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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憶症（Amnesia）的中醫治療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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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失憶是腦部受傷損害或機能減退的一個指標，它可以發生在各種年齡，只要

有腦部損傷或退化就可能會出現，尤其是海馬迴及附近組織損傷，因為這些地方

對血氧的供應特別敏感，低血氧就會造成神經細胞的凋亡。因此中醫在治療首先

就是提高腦部的供血量，增加腦部的血液循環，改善大腦的代謝為標的。所以用

補氣、補血、補陽、補腎等藥物來增加腦部供血，改善大腦局部的循環，提高血

氧及血糖供給等。用苦寒清熱藥物來抑制腦部血管及神經元的發炎，代謝細胞堆

積的廢物，修護受傷的神經元，並抑制補陽藥物劑量過大所產生燥熱的副作用。

再配合活血化瘀的藥物來改善血管、細胞、神經元間的代謝及修護組織。也會用

利水化濕的藥物來改善細胞間的水分瀦留及增加代謝。

關鍵詞：失憶症、海馬迴、健忘 

本文

一、定義

失憶這個兩個字可以單獨來看是一個症狀，也可以當作一個疾病—「失憶症」

來討論，從字面來看是就是喪失記憶的意思，就是記憶不見了，這是一種大腦記

憶混亂的表現，從腦部的記憶結構來看可以是局部性的，也可以是全面性的。這

好像電腦的硬碟一樣，它可以壞掉一部分的檔案，也可以全部都當掉。我們就把

失憶當作疾病來討論，英文是 Amnesia，又稱失憶症候群（amnesic syndrome） 〔1〕。

失憶症其實是大腦中負責記憶的內側顳葉、間腦和海馬迴產生的問題，尤其是海

馬迴，故海馬迴損傷或退化時就會產相關記憶的問題，因為海馬迴是主要負責短

期、長期及空間的記憶，失智症最先喪失就是海馬迴中的短期記憶，當然人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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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時最先退化的也是海馬迴的短期記憶〔2〕。

失憶症在中醫稱為“健忘”或“健忘症”，在《內經》、《傷寒論》中稱之為

“善忘”或“喜忘”之名。《靈樞 •本神篇》中提到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

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3〕。《傷寒論》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

有畜血〔4〕。而清代汪昂在《本草備要》辛夷條下金正希「人之憶性，皆在腦中」

之說〔5〕。同代王清任在《醫林改錯》明確指出「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小兒無

記性者，腦髓未滿，高年無記性者 腦髓漸空」之說〔6〕，所以不論是善忘或喜忘中

醫認為都是心主神明的問題，當然此時的心即是大腦的作用，明確講是腦主神明。

傳統以心、脾、腎三臟與失憶症的關係最大。本文主要用失憶或失憶症或健忘症

來代替上述這些名詞。

二、病因及病理

（一） 西醫

失憶症主要由於是海馬迴的問題，故在成因上可分為器質性及功能性的原因，

器質性上的原因如大腦創傷、腦震盪、腦部腫瘤、腦梗塞、腦出血、腦栓塞、腦

囊蟲、結核病，病毒或細菌或微生物造成腦炎或腦膜炎，藥物或毒品等等引起的，

造成腦部海馬迴實質的損傷，之後產生的記憶局部或全面性的喪失。根據時間久

暫又可區分為暫時性及永久性的傷害，暫時性失憶症的時間可能從數秒鐘到數日

之久；而永久性失憶症的時間自事件開始記憶便喪失而不再恢復。

失憶症主要原因大概有下列幾種〔1〕：

  1. 腦部創傷：如車禍或腦外傷所造成失憶症，患者可能不記得車禍之前或之

後的事情，經過數分鐘或數小時後漸漸清醒，可能可以慢慢恢復，或完全

不記得，甚至海馬迴嚴重創傷，連以後新的記憶也辦法形成了。

  2. 腦部感染及後遺症：感染及後遺症越嚴重，傷害到海馬迴及相關大腦皮質

必定會影響到記憶及認知，至於影響記憶時間的長短是依照感染的嚴重程

度及位置而有所差異的。

  3. 中風：不論是出血性或梗塞性，視其發生位置及嚴重程度造成的傷害，只

要影響到海馬迴及附近組織就會造成失憶，可能是暫時性或永久性的失

 憶。

  4. 癲癇：發作時間輕者數秒的閃神，較嚴重可能有數分鐘或數十分鐘的失

 憶。而且癲癇發作越頻繁，大腦傷害越大，記憶的喪失可能就越多、越嚴

 重，甚至不可挽回。

  5. 酒醉：幾乎所有酒醉的人都會忘記當時發生的事情，包含自己說的話或做

的事，所以長輩常常告誡說酒醉會誤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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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安眠或鎮靜藥物：如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s, BZD）安眠鎮定的藥物

也會造成暫時性的失憶，如睡眠中夢遊，把冰箱的剩飯、剩菜吃完，或做

一頓飯，或出去買東西然後再回來繼續睡眠，醒後患者自己卻一無所知。

  7. 麻醉：當全身麻醉也會造成手術期間記憶空白，視其藥物種類及劑量失憶

的時間長短會有不同。

  8. 失智症：最常看到是失智症的症狀是記憶喪失，這是海馬迴及大腦皮質的

退化引起的，初期是海馬迴先退化，短期記憶喪失，剛說完話就不記得，

瓦斯忘了關，水龍頭用完也忘了關，無法學習新的知識，操作新的東西，

不熟悉的環境可能會迷路。再來就是中期或長期記憶慢慢喪失，連熟悉的

事物也會記不起來，無法從事原本熟練的工作，甚至連在社區或家中附近

也會迷路，嚴重者家中有也會走錯房間，兒女或老伴都不認識。雖然老化

記憶也會衰退，但通常經過提醒也會想起來，或事物的聯想也會慢慢記起

來。

  9. 驚嚇過度或過度緊張：不是因為大腦實質傷害造成的，海馬迴並沒有受損

害，有點像是神經休克一般，通長時間數秒到數小時不等，有時車禍或大

地震後也會發生。

10. 低血壓：尤其是長期低血壓的患者，常常會發現記憶力衰退，高齡的低血

壓會造成腦部血液的灌注壓不足，長期的不足更容易造成失智的症狀，尤

其海馬迴是非常依靠充足血液供應的區域。

11. 低血糖：如血糖過低就會造成昏倒，經常低血糖容易讓大腦皮質及海馬迴

細胞營養不足而退化，尤其是海馬迴，所以會慢性造成記憶的衰退，導致

失智的發生。臨床上曾發現一些高齡糖尿病患者，因為餐前吃完控制血糖

的藥物後未立即進食，空腹太久血糖過低而發生暈倒，發現後被救醒連自

己發生的事情都不記得。

12. 催眠後遺忘症：患者失去被催眠時的記憶，如同酒醉後至醒時的記憶空

 白。麻醉的過程也是一樣。

13. 其它：如一氧化碳或一氧化氮中毒等等也都會造成大腦皮質及海馬迴的神

經元得不到血氧供應而凋亡，導致失憶症狀，甚至死亡。

所以造成失憶症的主要病理是海馬迴及附近組織受到器質性的傷害後，造成

海馬迴等細胞的凋亡、萎縮及退化。其次是供應海馬迴的血管受到傷害而影響供

應的血流量，血管可能因為壓迫、痙攣、發炎、水腫、粥狀硬化等等原因造成血

管的管徑狹窄，導致血流量的不足，使供給的血氧及血糖量的減少也會造成海馬

迴細胞的慢性凋亡，而導致記憶的衰退。連心臟衰竭也可能造成腦部血液供給量

不足，也容易造成記憶的衰退。當然海馬迴的理論也在今年 5 月一篇自然雜誌的

論文得到證實，文中認為海馬迴對空間和情景記憶至關重要，此區對缺氧非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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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阿茲海默症早期就是海馬迴受損，此區的血氧水平可以解釋為什麼記憶力減

退是阿茲海默症早期的症狀。所以增加海馬迴的血流量可能能夠真正有效地防止

記憶損傷的發生，並預防阿茲海默症的形成〔2〕。

（二） 中醫

中醫講心主神明，記憶似乎主要跟心有關，但其實五臟與腦部息息相關，故

五臟各有所藏，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所以五藏在大腦各

有其主及地圖，雖然傳統認為以心、脾、腎三臟關係最大，但個人認為五臟皆有

失憶症，五臟皆有腦病，都會影響到大腦記憶。敘述如下：

1. 心：心主血更無問題，凡心衰竭、心血管的問題都會造成心臟供血量的穩

 定，及血壓的高低，都會直接影響腦部，尤其海馬迴對血液的供應及血氧

是最敏感的。

2. 肺：肺主氣，在呼吸窘迫症時，或一氧化碳中毒、或一氧化氮中毒時都會

產生血氧過低的現象，低血氧也會使海馬迴產生損傷，海馬迴的神經元會

凋亡，形成失憶症狀。又如 COVID-19 患者在隔離時可能會因為血氧慢慢

降低而猝死，在這肺臟瀰漫性的發炎，影響到肺部血氧的交換，及二氧化

碳濃度過高，慢慢大腦血氧不足的過程中影響到海馬迴的短期記憶而忘了

呼救，所以後來在隔離中必須備有血氧濃度計來定時回報血氧濃度，這又

是肺臟與失憶的關聯。另外在 COVID-19 感染重症康復後，不但有肺部纖

維化的問題，也有一些神經症狀的問題，尤其是在記憶及思考的問題更常

見，主要是感染到腦部的後遺，及肺部纖維化後血氧供給量可能會比較不

足的問題，這些都會導致患者有失憶的困擾〔7〕。或是因各種慢性肺部疾病

伴發呼吸功能衰竭、導致低血氧症和高碳酸血症而出現的各種神經精神症

狀。其臨床特徵為原有的呼吸衰竭症狀加重並出現神經精神症狀如神志恍

惚、嗜睡或譫妄、四肢抽搐甚至昏迷等。臨床表現主要為頭痛、頭暈、記

憶力減退、易興奮、多語或少語、失眠等腦皮層功減退症狀以及意識障礙

與精神異常，這些都是肺性腦病〔8〕，都有失憶症狀的問題。

3. 肝：肝主疏泄，在急性肝衰竭或嚴重肝硬化時產生肝性腦病時，肝臟對蛋

白質的分解代謝產生問題，血液中的氨含量升高就會影響大腦，產生失憶

健忘的症狀，所以肝臟也會影響到失憶的症狀。

4. 腎：腎主藏精、主骨髓通腦，腎臟是將身體廢物排出的主要器官，尤其是

蛋白質的廢物尿素氮，尿素氮是人體蛋白質代謝的產物，由肝臟合成，再

由腎臟將其過濾到尿中而排出體外。當腎臟受損或腎功能障礙時，此項排

除功能可能因此降低或完全喪失，導致過多的尿素氮累積在血液中，出現

濃度上升的情形，血中尿素氮的濃度太高造成尿毒性腦病，又稱為腎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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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大部分是急性或慢性腎衰竭造成的。尿毒症性腦病是神經系統中最常

見的危害，患者早期表現為疲勞、乏力、頭痛、頭暈、理解力和記憶力減

退等，進一步發展出現煩躁不安、肌肉顫動、幻覺等，嚴重者還會出現

嗜睡、昏迷〔8〕。所以失憶也是初期腎性腦病症狀之一。

5. 脾：脾統血、脾主意，中醫的脾指的是脾臟與刺灸心法書中所畫的胰臟，

脾臟是體內最大的淋巴器官，主要功能為儲存免疫細胞、濾血以及儲血，

在緊急時也可供應所藏的血液，所以脾臟與消化道及大腦的免疫系統有密

切關係，透過自主神經及內分泌，聯絡大腦神經與免疫系統〔9〕。而胰臟本

身有外分泌及內分泌功能，外分泌主要是消化酶，而內分泌主要以控制血

糖升降的胰島素及升糖素，而血糖的高低與胰島素、胰島素阻抗、糖尿病

有密切關係，而糖尿病與失智症更是關係密切，阿茲海默失智症初期就是

短期記憶喪失為主，稍重連圖像記憶也開始喪失而迷路。美國美國布朗大

學（Brown University）神經病理學家蘇珊娜 • 德拉蒙特和傑克萬茲（Jack 

Wands）教授，在實驗室裡發現阻斷大鼠大腦裡的胰島素路徑，干擾大腦

對胰島素的反應，結果發現大鼠喪失學習能力和記憶力，開始呈現和某些

類似阿茲海默症的症狀。他們通過檢查正常及晚期阿茲海默症死後的病

例，比較了健康的人和阿茲海默症患者腦中胰島素和受體的含量，發現學

習及記憶有關的神經區域裡，如海馬迴的區域，健康的人胰島素平均含量

比阿茲海默症患者推估高了四倍，胰島素受體高了 10 倍，證明晚期阿茲海

默症與大腦中胰島素和 IGF-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 -1）多肽和受體基因水

平的顯著降低有關，因此於 2008 年提出將阿茲海默症是「第三型糖尿病」。

因為大腦內的胰島素阻抗，被證實是阿茲海默症的特徵之一〔10〕。從海馬

迴及大腦皮質的觀點，低血糖造成神經細胞缺血糖，因而細胞失去活化能

力後凋亡、萎縮，簡單說是神經細胞餓死了，當然記憶就喪失了。但同樣

高濃度的血糖供應也會造成細胞抗拒血糖而產生胰島素阻抗的問題，高血

糖容易堆積脂肪造成血管狹窄，也容易造成發炎，同樣也能損傷海馬迴的

神經元，同樣造成失憶症狀，這就說明脾與大腦及記憶的關係。由以上所

述五臟皆有腦病，五臟皆能造失憶。

至於功能性主要是心理的問題，即所謂的「癔症」，又稱為「歇斯底里」，通

常在創傷後、精神刺激，或壓力過大時心理問題，如大地震或戰爭或被嚴重虐待

後等等所造成，導致症狀中會有表現失憶的現象，稱為解離性失憶症，即心因性

失憶症〔1〕。但本文並不討論這些心理的問題。

根據失憶症的時間過程可區分為兩種〔11〕：

1. 順行性：是由於腦損傷後而無法創造新的記憶，而事件發生前的長期記憶

仍然完好無損。腦損傷可由長期酗酒、嚴重營養不良、中風、頭部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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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炎、手術、腦血管事件、缺氧或其他創傷的影響引起。與這種情況相關

的兩個大腦區域是內側顳葉和內側間腦，簡單說就是海馬迴及附近區域。

由於神經元丟失，無法用藥物方法治療順行性遺忘症。

2. 逆行性：是無法回憶起失億症發作前的記憶。能夠在事件發生後記住新的

記憶。逆行通常是由頭部外傷或大腦除海馬迴以外的部分損傷引起的。海

馬迴負責編碼新的記憶。情景記憶比語義記憶更容易受到影響。損傷通常

由頭部外傷、腦血管意外、中風、腫瘤、缺氧、腦炎或慢性酒精中毒引起

等等。

三、診斷

失憶在臨床上很少當作一個病，而只是當作一個症狀，或一種疾病的許多症

狀之一。以阿茲海默症來講，認知缺陷是失智的主要特徵，而記憶是其突出症狀，

不管在短期、中期、長期都是如此。但還有失語、失算、失用、失認等，並導致

患者社交、生活或職業功能上的缺損。也會有人格的障礙，如性情的改變，對人

冷淡、冷漠、對親人默不關心、情緒不穩、易暴怒、無故打罵等。其精神上也會

有障礙，如被害妄想、幻聽多見，甚至幻視等。或有被竊妄想、自大妄想、幻視

和鍾情妄想。情緒上也發生障礙，以抑鬱及焦慮較常見。運動上的障礙如失智中

期，表現過度活動及不安、無目的在室內來回走動、或半夜起床到處亂摸、開關

門、搬東西等。在後期嚴重時，本能活動喪失、隨地大小便失禁……等等〔8〕。所

以失憶症狀的嚴重程度雖然可以分輕、中、重症三級，其實跟失智症分級是同樣

的，所以並無特別的區分出來，其他疾病亦然，所以失憶症臨床上都被當作一個

單一的症狀，而不是疾病。臨床的診斷及檢查都依附在各種疾病之中，疾病治癒

而無器質性的損害時，大部分都能恢復正常的記憶，只是完全與否，故診斷會因

其疾病分類而有所差別。可區分：

（一）  實驗室檢查：常規檢查外並無法直接檢查記憶問題，但依據不同的原

因做相關的檢查即可

（二）  影像檢查：CT 電腦斷層、MRI 磁振造影、SPECT 單光子攝影、PET 正

子攝影、超音波……等等，依不同的原因做相關的檢查，可以檢查大

腦細部的問題，量測大腦各部的面積體積，包含血流量或葡萄糖量，

及各種神經傳遞物質的受體等等，尤其是負責記憶的海馬迴〔8〕。

（三）  量表：一般臨床並無針對失憶的量表，但在失智症中的簡易智能檢查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其中也有針對記憶項目的檢

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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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醫辨證及治療

中醫傳統上將失憶、健忘，歸在心、脾、腎三臟，因心藏神，主神明，腎藏

精，通於腦，脾主意與思，故心脾氣血不足、腎精虧虛及心腎不交等證，俱可導

致健忘，治以養心安神，補益脾腎為主。但考慮到痰與瘀對健忘失憶的影響，因

為痰與瘀都是臟腑氣血運行失衡的產物，卻會反過來影響的臟腑氣血的運行順暢

與否，故除了心、脾、腎三臟之外，痰、瘀辨證對失憶、健忘也是很重要的。

但對失憶一症，臨床上還是要根據疾病的種類來治療，如腦部創傷或中風時，

先區分急性期或慢性期，急性期的失憶症狀通常不是主要的治療考慮，一定先留

人治病，通常在慢性期或後遺症的時候才會考慮到。如患者出院復健時或已經一

段時間後才抱怨記憶的問題。一般人在抱怨記憶大部分是在記性比較差的時候，

通常跟年齡的老去有關係。目前在中醫內科學中將失憶歸在健忘一節，文中「健

忘是記憶力衰退的一種表現，對往事容易忘記；嚴重者，言談不知首尾，事過轉

瞬即忘。」這是單純對記憶的論述，依文中將健忘做下列的辨證〔12〕：

1. 腎精虧虛：恍惚健忘，精神呆滯，毛髮早白，枯脆易脫，齒浮動搖，骨軟

 痿弱，步履艱難，舌淡苔白，脈虛。用腎氣丸來加減。

2. 心腎不交：常常善忘，虛煩不眠，心悸怔忡，頭暈耳鳴，腰痠腿軟，多夢

 遺精，潮熱盜汗，夜間尿多，舌紅苔少，脈細數。用交泰丸加減。

3. 心脾兩虛：面色白，健忘怔忡，多夢少寐，氣短神怯，食少倦怠，腹脹便

 溏，婦女月經不調，苔白質淡，脈細弱。用歸脾湯加減。

4. 痰濁擾心：健忘嗜臥，神志恍惚，頭暈目眩，心悸失眠，胸悶不舒，喉中

 痰鳴，漉漉有聲，苔白膩，脈弦滑。用溫膽湯加減。

5. 瘀血攻心：突然健忘，舌強語蹇，但欲漱水而不欲咽，腹滿而痛，疼痛拒

 按，面唇爪甲青紫，小便清長，大便色黑，脈結代。用血府逐瘀湯、抵當

 湯、桃核承氣湯加減。

五、病例

病例 1：陳 XX、♀ 78 歲、病歷號碼：XXX67。初診日期：108/02/26。

病史：

1. 106 年搭公車摔倒右胸肋骨骨折，之後到署立桃園醫院住院 2 個月，再轉振興治

療，心血管做過繞道手術，瓣膜置換及多次肺積水，手術後腦部退化嚴重（摔

倒頭部雖無明顯外傷，頭部有激烈甩動，故懷疑可能有腦震盪），走路緩慢，平

衡差，打過生化雷射後就不再發生肺積水。

2. 2 年前仍在做清潔工作（搭公車摔倒之前），107/10/10 振興醫院血檢 HB=11.9、

K=3.5。打循環針（銀杏葉素）但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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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08/13 林口長庚神經科影像檢查，額葉及島葉萎縮、Rt 額葉微小的老腔隙梗

塞。一個中間橋腦老腔隙梗塞。Lt 小腦細小的老腔隙梗塞。

主訴：

1. 左手指僵硬、握拳時疼痛、左肩及雙腳踝會酸痛。

2. 腦部退化嚴重，走路緩慢，平衡差，走路經常撞到東西及摔倒，脾氣變差，短

期記憶力差，100 減 7 連減 5 次都對，之前會一直往外跑，經常迷路。

3. 現在白天睡覺不想動，不想外出，有點憂鬱，無法工作。

舌脈二便：舌淡白、微黃苔。左虛數無力、右細數。二便可。

診斷結果：陽虛血瘀、腦絡阻塞、氣血虛弱、清陽不升。

治則：補陽補氣補血、活血化瘀通絡止痛。

病名：癡呆、腦震盪後症候群、腦梗塞後遺症、血管性失智症

處方 1： 補陽還五湯 8 克、四逆湯（桂）2 克、黃芩 3 克、薑黃 2 克。3 包 7 天，

三餐飯前一包。

處方 2： 北耆 16-20 錢、當歸 4 錢、赤芍 4 錢、川芎 4 錢、銀杏葉 4 錢、丹參 4

 錢、茯苓 5-4 錢、澤瀉 5-3 錢、肉桂 4 錢、乾薑 4 錢、附子 4 錢、天麻 5-6

錢、黃芩 5-6 錢、延胡索 5-4 錢、蒼朮 3 錢、（大黃 1-1.5 錢）。2 包 7 天，

早晚飯前。

處方 3：川七粉 5 克、人參粉 5 克、2 包 7 天，早晚飯前。

處方 4：調胃承氣湯 20 克，20 包 1 天，不排便時吃。

回診：療程共 4 回，除第一回孫女帶來外，第二回到第四回是孫女或孫女的男友

代替取藥，故第二回及之後無處方 1 之健保給付的濃縮藥粉。患者平常都

是孫女在照顧，孫女與阿嬤感情非常好，因為孫女是阿嬤從小帶大的。

1. 左手指僵硬，握拳時疼痛，左肩及雙腳踝會酸痛等等都已緩解。

2. 走路緩慢、平衡差，都已恢復正常。

3. 脾氣變差改善許多，短期記憶力差恢復未受傷前。已無憂鬱。

4. 已經不會迷路。

5. 作息恢復正常，已經回去工作了（仍是做清潔工作）。

病例 2：程李 XX、♀ 81 歲。病歷號碼：XXX29。初診日期：107/12/19。

病史：

1. 107/12/01 摔倒左股骨頸骨折，內湖三軍總醫院骨科開刀置換人工股骨頭，住院

期間不願吃中藥，12/08 下午出院。

2. 107 年 9-11 月在家暈倒三次，無力自行起來，家人回家發現扶起，無明顯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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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未進食血糖過低（家中電鍋裡有準備飯菜）或憂鬱引起的（老伴過世未滿

一年，小孩上班時無人陪伴）。

主訴：

1. 無法自行照顧及自己進食，無計算力，短期記憶力幾乎沒有，下巴顫抖。

2. 憂鬱，老伴過世已過一年後感覺沒有求生意志，自己覺得活著沒有目的（從年

輕開始就經常坐著打瞌睡，近幾個月因此而摔倒）。

3. 出院後三總評估失智嚴重（個管師來電長照追蹤三次）。

舌脈二便：舌淡紅、微黃苔。左弦數。右弦數。二便可。

診斷結果：陽虛血瘀、腦絡阻塞、氣血虛弱、清陽不升。

治則：補陽補氣補血、活血化瘀通絡止痛。

病名：股骨頸骨折、腦震盪後症候群、癡呆、老年性腦退化、失智症

處方 1： 北耆 20 錢、天麻 6 錢、淮山藥 6 錢、當歸 4 錢、赤芍 4 錢、茯苓 4 錢、

柴胡 4 錢、陳皮 8 錢、生地 3 錢、炒蒼朮 3 錢、骨碎補 8 錢、生杜仲 8

 錢、懷牛膝 8 錢、肉桂 3 錢、乾薑 5 錢、附子（先煎 1 小時）5 錢、黃芩

8 錢、大黃 1.5 錢。3 包 7 天、三餐飯前一包。（實際每天只吃早晚二次）

處方 2： 人參粉 12 克、川七粉 12 克。2 包 7 天。三餐飯前一包。（實際每天只吃

早晚二次）

回診：

1. 療程至 109/01/18，已經吃了約 13 個月，除處方 1 略有加減、劑量稍有調整，

其餘不變。每天維持早晚吃二次。有時方中稍有調整，如稍水腫加澤瀉 4 錢；

尿禁不住時加山茱萸 4 錢；有些潮熱加女貞子 4 錢；腹瀉加砂仁 4 錢；補腎加

熟地黃 4 錢去生地黃等等。因為吃全素會另外補充百 X 可營養補充品，每日 2

瓶，混合藥物一起吃，藥物感覺比較不苦而好吃（一直都很怕苦的味道）。

2. 農曆年（109/01/24-29）後，已能自行在家，自我照顧，自行進食。

3. 之前同兒子走路 2 公里上班（週一到週六， 一日約 4 公里）。過完年後不願意

 去。跑步機快走 4~9 公里。每天吃藥改 1 次或二 ~ 三天吃 1 次，停吃處方 3 育

生丸。

4. 短期記憶恢復大部分，已有基礎的計算能力，能自行去傳統市場買菜，一週去

二或三次，視買的東西種類去三個傳統市場，偶爾去另一間超市買自己喜歡吃

的罐頭或醬菜，自己可以燒飯、煮菜等等。也可以準備整桌的午餐或晚餐。

5. 會做家事，手洗自己衣服，使用新洗衣機脫水，拖地、清理廚房、油煙機等。

自己會看第四台，轉到愛看的節目。

6. 下巴已無震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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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無憂鬱，會自行出去找朋友聊天、說笑。但又恢復以前晚睡、睡少，坐著打

瞌睡的習慣。

8. 不識字但已經恢復以前自己看數字，自己撥打電話給朋友或親友聊天。

六、結論

失憶在臨床上幾乎都是一種疾病的各種症狀之一，很少獨立當作一種病在治

療，它是腦部受傷損害的一個指標，各種年齡都可能發生，只要腦部損傷或退化

就可能會出現，尤其是海馬迴及附近組織損傷，因為這些地方對血氧的供應特別

敏感，低血氧就會造成神經細胞的凋亡〔2〕。因此中醫在治療第一步就是提高腦部

的供血量，增加腦部的血液循環，改善大腦的代謝為標的。所以用補氣、補血、

補陽、補腎等藥物來增加腦部供血、供氧、供糖等。用苦寒清熱藥物來抑制腦部

血管及神經元的發炎，代謝細胞堆積的廢物，修護受傷的神經元。並抑制補陽藥

物劑量過大所產生燥熱的副作用。再配合活血化瘀的藥物來改善血管、細胞、神

經元間的代謝及修護組織。也會用利水化濕的藥物來改善細胞間的水分滯留及增

加代謝。配合患者足量的運動，也包含腦部的益智運動，如麻將、橋牌、圍棋、

電玩等等，中醫的治療、營養、復健及運動多方整合，雖然不是針對失憶單一症

狀治療，但整個人體及大腦恢復正常了，達到不治而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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