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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经方专家培训课程
千帆大学加州东方医学院专业课程

伤寒经方 Level D  同时作为继续教育课程

金匮经方 Level C

温病经方 Level B

时方经典 Level A



经方伤寒Level D：针灸与中药博士生专业课程与继
续教育课程同步
经方金匮Levell C：针灸与中药博士生专业课程
经方温病Level B：针灸与中药博士生专业课程
时方经典Level A：针灸与中药博士生专业课程

国际新经方课程安排



获取加州高等教育部核准的国际新经方
专业水平证书的方法

1.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生，根据个人意愿，免费获得国

际新经方专业水平A级课程（另一项免费证书课程是职业食

医）

2. 非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生，免费获得国际新经方水平

D级继续教育课程证书，如果想获得A级正式学历证书，可

以注册专修



伤寒经方课程安排（Level D）

三阳病经方（已经讲过）

三阴病经方（今日和明晚）



获取免费继续教育证书办法

1. 在千帆大学视频教育网站www. 123up.net 注册 （已经注册的不需要再注册）

2. 听课前或后，在千帆大学视频教育网站首页继续教育栏目，下载本次课程注册

表和教学评估，然后扫描或照相发到：hope@consotherapy.com.cn

3. 北京工作团队会将继续教育证书发到您的邮箱

以上过程完全免费

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千帆大学视频网站的咨询发问，或者直接打电话或短信到650 
918 9968

mailto:hope@consotherapy.com.cn


三阴病经方现代临床在西方（美国）的临
床应用

三阴病：太阴，少阴，厥阴



太阴病实用经方

理中丸汤（附子理中汤）方证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 (273)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277)
 理中丸方

人參 乾姜 甘草(炙) 白朮各三兩

上四味，搗篩，蜜和為丸如雞子黃許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熱

，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

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经方之剂量问题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时期，汉承秦制，医学上用的两一直延续用秦朝，因此汉代张仲景的医学

著作中的两为秦两，相当于3克

半夏半升换算一下2.5两。如果按一两三克来考虑，相当于9g



西汉时期，重量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8.24克，一两等于现在的16.14克。

魏晋南北朝，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隋朝初年，一斤相当于668.19克，一两等于41.76克。

隋末，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两等于37.30克。



斤=250克（或液體250毫升，下同）
兩=15.625克
升=液體200毫升
合=20毫升
圭=0.5克
龠=10毫升
撮=2克
方寸匕=2.74克金石類藥末約2克草木類藥末約1克半方寸匕=一刀圭=一錢匕=1.5克
一錢匕=1.5-1.8克
一銖=0.7克
一分=3.9-4.2克
梧桐子大=黃豆大
蜀椒一升=50克



一中医伤寒学者对伤寒论剂量的考证

葶力子一升=60克
吳茱萸一升=50克
五味子一升=50克
半夏一升=130克
虻蟲一升=16克
附子大者1枚=20-30克中者1枚=15克強烏頭1枚小者=3克大者=5-6克
杏仁大者10枚=4克
梔子10枚平均15克
瓜蔞大小平均1枚=46克
枳實1枚約14.4克
石膏雞蛋大1枚約40克
厚朴1尺約30克
竹葉一握約12克



Connie
F. 52yrs.  
07/20/1960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she saw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in local and Taiwan and never got rid of the problems. 

She feels extremely cold as if it comes out of bone. It started when she was 47 yrs old when her period was paused. When the 
weather gets cold, it gets worse. 

She has palpitations. When it occurs, her urine is frequent. At the same time, she has dizziness, fatigue, nausea, and shortness 
of breath. She has been easily thirsty since last year. Her eyes are dry too. She sprayed Feng Jiao in her mouth and felt the 
dryness get better. 

Her bowel movement is ok. But she collapses in the morning after a bowel movement. 

In one week, the area behind her ears got sore and hot and gradually got worse. Two weeks ago, she had a sore throat when 
she had a cold. 



She has indigestion. She feels a blocked stomach after eating. It will have distention if she eats something 

undigested. She has no stomachache. 

Her vision is suddenly blurred when she has indigestion and exhaustion. 

She feels imbalanced when she stands up for a while. 

She has trembling when she has palpitation. 

She easily has a runny nose. 



tongue

Pulse: floating over thenar on 

both lung and heart. The 

stomach is floating, wiry, and 

slippery. The liver is floating 

and wiry. The left kidney is 

deep. 



初診診斷治疗分析：Body Cold Syndrome

初診診斷分析：Body Cold Syndrome

1.脾腎心陽氣不足，經絡氣血循環障礙，另有肺氣不足，肝血不足、有時產生虛風

2.感冒之後耳後局部餘熱未清

治療原則： 溫振脾心腎陽氣，柔肝養血、防止虛風，兼清餘下之外感病熱

治療方法與療程：

湯藥 每週5天，預計3個月，病情穩定後可以轉為個體化藥丸繼續調整體質1年。



湯藥配方： 經方附子理中湯化裁

第一組

熟附子
以上先煮20分鐘
第二組
黨參15克 白朮10了 乾薑3克
桂枝6克 白芍10克 黃芪15克
蘇梗10克 橘皮6克 神曲一塊（ 包）
枸杞子3克 
以上加入第一組，添加足夠热水漫過藥材，再煮30分鐘
第三組
薄荷3克
以上加入第二組，放入、攪拌、即起鍋
用法： 煎藥液倒出，分3份，早中晚飯前約30分鐘、或飯後1小時服用，溫熱服用。每週5天，休息2天。连续4周。
備註： 對於慢性疾患，湯藥在體內起效需要一段之間，預計至少2個星期，才開始逐步出現效果



结果

四周后复诊，患者感觉畏寒现象明显缓解



少陰病名方現代臨床在西方（美国）的應
用

白通湯（理论方）白通加豬膽汁湯（理论方）

四逆湯（实用方）

四逆散，

桃花湯（理论方）

黃連阿膠湯（理论方）

少陰咽痛四方：实用方

       豬膚湯，苦酒湯，桔梗甘草湯，半夏湯



少陰病綱要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281)

注解：少陰，即陰氣較少之意。故稱少陰為陰中之“小陰”。少陰包括手少陰心及足少陰腎。



结合少阴经方分析伤寒经方治疗慢性腹泻

太阴病：理中汤

少阴病：白通汤，桃花汤

厥阴病：乌梅丸

慢性腹泻与急性腹泻核心治疗处方：葛根黄芩黄连汤合黄芩汤



白通湯證/少陰虛寒下利證
白通加豬膽汁湯

白通湯證/少陰虛寒下利證 
白通加豬膽汁湯 

白通湯記憶歌訣 
少陰下利白通湯，蔥白乾姜附子嘗。

下利不止乾嘔煩，白通加尿豬膽汁。



从葛根黄芩黄连汤分析起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34）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两(炙) 黄芩三两 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172）

黄芩汤方

黄芩三两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黄芩三两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半夏半升(洗) 生姜一两半(一方三两，切)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案例配方

煨葛根15克 姜黄连3克 炒黄芩15克 

炙甘草6克 炒白芍10克 炒薏米15克 

炒扁豆15克  金银花碳6克  刘寄奴15克 

煨木香6克   荷叶15克 10帖

制作：

煨葛根150克煨木香60克 放入一个大白面团或面包，微波炉慢烤至面团发黄微黑



制作

葛根150克 木香60克 放入一个大白面团或面包，微波炉慢烤至面团发黄微黑

黄芩150克  甘草60克 白芍100克 薏米150克炒扁豆150克  放入炒菜锅干炒至微黑，可以加入少许

蜂蜜拌炒

黄连30克 生姜30克 放入炒菜锅 干炒至黄连微黑

金银花60克 放入炒菜锅干炒至微碳



煎服法

将制作所有药材的1/10， 放入砂锅，加入不需要制作的品种

添加冷水漫过药材

水开起算，大火转中小火

煮30分钟

服法口述



其它经方在慢性腹泻中的配合

理中汤（太阴）

白通汤（少阴）

干姜黄连黄芩汤（少阴）

四逆汤（少阴）

参苓白术散（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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