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醫觀點淺談過敏的居家預防及照護
Prevention and Home Care of Hypersensitivity (Allergy)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Aspect
葉羨敏中醫師
Yes Acupuncture & Wellness Center
713-782-1803
www.yesacupuncturewellness.com
6415 San Felipe St.
Houston, TX 77057
葉羨敏中醫師簡介
•
•
•
•
•

美國德克薩斯州執照針灸師（AC00926）
美國全國針灸和東方醫學認證委員會（NCCAOM）執照針灸師
中華民國台灣執照營養師（LD）（000967號）
美國德克薩斯州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會員（TAAOM）
美國全國針灸戒毒協會會員（NADA）

現任
• 休士頓悅氏針灸和東方醫學健康中心創辦人暨針灸醫師
• 休市仁和中藥行駐診中醫師

學歷
• 中國天津中醫藥大學（TUTCM）博士後研究暨博士候選人
• 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FBU)針灸暨東方醫學博士
• 美國德州華美中醫學院(ACAOM)針灸暨東方醫學碩士
• 美國伊利諾州知識系統學院(KSI)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
• 中華民國台灣輔仁大學(FJU)營養學碩士
• 中華民國台灣中山醫學大學(CSMU)學士

葉羨敏中醫師簡介
經歷
• 休士頓悅氏中醫診所針灸醫師
• 休士頓仁和中藥行針灸醫師
• 前針灸和東方醫學學院理事會（CCAOM）潔針技術講師
• 前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健康中心針灸醫師

• 前休士頓西南紀念醫院(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健康中心針灸醫
師
• 前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ACAOM）教員
• 前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診所副主任
• 前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診所針灸醫師
• 前休斯頓針灸暨草藥療養中心（AHW）針灸醫師
• 前中華民國陸軍實踐部隊衛生連醫勤官
• 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脂質研究室動脈粥狀硬化醫學研究

專長
• 各類疼痛、纖維肌痛、面癱、壓力管理、內科疾病、中風康復、運動損傷、營養照顧和
中醫藥處方等。
• 中醫專精技巧: 傳統針灸，方式、焦式和朱式頭針，耳針，董式針灸，腹針，Acudetox
（NADA protocol），刮痧，放血，拔罐，電療，各式傳統推拿，中草藥處方等。

過敏性鼻炎的六大症狀







揉鼻子
鼻塞
鼻涕倒流
黑眼圈
清喉嚨
揉眼睛

過敏相關疾病
過敏性鼻炎
氣喘
食物過敏
皮膚過敏

演說內容綱要 (120分鐘)
過敏的中、西醫基礎理論和觀念
中醫對過敏的基本診斷
針灸和中草藥治療過敏的基本原則
休息(5分鐘)
中醫觀點對皮膚過敏、飲食過敏、季節性過敏及氣喘的居家預防及照護
a. 治療過敏常用的中醫穴位
b. 飲食的選擇
c. 居家生活的預防及照護
問題提問及回答(10分鐘)

過敏的中、西醫基礎理論和觀念
西醫基礎理論: 肥大細胞

過敏的西醫基礎理論和觀念
過敏 Hypersensitivity (Allergy)
過敏原 (Allergen)抗原 (Antigen)
攝入食物, 藥物
接觸食物, 藥物, 殺蟲劑, 接著劑, 皮毛, 頭髮, 羽毛, 黴菌, 金屬
吸入花粉, 灰塵, 黴菌, 化妝品, 香水
注射疫苗, 血清, 抗體, 激素
非免疫系統相關: 寒冷, 運動, 壓力…

過敏的西醫基礎理論和觀念
免疫觀點 Immunologic Aspects
1. Humoral immunity (體液免疫)
2. Cell-mediated immunity (δ-globulin)
IgE, IgA, IgM, IgG, IgD (細胞免疫)
REACTIONS:
Type I-過敏型
Type II-細胞毒殺型
Type III-複合體中介型
Type IV-細胞中介型
Type V-刺激型

過敏的中醫基礎理論和觀念
何謂中醫?
千百年來中國人對生活智慧的總和與結晶
中國的醫學
東方的醫學
老 ㄎㄡ ㄎㄡ的醫學
中庸的醫學 / 平衡的醫學
{順”天”應”人”}的醫學 - 葉的看法

西醫對過敏的基本診斷

Test for diagnosing seasonal allergies
Skin prick tests
Intracutaneous tests
Scrach test
IgE antibody tests
Radioallergosorbent tests (RAST)

中醫對過敏的基本診斷
中醫對過敏的基本診斷-舌診
Your tongue is a barometer of health
• Color
• Shape
• Cracks
• Coating

中醫對過敏的基本診斷-脈診
• There are 12 main pulses
• 28 different pulse qualities
• Reflects internal meridian & organ system health

中醫治病的原則 (八綱辯證…)
對”症”下藥
陰陽(總綱:病邪的類別)
表裡(病邪的深淺/部位)
虛實(病邪的強弱)(過敏常見)
寒熱(病邪的屬性)(過敏常見)

季節性過敏 與 皮膚過敏
表症 (標)
肺熱
風熱
溼熱, 毒熱
風寒犯肺
肝膽火旺…
裏症 (本)
腎, 脾, 肝, 心

哮喘中醫觀點
Pathology and Phrenology

中醫觀點

哮中醫觀點:
喘中醫觀點:
哮中醫觀點:
喘中醫觀點:
喘中醫觀點:

哮喘Xiao Chuan
TCM Mechanism of Xiao
TCM Mechanism of Chuan
Differentiation of Xiao
Differentiation of Chuan
Differentiation of Chuan

針灸和中草藥治療過敏的基本原則
瀉實補虛 (急性期) 補虛瀉實(慢性期)
麻黃湯, 小青龍湯, 蘇子降氣湯, 定喘湯
標本兼治
冬病夏治 與 夏病冬治
「冷在三九，熱在三伏」

中醫觀點對皮膚過敏、飲食過敏、季節性過敏及氣喘的居家預防及照護
a. 治療過敏常用的中醫穴位
b. 飲食的選擇
c. 居家生活的預防及照護

a. 治療過敏常用的中醫穴位
1. 呼吸系統
魚際
內關
大椎
大抒
風門
肺俞
定喘
2. 消化系統
天樞

神闕
氣海
關元
足三里
3. 皮膚
脾俞
三陰交
血海

4. 針刺, 天灸, 各種灸法
(沒有過敏症狀)

b. 飲食的選擇
過敏的飲食原則
楊維傑醫師: 病人不忌口﹐浪費醫師手
呼吸系統疾病: 忌吃生冷食物、圖表示
消化系統疾病: 忌吃生冷食物、圖表示
皮膚疾病:忌吃海鮮 (帶殼)、雞、鴨、辛辣物、酒 、少吃外食﹐常清洗衣物、被單﹐準時
就寢 (燙青菜)
中醫藥亦會引起過敏

c. 居家生活的預防及照護
七大鼻子改善方法
戴口罩避免過敏原
吃抗組織胺藥品
保持清潔除塵蟎
勤運動改善體質
補充維生素 A, C, E 蔬菜
吃益生菌等藥物

吃抗氧化水果

The best treatment for patients from western view
Patients’ first line of self-care treatment is learning how to minimize or avoid
exposure to their allergens!
過敏的中醫治療:長城不是一天造成的

玉屏風散 (慢性期) [虛,寒]
補氣,防風,驅寒
黃耆
白朮
防風
+
蒼耳子

免疫回春茶 (慢性期) [虛,寒]
補氣養血﹐增強免疫力﹐延緩老化
黨蔘 9g (3錢)
黃耆 9g (3錢)
紅棗 9 pics
枸杞子 6g (2錢)
禁忌:外感風寒感冒的病人

食物過敏與皮膚過敏
限制飲食, 排除飲食 (Elimination Diet)
挑戰性測試 (Challenge test)
降敏感過程 (Hyposensitization)
Asthma 氣喘
Call 911
POSTURE: SITTING IN FLEXION (SI)

中醫哲學和基本觀念:五行
每日養生五行
1.曬足太陽
2.吃得健康

3.深度呼吸
4.多喝多排(運動出汗)
5.接近植物

現代人的問題
強, 快, 多, 大, 遠離自然, (聰明)自私自大

地球的宿命
Extreme weather

現代人的問題
過敏
醫?
藥?
自我照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