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醫體制下如何選擇正確的醫療
國醫：董延齡 102.3.10
在人民的醫療保健制度方面，我國是一個中、西醫並行的國家，人民日常飲
食生活習慣，除少數極洋派者外，大多還是以中式餐飲為主，「吃」在中國的觀
念裡，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自古至今，都佔有重要的地位。醫藥衛生方面，
中醫雖然有一度瀕臨滅絕的危機(民國 18 年當時的衛生部長余雲岫主張廢除中
醫)，但迄今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政府的大力提倡中醫藥，中醫藥又逐漸引
起世人的重視，凡是到大陸相關部門參訪或交流過的學者專家，都有很深的感受
(大陸有四張王牌打到全世界，中醫藥為其中之一)。反觀我們這邊的政府不是漠
視，就是盲目或另有一目的的打壓。
除了退守台灣的前 30、40 年，每一年或隔年舉辦中醫師檢、特考，錄取幾
個由自學成功的民間中醫師，參與人民的保健工作和背負傳承中醫藥文化的大責
重任之外，在台灣數十年來，政府對我國傳統國粹，悠關人民健康生存的大事，
可以說完全交了白卷。幾十年來政府在台灣辦了很多培養西醫的大學，請問有沒
有辦過一所中醫藥學校?雖有一所私立中醫藥大學和慈濟、長庚、義守所設的中
醫系，政府有沒有辦過一點培育中醫藥人才（公立醫學院）的學校教育? 我們的
政府對得起披荊斬棘、嘔心瀝血的中醫先聖先賢嗎?我們的政府對得起中華傳統
文化嗎?
健保制度實施快 20 年了，政府每年賠錢，賠不起了就向人民要錢，這裡搜、
那裡挖，弄的一般繳不起健保費的小老百姓叫苦連天。有人預測二代健保推出
後，不需三到五年，政府又要虧錢。筆者以往曾多次向政府建言，所得到的答覆
都是「轉相關單位參考」或轉「相關單位研究辦理。」數年了，並未看出健保有
何進步。
唯今之計只有自下而上確實研究中、西醫在治病，保健方面，各俱什麼特長，
大力宣導教育人民生病之時，如何選擇醫療。前面講過我國是一個中、西醫並行
的國家。人民生病了，教導人民如何選擇就醫，也就是那些病看中醫較好，那些
病看西醫較好?在選擇就醫之前，不能不對兩種醫學先作概略的了解。所謂「知
則不惑，明則不疑。」玆分述於後。
在此我想首先提出幾個問題：
為何現在醫師越多，病人也越多?（主計資料：民國 84 年全國西醫 24465
人，至民國 100 年，增至 40182 人）醫院越大，病床越多，病人生病住院仍是一
床難求。(民國 84 年 112713 床至民國 100 年增至 16472?床)健保費愈來愈高，
健保局卻愈賠愈多?
可能原因:
生活環境汙染嚴重。
生活習慣病愈來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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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方式更是關鍵問題。

中西醫的本質是什麼?
中醫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醫學，也是最早的實證醫學，大家都知道中醫的基
礎理論建構在陰陽、五行、五運、六氣上，中華民族的先知先覺，觀察人和自然
的關係，推演出來的一套生理、病理學說，在此立論基礎上，又發明了各種養生
及治病法則及方法。自《黃帝內經》以後約歷三千餘年，直到現在仍循此方向，
繼續向前發展。
神農氏（我認為那是一個時期，並非一個人）便知道取自然界的動物、植物、
礦物，來調整人體的失衡現象，可以說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醫學。中醫治病，重
視整體調理，在診斷上透過感官上的望、聞、問、切四個過程和內在的思、辨、
分、合四項思維整合，取得一個針對病人及病性最適合的處方。換言之，中醫既
重視病人整體的調整又兼顧病人個別的差異性，此點正是中醫所以較少副作用且
能治本的根本原因。
人體是一個有機的高級生命體，他的生存隨時都要與外在環境保持動態的平
衡，才能表現出他的生命活力，說到細微處，人體的每一個細胞，都是一個獨立
的生命，他們共同住在一個 60 兆的大家庭裡，彼此之間都要保持和諧以及動態
的平衡，才能維持這個(大家庭)的生存與發展。
西醫是從實驗室裡發展出來的一套學術，不論生理、病理或藥理，都是先在
實驗室裡，經過實驗觀察，分析了解其相關情形，然後再以動物實驗成功而後再
用之於人體；一言生理必先觀察其心臟波動情形，血液流動狀態，細胞代謝等機
能活動。 一言病理必先了解人體結構，致病原因及發病機轉。自從 1628 年，
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特，發現了微生物為外感病的致病之源後，1928 年弗來銘
又發現了盤尼西林，西方醫學的生理、病理、藥理，都必須先在實驗室裡獲得一
定的結果後，才用之於人體，直到現在仍然循此方法向前發展。
自從 20 世紀末葉，分子醫學興起後，西方醫學在先進的醫學科技資助下愈
分愈細，它可以把巨大的人體一層一層分析到遺傳基因。這對人體結構的認識
上，對病灶、細菌、病毒型態的了解上，是非常有幫助的；但對疾病的治療上，
卻是治絲益紛，臨床上往往治好這裡，傷到那裡，最近大陸留美藥學博士張緒通
先生寫了一篇長文，題目為《抗生素毀了一代中國人》；美國醫學教授曼代爾松
（Robert-endelson MD）
，寫了一本《一位醫學的叛徒的自白》
；英國醫師苟德克
（Goldare）去年 9 月也出版一本《四種藥品指南；有用，無危險》
；長庚醫院神
經外科主任許達夫，寫了一本《現代醫學的誤診與誤治》；和林燦城醫師寫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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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這樣的醫學是治病?還是致病?》都是對醫學界或一般人震聾發瞶的好著作。
再看我國大醫院或醫學中心分科愈來愈細，有些醫學中心，動輒分為數十
科，甚至一百多科，病人進入醫院，猶如走進迷宮，不知看那一科才對，這樣的
醫學，等於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分成一百多塊來治療，難怪病愈治愈多。
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是西醫的特長，但浮濫的開刀把人當機器修，造成太多
醫源性的病，更是西方醫學的一大缺失。
數量化、數據化，佔在純科學的立場，無可置疑，但人是有機體，是一種有
氣血、有靈性的高等生物，終究非可全以科學方法來處理。實證醫學，眼見為真，
用在器質性的疾病上，最具說服力(按經絡學說不全對)但在機能性的疾病，或心
理方面的疾病上卻是無能為力。玆以下表表較說明之：
※中西醫的本質
中醫

西醫

經驗醫學，取法自然

實證醫學，眼見為真

整體性生理、個別性病理

分科精細，一律適用

動態平衡，重視陰陽

崇尚科學，善用機械

有氣有血，氣為血帥

有血無氣，重有形、忽無形

辨證論治，有法有方

辨病論治，有方無法

天然植物，綜合配方

化學藥物，單一配方

三、 中西醫的特長
人的體質按其外形分可有木、火、土、金、水五個類型，就其外觀看可分肥
人、瘦人、肥瘦適中人和壯士四個類型，就其機能分可有寒、熱、虛、實、燥、
濕六個類型，若細分之，則有二十五個亞型。按中醫的說法，人在陰、陽、氣、
血平衡時，是健康最佳狀態，若有偏差，即會生病，小偏則小病，大偏則大病。
中藥有藥性(寒、熱、溫、平)臨證處方，以藥物的性質及功用，調整人體失衡的
全部或局部以藥物的功用治療發病部位或病源，這是宇宙萬物的一項自然法則，
因此調理體質是中醫中藥的特長。
中醫有久病必虛，久病必瘀的病理論述；又有以氣統血(氣為血之帥)的生理
概念，對於一些久治不癒的慢性病有其特長。現在的社會，亞健康狀態的人特多。
亞健康的病人，往往數種或多種疾病集於一身，中醫的處方是一個團隊組合，是
一種多目標，整體觀的調理，非常是適合西醫多數一藥對一病，對於單純性的疾
病，可以維持療法或支持療法，使其不至很快惡化。但因目標單一，常會治到這
裡，傷到那裡，對於兼顧體質，及多發性疾病，常無能為力。
病毒性疾病的治療，中醫最早並無病毒的概念和詞語，至明末清初，溫病學
派興起。他們體察到天地間有一種邪氣稱為「疫癘」或「瘟疫」，經他們長期臨
床實踐，發明很多清涼解毒(或稱辛涼解表)的方劑，才對這類疾病找出有效的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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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的疾病，雖然細分為四、五千種，但歸納言之，只有有形的病和無形的
病兩大類；有形的病，醫學上稱器質性的病；無形的病，醫學上稱機能性的病，
又有一種混合形的病，可稱為身心病。
以上三大類疾病，中醫以審因論治，辨證論治，或參考西醫辨病論治，較為
擅長。
西醫以科學儀器為診斷工具，崇尚實質病原體，眼見為真，又有很多輔助治
療器材，遇有人力所不及的疾病，利用機具，可收暫時之效，對於外科手術外傷
急救，急病救治，較為擅長。
細菌性的疾病，傳染迅速，必須立即消滅，西醫擅長對抗療法、以毒攻毒，
不論何種細菌，只要找到克制此種細菌的藥物，很快即可撲滅，先決條件是必須
患者自體能承受得住此種藥物的毒副作用。
疫苗的發現及應用，給人類帶來了很大的福祉，對於一些因微生物造成的傳
染性疾病，發生很大預防作用，此點與中醫「上工治未病」的理念相同，但方法
互異。
生化檢查：在蒐集疾病資料上，具有重大意義，須知治病，有時如同作戰一
樣。作戰是抵抗體外的敵人。治病是對付體內的敵人，尤其細菌性的疾病，不論
體內的敵人或體外的敵人，對於敵人情資了解得愈多，愈清楚愈好。
物理診斷更是西醫之特長，現代醫學利用聲、光、電、熱、磁等物理方法，
診斷體內器質性的疾病，可以說是無微不至，明察秋毫，但對機能性的仍多不足
之處。
四、中西醫診斷治療之異同
辨證論治是中醫最大的特點，在診斷上，絕大多數疾病，中醫認為「有諸內，
必形諸外」，透過醫師的視覺、嗅覺、聽覺、觸覺、感覺、知覺，運用哲學的三
段推理，蒐集所以染患疾病之證據，便可由症知病、由病求因，分別給予對症治
療、或對病治療、或對因治療，治病同時兼顧病人體質之調養，所謂袪邪而不傷
正。任何疾病都須透過理、法、方、藥之處方邏輯，量身打造最適合各個病體之
處方，一個上乘的處方對於一些初患的外感病常有藥到病除的功效。
服用任何中藥必須忌口，因為中藥有藥性，不忌口，服藥與飲食相抵觸，則
藥之功效降低或消失，再好的藥也屬枉然。
對病治療，是西醫最大的長處。西醫運用先進的科學儀器，化學分析，可以
確實了解病位之存在，病灶之體積大小以及侵入病體內微生物之數量，更可由生
化檢查判知人體體液成分之比數及肌肉骨骼之健康或損傷情形，在診斷上可以說
是工奪造化，日新又新。但在經絡及氣(生物能)的範疇內，卻是一大盲點，因此
近數十年來對疾病的治療上，除了殺戮式的對抗療法和揚湯止沸式的壓抑療法
外，對於徹底根治的療法，毫無進展，服藥須忌口，除極少數疾病外多數疾病不
了解忌口的重要性。以下表比較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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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診斷治療之比較
中醫
辨證(症)論治

以四診為方法，以四知為

西醫
辨病論治

以科學儀器生化檢驗手

手段，運用哲學的三段推

段，以數據、數量、影

理，蒐集病情，找出焦

像等，蒐集病情，找出

點。

病灶。

治病兼治人

人病一體，治病兼治人。

治病不治人

病人分離，目標單純

處方視病情量身

依據理法方藥，君臣佐使

處方標準化

講究科學，有方無法

打造（個體化）

法不變而方多變。

擅長內科

重視病人陰陽平衡臟腑

擅長外科

配合物理檢查，認病精

經絡協調。
調養體質

以中藥之藥性和效能調

確
不論體質

只講藥效，不談藥性。

擅長急病

利用科學儀器，找出有

整病人失衡之體質和器
官
擅治慢性病

以中藥之團隊組合，量身
打造多目標之治療處方

擅長病毒性疾病

以清涼解抑制病毒發展

形之病位及病灶

擅長細菌性疾病

對抗療法，以毒攻毒

僅少數忌口

無藥性觀念

複製，不以對抗為手段。
服藥須忌口

藥食同源，重視藥性

五、人類社會永存的三大族群
(ㄧ)健康人
A 中醫：陰陽氣血、五臟、六腑，十二經絡，皆至平衡狀態，身心靈俱佳。
B 西醫：良好的身體，健全的心理，良好的社會狀態
(二)亞健康人
A 得自遺傳帶病延年，醫師治病有其極限，有些得了遺傳的病，中西醫均無好的
治療方法，此類患者只好自求多福，帶病延年。
B 自覺無大病，常感不舒服 ，這與遺傳的情緒與體質有關，必須依靠自身的鍛鍊
與修持，改變自己的情緒與體質。
C 自覺無病，其實有病，有些人神經比較遲鈍，人體有些器官(如肝臟)也比較遲
鈍，有些隱藏性的疾病，在初期，往往不易察覺，及待有自覺症狀，可能已甚嚴
重。
D 不良生活習慣，預見有病，在當今社會中此類族群，人數最多。站在個人或全
民健康的立場，個人在生活習慣上，應當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慣。國家衛生機關應
當教導人民正確的保健方法，不是蓋ㄧ些大醫院，買ㄧ些先進醫療儀器就算醫療
大國。
(三)病人
已有明顯的身或心，和身心不適情形，生活上、工作上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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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台大門診分科表上共分ㄧ二二科，榮總共八十七科，北醫共分ㄧ 0 二
科，而美國把疾病共分為五千多種。實際有藥治療的病，也只有二百多種；這種
把疾病愈分愈細的結果，對疾病的認識上是愈來愈清楚了，但對疾病的治療上卻
是治絲益紛。ㄧ種疾病，用一種藥物或一種方法，採行強烈攻擊(對抗療法)，往
往治好這裡傷到那裡，因為藥物的毒副作用，往往使病人由一個病，治成兩個病，
此所以現在醫院越多，醫生越多，病人越多的主要原因了。2010 年筆者應美國
自然醫學研究院之邀赴美演講，在會場上遇到一個病人求診，自述：「已感冒五
個月在當地看了五家醫院，感冒沒治好，又引起胃痛。」經我診斷為虛寒型體質
又感受風寒，給與柴胡桂枝劑五天份，即好了大半，又囑其原方再服五天，五個
月的感冒及胃痛，同時痊癒。
六 怎樣確知病因
(一) 詳細觀察：即中醫的望診，中醫把病人膚色(客色)分為五種，即青、黃、
赤、白、黑再加神色、經絡個別分析，綜合歸納，此為醫師對病人的初步印
象。
(二) 按照初步印象巨細靡遺的仔細詢問有關病情，包括家族遺傳，既往病史，
自覺症狀等等。
(三) 病人自述：有些疾病，病人不講，醫師很難觀察知。例如疼痛、痠麻、情
緒、功能性疾病都須賴病人自述，才能知道病情。
(四) 生化檢查：對於微生物等外感性疾病，中醫依賴微生物和人體對抗造成的
外觀症狀作依據，至於是何種微生物必須依賴生化檢查，才能確知道。
(五) 物理檢查：診斷結果，絕大多數是病果而非病因。
(六) 邏輯推理：前面談到的由症求病，由病求因，三段推理。此點最關重要，
醫師必須確切掌握，靈活運用。否則只憑直覺─眼見為真，一些隱藏在背後
深層的病灶或病因，絕難發現。一個有上乘工夫的醫師，不但會善用邏輯推
理且可據此方法，精確預知疾病的發展與如何採取預防之道。
七、我國現行的醫療方式
(一) 西醫:多數人有病，都先看西醫，而醫院越大，樓越高。越大越好，君不見
醫學中心，人滿為患，小診所，小醫院，門可羅雀。前幾年很多診所及小醫
院因而倒閉，此種廟大和尚大的心理，大概在全世界都有，須知醫術的好壞
不在硬體，而在軟體。
(二) 中醫：中醫是中華民族固有的醫術，是人和自然長期相處體悟驗證出來的
一種保健在先，治病在後的醫術。它發展的規律、思考的邏輯，診斷和治病
的方法，和西方醫學大異其趣。它的生理、病理、藥理也和西方醫學南轅北
轍。
因為西方的船堅砲利摧毀了中國人的信心，遂認為中國的東西都是落伍的，
多數人有病先看西醫，西醫看不好，再去找中醫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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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療法和自然療法，這二者有的不易分辨，此二種療法有方(處方)無法(治
病規則和目標)，更無一套完整的理論體系。嚴格的說，到目前為止，它尚
不能稱為一種醫學，它只能稱一種療法。當今能夠稱得上醫學的據聯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認定說:「只有正統醫學和傳統醫學二大體系。」
(四) 宗教：祂可撫慰人的心靈，對於一些情緒和心理方面的疾病，確有撫慰作用，
對於一些實質的疾病還須尋求正規療法。
八 當今醫療缺失
(一) 醫院越多，醫師越多，病人越多。
(二) 累死名醫，整死病人，肥死財團，窮死健保。
九 如何補偏救敝
（一）治表
1. 能內不外:很多瘡腫癰毒和結核腫瘤(良性)的外科疾病在未開刀前，中醫常用
內消法治療。這可能受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輕易毀傷」的教條所影
嚮。自從西醫傳入中國後，這些好的內消法漸被年青中醫所忽略。一種再好
的醫學，如果不加提倡和應用也會漸被人遺忘。因此本人呼籲：
「能內不外」。
2. 能中不西：中醫治病，強調，簡、便、廉、驗、安五個要素，有些疾病，醫
師只憑五個五指頭，幾支金針，即可解決問題，對醫師來說：不需要巨大的
開業設備，對病人來說，不需要繁瑣的檢查，對國家來說，不需要支出龐大
的健保費，可以說是一種三贏醫學。為何不善加利用?
3. 能小不大：去年(2012 年)行政院陳院長呼籲：健保應保大病不保小病，立意
甚好，但小病大病很難界定，最常見的感冒咳嗽應屬小病，但找錯了醫師，
治療不對轉成肺炎或氣喘即成大病。美國醫學是世界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公
認的最先進、最科學的醫學，但他們卻最不會醫治感冒、咳嗽，因此每逢感
冒流行期，即非常緊張。其實一些小病不必往大醫院擠，在小診所看看即可，
大醫院的醫師每天看的病人太多，太累，同時大醫院因病人太多，受感染的
機會也多。
4. 能食不藥：利用天然植物治療疾病，原是各個民族固有的本能，只是科學發
達的國家，化學合成藥物也越多。一些老祖宗固有的本能與良方，漸漸被人
遺忘，人類有一項不變的定律：「用則發達，不用則退化」。尤其保健與治病
方面，更顯突出。
5. 化繁為簡：前面說過，現在很多大醫院，往往細分成一百多科，進入醫院猶
如走進迷宮，當醫師的在學校時雖然各科都學。但是，一旦進入大型醫院，
較擅長某科的醫師，每天只看同樣疾病的病人，醫師如同工廠生產線上的技
工或如修理某種器具的工匠。久而久之，某科的醫師只知本科的疾病，忽略
了與他科的相關性。這種見樹不見林的醫學，再加西藥的毒副作用，往往治
好這裡，傷到那裡。此所以目前醫院愈多、醫師愈多、病人愈多。為了補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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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弊，醫院也應效法政府改造，裁併一些不必要的科別，化繁為簡。
6. 宣導中西醫的特長：在西醫未傳入前中華民族的保健，全賴中醫，中醫有五
千年的歷史，西醫是近數百年興起的醫學，自 1863 年巴斯特發現細菌，1928
年弗來明發明抗生素後對於一些因細菌性的疾病收效神速，在檢驗科技的扶
助下，外科手術日新月異，尤其美國醫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夾其戰勝
之餘威，更是獨步全球，然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臨床驗證。多數的醫界人士
咸認治病不能完全仰仗科學，很多人又提倡醫學須要回歸自然，因此大力鼓
吹自然醫學的好處。
中醫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醫學，從神農嚐百草，黃帝(假託)著《內經》
起，都是以自然為依據。所有的中醫典籍，不論診斷、生理、病理、藥理、
保健、治療，日常保健都是取法自然，可以說是自然醫學之濫觴。
憑心而論：不論中醫或西醫都各有其特長，在近程保健醫療上，政府若
不想使健保繼續惡化下去，最有效的方法是，篩選幾種健保費用支出最多的
疾病，以問卷調查方式，看看那些病是中醫之所長，那些病是西醫之所長，
大力宣導，告知一般民眾在生病時如何選擇就醫。
十 總結
醫學是一種由多科學術彙集而成的學術，自其宏觀處而言，它更包括了天
文、地理（中醫的運氣學說）
。自其微觀處而言，它包括了原子、電子、質子、
遺傳基因，各種微生物(西醫的分子醫學)。就中觀而言，它包括生理、病理、
心理、藥理、食品、社會等不下數十種學科。但它的基本架構不外醫學原理，
發病原因，疾病診斷，疾病治療，癒後防護五大範疇。但在臨床上只有診斷
和治療兩個過程，不論何種疾病，要想把它徹底治好，第一必須有正確的診
斷，找出真正的病因和病位。第二必須用對治的療方法，二者猶如進門開鎖，
選對了鑰匙，很容易把門打開。如何選擇鑰匙，這裡涉及到病人選擇醫療的
常識，醫師的專業學識及臨床經驗。本文之作，旨在提供病家在生病時有個
概略的方向及粗淺的認識，一則可以節省健保費用，二則病人少受疾病折磨，
三則醫師可以滅輕負擔。其真正的效益是健保節省費用，病人少受折磨，醫
師不致過勞。亦可以在近期收效的三贏策略。
區區本意，清讀者卓參。最後用一首打油詩結束本文：
治病如開鎖，
須要選對鑰，
鑰匙選對了，
何患對不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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