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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中醫治療截癱或指癱是非常有效的，周邊神經損傷不但是非常有效而且非常

的快速，通常患者回饋在服藥一、二周內即開始有感覺。臨床上越早中西結合治

療患者神經恢復速度越快，最好在第一時間的加護病房即可開始治療，從李政育

醫師在 86 年與三總林欣榮主任合作的病例及文中病例可以發現，中醫介入時間越

早療效愈好、療程越短；患者越年輕恢復愈快；受傷神經所屬骨骼肌的肌力恢復

時間約中藥早期介入全部時間的一半稍過。部分截癱恢復時間比較短，完全截癱

恢復曠日廢時，都要以年計算，可在病例 3 看到該患者花了 8 年 7 個月才完全恢

復。因此脊髓損傷節段高低、部位、面積大小及輕重程度就決定截癱嚴重程度與

型式，中藥介入時間的早晚也影響患者恢復時間長短與速度。患者是否有信心與

恆心持續服用中藥與復健也是痊癒的關鍵。

關鍵詞：截癱、截癱方、神經再生、脊髓損傷、指癱

貳、前言

1995 年 5 月 27 日美國知名影星主演「超人」的克里斯多夫．李維 （Christopher 

Reeve），李維在維吉尼亞州參加馬術比賽時，騎著他的賽馬「巴克」跳越 15 個柵

欄中的第三道障礙時，愛馬突然緊急煞住而李維卻飛衝出柵，頭部著地卻沒有傷

及腦部，因為有安全頭盔的保護，但卻造成第一頸椎環椎及第二頸椎樞椎的骨折，

由於是高位頸椎骨折所以當時無法自行呼吸，後來經過幾個月治療後，藉助於節

律器而有了改善。 42 歲的李維從此走上癱瘓人生，也開啟世人對脊損損傷的重

視，並成立了克里斯多夫‧李維癱瘓基金會，並募資大筆資金致力於癱瘓後重建

的研究，並遊說美國國會和白宮通過幹細胞研究法案，也全力為脊椎損傷者爭取

更多的福利，李維在 52 歲因心臟衰竭於 2004 年 10 月 10 日去世。看到超人李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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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頸椎骨折造成高位頸椎完全截癱，造成四肢癱瘓、二便不能，及無法自主呼吸

等〔1〕。不禁想起陳水扁當台北市長時執行騎乘機車強制戴安全帽的規定，影響所

及到此規定立法後於民國 86 年 6 月 1 日起全國強制執行，從此改變最大是創傷的

生態，從頭部創傷轉到頭部以下的脊椎創傷，尤其是頸椎的創傷最常見，脊髓神

經創傷造成不同程度的癱瘓，如四肢癱、截癱、單肢癱甚至指癱，這些癱瘓都是

中樞神經或周邊神經的受傷引起。如在頸椎創傷會導致四肢癱或截癱，到了胸腰

椎以下通常是截癱，腰一椎以下可能是截癱或單肢癱了。到了周邊神經如上肢的

臂神經叢或正中神經、橈神經或尺神經等等，那條神經受傷其受支配的肌肉動作

就受到影響，甚至無法動作。下肢神經自腰神經叢出，坐骨神經下到腓骨深淺神

經，再至足底內外神經、趾神經，只要神經創傷便會影響到支配的肌肉包含感覺

及運動，輕則跛行、無力，重則單下肢癱、趾癱等等。

參、本文

一、神經系統介紹

本文主要探討中樞神經（CNS）與周邊神經（PNS）的創傷，人體中樞神經分

為腦與脊髓，而周邊神經則包含 12 對腦（顱）神經，從神經核到作用肌肉或作用

器，和 31 對脊神經，從脊髓前角細胞開始到骨骼肌及體表皮膚。感覺神經元神經

傳導的方向，是由體表負責感覺的接受器向脊髓後（背）角前進，進入脊髓後（背）

角再從脊髓往上傳到腦部，稱為上升徑，是神經信號的輸入神經。相反的神經信

號下降路徑是運動神經元，是輸出神經，信號由大腦皮質的運動區經中腦、橋腦、

延腦到脊髓，下降至該節脊髓灰質前（腹）角出，再經體神經至肢體的骨骼肌上

運動終板，而目標的骨骼肌開始相對收縮，軀體或四肢產生大腦要求的運動。當

皮膚肌肉等感受器即神經細胞體，受到刺激後將動作電位信號經長長的軸突傳到

脊髓的另一個細胞，之後再脊髓內作基本判讀，可能從上升路徑傳到大腦作處理。

也可能馬上從運動神經立即做反射傳出，使肌肉立即的收縮，四肢能迅速離開危

險的範圍，但同時脊髓也會回報給大腦知道已經做處理的動作及等待後續的處理

信號。如腳底踩踏到釘子會立即抬腳防止腳底的受傷或減輕受傷的程度〔2〕；手被

電到或燙到會立即縮手等等，這些立即性的反射動作是不用經過大腦的處理就會

即時反應，以避免人體受到更大的傷害。同時傳到腦部的信號經過處理後，大腦

首先會命令另一隻手在傷處先敷敷、或止血壓迫，其次考慮要不要冰敷或敷藥，

再判斷要不要去找人協助或打電話送醫治療等等，甚至現在的工作是否要請假等

等反應，然後再指揮四肢忙碌的工作。

簡單的說身體所有隨意動作都是要靠運動神經元，運動神經元在解剖上可細

分為上運動神經元屬於中樞神經系統（CNS），及屬於周邊神經系統（PNS）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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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神經元，區分是從脊髓灰質前（腹）角細胞以下到骨骼肌的運動終板都是下

運動神經元。同樣感覺神經從感受器出發到脊髓後（背）角也都屬於周邊神經系

統，與下運動神經元的體神經幾乎是在同一路徑，只有起點的感受器與終點的後

（背）角差異而已，信號也有上下方向的不同。下運動神經元主要是上述的體神

經，主要是驅動隨意支配的骨骼肌做任何動作，但同時還包括一條路徑是支配內

臟的平滑肌做不隨意動作，稱為自主神經，支配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自主神

經雖同屬下運動神經元但其支配中樞主要在視丘，不是大腦皮質的運動區，不能

用意志去控制使其做隨意動作，自主神經深藏在軀幹內除軀體大創傷否則不容易

受傷。

而上運動神經元是從脊髓前

角或側角之前開始，從前索或側索

等白質到大腦皮質的路徑都屬於

上運動神經元，因此上運動神經元

疾病包含腦及脊髓等，上運動神

經元主要有二種路徑，一種是錐體

系統（PT），另一種是錐體外系統

（EPT），錐體系統（PT）來是大

腦皮質的運動區（第 4 區），經過

內囊到延腦、脊髓下降至某一節

段，主要是負責精細的動作，受損

時會有足底反射（巴賓斯基反射）

（見圖 1）；內囊是腦血管疾病好

發區域。而錐體外系統是來自大腦

皮質的運動前區（第六區） （見圖

2），經過基底核、延腦、脊髓下降

至某一節段，主要是負責粗略的

動作，這種粗略動作包含熟練、平

衡、習慣性或大的動作，基底核的

出問題最常見的動作是身體僵硬、

行動遲緩、手部顫抖、小碎步及平

衡較差，最具代表如原發性的巴金

森氏症，當然次發性有多種可能如

藥物引發，或創傷後，或血管疾病

或小血管栓塞，或腦部感染發炎等

等〔2,3,4〕。

圖 1、錐體路徑 PT（運動）- 下降徑

翻拍自 圖解生理學

圖 2、錐體路徑 EPT（運動）- 下降徑

翻拍自 圖解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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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中樞脊髓的創傷或周邊

神經的創傷，都是屬於器質性的傷

害，若是完全損傷都是造成該節脊

椎以下的癱瘓，或是周邊神經截斷

後所屬的肢體癱瘓，包括運動及感

覺的部分；若在中樞神經的脊髓部

分連自主神經都會受到相當程度的

影響，如高位頸椎損傷連自主呼吸

都無法，如超人剛受傷後便無法呼

吸，急救後都必須用呼吸機的被動

呼吸，後來又裝上節律器一天才能

保持數小時的自主呼吸。因此雖然

都是癱瘓但其脊髓損傷部位面積大

小（見圖 3）、節段高低及輕重就

決定癱瘓程度與型式（見圖 4）。

舉例來說，脊髓灰質炎即俗稱「小

兒麻痺」是發炎在脊髓的前角細胞

與神經根等周邊神經，嚴重時連中

樞神經都會受感染，感染較輕時在

要看在脊髓那一個節段，若在高位

頸椎可能連呼吸問題都會產生，但

如果在腰部節段可能只是下肢癱

瘓，或單肢癱瘓等等，下肢癱及單

癱本身也有輕重差別，輕度可能用

枴杖即可，或甚至不用拐杖，重度

可能都要倚靠輪椅、胸杖等輔助器

材。對於脊髓椎體壓迫可能在整個脊髓，或偏於脊髓的左右，或是脊髓的前（腹）

角、後（背）角，或是只在脊髓的中央聯合部位，或是只在脊髓外側白質的局部，

或是更外側的神經根部分等等，所造成的軀體、四肢感覺、運動影響範圍不一，

故有四肢癱、偏癱、截癱（下肢癱）、單肢癱（單癱）等等的差別。上運動神經元

癱瘓即中樞神經癱瘓，因為癱瘓影響的骨骼肌張力增高、肌腱反射亢進、淺反射

消失、癱瘓肌肉不萎縮，肌電圖與神經傳導檢查正常，故又稱痙攣性癱瘓或硬癱，

其影響範圍較多為廣泛性。而下運動神經元癱瘓即周邊神經癱瘓，其特點是骨骼

肌張力減低，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肌電圖與神經傳導檢查呈現異常的反應，故又

稱弛緩性癱瘓〔4〕。

圖 4、脊髓損傷的高低與癱瘓型式

翻拍自 圖解神經醫學及神經外科學

圖 3、脊髓損傷部位大小與路徑關係

翻拍自 臨床神經解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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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癱瘓的分類

故神經損傷造成的癱瘓部位可區分為四肢癱、偏癱、截癱、下肢癱、單肢癱

（單癱）等〔2,5,6〕：

1. 四肢癱：雙側上下肢的癱瘓，主要是頸段脊髓損害，在頸椎 C5 以上伴有呼

吸肌麻痹，頸椎第四節以上無法自主呼吸，一定要用靠外在的呼氣機才能

維持生命。機轉大腦、腦幹和頸段脊髓的雙側錐體束、脊髓的灰質神經根、

周邊神經等等的病變，如腦血管病、腫瘤、炎症、創傷等，神經肌肉傳導

障礙及肌肉疾病都可引起四肢癱瘓（四肢癱）。

2. 偏癱：身體同一側的上下肢癱瘓，一側肢體無法運作。神經自大腦皮質運

動區開始經內囊、基底核、腦幹至脊髓前角細胞之間的神經徑路的任何部

位病變都會造成偏癱。病因大多為顱內佔位性的病變，如腦腫瘤、腦膿瘍、

腦囊腫、腦梗塞或栓塞或出血、顱內血腫、腦寄生蟲等。在脊髓如表現為

進行性的偏癱多為脊髓腫瘤、脊柱結核、脊柱增生性病變、肥厚性硬脊膜

炎等，這些都是中樞神經病變引起。

3. 截癱：軀幹及兩下肢的癱瘓稱為截癱。主要是胸段脊髓至腰椎第一節以上

脊髓的損害引起。外傷、槍砲、刃物刺傷、棒傷等引起脊髓切斷，或脊髓

出血或脊柱骨折使脊髓挫傷或壓迫，或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橫貫性脊髓炎、

周邊神經病變、脊髓血管病變、脊髓壓迫性病變、變性疾病等等。

4. 下肢癱：兩下肢的癱瘓，與截癱不同是無軀幹部分的損傷，主要在腰椎第

一節以下的周邊神經損傷引起，也就是脊髓圓錐部分以下的損傷，腰一椎

以下的終絲，到腰椎的神經根直下到骨骼肌運動終板，屬於周邊神經的系

統，這之間的神經損傷，不管是腫瘤壓迫、腰椎椎體壓迫、腰椎間盤壓迫、

腰椎神經根發炎或創傷等等都會造成下肢不同程度的癱瘓，兩下肢都癱瘓

稱為下肢癱，仿間通稱截癱。少部分是腦病變引起。

5. 單（肢）癱：四肢中的一肢出現癱瘓。可由周邊及中樞神經病變引起。病

變可位於大腦、腫瘤、脊髓前角、前根、神經叢和周邊神經。急性發病者

大部分見於外傷。

6. 指癱：指的是手指癱瘓，很少是由中樞神經引起。故指癱是周邊神經的損

害，大部分是創傷性引起，可分完全及不完全截斷。

上述各種癱瘓急性發作有很多是創傷引起，外部的可能是車禍、地震壓迫、

打架、電擊傷、燒傷、刀傷、槍傷等等導致，造成神經、骨頭、肌肉如撕裂傷、

挫傷、壓迫、斷裂等等。以上講的都是器質性癱瘓，是按病變的解剖位置來區分

的。還有一種是最遠端的肌病性癱瘓，是在運動神經最後連接骨骼肌的部分，沒

有歸在下運動神經元癱瘓，故肌病性癱瘓可分肌肉原性及神經肌肉接點性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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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本身病變引起的癱瘓叫肌肉原性癱瘓。而神經和肌肉接點突觸部位的前、中、

後引起的病變稱為神經肌肉接點性癱瘓。主要的病因與代謝障礙、內分泌障礙、

自身免疫等因素相關。

肌病性癱瘓如下〔4,5〕：

1. 突觸前膜的病變：

 引起的乙醯膽鹼（ACH）合成或釋放減少，可見於肉毒中毒、高鎂血症和

癌性類肌無力症候群。

2.  突觸間隙中的病變：

 間隙中膽鹼酯酶的活性受到過強抑制，而致乙醯膽鹼（ACH）的作用過度

延長，去極化延長，阻斷再極化，如有機磷中毒。

3. 突觸後膜的病變：

 如各種機制所致的乙醯膽鹼（ACH）受體數目減少和乙醯膽鹼（ACH）受

體對乙醯膽鹼（ACH）的不敏感，如見於應用美洲箭毒素多粘糖素、粘

菌素、新黴素、鏈黴素和卡那黴素等。常見疾病如如重症肌無力、肌無力

症等是自體免疫攻擊膽鹼受體造成受體數目減少，或自體免疫形成乙醯膽

鹼抗體（ACHR）等原因所導致肌肉法正常運作。

4. 肌細胞膜的通透異常：

 肌膜的通透異常造成鈉、鉀在肌膜內外失衡，使終板電位暫時不能發生，

如周期性癱瘓（麻痺）。

5. 肌細胞內即供應系統病變：

 如某些糖原累積病，甲狀腺機能亢進性肌病，溶酶體肌症等，可使肌質網

內鈣離子轉運不良而致肌肉鬆弛時間延長。

6. 肌肉本身病變：

 如肌營養不良症、肌纖維炎症等，肌原纖維結構破壞、斷裂、變性，可使

肌肉收縮能神經肌肉接頭處的乙醯膽鹼形成減少或分泌障礙，或其受體減

少，膽鹼醯酶受抑制或運動終板的損害，以及肌細胞內外離子分布的異常，

都可引起癱瘓。但一般都是暫時性的，其癱瘓程度可時有變化。大部分肌

肉疾病所致的癱瘓常不按神經分布範圍。　

三、上運動神經元損傷的病因

在上運動神經元性造成的癱瘓不管是四肢癱、偏癱、截癱、單肢癱等，其病

因繁多可約略分為創傷、腫瘤、感染發炎、血管疾病、自體免疫、遺傳或細胞異

常分化、繼發性傷害等等〔2,4,5,6〕：

1. 創傷性：

包含車禍、地震、槍砲彈藥、刀劍棍棒器械等等因外力因素造成腦及脊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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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壓迫、骨折等等，如椎體移位、脫臼、骨折等壓迫脊髓或神經根或脊神經，

椎間盤脫垂凸出也同樣會壓迫脊髓或神經根，造成脊髓神經、血管及組織的損傷。

尤其是槍砲更是有直接穿透性的傷害。創傷性的脊髓損傷是本文主要的重點。

2. 腫瘤性：

可能是原發性或繼發性腫瘤，原發性如腦、脊髓神經細胞、胚細胞、血管細

胞等的腫瘤，而繼發性可能是肺癌、乳癌、肝癌等等身體各器官轉移來的。

3. 感染發炎性：

如腦膜炎、脊膜炎、腦脊髓炎、脊髓灰質炎、寄生蟲、膿瘍、結核、細菌或、

病毒、梅毒等等。

4. 血管性：

腦與脊髓血管的梗塞、栓塞或出血，血管本身的問題如動脈瘤、靜脈瘤、動

靜脈畸形（AVM）、煙霧病（Moyamoya disease MMD）等等。

5. 自體免疫性：

如多發性硬化症 MS、視神經脊髓炎（Devic 氏病）、全身性紅斑性狼瘡 SLE、

僵直性脊椎炎 AS、類風濕 RA、血管炎等等自體免疫攻擊疾病造成的癱瘓。

6. 遺傳或細胞異常分化：

血紫質病、囊腫、原發性腫瘤、脊髓空洞症等等。

7. 繼發性傷害：

如外科手術、放射線照射後遺、化療針劑或標靶藥物的神經傷害，主動脈剝

離引發脊髓神經灌注不良或心臟手術引起脊髓神經缺氧性癱瘓、生產前後造成腦

性麻痺等等。

四、下運動神經元損傷的病因

在下運動神經元癱瘓也可能是四肢癱、偏癱、截癱、單肢癱等與上運動神經

元相同的癱瘓型式，而在單肢癱的範圍可以更詳細區分那一條神經損傷，如病例 5

是橈神經截斷的指癱，也可以是前臂癱，或肘癱、上臂癱。單下肢癱可以是趾癱、

踝癱、小腿癱、膝癱、大腿癱等等，端看哪一條神經損傷，損傷嚴重如切斷，或

無法傳導都是癱瘓不用。其病因繁多可約略分為創傷、腫瘤、感染發炎、血管疾

病、自體免疫、細胞異常分化、治療繼發性傷害、藥物及毒品、環境毒素、營養性、

等等〔2,4,6〕：

1~7. 神經損害原因類似。創傷及自體免疫性的神經損害在周邊神經更常見到。

創傷包含了許多外力的因素，如車禍撞擊、電擊、刀砍、斧劈、槍擊、

爆裂物炸傷、操作機械所傷，或地震重物壓迫，或摔倒等等各式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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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外在造成的創傷，導致周邊神經損傷等等。又如急性如格萊恩 - 巴雷

Guillain-Barre 症候群（急性炎性感染後多發性神經病變 AIDP），主要是

影響運動神經及遠端或近端的自主神經，主要是髓鞘被攻擊後發炎造成

去髓鞘化的症狀，大部分發生在感冒後及疫苗注射後 1~3 週，感冒可能

是病毒性，也可能是細菌性甚至黴漿菌等等都有可能。發病最先是從足

部出現感覺異常，然後是手部。疼痛特別是背痛，也是初發症狀之一。

接下來患者會覺得無力，可能是全身性或從遠端開始再往上蔓延，嚴重

時連呼吸及延腦功能都會受到影響，需要靠呼吸器及氣切才能維生。另

外是類似此疾病卻呈慢性發的進展，超過數週或數月的進行及起伏，即

慢性炎性去髓鞘多發性神經病變 CIDP。其他自體免疫攻擊結締組織疾

病，如類風濕關節炎 RA，系統性紅斑狼瘡 SLE 的關節炎，所引起腕踝

關節的發炎導致肢體的變形失能，神經去髓鞘等等的壞損，這類損傷大

部分是雙側性。自體免疫性疾病上述，還有如硬皮症、多發性肌炎及皮

肌炎等等也都會造成周邊神經的脫髓鞘，導致運動或感覺或自主神經的

異常等。另外像是燒燙傷、嚴重的蜂窩性組織炎、血糖控制不量的糖尿

病等等都會造成周邊神經的損害〔4,5〕。

   8. 藥物、毒品、環境毒素：藥物如抗結核藥的異煙肼 Isoniazid、抗痲

瘋的達普頌錠 Dapsone、抗生素甲硝唑 Metronidazole、抗癌藥物順鉑

Cisplatin、抗腫瘤藥物 cytosine arabinoside、methotrexate、抗痙攣藥物

carbamezepine……等等非常多的化學合成藥物都可能會導致周邊運動神

經的異常。而肌肉注射大部分是局部性的神經病變，尤其是毒品如海洛

因等也會導致神經的異常。環境因素可能是溶劑、鉛、二氧化碳、鎘、

砷、六碳物質或有機磷等等也會導致周邊運動或感覺神經的異常，尤其

是鉛的症狀比較嚴重，主要是造成運動神經的異常，這也是為什麼要用

無鉛汽油的重要原因之一〔4〕。

   9. 營養性：營養性的因素如貧血、維生素 B 群缺乏，B 群是神經很重要的

營養因子，尤其是維生素 B1 或 B12，維生素 B1 極度缺乏會造成溫尼可

Wernicke 症候群（急性）或柯沙科夫 Korsakoff 精神病（慢性）。中樞神

經及周邊神經、運動神經和感覺神經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異常表現。在開

發中國家，尤其是弱勢族群，在開發國家主要是酗酒造成，婦女酗酒連

胎兒都會受影響。B12 缺乏會造成皮質脊髓徑的損傷，尤其在下脊髓的

部分，會造成脊髓後柱嚴重退化，稱為亞急性脊髓合併退化症（Subacute 

combined degeneration of spinal cord, SADC） ，嚴重造成雙下肢截癱。有

時症狀嚴重時甚至影響大腦球的白質。這種情況在近幾年特別常見，尤

其是所謂的笑氣（N2O 氧化亞氮）中毒，一般笑氣是用在麻醉上，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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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不嚴謹，夜店的違法使用及網路非法販賣，造成喜歡上夜店的部分

年輕人產生一些症狀，或年輕人因為好奇或紓壓而吸食，嚴重者造成下

肢癱瘓的神經截癱，甚至有影響到呼吸系統而造成生命的危險。但症狀

較輕者只是下肢感覺異常、麻木、肢體無力等等這些周邊神經的感覺及

運動部分異常〔4〕。

五、中醫癱瘓的介紹

癱瘓在中醫是病證名，現代醫學是直接引用，但其實古籍中的癱瘓並不完全

等於現在醫學的癱瘓，因為古代是以證來命名，是許多症狀的集合名稱，並無法

嚴格區分是中風引起，或虛弱引起，或是感染引起，或是結核引起，或腫瘤引起，

或其他原因等等，當然若牽涉到脊髓創傷性，輕度壓迫或許還能治療，中度和重

度創傷造成癱瘓應該很難，大部分應該是死症。因此我們要知道古人講癱瘓的病

證名為何？是不是與我們所講的是同病還是異病？還是僅僅是症狀相同而已？在

西元 752 年的唐代王燾《外台秘要》卷十四中，將癱瘓又名「癱瘓風」，指手足不

隨、腰腳無力等肢體痿弱不用的病證。但在卷中的其他條文中仍有這些症狀且非

常相似，如〔7〕：

● 中風角弓反張，風邪傷人，令腰背反折，不能俯仰，似角弓者，由邪入諸

陽經故也。

● 風痱之狀，身體無痛，四肢不收，神智不亂，一臂不隨者，風痱也，時能

言者可治，不能言者不可治也。

● 卒中風，四肢不仁，善笑不息。

● 虛勞偏枯，勞損之人。體虛易傷風邪。風邪乘虛客於半身。

● 風身體手足不隨者，由體虛腠理開，風氣傷於脾胃之經絡也。

● 風半身不隨者，脾胃氣弱，血氣偏虛，為風邪所乘故也。脾胃為水穀之海，

水穀之精， 半身不隨也……少氣，時汗出，臂偏不舉。

● 偏風者，風邪偏客於身一邊也，人體有偏虛者，風邪乘虛而傷之，故為偏

風也，其狀或不知痛癢，或緩縱，或痹痛是也。

● 風猥退者，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滿，骨節懈怠，腰腳緩弱，不自

覺知是也。

● 風曳者，肢體弛緩不收攝也，人以胃氣養於肌肉經脈也，胃若衰損，其氣

不實，氣不實則經脈虛，經脈虛則筋肉懈惰，故風邪搏於筋而使 曳也，病

源血氣俱虛，風邪併入。

在王燾醫師書中就有這些近似脊髓損傷的症狀，如癱瘓風、風痱、卒中風、

風猥退等偏向四肢癱。偏枯、風半身不隨、偏風、偏枯等偏向腦中風引起症狀，

而中風角弓反張反而偏向於腦膜炎、腦炎、脊膜炎等等，風曳、風痱可能是下肢



中西結合神經醫學雜誌

第十一卷  第一期   2018年12月

101

癱、截癱或單癱等。另外在 1617 年的明代趙獻可《醫貫 •中風論》中，從內經中

歸納中風的大法有四〔8〕：

● 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而痛也。

● 二曰風痱，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如癱瘓是也，癱者坦也，筋脈弛縱，

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渙也，血氣渙散而無用也，志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

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

● 三曰風，謂奄然忽不知人也，咽中塞窒，舌強不能言，則是急中風，而其

候也，發汗身軟者生，若汗不出，身硬唇乾者死。

● 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狀也，經曰，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曰痛痺，

筋骨掣痛。

● 半肢風者。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身半以上俱無

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軟弱麻痺，小便或澀或自遺。

上述偏枯可能是腦中風引起，但因為有痛所以也可能是脊髓及神經根的問題。

而風痱的症狀可能是腦中風或頸椎壓迫引起的四肢癱瘓，或其他中樞神經問題；

而風可能是中風，或只是暈倒的症狀，未必是腦中風，應該是泛指一切大腦因血

流減少引起的暫時性意識喪失，現在醫學稱為昏厥（SYNCOPE），其主要原因可

能是腦血管疾病，或心臟及心血管問題，或是血管張力或容積的問題等等。至於

風痹講的是筋骨關節的疼痛，可能是退化性或風溼性或舊傷引起等等。前面四種

是從內經中歸納，最後一條半肢風趙獻可醫師的觀察，指的是半身以下軟弱麻痺，

可能指的是截癱、下肢癱等等；又言男子多患左，女子多患右，所以應該是單肢

癱瘓，就是下肢左癱或右癱（或右瘓）等。可能是腦梗塞，或脊髓腫瘤壓迫，或

脊髓發炎，或椎間盤壓迫，或神經根壓迫，或創傷等等。故半肢風是最接近本文

的截癱。

六、截癱的各種名詞

本文主要是以創傷性的截癱為其重點，截癱通常是指兩下肢運動不能的簡

稱，主要是脊髓被截斷橫貫性的損害，受傷脊椎節段以下神經產生不同程度的

截斷性的癱瘓失能，但在醫界將截癱名詞擴大，分為多種型式，各有不同的名詞

如下〔4-6〕：

1. 高位截癱：胸椎 T2 以上損傷。

2. 低位截癱：胸椎 T3 以下損傷。

3. 頸椎高位截癱：C4 或 C5 損傷，C4 以上需靠呼吸機，C5 橫隔膜運動，仍

需靠呼吸機但可短暫靠橫膈的腹式呼吸。超人李維後來裝節律器來控制橫

膈升降來呼吸，故一日可數小時離開呼吸機。

4. 頸椎低位截癱：一般指頸椎 C5 以下，到胸椎 T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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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全截癱：脊髓損傷橫斷面下運動、感覺及自主神經功能完全喪失。

6. 不完全截癱：脊髓損傷橫斷面下運動、感覺及自主神經功能不完全喪失，

仍有部分功能。

七、神經損傷病理

因此雖然都是創傷性的截癱，但其脊椎損傷節段高低、部位面積大小及輕重

就決定截癱程度與型式。在病理脊髓損傷可分為原發性與繼發性，原發性是指外

力直接或間接作用於脊髓所造成的損傷，而繼發性是指外力所造成的脊髓水腫、

椎管內小血管出血形成血腫、壓縮性骨折以及破碎的椎間盤組織等形成脊髓壓迫

所造成脊髓的進一步損害。周邊神經系統的損害在腰薦椎時幾乎同上段脊髓的損

害，唯一不同是神經細胞的差異，在頸胸段脊髓神經細胞是寡樹突細胞，而下段

周邊是許旺氏神經細胞，而許旺氏神經細胞再生能力較強，而寡樹突細胞幾乎無

再生能力，除非經過有效的誘導。神經細胞及其他細胞損害不外乎產生血腫、水腫，

急性造成神經細胞死亡，慢性可能因為壓迫或缺血、缺氧而凋亡，之後產生神經

退化及萎縮，造成神經功能的缺損及肢體的失能。神經損傷可細分：

1. 神經細胞體或軸突的損害：如果神經細胞或軸突受到外力壓迫未到一定程

度時，當外力解除後神經細胞本體及軸突傳導功能便會逐漸恢復，除非是

細胞本體已經破碎或軸突已經截斷，軸突斷裂會有疤痕組織，造成軸突連

結或再生的不易，或電位傳導受阻，因此復原速度便會非常慢，從數個月

到數年；最嚴重是細胞本體凋亡後神經功能功能便完全喪失，除非是神經

再生才會慢慢恢復功能，但時間耗費是以年計算。目前神經誘導再生藥物

是現代醫學努力的方向。

2. 血管及血液供應系統損害：不管什麼原因造成神經的損害及神經功能缺損，

但並不是神經細胞體或軸突受到傷害，可能是供應能量及修護的血管系統

出了問題，血液的灌流是神經細胞能源動力唯一的供應來源，倘若血管受

到壓迫灌流的血液量便會減少，神經功能便會受到影響，血管受到截斷便

無法供應血液，神經功能便會很快的喪失，除非有其他血管供應或側枝循

環的形成等。或血管本身內壁粥狀硬化或栓塞或梗塞都會造成血量不足，

或供應微血管循環差時供應血量也會不足，或血管內壁發炎或血液本身的

問題，也都會造成神經的受傷或功能的缺損。故神經缺損的治療首要便是

恢復血管的供應系統，當供應系統恢復時灌流的氧氣、葡萄糖及所有修護

需要物質便會源源不斷地進到需要修護神經的地區。另外所有受傷或凋亡

的廢物都有管道能夠代謝出去，有出有進神經才有可能恢復〔4,6〕。

3. 其他組織的損害：如其他間質細胞或肌肉、韌帶等等的傷害，有的是負責

支持、保護神經的細胞，當其受損時也會產生血腫或水腫，會壓迫到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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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神經，進而影響到神經的功能。

4. 椎體或其他骨頭的損害：椎體或其他骨頭骨折時都會使神經及血管受到不

同程度損害，這在現在醫學是比較容易處理的，減壓及復位是其準則，把

粉碎椎體或骨頭或椎間盤移除，用人工的椎體或骨頭來取代，斷裂的椎體

或骨頭用器具內外固定等等。

八、檢查

1. 影像檢查：X 光、CT、MRI，當截癱或所有癱瘓第一時間發生，X 光或 CT

可以很快速地排除出血或骨折的問題，及檢查椎體及骨頭的位置。而 MRI

才是可以看到軟組織的脊髓或神經的損害。

2. 常規血液檢查：WBC、RBC、PLT、HB、CRP….... 等等幫助了解神經損傷

的原因。也同時要注意自體免疫的問題，有懷疑也要加作免疫學的檢查。

3. CSF 檢查：主要是淋巴球、其次蛋白質、外觀等等。

4. 電生理檢查：軀體感覺誘發電位 SEP、視覺誘發電位 VFP、腦幹聽覺誘發

電位 AFP 等等可以了解神經缺損的程度。

九、實用的物理檢查〔4〕：

1. 霍夫曼反射（Hoffman reflex）：患者手部放鬆，輕彈或輕刮中指末端指節，

拇指或食指會有彎曲反射，此時要懷疑上運動神經元病變。

2. 巴賓斯基反射（Babinski sign）：患者腳部放鬆，用檢查棒觸碰足底邊緣，

並劃過足底突出部時，會先發現大拇指向上翹起，之後於四指向下彎曲，

但嬰幼兒不適用。此時要懷疑上運動神經元病變。

3. 膝反射（knee jerk）：將患者的腳從膝窩輕輕提起或懸在床邊，確定腳部已

放鬆，用神經槌敲膝蓋骨韌帶，以觀察四頭肌收縮。收縮增強要懷疑上運

動神經元的問題，收縮變弱或無時要懷疑下運動神經元的問題。此檢查同

手部二頭肌反射（biceps jerk）。

4. 頸部僵直（腦膜炎徵候 Meningitis sign，另有頭痛、發燒、畏光）：輕輕將

患者的頸彎曲，會覺得患者的脖子像木板一樣的僵硬。

5. 克尼格氏徵候（Kernig’s sign） ：平躺將患者大腿抬高 90 度，再將小腿

伸直，會牽扯腰椎神經根產生疼痛，是腦膜炎徵候。直腿抬腳檢查與之類

似是檢查 L5 及 S1 神經根被壓迫時，腿抬會限制在 60 度以下，超過時壓迫

側會後被痛到下肢，足背再彎曲會疼痛加劇。

十、神經損傷疼痛表現（見圖 5）〔4〕

1. 神經根：在脊髓從前角及後角細胞傳出軸突稱為神經根，通常是因為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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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的孔洞受到壓迫導致狹窄

而形成，症狀表現會有劇烈疼

痛、伴灼燒感，疼痛會傳到該

神經根支配的皮膚或肌肉群，

運動、用力或咳嗽會使症狀加

重。當然完全失能肢體就會癱

瘓。

2. 神經節：脊髓神經節受到壓迫

時，其疼痛症狀表現會連續

性、深部疼痛，會傳到整個下

肢或半邊身體；運動不會影響

疼痛。

3. 骨骼：椎體骨頭因為退化變形

壓迫產生，症狀表現會有連續性鈍痛，且該區域會有壓痛的感覺，運動可

能會使症狀惡化。

十一、治療〔4,5,6,9〕 

  1. 手術減壓及復位：手術不論是裝新的人工椎體或是打固定裝置等等都是為

了減輕脊髓、神經根或脊神經的壓迫，減壓後等待人體自我修護。中醫傷

科在輕微移位、錯位或腰椎壓迫時用手法矯正，但頸椎部分要非常小心。

藥物用活血化瘀、利濕消腫，進入慢性期時再用補氣補血、補陽氣、大補

腎陽、活血化瘀生新血的藥物，讓神經修護。

  2. 低溫療法：降低溫度讓神經、血管及免疫等等所有人體因受傷的應激反應

變慢變弱，如肢體受傷第一時間的冰敷是同樣的道理。這就是中醫在急性

期用苦寒藥物的道理，除了抑制新的出血、並有消腫退熱讓神經及細胞發

炎腫大得以抑制，減少凋亡等。

  3. 糖皮質激素（類固醇）：脈衝、注射、口服，脊髓神經受傷通常會用以減

輕其免疫反應造成神經更大的損傷。當神經損傷是自體免疫攻擊造成時醫

學會用大量的類固醇來抑制其免疫攻擊。中醫時此用大量的苦寒藥物如芩

連柏也是要抑制其免疫攻擊。

  4. 大量免疫球蛋白靜脈注射療法 IVIG：當神經損傷是自體免疫攻擊造成時

除用類固醇來抑制其免疫攻擊另外的選擇便是大量的免疫球蛋白來抑制。

中醫同上。

  5. 血漿置換：針對免疫攻擊中樞神經如 MS，主要是清除血中免疫複合物減

輕免疫反應。中醫同上。

圖 5、疼痛

翻拍自 圖解神經醫學及神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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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呼吸器及化痰藥物：當頸椎 C5 以上受傷必須用呼吸器。中醫用麻黃、杏

仁等等藥物來防止呼吸衰竭並化痰。

  7. 脫水劑：甘露醇 mannitol、甘油果糖、速尿。中醫用芳香化濕、苦溫燥濕、

淡滲利濕等等藥物來。

  8. 神經營養素：Vit-B 群為主，主要是 B-12。中醫用補氣、補血、補陽氣、

大補腎陽。從增加營養吸收開始到促進神經修護，喚醒大腦來啟動幹細胞

促使神經再生。

  9. 高壓氧療法：可以使 CSF 氧分壓增加 13-15 倍，改善脊髓缺氧的問題。中

醫用補氣、補血、補陽氣、大補腎陽。

10. 復健：復健至少可保持肌肉比較不會萎縮、退化，期望能從肢體的刺激來

活化、促進腦及脊髓的神經細胞的修護或替代。

11. 加強護理及控制感染：呼吸及泌尿系統。中醫應用補氣、補血、補陽氣、

大補腎陽來加強營養吸收、增強其免疫系統來防止感染，或用苦寒藥物來

抑制外來的感染如病毒、細菌、微生物等等。

十二、新的療法

1. 促進神經再生的藥物。中醫用補氣、補血、補陽氣、大補腎陽的藥物促進

神經再生。

2. 幹細胞療法：如胚胎幹細胞移植（林欣榮醫師）、臍帶血幹細胞移植、間質

幹細胞（脂肪幹細胞、周邊血幹細胞）移植（林欣榮醫師） 〔10〕、鼻鞘神經

移植〔11〕。中醫用補氣、補血、補陽氣、大補腎陽的藥物來增加幹細胞的

數量以促進神經再生。

3. 脊髓修復手術：榮總鄭宏志醫師的肋間神經結合神經膠修復，老鼠六個月

後，後腳明顯恢復行動。人體試驗並不如預期。

肆、中醫論述及治療

中醫在傷科治療，外傷皮肉部分古代也用桑白皮做線來縫合傷口，骨折部分

在復位後就是固定，《傷科大成》中有一段論述〔12〕「凡斷臂與斷膊，斷腿與斷

胻，治分上下，器具照形體變化。有筋全斷者，則縮於肉裏，無用巧能接之理。

若斷而未全斷者，外敷續筋藥，內服壯筋養血藥。」這段話已經將中醫在清朝之

前對傷科的治療講述得很清楚，文中所謂「筋斷」者指的是肌肉、肌腱，但也包

含了現代的神經與血管，血管最重要是止血，古代並無縫合血管的記載，至於

神經是現代顯微手術後才有所謂的神經縫合，故清朝趙濂醫師只用「筋全斷者，

則縮於肉裏，無用巧能接之理。」就以形容出當代醫療的程度，無用巧能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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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以後顯微外科開始漸漸發達後才克服這個問題。否則就算皮肉縫合復原之

後，肢體仍然是空有其表，無法應用，這與雜病心法中的中風後「體傷不仁與不

用」是相同的〔13〕，一個是中樞神經損害的問題，另一個是周邊神經損害的問題。

「不仁」講的是麻木不仁，古人對於感覺神經及本體感神經損傷後的敘述。「不

用」則是對運動神經而言，就是不能使用、無法使用。因此肢體神經損害的中後

期，仍有疼痛時可歸在中醫的「痺症」，這可能是神經未全部切斷的表現。而時間

久了以後神經無法傳到到肢體末端，或神經是完全切斷，造成原本控制肢體肌肉

的萎縮，在中醫則歸於「痿症」，即神經的痿症。若在損傷脊髓中樞神經即是「截

癱」，在周邊神經屬於「神經癱」、「神經痿」，或是臂癱、腿癱、肘癱、膝癱、指

癱、趾癱等等，視其肢體的局部而命名而已，也可將「癱」改成「痿」，成為膝

痿、指痿等等，意義都是一樣的。所以神經外傷造成的神經痿在急性期時是瘀熱

症兼有水蓄，以乳沒四物湯加黃芩、黃連、黃柏、蒼朮、茯苓、澤瀉，或再加麻

黃、地龍等。現在來中醫診所求診的患者大部分是急性期已過，甚至都是肢體無

法使用或使用不利，此時已經屬於氣虛、陽虛兼有血瘀之證，當以補中益氣湯或

歸耆建中湯或聖愈湯或補陽還五湯等，方中加入乾薑、附子、肉桂、黃芩為主的

方劑〔14〕。

至於截癱、四肢癱部分古人雖有「半肢風」紀載，雖有方劑但對於真正脊髓

損傷引起並無完整的醫療紀錄，高位頸椎截癱無呼吸器應該都是立即死亡，高位

截癱胸椎 T2 以上以古人的醫療應該也無法照料，低位截癱胸椎 T3 以下的不完全

截癱，或腰椎 L2 以下的截癱是比較有機會存活，雖有馬尾症候群，但只是二便失

禁的照料問題，或更下已經出了腰薦椎後在肢體的周邊神經通常只是癱瘓問題，

但如果失血不嚴重，病人就注定肢癱過一生，因為神經斷後縮於肉體「無用巧能

接」，除非周邊神經是不完全的損傷才有機會慢慢地復原走出單肢癱的陰影。

這個情形在李政育醫師努力下改觀了，在 1997 年於臺北市 86 年度中醫藥

學術暨臨床病例研討會發表，與三總神經外科主任林欣榮醫師合作，成功地治療

十八位截癱病例報告。截癱中樞神經再生被美國《Science》評為 1997 年十大科學

成就之一。李醫師在截癱最主要的貢獻是突破世界腦與脊髓神經醫學的極限與困

境，由臨床建立一個事實，即大腦和脊髓神經細胞，因損傷而壞死者，仍然可以

再生，自行修補，恢復正常傳導、指揮、控制、行動的功能。並取得美國及台灣

的截癱及腦神經再生專利等。李醫師將截癱的原因分四大類〔6〕：

1. 感染性截癱：如小兒麻痹、結核性脊髓神經炎或膿瘍、感冒病毒感染、梅

毒等等。

2. 創傷性截癱：如脊椎關節移位、脫臼、壓迫性骨折、脊椎椎間盤脫垂壓迫、

橫斷面的脊椎神經挫傷、創傷性血腫或囊腫壓迫等等。

3. 脊髓神經細胞分化過程異常突變性截癱：如脊髓神經纖維瘤、多發性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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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脊髓神經空洞與萎縮、脊髓梗塞症、脊髓血管瘤及動靜脈瘤破裂、運

動神經元疾病、脊髓管腔狹窄症等等。

4. 繼發性截癱：如手術、放射線照射後遺、抗癌或其他化學針劑的神經傷害、

主動脈剝離引發脊髓神經灌注不良的缺氧性截癱、心臟手術引起脊髓神經

缺氧性截癱、惡性腫瘤轉移等等。

截癱治療中神經的反射症狀

李醫師治療截癱二十多年所觀察累積的經驗，清楚描述截癱患者在接受中醫

治療中的症狀反應，非常具有臨床診療的意義，可作為同道在治療時患者反映的

參考，若無事前告知有些患者經常會因為反射激烈而中斷治療。簡略可分為九項：

發燒與發冷、反射與筋攣、知覺（尤其痛覺）、束緊感（在胸腰段脊椎最明顯，尤

其胸段）、排尿、大便、吞嚥、繩束感、性功能等。

神經再生的理論依據〔6〕

歸納西方醫學神經內、外科、復健科對截癱的治療，若因創傷引起者採外科

固定。對血腫、囊腫、管腔狹窄、腫瘤者採手術切除，不能切除者，採放療、化

療；能擴瘡者，以擴瘡術或引流，並注射類固醇、抗生素。但其困境即無法令神

經細胞再生，只能在急性期後輔以復健治療，靜待受損的神經自行修復。而李醫

師治療截癱，乃根據「神經再生」的理論，其主要論據有兩點：

1. 受損的神經並非都失去了修復能力，而是因代謝廢物阻礙了神經軸突的傳

導，影響其修復能力，所以只要溶掉這些障礙物，神經仍可再生。

2. 神經一旦受損後，人體會自動發展「側枝循環」，彌補原有功能。然而西醫

使用的許多消炎鎮痛藥物，可能抑制側枝循環的發展，使神經的修復變得

困難。

李醫師基於上述兩種論述，強調若將阻礙神經修復的因素去除，就能使神經

細胞得以主動修復，恢復行使正常功能。臨床上須分急性期、慢性期，使用不同

方劑，患病部位嚴禁推拿、按摩、針灸等，以免觸動受損的神經，反致病況加重。

截癱的急性期（3 天內至 7 天內）〔6〕

截癱發生的急性期階段，包括尚無西醫介入治療，以及經過神經外科手術脊

椎固定等處置。治療原則清熱解毒、活血化瘀、通經活絡。截癱急性期階段，若

能積極由中醫介入治療，則可大大縮短療程。截癱治療依上述分型處方有所不同：

1. 病毒引起：可用大青龍湯合併黃連解毒湯，加上乳香、沒藥、牛膝、地龍、

杜仲、銀花、青蒿等。

2. 創傷造成：可用乳沒四物湯加桃仁、紅花、黃芩、麻黃、地龍、牛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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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等。

3. 細胞分化突變所致：可用脊髓梗塞症為例，可以大柴胡湯合併補陽還五湯，

再加乳香、沒藥、牛膝、地龍、生杜仲、麻黃等。

4. 繼發性原因引起的缺血性截癱：因手術等，可以補陽還五湯，加大黃、

朴硝、麻黃、牛膝、地龍等。

慢性期的截癱

近急性期與長期慢性期。前者通常指已經過了急性期，可延長到半年或一年；

近急性期後則屬長期慢性期，兩期均屬氣虛、血虛、陽虛、寒瘀證，所差別在於

近急性期，神經肌肉尚未萎縮，神經熱仍持續發生，肌陣攣依然亢進，此為神經

系統不放棄地勉強奮鬥，無奈因醫者屢施以抑制；最後進入長期慢性期，神經肌

肉均見萎縮。在慢性期的截癱治療依中醫辨證論治，分別以補表陽、氣血兩虛兼

陽虛、腎陽虛、活血化瘀、通竅等法來治療，慢性期在臨床也要考慮久病入腎，

病程進入腎陽虛兼寒瘀階段。故分型如下〔6〕：

1. 表陽虛兼寒瘀證，使用地龍散加方，即截癱一號方。

2. 氣血兩虛、陽虛兼寒瘀證，使用十全大補湯加方，即截癱二號方。

3. 腎陽虛兼寒瘀證，使用右歸飲加方，即截癱三號方。

4. 慢性期也可用簡易區別截癱方的使用，損傷在胸椎 12 椎以上，處以截癱二

號方。損傷在胸椎 12 椎以下，處以截癱三號方。治療一段長時間，療效無

法進展時，可將二方互換使用。若使用一段長時間，療效又無法再進展，

改為補陽還五湯，或乳沒四物湯加方，並再加入薑、附、桂。

5. 類固醇：截癱一旦使用類固醇治療，無論是否經過手術，都會進入「陽虛」

階段，所使用的藥物與未使用類固醇者完全不同；類固醇雖可抑制神經的

發炎水腫，但也會影響神經傳導，使神經更不易自行修復，所以在使用中

藥治療時必須作調整。故在截癱慢性期的治療用方，必須以大補陽法合寒

瘀致病的方法來進行治療。

伍、臨床病例

病例 1 - 病毒性截癱

病歷號碼：6×××2

潘××、81/08 出生 （約 15 歲）、男性、學生。居住基隆市。

初診： 96 年 1 月 2 日

病史： 三年前胸椎 9~12 癱瘓，無感覺與運動功能。署立基隆醫院治療。

主訴： 現膝以上較有力，膝以下無力，左腿無力甚，可用支架站起，脊椎側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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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內二趾無知覺，左弱些，餘無。

四診： 大便一二天一行，自解，知大便出，可控制大小便但仍不正常。尿知出。

睡得好。現服中藥做復健，滿臉膿痂疹。

診斷： 病毒性截癱（L2）

處方： （單位：錢）

   R1：人參 3、川七 3、玉桂 1

   R2：截癱二號方、乾薑 2。 15 帖。

97 年 11 月 10 日：R 如 3 月 19 日方。 15 帖。

附註： 電訪都已正常，共吃 630 帖，估計吃完藥約 1 年 11 個月左右（包含最後一

次拿藥帖數，合併預估吃完日期的天數，後依此）。

病例 2 - 創傷性截癱

病歷號碼：7×××6

邱××、45/11/02 出生（約 60 歲）、女性、家管。居住台北市南港區

初診： 106 年 4 月 18 日

病史： 105 年 9 月 7 日車禍（C4、C5），12 月 14 日在家頸以下不完全截癱，12 月

28 日開刀→張成富醫師（忠孝醫院診斷），腎腫瘤三年前手術，腎在、

腦動脈瘤。

四診： 105 年 9 月 7 日車禍（C4、C5），12 月 14 日在家頸以下不完全截癱，12 月

28 日開刀→張成富醫師，今左手轉可抬齊耳，右手只能齊胸，臥足可自

 抬，屈膝約 90 度，二踝以下不能自抬，遺尿，大便前知，尿出知。（忠

孝醫院診斷）

藥物： 106 年 4 月 18 日、20:20，口服 Pitator（必抑脂膜衣錠） 2mg*1 QD，Kolax

  （肌力康） *1 HIS（藥物血中濃度監測系統），Ateol（壓平樂膠衣錠） 

100mg*1 QD，Trough（波谷值）*2 HIS，Xanax （贊安諾錠）*0.5*BID，

Methycobal（彌可保膠囊、甲鈷胺明、活性 B12） 500mg*1 TID，Zolow

（樂比克膜衣錠、安眠藥） 7.5mg*1 HIS，Bokey（Aspirin 伯基） 100mg*1 

QD，Apresoline（阿普利素寧錠） 10mg*2 QID，Nifedipine（冠達悅歐樂錠） 

30mg*1 BID，Edarbi（易得平錠） 40mg*1 BID，Neurotin（gabapentin 鎮頑

癲） 300mg*1 BID Hs（睡前）， Humalog （Insulin、優泌樂注射劑） Mix50、

14u TID/AC，腎曾腫瘤三年前手術、腎在、腦動脈瘤。大便 3 天、浣腸劑、

有服軟便劑。

主訴： 今左手轉可抬齊耳，右手只能齊胸，臥足可自抬，屈膝約 90 度，二踝以下

不能自抬，遺尿，大便前知，尿出知，大便 3 天、浣腸劑、有服軟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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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創傷性截癱、部分截癱、頸椎部分截癱（C4-C5）。

處方： （單位：錢）

   R1：人參 3、川七 3、玉桂 1。

   R2：截癱二號方（麻黃 2）、乾薑 2、附子 2、地龍 8。七帖代煎。

107 年 6 月 27 日： 手足動作皆正常，但膝乏力而已，煮茶…皆正常（把藥當茶

 煮，因為患者吃藥吃到膩了）。

               R：一、如 106 年 4 月 18 日方加生牡蠣 8、蒼朮 4。14 帖代煎。

                     二、針內外犢鼻、陰陽靈泉、太衝、地五會

6 月 27 日：一、 張成富醫師予 Arcoxia（萬克適錠） 60mg*1、Kentaminxi （B1.

B6.B12 Complex 開恩達命膠囊）、Through*1 methycobal（彌可保

膠囊、甲鈷胺明、活性 B12）、Lyria （利瑞卡膠囊）75mg*1*2 

二、glu （AC） 120↔100

附註： 手足動作及二便都恢復正常，共吃 140 帖，估計吃完藥約 1 年 2.5~3 個月

左右。

病例 3 - 創傷性截癱

病歷號碼：7×××4

林××、58/11/07 出生 （約 39 歲）、女性、家管。居住新竹縣竹東鎮。

初診： 97 年 8 月 14 日

病史及主訴： 96 年 6 月 24 日陽明山車禍，胸 9↔12 骨折，並完全性截癱，肚臍

以下全無知覺，足底有如久站的刺感。

診斷： 完全性截癱（T9-12）。

處方： （以下劑量單位：錢）

   R1：人參 3、川七 3、玉桂 1。藥粉加入湯藥中。

   R2：截癱二號方（麻黃 1.5）、乾薑 2、附子 2、大黃 1。15 帖。

   R3：另包大黃 0.5 → 45 包。

99 年 8 月 7 日： 如 97/08/14 日方改三號方加威靈仙 5、地龍 2、乾薑 2、大黃 3。

15 帖。

100 年 12 月 31 日：11 月 27 日二足又進入麻、腫、脹、抽。近日有脫肛。

R1：人參 3、川七 3、玉桂 1。  45 帖。

R2：截癱二號方（麻黃 2）、乾薑 4、附子 4、大黃 4.5、黃耆 15。45 帖。

R3：育生丸 1 粒。45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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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8 月 16 日： 仍穿鐵鞋在家中走，囑到大空間走，但其夫晚上 11↔12 時才

返家，反射佳甚。知覺、觸覺敏銳。

R1：如 100 年 12 月 31 日方加人參 3，改三號方。30 帖。

R2：下半身強刺激，再溫針，再強刺激，再溫針。

106 年 1 月 21 日：如 105 年 11 月 23 日方。30 帖。

附註： 手足動作及二便都恢復正常，月經傷後半年恢復正常，共吃 2001 帖，估計

吃完藥約 8 年 7 個月又 1 週左右。

病例 4 - 創傷性截癱

病歷號碼：3×××7

邱××、68/12/04 出生（約 18 歲）、男性、學生、居住新北市新莊區

初診： 86 年 12 月 30 日

病史： 12 月 13 日受傷（車禍），12 月 18 日出加護病房，12 月 20 日進食，在高雄

邱綜合醫院。12 月 27 日轉院到三總神外 33 病房，主治林欣榮醫師。

主訴： 餓不知飲，大便不自解，通便則如羊屎，右手可動一點點，左足可外蹬，

微內收膝。口乾飲不知渴，有幻尿、幻癢、畏寒發燒，86 年 12 月 30 日左

手足動作正常。右手指可如彈琴動，無法指，右足完全癱，知尿、知大便、

但不能出，需控。

診斷：部分截癱 C2-3、C3-4

處方： （以下劑量單位：錢）

   R1： 截癱一號方、大黃 1。四帖代煎。

   R2： 人參 3、川七 3、玉桂 1。藥粉加入湯藥中。

2 月 18 日： 睡不好右頭痛，右手肩傷口抽痛，大便一下、不挖，胃納差，外觀走

路幾乎正常，二手抬高正常。（已服 39 帖）

  R1： 如 1 月 6 日方。20 帖代煎。

  R2： 針右風池、右合谷。

4 月 9 日：近日不好睡而頭一陣暈而昏倒，十餘多分鐘又醒了，走如常人。

  R1： 補陽還五湯、乾薑 5、附子 5、玉桂子 3、牛七 5、地龍 5、黃芩 3、大黃 1。  

20 帖代煎。

  R2： 川七 3、人參 3、玉桂 1。

5 月 16 日： R 如 4 月 9 日方。20 帖代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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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手足動作及二便都恢復正常共吃 159 帖，估計 5 個月又 1 週左右。

病例 5 - 創傷性指癱〔15〕

病歷號碼：0×××8

林 XX、58 歲、男性。居住新北市板橋區。

過去病史： 右手腕在染整實驗室工作時割傷，從太淵到陽谿，已經一個月，在樹

林仁愛醫院縫了 12 針，但末稍仍腫無力，右大拇指仍無法屈伸或活動，

右中指偶抽痛，右掌指仍腫，屈伸稍不利（右小指及右無名指可正常

屈伸，右中指稍可屈伸但無力），無力抓物。右拇指及食指無任何感覺

 （無冷、熱、觸、痛等感覺，拇指無法活動及屈伸）二便可，舌淡紅舌

有瘀斑，苔薄黃。在新北市土城區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染整實驗室工

作。

日   期： 106 年 4 月 24 日初診。

主   訴： 右手掌指仍腫無力，右大拇指仍無法活動及屈伸，餘四指屈伸稍不利，

右中指偶抽痛，無力抓物（因為大拇指的關係）。

脈   象： 左弦數。右數。

治   則： 益氣、活血、通絡。

病   名： 右側腕部挫傷之後續照護。

處方 1： 補陽還五湯 7 克、四逆湯 3 克、黃芩 4 克。3 包 7 天。三餐飯後一包。予

藥水配服或攪拌沖服。

處方 2： 丹參 4 錢、當歸 4 錢、赤芍 4 錢、川芎 4 錢、北耆 16 錢、銀杏葉 8 錢、

乾薑 4 錢、附子（先煎） 4 錢、肉桂 4 錢、大黃 1 錢、蒼朮（炒） 3 錢、

黃芩 6 錢、茯苓 6 錢、澤瀉 4 錢、桂枝 4 錢、麻黃 1 錢、地龍 3 錢。3 包

7 天。飯後一包。

處方 3： 川七粉 9 克。3 包 7 天。飯後一包。予藥水配服或攪拌沖服。

說   明： 其人身高約 166 公分，體壯不胖，受傷整整一個月，右手腕橈側縫了 12

針，來時傷口仍用紗布包著，傷口疤痕約 4-5 公分左右，當時深可見骨。

初診整個右掌指仍腫，右大指完全失能，從大拇指第一掌骨、大指近端

指骨、大指遠端指骨等都無法活動，也無感覺。這說明右手拇指的伸肌、

屈肌、內縮肌及外展肌都無法作用。食指幾乎是相同無法內縮、外展、

屈伸及感覺，食指的近端指骨、中間指骨及遠端指骨等也無法活動。食

指屈肌群及伸肌群也都失能無法活動，因此右拇指及右食指肌力都是 0

分。中指雖可活動但不靈活，需要靠無名指及小指來帶動。右手指掌仍

腫除受傷肌肉皮膚因素外，最大原因應該是神經受損或切斷造成受損害

區域血管失去正常張力所致，以至於組織液及靜脈無力回流故腫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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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現象表示是橈神經及正中神經受損引起，受損神經包括運動神經、感

覺神經及控制血管張力的自主神經等三大部份。其餘肌肉韌帶在受傷時

都有縫合，但未做神經的顯微手術，後來患者有證實區域醫院只是快速

將肌肉及傷口縫合而已。患者來診時傷口幾乎痊癒，右手掌指外觀正常

但較腫而已，同事及主管都開始會帶著懷疑的眼神，其實患者連吃飯都

要用左手，根本無法用力及活動，所以也無法騎機車，勉強能開車上班。

日   期： 106 年 7 月 26 日

主   訴： 拇指掌骨至末稍陽面感覺已不刺痛感但麻，拇指尖能觸碰東西。食指、

中指陽面感覺恢復，可正常碰，有冷熱感覺，食指都已正常，摸也不麻，

陰面正常。右拇指遠端關節可屈伸仍不能到極限，但拇指掌指關節仍微

腫，食指、中指根部已不腫。拇指掌指關節屈度仍不足，食指屈差一點，

約恢復 9 成，握力恢復 7 成，右魚際稍腫。二便可。舌淡紅、舌有瘀斑、

苔薄白。

脈   象： 左數。右數。

治   則： 益氣、活血、通絡。

病   名： 右側腕部挫傷之後續照護。

處方 1： 補陽還五湯 7 克、四逆湯 3 克、黃芩 3 克、桑枝 1 克。4 包 7 天。三餐飯

後睡前。予藥水配服或攪拌沖服。

處方 2： 北耆 24 錢、銀杏葉 8 錢、丹參 4 錢、當歸 4 錢、赤芍 4 錢、川芎 4 錢、

乾薑 4 錢、附子（先煎） 4 錢、肉桂 4 錢、桂枝 4 錢、茯苓 4 錢、大黃 2

 錢、蒼朮（炒） 3 錢、黃芩 7 錢、澤瀉 5 錢、薑黃 5 錢、地龍 2 錢。3 包

 7 天。三餐飯後一包。

處方 3： 川七粉 9 克。3 包 7 天。三餐飯後一包。予藥水配服或攪拌沖服。

說   明： 距離上次回診 9 天，所以患者一天約吃二次，故準時回診。右拇指遠端

關節可屈伸仍不能到極限，但拇指掌指關節仍微腫，食指、中指根部已

不腫。拇指掌指關節屈度仍不足，右食指屈差一點，指尖約離掌骨關節

面 5mm，食指和及力道恢復約 9 成。

電話訪問： 依 7 月 26 日回診給藥後約能吃到 8 月 5 日，患者之後就未在回診，治

療時間約在三個半月左右。因為想書寫此病例，故於 9 月 25 日電話訪

問，患者指出拇指掌骨至末稍陽面感覺已不刺痛，但仍稍有麻的感覺，

拇指尖能正常觸碰東西。食指、中指陽面感覺都恢復，冷熱及各種感

覺正常，陰面各種感覺也都正常。右拇指遠端關節可屈伸但不能到極

限，約恢復 9 成，拇指掌指關節已不腫，但拇指掌指關節屈度仍稍不

足。右掌魚際已經不腫，右手掌整體握力恢復約 8 成。可正常工作，



中西結合神經醫學雜誌

THE JOURNAL OF CHINESE-WESTERN NEUROLOGY MEDICINE

114

騎機車或拿任何東西，工作搬物也無任何不便。患者期待能自行完全

恢復。

附註： 手指都恢復正常，力量稍減左手，共吃 56 帖，估計吃完藥約 3.5 個月左

 右。

病例的比較痊癒時間

治療都無針灸，如有西醫有藥物都是同時服用，病歷上都有記載。

中醫介入

時年齡

（歲）

截癱後與中

藥介入時間

差

肌力恢復 5
中藥帖數

中藥

總帖數

預估吃完的

總時間

李政育醫師在 1997
年治療十八位截癱

病例〔6〕

160
290

(含調養 )

頸椎 7 位、

胸椎 2 位、

腰椎 9 位

病例 1- 病毒性胸椎

T9 以下部分截癱
15 約 3 年 630

約 1 年 11
個月

病例 2- 創傷性頸椎

C4 以下不完全截癱
60

約 7 個月又

12 天
140

約 1 年

2.5~3 個月

病例 3- 創傷性胸椎

T9 完全截癱
39

約 1 年 1 個

月又 22 天
2001

約 8 年 7 個

月又 1 週

病例 4- 創傷性頸椎

C2-3、C3-4 部分截

癱

18（應是

上述 18 位

病例）

17 天 49 159
約 5 個月又

1 週

病例 5- 創傷性橈神

經截斷的指癱
58 約 1 個月 56 約 3.5 個月

陸、	 治療思維

1997 年以前的現代醫學認為中樞神經是不能再生的，這一年中醫師李政育

與三總神外主任林欣榮教授合作突破了這個神經醫學的極限，林教授非選擇性給

病人（免費）有十位，有九位完全恢復正常，肌力為“5”，一位大腿可側抬與橫

向運動，下肢為“0”，有效比例 90% 以上。加上八位當時自我求診患者一共有

十八位，治療後幾近痊癒的事實，詳情可參考李醫師所著作的中西結合中醫腦神

經治療學，證明了中樞神經和周邊神經一樣有再生的功能，只是如何誘導去讓神

經長回來，不管神經是白質軸突的部分或灰質細胞體的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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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能將神經受傷的分類依 Seddon 在 1944 年描述三種神經損傷的臨床

型態區分，就可以了解有的損傷為什麼能恢復，有的無法恢復，有的部分恢復。

如第一種是神經失能症（Neuropraxia），表示周邊神經暫時性的阻斷，麻痺是不完

全，恢復是快速且完全，並沒有神經退化的微觀證據。壓迫是最常見的原因，其

本質上是暫時性的功能干擾而已。第二種是軸突斷傷（Axonotmesis）症，表示軸

突受到損害但是周圍的結締組織仍然或多或少是完整的，這種神經損害的恢復比

神經幹切斷後的恢復較快速而且完全，主要是周圍結締組織仍保留的緣故，雖然

軸突受到嚴重損傷仍能夠恢復。大部分是壓擊損傷，牽扯與壓迫是最常見原因。

第三種神經斷傷（Neurotmesis）症是神經幹完全切斷的名詞〔2〕。雖然他談的是周

邊神經，但中樞神經亦然，故在國外也有極少數復原的，應該是第二種或第一種，

故中樞神經更需要用中藥來誘導神經修護及神經再生。

現在醫學在顯微神經縫合術發明後，至少讓周邊神經比較容易長回來，但病

例 5 可能是地區小醫院急診，並無神外醫師所以並未做神經縫合，一個月後傷口

縫合已經痊癒後而右拇指與右食指完全無感覺也無法動作，所以患者尋找中醫協

助。在脊髓部分的損傷，現在醫學能做到是手術減壓、骨折固定，若脊椎粉碎性

傷害便將之移除換上人工椎體，但脊髓部分損害，或嚴重到截斷，該接回去還是

會接回去，再輔以高壓氧療法，但神經功能幾乎無法復原，若是部分截癱還有可

能恢復，但時間都非常長久，包含脊髓只是壓迫性，有時時間太久或壓迫較嚴重，

還是無法完全恢復，因此產生截癱或四肢癱等等的問題。中醫在古籍上認為神經

截斷後是「無用巧能接」，即是告訴醫師不用白費力氣了，或不要給病人太大的希

望。書上告訴我們周邊神經的軸突切斷後，軸突近細胞體端仍能存活，而被切斷

軸突的後面，即遠端的軸突會慢慢的溶解，終端終板會慢慢消失。肌肉由於失去

神經應用，肌肉纖維不再收縮會慢慢消失、萎縮、退化，最後肌肉只剩一些無用

的纖維組織。由於斷後軸突的消失，肢體廢弛即所謂「不仁」與「不用」。但是機

體的狀態良好且年紀較輕，也有可能全部或部分恢復，因為軸突再生需要橫跨損

傷位置所遭遇的延遲，所以臨床每天約以 1.5mm 的速度成長，因此可能需要比較

長的時間〔2〕，也許數月或數年。不能恢復、或恢復不完全、或恢復中肢體仍然失

能就是所謂「肢痿」或「肢癱」。

神經損傷在中醫辨證還是用《傷寒論》的手段，先用「辨病」論治的方法定

位在中樞或周邊神經的損傷，以傷科手法復位、減壓、固定、外敷活血消腫膏藥，

並配合活血化瘀、消腫利濕內服飲片水煎藥物，如乳沒四物湯、身痛逐瘀湯、復

元活血湯等等傷科方劑。或用內科治療中風的方劑如補陽還五湯、歸耆建中湯等

等。其次再運用論中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等「八綱辨證」來區分創傷的性質

及機體的正氣〔15〕。中樞神經在大腦部分因中風或創傷在急性期過後，中醫認為神

經無力恢復是陽虛血瘀之症，用的是清朝大醫家王清任所發明的「補陽還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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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自從發明之後挽救無數因為中風或創傷後的癱瘓，包含神經痿或神經癱，讓

神經從不仁與不用的失能當中慢慢地恢復過來。周邊神經痿一樣可以應用此方，

我應用此方是李政育醫師調整組成及劑量後的補陽還五湯，稱為「育生補陽還五

湯」，與區別原方。方中加重其活血藥物的劑量，以溶掉切斷後軸突及微血管的結

痂或玻璃樣的沉澱，促進軸突的再生及發展血管的側枝循環，通暢其失能區域的

氣血循環。減半黃耆的劑量以防止過量的補氣造成其他地方因為血管異常而出血，

尤其是長時間服用者，故特別適合應用在中高齡的患者，或其他血管梗塞的疾病。

在中樞脊髓的損傷我們用李政育醫師所創的截癱方，分別一二三號方〔6〕，上述以

介紹過，一號方是《正骨心法》中的地龍散加方，二號方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中的十全大補湯加方，而三號方是《景岳全書》中的右歸飲加方而成。當二、三

號使用很長時間可互相交替使用，在用一段長時間仍不理想時可用前述的育生補

陽還五湯加乾薑、附子、肉桂。截癱方從古方加方主要藥物是乾薑、附子、肉桂

大補氣血、大補陽氣，促進營衛運行，加速全身血液循環，尤其在受傷的神經部

位的側枝循環及微循環，更能加強其他藥物的強度，強力補陽以促進幹細胞修護，

如同打白血球生成素 G-CSF 一樣，強力促進幹細胞再生，神經及血管的再生或軸

突切斷部位的新生及修護。而加入地龍通絡行血，地龍即蚯蚓具有蚓激酶，能活

血化瘀促進神經及血管的再生，有時臨床更會加入鹿茸作用也在此。通常在方上

還會加入川七、人參來活血化瘀、止血通絡、補氣生血。

臨床上發現中藥對神經再生誘導及加速修護是有很大的幫助，不管是中樞神

經或周邊神經，甚至發現感覺神經的恢復是發生在運動神經恢復之前，這都與臨

床神經解剖學一書所述吻合。一旦再生的感覺神經軸突進入被切斷神經的遠端節

段時，遠端部份的皮膚對外來刺激就變得非常敏感。痛覺是第一個恢復的徵象，

而且不管是冷水或熱水，輕觸或風吹等的感覺都是疼痛，痛覺恢復到一個程度之

後冷熱的感覺也跟著恢復，然後觸感、定位感及本體感也都跟著漸漸恢復。皮膚

的顏色也慢慢會復正常〔2〕。感覺神經在軀體時恢復是沿著脊髓的皮節，一節一節

從受傷節段望遠端推進。其實運動神經的恢復也與感覺神經同時在修護，只是運

動神經比較粗大可能完全恢復速度會比較慢，受傷比較輕的恢復比較快，距離比

較近的先恢復而已。當肌力恢復後仍需要繼續調理服藥到受損前神經完全正常運

作得狀況，否則很容易受到寒冷、壓力、作息及外感等等的影響，會有無力或暴

衝的狀況，尤其是無力。

柒、結論

從這個病例中我歸納幾個重點：

1. 中醫治療截癱或指癱是非常有效的，周邊神經損傷不但是非常有效而且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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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通常患者回饋在服藥一、二周內即開始有感覺。臨床上越早中西結合治

療患者神經恢復速度越快，最好在第一時間的加護病房即可開始治療，從李政

育醫師在 86 年與三總林欣榮主任合作的病例及文中病例可以發現，中醫介入時

間越早療效愈好、療程越短；患者越年輕恢復愈快；受傷神經所屬骨骼肌的肌

力恢復時間約中藥早期介入全部時間的一半稍過。

2. 部分截癱恢復時間比較短，完全截癱恢復曠日廢時，都要以年計算，可在病例 3

看到該患者花了 8 年 7 個月才完全恢復。因此脊髓損傷節段高低、部位、面積

大小及輕重程度就決定截癱嚴重程度與型式，中藥介入時間的早晚也影響患者

恢復時間長短與速度。患者是否有信心與恆心持續服用中藥與復健也是痊癒的

關鍵。

3. 以神經損傷而言不管是中樞神經或周邊神經，凡已經無法自我修護與損傷後無

法再生就是氣虛、血虛、陽虛、腎陽虛。機體受到外力造成的創傷後，神經也

會受到相當損傷，此時一定會有血腫、血瘀、水腫等的現象。因此可根據這些

證型，或脊髓節段、損傷時間及位置來選用截癱方或用其它方劑，及逐漸加強

單位藥物的劑量。

4. 患者服用中藥容易受到口感影響，尤其是高濃度的中藥非常容易讓患者卻步，

尤其是長時間的服用，至於患者經常疑慮會不會影響肝腎功能或重金屬的影響，

在臨床上絕大部分是肯定不會的，因為肝腎功能血檢馬上可知，且以中醫的理

論，五臟差神經功能只會更差，臨床上反而看到肝腎功能變好。至於飲片是農

產品，不免會有重金屬的顧忌，故國家在藥品通關上都會先行檢驗，臨床水藥

煎煮會相互螯合劑更降低重金屬的含量，可參考李醫師去年在北市國醫節大會

發表的文章《中藥處方依法煉製自可螯合與降解有毒藥性》，何況重金屬會影響

神經功能甚至抑制，反而會使受損神經恢復困難，並不會幫助神經修護與再生。

捌、參考方劑 -育生方
〔6〕

（單位：錢。1 錢＝ 3.75 公克）

1. 補陽還五湯：當歸 4、赤芍 4、川芎 4、黃耆 20、丹參 4、銀杏葉 4。

2. 乳沒四物湯：乳香 3、沒藥 3、當歸 3、川芎 3、生地黃 3、赤芍 3、桃仁 3、紅

 花 1.5、蒼朮 3、甘草 3。

3. 聖愈湯：當歸 3、赤芍 3、川芎 3、生地 3、蒼朮 3、丹參 5、北耆 15。

4. 補中益氣湯：升麻 3、柴胡 3、蒼朮 3、陳皮 3、丹參 3、北耆 10、生草 3、當

 歸 2。

5. 歸耆建中湯：當歸 2、黃耆 10、肉桂子 5、赤芍 5、甘草 5、乾薑 3、紅棗 5 枚、

黃芩 3、蒼朮 3、附子 5。

6. 截癱 1 號方：麻黃 2、紅花 1.5、玉桂、黃柏、地龍、當歸、桃仁、乾薑、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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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3、杜仲 4、威靈仙、懷牛膝、附子各 5。

7. 截癱 2 號方：大黃 0.5、麻黃 1.5、附子 5 、丹參、炒白朮、茯苓、甘草、當歸、

川芎、赤芍、生地黃、黃耆、玉桂、地龍、牛七、黃芩、乾薑各 3。

8. 截癱 3 號方：大黃 0.5、麻黃 1.5、當歸、茯苓各 2、枸杞子、懷牛膝、杜仲、黃

 柏、地龍、玉桂、乾薑各 3、生地黃、山茱萸、淮山、菟絲子各 4、附子 5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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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tic paraplegia and finger par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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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paraplegia or finger paralysis is very 

effective,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is not only very effective and very fast, usually the 

patient feedback begins to feel within one or two weeks of taking the drug. The sooner 

clinically, the sooner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s 

combined, the faster the nerve recovery rate is. It is best to start treatment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t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cases and texts of Dr. Lee Chen-Yu's cooperation with 

Dr. Shinn-Zong Lin of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in 1997 year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arlier the intervention tim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better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shorter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The younger the patient recovers, the faster. The recovery 

time of the muscles of the skeletal muscles to which the injured nerve belongs is about 

half of the total time of the early intervention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The recovery time 

of partial paraplegia is relatively short. When the complete paraplegia is restored, it will 

be calculated in years. It can be seen in case 3 that the patient spent 8 years and 7 months 

to fully recover. Therefore, the height, location, size and severity of the spinal cord 

injury segment determine the severity and type of paraplegia. The time of interven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lso affects the length and speed of recovery. Whether the patient has 

confidence and perseverance to continue tak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is 

also the key to recovery.

Keywords:  Paraplegia, Paralysis Tang, Nerve regeneration, Spinal cord injury, Finger 

par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