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之像与证

The Syndromes of the Heart



心之象



心的生理功能

A. 心主血

1） 心主血液循環

a. 大循環(體循環)
左心室~>主動脈 (充氧血) ~>全身器官~>上、下腔靜脈 

(缺氧血)~>右心房..... 
主要的功能是..將氧氣及營養運送至身體各個部位的器

官、組織與細胞，並將二氧化碳與其他代謝廢物送
回心臟．．． 

如果此循環異常，可以出現心臟問題（ 缺血缺氧，氣
滯血瘀），動脈硬化，靜脈曲張

非要求記憶心法：心主血，大循環，左室主動充，全
身上下腔靜缺，回流右心房



b. 小循環(肺循環) 
右心室~>肺動脈(缺氧血) ~>肺臟~>肺靜脈(充氧

血)~>左心房..... 
主要的功能是..將血液由心臟的右心室送至肺臟，

在肺部肺泡之微血管處，血中的二氧化碳被釋
放，氧氣則由肺泡空氣擴散進入血液裡，經過
空氣與血液間氣體交換過程後，原本的缺氧血
會重新變成充氧血，在由肺流回心臟之左心
房...

如果此循環異常，出現宗氣不足、肺心同病
非要求記憶心法：心主血，小循環，右室肺動缺，

肺臟氧代謝，氧血肺靜入左心



A. 心主血
2） 心參與生血

肝藏血，脾生血，心主血
血液為什麼是紅色？從中醫學來講，紅色源自心臟，
具體過程：

“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脾通過對飲食精微物質的化生，通過心對脾的功能管理

（火生土），化為紅色的血液，然後通過心主血的功
能運輸到全身。

如果這些環節發生變化，出現心血不足，或心脾兩虛
（ 臨床多為脾氣虛，心血虛）



心的生理功能

B. 心藏神
神：神靈，超自然物，無形有能，主宰人的思

維意識。這個觀念引用到中醫學中，認為在
體內，神藏於心中，通過心主宰全身，“心
為五臟六腑之大主”。

心血充足，則神有所藏。心血不足，則神乏所
藏，出現：心神不安（情緒不定，心慌不
寧），睡眠障礙（失眠，多夢），健忘，精
神萎靡，甚至昏迷；

心火過旺，或痰火攻心，痰迷心竅，則神志
（精神）或抑鬱或癲狂



心的生理功能        C.五行心之腑志體竅液



心的生理功能

C.五行肝之腑志體竅液

五腑：心與小腸相表裡

五志：心志為喜。

五體：心主脈，其華在面

五竅：心開竅於舌

五液：心液為汗



心功能心法

心主血，主藏神

五行小（腸）喜脈舌汗

兼記：腑志體官液



氣血流注心經時辰：11-13點，
最旺點：12點



十二時辰氣血流注心法

    起點肺時：凌晨3-5點
肺寅大卯胃辰宮，脾巳心午小未中
膀申肾酉心包戌，亥焦子胆丑肝通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每一时辰相当于现代的两个小时。
子时23～1点，丑时1～3点，寅时3～5点，
卯时5～7点，辰时7～9点，巳时9～11点，
午时11～13点，未时13～15点，申时15～
17点，酉时17～19点，戌时19～21点，亥
时21～23点。



心之证

        氣虛

    虛證
心

                              血虛
                              陰虛
                               陽虛
                                     急癥：心陽暴脫

                          心火亢盛
            實證     心脈痹阻
                           痰蒙心神
                           痰火擾神
小腸實熱
          



心氣虛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心氣虛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氣虛共症/疲乏無力
   第二組：心氣虛特異症/心慌，胸悶，自汗，

動
                       則加重
舌像
      舌質：淡
      舌苔：白
脈象：細弱
治療原則：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方劑

補氣中藥

四君子湯

天王補心丹



天王補心丹/補心丹

君   人參，茯苓益氣；
臣   丹參，當歸養血；
佐   正/柏子仁，遠志，五味子，酸棗仁養心寧
心； 

        反/生地、玄參，天冬，麥冬，滋陰清熱；
使   桔梗載藥上浮。
記憶心法（銀）
天王補心柏棗仁，二冬苓地志當歸
三參桔味硃砂衣，滋陰養血可安神
（三參：人丹玄）



心血虛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心血虛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血虛共症
   第二組：心血虛特異症/心悸，多夢，失眠

舌像
      舌質：淡
      舌苔：白

脈象：細
治療原則：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方劑

補血中藥

四物湯

天王補心丹



天王補心丹/補心丹

君   丹參，當歸養血以安神
臣   人參，茯苓益氣以安神；
佐   正/柏子仁，遠志，五味子，酸棗仁養心寧
心安神；反/生地、玄參，天冬，麥冬，滋陰
清熱；

使   桔梗載藥上浮。
記憶心法（銀）
天王補心柏棗仁，二冬苓地志當歸
三參桔味硃砂衣，滋陰養血可安神
（三參：人丹玄）



心陰虛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心陰虛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陰虛共症
   第二組：心陰虛特異症/心悸，多夢，失眠，煩

熱盜汗

舌像
      舌質：紅，體瘦
      舌苔：黃少津

脈象：細數
治療原則：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方劑

補陰中藥

天王補心丹



天王補心丹/補心丹

君   生地、玄參，天冬，麥冬滋陰

臣    丹參，當歸養血
佐   正/柏子仁，遠志，五味子，酸棗仁養
心寧心安神；反/人參，茯苓益氣

使   桔梗載藥上浮。
記憶心法（銀）

天王補心柏棗仁，二冬苓地志當歸

三參桔味硃砂衣，滋陰養血可安神

（三參：人丹玄）



心陽虛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心陽虛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陽虛共症+氣虛共症
   第二組：心陽虛特異症/心悸，胸悶，心前區冷

痛，自汗，氣短

舌像
      舌質：淡
      舌苔：白

脈象：細弱，結代
治療原則：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方劑

補陽中藥

炙甘草湯+瓜
蔞薤白白酒湯



瓜蔞薤白白酒湯（金）胸痹是以胸膺部窒塞

疼痛为主的病证，古代亦称“心痛”或“真心痛”。
君   瓜蒌，涤痰散结、理气宽胸，并可稀释

软   化稠痰以通痹塞。

臣   薤白，通阳散结，行气止痛。因本品辛
散苦降，温通滑利，善散阴寒之凝滞，行
胸阳之壅结，故为治胸痹之要药。瓜蒌实
配伍薤白，既祛痰结，又通阳气，相辅相
成，为治疗胸痹的常用对药。

佐以白酒，辛散温通，行气活血，既轻扬上
行而助药势，又可加强薤白行气通阳之
力。 



瓜蔞薤白白酒湯（金）
瓜蔞薤白半夏湯，枳實薤白桂枝湯

瓜蔞薤白白酒湯，豁痰散結又通陽

胸痛徹背瓜蔞夏，胸痞枳實薤桂枝



心陽暴脫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心陽暴脫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陽虛主症怕冷，喜歡熱食厚衣

補陽首選金貴，龜鹿七寶美髯

陽虛落實五臟，腎脾心肺常見

+金級

    陽虛危證冷汗，肢厥脈微欲絕



症狀
   第一組 陽虛危症共症
   第二組   突然冷汗淋漓，或突發胸痛，四肢

厥冷，呼吸微弱，甚至昏迷

舌像
      舌質：淡
      舌苔：白

脈象：微欲絕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方劑

補陽中藥
四逆湯
速效救心丹
針灸/點穴



四逆湯（銀）

熟附子

乾薑

炙甘草

四逆湯中姜附草，回陽救逆此方寶



心與小腸的辯證論治
        氣虛

    虛證
心                              血虛
                              陰虛
                               陽虛
                                     急癥：心陽暴脫

                          心火亢盛
            實證     痰瘀心脈
                           痰蒙心神
                           痰火擾神
小腸實熱
          



四逆湯（銀）

熟附子

乾薑

炙甘草

四逆湯中姜附草，回陽救逆此方寶



速效救心丹

川芎

冰片



心陽暴脫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心火亢盛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  熱證共症

   第二組  口舌生瘡，心悸失眠，心煩

舌像

      舌質：舌尖紅

      舌苔：黃少津

脈象：數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
方劑
 清熱解毒藥，清熱涼血藥

 黃連解毒湯



黃連解毒湯（銀）

黃連

黃芩

黃柏

梔子

黃連解毒湯，三黃加梔子



痰瘀心脈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痰瘀心脈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  水阻（痰濕水）共癥，血瘀共癥
   第二組  痰瘀阻心特異癥
                    心慌，心律不齊，心前區疼痛，刺痛

（短暫或持續），或放射至左肩，口唇或青紫

舌像
      舌質：暗，瘀斑，舌下靜脈曲張
      舌苔：白厚膩

脈象：結代，澀，滑，緊，弦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
方劑
 去濕、化痰、活血化瘀、理氣中藥
 失效散+血府逐瘀湯
失笑散，豁然笑，五靈炒蒲醋酒調
通竅活血湯，赤芍歸芎姜，老蔥生薑棗，麝香五

厘嘗
血府四物配桃紅，柴牛枳殼桔梗草
膈下逐瘀桃紅丹香, 五靈歸芎烏草元芍
少腹逐瘀赤芍姜，元胡肉桂小茴香，芎歸沒藥失

笑散
身痛逐瘀羌艽香，五靈地龍草桃紅,牛膝乳沒與

川芎



丹參飲《時方歌括》醫方著作。二卷，清·陳念祖撰于
1801年。

君、使  丹參活血化瘀止痛
臣、佐   檀香、砂仁調氣暢中

記憶心法（銀）

丹參飲，丹檀砂，心胃痛

http://big5.wiki8.com/chennianzu_17823/


痰蒙心神證的辯證施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症狀
   第一組  水阻（痰濕水）共癥
   第二組  痰蒙心神特異癥

                    有精神刺激病史（精神分裂
症憂鬱型）精神抑鬱，神志昏昧，
或癡呆自語，或有癲癇病史，突
然昏倒，口吐白沫，喉中痰鳴

舌像
      舌質   淡胖齒痕
      舌苔   白厚膩
脈象   滑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
方劑
 去濕、化痰、開竅藥
 化濕利濕方劑/銀級
三仁湯
三仁湯，杏寇薏，滑石竹葉通草樸，半夏宣肺又化

濕
苓桂朮甘湯
苓桂朮甘，虛水逆胸
五苓散
五苓通陽行水方，白朮澤桂豬茯苓
真武湯
真武湯，悸眩振，附子茯苓朮芍姜，振奮腎陽抑水

氾



痰火擾神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痰火擾神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  水阻（痰濕水）共症；熱症共
症

   第二組  痰火擾神特異症
            有精神刺激病史，（精神分裂症
狂躁型）性情狂躁，甚至毀物打人，
喜笑無常，棄衣而走，登高而歌，  

舌像
      舌質  紅絳
      舌苔  老黃厚膩乾裂
脈象  滑數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腦海迅速閃過的中藥類訣與
方劑
 化痰藥，清熱解毒藥，清熱涼血藥，清熱

燥濕藥

 方劑：安宮牛黃丸

記憶心法/銀級
安宮牛黃犀麝君,芩連梔子三焦臣
金箔珍珠朱鎮心,金冰雄黃去穢佐
君也使藥入心竅,蜂蜜和胃解毒神



專病專方/礞石滚痰丸 原书主治 《玉机

微义》卷4录《泰定养生主论·痰论》：千般怪证。

君   礞石为君，取其咸能软坚，质重沉坠，功
专下气坠痰，兼可平肝镇惊，为治顽痰之要
药

臣   苦寒之大黄，荡涤实热

佐    黄芩苦寒泻火，清痰火；

使    沉香降逆下气，引導痰火下行。

本方迅扫直攻老痰巢穴，速去浊腻之垢而不少
留，滚痰之所由名也。

記憶心法（銀）

礞石滚痰青礞石，大黃黃芩與沉香



小腸熱盛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脾
運化飲食物                                                精微再吸收
運化，運輸消化               濁氣小腸       固體濁氣         大腸
路徑：食物     胃      脾                           液體濁氣         膀胱
                                                 精微      肺
                                                                 心
                                                                 肝
                                                                腎    
                         肺

其中水分，脾      
                      
                         腎
                                



關於小腸的其他說法

 心與小腸相表裡

     小腸病症狀之一：尿赤或灼熱/心熱下移小
腸

 小腸主液：消化水穀的同時，吸收大量水分。

    小腸病症狀之二：便溏腹瀉

記憶心法金級：小腸三分，固大液胱。心熱尿
赤，脾虛腹瀉



小腸熱盛證的辨證論治思考

症狀

   第一組

   第二組

舌像

      舌質

      舌苔

脈象



小腸熱盛證的辨證論治

症狀

   第一組  心火症狀

   第二組  小便熱症狀

舌像

      舌質  紅，特別是尖紅

      舌苔  黃

脈象   洪，數



腦海迅速閃
過的中藥類訣
與方劑



清熱解毒藥，清熱涼血藥，利尿
藥

黃連解毒湯，八正散



專病專方/導赤散（銀）

君    竹叶甘淡，清心除烦，淡渗利尿

臣   木通苦寒，入心与小肠经，上清心经之火，
下导小肠之热

佐    生地甘寒，凉血滋阴降火；

使    生甘草梢清热解毒，尚可直达茎中而止痛，
并能调和诸药，还可防木通、生地之寒凉伤
胃，

 記憶心法/銀級

導赤竹葉地木草，心熱移於小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