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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抑鬱症具有患病率高、復發率高的特點。復發次數增加，抑鬱對患者心理及社會功能造成負面影響的程
度也隨之增加。毛麗軍主任醫師認為，復發性抑鬱情志異常為誘發因素，思慮過多損傷心脾乃為發病根本環節。
治療時當從虛論治，以脾、肝、心三臟為辨證重點，重視滋補陰液，臨床常獲佳效。本文對毛教授治療復發性
抑鬱經驗進行總結。 

 

[關鍵詞] 名醫經驗；毛麗軍；復發性抑鬱；中醫治療 
抑鬱症以持續的心情低落、愉悅感降低為特徵[1]，是臨床常見的一類精神疾病，具有患病率高、復發率高、致

殘率高、自殺率高、經濟負擔重的特點。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最新資料表明全
球超過2.64億人受到抑鬱症困擾[2]，儘管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藥物治療取得了許多進展，但只有一小部分抑鬱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患者在第一次或第二次藥物治療試驗後能夠得到緩解[3]，如抑鬱症發作2次或2
次以上可診斷為復發性抑鬱障礙[4]。抑鬱症患者復發風險隨以往發病次數增加而上升[5]，而且發病次數增加會對患者
心理社會功能、認知功能等方面造成更加嚴重的負面影響[6]。因此，關注治療復發性抑鬱對改善患者治療結局、
促進患者回歸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1 中醫對抑鬱的認識 
抑鬱症在中醫學中涉及「鬱證」、「臟躁」、「百合病」、「梅核氣」等範疇[8]。先秦時期「鬱」泛指一

切自然及人體內表現為蓄積、積聚、失暢的現象。《黃帝內經》之中出現了對情志影響下機體變化的描述，這
可以認為是中醫對「抑鬱」的初步認識。漢代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論述了婦人臟躁、百合病、梅核氣3種抑
鬱的具體表現，以養陰清熱、甘潤養心、開鬱化痰之法進行治療，並創製了百合地黃湯、甘麥大棗湯、半夏厚
朴湯3種方劑。魏晉時期後葛洪的《肘後備急方》、巢元方所著之《諸病源候論》中均認為虛勞與「鬱」關係密
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陳無擇提出七情致病理論，強調了七情過極可損傷氣血及臟腑經脈，造成情志、
軀體等多方面疾病，對鬱證的病因研究至今仍有指導性作用。金元時期張從正、朱丹溪等醫家特別強調情志不
暢能夠通過阻礙人體氣機，導致人體氣血鬱滯，進而引起多種疾病。明代王肯堂在《證治準繩》中提出，人體
陰陽不協調的外在表現為情志不舒。《景岳全書》中用「戚戚悠悠」、「神志不振」，來描述鬱證患者心情低
落，興趣缺乏的神志狀態，並詳細論述了「怒鬱」、「思鬱」、「憂鬱」等情志之鬱。 

 

2 情志與臟腑在抑鬱發病中的作用 
毛教授認為抑鬱復發與情志及臟腑密切相關，多為長期情志不暢導致臟腑氣機失和，逐步發展為臟腑氣血

失衡、陰陽失調，最終表現為情志調節障礙的一類病證。抑鬱復發主要涉及情志中「思」、「怒」、「憂」、
「悲」，主要累及脾、肝、心。林佩琴《類證制裁》述：「七情內起之鬱，始而傷氣，繼必及血，終乃成勞」
指出了抑鬱致病的發展過程，即因情志因素而起病，初始影響氣機，而後傷及血分，最終成疾。葉天士也提出
相似理論，謂「鬱則氣滯，氣滯久則必化熱，熱鬱則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機失度，初傷氣分，久延血分，延
及鬱勞沉疴。」 



毛教授經過多年臨床總結，認為「脾」為抑鬱復發之根源，「肝」為鬱結成疾之關鍵，「心」為抑鬱傷神
之體現。首先脾在志為思，「思」指思考、思慮，為機體對客觀事物進行理解、認知的過程，思慮過多或偏執
可間接使情志過極，如過思憤懣則生「怒」，過思憂沮則生「悲」，過思畏懼則生「恐」，正如清代何夢瑤在
《醫碥》中謂「按七情皆生於心……思則無所不通，故屬之脾耳」。脾主運化，主管機體水穀吸收和水液運行，
若脾臟受損運化失職，則可產生濕、濁、痰、飲等病理產物阻滯氣機。氣為血之帥，氣機阻滯可致血液運行不
暢，進一步影響陰陽平衡及臟腑功能，最終導致情志調節障礙，故脾對機體情志正常與否有決定性作用。 

肝為將軍之官，主疏泄，喜條達而惡抑鬱，具有條達、疏通的生理作用，調節人體氣機舒暢，以影響情志
變化。《金匱鈎玄》載：「鬱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
此為傳化失常，六鬱之病見矣」。肝氣實則怒，肝氣虛則悲，憂思憂慮、憤懣惱怒等情志刺激，均可使肝失條
達，氣機不暢，以致肝氣鬱結，而成氣鬱。因氣能行血亦能載津，故氣機不暢可以導致血液運行不暢、津液代
謝失常，進而阻礙臟腑調節情志的正常功能，此為抑鬱成疾的關鍵環節。 

抑鬱病位涉及脾、肝、心，但最明顯的臨床表現為心神異常。心為君主之官，主血脈，能藏神，具有主持
思維活動和精神意識的功能。《黃帝內經》云：「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主明則下安，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若情志不暢日久氣機鬱結，臟腑氣血陰陽不和、損傷心神，可出現思維遲緩、失眠、健
忘、心煩急躁、心悸膽怯、自卑絕望等異常情志，此為抑鬱傷神之體現。 

 

3 治法特點 
3.1 辨虛實 
毛教授以為情志臟腑主責之脾、肝、心，故辨證論治同樣以此三臟為主，臟腑病機有虛實之分，且隨時間

推移虛實之間相互轉化，臟腑之間互相傳變，尤其在治療復發性抑鬱時，尤當注意虛實變化，及時調整用藥。
張景岳云：「如怒鬱者，方其大怒氣逆之時，則實邪在肝，多見氣滿腹脹，所當平也。及其怒後而逆氣已去，
惟中氣受傷矣，既無脹滿疼痛之證，而或為倦怠，或為少食，此以木邪克土，損在脾矣。」在治療之時辨清虛
實，虛者宜補氣健脾，實者宜解鬱順氣，虛實夾雜者當辨其虛實輕重而攻補兼施。毛教授認為抑鬱復發，一者
乃久病思慮過度傷心耗脾、損及陰津；二者久鬱之人傷及肝血、肝失所養；三者外因作用下情志不暢為復發契
機，肝鬱化火、肝乘脾土。復發性抑鬱實乃屬於本虛標實，以心脾不足為本、肝鬱氣滯為標，心脾不足是抑鬱
復發的根本，故當從虛而治，以補益心脾、扶助正氣為治療的基本原則。 

 
3.2 辨臟腑 
3.2.1 鬱從脾辨 
《推求師意‧鬱病》所述：「鬱病多在中焦」意為脾胃位於臟腑中央，為氣機樞紐，有主持其他臟腑氣機之

功，他臟病變常可先致脾胃受累。毛教授認為脾胃的運化、輸布氣血津液之功能，與痰、熱、瘀、濕等病理因
素的產生密切相關，脾胃氣機失調時血滯成瘀、津凝成痰，而瘀血、痰濁的形成可進一步損傷氣血，致使元神
之府失於氣血濡養而使抑鬱病情加重，纏綿難愈、反復發作。因此，治療復發性抑鬱過程中脾胃氣機調暢尤為
重要。 

憂思過度則傷脾，脾氣抑鬱不暢可造成脾氣虛，脾氣虛則運化功能受損，出現不思飲食或食後腹脹；穀不
化精而成溏泄；水穀精微化生不足則見神疲乏力、面色萎黃無華，舌質淡，脈細弱，方選歸脾湯以益氣健脾。
有研究顯示歸脾湯加味與常規西藥治療相比，能減少患者失眠、肌強直、震顫、食欲減退等方面不良反應[10]；
在常規抗抑鬱治療基礎上服用歸脾湯聯合中醫情志護理，對改善患者心理狀態、減輕抑鬱程度有正面作用[11]。 

脾氣虛而陽氣失於健運者津液不行，可進一步發展為脾虛痰濕，常見食欲不振、胸悶困頓、肢體沉重、帶
下清稀，舌胖，苔滑，脈濡緩，方選半夏厚朴湯以化痰行氣散結。 

《濟生方》云：「每因思慮而傷脾陰，睡臥不寧，怔忡勞倦，飲食不進」，憂思過度，陰血暗耗，日久則



陰分虧虛。脾陰不足者臨床常見食欲不振、食後脘脹或食不知味，神疲消瘦，乏力肢軟，口乾欲飲，大便乾結，
舌紅少苔，脈細數，見此證者切不可妄用辛熱香燥或滋補疏利之品，避免傷及脾陰。 

3.2.2 鬱從肝辨 
毛教授認為情志抑鬱導致氣機不暢，肝失疏泄，從而損傷肝臟功能，導致肝氣鬱滯；肝氣鬱滯、失於條達，

又能進一步加重情志抑鬱。如《張氏醫通》所言：「鬱證多緣於志慮不伸，而氣先受病。」氣鬱貫穿於抑鬱始
終，為抑鬱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判斷病情輕重的關鍵證據。肝氣鬱滯者臨床常見精神抑鬱、胸悶脅脹、時欲歎
息、食欲不振、行經不暢，舌苔薄，脈弦。治以柴胡疏肝散加減，取其疏肝解鬱、理氣暢中之意加減。 

肝血虛者情志不暢，五志化火灼傷陰液致肝陰血虧損、虛熱內生之證候，以頭暈、耳鳴，雙目視物不清、
乾澀，脅肋灼痛，盜汗，咽乾口燥，舌紅少津，脈弦細數為臨床表現，治療時可酌情加入黃精、山茱萸等滋腎
益肝之品，此外臨床中毛教授治療肝血虛型患者時，喜用白芍以斂肝陰以柔肝體，同時又能滋肝陰以養肝血。
現代研究表明白芍中「芍藥內酯苷」具有明確的補血、抗抑鬱作用[12]。 

肝陽上亢者為情志所傷，肝氣鬱結，久而化火上擾，面紅目赤，頭脹頭痛，心煩易惱，脅肋脹滿，口苦口
乾，便乾溲赤，脈象弦數有力，舌紅唇紫，治以加味逍遙散加減，清肝瀉火、疏肝解鬱。 

肝血虛與肝陽上亢二者，通常先見肝陰血不足，陽無所制導致肝陽上亢，後期兩者可相互作用、互
為因果，陽亢愈盛陰液愈虛，陰液愈虛陽亢愈盛。病情繼續發展，肝血虛者，由子病及母，傷及腎陰，
肝陽亢者下汲腎陰，均可導致肝腎陰虛，治以一貫煎加減，滋養肝腎、疏泄肝氣。有臨床研究顯示一貫
煎在改善帕金森病抑鬱患者的抑鬱症狀方面，療效優於鹽酸氟西汀 [13]。  

3.2.3 鬱從心辨 
心氣虛者由思慮過度而勞傷心氣、心神失養，可見精神疲倦不振、思維遲緩、夜間多夢易醒、自覺心中空

虛、悸動不安，舌淡，苔薄，脈細弱，方選安神定志湯加減，補益心氣、佐以除煩。心陰不足者因情志過極或
思慮太過內傷化火，鬱火使心陰耗傷，症見心緒不寧，心煩心悸，口乾咽燥，健忘多夢，五心煩熱，盜汗或遺
精，舌紅少苔，脈細數，方選天王補心丹，以滋陰養血安神。 

 

4 典型病例 
患者，女，34歲，教師，2018年10月24日就診。初診訴：因工作壓力大情緒低落2月餘，無愉悅感，脅肋

疼痛，平素急躁易怒，多思慮、擔憂，記憶力下降，乏力，長期夜間易醒，每夜約2~3次，醒後入睡困難。月
經可，納差，二便可，舌淡胖，苔薄白，脈弦細。2012年曾於某精神類專科醫院診斷抑鬱症，遵醫囑規律服抗
抑鬱藥約2年，已停藥，現未服用相關藥物。查：頭顱CT（-），心電圖（-），血常規、肝腎功能均未見明顯異
常。西醫診斷：抑鬱狀態。中醫診斷：鬱證（肝鬱脾虛）。治則：健脾疏肝，解鬱安神。選方歸脾湯合柴胡疏
肝散加減：黨參15g，黃芪15g，炒白朮15g，茯苓15g，當歸10g，炙遠志10g，柴胡10g，香附10g，郁金10g，
木香10g，川芎10g，女貞子10g，墨旱蓮10g，生龍齒30g（先煎），珍珠母30g（先煎），14劑，每日1劑，水
煎服，早晚分服。 

2018年11月07日二診：急躁情緒改善，夜眠欠安，平均每夜醒1~2次，醒後可再次入睡。食欲增加，二便
調。舌淡，苔薄白，脈弦。前方基礎上加入合歡花15g，夜交藤20g，繼服14劑，每日1劑，水煎服，早晚分服。 

2018年11月21日三診：情緒好轉，多思慮、易急躁持續改善，夜間平均可安睡5小時左右。納可，二便可，
月經量可。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繼服前方，門診隨診。 

按：本案患者為青年女性有較長的抑鬱病史，本次在外因刺激作用下而復發抑鬱。初診時情志抑鬱導致氣
機不暢，肝失疏泄，從而損傷肝臟功能，導致肝氣鬱滯，見脅肋疼痛；肝氣鬱滯、失於條達，又進一步加重了
抑鬱情緒；氣鬱久而不解，肝臟柔順舒暢之性被抑制，見情緒急躁易怒，脈弦。思慮過多損傷心脾，脾虛不運，
則納食不多、乏力困倦、舌淡；氣血生化無源，不能濡養心神，可見失眠、記憶力下降。氣血不足，可見舌淡，
脈細。辨證為脾虛肝鬱證，方選歸脾湯合柴胡疏肝散加減，以健脾疏肝、益氣解鬱。歸脾湯中黨參補氣生血、



益脾養心；黃芪、白朮助黨參益氣補脾，當歸養血補心，現代藥理學研究認為黃芪、白朮中亦有抗抑鬱成分[14][15]；
為使補氣養血而不滯，佐以木香醒脾理氣，茯苓、遠志寧心安神。柴胡疏肝散方中柴胡為君藥，入肝膽，調暢
肝氣以疏鬱結；香附入肝經，疏肝理氣兼可止痛；川芎入肝膽經，行氣活血、疏肝解鬱，止脅痛；香附、川芎
合而為用，共為臣藥，助柴胡共解肝經鬱滯，以增行氣活血止痛之功效；患者氣鬱血滯見脅肋部不適，加用郁
金、當歸以行氣活血止痛。方中重用生龍齒、珍珠母以平肝潛陽，鎮心安神。女貞子、墨旱蓮二藥合用為二
至丸方，針對患者記憶力下降而用，功在補益肝腎而滋陰。二診時患者情緒、食欲均有所好轉，仍有夜
眠不安，在前方基礎上加入合歡花、夜交藤。合歡花入心、肝經，一味即成「黃昏湯」，具有滋陰補陽
之功，可除煩滿，臨床常用治療心煩不得眠者 [16]；夜交藤同入心、肝二經，可滋養陰血，二藥同用共起
調和陰陽之功，可成安神助眠之效。患者病之復發虛實夾雜，全方用藥兼顧肝、心、脾三臟，以健脾補
血鎮心安神以治本，疏肝行氣、平肝潛陽以治標，共奏解鬱之效。 

 

5 結語 
《臨證指南醫案‧鬱證》指出「不重在攻補，而在乎用苦泄熱而不損胃，用辛理氣而不破氣，用滑潤濡燥澀

而不滋膩氣機，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長」，即抑鬱治療過程中注意對症施治同時注意顧護脾胃、調和氣機，以免傷及
未受邪之地。毛教授亦認為抑鬱反復發作或病程較長者，不宜用藥峻烈，應在辨明臟腑虛實後再兼顧不同的臨床伴
發症狀而顧護根本、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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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morbidity and high recurrence rat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lapse times, the degree of negative effects of depression on patients'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also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chief physician Mao Lijun, the abnormal mood of recurrent 
depression is the precipitating factor, and the basis of disease is to think too much about damaging the heart 
and spleen.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deficiency, with spleen, liver and heart as the key point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nourishing Yin fluid, which is often effective in clinic. This paper 
summarizes Professor Mao's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depression. 



Keyword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Mao Lijun; recurrent depression；TCM treatment 
 

（編委：莫飛智審校2020.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