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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門秘 에 한 고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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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mpirical formula that has been empirically shown to be effective for a particular condition can be said to add 

medicinal materials to an existing formula or to make a new prescription by the Korean medical doctors' empirical 

clinic.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study the prescriptions according to A Confidential Document of A Distinguished 

Medical Family written by the writer's ancestor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medicine. A 

Confidential Document of A Distinguished Medical Family is a medicinal recipe that is an heirloom of the Gyeongju 

Kim family for the eighth generation. And the date and the writer of the book are unknown.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consist of 18 parts and are made up of about 300 medical recipes. Of these, 158 formulas and indications of cold 

damage, wind, urination, stool, jaundice, and internal injury are found in the book. From among these, 61 formulas was 

directly quoted out of The Precious Mirror of Oriental Medicine, 97 formulas are adjusted in proportion or combined. 

By the parity of reasoning of the above, I think that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after The Precious Mirror of Oriental 

Medicine. I will continue to study other formulas except the formulas above 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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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론

    經驗方이란 여러 醫家들의 醫論과 處方을 바탕으로 체계를 

갖추어 발 한것으로써 傷寒論을 筆頭로 하여 그 후 醫家들에 

의하여 藥材가 加味되거나 새로이 자신의 경험에 의하여 創方되

어 발 해 온 것을 말한다.

    岐門秘 은 慶州 金氏 始祖 閼字 智字 中始祖 岍字로 하는 

月城府院君派 34世孫인 五字 星字로부터 한의업에 종사하여 8代

째 내려오는 家傳 韓醫 經驗方이다.

    이는 作成時期와 原著 는 未詳인 상태로 全羅北道 金堤에

서 韓藥業士로 30년간 종사하신 40世孫인 泰字 雨字인 先親이 

經驗處方을 더하면서 보충되어진 형식을 가지고 있으며 약 70여

쪽의 분량에 東醫寶鑑 분류 형식을 따른 약 300여종의 處方이 기

록되어져 있고 1권의 책으로 한지에 筆寫되어 있다. 

    여러 家門에서 무수한 經驗方들이 내려오고 있으나 家傳의 

秘方으로 감추어져 있어서 그 經驗方들을 아는 사람만 활용하는 

것이 한의학 발 에 도움이 되지 못한다고 사료된다.

    이에 著 는 韓醫師로서 다년간 臨床에 臨하고 있으며 先代

로부터 물려받은 岐門秘 을 체계 으로 연구하여 한의학 발

에 조 이나마 보탬이 되고자 연구하여 보고하는 바이다.

연구방법
 

    岐門秘 은 傷寒, 風, 諸瘡, 大便, 便, 黃疸, 內傷, 蛔蟲, 霍

亂, 浮腫, 脹滿, 痰飮, 婦人, 兒, 暑, 潮熱, 眼, 血등으로 구분한 

것과 구분이 없이 處方만 나열되어 있는 것으로 構成되어 있는

데 이  傷寒, 風門, 諸瘡門, 大便門, 便門, 黃疸門, 內傷門을 선

택하여 연구하 다.

    岐門秘 의 處方을 主治症  藥材構成을 記載하고 東醫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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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에서 引用된 處方의 原文을 아래에 기재하고 加減되어진 藥材

를 확인하여 方解를 기록하 다.

     原典은 南山 에서 출 된 東醫寶鑑을 인용하 고 加味된 

藥材의 效能은 辛民敎의 臨床本草學을 참조하 다.

본    론

1. 傷寒門

 1) 升麻敗毒散

升麻敗毒散

ㆍ構成 : 乾葛 二錢 升麻 一錢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枳角 桔

梗 赤茯苓 黃芩 梔子 荊芥 防風 蒼朮 白朮 赤芍藥 當歸 生地黃 各

六分 薄荷 甘草 各三分 

ㆍ 主治 : 治運 陽毒發班

  (1) 葛根解肌湯 -《寒上 : 陽明形證用藥》

    ㆍ構成 : 葛根 柴胡 黃芩 芍藥 羌活 石膏 升麻 白芷 桔梗 各

一錢 甘草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陽明經病目疼鼻乾不得臥宜解肌

  (2) 荊防敗毒散 -《瘟疫 : 瘟疫治法》

    ㆍ構成 :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赤茯苓 人參 枳殼 桔梗 川芎 

荊芥 防風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瘟疫及大頭瘟

  (3) 九味羌活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川芎 白芷 蒼朮 黃芩 生地黃 

各一錢二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生薑三片大棗二枚葱

白二莖水煎服.

    ㆍ主治 : 一名[羌活冲和湯] ○ 不問四時但有頭痛骨節痛發熱

惡寒無汗脈浮緊宜用此以代麻黃 ○ 有汗不得眠麻黃無汗不得眠桂

枝若誤服其變不可勝 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陽禁忌乃解表神方

    葛根解肌湯에서 石膏, 白芷를 祛하고 荊防敗毒散에서 人蔘

을 祛하고 九味羌活湯에서 白芷, 細辛을 祛한 처방이다.

    太陽經病에 사용되는 九味羌活湯과 陽明經病에 사용되는 葛

根解肌湯과 瘴疫  大頭瘟을 다스리는 荊防敗毒散이 合方되어져 

주로 傷寒 太陽病과 陽明病의 症狀을 동반하는 發斑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 加味柴梗半夏湯

加味柴梗半夏湯  

ㆍ構成 : 柴胡 二錢 枳角 桔梗 各一錢半 瓜蔞仁 黃芩 陳皮 半夏 

各一錢 靑皮 杏仁 枳實 各八分 黃連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 身熱 頭痛 胸脇 牽引 痰盛 喘急. 或有脇痛 則入

白芥子 五分

  (1) 柴梗半夏湯 -《胸 : 胸痞》

    ㆍ構成 : 柴胡 二錢 瓜蔞仁 半夏 黃芩 枳殼 桔梗 各一錢 靑

皮 杏仁 各八分 甘草 四分 右剉作一貼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痰熱盛 胸痞 脇痛

  (2) 陷胸湯 -《寒下 : 傷寒結胸》

    半夏製 五錢 黃連 二錢半 瓜蔞大 四分之一 右剉作一貼水二

盞 先 煎 瓜 蔞 至 一 盞 乃 入 半 夏 黃 連 煎 至 半 去 滓 溫 服 未 利 再 服 利 下 黃

涎便安

    ㆍ主治 : 治 結胸

  《胸 : 結胸》

    傷寒結胸 : 結胸  正在心下 按之則痛 脈浮滑 宜 陷胸湯

  《胸 : 胸痞》

    痞證治法

    ○ 心下痞 用 枳實炒 黃連.

    柴梗半夏湯에 陳皮, 枳實, 黃連을 加한 처방이다. 

    痰熱로 인한 胸痞 脇痛에 사용하는 柴梗半夏湯에 陷胸湯

을 合方하고 利氣하는 陳皮와 消 之劑인 枳實을 加하 다. 柴梗

半夏湯症에 結胸의 症狀 즉 正在心下 按之則痛 脈浮滑의 症狀

이 있고 心下痞에 사용하는 枳實과 利氣하는 陳皮를 加하여 痰

熱로 인한 상기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3) 加味正氣散

加味正氣散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厚朴 陳皮 藿香 半夏 葉 桔梗 各一錢 白芷 

大腹皮 白茯苓 白朮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胸脇牽引或泄瀉寒熱往來

  (1) 藿香正氣散 -《寒上 : 傷寒陰證》

    ㆍ構成 : 藿香 一錢半 葉 一錢 白芷 大腹皮 白茯苓 厚朴 

白朮 陳皮 半夏(製) 桔梗 甘草(炙) 各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

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陰症 身痛不分表裏以此 引經絡不致變動

    藿香正氣散에 蒼朮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傷寒陰症에 사용하는 藿香正氣散에 燥濕健脾ㆍ祛風濕하는 

蒼朮을 君藥으로 加하여 祛濕과 健脾의 효능을 더하여 상기 증

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4) 加味桔梗枳殼湯

加味桔梗枳殼湯  

ㆍ構成 : 柴胡 桔梗 枳殼 各二錢 半夏 黃芩 人蔘 甘草 各一錢 黃連 

五分 乾薑 三分 入薑三棗二

ㆍ主治 : 治運氣嘔而發熱胸滿不利煩悶欲死

  (1) 桔梗枳殼湯 -《胸 : 胸痞》

    ㆍ構成 : 桔梗 枳殼 各二錢 甘草 一錢 姜五片 右剉作一貼薑

五片煎服.

    ㆍ主治 : 治痞氣胸滿不利煩悶欲死不論寒熱通用又治傷寒結

胸胸滿欲死服之神效

  (2)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半表裏往來寒熱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寒方

之王道也

  (3) 半夏瀉心湯 -《寒下 : 傷寒痞氣》

    ㆍ構成 : 半夏製二錢 黃芩 人參 甘草 各一錢半 乾薑一錢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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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傷寒痞氣

    桔梗枳殼湯과 柴胡湯과 半夏瀉心湯을 合方한 처방이다.

    痞氣로 胸滿不利에 사용하는 桔梗枳殼湯과 傷寒痞氣에 사용

하는 半夏瀉心湯, 往來寒熱에 사용하는 柴胡湯을 合方하여 주

로 胸膈의 이상과 痞氣로 인한 嘔吐, 發熱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5) 加味知母麻黃湯

加味知母麻黃湯  

ㆍ構成 : 知母 三錢 麻黃 赤芍藥 黃芩 桂心 甘草 茯神 各一錢 人蔘 

七分 黃連 五分

ㆍ主治 : 治傷寒以傷寒差後經久精神不守 語錯謬或潮熱額赤寒熱

如瘧汗下不盡毒留心胞間所致也.

  (1) 知母麻黃湯 -《寒下 : 壞證》

    ㆍ構成 : 知母 三錢 麻黃 赤芍藥 黃芩 桂心 甘草(灸)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壞傷寒以傷寒差後經久精神不守 語錯謬或潮熱

頰赤寒熱如瘧皆由汗下不盡毒留心胞間所致也

    知母麻黃湯에 茯神, 人蔘, 黃連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傷寒이나 傷寒病이 오래되어 精神증상을 동반시에 茯神으로 

安神시켜주고 人蔘으로 汗出로 인한 氣力低下를 치료하고 黃連

으로 心熱을 다스려 상기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6) 加味 柴胡湯

加味 柴胡湯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半夏 陳皮 人蔘 川芎 白芍藥 各一錢 

蒼朮 枳殼 桔梗 各七分 草龍胆 甘草 各五分 入薑三棗二

ㆍ主治 : 治腹痛脇左邊痛.

  (1) 桔梗枳殼湯 -《胸 : 胸痞》

    ㆍ構成 : 桔梗 枳殼 各二錢 甘草 一錢 姜五片

    ㆍ主治 : 治痞氣胸滿不利煩悶欲死不論寒熱通 又治傷寒結胸

胸滿欲死服之神效

  (2)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半表裏往來寒熱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寒方

之王道也

    柴胡湯과 桔梗枳殼湯을 合方하고 陳皮 川芎 白芍藥 草龍

膽 蒼朮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頭痛을 치료하는 川芎, 白芷를 가하고 利氣하는 陳皮와 燥濕

健脾하는 蒼朮, 柔肝止痛하는 白芍藥, 肝膽에 작용하여 淸熱燥

濕, 瀉火하는 草龍膽을 가미하 다.

    陽經病의 증상에 脾와 肝膽의 濕熱로 인한 腹痛과 脇痛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7) 加味四 湯

加味四 湯  

ㆍ構成 : 厚朴 柴胡 白芍藥 枳實 各二錢 半夏 一錢 陳皮 黃芩 各七

分 人蔘 甘草(灸)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身熱寒熱往來腹脹痛大便滑煩不渴

  (1) 四 散 -《寒上 : 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芍藥 枳實 甘草灸 各等分 右爲末每二錢淡米飮

調服日二.

    ㆍ主治 : 治傷寒病手足自熱而至溫從溫而至厥乃傳經之邪也

宜用此

  (2)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半表裏往來寒熱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寒方

之王道也

  《寒上 : 陰形證用藥》

    陰病 四  或咳或悸 或 便不利 或腹中痛 或泄利下重 宜

四 散.

    柴胡湯에 四 散을 合方하고 化濕溫中하는 厚朴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陽病證인 寒熱往來가 있으면서 陰病證인 腹痛과 大便滑

의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8) 加味香葛湯

加味香葛湯  

ㆍ構成 : 蒼朮 葉 白芍藥 香附子 升麻 乾葛 陳皮 半夏 桔梗 黃芩 

石膏 各一錢 川芎 白芷 甘草 各五分 入薑三蔥二

ㆍ主治 : 治運氣煩渴大便燥表不解無汗

  (1) 香葛湯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蒼朮 紫 葉 白芍藥 香附子 升麻 乾葛 陳皮 各一錢 

川芎 白芷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二莖豉七粒水煎

服.(得效)

    ㆍ主治 : 治傷寒不問陰陽兩感頭痛寒熱

  (2) 葛根解肌湯 -《寒上 : 陽明形證用藥》

    ㆍ構成 : 葛根 柴胡 黃芩 芍藥 羌活 石膏 升麻 白芷 桔梗 各

一錢 甘草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陽明經病目疼鼻乾不得臥宜解肌

    香葛湯에 葛根解肌湯의 약재  柴胡, 赤芍藥, 羌活을 祛한 

것을 合方하여 祛痰하는 半夏를 가미한 처방이다.

    傷寒表證 사용되는 香葛湯에 陽明經病일때 사용되는 葛根解

肌湯에서 柴胡와 赤芍藥, 羌活을 祛한 처방이다. 陽明經病의 熱

證인 煩渴, 大便燥의 증상에 傷寒表證으로 인한 無汗증상을 치료

하는 처방이다.

 9) 加味正氣散

加味正氣散  

ㆍ構成 : 藿香 一錢五分 葉一錢 白茯苓 半夏 厚朴 桔梗 大腹皮 

陳皮 白芷 白芥子硏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吐瀉胸脇牽引

  (1) 藿香正氣散 -《寒上 : 傷寒陰證》

    ㆍ構成 : 藿香 一錢半 葉 一錢 白芷 大腹皮 白茯苓 厚朴 

白朮 陳皮 半夏(製) 桔梗 甘草(炙) 各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

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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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ㆍ主治 : 治傷寒陰症 身痛不分表裏以此 引經絡不致變動

    藿香正氣散에서 補脾益氣하는 白朮을 祛하고 利氣散結ㆍ通絡

止痛하는 白芥子를 가하여 吐瀉, 胸脇牽引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0) 加味正氣散

加味正氣散  

ㆍ構成 : 蒼朮 柴胡 各一錢半 半夏 厚朴 陳皮 藿香 白芷 葉 山査

肉 香附子 桔梗 枳角 各一錢 木瓜 大腹皮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運氣不挾食積蛔動痰多面熱身熱煩渴

  (1) 藿香正氣散 -《寒上 : 傷寒陰證》

    ㆍ構成 : 藿香 一錢半 葉 一錢 白芷 大腹皮 白茯苓 厚朴 

白朮 陳皮 半夏(製) 桔梗 甘草(炙) 各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

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陰症 身痛不分表裏以此 引經絡不致變動

    藿香正氣散에서 白茯苓을 祛하고 燥濕健脾하는 蒼朮, 和解

熱하는 柴胡, 消食肉積ㆍ活血散 하는 山査肉, 利氣解鬱, 止痛

하는 香附子, 破氣行痰ㆍ散積消痞하는 枳殼, 和胃化濕하는 木瓜

를 가한 것이다. 柴胡로 熱을 내리고 蒼朮, 山査肉, 香附子, 枳殼, 

木瓜로 食積을 다스리는 처방이다.

 11) 加味承氣湯

加味承氣湯  

ㆍ構成 : 大黃 四錢 厚朴 枳實 芒硝 各二錢 柴胡 黃芩 赤芍藥 各一

錢 甘草 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運氣裡症大實大滿

  (1) 大承氣湯 -《寒上 : 傷寒裏證》

    ㆍ構成 : 大黃 四錢 厚朴 枳實 芒硝 各二錢 右剉作一貼水二

大盞先煎枳朴煎至一盞乃下大黃煎至七分去渣入硝再一沸溫服.

    ㆍ主治 : 治傷寒裏證大熱大實大滿宜急下 用此

  (2) 大柴胡湯 -《寒上 : 傷寒裏證》

    ㆍ構成 : 柴胡 四錢 黃芩 白芍藥 各二錢半 大黃 二錢 枳實 

一錢半 半夏 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病 陽轉屬陽明身熱不惡寒反惡熱大便

便赤譫語腹脹潮熱

    大柴胡湯에서 溫性인 半夏를 祛하고 大承氣湯과 合方한 처

방에 諸藥調和하는 甘草를 가미하여 반 인 藥性을 부드럽게 

조 하고 있다.

    大熱, 大實, 大滿한 증으로 急下시켜할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

방이다.

 12) 加味 柴胡湯

加味 柴胡湯  

ㆍ構成 : 柴胡 二錢 黃芩 石膏 各一錢半 知母 半夏 葛根 升麻 人蔘 

各一錢 赤芍藥 麥門冬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運氣寒熱徃來煩渴無汗差後餘熱不

  (1)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半表裏往來寒熱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寒方

之王道也

  (2) 參胡芍藥湯 -《寒下 : 壞證》

    ㆍ構成 : 生地黃 一錢半 人參 柴胡 芍藥 黃芩 知母 麥門冬 

各一錢 枳殼八分 甘草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十四日外餘熱未除或渴或煩不能安臥不思飮

食大便不快 便黃赤此爲壞證

  (3) 白虎湯 -《寒上 : 陽明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石膏 五錢 知母 二錢 甘草 七分 粳米半合右剉作一

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陽明病汗多煩渴脉洪大

  (4) 升麻葛根湯 -《寒下 : 感寒及四時傷寒》

    ㆍ構成 : 葛根 二錢 白芍藥 升麻 甘草 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薑

三葱二煎服.

    ㆍ主治 : 治溫病及時令感冒

    柴胡湯을 기본으로 하여 參胡芍藥湯에서 生地黃, 枳殼을 

祛하고 白虎湯과 升麻葛根湯을 合方한 처방이다.

    陽病證인 寒熱往來와 陽明病의 煩渴을 동반하면서 餘熱不

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3) 加味 柴胡湯

加味 柴胡湯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半夏 川芎 羌活 各一錢 甘草 人蔘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運氣寒熱往來頭痛便滑

  (1)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半表裏往來寒熱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寒方

之王道也

    柴胡湯에 祛風止痛하는 川芎과 發散風寒ㆍ祛風濕止痛하

는 羌活을 가하여 祛濕과 止痛을 효능을 증 하여 상기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4) 加味正氣散

加味正氣散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厚朴 陳皮 半夏 川芎 白芷 

黃芩 生地黃 柴胡 升麻 赤芍藥 各一錢 藿香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頭痛身熱泄瀉口鼻乾燥無汗

  (1) 不換金正氣散 -《寒上 : 傷寒陰證》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厚朴陳皮 藿香 半夏 甘草 各一錢右剉作

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陰證頭痛身疼或寒熱往來

  (2) 九味羌活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川芎 白芷 蒼朮 黃芩 生地黃 

各一錢二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生薑三片大棗二枚葱

白二莖水煎服.

    ㆍ主治 : 一名[羌活冲和湯] ○ 不問四時但有頭痛骨節痛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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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寒無汗脈浮緊宜用此以代麻黃 ○ 有汗不得眠麻黃無汗不得眠桂

枝若誤服其變不可勝 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陽禁忌乃解表神方

    不換金正氣散에 九味羌活湯을 合方하고 淸熱凉血하는 赤芍

藥과 和解 熱하는 柴胡, 淸熱解毒ㆍ升擧陽氣하는 升麻를 加한 

처방이다.

 15) 麻黃桂枝湯

麻黃桂枝湯  

ㆍ構成 : 桂枝 芍藥 各二錢 麻黃 一錢二分 甘草一錢 杏仁 八分 入 

薑五 棗二

ㆍ主治 : 治太陽病八九日發熱惡寒往來如瘧狀

  (1) 麻黃桂枝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桂枝 芍藥 各二錢 麻黃 一錢二分 甘草 一錢 杏仁 

八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五片棗仁枚水煎服.

    ㆍ主治 : 太陽病八九日發熱惡寒往來如瘧狀

    東醫寶鑑 麻黃桂枝湯과 同一.

 16) 九味羌活湯

九味羌活湯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蒼朮 川芎 白芷 黃芩 生地黃 各 一

錢二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蔥二

ㆍ主治 : 治不問四時但有頭痛骨節痛發熱惡寒無汗脈浮緊乃解表之神方

  (1) 九味羌活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川芎 白芷 蒼朮 黃芩 生地黃 

各一錢二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右剉作一貼入生薑三片大棗二枚葱

白二莖水煎服.

    ㆍ主治 : 一名[羌活冲和湯] ○ 不問四時但有頭痛骨節痛發熱

惡寒無汗脈浮緊宜用此以代麻黃 ○ 有汗不得眠麻黃無汗不得眠桂

枝若誤服其變不可勝 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陽禁忌乃解表神方

    東醫寶鑑 九味羌活湯과 同一

 17) 白虎湯

白虎湯  

ㆍ構成 : 石膏 五錢 知母 二錢 甘草 七分 入粳米半合

ㆍ主治 : 治汗多煩渴脉洪大  ○加入蔘名人蔘白虎湯 ○加蒼朮一

錢名蒼朮白虎湯

  (1) 白虎湯 -《寒上 : 陽明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石膏 五錢 知母 二錢 甘草 七分 粳米半合 右剉作一

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陽明病汗多煩渴脉洪大

    東醫寶鑑 白虎湯과 同一

 18) 四 湯

四 湯  

ㆍ構成 : 甘草 六錢 乾薑 五錢 生附子 一枚

ㆍ主治 : 治傷寒陰症要藥 分作二貼煎服

  (1) 四 湯 -《寒上 : 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甘草灸 六錢 乾薑炮 五錢 附子生 一枚右剉分二貼水

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陰證要藥也凡三陰脉遲身痛並用又治四肢 冷

    東醫寶鑑 四 湯과 同一.

 19) 赤石脂禹餘粮湯

赤石脂禹餘粮湯  

ㆍ構成 : 赤石脂 禹餘粮 各二錢五分

ㆍ主治 : 治 陰症下利不止當治下焦宜用此藥

  (1) 赤石脂禹餘粮湯 -《寒上ː 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赤石脂 禹餘粮 各二錢半右剉碎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陰證下利不止當治下焦宜用此

    東醫寶鑑 赤石脂禹餘粮湯과 同一.

 20) 桃花湯

桃花湯  

ㆍ構成 : 赤石脂 五錢五分 乾薑 二錢 糯米 一合

ㆍ主治 : 治 陰病 下痢便膿血用此藥 右煎半去滓 別入 赤石脂細

末一錢 調服日二

  (1) 桃花湯 -《寒上 : 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赤石脂 五錢半生半炒 乾薑 二錢 糯米一合右剉水煎

至半去渣別入赤石脂細末一錢調服日二.

    ㆍ主治 : 治 陰病下利便膿血

    東醫寶鑑 桃花湯과 同一.

 21) 五積散

五積散  

ㆍ構成 : 蒼朮二錢 麻黃 陳皮 各一錢 厚朴 桔梗 枳殼 當歸 乾薑 白

芍藥 白茯苓 各八分 白芷 半夏 桂枝 各七分 甘草六分 入 薑三 蔥二

ㆍ主治 : 治感傷風寒 頭痛身疼 四肢逼冷 胸腹作痛 嘔吐泄瀉 或內

傷生冷 外感風冷 幷皆主之也.

  (1) 五積散 -《寒上 : 傷寒陰證》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麻黃 陳皮 各一錢 厚朴 桔梗 枳殼 當歸 

乾薑 白芍藥 白茯苓 各八分 白芷 川芎 半夏 桂皮 各七分 甘草 六

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三莖水煎服.

    ㆍ主治 : 治感傷風寒 頭痛身疼 四肢 冷 胸腹作痛 嘔吐泄瀉 

或內傷生冷 外感風冷 並皆主之.

    五積散에 祛風止痛ㆍ活血行氣하는 川芎, 溫中散寒하는 桂皮

를 祛하고 發汗解肌ㆍ溫通經脈하는 桂枝로 바꾼 처방이다. 主治

는 同一하다.

 22) 白頭翁湯

白頭翁湯  

ㆍ構成 : 白頭翁 黃柏 秦皮 黃連 各一錢半

ㆍ主治 : 治 陰症下利欲飮水以有熱故也.  且治挾熱下利後重而渴.

  (1) 白頭翁湯 -《寒上 : 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白頭翁 黃栢 秦皮 黃連 各一錢半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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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治挾熱下利後重而渴.

    ㆍ主治 : 治 陰病下利欲飮水以有熱故也宜用此

    東醫寶鑑 白頭翁湯과 同一.

 23) 人蔘敗毒散

人蔘敗毒散  

ㆍ構成 :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枳殼 桔梗 川芎 赤茯苓 人蔘 甘草 各

一錢 薄荷 許 入 薑二

ㆍ主治 : 治傷寒時氣發熱頭痛 强肢體煩疼 及傷風咳嗽鼻塞聲重 ○

加天麻地骨皮各分 名人蔘羌活散 ○加荊芥防風各分 名荊防敗毒散

  (1) 人蔘敗毒散-《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枳殼 桔梗 川芎 赤茯苓 人參 

甘草 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 入薑三片 薄荷 許

    ㆍ主治 : 治傷寒時氣發熱頭痛 强肢體煩疼及傷風咳嗽鼻塞聲重

    東醫寶鑑 人蔘敗毒散과 同一

 24) 蔘 飮

蔘 飮  

ㆍ構成 : 人蔘 葉 前胡 半夏 乾葛 赤茯苓 各一錢 陳皮 桔梗 枳殼 

甘草 各七分半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感傷風寒 咳嗽 及內因七情頭痛 發熱痰多 胸滿潮熱.

  (1) 蔘 飮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人參 紫 葉 前胡 半夏 乾葛 赤茯苓 各一錢 陳皮 

桔梗 枳殼 甘草 各七分半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感傷風寒頭痛發熱咳嗽及內因七情痰盛胸滿潮熱

    東醫寶鑑 蔘 飮과 同一

 25) 雙解散

雙解散  

ㆍ構成 : 活石 三錢 甘草 一錢 石膏 黃芩 桔梗 各七分 防風 川芎 

當歸 赤芍 大黃 麻黃 薄荷 連翹 芒硝 荊芥 白朮 梔子 各五分 入 

薑三 蔥二 豉半合

ㆍ主治 : 治傷寒表裡不觧之症.

  (1) 雙解散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滑石 三錢 甘草 一錢 石膏 黃芩 桔梗 各七分 防風 

川芎 當歸 赤芍藥 大黃 麻黃 薄荷 連翹 芒硝 荊芥 白朮 梔子 各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三莖豉半合同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表裏不解.

    東醫寶鑑 雙解散과 同一.

 26) 正陽散

正陽散  

ㆍ構成 : 附子 一兩 乾薑炮 甘草 各二錢半 皂角 一挺 麝香 一錢
ㆍ主治 : 右作末每二錢水一盃煎至五分 ○一方用白湯調下 

  (1) 正陽散 -《寒上 : 傷寒陰毒》

    ㆍ構成 : 附子炮 一兩 乾薑炮 甘草灸 各二錢半 皂角 一挺 麝

香 一錢 右爲末每二錢水一盃煎至五分和渣熱服一方用白湯調下.

    ㆍ主治 : 治傷寒陰毒證

    東醫寶鑑 正陽散과 同一.

 27) 甘草湯

甘草湯  

ㆍ構成 : 甘草 升麻 當歸 桂枝 各一錢 雄黃 川椒 各一錢半 鱉甲酥

灸 三錢

ㆍ主治 : 治陰毒水煎服 毒從汗出未汗再服

  (1) 甘草湯 -《寒上 : 傷寒陰毒》

    ㆍ構成 : 甘草灸 升麻 當歸 桂枝 各一錢 雄黃 川椒 各一錢半 

鱉甲酥灸 三錢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毒從汗出未汗再服.

    ㆍ主治 : 治陰毒

    東醫寶鑑 甘草湯과 同一.

 28) 大陷胸湯

大陷胸湯  

ㆍ構成 : 大黃 三錢 芒硝 二錢 甘遂 五分

ㆍ主治 : 治大結胸 ○分作二貼 每取一貼 先煎大黃 至六分納硝 再

煎一二沸去滓 入甘遂末 

  (1) 大陷胸湯 -《寒下 : 傷寒結胸》

    ㆍ構成 : 大黃 三錢 芒硝 二錢 甘遂末 五分 右剉分二貼每取一

貼先煎大黃至六分納硝再煎一二沸去滓納甘遂末攪服得快利止後服.

    ㆍ主治 : 治大結胸

    東醫寶鑑 大陷胸湯과 同一.

 29) 陷胸湯

陷胸湯  

ㆍ構成 : 半夏 五錢 黃連 二錢五分 瓜蔞大  四箇

ㆍ主治 : 一水二杯先煎瓜蔞至一杯乃至半 半夏黃連煎半去滓 溫服

未科再服利下黃涎便安 

  (1) 陷胸湯 -《寒下 : 傷寒結胸》

    ㆍ構成 : 半夏製 五錢 黃連 二錢半 瓜蔞大  四分之一 右剉

作 一 貼 水 二 盞 先 煎 瓜 蔞 至 一 盞 乃 入 半 夏 黃 連 煎 至 半 去 滓 溫 服 未 利

再服利下黃涎便安.

    ㆍ主治 : 治 結胸

    東醫寶鑑 陷胸湯과 同一.

 30) 豭鼠糞湯

豭鼠糞湯  
ㆍ構成 : 韭白根 一杷 豭鼠糞 十四箇
ㆍ主治 : 治男子陰陽症 水二升煎半去滓溫服取微汗未汗再服

  (1) 豭鼠糞湯 -《寒下 : 陰陽易證》

    ㆍ構成 : 韭白根 一把 猳鼠糞 十四箇 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

滓溫服取微汗未汗再服猳鼠雄鼠也糞兩頭 是也.

    ㆍ主治 : 治男子陰易病

    東醫寶鑑 豭鼠糞湯과 同一.



김동민․최경석․신승열․안 모․ 경수․이시형

- 1084 -

 31) 黃連犀角湯

黃連犀角湯  

ㆍ構成 : 黃連 犀角 烏梅 木香 桃仁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狐惑 空心服

  (1) 黃連犀角湯 -《寒下 : 狐惑證》

    ㆍ構成 : 黃連 犀角 烏梅 木香 桃仁 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水煎

服空心.

    ㆍ主治 : 治狐惑

    東醫寶鑑 黃連犀角湯과 同一.

 32) 酸棗仁湯

酸棗仁湯  

ㆍ構成 : 酸棗仁 二錢 麥門冬 知母 各一錢半 茯笭 川芎 各一錢 乾

薑 甘草 各二分半

ㆍ主治 : 治傷寒後虛煩不得眠

  (1) 酸棗仁湯 -《寒下 : 傷寒差後雜證》

    ㆍ構成 : 酸棗仁炒二錢 麥門冬 知母 各一錢半 茯苓 川芎 各

一錢 乾薑 甘草灸各二分半 右剉作一服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後虛煩不得眠

    東醫寶鑑 酸棗仁湯과 同一.

 33) 陶氏補中益氣湯

陶氏補中益氣湯  

ㆍ構成 : 人蔘 生地黃 黃芪 當歸 川芎 柴胡 陳皮 羌活 白朮 防風 

各七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蔥二

ㆍ主治 : 治內傷氣血外感風寒頭痛身熱惡寒自汗沈困無力 元氣不

足加 升麻三分

  (1) 陶氏補中益氣湯 -《寒下 : 外感挾內傷證》

    ㆍ構成 : 人參 生地黃 黃芪 當歸 川芎 柴胡 陳皮 羌活 白朮 

防風 各七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葱白二

莖水煎服如元氣不足加升麻三分.

    ㆍ主治 : 治內傷氣血外感風寒頭痛身熱惡寒自汗沈困無力

    東醫寶鑑 陶氏補中益氣湯과 同一.

 34) 加味蔘 飮

加味蔘 飮  

ㆍ構成 : 人蔘 紫 葉 前胡 葛根 赤茯笭 陳皮 桔梗 各一錢 枳角 瓜

蔞仁 桑白皮 甘草 各七分半

ㆍ主治 : 治運氣七八日身熱頭痛痰盛喘急

  (1) 蔘 飮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人參 紫 葉 前胡 半夏 乾葛 赤茯苓 各一錢 陳皮 

桔梗 枳殼 甘草 各七分半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感傷風寒頭痛發熱咳嗽及內因七情痰盛胸滿潮熱

    蔘 飮에서 半夏를 祛하고 瓜蔞仁, 桑白皮를 加한 처방이다.

    寒痰을 치료하는 半夏를 祛하고 熱痰과 기침을 치료하는 瓜

蔞仁과 瀉肺平喘하는 桑白皮를 加하여 주로 身熱이 있으면서 頭

痛과 痰盛喘急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35) 加味蔘 飮

加味蔘 飮  

ㆍ構成 : 香附子 葉 前胡 半夏 葛根 赤茯笭 陳皮 各一錢 柴胡 黃

芩 人蔘 各七分 桔梗 枳角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寒熱往來咳嗽嘔 無汗

  (1) 蔘 飮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人參 紫 葉 前胡 半夏 乾葛 赤茯苓 各一錢 陳皮 

桔梗 枳殼 甘草 各七分半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感傷風寒頭痛發熱咳嗽及內因七情痰盛胸滿潮熱

  (2)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姜三片 棗二枚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半表裏往來寒熱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寒方

之王道也

    蔘 飮과 柴胡湯을 合方하여 利氣解鬱하는 香附子를 加한 

처방이다.

    陽病證인 寒熱往來가 있으면서 咳嗽와 嘔 , 無汗을 치료

하는 처방이다.

 36) 加味柴苓湯

加味柴苓湯  

ㆍ構成 : 柴胡 一錢六分 澤瀉 一錢二分 白朮 猪苓 赤茯苓 半夏 瓜

蔞仁 各 一錢 黃連 人蔘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傷寒泄瀉

  (1) 柴苓湯 -《寒下 : 傷寒自利》

    ㆍ構成 : 柴胡 一錢六分 澤瀉 一錢三分 白朮 猪苓 赤茯苓 各

七分半 半夏 七分 黃芩 人參 甘草 各六分 桂心 三分 右剉作一貼

入薑三片水煎溫服.

    ㆍ主治 : 治傷寒熱病發熱泄瀉

  (2)  陷胸湯 -《寒下 : 傷寒結胸》

    ㆍ構成 : 半夏製 五錢 黃連 二錢半 瓜蔞大  四分之一 右剉

作 一 貼 水 二 盞 先 煎 瓜 蔞 至 一 盞 乃 入 半 夏 黃 連 煎 至 半 去 滓 溫 服 未 利

再服利下黃涎便安.

    ㆍ主治 : 治 結胸. 治 結胸半夏製五錢黃連二錢半瓜蔞大

四 分 之 一 右 剉 作 一 貼 水 二 盞 先 煎 瓜 蔞 至 一 盞 乃 入 半 夏 黃 連 煎 至 半

去 滓 溫 服 未 利 再 服 利 下 黃 涎 便 安.(仲 景)○一 方 加 枳 實 黃 芩 桔 梗 尤

效.(入門)○瓜蔞惟剉其殼勿剉其子剉其子 非也.(丹心)

    柴苓湯에 陷胸湯 구성약재인 瓜蔞仁과 黃連을 加하고 黃

芩을 祛한 처방이다.

    傷寒으로 인하여 發熱과 泄瀉가 있으며 結胸증상을 치료

하는 처방이다.

 37) 加味桔梗枳殼湯

加味桔梗枳殼湯  

ㆍ構成 : 柴胡 桔梗 枳殼 半夏 各一錢五分 黃芩 人蔘 陳皮 蒼朮 

厚朴 各一錢 枳實 黃連 瓜蔞仁 甘草

ㆍ主治 : 治運氣嘔而發熱胸滿不利煩焠挾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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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桔梗枳殼湯 -《胸 : 胸痞》

    ㆍ構成 : 桔梗 枳殼 各二錢 甘草 一錢 右剉作一貼薑五片煎服.

    ㆍ主治 : 治痞氣胸滿不利 煩悶欲死 不論寒熱通用 又治傷寒

結胸 胸滿欲死服之神效

  (2) 平胃散 -《胃腑 : 胃病治法》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陳皮 一錢四分 厚朴 一錢 甘草 六分 右

剉作一貼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或爲末取二錢薑棗湯點服.

    ㆍ主治 : 治脾胃不和不思飮食心腹脹痛嘔噦惡心噫氣呑酸面

黃肌瘦怠惰嗜臥常多自利或發霍亂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等證

  (3) 陷胸湯 -《寒下 : 傷寒結胸》

    ㆍ構成 : 半夏製 五錢 黃連 二錢半 瓜蔞大  四分之一 右剉

作 一 貼 水 二 盞 先 煎 瓜 蔞 至 一 盞 乃 入 半 夏 黃 連 煎 至 半 去 滓 溫 服 未 利

再服利下黃涎便安.

    ㆍ主治 : 治 結胸

  (4)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半表裏 往來寒熱 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寒方

之王道也

    桔梗枳殼湯에 平胃散, 柴胡湯, 陷胸湯을 合方하여 枳實

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外感으로 인한 發熱에 柴胡湯, 胸滿不利에 桔梗枳殼湯과 

陷胸湯, 食滯로 인한 嘔吐에 平胃散으로 치료하면서 枳實을 加

하여 消食하는 효과를 증 시킨 처방이다.

 38) 加味淸熱解肌湯

加味淸熱解肌湯  

ㆍ構成 : 葛根 二錢 葉 柴胡 黃芩 各一錢二分 赤芍藥 升麻 石膏 

滑石 黃連 各一錢 梔子 麻黃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無汗煩渴

  (1) 葛根解肌湯 -《寒上 : 陽明形證用藥》

    ㆍ構成 : 葛根 柴胡 黃芩 芍藥 羌活 石膏 升麻 白芷 桔梗各

一錢甘草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陽明經病 目疼 鼻乾 不得臥 宜解肌

    葛根解肌湯에서 羌活, 白芷, 桔梗를 祛하고 葉, 滑石, 黃連, 

梔子, 麻黃을 加한 처방이다. 

    淸熱하는 黃連, 梔子, 滑石을 加하여 煩渴을 치료하고 發表

하는 葉, 麻黃을 加하여 無汗의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39) 加味羌活沖和湯

加味羌活沖和湯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蒼朮 川芎 白芷 黃芩 生地黃 香附子 

葉 各一錢 陳皮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葱二

ㆍ主治 : 治運氣不問四時 但有頭痛骨節痛發熱惡寒無汗 不分陰陽

傷皆可服之.

  (1) 九味羌活湯(羌活沖和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川芎 白芷 蒼朮 黃芩 生地黃 

各一錢二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生薑三片大棗二枚葱

白二莖水煎服.

    ㆍ主治 : 一名[羌活冲和湯] ○ 不問四時 但有頭痛 骨節痛 發熱 

惡寒 無汗 脈浮緊 宜用此 以代麻黃 ○ 有汗不得眠麻黃 無汗不得眠

桂枝 若誤服 其變不可勝  故立此法 使不犯三陽禁忌 乃解表神方

  (2) 香 散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香附子 紫 葉 各二錢 蒼朮 一錢半 陳皮 一錢 甘草

灸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二莖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四時傷寒 頭痛身疼 發熱惡寒 及傷風傷濕傷寒 時

氣瘟疫 

    九味羌活湯에 香 散을 合方한 처방이다. 즉 九味羌活湯에 

利氣하는 香附子, 葉, 陳皮를 加한 처방이다.

    主治症은 九味羌活湯의 主治症과 같다.

 40) 加味理中湯

加味理中湯  

ㆍ構成 : 人蔘 一錢半 白朮 乾薑 當歸 白芍藥 川芎 桂枝 黃芪 生地

黃 各一錢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脉浮而運身不熱有汗

  (1) 理中湯 -《寒上 : 太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人參 白朮 乾薑炮 各二錢 甘草炙 一錢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太陰腹痛 自利不渴

  (2) 雙和湯 -《虛勞 : 陰陽俱虛用藥》

    ㆍ構成 : 白芍藥 二錢半 熟地黃 黃芪 當歸 川芎 各一錢 桂皮 

甘草 各七分半 右剉作一貼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心力俱勞 氣血皆傷 或房室後勞役 或勞役後犯房 

及大病後虛勞 氣乏自汗 等證

    理中湯에 雙和湯 약재  熟地黃을 生地黃으로 桂皮를 桂枝

로 바꾸어 合方하고 細辛을 가한 처방이다.

    太陰病의 증상을 동반하면서 自汗이 치료할 수 있는 처방이다.

 41) 加味香葛湯

加味香葛湯  

ㆍ構成 : 香附子 二錢 蒼朮 一錢半 白芍藥 升麻 乾葛 陳皮 羌活 川

芎 白芷 各一錢 葉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不問陰陽兩感頭痛寒熱往來

  (1) 香葛湯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蒼朮 葉 白芍藥 香附子 升麻 乾葛 陳皮 各一錢 川芎 

白芷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二莖豉七粒水煎服(得效).

    ㆍ主治 : 治傷寒不問陰陽兩感頭痛寒熱

    香葛湯에서 羌活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香葛湯의 主治에 祛風濕止痛하는 羌活을 가미하여 傷寒으로 

일어나는 寒熱과 頭痛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42) 加味香葛湯

加味香葛湯  

ㆍ構成 : 蒼朮 葉 白芍藥 香附子 升麻 葛根 陳皮 半夏 白芥子 黃

芩 各一錢 川芎 白芷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運氣身熱頭痛煩熱飮冷胸膈牽引始痛四五日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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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葛湯 -《寒上 : 傷寒表證》

    ㆍ構成 : 蒼朮 葉 白芍藥 香附子 升麻 乾葛 陳皮 各一錢 

川芎 白芷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二莖豉七粒水煎

服.(得效)

    ㆍ主治 : 治傷寒不問陰陽兩感頭痛寒熱

    香葛湯에 燥濕化痰하는 半夏, 溫肺化痰ㆍ利氣散結ㆍ通絡止

痛하는 白芥子, 淸熱燥濕하는 黃芩을 加하여 化痰, 止痛, 淸熱의 

효과를 증 하여 상기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43) 加味淸熱解毒湯

加味淸熱解毒湯  

ㆍ構成 : 羌活 二錢 白芍藥 人蔘 石膏 各一錢半 黃芩 知母 升麻 乾

葛 大黃 桔梗 枳實 各一錢 黃連 生地黃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溫暑之月運氣大便不通煩熱口燥淸熱解毒之劑也   

  (1) 淸熱解毒散 -《瘟疫 : 瘟疫治法》

    ㆍ構成 : 羌活 二錢 白芍藥 人參 石膏 各一錢二分半 黃芩 知

母並酒炒 升麻 乾葛 各一錢 甘草七分 黃連酒炒 生地黃酒洗 各五

分  右剉作一貼薑三水煎服.

    ㆍ主治 : 瘟暑之月民病天行溫疫熱病宜淸熱解毒氣

  (2) 承氣湯 -《寒上 : 傷寒裏證》

    ㆍ構成 : 大黃 四錢  厚朴 枳實 各 一錢半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裡證 熱 實 滿宜緩和 用此.

    淸熱解毒散에서 承氣湯의 大黃, 枳實, 厚朴  厚朴을 신

하여 桔梗을 가한 처방이다.

    天行瘟疫으로 인한 熱病에 사용하는 淸熱解毒散에 大便不通

에 사용하는 承氣湯을 厚朴을 祛하고 宣肺祛痰, 利咽排膿하는 

桔梗을 加한 처방이다.

 44) 加味正氣散

加味正氣散  

ㆍ構成 : 蒼朮 陳皮 半夏 厚朴 各一錢半 香附子 白芷 山査肉 當歸 

枳實 藿香 各一錢 乾薑 細辛 各七分 甘草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運氣挾滯手足浮症

  (1) 不換金正氣散 -《寒上 : 傷寒陰證》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厚朴 陳皮 藿香 半夏 甘草 各一錢 右剉

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陰證頭痛身疼或寒熱往來

    不換金正氣散에 利氣解鬱하는 香附子, 祛風除濕하는 白芷, 

消食肉積하는 山査肉, 補血活血하는 當歸, 散積消痞하는 枳實, 溫

中回陽하는 乾薑, 發散風寒, 祛風止痛하는 細辛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香附子, 山査肉, 枳實, 乾薑의 消食과 溫中작용으로 脾胃의 挾滯

를 치료하고 부분 溫性과 祛濕하는 藥材로 인한 津液損傷을 우

려하여 補血하는 當歸를 加하여 手足浮症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45) 加減理中湯

加減理中湯  

ㆍ構成 : 人蔘 白朮 各一錢半 陳皮 乾薑 桔梗 當歸 白茯苓 白芷 香

附子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運氣身不熱胸脇牽引泄瀉

  (1) 二陳湯 -《痰飮 : 痰飮通治藥》

    ㆍ構成 : 半夏製 二錢 橘皮 赤茯苓 各一錢 甘草灸 五分 右剉

作一貼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通治痰飮諸疾,或嘔吐惡心,或頭眩心悸,或發寒熱,或

流注作痛.

  (2) 理中湯 -《寒上 : 太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人參 白朮 乾薑炮 各二錢 甘草炙 一錢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太陰腹痛 自利不渴

    二陳湯과 理中湯을 合方한 뒤 當歸, 桔梗, 白芷, 香附子를 가

한 처방이다.

    脾陽虛로 인해 痰飮이 생성된 상황에서 泄瀉하면서 二陳湯

의 燥性을 우려하여 補血하는 當歸를 가하고 止痛하는 白芷, 香

附子를 加하여 腹痛을 치료하고 祛痰하는 桔梗을 加하여 上記症

狀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46) 化痰生脈散

化痰生脈散  

ㆍ構成 : 麥門冬 二錢 人蔘 陳皮 當歸 五味子 蓮肉 白茯苓 山査肉 

杏仁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運氣身溫泄瀉咳嗽痰多

  (1) 加味生脉散 -《咳嗽 : 火喘》

    ㆍ構成 : 五味子 三錢 人參 麥門冬 杏仁 陳皮 各二錢 右剉 

作一貼 入薑五片棗二 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脉伏喘促手足厥 用此救之

    加 味 生 脈 散에서 當 歸, 蓮 肉, 白 茯 苓, 山 査 肉을 加한 처방

이다.

    暑病에 사용하는 生脈散에 祛痰止咳하는 杏仁과 陳皮를 가

하고 止瀉하는 蓮肉과 利水滲濕, 健脾하는 白茯苓, 消食하는 山

査肉과 補陰하는 當歸를 가한 처방이다.

    여름철에 땀을 많이 흘려 몸에 열이 나면서 기침과 가래가 

끓으면서 설사와 소화장애가 있을 때 사용할 수 있는 처방이다.

 47) 大羌活湯

大羌活湯  

ㆍ構成 : 生地黃 知母 川芎 各二錢 羌活 防風 防己 黃芩 黃連 蒼朮 

白朮 各七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兩感傷寒或傷寒見風脈傷風見寒脈發熱惡寒無汗頭痛

强等症

  (1) 大羌活湯 -《寒上 : 兩感傷寒爲死證》

    ㆍ構成 : 生地黃 知母 川芎 各一錢 羌活 防風 獨活 防己 黃

芩 黃連 蒼朮 白朮 各七分 細辛甘草 各五分右剉作一貼水煎服未

解再服三四貼.

    ㆍ主治 : 解利兩感傷寒或傷寒見風脉傷風見寒脉發熱惡寒無

汗頭痛 强等證

    大羌活湯에서 散寒解表ㆍ祛風勝濕ㆍ止痛하는 獨活을 祛한 

처방이다.

 48) 陶氏冲和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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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冲和湯  

ㆍ構成 : 羌活 蒼朮 防風 川芎 生地黃 黃芩 柴胡 乾葛 白芷 石膏 

各一錢 細辛 甘草 各二分

ㆍ主治 : 治兩感傷寒陰陽未分以此探之

  (1) 陶氏冲和湯 -《寒上 : 兩感傷寒爲死證》

    ㆍ構成 : 羌活 蒼朮 防風 川芎 生地黃 黃芩 柴胡 乾葛 白芷 

石膏 各一錢 細辛 甘草 各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黑豆三

七粒同煎服.

    ㆍ主治 : 治兩感傷寒陰陽未分 以此㩟之

    東醫寶鑑 陶氏冲和湯과 同一.

 49) 桂枝湯

桂枝湯  

ㆍ構成 : 桂枝 三錢 白芍藥 二錢 甘草 一錢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太陽傷風自汗惡風寒 水煎溫服 臾啜稀粥一盞以助藥

力令遍身微汗爲佳得汗勿再服

  (1) 桂枝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桂枝 三錢 白芍藥 二錢 甘草 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生

薑 三 片 大 棗 二 枚 水 煎 溫 服 臾 啜 稀 粥 一 盞 以 助 藥 力 令 遍 身 漐 漐 微

汗爲佳得汗勿再服.

    ㆍ主治 : 治太陽傷風自汗惡風寒

    東醫寶鑑 桂枝湯과 同一.

 50) 麻黃湯

麻黃湯  

ㆍ構成 : 麻黃 三錢 桂枝 二錢 甘草 六分 杏仁 十枚 入 薑三 蔥二

ㆍ主治 : 治太陽傷寒頭痛身疼百節痛惡寒及風繫上同有汗勿再服

  (1) 麻黃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麻黃 三錢 桂枝 二錢 甘草 六分 杏仁 十枚 右剉作

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二莖水煎服如上法有汗勿再服.

    ㆍ主治 : 治太陽傷寒頭痛身疼百節痛無汗惡風寒

    東醫寶鑑 麻黃湯과 同一.

 51) 厚朴半夏湯

厚朴半夏湯  

ㆍ構成 : 厚朴 三錢 人蔘 半夏 各一錢半 甘草 七分半 入 薑七

ㆍ主治 : 治傷寒發汗後腹脹滿症

  (1) 厚朴半夏湯 -《寒上 : 太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厚朴 三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半 甘草 七分半 右剉作

一貼入生薑七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發汗後腹脹滿

    東醫寶鑑 厚朴半夏湯과 同一.

 52) 眞武湯

眞武湯  

ㆍ構成 : 茯笭 芍藥 白朮 各三錢 附子二錢 入 薑五

ㆍ主治 : 治 陰病腹滿痛 便利或下痢或嘔症

  (1) 眞武湯 -《寒上 : 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茯苓 芍藥 附子炮 各三錢 白朮 二錢 右剉作一貼入

薑五片水煎服.

    ㆍ主治 :治 陰病腹滿痛 便利或下利或嘔

    東醫寶鑑 眞武湯과 同一한 약재구성으로 附子의 用量을 

이고 白朮의 用量을 증가하 다.

 53) 當歸四 湯

當歸四 湯  

ㆍ構成 : 當歸 白芍藥 各二錢 桂枝 一錢半 細辛 甘草 各一錢 入 棗二

ㆍ主治 : 治厥陰症手足厥冷脈微欲絶

  (1) 當歸四 湯 -《寒上 : 厥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當歸 白芍藥 各二錢 桂枝 一錢半 細辛 通草 甘草 

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厥陰證手足厥冷脉微欲絶

    東醫寶鑑 當歸四 湯과 同一.

 54) 大靑龍湯

大靑龍湯  

ㆍ構成 : 麻黃 三錢 桂枝 二錢 杏仁 一錢半 石膏 四錢 甘草 各一錢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善觧風寒兩傷 水煎服如止麻黃湯有汗勿再服. 桂枝治傷風

麻黃治傷寒靑龍治傷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

  (1) 大靑龍湯 -《寒上: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麻黃 三錢 桂枝 二錢 杏仁 一錢半 石膏 四錢 甘草 

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如上法有汗勿服.

    ㆍ主治 : 善解風寒兩傷 ○發熱惡風煩躁手足溫爲傷風候脉浮

緊 爲 傷 寒 脉 是 傷 風 見 寒 脉 也 寒 多 熱 不 煩 躁 手 足 微 厥 爲 傷 寒 候 脉

浮 緩 爲 傷 風 脉 是 傷 寒 見 風 脉 也 盖 脉 似 桂 枝 反 無 汗 病 似 麻 黃 反 煩 躁

是也此藥能主之.(活人)○仲景治傷寒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靑龍桂

枝 治 傷 風 麻 黃 治 傷 寒 靑 龍 治 傷 風 見 寒 脉 傷 寒 見 風 脉 三 如 鼎 立 子

嘗深究三旨若證候 脉相 則無不應手而愈.(本草)

    東醫寶鑑 大靑龍湯과 同一.

 55) 桂枝各半湯

桂枝各半湯  

ㆍ構成 : 麻黃 一錢半 桂枝 芍藥 杏仁 各一錢 甘草七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太陽病脈微有痒

  (1) 桂麻各半湯 -《寒上: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麻黃 一錢半 桂枝 芍藥 杏仁 各一錢 甘草 七分  右

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 水煎服.

    ㆍ主治 :治太陽病脈微身痒

    東醫寶鑑 桂麻各半湯과 同一.

 56) 十棗湯

十棗湯  

ㆍ構成 : 芫花微炒 甘遂 大戟炒

ㆍ主治 : 治傷有懸飮伏飮脇下引痛 右等分爲末別取大棗十枚水一

盃煎至半去棗調藥末强人一錢弱人半錢大便利下水以粥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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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十棗湯 -《寒上: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芫花微炒 甘遂 大戟炒 右等分爲末別取大棗十枚水一

盞煎至半盞去棗調藥末强人一錢弱人半錢服大便利下水以粥補之.

    ㆍ主治 : 治傷寒有懸飮伏飮脇下引痛

    東醫寶鑑 十棗湯과 同一.

 57) 香 散

香 散  

ㆍ構成 : 香附子 紫 葉 各二錢 蒼朮 一錢半 陳皮 一錢 甘草 五分 

入 薑三 蔥二

ㆍ主治 : 治四時傷寒頭痛身疼發熱惡寒及傷風傷濕傷寒時氣瘟疫

  (1) 香 散 -《寒上:傷寒表證》

    ㆍ構成 : 香附子 紫 葉 各二錢 蒼朮 一錢半 陳皮 一錢 甘草

灸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葱白二莖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四時傷寒頭痛身疼發熱惡寒及傷風傷濕傷寒時氣

瘟疫

    東醫寶鑑 香 散과 同一.

 58) 芎芷香 散

芎芷香 散  

ㆍ構成 : 香附子 紫 葉 各二錢 蒼朮 一錢半 陳皮 川芎 白芷 各一

錢 甘草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傷寒傷風表證頭 强百節痛陰陽未分皆可服

  (1) 芎芷香 散 -《寒上:傷寒表證》

    ㆍ構成 : 香附子 紫 葉 各二錢 蒼朮 一錢半 陳皮 川芎 白芷 

各一錢 甘草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傷風表證頭 强百節痛陰陽未分皆可服

    東醫寶鑑 芎芷香 散과 同一.

 59) 調胃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ㆍ構成 : 大黃 四錢 芒硝 二錢 甘草 一錢

ㆍ主治 : 治傷寒裡症大便硬 便赤譫語潮熱. 先煎大黃甘草至半去

滓入芒硝再沸溫服

  (1) 調胃承氣湯 -《寒上:傷寒裏證》

    ㆍ構成 : 大黃 四錢 芒硝 二錢 甘草 一錢 右剉作一貼先煎大

黃甘草至半去渣入芒硝再一沸溫服.

    ㆍ主治 : 治傷寒裏證大便硬 便赤譫語潮熱

    東醫寶鑑 調胃承氣湯과 同一.

 60) 大柴胡湯

大柴胡湯  

ㆍ構成 : 柴胡 四錢 黃芩 赤芍藥 各二錢半 大黃 二錢 枳實 一錢半 

半夏 一錢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身熱不惡寒但惡熱大便  便赤 譫語 腹脹潮熱

  (1) 大柴胡湯 -《寒上:傷寒裏證》

    ㆍ構成 : 柴胡 四錢 黃芩 芍藥 各二錢半 大黃 二錢 枳實 一

錢半 半夏 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病 陽轉屬陽明身熱不惡寒反惡熱大便

便赤譫語腹脹潮熱

    東醫寶鑑 大柴胡湯과 同一.

 61) 三一承氣湯

三一承氣湯  

ㆍ構成 : 甘草 三錢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各一錢半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傷寒雜病入內而深 大 便不通諸用 煎半去滓 入芒硝再

沸溫服

  (1) 三一承氣湯 -《寒上 : 傷寒裏證》

    ㆍ構成 : 甘草 三錢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各一錢半 右剉作一

貼入薑三片煎至半去渣入芒硝再一沸溫服.

    ㆍ主治 : 治傷寒雜病入裏之深大 便不通

    東醫寶鑑 三一承氣湯과 同一.

 62) 六一 氣湯

六一 氣湯  

ㆍ構成 : 大黃 二錢 厚朴 枳實 芒硝 柴胡 黃芩 赤芍藥 甘草 各一錢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傷寒熱邪傳裡大便結實口燥咽乾譫語發狂潮熱自汗胸腹

滿痛等症用 煎半去滓鉄銹水三七服

  (1) 六一 氣湯 -《寒上 : 傷寒裏證》

    ㆍ構成 : 大黃 二錢 枳實 厚朴 芒硝 柴胡 黃芩 芍藥 甘草 各

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水煎至半去滓入鐵銹水三匙調服.

    ㆍ主治 : 治傷寒熱邪傳裏大便結實口燥咽乾譫語發狂潮熱自汗

胸腹滿痛等證以代大 調胃三一承氣大柴胡大陷胸等湯之神方也

    東醫寶鑑 六一 氣湯과 同一.

 63) 陽毒升麻湯

陽毒升麻湯  

ㆍ構成 : 黃芩 二錢 升麻 干 人蔘 各一錢 犀角 一錢半 甘草 七分

ㆍ主治 : 治傷寒陽毒面赤狂 或見鬼脈浮大數 前大服出汗則解

  (1) 陽毒升麻湯 -《寒上 : 傷寒陽毒》

    ㆍ構成 : 黃芩 二錢 升麻 干 人參 各一錢 犀角 一錢半 甘

草 七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出汗則解.

    ㆍ主治 : 治傷寒陽毒面赤狂 或見鬼脉浮大數

    東醫寶鑑 陽毒升麻湯과 同一.

 64) 五苓散

五苓散  

ㆍ構成 : 澤瀉 二錢半 赤茯苓 白朮 猪苓 各一錢半 肉桂 五分

ㆍ主治 : 治太陽症入裡煩渴 便不利 右末二錢白湯調下或水煎服

  (1) 五苓散 -《寒下 : 傷寒煩渴》

    ㆍ構成 : 澤瀉 二錢半 赤茯苓 白朮 猪苓 各一錢半 肉桂 五分 

右爲末每二錢白湯調下或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太陽證入裏煩渴而 便不利

    東醫寶鑑 五苓散과 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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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抵當湯

抵當湯  

ㆍ構成 : 水蛭炒 䖟蟲炒去翼足 桃仁有  各十箇 大黃蒸 三錢

ㆍ主治 : 治一切 血結胸譫語咳嗽等症 水煎服

  (1) 抵當湯 -《寒下 : 傷寒血證》

    ㆍ構成 : 水蛭炒 虻虫炒去足翅 桃仁留  各十枚 大黃蒸三錢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一 血結胸譫語漱水等證

    東醫寶鑑 抵當湯과 同一.

 66) 桃仁承氣湯

桃仁承氣湯  

ㆍ構成 : 大黃 三錢 桂心 芒硝 各二錢  甘草 一錢 桃仁 十枚

ㆍ主治 : 治血結膀胱 腹結急便黑譫語咳嗽宜此攻之. 水煎入芒硝

溫服 血盡下爲度

  (1) 桃仁承氣湯 -《寒下 : 傷寒血證》

    ㆍ構成 : 大黃 三錢 桂心 芒硝 各二錢 甘草 一錢 桃仁留 

十枚 右剉作一貼水煎入芒硝溫服以 血盡下爲度.

    ㆍ主治 : 治血結膀胱 腹結急便黑譫語漱水宜此攻之

    東醫寶鑑 桃仁承氣湯과 同一.

 67) 竹皮逍遙散

竹皮逍遙散  

ㆍ構成 : 靑竹皮(卵縮腹痛倍入) 生地黃 人蔘 知母 黃連 滑石 韭白 

柴胡 犀角 甘草 各一錢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勞復及易病. 煎臨服時入焼焜襠末一錢半 調服微汗未汗

再服

  (1) 竹皮逍遙散 -《寒下 : 陰陽易證》

    ㆍ構成 : 靑竹皮(卵縮腹痛倍入) 生地黃 人參 知母 黃連 滑石 

韭白 柴胡 犀角 甘草 各一錢

    右 剉 作 一 貼 入 薑 三 片 棗 二 枚 煎 臨 服 入 燒 裩 襠 末 一 錢 半 調 服 微

汗之未汗再服.

    ㆍ主治 : 治勞復及易病

    東醫寶鑑 竹皮逍遙散과 同一.

 68) 辰砂五令散

辰砂逍遙散  

ㆍ構成 : 澤瀉 赤茯笭 猪苓 白朮 各二錢半 肉桂 辰砂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傷寒發熱狂 譫語及差後熱不 亦症. 右細末每二錢沸

湯下

  (1) 辰砂五苓散 -《寒下 : 傷差後雜證》

    ㆍ構成 : 澤瀉 赤茯苓 猪苓 白朮 各二錢半 肉桂 辰砂 各五分 

右細末每二錢沸湯點服.

    ㆍ主治 : 治傷寒發熱狂 譫語及差後熱不 虛煩等證

    東醫寶鑑 辰砂五令散과 同一.

 69) 芎 散

芎 散  

ㆍ構成 : 黃芩 前胡 麥門冬 各一錢 川芎 陳皮 白芍藥 白朮 各八分 

紫 葉 六分 乾葛 五分 甘草 三分 入 薑三 蔥二

ㆍ主治 : 治孕婦傷寒頭痛寒熱咳嗽

  (1) 芎 散 -《寒下 : 孕婦傷寒》

    ㆍ構成 : 黃芩 前胡 麥門冬 各一錢 川芎 陳皮 白芍藥 白朮 

各八分 紫 葉 六分 乾葛 五分 甘草 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葱煎服.

    ㆍ主治 : 治孕婦傷寒頭痛寒熱咳嗽

    東醫寶鑑 芎 散과 同一.

 70) 加味理中湯

加味理中湯  

ㆍ構成 : 附子炮 人蔘 白朮 乾薑炒 肉桂 陳皮 白茯苓 甘草 各一錢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痼冷積寒

  (1) 附子理中湯 -《寒下 : 中寒證》

    ㆍ構成 : 附子炮 人參 白朮 乾薑炮 甘草灸 各一錢 右剉作一

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中寒口噤身强直 ○一方可吳茱萸肉桂當歸陳皮厚

朴各等分煎服亦名附子理中湯.

    附子理中湯에 溫中散寒하는 肉桂, 利氣健脾, 燥濕化痰하는 

陳皮, 健脾補中하는 白茯苓을 加한 처방이다. 溫中과 健脾의 효

능을 증 하여 痼冷積寒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 風門

 1) 續命湯

續命湯  

ㆍ構成 : 防風 一錢半 防己 肉桂 杏仁 黃芩 白芍藥 人蔘 川芎 麻黃 

甘草 各一錢 附子 五箇

ㆍ主治 : 治卒中風不 人事喎斜癱瘓瘖瘂痲木眩暈初中無汗表實亦
及治一切諸風.

  (1) 續命湯 -《風 : 風有中血脉中腑中臟之異》

    ㆍ構成 : 防風 一錢半 防己 肉桂 杏仁 黃芩 白芍藥 人參 川

芎 麻黃 甘草 各一錢 附子炮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

煎服.

    ㆍ主治 : 治卒中風不省人事喎斜癱瘓瘖 麻木眩暈初中無汗

表實等及治一切諸風證

    東醫寶鑑 續命湯과 同一.

 2) 羌活愈風湯

羌活愈風湯  

ㆍ構成 : 蒼朮 石膏 生地黃 各六分 羌活 防風 當歸 蔓荊子 川芎 細

辛 黃芪 枳殼 人蔘 麻黃 白芷 甘菊 薄荷 枸杞子 柴胡 知母 地骨皮 

獨活 杜冲 秦艽 黃芩 白芍藥 甘草 各四分 肉桂 二分
ㆍ主治 : 治中府中臟先以本藥治之後以此藥調理. 水煎朝夕服

  (1) 羌活愈風湯 -《風 : 風有中血脉中腑中臟之異》

    ㆍ構成 : 蒼朮 石膏 生地黃 各六分 羌活 防風 當歸 蔓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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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 細辛 黃芪 枳殼 人參 麻黃 白芷 甘菊 薄荷 枸杞子 柴胡 知

母 地骨皮 獨活 杜冲 秦艽 黃芩 白芍藥 甘草 各四分 肉桂 二分 

右 剉 作 一 貼 入 薑 三 片 水 煎 朝 夕 服 或 以 此 湯 空 心 嚥 下 二 參 丹 臨 臥 嚥

下四白丹.

    ㆍ主治 : 治風中府中藏先以本藥治之後用此藥調理.(回春)

    東醫寶鑑 羌活愈風湯과 同一.

 3) 蒼朮半夏湯

蒼朮半夏湯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白朮 一錢五分 半夏 南星 香附子 片芩酒炒 各

一錢 陳皮 赤茯苓 靈仙 二分 甘草 一分 

ㆍ主治 : 治濕痰流注肩臂痛. 一方有羌活

  (1) 半夏芩朮湯 -《風 : 歷節風治法》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白朮 一錢半 半夏 南星 香附子 片芩酒炒 

各一錢 陳皮 赤茯苓 各五分 靈仙 三分 甘草 二分 右剉作一貼

入薑三片水煎服一方有羌活.

    ㆍ主治 : 治濕痰流注肩臂痛

    東醫寶鑑 半夏芩朮湯과 同一.

 4) 加味二陳湯

加味二陳湯  

ㆍ構成 : 半夏 二錢 陳皮 赤茯苓 蒼朮 川芎 白芷 羌活 各一錢 荊芥 

防風 升麻 厚朴 細辛 薄荷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邊頭風

  (1) 川芎茶調散 -《頭 : 正頭痛》

    ㆍ構成 : 薄荷 二兩 川芎 荊芥穗 各一兩 羌活 白芷 甘草 各

五錢 防風 細辛 各二錢半 右爲末每二錢茶淸調下食後或剉取七錢

作一貼入茶 許煎服亦佳

    ㆍ主治 : 治偏正頭痛及頭風鼻塞聲重

  (2) 二陳湯 -《痰飮 : 痰飮通治藥》

    ㆍ構成 : 半夏製 二錢 橘皮 赤茯苓 各一錢 甘草灸五分 右剉

作一貼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通治痰飮諸疾或嘔吐惡心或頭眩心悸或發寒熱或流

注作痛

  (3) 平胃散 -《胃腑 : 胃病治法》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陳皮 一錢四分 厚朴 一錢 甘草 六分 右

剉作一貼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或爲末取二錢薑棗湯點服.

    ㆍ主治 : 治脾胃不和不思飮食心腹脹痛嘔噦惡心噫氣呑酸面

黃肌瘦怠惰嗜臥常多自利或發霍亂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等證

  《頭 : 偏頭痛》

    ○ 偏頭痛 在右二陳湯 加川芎 白芷 防風 荊芥 薄荷 升麻

    二陳湯과 川芎茶調散과 平胃散을 合方하고 升麻를 加한 처

방이다.

    痰飮諸疾을 치료하는 二陳湯과 偏正頭痛及頭風을 치료하는 

川芎茶調散, 脾胃不和로 인한 소화기증상을 치료하는 平胃散에 

升麻를 加한 처방이다.

     참조된 조문에서 右偏頭痛의 처방의 약재가 岐門秘 의 

加味二陳湯에 모두 포함되어 있다. 이것으로 보아 頭風뿐만 아니

라 右偏頭痛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5) 加味茯苓湯

加味茯苓湯  

ㆍ構成 : 赤茯苓 桑白皮 各一錢半 防風 桂皮 川芎 赤芍藥 各一錢 

麻黃 續斷 杜冲 牛膝 細辛 人蔘 當歸 各八分 獨活 秦艽 熟地黃 甘
草 各四分

ㆍ主治 : 治中風氣虛手足浮症

  (1) 萬金湯 -《風 : 中風虛證》

    ㆍ構成 : 續斷 杜冲 防風 白茯苓 牛膝 細辛 人參 桂皮 當歸 

甘草 各八分 川芎 獨活 秦艽 熟地黃 各四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若

手指無力不半劑可愈.

    ㆍ主治 : 治風補虛及手足風累驗

    萬金湯에서 白茯苓을 祛하고 赤茯苓, 桑白皮, 赤芍藥, 麻黃

을 加한 처방이다.

    萬金湯에서 利水滲濕하는 白茯苓을 祛하고 分利濕熱하는 赤

茯苓, 行水消腫하는 桑白皮, 活血祛 ㆍ消癰散種하는 赤芍藥, 發

汗解表 利水通淋하는 麻黃을 加하여 虛證이 원인이 된 中風의 

手足浮症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6) 加味川芎茶調湯

加味川芎茶調湯  

ㆍ構成 : 薄荷 川芎 荊芥 各一錢半 羌活 白芷 細辛 南星 半夏 防風 

各一錢 蔓荊子 甘菊 川烏 石膏 甘草 各五分 藁本一錢

ㆍ主治 : 治頭風

  (1) 川芎茶調散 -《頭 : 正頭痛》

    ㆍ構成 : 薄荷 二兩 川芎 荊芥穗 各一兩 羌活 白芷 甘草 各

五錢 防風 細辛 各二錢半 右爲末每二錢茶淸調下食後或剉取七錢

作一貼入茶 許煎服亦佳

    ㆍ主治 : 治偏正頭痛及頭風鼻塞聲重

  (2) 一字輕金散 -《頭 : 正頭痛》

    ㆍ構成 : 川芎 白芷 藿香 荊芥 旋覆花 石膏 防風 各五錢 南

星 川烏生 各二錢半 草烏一錢半 右剉日晒擣爲末每一字茶淸調下

神效.

    ㆍ主治 : 治偏正頭風痛夾腦風眉稜骨痛牽引兩眼抽掣疼痛迸

出或生瞖膜視物不明

    川芎茶調散에 南星, 半夏, 蔓荊子, 甘菊, 川烏, 石膏, 藁本을 

가하 고 一字輕金散에 藿香, 旋覆花, 草烏를 祛하고 薄荷, 羌活, 

細辛, 半夏, 蔓荊子, 甘菊, 甘草, 藁本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川芎茶調散에 一字輕金散의 일부 약재를 合方하여 燥濕化痰

ㆍ消痞散結하는 半夏, 疏散風熱ㆍ淸利頭目하는 蔓荊子, 發表散寒

ㆍ祛風勝濕ㆍ止痛하는 藁本, 疏散風熱ㆍ淸肝明目하는 甘菊을 加

하여 痰飮과 風寒濕, 風熱로 인한 頭風症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7) 桂枝續命湯

桂枝續命湯  

ㆍ構成 : 防風一錢半 防己 肉桂 杏仁 黃芩 白芍藥 人蔘 川芎 甘草 

各一錢 桂枝 附子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中風不省人事喎斜癱瘓有汗無熱手足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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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續命湯 -《風 : 風中血脉中腑中臟之異》

    ㆍ構成 : 防風一錢半 防己 肉桂 杏仁 黃芩 白芍藥 人參 川芎 

麻黃 甘草 各一錢 附子炮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卒中風不省人事喎斜癱瘓瘖 麻木眩暈初中無汗

表實等及治一切諸風證

    續命湯에서 麻黃을 祛하고 桂枝를 加한 처방이다.

    續命湯에서 發汗解表ㆍ溫散寒邪하는 麻黃을 祛하고 發汗

解肌ㆍ溫通經脈ㆍ通陽化氣하는 桂枝를 加하여 無汗表實 보다는 

有汗, 手足冷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8) 加味芎夏湯

加味芎夏湯  

ㆍ構成 : 半夏 二錢 川芎 赤茯苓 南星 陳皮 各一錢 枳角 靑皮 各七

分 白朮 白芥子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風痰流注胸脇痛 寒熱往來 頭風

  (1) 芎夏湯 -《痰飮 : 痰飮通治藥》

    ㆍ構成 : 川芎 半夏製 赤茯苓 各一錢 陳皮 靑皮 枳殼 各五分 

白朮 甘草灸 各二分半 右剉作一貼薑五片水煎服.

    ㆍ主治 : 逐水利飮通用

    芎夏湯에 南星, 白芥子를 加한 처방이다.

    逐水利飮하는 芎夏湯에 燥濕化痰 散結止痛하는 南星, 祛痰 

理氣散結 通絡止痛하는 白芥子를 加하여 祛痰 化痰  止痛의 效

能을 증가시켜 風痰流注로 인한 胸脇痛, 寒熱往來, 頭風을 치료

하는 처방이다.

 9) 加減何首烏湯

加減何首烏湯  

ㆍ構成 : 何首烏 蔓荊子 石菖蒲 荊芥 苦蔘 靈仙 甘菊 枸杞子 防

風 枳實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紫白瘢風

  (1) 加減何首烏散 -《皮ː癜風癧瘍風白䮕》

    ㆍ構成 : 何首烏 蔓荊子 石菖蒲 荊芥穗 苦參 靈仙 甘菊 枸

杞子 各等分 右爲末每三錢蜜茶調下.

    ㆍ主治 : 治紫白癜風及癧瘍風白䮕癮疹疥癬等疾

    加減何首烏散에서 防風, 枳實를 加한 처방이다.

    加減何首烏散에 祛風解表하는 防風, 破氣行痰 散結하는 枳

實를 加하여 解表散結하는 효능을 높여 紫白瘢風을 치료하는 처

방이다.

 10) 加味追風湯

加味追風湯  

ㆍ構成 : 何首烏 荊芥 苦蔘 蒼朮 各一錢五分 石菖蒲 靈仙 防風 

各七分 蔓荊子 甘菊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白瘢風

  (1) 追風丸 -《皮 : 癜風癧瘍風白䮕》

    ㆍ構成 : 何首烏 荊芥穗 苦參 蒼朮 各四兩 右爲末肥皂角二斤

去皮弦子磁器水煮熬爲膏和丸梧子大空心酒茶任下三五十丸.

    ㆍ主治 : 治白癜風

    追風丸에 石菖蒲, 靈仙, 防風, 蔓荊子, 甘菊, 甘草를 加한 

처방이다.

    追風丸에 開竅豁痰하는 石菖蒲, 祛風除濕하는 靈仙, 溫中

廻陽하는 乾薑, 燥濕化痰하는 半夏, 益胃生津하는 麥門冬, 化濕

辟濁하는 藿香을 加하여 白瘢風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1) 牽正散

牽正散  

ㆍ構成 : 白附子 白彊蠶 全蝎

ㆍ主治 : 治中風喎斜 各等分爲末每二錢熟酒調下

  (1) 牽正散 -《風 : 口眼喎斜》

    ㆍ構成 : 白附子 白殭蠶 全蝎並生用 各等分 右爲末每二錢熱

酒調下.

    ㆍ主治 : 治中風喎斜

    東醫寶鑑 牽正散과 同一.

 12) 防風通聖散

防風通聖散  

ㆍ構成 : 滑石 一錢七分 甘草 一錢二分 石膏 黃芩 桔梗 各七分 防

風 川芎 當歸 赤芍藥 大黃 麻黃 薄荷 連翹 芒硝 各四分半 荊芥 

白朮 梔子 各三分半

ㆍ主治 : 治風熱燥三 之總劑也

  (1) 防風通聖散 -《風 : 中風熱證》

    ㆍ構成 : 滑石 一錢七分 甘草 一錢二分 石膏 黃芩 桔梗 各七

分 防風 川芎 當歸 赤芍藥 大黃 麻黃 薄荷 連翹 芒硝 各四分半 

荊芥 白朮 梔子 各三分半 右剉作一貼入薑五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諸風熱或中風不語暴瘖語聲不出或洗頭風破傷風

諸 般 風 搐 兒 驚 風 積 熱 或 瘡 疹 黑 陷 死 或 傷 寒 疫 厲 不 能 辨 明 或 風

熱 瘡 疥 或 頭 生 白 屑 或 面 鼻 生 紫 赤 風 刺 癮 疹 肺 風 瘡 或 大 風 癩 疾 或 風

火 鬱 甚 爲 腹 滿 澁 痛 煩 渴 喘 悶 或 熱 極 生 風 爲 强 口 噤 筋 惕 肉 瞤 或 大

瘡腫惡毒或熱結大 便不通幷解酒傷熱毒.(宣明)

    東醫寶鑑 防風通聖散과 同一.

 13) 通氣驅風湯

通氣驅風湯  

ㆍ構成 : 烏藥 一錢半 川芎 白芷 桔梗 陳皮 白朮 甘草 各一錢 麻黃 

枳角 人蔘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中風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痰涎壅盛語 蹇澁行步艱難精神

不爽

  (1) 通氣驅風湯 -《風 : 諸風通治》

    ㆍ構成 : 烏藥一錢半 川芎 白芷 桔梗 陳皮 白朮 甘草 各一錢 

麻黃 枳殼 人參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中風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痰涎壅盛語 蹇澁行步艱

難精神不爽

    東醫寶鑑 通氣驅風湯과 同一.

 14) 大羌活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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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羌活湯  

ㆍ構成 : 羌活 升麻 各一錢五分 獨活 一錢 蒼朮 防己 靈仙 當歸 

白朮 赤茯苓 澤瀉 甘草 各七分

ㆍ主治 : 治歷節風

  (1) 大羌活湯 -《風 : 歷節風治法》

    ㆍ構成 : 羌活 升麻 各一錢半 獨活 一錢 蒼朮 防己 靈仙 

白朮 當歸 赤茯苓 澤瀉 甘草 各七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風濕相搏肢節腫痛不可屈伸

    東醫寶鑑 大羌活湯과 同一.

 15) 加味疎風湯

加味疎風湯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當歸 川芎 赤茯苓 陳皮 半夏 烏藥 白芷 香附子 

各八分 遠志 石菖蒲 秦艽 白芍藥 各六分 桂枝 細辛 甘草 各三分
ㆍ主治 : 治中風精神懊惱不 人事口不能 成啞四肢因癢不及

  (1) 疎風湯 -《風 : 風有中血脉中腑中臟之異》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當歸 川芎 赤茯苓 陳皮 半夏 烏藥 白芷 香

附子 各八分 桂枝 細辛 甘草 各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水煎 服.

    ㆍ主治 : 治風中府手足不仁先宜解表後用愈風湯調理

    疎風湯에 遠志 石菖蒲 秦艽 白芍藥을 加한 처방이다.

    疎風湯에 祛痰利竅하는 遠志, 開竅豁痰하는 石菖蒲,  通絡하

는 秦艽, 養血하는 白芍藥을 加하여 痰阻心竅로 인하여 나타나는 

中風 症狀을 치료하기 한 처방이다.

 16) 加味皂角湯

加味皂角湯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皂角 枳角 桑白皮 檳榔 杏仁 麻黃 白芷 陳皮 

桃仁 大黃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中風之人大便不通

  (1) 皂角元 -《大便 : 大便秘結》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猪牙 皂角 枳殼 桑白皮 檳榔 杏仁 麻仁 

白芷 陳皮 各等分 右爲末蜜丸梧子大溫湯下三五十丸有熱加大黃.

    ㆍ主治 : 治風人大便秘澁

    皂角元에서 猪牙, 麻仁를 祛하고 麻黃, 桃仁, 大黃을 加한 처

방이다.

    皂角元에서 養陰益腎하는 猪牙, 潤腸通便하는 麻仁를 祛하

고 宣肺利水하는 麻黃, 潤燥滑腸하는 桃仁, 攻積 滯하는 大黃을 

加하여 血滯로 因한 증상를 治療하고 腸胃中의 積滯를 蕩滌하여 

大便不通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7) 加味資壽解語湯

加味資壽解語湯  

ㆍ構成 : 桂枝 一錢 羌活 菖蒲 遠志 各七分 防風 附子 酸棗仁 天麻 

羚羊角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中風不語

  (1) 資壽解語湯 -《風 : 暴瘖》

    ㆍ構成 : 羚羊角 桂皮 各一錢 羌活 甘草 各七分半 防風 附子

炮 酸棗仁 天麻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入竹瀝五匙薑汁一匙服.

    ㆍ主治 : 治風中心脾 强不語盖心之別脉系于 本脾之脉挾

咽連 本散 下故也

    資壽解語湯에 菖蒲, 遠志를 加한 처방이다.

    資壽解語湯에 開竅豁痰ㆍ醒神益智하는 菖蒲, 安神益智ㆍ祛

痰利竅하는 遠志를 加하여 中風不語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8) 加味活路湯

加味活路湯  

ㆍ構成 : 白朮 二錢 羌活 獨活 川芎 當歸 各一錢 荊芥 防風 各七分 

甘草 薑黃 各五分 半夏 蒼朮 各一錢 枳角 赤茯苓 各五分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臂痛風濕

  (1) 活絡湯 -《手 : 肩臂病因》

    ㆍ構成 : 羌活 獨活 川芎 當歸 甘草 各一錢 白朮二錢 右剉作

一貼薑五片煎服.

    ㆍ主治 : 治風濕臂痛

    活絡湯에 荊芥 防風, 薑黃, 半夏, 蒼朮, 枳角, 赤茯苓을 加한 

처방이다.

    活絡湯에 祛風解表하는 荊芥, 祛風解表하는 防風, 破血行氣

하는 薑黃, 燥濕化痰하는 半夏, 燥濕健脾ㆍ祛風하는 蒼朮, 破氣

行痰하는 枳角, 利水滲濕하는 赤茯苓을 加하여 祛風濕ㆍ行氣活

血의 效能을 높여 風濕으로 인한 臂痛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9) 加味養血祛風湯

加味養血祛風湯  

ㆍ構成 : 當歸 川芎 生地黃 防風 荊芥 羌活 細辛 藁本 石膏 蔓荊子 

半夏 旋覆花 白芷 升麻 甘菊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頭風邊頭風

  (1) 養血祛風湯 -《頭 : 頭風證》

    ㆍ構成 : 當歸 川芎 生乾地黃 防風 荊芥 羌活 細辛 藁本 石

膏 蔓荊子 半夏 旋覆花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

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婦人頭風十居其半每發必掉眩如立舟車之上盖因

肝虛風襲故也

    養血祛風湯에 白芷, 升麻, 甘菊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養血祛風湯에 通竅止痛하는 白芷, 陽明肌表之邪를 宣發하는 

升麻,  淸肝明目 平肝陽하는 甘菊을 加하여 頭部의 肝虛風襲으로 

일어나는 頭風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0) 加味理氣祛風湯

加味理氣祛風湯  

ㆍ構成 : 羌活 獨活 靑皮 陳皮 枳角 桔梗 南星 半夏 烏藥 天麻 川

芎 白芷 防風 荊芥 白芍藥 各六分 升麻 秦艽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治中風口眼喎斜

  (1) 理氣祛風散 -《風 : 口眼喎斜》

    ㆍ構成 : 羌活 獨活 靑皮 陳皮 枳殼 桔梗 南星 半夏 烏藥 天

麻 川芎 白芷 防風 荊芥 白芍藥 甘草 各六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五

片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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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ㆍ主治 : 治中風喎斜

    理氣祛風散에 升麻 秦艽를 加한 처방이다.

    理氣祛風散에 陽明肌表之邪를 宣發하는 升麻, 祛風濕 通絡

하는 秦艽를 加하여 顔面部를 지나가는 陽明經上의 邪氣를 祛하

고 風濕邪氣를 疏散하여 口眼喎斜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1) 烏藥 氣湯

烏藥 氣湯  

ㆍ構成 : 麻黃 陳皮 烏藥 各一錢半 川芎 白芷 白彊蠶 枳角 桔梗 各

一錢  乾薑五分 甘草二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一切風疾先服此疎通氣道進以風藥

  (1) 烏藥 氣散 -《風 : 中風宜調氣》

    ㆍ構成 : 麻黃 陳皮 烏藥 各一錢半 川芎 白芷 白殭蠶 枳殼 桔

梗 各一錢 乾薑五分 甘草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一切風疾先服此疎通氣道進以風藥又治癱瘓及歷節風

    東醫寶鑑 烏藥 氣散과 同一.

 22) 疏風活血湯

疏風活血湯  

ㆍ構成 : 當歸 川芎 靈仙 白芷 防己 黃柏 南星 蒼朮 羌活 桂枝 

各一錢 紅花 三分 牛蒡子 黃芩 各一錢 連翹 桔梗 各七分 靑皮 甘

草 各五分 入 薑五

ㆍ主治 : 治四肢百節流注刺痛皆是風濕痰死血所致其痛處或腫或紅

  (1) 疎風活血湯 -《風 : 歷節風治法》

    ㆍ構成 : 當歸 川芎 靈仙 白芷 防己 黃栢 南星 蒼朮 羌活 

桂枝 各一錢 紅花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五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四肢百節流注刺痛皆是風濕痰死血所致其痛處或

腫或紅

    疏風活血湯에 牛蒡子, 黃芩, 連翹, 桔梗, 靑皮, 甘草를 加한 

처방이다.

    疏風活血湯에 疏散風熱하는 牛蒡子, 淸熱燥濕하는 黃芩, 消

癰散結하는 連翹, 祛痰 排膿하는 桔梗, 疏肝破氣 散積化滯하는 

靑皮, 調和諸藥하는 甘草를 加하여 風・濕・痰・死血로 因한 四

肢百節流注刺痛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3) 牛膝腹煎湯

牛膝腹煎湯  

ㆍ構成 : 牛膝 一兩 蒼朮 三錢 黃柏 木通 木瓜 各一錢半 防風 薏苡

仁 吳茱萸 附子 各五分  加 續斷 杜冲 桂枝 枸杞子

ㆍ主治 : 著 先親處方

  (1) 二妙散 -《風 : 歷節風治法》

    ㆍ構成 : 黃栢酒浸焙 蒼朮泔浸焙右等分 爲末熱薑湯調下一錢.

    ㆍ主治 : 治濕熱痛風筋骨疼痛

  (2) 神痛飮 -《風ː歷節風治法》

    ㆍ構成 : 木通二兩剉細長流水煎湯 服空心<正傳>

    ㆍ主治 : 治歷節風

    二妙散에 神痛飮을 合方하여 牛膝, 木瓜, 防風, 薏苡仁, 吳茱

萸, 附子을 加한 처방이다.

    二妙散에 神痛飮을 合方하여 活血祛  通利關節하는 牛膝, 

舒筋活絡하는 木瓜, 祛風解表 勝濕解痙하는 防風, 利水痰濕 除濕

痺하는 薏苡仁, 溫中散寒하는 吳茱萸, 溫中止痛 逐風寒濕邪하는 

附子을 加하여 風寒濕과 風熱濕으로 因한 關節痛을 치료하는 처

방이다.

3. 瘡門

 1) 加味升麻湯

加味升麻湯 

ㆍ構成 : 升麻 玄蔘 川芎 生地黃 麥門冬 各一錢 大黃 黃連 黃芩 半

夏 地骨皮 赤芍藥 木通 甘草 各五分 入薑三棗二

ㆍ主治 : 治脾有熱 口 生瘡破裂

  (1) 升麻散 -《口  : 口糜》

    ㆍ構成 : 升麻 玄參 川芎 生地黃 麥門冬 各一錢 大黃 黃連 

黃芩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心脾有熱口 生瘡破裂

    東醫寶鑑 升麻散에 半夏, 地骨皮, 赤芍藥, 木通을 加한 처방이다.

    消癰과 散結하는 半夏와 赤芍藥, 淸熱降火하는 木通과 地骨

皮를 가하여 消腫과 淸熱의 효능을 증 하여 口 生瘡을 치료하

는 처방이다.

 2) 加味托裏和中湯

加味托裏和中湯 

ㆍ構成 : 人蔘 白朮 各一錢半 黃芪 白茯苓 乾薑 陳皮 半夏 川芎 當

歸 白芍藥 熟地黃 各一錢 麥門冬 五味子 藿香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癰疽鍼潰後氣血虛寒熱往來嘔 吐瀉之症

  (1) 托裏和中湯 -《癰疽 : 癰疽排膿生肌法》

    ㆍ構成 : 人參 白朮 各一錢半 黃芪 白茯苓 乾薑炮 陳皮 半夏 

各一錢 木香 甘草灸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癰疽潰後氣虛飮食 思或嘔吐泄瀉久不收斂

  (2) 四物湯 -《血ː通治血病藥餌》

    ㆍ構成 : 熟地黃 白芍藥 川芎 當歸 各一錢二分半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

    ㆍ主治 : 通治血病

    東醫寶鑑 托裏和中湯에 四物湯을 合方하고 麥門冬 五味子 

藿香을 加한 처방이다.

    托裏和中湯의 약재  四君子湯과 四物湯을 合方하여 氣血을 

補하고 滋陰潤肺, 益胃生津하는 麥門冬, 斂肺滋腎하는 五味子, 

和中止嘔하는 藿香을 가하여 상기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3) 加味內托十宣散

加味內托十宣散 

ㆍ構成 : 人蔘 黃芪 當歸 厚朴 桔梗 肉桂 川芎 防風 白芷 白芍藥 

各一錢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乳癰潰后去血生新速斂之劑

  (1) 十宣散 -《癰疽 : 癰疽內托法》

    ㆍ構成 : 人參 黃芪鹽水浸蒸焙 當歸酒洗 厚朴薑製 桔梗 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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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 防風 白芷 甘草 各等分 爲末每三錢溫酒調服不飮酒 木香湯

調下.

    ㆍ主治 : 治一 癰疽瘡癤已成 速潰未成 速散敗膿自出惡

肉自去止痛排膿生肌其效如神

    東醫寶鑑 十宣散에 養血斂陰하는 白芍藥, 行氣止痛하는 木

香을 加하여 排膿후 去    血生新速斂의 효능으로 乳癰을 치료하

는 처방이다.

 4) 加味還魂湯

加味還魂湯 

ㆍ構成 : 貝母 白芨 知母 半夏 天花粉 皁角子 乳香 金銀花 穿山甲 

連翹 白芷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疔瘡及癰疽能令內消去毒化爲黑水從 便出万無一失. 

好酒一椀煎半去滓溫服 渣亂搗加蓮葉一兩蜜

和付瘡上如蜜水潤之過一宿自消矣

  (1) 還魂散 -《癰疽 : 疔疽》

    ㆍ構成 : 知母 貝母 白芨 半夏 天花粉 皂角刺 乳香 金銀花 

穿山甲 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好酒一椀同煎至半椀去滓乘溫盡服 渣

搗爛加芙蓉葉一兩蜜水和付瘡上如乾以蜜水潤之過一宿自消.

    ㆍ主治 : 治疔瘡及癰疽能令內消去毒化爲黑水從 便出萬無

一失

    還魂散에 連翹, 白芷를 加한 처방이다.

    還魂散에 淸熱解毒ㆍ消癰散結하는 連翹, 消腫排膿하는 白芷

를 加하여 淸熱ㆍ消腫 ㆍ排膿하는 效能으로 疔瘡  癰疽을 치

료하는 처방이다.

 5) 加味淸肝解鬱湯

加味淸肝解鬱湯 

ㆍ構成 : 當歸 白朮 各一錢 貝母 赤茯苓 白芍藥 熟地黃 山梔子 各

七分 人蔘 柴胡 牧丹皮 陳皮 川芎 白芷 升麻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乳癰

  (1) 淸肝解鬱湯 -《乳 : 結核久成㛋巖》

    ㆍ構成 : 當歸 白朮 各一錢 貝母 赤茯苓 白芍藥 熟地黃 山梔

子 各七分 人參 柴胡 牡丹皮 陳皮 川芎 甘草 各五分 右剉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肝藏鬱火傷血乳房結核凡肝膽不和之證皆治之

    淸肝解鬱湯에 白芷와 升麻를 加한 처방이다.

    淸肝解鬱湯에 消腫排膿하는 白芷와 發表透疹ㆍ淸熱解毒하

는 升麻를 加하여 排膿과 解毒의 효능으로 乳癰을 치료하는 처

방이다.

 6) 加味必用方甘吉湯

加味必用方甘吉湯 

ㆍ構成 : 桔梗 二錢 荊芥 防風 黃芩 薄荷 玄蔘 各一錢 天花粉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繮喉風或生瘡腫於 胸間

  (1) 必用方甘桔湯 -《咽喉 : 咽喉痛》

    ㆍ構成 : 桔梗 二錢 甘草 荊芥 防風 黃芩 薄荷 各一錢 右剉

作一貼水煎徐徐服加玄參一錢尤妙.

    ㆍ主治 : 治風熱咽喉腫痛或喉痺神效

    必用方甘桔湯에 天花粉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必用方甘桔湯에 淸熱生津ㆍ淸肺化痰ㆍ消腫排膿하는 天花粉

을 加하여 風熱로 인한 咽喉腫痛  胸間의 瘡腫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7) 加味味仙散

加味味仙散 

ㆍ構成 : 膽礬 白彊蠶 芒硝 靑黛 石雄黃 枯白礬 各二錢 硼砂 龍腦 

甘草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繮喉風喉中成瘡以竹筒吹入喉中 加牛黃半合爲好

  (1) 備急丹 -《咽喉 : 單乳蛾雙乳蛾喉痺》

    ㆍ構成 :  靑黛 芒硝 白殭蠶 各一兩 甘草 四兩 右爲末 臘月

牛膽有黃  盛藥蔭四十九日 爲末 吹入喉中神效

    ㆍ主治 : 治咽喉閉

  (2) 鵬砂散 -《咽喉 : 懸雍垂》

    ㆍ構成 : 鵬砂 馬牙硝 滑石 寒水石 各五錢 龍腦 白礬 各三錢 

右細末 新水調半錢服<類聚>

    ㆍ主治 : 治懸雍腫痛垂長

    馬牙硝(芒硝의 異名), 滑石 寒水石를 祛한 鵬砂散에 備急丹

과 膽礬을 加한 處方이다.

    淸火消腫하는 馬牙硝, 淸解暑熱하는 滑石, 淸熱降火하는 寒

水石를 祛한 鵬砂散에 懸雍腫痛垂長를 치료하는 備急丹과 涌吐

風熱痰涎하는 膽礬을 加하여 繮喉風과 喉中成瘡을 치료하는 처

방이다.

 8) 加味升麻胃風湯

加味升麻胃風湯 

ㆍ構成 : 升麻 二錢 白芷 一錢二分 當歸 葛根 蒼朮 各一錢 麻黃 川

芎 生乾芐 防風 荊芥 羌活 細辛 石膏 蔓荊子 半夏 甘菊 柴胡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頭風面腫頭風

  (1) 升麻胃風湯 -《面 : 胃風證》

    ㆍ構成 : 升麻 二錢 白芷 一錢二分 當歸 葛根 蒼朮 各一錢 

甘草 一錢半 麻黃不去節 五分 柴胡 藁本 羌活 黃栢 草豆蔲 各三

分 蔓荊子 二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食後.

    ㆍ主治 : 治胃風面腫

  (2) 九味羌活湯 -《寒上 : 太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羌活 防風 各一錢半 蒼朮 川芎 白芷 黃芩 生地黃 

各一錢二分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生薑三片大棗二枚葱

白二莖水煎服.

    ㆍ主治 : 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若誤服則其變不可

勝 故立此法使不犯三陽禁忌乃解表神.

    升麻胃風湯에서 藁本, 黃柏, 草豆蔲를 祛하고 九味羌活湯에 

黃芩을 祛한 것에 荊芥, 石膏, 半夏 甘菊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升麻胃風湯에서 發表하는 藁本, 瀉火解毒하는 黃柏, 健脾燥

濕하는 草豆蔲를 祛하고 九味羌活湯에서 淸熱燥濕, 瀉火解毒하

는 黃芩을 祛하고 祛風解表ㆍ宣毒透疹하는 荊芥, 淸熱瀉火, 斂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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하는 石膏, 燥濕化痰하는 半夏, 疏散風熱하는 甘菊을 加하여 頭

風ㆍ面腫ㆍ頭風을 치료하기 한 처방이다.

 9) 加味補損當歸散

加味補損當歸散 

ㆍ構成 : 川芎 一錢半 桂心 當歸 白芷 白朮 乳香 沒藥 甘草 各七分

半 附子 澤蘭 各二分半

ㆍ主治 : 治墜落折骨. 酒水相半煎服

  (1) 補損當歸散 -《諸傷 : 攧撲墮落壓倒傷》

    ㆍ構成 : 川芎 一兩半 桂心 川椒 當歸 甘草 各七錢半 附子炮 

澤蘭 各二錢半 右爲末每二錢溫酒調服效如神.

    ㆍ主治 : 治墮撲折傷疼痛呌號服此藥不復大痛三日筋骨相連

    補損當歸散에서 川椒를 祛하고 白芷, 白朮, 乳香, 沒藥을 加

한 처방이다.

    補損當歸散에서 川椒를 祛하고 消腫排膿하는 白芷, 補裨益

氣ㆍ燥濕利水하는 白朮, 活血止痛ㆍ消腫ㆍ生肌하는 乳香, 活血

止痛ㆍ消腫生肌하는 沒藥을 加하여 消腫ㆍ活血ㆍ生肌하는 효능

으로 墜落折骨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0) 加味升麻葛根湯

加味升麻葛根湯 

ㆍ構成 : 葛根 白芍藥 升麻 牛蒡子 荊芥 防風 黃芩 山査肉 各一錢 

連翹 半錢 甘草 五分 入 薑三 蔥二

ㆍ主治 : 治癮疹

  (1) 升麻葛根湯 -《寒下 : 感寒及四時傷寒》

    ㆍ構成 : 葛根 二錢 白芍藥 升麻 甘草 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薑

三葱二煎服.

    ㆍ主治 : 治溫病及時令感冒

  《皮門 : 癮疹》

    ○ 疹  紅靨隱隱皮膚表分 但作瘙痒 全無腫痛 名曰 癮疹. 當

春而發 重 卽溫毒也 宜升麻葛根湯 加牛蒡子 荊芥 防風(入門). 

    升麻葛根湯에 牛蒡子, 荊芥, 防風, 黃芩, 山査肉, 連翹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升麻葛根湯에 蟹毒透疹하는 牛蒡子, 解表 宣毒透疹하는 荊

芥, 祛風解表하는 防風, 燥濕 瀉火解毒하는 黃芩, 活血散 하는 

山査肉, 淸熱解毒 消癰散結하는 連翹을 加하여 解表 透疹 解毒 

淸熱의 效能을 높여 癮疹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1) 加味消毒湯

加味消毒湯 

ㆍ構成 : 皁角子 金銀花 防風 當歸 大黃 瓜蔞仁 各一錢二分 赤芍

藥 川芎 甘草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便毒

  (1) 消毒飮 -《癰疽 : 便癰》

    ㆍ構成 : 皂角刺 金銀花 防風 當歸 大黃 瓜蔞仁 甘草 各一錢

三分 右剉作一貼水酒各半煎服仍頻提掣 中髮立效.

    ㆍ主治 : 治便毒三四日可消

    消毒飮에 赤芍藥, 川芎을 加한 처방이다.

    消毒飮에 活血祛 ㆍ消癰散種하는 赤芍藥, 活血行氣하는 川

芎을 加하여 便毒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2) 加味 芍散

加味 芍散 

ㆍ構成 : 大黃 芒硝 各二錢 當歸 赤芍藥 各一錢 白芷 川芎 干 

木 木鱉子 金銀花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便毒

  (1) 方散 -《癰疽 : 便癰》

    ㆍ構成 : 木鱉子 當歸尾 赤芍藥 白芷 川芎 干 大黃 金銀花 

穿山甲 沒藥 木 甘草 各八分 右剉作一貼酒水各半煎服.

    ㆍ主治 : 治便癰

    方散에서 穿山甲 沒藥을 祛하고 芒硝를 加한 처방이다.

    方散에서 活血通經하는 穿山甲, 活血 消腫하는 沒藥을 祛

하고 大黃을 八分에서 二錢으로 增量하고 瀉熱通便 潤燥軟 하

는 芒硝를 加하여 熱性으로 인한 便毒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3) 千金內消散

千金內消散 

ㆍ構成 : 大黃 三錢 金銀花 二錢 當歸 一錢半 赤芍藥 白芷 木鱉子 

乳香 沒藥 皁角子 白彊蠶 瓜蔞仁 天花粉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穿山甲 

三大片 蛤粉炒

ㆍ主治 : 治癰疽亦毒腫 便毒初發卽消己起卽 遺血從大便中出 酒水

相半煎服

  (1) 千金內消散 -《癰疽 : 癰疽內托法》

    ㆍ構成 : 大黃 三錢 金銀花 二錢 當歸尾酒洗 一錢半 赤芍藥 

白芷 木鱉子去殼 沒藥 乳香 皂角刺 白殭蠶 瓜蔞仁 天花粉 各一

錢 甘草節 五分 穿山甲 三大片蛤粉炒 右剉作一貼酒水相半煎服.

    ㆍ主治 : 治癰疽及腸癰肚癰便毒初起卽消已腫卽潰血從大便

中出

    東醫寶鑑 千金內消散과 同一.

 14) 加味 柴胡湯

加味 柴胡湯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川芎 靑皮 各一錢 連翹 八分 

梔子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肝癰兩脇滿寒熱咳嗽

  (1) 柴胡湯 -《寒上 : 陽形證用藥》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黃芩 二錢 人參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陽病半表半裏往來寒熱能和其內熱解其外邪傷

寒方之王道也

    柴胡湯에 半夏를 祛하고 川芎, 靑皮, 連翹, 梔子를 加한 처

방이다.

    陽經病에 사용하는 柴胡湯에 活血行氣하는 川芎, 散積

化滯하는 靑皮, 消癰散結하는 連翹, 淸熱瀉火하는 梔子를 가하여 

淸熱과 散結하는 효능을 증 시켜 상기증상을 치료한다.

 15) 加味淸肝梔子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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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淸肝梔子湯 

ㆍ構成 : 柴胡 二錢 梔子酒炒 牧丹皮 各一錢六分 赤茯苓 當歸 川

芎 赤芍藥 牛蒡子 黃芩 各一錢 連翹 桔梗 各七分 靑皮 甘草炙 各

五分 

ㆍ主治 : 治肝膽火盛耳後頭 胸寒熱乳脇肋等處結核腫痛

  (1) 梔子淸肝湯 -《諸瘡 : 瘰癧》

    ㆍ構成 : 柴胡 二兩 梔子酒炒 牧丹皮 各一錢二分 赤茯苓 川

芎 赤芍藥 當歸 牛蒡子 各一錢 靑皮 甘草灸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肝膽火盛耳後頸 胸乳等處結核腫痛寒熱

    梔子淸肝湯에 黃芩, 連翹, 桔梗을 加한 처방이다.

    瀉火解毒하는 黃芩, 消癰散結하는 連翹, 利咽排膿하는 桔梗

을 加하여 消癰과 排膿, 解毒의 작용을 증 하여 상기증상을 치

료하는 처방이다.

 16) 加味面首散

加味面首散 

ㆍ構成 : 麻黃 陳皮 烏藥 各一錢五分 川芎 白芷 白彊蠶 枳角 桔梗 

羌活 獨活 木果 各一錢 乾薑 五分 甘草 二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致頭 强急節急或控挾轉 不得看

  (1) 回首散 -《頸  : 强》

    ㆍ構成 : 烏藥 氣散 加羌活 獨活 木瓜 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頭 强急筋急或挫枕轉 不得

  (2) 烏藥 氣散 -《風 : 中風宜調氣》

    ㆍ構成 : 麻黃 陳皮 烏藥 各一錢半 川芎 白芷 白殭蠶 枳殼 桔

梗 各一錢 乾薑五分 甘草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一切風疾先服此疎通氣道進以風藥又治癱瘓及歷節風

    東醫寶鑑 回首散에서 藥量만 다르다.

 17) 加味柴胡淸肝湯

加味柴胡淸肝湯 

ㆍ構成 : 柴胡 三錢 梔子 一錢五分 半夏 黃芩 人蔘 川芎 靑皮 各一

錢  連翹 八分 桔梗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肝癰

  (1) 柴胡淸肝湯 -《癰疽 : 癰疽五發證》

    ㆍ構成 : 柴胡 二錢 梔子 一錢半 黃芩 人參 川芎 靑皮 各一

錢 連翹 桔梗 各八分 甘草 五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鬢疽及肝膽三焦風熱怒火以致耳 胸乳脇肋腫痛寒熱

    柴胡淸肝湯에 半夏를 加한 처방이다.

    柴胡淸肝湯에 消痞散結하는 半夏를 加하여 肝癰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8) 加味千金消毒散

加味千金消毒散 

ㆍ構成 : 當歸 金銀花 各二錢 皁角子 大黃 連翹 黃芩 赤芍藥 各一

錢 牡蠣 天花粉 白芷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疔初發及一切無名惡瘡腫毒

  (1) 千金消毒散 -《癰疽 : 疔疽》

    ㆍ構成 : 當歸 金銀花 各二錢 大黃 芒硝 連翹 黃芩 赤芍藥 

各一錢 皂角刺 牡蠣 天花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酒水各半煎服.

    ㆍ主治 : 治疔瘡發背一 無名惡瘡腫毒初發脉洪數弦實欲作膿

    千金消毒散에서 芒硝를 祛하고 白芷 甘草를 加한 처방이다.

    千金消毒散에서 瀉熱 潤燥軟 하는 寒性의 芒硝를 祛하고 消

腫排膿하는 溫性의 白芷, 淸熱解毒하는 甘草를 加하여 淸凉보다는 

消腫排膿을 주로 하여 初期의 瘡瘍腫痛症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9) 加味連翹飮

加味連翹飮 

ㆍ構成 : 連翹 赤芍藥 當歸 荊芥 防風 牛蒡子 川芎 梔子 黃芩 瞿

麥 木通 乾芐 瓜蔞仁 麥門冬 白芷 細辛 甘草 各七分 燈心一塊 
ㆍ主治 : 治惡瘡通身痛痒及血風瘡

  (1) 連翹飮 -《諸瘡 : 有名無名諸惡瘡》

    ㆍ構成 : 連翹 赤芍藥 當歸 荊芥 防風 惡實 川芎 梔子 黃芩 

瞿麥 木通 生乾地黃 瓜蔞根 麥門冬 甘草 各七分 燈心一塊 右剉

作一貼入燈心一塊水煎服.

    ㆍ主治 : 治惡瘡遍身痛痒及血風瘡

    連翹飮에서 白芷 細辛을 加한 처방이다(惡實은 牛蒡子의 이명임).

    連翹飮에서 消腫排膿하는 白芷, 發散風寒ㆍ袪風止痛하는 細

辛을 加하여 皮部疾患에 한 消腫ㆍ排膿ㆍ發散效能을 높이기 

한 처방이다.

 20) 加味疏風活血湯

加味疏風活血湯 

ㆍ構成 : 當歸 川芎 靈仙 白芷 防己 黃柏 南星 蒼朮 羌活 桂枝 

各一錢 五靈脂 牛膝 續斷 白彊蠶 烏藥 白芍藥 防風 各七分 甘草 

二分 入 薑五

ㆍ主治 : 治風濕痰流注四肢腫痛不仁或惡寒身疼

  (1) 疎風活血湯 -《風 : 歷節風治法》

    ㆍ構成 : 當歸 川芎 靈仙 白芷 防己 黃栢 南星 蒼朮 羌活 

桂枝 各一錢 紅花 三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五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四肢百節流注刺痛皆是風濕痰死血所致其痛處或

腫或紅

    疏風活血湯에서 紅花를 祛하고 五靈脂, 牛膝, 續斷, 白彊蠶, 

烏藥, 白芍藥, 防風, 甘草를 加한 처방이다.

    疏風活血湯에서 活血祛 하는 紅花를 祛하고 活血散 하는 

五靈脂, 活血祛 하는 牛膝, 補肝腎 續筋骨하는 續斷, 疏散風熱ㆍ

化痰散結하는 白彊蠶, 氣止痛하는 烏藥, 養血斂陰하는 白芍藥,  

祛風解表ㆍ勝濕解痙하는 防風, 緩急止痛ㆍ淸熱解毒하는 甘草를 

加하여 風濕痰流注로 인한 四肢關節疾患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1) 加味通 散

加味通 散 

ㆍ構成 : 赤芍藥 木通 白芷 何首烏 枳角 茴香 烏藥 當歸 獨活 陳皮 

忍冬藤 赤茯苓 甘草 各一錢 靈仙 羌活 半夏 各七分 防風 荊芥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流注痰腫大能 氣均血祛風之劑也. 酒水相半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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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榮衛返魂湯 -《癰疽 : 流注骨疽》

    ㆍ構成 : 赤芍藥 木通 白芷 何首烏 枳殼 茴香 烏藥 當歸 甘

草 各一錢 右挫作一貼酒水各半煎服.

    ㆍ主治 : 主一 痰飮爲患 治痰腫又治癰疽發背流注腫毒 ○

此 藥 治 流 注 癰 疽 發 背 至 於 救 壞 病 活 死 肌 弭 患 於 未 萌 之 前 拔 根 於 旣

愈 之 後 大 能 氣 勻 血 盖 氣 陽 也 血 陰 也 只 調 陽 不 和 陰 則 氣 耗 而 凝 肌

必 不 活 如 五 香 連 翹 之 類 是 也 只 和 陰 不 調 陽 則 血 旺 而 氣 弱 病 必 再 作

如內補十宣之類是也此藥兼之眞神仙妙劑也.(醫林)

    榮衛返魂湯에 獨活, 陳皮, 忍冬藤, 赤茯苓, 靈仙, 羌活, 半

夏, 防風, 荊芥를 加한 처방이다.

    榮衛返魂湯에 祛風濕止痛하는 獨活, 燥濕化痰하는 陳皮, 祛

風濕ㆍ通經絡ㆍ止痛하는 忍冬藤, 分利濕熱하는 赤茯苓, 淸熱解

毒ㆍ調和諸藥하는 甘草, 祛風除濕하는 靈仙, 祛風濕止痛하는 

羌活, 燥濕祛痰하는 半夏, 祛風解表ㆍ勝濕解痙하는 防風, 祛風解

表ㆍ宣毒透疹하는 荊芥를 加하여 一 痰에 한 除濕ㆍ 氣ㆍ均

血ㆍ祛風의 效能으로 流注痰腫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2) 加味連翹散 湯

加味連翹散 湯 

ㆍ構成 : 柴胡 一錢半 草龍膽 土瓜根 黃芩 各一錢一分 當歸 生黃

芩 蓬朮 三稜 連翹 白芍藥 各七分 桔梗 貝母 甘草 各五分 黃連 蒼

朮 各四分

ㆍ主治 : 治馬 瘰癧流注通體作核作瘡 右藥水浸半日煎服

  (1) 連翹散 湯 -《諸瘡 : 瘰癧》

    ㆍ構成 : 柴胡 一錢半 草龍膽酒炒四次 土瓜根酒炒 各一錢二

分 黃芩酒炒三次 一錢 當歸梢 生黃芩 蓬朮酒炒 三稜酒炒 連翹 

白芍藥酒炒 各七分 灸甘草 五分 黃連酒炒 蒼朮 各四分 右剉作一

貼 水 浸 半 日 乃 煎 去 枕 仰 臥 一 口 昨 十 次 嚥 之 留 一 口 下 丸 藥 另 取 一

劑爲細末蜜丸菉豆大每百丸以煎藥水 下更以龍泉散塗之.

    ㆍ主治 : 治馬 瘰癧流注遍體作核作瘡

    連翹散 湯에 桔梗, 貝母를 加한 처방이다.

    連翹散 湯에 利咽排膿하는 桔梗, 淸熱散結하는 貝母를 加

하여 利咽排膿 散結의 效能으로 馬 瘰癧流注通體作核作瘡을 치

료하는 처방이다.

 23) 加味 氣除燥湯

加味 氣除燥湯 

ㆍ構成 : 赤茯苓 一錢半 黃柏 活石 知母 澤瀉 木通 瞿麥 黃芩 燈心 

車前子 各一錢 甘草五分

ㆍ主治 : 治 便不通

  (1) 氣除燥湯 -《 便 : 便不通》

    ㆍ構成 : 赤茯苓 一錢半 黃栢 一錢二分 滑石 知母 澤瀉 各一

錢 燈心 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燈心一錢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 便不通

    氣除燥湯에 木通, 瞿麥, 黃芩, 車前子, 甘草를 加한 처방이다.

    氣除燥湯에 降火利水하는 木通, 淸熱利水하는 瞿麥, 淸熱

燥濕하는 黃芩, 利水通淋 滲濕하는 車前子, 補裨益氣ㆍ淸熱ㆍ調

和諸藥하는 甘草를 加하여 濕熱로 因한 便不利를 치료하는 처

방이다.

 24) 大黃牧丹湯

大黃牧丹湯 

ㆍ構成 : 大黃 芒硝 各一錢半 牧丹皮 桃仁 瓜蔞仁 各一錢五分

ㆍ主治 : 治腸癰濃未成

  (1) 大黃牧丹湯 -《癰疽 : 腸癰腹癰》

    ㆍ構成 : 大黃 芒硝 各一錢半 牧丹皮 桃仁 瓜蔞仁 各二錢半 

右 剉 作 一 貼 水 煎 服 有 膿 卽 下 膿 無 膿 卽 下 血○一 名 大 黃 湯 一 方 有 冬

苽仁無瓜蔞仁神效.

    ㆍ主治 : 治腸癰脉遲緊膿未成可下之

    東醫寶鑑 大黃牧丹湯과 같으나 藥量이 다르다

 25) 骨髓炎

骨髓炎 

ㆍ構成 : 蒼朮 黃柏鹽水炒 各一錢 赤芍藥 木果 澤瀉 木通 防己 檳

榔 枳角 香附子 羌活 甘草 各七分 金銀花 蒲公英 各五錢

ㆍ主治 : 足部分에 特히 用, 多膿時 金銀花 一兩  /  著 先親處方

  (1) 淸熱瀉濕湯 -《足 : 脚氣治法》

    ㆍ構成 : 蒼朮 黃栢鹽酒炒 各一錢 紫 葉 赤芍藥 木瓜 澤瀉 

木通 防己 檳榔 枳殼 香附子 羌活 甘草 各七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

服痛加木香腫加大腹皮熱加黃連大黃.

    ㆍ主治 : 治濕熱脚氣腫痛諸證

    淸熱瀉濕湯에서 紫 葉을 祛하고 金銀花 蒲公英을 加한 처

방이다.

    淸熱瀉濕湯에서 發汗解表하는 紫 葉을 祛하고 淸熱解毒 散

風熱하는 金銀花, 淸熱解毒 消癰散結하는 蒲公英을 加하여 濕熱

로 인한 脚氣症으로 骨髓炎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4. 大便門

 1) 加味除濕湯

加味除濕湯  

ㆍ構成 : 半夏 厚朴 蒼朮 當歸 升麻 各一錢六分 藿香 陳皮 赤茯苓 

荊芥 白朮 槐花 白芍藥 各七分 木香 桂枝 各五分 川芎 熟地黃 各

七分 甘草 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濕痢腹脹下如黑豆汁或赤白渾濁

  (1) 加味除濕湯 -《大便 : 濕痢》

    ㆍ構成 : 半夏 厚朴 蒼朮 各一錢二分 藿香 陳皮 赤茯苓 各七

分 木香 桂皮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薑三片棗二枚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濕下痢如黑豆汁

  (2) 四物湯 -《血 : 通治血病藥餌》

    ㆍ構成 : 熟地黃 白芍藥 川芎 當歸 各一錢二分半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

    ㆍ主治 : 通治血病

    加味除濕湯에서 桂皮를 祛하고 四物湯을 合하여 升麻, 荊芥, 

白朮, 槐花, 桂枝, 川芎을 加한 처방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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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味除濕湯은 濕으로 인한 痢疾에 사용하는데 四物湯을 加

하여 大便의 형태가 血痢에 가까운 것을 治하며 升麻, 白朮 등으

로 白痢를 다스리고 荊芥, 槐花 등으로 止血作用을 도울 수 있으

므로 제반 痢疾에 응용할 수 있다. 

 2) 加味 滯湯

加味 滯湯  

ㆍ構成 : 白芍藥 二錢 當歸 黃芩 黃連 赤茯苓 各一錢 阿膠珠 大黃 

各七分 桂心 木香 檳榔 甘草 各三分

ㆍ主治 : 治赤白痢或赤痢身熱腹痛度数無數裏急後重

  (1) 滯湯 -《大便 : 膿血痢》

    ㆍ構成 : 白芍藥 二錢 當歸 黃芩 黃連 各一錢 大黃七分 桂心 

木香 檳榔 甘草 各三分 右剉作一貼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下痢膿血裏急後重腹痛作渴日夜無度

    滯湯에 赤茯苓, 阿膠珠를 加한 처방이다

    滯湯은 膿과 血을 동반한 痢疾이 있으면서 裏急後重하는

데 응용하는데 加味 滯湯은 赤茯苓과 阿膠를 加하여 止血  

濕濁除去作用을 증 하여 상기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3) 加味黃連芍藥湯

加味黃連芍藥湯  

ㆍ構成 : 白芍藥 二錢 黃連 黃芩 當歸 大黃 各一錢 滑石 厚朴 各八

分 木香 檳榔 桂枝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子痢白痢腹痛後重渴飮

  (1) 芍藥黃連湯 -《後陰 : 腸風臟毒》

    ㆍ構成 : 白芍藥 黃連 當歸 各二錢半 甘草灸 一錢 大黃 五分 

桂心 二分半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大便下血腹痛

    芍藥黃連湯에 桂心을 거하고 黃芩, 滑石, 厚朴, 木香, 檳榔, 

桂枝를 加한 처방이다.

    芍藥黃連湯은 痢疾로 인해 腹痛이 있는 症을 治하는데 黃芩, 

滑石 등으로 淸熱瀉火作用을 강화하고 厚朴, 木香, 檳榔등으로 

理氣化濕시켜 腸의 기능을 원활하게 하며 桂枝는 무 寒凉한 

藥을 多用하여 脾胃가 中寒되는 것을 방지하기 하여 가한 것

으로 사료된다.

 4) 加味三黃湯

加味三黃湯  

ㆍ構成 : 大黃 黃芩 黃連 當歸 槐花 側柏葉 地楡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便血純下生血腹不痛

  (1) 三黃瀉心湯 -《寒下 : 傷寒痞氣》

    ㆍ構成 : 大黃 黃連 各二錢 黃芩一錢 右剉作一貼以麻沸湯一

盞漬之良久絞去滓分溫再服.

    ㆍ主治 : 治傷寒痞氣

    三黃瀉心湯에 當歸 槐花 側柏葉, 地楡, 甘草를 加한 처방이다.

    三黃瀉心湯은 傷寒病의 痞氣를 治하지만 淸熱作用이 뛰어나

서 여기에 槐花, 側柏, 地楡 등의 凉血止血劑를 加하여 止血作用

을 강화하는 동시에 當歸, 甘草로 止痛作用을 강화하여 血便과 

腹痛이 있는 경우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5) 胃苓湯

胃苓湯  

ㆍ構成 : 蒼朮 厚朴 陳皮 猪苓 澤瀉 白朮 赤茯苓 白芍藥 各一錢 肉

桂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脾胃濕盛泄瀉水欲不化

  (1) 胃苓湯 -《大便 : 泄證有五》

    ㆍ構成 : 蒼朮 厚朴 陳皮 猪苓 澤瀉 白朮 赤茯苓 白芍藥 各

一錢 肉桂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脾胃濕盛泄瀉腹痛水穀不化

    東醫寶鑑 胃苓湯과 同一.

 6) 加味四君子湯

加味四君子湯  

ㆍ構成 : 人蔘 白茯苓 白朮 甘草灸 各一錢九分 肉豆久 訶子 各一

錢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氣虛泄瀉

  (1) 加味四君子湯 -《大便 : 虛泄》

    ㆍ構成 : 四君子湯加 肉豆蔲煨 訶子炮 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入

薑三片棗二枚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氣虛泄瀉

    東醫寶鑑 加味四君子湯과 同一.

 7) 新 苓朮湯

新 苓朮湯  

ㆍ構成 : 鶯粟殼 一錢半 陳皮 白朮 赤茯苓 赤芍藥 厚朴 車前子 各

一錢 阿膠珠 草果 檳榔 各七分 黃連 五分 甘草 三分 陳倉米 二錢 

梅實 一箇

ㆍ主治 : 治痢疾勿論赤白久近

  (1) 白朮安胃散 -《大便 : 痢疾通治藥》

    ㆍ構成 : 鸎粟殼蜜炒 二錢 赤茯苓 白朮 車前子 各一錢 五味

子 烏梅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一 瀉痢無問膿血

  (2) 和中飮 -《大便 : 痢疾通治藥》

    ㆍ構成 : 鸎粟殼醋炒 一錢半 陳皮 白朮 赤茯苓 赤芍藥 各一

錢 陳倉米 二錢 草果仁 七分 甘草 三分 砂糖 三錢 烏梅 一箇 右

剉作一貼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痢無問赤白久近無不效但發熱噤口 不可服

    白朮安胃散에서 五味子를 祛하고 陳皮, 赤芍藥, 厚朴, 阿膠

珠, 草果, 檳榔, 黃連, 甘草, 陳倉米를 加한 처방이며, 和中飮에서 

厚朴, 車前子, 阿膠珠, 檳榔, 黃連을 加한 처방이다.

    痢疾 通治에 사용하는 和中飮에 厚朴, 檳榔으로 理氣作用을 

강화하고 黃連으로 淸熱解毒하며 阿膠로 止血시켜서 만성 뿐

만 아니라 赤白을 구분하지 않고 사용할 수 있는 처방이다. 

 8) 加味木香 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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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木香 氣湯  

ㆍ構成 : 大黃 一錢半 白芍藥 芒硝 黃連 各一錢二分 厚朴 檳榔 各

一錢 當歸 赤茯苓 黃芩 各七分

ㆍ主治 : 治赤白痢初期 腹痛裡急後重發熱口燥

  (1) 木香 氣湯 -《大便 : 治痢要訣》

    ㆍ構成 : 大黃 一錢半 白芍藥 朴硝 黃連 各一錢二分 厚朴 檳

榔 各一錢 當歸尾 赤茯苓 各八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痢初起腹痛裏急後重赤白相雜發熱噤口

    木香 氣湯에 黃芩을 加한 처방이다.

    木香 氣散은 痢疾初期에 熱이 甚해서 나타나는 發熱噤口 등

의 증상에 이용하는데, 본 처방에 淸熱瀉火作用이 强한 黃芩을 加

하여 裡急後重하며 口燥등이 있는 기 痢疾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9) 加味瀉白安胃飮

加味瀉白安胃飮  

ㆍ構成 : 蒼朮 白芍藥 蓮肉 各一錢 白朮 七分 人蔘 陳皮 白茯苓 黃

芪 當歸 各五分 訶子 木香 乾薑炮 甘草 各三分

ㆍ主治 : 治白痢泄瀉或加肉豆久柴胡升麻

  (1) 瀉白安胃飮 -《大便 : 白痢》

    ㆍ構成 : 蒼朮炒 白芍藥酒炒 蓮肉 各一錢 白朮 七分半 人參 

陳皮 白茯苓 黃芪蜜炒 當歸酒洗 各五分 木香 乾薑炮 甘草灸 各

三分 右剉作一貼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白痢

    瀉白安胃飮에 訶子를 加한 처방이다.

    白痢는 氣虛에서 시작하는 경우가 많은데 이때 선택하는 것

이 瀉白安胃飮이어서 泄瀉를 동반한 痢疾에 사용하고 訶子를 加

하여 止瀉작용을 강화하고 氣虛가 심하면 升提作用이 있는 升麻

나 柴胡로 藥力을 끌어올린다. 

 10) 芍藥湯

芍藥湯  

ㆍ構成 : 白芍藥 二錢 黃連 黃芩 當歸 各一錢 大黃 七分 木香 檳榔 

桂心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痢溲澁而便膿血令行血則便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此藥

是也

  (1) 芍藥湯 -《大便 : 膿血痢》

    ㆍ構成 : 白芍藥 二錢 黃連 條芩 當歸尾 各一錢 大黃 七分 

木香 檳榔 桂心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痢溲澁而便膿血令行血則便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

除此藥是也

    東醫寶鑑 芍藥湯과 同一

11) 白朮安胃散

白朮安胃散  

ㆍ構成 : 鶯粟殼 二錢 赤茯苓 白朮 車前子 各一錢 五味子 烏梅肉 

各五分

ㆍ主治 : 通治諸痢

  (1) 白朮安胃散 -《大便 : 痢疾通治藥》

    ㆍ構成 : 鸎粟殼蜜炒 二錢 赤茯苓 白朮 車前子 各一錢 五味

子 烏梅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一 瀉痢無問膿血

    東醫寶鑑 白朮安胃散과 同一

5. 便門

 1) 加味澹寮五淋散

加味澹寮五淋散  

ㆍ構成 : 滑石 二錢 白朮 赤芍藥 木通 梔子 赤茯苓 各一錢 當歸 王

不留行 竹葉皮 茵蔯 甘草 各五分 瞿麥一錢

ㆍ主治 : 治諸淋

  (1) 澹寮五淋散 -《 便 : 諸淋通治》

    ㆍ構成 : 梔子仁 一錢半 赤茯苓 赤芍藥 各一錢 木通 滑石 甘

草 各八分 竹葉 茵蔯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五淋

    澹寮五淋散에서 白朮, 當歸, 王不留行, 瞿麥을 加한 처방이다.

    諸淋通治에 사용하는 澹寮五淋散에 活血시키는 當歸, 王不

留行을 加하고 利水시키는 白朮, 瞿麥을 加하여 便이 澁하여 

不通하는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2) 加味萬全木通散

加味萬全木通散  

ㆍ構成 : 滑石 木通 赤茯苓 車前子 瞿麥 虎杖根 各一錢 梔子 桃仁 

木香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淋莖中痛

  (1) 萬全木通散 -《 便 : 便不利》

    ㆍ構成 : 滑石 二錢 木通 赤茯苓 車前子炒 瞿麥 各一錢 右爲

末水煎服或取末三錢水調服.

    ㆍ主治 : 治膀胱有熱 便難而黃

    萬全木通散에 虎杖根, 梔子, 桃仁, 木香을 加한 처방이다.

    膀胱에 熱이 있어 便黃하면서 澁한 증을 다스리는데 利濕

瀉火시키는 梔子, 虎杖根을 加하고, 理氣袪 시키는 木香, 桃仁

으로 便不通과 莖痛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3) 加味八正散

加味八正散  

ㆍ構成 : 大黃 木通 萹蓄 瞿麥 滑石 梔子 車前子 各一錢 黃柏 赤茯

苓 澤瀉 猪苓 各七分 甘草五分 燈心一塊

ㆍ主治 : 治大 便不通

  (1) 八正散 -《 便 : 便不通》

    ㆍ構成 : 大黃 木通 瞿麥 萹蓄 滑石 梔子 車前子 甘草 各一

錢 右剉作一貼入燈心一錢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膀胱熱積 便癃閉不通

    八正散에 黃柏, 赤茯苓, 澤瀉, 猪苓, 燈心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八正散은 膀胱의 熱이 쌓여서 便癃閉에 사용하는데 藥性

을 강하게 하기 해 利水淸熱 시키는 赤茯苓, 澤瀉, 猪苓, 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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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을 加하여 大 便不通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4) 茯苓琥珀散

茯苓琥珀散  

ㆍ構成 : 澤瀉 二錢半 滑石 一錢七分半 赤茯苓 白朮 琥珀 猪苓 各

一錢二分半 肉桂 甘草灸 各七分半

ㆍ主治 : 治 便澁數宜滲泄分利之 長流甘爛水一盃每三分調服

  (1) 茯苓琥珀散 -《 便 : 便不利》

    ㆍ構成 : 澤瀉 一兩 滑石 七錢 赤茯苓 白朮 琥珀 猪苓 各五

錢 肉桂 甘草灸 各三錢 右爲末每三錢以長流甘爛水一盞調下以美

饍壓之.

    ㆍ主治 : 治 便澁數宜滲泄分利之.

    便이 澁하면서 자주 보는 증상에 사용되는 茯苓琥珀散의 

용량을 조 한 처방으로 利水滲濕淸熱시키는 藥이 부분이지만 

肉桂를 加하여 지나친 利水로 인해 腎陽이 虛해지는 것을 방지

하 다. 

 5) 縮泉元

縮泉元  

ㆍ構成 : 烏藥 益智仁

ㆍ主治 : 治 便不禁 亦分末酒煮山藥糊丸梧子大臨臥鹽湯下七十丸

  (1) 縮泉元 -《 便 : 便不禁》

    ㆍ構成 : 烏藥 益智仁 等分 爲末酒煮山藥糊和丸梧子大臨臥

鹽湯下七十丸.

    ㆍ主治 : 治脬氣不足 便頻數一日百餘次

    東醫寶鑑 縮泉元과 同一.

 6) 加味 氣和中湯

加味 氣和中湯  

ㆍ構成 : 陳皮 香附子 梔子 各一錢 白朮 白茯苓 各七分 半夏 黃連 

枳實 各六分 縮砂 藿香 各三分 甘草二分

ㆍ主治 : 治퍽개疾臨服時 合元二介調下

  (1) 氣和中湯 -《嘔吐 : 噎膈反胃治法》

    ㆍ構成 : 陳皮鹽水炒 香附子醋炒 梔子薑汁炒黑 各一錢 白朮

土炒 八分 白茯苓 七分 半夏神麴 黃連薑汁浸晒乾 猪膽汁拌炒 各

六分 枳實 五分 縮砂 三分 甘草灸 二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長流水

入黃土泥攪澄淸水煎入竹瀝童便薑汁溫服.

    ㆍ主治 : 治嘔吐反胃嘈雜呑酸噎膈吐痰水心腹刺痛

    氣和中湯에서 猪膽을 祛하고 藿香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飮食의 消化가 不良하여 나타나는 惡心, 嘔吐, 嘈雜 는 胸

痛 등에 사용하는 氣和中湯에 藿香을 加하여 化濕止嘔의 효능

을 강화하 다. 主治에 퍽개라고 쓰여 있으나 이는 딸꾹질을 의

미하는 것으로 사료된다.

    便門에 있으나 內傷門에 해당되는 처방이다.

6. 黃疸門

 1) 加味 黃散

加味 黃散  

ㆍ構成 : 柴胡 升麻 草龍膽 茵蔯 黃連 黃芩 梔子 木通 滑石 各七分

半 黃柏 大黃 赤芍藥 各一錢 甘草五分 入 薑五

ㆍ主治 : 治黃疸 大便不通則加厚朴枳實或加赤茯苓一錢 遠志車前

子麥門冬各七分

  (1) 黃散 -《黃疸 : 黃疸通治藥》

    ㆍ構成 : 柴胡 升麻 草龍膽 茵蔯 黃連 黃芩 梔子 黃栢 木通 

滑石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燈心一握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黃疸身面女金 便如黃栢汁

    黃散에 大黃, 赤芍藥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黃疸에서 膽汁의 排出을 목표로 사용하는 黃散에 大黃을 

加하여 體內의 濕熱을 大便으로 배출시킴과 동시에 淸熱作用을 

돕기 해 赤芍藥을 加하 다. 

 2) 黃連茯苓湯

黃連茯苓湯  

ㆍ構成 : 黃連 赤茯苓 各一錢二分半 麥門冬 車前子 通草 遠志 各

七分半 半夏 黃芩 甘草 各五分半 茵蔯二錢

ㆍ主治 : 治黃疸諸藥 不效用此 飮酒加乾葛二錢

  (1) 黃連茯苓湯 -《天地運氣 : 六丙年漫衍之紀》

    ㆍ構成 : 黃連 赤茯苓 各一錢二分半 麥門冬 車前子 通草 遠

志 各七分半 半夏 黃芩 甘草 各五分半 右剉作一貼入薑七片棗二

枚水煎服.

    ㆍ主治 :

    黃連茯苓湯에 茵蔯을 加한 처방이다.

    肝膽의 濕熱이 甚하여 便으로 濕을 배출시키기 한 처방

으로 黃의 要約인 茵蔯을 君藥으로 加하여 黃疸을 개선시키기 

하여 立方하 는데 처방 中 半夏는 무 寒凉한 약으로 인한 

脾胃의 中寒을 방한다. 

 3) 茵蔯瀉黃散

茵蔯瀉黃散  

ㆍ構成 : 乾葛 一錢五分 茵蔯 黃連 梔子 白朮 人蔘 木通 厚朴 白芍

藥 赤茯苓 各一錢 木香 七分

ㆍ主治 : 治時氣發熱変爲黃疸

  (1) 茵蔯瀉黃湯 -《黃疸 : 疫癘發黃》

    ㆍ構成 : 葛根 一錢半 茵蔯 黃連薑汁炒 梔子炒 白朮 赤茯苓 白

芍藥 厚朴 木通 人參 各一錢 木香 七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時氣發熱變爲黃疸所 瘟黃

    東醫寶鑑 茵蔯瀉黃湯과 同一.

7. 內傷門

 1) 加味陶氏平胃散

加味陶氏平胃散  

ㆍ構成 : 蒼朮 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香附子 各一錢 枳實 黃連 山

査肉 各七分 草果 神麯 木香 砂仁 乾薑 藿香 丁香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傷食成積亦能發熱頭痛症似傷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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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陶氏平胃散 -《內傷 : 食積類傷寒》

    ㆍ構成 : 蒼朮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各一錢 黃連 枳實 各七

分 草果六分 神麴 山査肉 乾薑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薑

三水煎服.

    ㆍ主治 : 凡傷食成積 亦能發熱頭痛 證似傷寒

    陶氏平胃散에 香附子, 砂仁, 藿香, 丁香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食積類傷寒에 사용하는 陶氏平胃散에 理氣祛濕 시키는 香附

子와 砂仁을 加하여 消食作用을 높이고 藿香, 丁香으로 傷寒으로 

나타나는 寒症을 溫散시킨다.

 2) 加味正氣散

加味正氣散  

ㆍ構成 : 白朮 白茯苓 白芍藥 各一錢半 半夏 厚朴 枳實 山査肉 便

香附 白扁豆 木香 桔梗 各一錢 赤石脂 藿香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挾滯泄瀉

  (1) 藿香正氣散 -《寒上 : 傷寒陰證》

    ㆍ構成 : 藿香一錢半 紫 葉一錢 白芷 大腹皮 白茯苓 厚朴 白朮 

陳皮 半夏製 桔梗 甘草灸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傷寒陰證頭痛身疼如不分表裏證以此 引經絡不致變動

  (2) 三白湯 -《大便 : 泄瀉諸證》

    ㆍ構成 : 白朮 白茯苓 白芍藥 各一錢半 甘草灸 五分 右剉作

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一 泄瀉 ○三白泄瀉之要藥也.

    藿香正氣散에서 紫 葉, 白芷, 大腹皮, 陳皮를 祛하고 三白

湯을 合한 처방이다.

    藿香正氣散에서 理氣作用이 강한 葉, 大腹皮 등을 빼고 整

腸기능을 활성화하여 食滯와 泄瀉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3) 加味橘皮枳朮湯

加味橘皮枳朮湯  

ㆍ構成 : 白朮 一錢半 枳實 陳皮 蒼朮 香附子 厚朴 各一錢 黃連 

砂仁 木香 草果 神麯 麥芽 各七分 乾薑 藿香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傷食飮食不消心下痞悶

  (1) 陶氏平胃散 -《內傷 : 食積類傷寒》

    ㆍ構成 : 蒼朮 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各一錢 黃連 枳實 各七分 

草果六分 神麴 山査肉 乾薑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薑三水煎服.

    ㆍ主治 : 凡傷食成積亦能發熱頭痛證似傷寒

    陶氏平胃散에서 山査肉을 祛하고 香附子, 砂仁, 麥芽, 藿香

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陶氏平胃散은 食積類傷寒에 사용하지만, 本 처방에서는 理

氣ㆍ祛濕ㆍ消食作用이 강한 香附子, 砂仁, 麥芽, 藿香를 가하여 

食積 치료에 을 두었다.

 4) 加味陶氏平胃散

加味陶氏平胃散  

ㆍ構成 : 蒼朮 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半夏 白茯苓 便香附 各一錢 

黃連 枳實 各七分 草果 神麯 山査肉 木香 乾薑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滯症泄瀉嘔

  (1) 陶氏平胃散 -《內傷 : 食積類傷寒》

    ㆍ構成 : 蒼朮 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各一錢 黃連 枳實 各

七分 草果 六分 神麴 山査肉 乾薑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薑三水煎服.

    ㆍ主治 : 凡傷食成積 亦能發熱頭痛 證似傷寒

    陶氏平胃散에 半夏, 白茯苓, 便香附를 加한 처방이다.

    食積類傷寒에 응용하는 陶氏平胃散에 半夏, 茯苓 등의 二陳

湯類의 藥材로 降 止嘔作用을 강화하여 食滯, 泄瀉, 嘔吐를 치

료하는 처방이다. 

 5) 香砂三白湯

香砂三白湯  

ㆍ構成 : 白朮 白茯苓 白芍藥 各一錢半 香附子 砂仁 厚朴 陳皮 人

蔘 蒼朮 山藥 各一錢 吳茱萸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烏梅一

ㆍ主治 : 治脾泄食後瀉

  (1) 三白湯 -《大便 : 泄瀉諸證》

    ㆍ構成 : 白朮 白茯苓 白芍藥 各一錢半 甘草灸 五分 右剉作

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一 泄瀉

  (2) 香砂養胃湯 -《內傷 : 內傷脾胃則不思食不嗜食》

    ㆍ構成 : 白朮 一錢 縮砂 蒼朮 厚朴 陳皮 白茯苓 各八分 白

豆蔲 七分 人參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飮食不思痞悶不舒此胃寒也

    三白湯과 白荳蔲를 祛한 香砂養胃湯을 合方하고 香附子, 山

藥, 吳茱萸를 加한 처방이다.

    一 의 泄瀉에 사용할 수 있는 三白湯과 一 의 內傷질환에 

사용할 수 있는 香砂養胃湯을 合하고 山藥, 吳茱萸 등을 가하여 

평소 大腸이 弱하여 나타나는 泄瀉나 過食後에 나타나는 泄瀉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6) 加味藿香平胃散

加味藿香平胃散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藿香 厚朴 陳皮 各一錢半 人蔘 七分 黃芪 白朮 

縮砂 神曲 香附子 各一錢

ㆍ主治 : 治久病後脾胃虛弱嘔吐四肢厥冷

  (1) 加減四君子湯 -《嘔吐 : 嘔吐治法》

    ㆍ構成 : 四君子湯 祛 茯苓 加 人參 黃茋 香附子 各一錢 右

剉作一貼入生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久病胃弱全不納食聞食氣卽嘔

  (2) 藿香平胃散 -《嘔吐 : 嘔吐治法》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藿香 厚朴 陳皮 各一錢半 縮砂 神麴 各

一錢 甘草灸 七分 右剉作一貼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嘔吐

    加減四君子湯과 藿香平胃散을 合方한 처방이다.

    嘔吐에 사용할 수 있는 藿香平胃散에 人蔘, 黃芪, 白朮등의 

補氣劑를 加하여 脾胃虛弱하며 氣虛하여 嘔吐와 四肢厥冷을 치

료하는 처방이다.

 7) 加味二陳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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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二陳湯  
ㆍ構成 : 半夏 陳皮 赤茯苓 各二錢 人蔘 白朮 乾薑 藿香 丁香 砂仁 
桂枝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嘔吐淸水飮食卽旋吐之胃冷手足寒

  (1) 加味二陳湯 -《嘔吐 : 嘔吐治法》

    ㆍ構成 : 二陳湯一貼(半夏製 二錢 橘皮 赤茯苓 各一錢 甘草

灸 五分) 加縮砂 一錢 丁香 五分

    ㆍ主治 : 治胃冷嘔吐

  (2) 理中湯 -《寒上 : 太陰形證用藥》

    ㆍ構成 : 人參 白朮 乾薑炮 各二錢 甘草灸 一錢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太陰腹痛自利不渴

    加味二陳湯에서 甘草를 祛하고 理中湯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寒性嘔吐를 治療하는 二陳湯과 寒腹痛을 치료하는 理中湯을 合

方하여 寒症으로 일어나는 嘔吐, 腹痛, 冷症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8) 加味平胃散

加味平胃散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陳皮 一錢四分 厚朴 赤茯苓 澤瀉 各一錢 桑白
皮 草豆蔲 各七分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他病後浮腫或因菜果挾滯

  (1) 平胃散 -《胃腑 : 胃病治法》

    ㆍ構成 : 蒼朮 二錢 陳皮 一錢四分 厚朴 一錢 甘草 六分 右

剉作一貼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或爲末取二錢薑棗湯點服.

    ㆍ主治 : 治脾胃不和不思飮食心腹脹痛嘔噦惡心噫氣呑酸面

黃肌瘦怠惰嗜臥常多自利或發霍亂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等證

    平胃散에 赤茯苓, 澤瀉, 桑白皮, 草豆蔲, 木香을 加한 처방이다.

    脾胃氣가 虛하여 濕이 발생한 경우 平胃散을 이용하는데 燥

濕健脾利水作用을 강화시키기 해 茯苓, 澤瀉, 草豆蔲 등을 加

하여 濕으로 인한 食滯와 浮腫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9) 加味二陳湯

加味二陳湯  
ㆍ構成 : 半夏 陳皮 赤茯苓 香附子 砂仁 各一錢 黃芩 黃連 甘草 各
五分 乾葛 二錢 入 薑七
ㆍ主治 : 治惡心乾嘔

  (1) 二陳湯 -《痰飮 : 痰飮通治藥》

    ㆍ構成 : 半夏製 二錢 橘皮 赤茯苓 各一錢 甘草灸 五分 右剉

作一貼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通治痰飮諸疾或嘔吐惡心或頭眩心悸或發寒熱或流注作痛

    二陳湯에 香附子, 砂仁, 黃芩, 黃連, 乾葛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寒痰을 治하는 二陳湯에 理氣作用이 있는 香附子, 砂仁 등을 

加하여 痰으로 인한 惡心乾嘔에 사용하는데, 淸熱시키는 黃芩, 

黃連 등으로 飮酒後에 발생하는 嘔吐에도 응용할 수 있다.

 10) 安胃散

安胃散  
ㆍ構成 : 人蔘 白朮 木香 檳榔 半夏曲 丁香 藿香 橘紅 靑皮 甘草 
各八分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開胃和中止嘔進食

  (1) 安胃散 -《內傷 : 內傷脾胃則不思食不嗜食》

    ㆍ構成 : 人參 白朮 木香 檳榔 半夏麴 肉豆蔲 丁香 橘紅 藿

香 靑皮 白茯苓 甘草 各八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水煎服.

    ㆍ主治 : 開胃和中止嘔進食

    安胃散에서 澁腸止瀉, 溫中行氣하는 肉豆蔲, 利水滲濕하는 

白茯苓을 祛한 처방이다.

 11) 加味平胃散

加味平胃散  

ㆍ構成 : 蒼朮 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半夏 香附子 枳實 各一錢 黃

連 山査肉 各七分 神麯 麥芽 木香 藿香 砂仁 草果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傷食

  (1) 陶氏平胃散 -《內傷 : 食積類傷寒》

    ㆍ構成 : 蒼朮 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各一錢 黃連 枳實 各

七分 草果 六分 神麴 山査肉 乾薑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薑三水煎服.

    ㆍ主治 : 凡傷食成積亦能發熱頭痛證似傷寒

    陶氏平胃散에 半夏, 香附子, 麥芽, 藿香, 砂仁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陶氏平胃散에 祛痰作用이 있는 半夏, 芳香性 消 作用이 있

는 藿香, 砂仁, 理氣作用이 있는 香附子 등을 加味하여 食傷으로 

因한 제반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2) 加味平胃散

加味平胃散  

ㆍ構成 : 蒼朮 厚朴 陳皮 半夏 白朮 山査肉 各一錢 黃連 枳實 藿香 

各七分 草果六分 神麯 乾薑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乾葛 一錢半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酒積或肉積胸背牽引嘔吐

  (1) 陶氏平胃散 -《內傷 : 食積類傷寒》

    ㆍ構成 : 蒼朮 一錢半 厚朴 陳皮 白朮 各一錢 黃連 枳實 各

七分 草果 六分 神麴 山査肉 乾薑 木香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薑三水煎服.

    ㆍ主治 : 凡傷食成積 亦能發熱頭痛 證似傷寒

    陶氏平胃散에 半夏, 藿香, 乾葛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陶氏平胃散에 解表止渴하면서 酒傷에 응용하는 葛根, 止嘔

作用이 있는 半夏, 藿香을 加味하여 飮酒나 食積으로 인한 嘔吐 

 食滯 등의 증상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3) 加味六神湯

加味六神湯  

ㆍ構成 : 破古紙 白朮 白茯苓 各一錢半 肉豆久 黃芪 山藥 各一錢 

木香 甘草 各七分 人蔘 當歸 陳皮 各五分 升麻 柴胡 各三分

ㆍ主治 : 治老人泄瀉久不愈

  (1) 六神湯 -《大便 : 腎泄》

    ㆍ構成 : 肉豆蔲煨 破故紙炒 白朮 白茯苓 各一錢半 木香 甘

草灸 各七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脾腎俱虛泄瀉

  (2) 補中益氣湯 -《內傷 : 勞倦傷治法》

    ㆍ構成 : 黃芪 一錢半 人參 白朮 甘草 各一錢 當歸身 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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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五分 升麻 柴胡 各三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勞役太甚或飮食失節身熱而煩自汗倦怠

    六神湯과 補中益氣湯의 合方에 山藥을 加한 처방이다.

    脾腎虛寒으로 발생한 오래된 泄瀉에 응용하는 六神湯과 勞

役太過한 경우에 응용하는 補中益氣湯을 合方하고 補脾腎하는 

山藥을 加하여 老人의 오래된 泄瀉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4) 加味六神湯

加味六神湯  

ㆍ構成 : 白朮 白茯苓 白芍藥 各一錢半 黃芪 一錢 當歸 陳皮 人蔘 

甘草 破古紙 肉豆久 木香

ㆍ主治 : 治泄瀉脾胃虛當夜則尤甚

  (1) 六神湯 -《大便 : 腎泄》

    ㆍ構成 : 肉豆蔲煨 破故紙炒 白朮 白茯苓 各一錢半 木香 甘

草灸 各七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空心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脾腎俱虛泄瀉

    六神湯에 白芍藥, 黃芪, 當歸, 陳皮, 人蔘을 加한 처방이다.

    脾腎兩虛로 인해 발생하는 六神湯에 補氣하는 人蔘, 黃芪와 

補血하는 當歸, 白芍藥와 健脾燥濕하는 陳皮를 가미하여 오래된 

泄瀉나 腎陽虛로 인한 야간 泄瀉를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5) 加味透膈湯

加味透膈湯  

ㆍ構成 : 木香 白豆蔲 檳榔 砂仁 枳實 厚朴 半夏 靑皮 陳皮 大黃 

芒硝 黃連 桔梗 神曲 麥芽 甘草 香附子 黃芩 各八分

ㆍ主治 : 治中腕氣滯呑酸嘔 痰涎及宿食留飮心痛或吐淸水

  (1) 透膈湯 -《內傷 : 呑酸吐酸》

    ㆍ構成 : 木香 白豆蔲 檳榔 縮砂 枳殼 厚朴 半夏 靑皮 陳皮 

甘草 大黃 芒硝 各八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棗二水煎服.

    ㆍ主治 : 治中脘氣滯噫氣呑酸嘔 痰涎

    透膈湯에 枳殼을 祛하고 黃連, 桔梗, 麥芽, 香附子, 黃芩을 

加한 처방이다.

    食滯나 氣滯로 인하여 나타나는 中膈不利에 透膈湯을 사용

하는데 이에 祛痰燥濕瀉火作用이 있는 黃芩, 黃連, 桔梗 등을 加

하여 中脘部의 痞悶, 嘔吐  關格에 사용하며, 일부 心痛에을 치

료하는 처방이다.

 16) 加味蔘苓白朮散

加味蔘苓白朮散  

ㆍ構成 : 人蔘 白朮 白茯苓 山藥 甘草 各一錢半 薏苡仁 蓮肉 桔梗 

白扁豆 縮砂 陳皮 各七分半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傷內脾胃虛弱飮食不進或吐瀉 大病後調助脾胃

  (1) 參苓白朮散 -《內傷 : 內傷調補藥》

    ㆍ構成 : 人參 白朮 白茯苓 山藥 甘草灸 各三錢 薏苡仁 蓮肉 

桔梗 白扁豆 縮砂 各一錢半 右爲末每二錢棗湯點服○剉取一兩入

薑三棗二水煎服亦可.

    ㆍ主治 : 治內傷脾胃虛弱飮食不進或吐瀉凡大病後調助脾胃

此藥極妙

    蔘苓白朮散에 陳皮를 加한 처방이다.

    內傷 脾胃虛弱으로 인해 발생하는 식욕부진이나 嘔吐 는 

大病후에 脾胃를 調理하는 蔘苓白朮散에 燥濕健脾의 效가 있는 

陳皮를 加하여 上記 效能을 배가시킨 처방이다.

 17) 加味胃苓湯

加味胃苓湯  

ㆍ構成 : 白朮 蒼朮 厚朴 陳皮 猪苓 澤瀉 赤茯苓 白芍藥 白茯苓 各

一錢 肉桂 甘草 各五分 三稜 蓬朮 各七分 入 薑三 棗二

ㆍ主治 : 治飮食卽吐瀉水穀不和

  (1) 胃苓湯 -《大便 : 泄證有五》

    ㆍ構成 : 蒼朮 厚朴 陳皮 猪苓 澤瀉 白朮 赤茯苓 白芍藥 各

一錢 肉桂 甘草 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入薑三片棗二枚水煎服.

    ㆍ主治 : 治脾胃濕盛泄瀉腹痛水穀不化

    胃苓湯에 白茯苓, 三稜, 蓬朮을 加한 처방이다.

    平胃散과 四苓散을 合한 것이 胃苓湯으로 水土不服으로 인

한 吐瀉에 사용하는데 白茯苓과 三稜, 蓬朮을 加하여 燥濕作用을 

더함과 동시에 體內에 머물러 있는 血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18) 金飮子

金飮子  

ㆍ構成 : 陳皮三錢 厚朴 蒼朮 甘草 各七分 入 薑三

ㆍ主治 : 治酒食傷和胃消痰 加乾葛二錢 赤茯苓 砂仁 神曲 各一錢 

尤好

  (1) 金飮子 -《內傷 : 醒酒令不醉》

    ㆍ構成 : 陳皮三錢 厚朴 蒼朮 甘草 各七分 右剉作一貼薑三片

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酒食傷和胃消痰

    東醫寶鑑 金飮子와 同一

 19) 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ㆍ構成 : 黃芪 一錢半 人蔘 白朮 甘草 各一錢 當歸身 陳皮 各五分 

升麻 柴胡 各二分

ㆍ主治 : 治勞役太甚或飮食失節 身熱而煩自汗倦怠 加黃栢三分以

滋腎水, 紅花二分入心養血

  (1) 補中益氣湯 -《內傷 : 勞倦傷治法》

    ㆍ構成 : 黃芪 一錢半 人參 白朮 甘草 各一錢 當歸身 陳皮 

各五分 升麻 柴胡 各三分 右剉作一貼水煎服.

    ㆍ主治 : 治勞役太甚或飮食失節身熱而煩自汗倦怠

    東醫寶鑑 補中益氣湯과 同一.

 20) 加味五痺湯

加味五痺湯  

ㆍ構成 : 羌活 白朮 防己 半夏 各二錢 陳皮 赤茯苓 蒼朮 當歸 白芍

藥 薏苡仁 各一錢 黃連 薑黃 烏藥 甘草 各五分

ㆍ主治 : 治四肢軟萎不仁膝下腹皮上冲胸 能飮食而忌於冲上 不能

臥痛解身無熱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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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五痺湯 -《風 : 五痺》

    ㆍ構成 : 羌活 白朮 薑黃 防己 各二錢 甘草一錢 右剉作一貼

入薑七片水煎服.

    ㆍ主治 : 治風寒濕氣客留肌體手足緩弱麻痺

  (2) 二陳湯 -《痰飮 : 痰飮通治藥》

    ㆍ構成 : 半夏製 二錢 橘皮 赤茯苓 各一錢 甘草灸 五分 右剉

作一貼薑三片水煎服.

    ㆍ主治 : 通治痰飮諸疾或嘔吐惡心或頭眩心悸或發寒熱或流

注作痛

    五痺湯과 二陳湯을 合方한 처방이다.

    風寒濕 三氣로 인해 나타나는 일체의 痺症에 사용하는 五痺

湯과 痰을 消散시키는 二陳湯을 合方하여 風寒濕이 오래되어 나

타나는 四肢의 痺症, 麻木  痛症을 치료하는 처방이다.

고찰  결론

    岐門秘 은 慶州 金氏 月城府院君派 34世孫인 五字 星字로

부터 한의업에 종사하여 8代째 내려오는 家傳 韓醫 經驗方으로 

내용은 傷寒門을 시작으로 18가지의 門으로 분류되었으며 약 

300가지의 處方이 수록되어 있다.

    이  傷寒, 風, 諸瘡, 大便, 便, 黃疸, 內傷을 고찰한 결과 

체 158가지의 處方  東醫寶鑑의 原文과 동일하거나 용량의 

변화가 있는 處方은 61가지이고 合方하거나 加減한 處方은 97가

지이다. 東醫寶鑑에서 引用된 處方은 藥材構成과 主治症을 해당 

門에서 찾아 기재하 고 加減된 藥材는 辛의 臨床本草學을 참고

하여 方解를 기재하 다.

    傷寒門에서는 70가지의 處方  41가지는 原文과 동일하고 

29가지는 合方을 하거나 加減을 하 다. 原文과 동일한 處方을 

제외하고 加減方에서는 太陽病에서는 九味羌活湯을 주로 사용하

고 陽病에서는 柴胡湯을 陽明病에서는 葛根解肌湯을 주로 

사용하 다. 傷寒表證에서는 香 散, 香葛湯을 주로 사용하 고 

咳嗽에서는 蔘 飮을 주로 사용하 다. 傷寒裏證에서는 承氣湯類

와 大柴胡湯을 사용하 다. 傷寒陰證에서는 藿香正氣散과 不換金

正氣散을 주로 사용하 다. 그 외에서는 傷寒結胸에 사용하는 

陷胸湯을 多用하 고 胸痞를 치료하는 桔梗枳殼湯을 多用하 다. 

加味에서는 주로 利氣解鬱하는 香附子, 陳皮를 多用하 다. 

    風門에서는 23가지의 處方  8가지는 原文과 동일하고 15가

지는 合方을 하거나 加減을 하 다. 의학의 中風疾患에 사용

되는 處方은 10가지이고 風門에는 속하나 眞中風이 아닌 歷節風

에 사용하는 處方은 4가지인데 牛膝腹煎湯은 著  先親의 處方

으로 主治는 쓰여져 있지 않으나 二妙散과 神痛飮의 合方으로 

보아 歷節風 즉 의학의 염질환에 사용되었을 것이라고 

사료된다. 風門이라하지만 東醫寶鑑에 頭門에 頭風을 치료하는 

川芎茶調散, 養血祛風湯, 一字輕金散등이 사용되었다. 이는 風門

을 넓은 의미로 해석하여 포함시킨 것으로 사료된다. 같은 경우

로 皮門의 紫白癲風을 치료하는 加味何首烏湯과 加味追風湯도 

風門에 포함되어 있다.

    眞中風 즉 의학의 뇌 질환에 사용되는 處方은 기

에 사용되는 祛風 氣 주의 處方이 많았으며 虛證에서는 手足

浮腫을 동반할 시에 萬金湯加味方을 제시하 다. 언어장애를 치

료하는 2가지의 處方에서 祛痰利竅, 安神益智하는 遠志와 開竅

豁痰, 醒神益智하는 石菖蒲를 가하 다. 中風患 의 便秘에는 大

便門에 있는 皂角元을 제시하 다. 

    中風處方에서의 加味는 주로 汗出의 有無로 麻黃과 桂枝를 加

味하여 中風疾患에서도 汗出의 有無를 요시 한 것으로 보여 진다.

    諸瘡門에서는 25가지의 處方  22가지는 合方을 하거나 加

減을 하 고 3가지는 藥材構成은 동일하거나 일부 藥材의 용량

이 변화되었다. 다른 門에서는 原文의 處方을 引用한 것이 다수 

있었으나 瘡門에서는 다른 門에 비하여 加減이나 合方이 많이 

이루어졌다.

    東醫寶鑑에서는 癰疽門과 諸瘡門, 傷門이 분리되어 있으나 

岐門秘 에서는 瘡門에 癰疽門과 諸傷門의 處方을 포함하고 있

다. 處方構成에서는 주로 癰疽門 處方이 多用되었고 瘡門과 傷

門, 咽喉, 風門의 處方들이 引用되었다. 外用藥은 咽喉門에 수록

된 備急丹과 硼砂散을 合方한 加味味仙散 한가지가 기재 되어있

다. 마지막 處方은 著  先親의 處方으로 處方名이 기재되지 않

고 의학  病名인 骨髓炎으로 되어 있다. 이 處方은 淸熱瀉

濕湯을 基本方으로하여 葉을 祛하고 金銀花, 蒲公英을 君藥으

로 構成하 다. 이로 보아 骨髓炎환자의 경우에 淸熱解毒을 爲主

로 하면서 瀉濕을 하 던 것으로 사료된다.

    大便門에서는 11가지의 處方으로 構成되었는데 이  4가지

는 原文과 동일하고 7가지는 合方을 하거나 加減을 하 다. 東醫

寶鑑에 大便門은 泄瀉, 痢疾, 大便秘結로 이루어져 있으나 岐門

秘 에서는 주로 痢疾에 한 處方 주로 構成되었고 泄瀉는 2

가지의 處方으로 實證에 사용하는 胃苓湯과 虛證에 사용하는 加

味四君子湯으로 構成되었다. 加味三黃湯은 寒門의 傷寒痞氣에 

수록된 處方인데 여기에 止血劑를 加味하여 便血에 응용되었다.

    痢疾에 加味된 藥材들은 주로 止血劑 주로 되어 있어 血便

의 상태가 동반된 경우에 사용하 음을 알 수 있다. 

    便門에서는 6가지의 處方  2가지는 原文과 동일하거나 

構成藥材의 用量을 조 하 고 4가지는 合方을 하거나 加減을 

하 다.  淋證處方이 한가지이고 便不利를 치료하는 處方 2가

지, 不通과 不禁을 치료하는 處方은 각 한가지이었다. 加味 氣

和中湯은 마지막에 기재되었지만 主治로 보면 內傷門에 수록되

어야 할 것으로 사료된다. 체 處方들은 주로 實證處方이 주

로 되었고 加味된 藥材들은 淸熱燥濕하면서 利水하는 藥材로 構

成되어있다.

    黃疸門에서는 3가지의 處方  1가지는 原文과 동일하고 2가지

는 加減을 하 다. 加味된 藥材의 특징은 淸利濕熱의 작용이 있다.

    內傷門에서는 20가지의 處方  2가지는 原文과 동일하고 18

가지는 合方을 하거나 加減을 하 다. 泄瀉는 大便門으로 분류되

지만 內傷門에서 5가지의 處方이 수록되었는데 實證에서는 三白

湯을 주로 加減하 고 虛證에서는 六神湯을 주로 加減하

다. 處方의 다수가 平胃散계열의 藥材를 많이 응용하 고, 특히 

食積類傷寒에 사용하는 陶氏平胃散계열의 處方이 5가지로 각기 

泄瀉, 食傷, 嘔 , 酒積등을 치료하 으며 食傷에서의 處方들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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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인 경우가 부분이었고 加味된 藥材는 주로 利氣解鬱하는 

香附子, 藿香, 砂仁이었다. 이것으로 보아 岐門秘 에서는 食傷에

서 정신 인 스트 스에 을 두어 치료한 것으로 사료된다.

    이상으로 보아 岐門秘 의 부분 處方들은 東醫寶鑑에서 인

용되어 著述 年代는 東醫寶鑑이 出刊된 이후인 것으로 사료된다.

    經驗方은 많이 散在되어 있는데 先代들의 臨床經驗을 聚合하

고 이것을 後代에 계승하는 것 한 韓醫學 발 의 한 가지 일이므

로 이에 한 자료수집과 연구가 진행되어야 할 것으로 사료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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