家對於寒邪之傷人也，是與重不同的。  

因為上面所說的這些原因之故，冬至節後，寒極、陰極陽就生了。八卦裏，陰陽就是本質，

符號就叫做爻。陽爻 -陽陰爻 --。下面就說陰陽互變的情況。冬至之後，一陽爻生，一陰

爻降，為一陽來複。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下也。大家注意，二至是非常重要的，是

陰陽變化的節氣。大家看一看成無已注解，十月六爻皆陰，坤卦為用，陰極陽來，陽生於

子，所以冬至之日甲子夜半，一陽爻生。其卦為複──地雷複，言陽氣得複也。四月六爻

皆陽，陽極陰來，陰生於午。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其卦為 “女後──天風女

後”，言陰在於陽也。張仲景用易經之理，來說明陰陽盛衰的變化。內經曰，冬至 45 日，

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 45 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這個道理與易經的道理是相同的。因

為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欲問陽從何來，陽從寒處而來。陰極陽來，陽極陰生，子午為陰

陽轉換之時。  

當醫生的要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用藥時總用補藥，補到最後手腳都涼了。讀書要讀易

經，不讀易經，醫學就學不好，因為易經是講陰陽的，中醫也是講陰陽的。  

最近我看個病，一個老人 63 歲了，還有房事，沒有精，全是血，血精，聲音也亮，臉色也

亮，這就反常。我寫的脈按：結果是陽氣亢盛，血不化精，陰不制陽。第二次來，脈弦促於

寸口，那就不行了，治不了了，大補陰丸，龜板都上了。63 了，歲數在哪了。中醫就要講

中醫的理。  

17 條，“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陰陽交易，人變病焉。”  

由這樣來看，冬夏二至，是陰陽相合。在純陰無陽的時候，出了一個複，在純陽無陰的時

候，出現了一個女後。合是正常的，不合就是反常的。如果卦起不來呢？就會出現舊病

復發，或者是死亡。厥陰病裏有很多死證，因為陰陽之氣沒來複。春秋二分，是陰陽分離。

成無已注：（要言不繁，少而精）。。。。。。。。。。二至二分，實際上是從陰陽結合而言，就

是言至，一個是從陰陽讓位而言，就言分，是按節氣而來的，是氣候的客觀規律。總的來

說 ，陰陽就是按照上面的規律運行，都是按照陰陽盛衰消長，有合有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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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有了陰陽相錯，陰陽盛衰，才有溫熱涼寒的陰陽變異。人五臟之陰陽能適應四時

陰陽之變異，人就健康，不能適應，就會生病。陰陽交易是自然界的事，人變病是影響人

的事。所以內經六微旨大論，物生其應，氣脈其應。這個在氣交之中，在天地陰陽動靜變

化之中，人無所遁形。人如果沒有辦法適應這個變化，人就得生病。  

 

所以人的病有外因、內因，不內外因。這些病因都是有機的聯繫的。外因，比如四時之陰

陽，風寒暑濕燥火的變化，就有六氣的運動，就有上文所說的至而未至等，人就可以受

這些邪氣就可以得病。外因也是人的內因有關係，人能夠適應和不適應之區別。所以外

因之病傷人，不要絕對化，外因傷人，跟人的正氣的盛衰、臟腑的寒熱，和人順養四時，

都有關係。所以人與自然，與六氣不要機械看待，要辯證地看。  

20，“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  

由於陰陽的交易、交錯，氣候的變化而使人生病，人在氣交之中，要適應氣交的變化，不

生病。所以人要認識到這個問題，就應該調和陰陽，順應陰陽，所以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順天地之剛柔也。春夏養陽，順四時以養陰陽之根。因為陰陽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聯繫

相互支持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季是互相有一個生長、發展的規律。春夏易養陽，養

陽就是養陽氣之根，秋冬養陰，是養陰氣之根。有了根了，就能使人體之陰陽與天地之

陰陽相順，不違背了。  

春夏養陽，是給秋冬打基礎的。春夏養陽，而陽氣不衰。秋冬是養藏之道，春夏養陽，就

是為了秋冬陽氣能封藏。秋冬養陰，到了春夏就是養生。所以四時之陰陽，都有互相為

利為用的情況。所以人順天地之剛柔，所以春夏要養陽，秋冬要養陰，這樣就能防病。  

舉個例子，傷寒為病，一為即病為傷寒，一個伏邪之溫病。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內經上也

有，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因為秋冬要養陰，秋冬不能藏精，人體內在的環境，就有陰虛

陽盛的問題。人身自然就熱化了。陰精不足，陽氣就有餘，就浮動，到了春夏生髮之氣，

這個時候有點新感的誘因，就容易發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