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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患有黃疸而時時發作的病人‧
病名。黃病二十八候之一。
(1)《諸病源候論 黃病諸候》
："風黃候，凡人先患風濕，復遇冷氣相搏，
則全身疼痛，發熱而體黃。"三十六黃之一。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愛笑，腰背急，手足強，囗乾，舌上生
瘡，三部脈亂，此是風黃。"臨床治療多用烙法及服祛風藥。
(3)《雜病源流犀燭‧諸疸源流》
："風黃，身不黃，獨目黃，其人肥，風
不外泄故也。宜青龍散。"
九種黃疸之合稱。
(1)《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九疸候，夫九疸者，一曰胃疸，二曰
心疸，三曰腎疸，四曰腸疸，五曰膏疸，六曰舌疸，七曰髓疸，八曰肉
疸，九曰肝疸。＂凡諸疸病，皆由飲食過度，醉酒勞傷，脾胃有虛熱所
致。其病身面皆發黃，但立名不同。
(2)《外臺秘要》卷四列九疸為胃疸、心疸、腎疸、脾疸、肺疸、舌疸、
肉疸、髓疸、肝疸。
三十六黃之一，《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面青掩囗，惡聞人聲，
或似顛狂，此是人黃。"治宜灸烙法，內服赤箭散。
(1) 三十六種黃病證候。
(2)《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夫諸黃者，其黃皆因傷寒為本，五臟互
有所傷，熱氣相侵，致使病人精神恍惚，六腑不和，七神無主，情意改
變。"其所指與一些急性發熱病引起的發黃及意識障礙相似。三十六種
黃為肝黃、心黃、脾黃、肺黃、腎黃、膽黃、腦黃、行黃、癖黃、胃黃、
鬼黃、奸黃、走馬黃、立黃、黑黃、體黃、勞黃、脊禁黃、食黃、火黃、
陰黃、氣黃、媼黃、髓黃、房黃、血黃、憂#黃、驚黃、花黃、瘧黃、
水黃、蛇黃、牛黃、鴉黃、雞黃、蚰蜒黃等。
(3)《聖濟總錄》卷六十一云黃病三十六種"皆非黃疸之比"。謂本病多發
生在東南地帶，地氣濕熱，易成瘴毒，人感而成黃，其所指似包括我國
南方一帶地區性傳染病。所載三十六黃為心黃、肝黃、脾黃、肺黃、腎
黃、鬼黃、奸黃、血黃、人黃、髓黃、蔭黃、急黃、氣黃、癇黃、白黃、
明黃、膽黃、驚黃、風黃、走精黃、酒黃、雞黃、蚰蜒黃、火黃、走馬
黃 、房黃、黑黃、厭黃、水黃、爪黃、腸黃、犢黃、豬黃、土黃、蝦
蟆黃。
病名。五疸之一。
(1)語出《金匱要略．黃疸病脈証并治》
。多因房勞醉飽傷腎，瘀血內阻，
血蓄小腹所致。證見額上微黑，一身盡黃，微汗出，手足心熱而反
覺惡寒，因作黑疸。薄暮即發、膀胱急、少腹滿、小便自利、大便
溏黑。此女勞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臨床所見本證多出現在
黃疸病的後期，是氣血兩虛、濁邪瘀阻的證候。常伴有脅下積塊脹
痛、膚色暗黃、額上色素沉著、舌質暗紅、脈弦細等，嚴重的發生
臌脹。
(2)《症因脈治，黃疸論》
：“女勞疸之症，發熱惡寒，膀胱急，小腹滿，
身黃額黑，足心熱，大便或黑或溏，腹脹如水。＂
(3)治以補腎消瘀為主，方用減黃丹、小菟絲子丸、硝石礬石散等。小
腹連腰下痛者，宜大黃附子湯、去細辛加肉桂或用豬膏髮煎。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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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倦，頭目昏重，脾氣不運，大便不實者，宜四君子湯下硝石礬石
丸。實者用石膏散;虛者用腎疸湯。小便不利者，用滑石散。房勞黃
病，體重不眠，眼赤如硃，腹中塊起若瘕者，宜灸心俞、關元、二
穴，各二七壯，兼烙舌下。並用婦人月經衣連血燒灰，空心酒服二
錢，日二服，三日即效。
小兒身熱痿黃 病證名。指小兒夏令發熱，筋骨痿弱，身目發黃。
《衛生寶鑑》
："小兒身體蒸熱，胸膈煩滿，皮膚如潰橘之黃，眼中白睛
亦黃，筋骨痿弱不能行立。此由夏季之熱加以濕蒸搏於經絡，入於骨髓，
使臟氣不平，故脾逆乘心，濕熱相合而成此疾也。"心火實則身體蒸熱，
胸膈煩悶;脾濕勝則發黃;肝腎受邪，則筋骨痿弱。由濕熱鬱蒸肌膚筋骨
所致。治宜清熱利濕，舒筋活絡，而治痿獨取陽明，故治宜清瀉陽明為
法，用瀉黃散加茵陳蒿，苡米、木瓜之類。
小兒疸
病兒因脾臟虛弱，運化失職，溼熱留於肌膚，發為黃疸所致。多見身痛
背強，二便澀滯，遍身面目爪甲皆黃，若小便褐澀者難治，尿道通利者
易治。（一說小便利者易治，澀者難治。）
(1)治法如下:陽黃宜茵陳湯、犀角飲、連翹赤小豆湯、加減瀉黃散、張
渙蘆根湯、子芩散、三黃散、雙連丹之屬; 陰黃宜當歸丸、小半夏湯之
屬。滲溼宜茯苓滲溼湯之屬。消食宜消食丸之屬。或用三稜、蓬莪朮、
青皮、陳皮、神麴、麥芽、黃連、甘草、白朮、茯苓各等分為末，溫水
調服。
(2)加減: 吐瀉，加山楂。
時氣吐瀉，加滑石。
發熱，加薄荷。
和胃，宜平胃散、調中丸之屬。
搐鼻，宜瓜蒂散之屬。
乾黃小便利，四肢不沈重，口渴引飲者，宜梔子柏皮湯。
溼黃小便不利，四肢沈重，渴不欲飲者，宜大茵陳湯。
大便自利而黃者，宜茵陳梔子黃連三物湯。
往來寒熱，一身盡者，宜小柴胡加梔子湯。
腹大食土者為脾疳，若兼口渴引飲者，宜瀉黃散。
病後發黃肢體浮腫者，宜白朮散。
清便自調，肢冷嗜臥者，宜益黃散。
身澹黃白色者，宜調中丸及補中氣湯加茵陳。
身熱膈滿，肌膚面目皆黃者，宜加減瀉黃散。
閉目壯熱啼哭不已，小便赤澀，口中氣熱者，此妊娠厚味，胎
毒蘊積，宜母子並服生地黃湯。
忌酒麵五辛熱物，黑疸諸藥不效者，宜千金赤苓散或用土瓜根
搗汁五合，分服之。
黃黑諸疸藥不效者，用當歸三兩、桂心六兩、乾棗十七枚（去
核）、麥冬一升、茵陳、黃芩、黃耆、乾薑、茯苓、芍藥、黃
連、石膏(研）、人參、甘草各二兩，水一斗，煮取三升半，分
四服，兒小酌減。
小兒黃病
病名。
(1)《太平聖惠方》
："夫小兒黃病者，是熱入於脾胃，熱氣蘊結，與穀氣

相搏，蒸發於外，故皮膚悉黃，眼赤黃也，脾與胃合，俱象於土，候於
肌肉，其色黃，故脾胃內熱，即蒸發於外，令肌膚黃也。
(2)"《幼幼集成》謂小兒黃病，濕熱發黃者少，脾虛發黃者多。蓋脾土
強者，足以捍御濕熱，必不生黃，惟其脾虛不運，所以濕熱乘之，治宜
茵陳五苓散，去其濕熱，黃稍退，即速健脾，若面目俱黃而帶虛浮，唇
白舌淡，囗不渴，身不熱，夜無煩熱，小便不澀，不可認為濕熱而分利
之，速救脾胃，宜用四君子湯加減為治。
10. 小兒黃疸
病兒脾弱失運，濕熱留於肌膚，發為黃疸。兒疸周身及面目爪甲皆黃，
多見身痛背強，二便澀滯，若小便褐澀者難治，尿道通利者易治。
11. 小兒瘀熱發黃 病證名。小兒瘀熱在裏而發生的黃疸。
《聖濟總錄》第一百七十四:"小兒瘀熱在胃，或濕熱相搏，熏在肌肉，
其證目黃，身或疼痛，肌肉如橘色。或得之傷寒，或得之邪氣，或得之
風溫，皆脾胃氣虛，邪熱與穀氣相搏所為也。"治宜清熱利濕，涼血解
毒，用《證治準繩》地黃湯:茵陳、生地、川芎、赤芍、當歸、花粉、
茯苓、澤瀉、甘草加減。
12. 五色黃
黃病二十八候之一。由脾熱引起身黃。見《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若脾更移熱於它臟，則於身面、眼目、舌下並可出現該臟之色。如脾移
熱於肝則可見眼青黃，面色青，脈亦青;如脾移熱於心，則其人身熱而
發赤黃，眼赤高視，心腹脹滿，脈亦赤;如脾移熱於肺，其人身熱發黃
白，舌下生白垢;如脾移熱於腎，則其人身熱發黑黃，唇黑眼黃，舌下
脈黑等。
13. 五疸
五種黃疸的合稱。
(1)《金匱要略．黃疸病脈証并治》指黃疸、穀疸、酒疸、女勞疸、黑
疸五種。
(2)《備急千金要方》卷十指黃疸、穀疸、酒疸、女勞疸、黃汗五種。
(3)《肘後備急方》卷四：“疸病有五種，謂黃疸、穀疸、酒疸、女疸、
勞疸也。＂
(4)指五種黃疸的病因。
《本草綱目》卷三：“黃疸有五，皆屬熱濕。有
瘀熱、脾虛、食積、瘀血、陰黃。＂
14. 內黃
黃病二十八候之一。《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熱毒氣在脾胃，與穀
氣相搏，熱蒸在內，不得宣散，先心腹脹滿氣急，然後身面悉黃，名為
內黃。"治宜選用梔子散、茵陳散、三黃散等方。
15. 內傷黃疸
病證名。指因脾胃內傷所致的黃疸。
(1)《症因脈治》卷三。包括穀疸、酒疸、女勞疸、陰黃在內。
(2)《醫學綱目》卷二十一："勞役形體，飲食失節，中州變寒，病生黃，
非外感而得，只用建中、理中、大建中足矣。"
(3)《石室秘錄‧黃疸》
。"黃疸，蓋外感之濕易治，內傷之濕難醫，外感
單治濕而疸隨愈，內傷單治濕而疸難痊，瀉水則氣愈消，發汗則精愈泄，
"治宜健脾、化濕、溫腎、利膽為主。忌用攻法。
16. 心疸
病名。因心中虛熱所致皮膚盡黃而面目獨白，煩渴引飲，水停心下時作
水聲，胸前汗出的病症。此證多見心煩心熱之象。
(1)九疸之一。《外台秘要》卷四：“心癉，煩心，心中熱，葛根主之。
"
(2)《辨證奇聞》
：“心疸之症，煩渴引飲，一飲水即停于心之下。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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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聲，胸前時多汗出，皮膚盡黃惟兩目獨白、人以為黃疸也，誰知
是心中虛熱以成之乎。＂治宜“補肝氣以生心，瀉其火濕以逐熱。＂
方用瀉肝利濕湯。治宜黃連、茜根之屬。
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心黃者，目赤，舌上生瘡，心悶喘急，多
言無度，或笑或嗔，微微汗出，囗乾舌短，起臥不安，神思恍惚，小便
赤難，心下脹滿，狀如風火，悲哭，手亂捻物者難治。"治法用生地黃
飲子、馬牙消散等方。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面赤，囗張，氣喘，多驚，饒睡，手
腳煩疼，舌上瘡生，心下急悶，不欲飲食，舌縮囗乾，七八日內必發狂
走，即是心黃。"治用柴胡湯並加灸法。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水黃者，身面青黃，
腳膝浮腫，心腹脹滿，上氣煩悶，語聲不出。"治用大黃甘草湯等方。
三十六黃之一。病人遍身如火色。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火黃者，遍身如火色，兩腋下有赤點子，
狀加粟米或如麥麩。其點子紫色多，黑色少者可治;黑色多，紫色少者
難治。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先體熱身赤，午後卻涼，遍身有赤點
起，宜烙腳心、背心、手心、百會、下廉即差。如生黑點，不可療也，
如無黑點，宜服紫草湯。
三十六黃之一。《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爪黃之病，口苦舌乾，身體
急強，面目俱黃，行履不得，言語狂亂，四肢疼痛，發即便走。"治用
灸烙法，內服瓜蒂散等方。
病症名。
(1)《症因脈治》卷三。指因外邪失治傳裏，化熱熏蒸所致的黃疸。
(2)《素問‧玉機真藏論》
："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華直，皮膚閉而為
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
腹中熱，煩心出黃。"傷寒陽明病可見本證。
(3)《傷寒論‧辨陽明病脈證並治》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便
不利，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柏皮湯主之。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連翹赤小豆湯主之。
(4)《諸病源候論》有風黃候、傷寒變成黃候、時氣變成黃候、溫病變
成黃候等。按其病因，均屬外感黃疸的範疇、亦指臟腑素有積熱，復受
外邪誘發所致的黃疸。治療當以去邪、清熱、利濕為主。
病名。一般常見之黃疸病。內因脾胃積熱，外因風濕相搏，閉鬱於腠理，
濕熱熏蒸而成
《症因脈治》卷三:"正黃疸之症:食已即飢，遍身俱黃，小便或赤或不利，
憎寒壯熱，身體如腫。"多由臟腑積熱，並於脾胃之間，外因風濕相搏，
閉鬱腠理，溼熱薰蒸，盦而成黃。如見表證脈浮，可汗解，用桂枝黃耆
湯。若寒熱，胸滿，煩嘔，用小柴胡湯。惡寒身痛，表不解者，用麻黃
醇酒湯。若腹滿小便不利而赤，自汗出，為表解而裏有實熱，宜下，用
大黃硝石湯、茵陳湯。小便不利，用加減五苓散。胸滿嘔吐，用小半夏
湯。黃結上焦者，用瓜蒂散吐之。外治可用吹鼻法，出其黃水。
證名。黃疸已退因觸犯禁忌復發者。黃疸二十八候之一。
《諸病源候論‧

24. 白黃

25. 目黃

26. 奸黃

27. 肉疸

28. 舌疸
29. 色疸
30. 血疸

31. 血黃

32. 行黃

黃病諸候》
："有得黃病已瘥，而將息失宜，飲食過度，犯觸禁忌，致病
發胃，名為犯黃候。"犯黃即指黃疸已退而又發者，多屬慢性肝臟疾患。
三十六黃之一。
《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顏色乾枯，目下赤、囗乾
舌縮，心中恍惚，四肢煩重，此是白黃。"治用灸烙法，內服地黃當歸
湯。
目內白睛(鞏膜)作黃色也。
(1)《金匱藏府經絡先後病脈証篇》目色黃者便難。按此證因風氣與陽
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風氣不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
煩渴引飲，然其黃止於兩目，非若黃疸兼及於全身，宜越婢加朮湯、桂
枝二越婢一湯、青龍飲、之屬。病久體虛者，理苓湯倍用苓桂。若因黃
疸病而目黃不除或頭重者，宜用瓜蔕散搐鼻，俟黃水流出後，以茵陳五
苓散清利之。
(2)《羅氏會約醫鏡‧雜證》謂"然目黃亦有虛實之異。實熱之黃，以濕
熱內蓄，鬱蒸而成，清其熱而黃自退；若虛寒之黃，以元陽日剝，津液
消索而然，無煩熱脈症，惟有乾涸枯黃，此則其衰已甚，須大加溫補，
始可救治。"
(3)《醫學綱目‧目黃》"經云:目黃者曰黃疸，然亦有目黃而身不黃者，
風氣自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眥，其人肥，風氣不得外泄，則為熱中
而目黃。"治宜選用青龍散等方。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奸黃者，是鬼黃變入奸黃也。面目遍身
俱黃，言語失錯，心神狂亂，詐奸黠如不患人，若不與漱，即口舌乾燥，
氣喘者難治。"治用犀角散。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向明臥多，愛索鞋擬起，身體全冷，
肉色蒼黑，睡中啼泣，或狂言妄語。此是奸黃。"治用茯神湯。
病名。
(1)《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為九疸之一，症見身面發黃，飲少，小
便多而色白如泔之証。
(2)《三因極一病証方論》卷十：“發于脾，則為肉疸。＂多因飲食過
度，醉酒勞傷，脾胃有瘀熱所致。治宜清利濕熱，寒水石散等方。
病名。見《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為九疸之一。因飲食過度，醉酒
勞傷，脾胃有瘀熱所致。症見身面發黃，口渴便數。治宜清心降火。
女勞疸之別稱。
病証名。出《奇效良方》
。指嬰兒血分熱毒而引起的黃腫。小兒胎熱者，
初生下肌膚紅白，二月以後，遍身黃腫，眼閉不開，作呻吟聲。此因胎
內有熱或因妊母服熱藥，熱毒遺于胎兒所致。治宜內服清熱解毒之劑，
外用黃柏煎水浴之。
病證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血黃者，頭痛心悶，眼運欲倒，胸膈熱壅，
鼻衄不止，咽喉乾燥，舌上生瘡。若身熱如火，頭面腫者，難治。"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三日鼻中出血，大小便亦下血，心間
煩悶，腹中有塊，痛如蟲咬，吐逆喘粗，此是血黃。"治用點烙法或服
續隨湯。
證名。黃病二十八候之一，黃疸而不影響行立者。

33. 肝疸

34. 肝黃

35. 肝鬱黃疸
36. 走馬黃

37. 走精黃

38. 房黃

39. 肺疸

40. 肺黃

41. 表邪發黃
42. 金勞黃
43. 急黃

(1)《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瘀熱在脾藏，但肉微黃，而身不甚熱，
其人頭痛心煩，不廢行立，名為行黃。"
(2)《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治行黃方，用黃芩、麥門冬、犀角屑、栝
蔞根、梔子仁、甘草等藥。
病名。九疸之一。
(1)《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由飲食過度，醉酒勞傷，脾胃有瘀熱所
致。症見身面發黃，胃熱飲水多，治宜秦王散等方。或宜白朮之屬。(2)
《辨証奇聞》載述肝疸由肝氣鬱結，濕熱不散引起。症見全身盡黃，而
以兩目為甚，氣逆，手足發冷，腰以上汗出不止。治法以疏肝解鬱、分
利濕熱為主，方用利肝分水散。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肝黃者，面色青，四肢拘急，囗舌乾燥，
言語蹇澀，面目不利，爪甲青色，若背上浮腫，腹脅脹滿者難治。"冶
用烙法及柴胡散、犀角散等方。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齒黃，目如丹赤，囗燥熱渴，氣力虛劣，
身體青黃，即是肝黃。"治用灸烙法或土漿方及知母湯等。
病證名。見《診餘集‧黃疸》
。其症"忽然嘔吐，發熱，遍體疼痛，熱退
則面目俱黃，此宜從疏肝理氣，利濕健脾自愈，又不可用溫熱也。"
三十六黃之一。
《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走馬黃者，眼目黃赤，煩亂
狂言，走臥不安，氣力強壯，唯愛嗔怒，怒目高聲，打罵他人，猶如癲
醉。若厥逆者難治。"治用點烙法，內服竹葉湯等方。
病證名。三十六黃之一。《聖濟總錄》卷六十一:"走精黃，病人昏昏欲
睡，四肢疼痛，面目俱黃，舌上紫色，甚則舌面坼裂，及加黑色，此是
走精黃，宜用藥烙之。"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房黃者，眼赤身黃，骨髓煩疼，頭目昏痛，
多饒睡臥，體虛無力，夜多夢泄，神思不安，腰腳酸疼，小便黃赤。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身體沉重，狀似著熱，不得睡臥，小便
黃色，眼赤如朱，心下塊起，狀如癡人。"治用點烙法，內服鹿茸散等
方。
病名。
(1)九疸之一。
《外合秘要》卷四：“肺疸，飲少，小便多。＂一名膏疸。
(2)《辨証奇聞》:肺疸為肺氣虛而失清肅之職，不能通調水道，以致濕
熱逗留而發黃者。証見鼻塞不通，頭面俱黃，口淡咽乾，小便不利。
治宜宣通肺氣，健脾利水。方用揚肺利濕湯。
病名。三十六種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肺黃者，眼目白色，頭面微腫，鼻衄不止，
多涕憎寒，遍身生赤粟子，壯熱，腹脹胸滿，上氣。若粟子紫黑色及腫
者，難治。"治宜用栝蔞散方，及瓜蒂末搐鼻出黃水等法。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肺黃，囗乾舌縮，目赤鼻血出，…‥煩渴
欲得飲水，及大便不利。"治療可用灸法或消消湯。
即傷寒發黃。
古病名。見《儒門事親》卷六。即脾疸。
病名。

44. 疫病發黃

45. 胃疸

46. 胃黃

47. 胃熱胎疸

48. 胎疸

49. 胎黃

(1)《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卒然發黃也。黃疸病病勢急驟險惡者。
因濕熱毒邪燔灼營血所致的黃疸，它的特點是發黃急驟，卒然面目全身
發黃，或初不發黃，死後身面發黃者，伴有高熱煩渴，溲赤，胸滿腹脹，
甚則神昏譫語，衄血，便血，或發斑等，脈多弦滑數，舌紅絳，苔黃膩
或燥。有初得病身體面目即發黃者，亦有初不知黃死後纔變黃者。本病
是因脾胃素有積熱，穀氣鬱蒸而復為客氣熱毒所加，燔灼營血所致。濕
熱之毒熾盛，灼傷津液，內陷營血，邪入心包所致。是陽黃的重證。急
黃與後世所稱之瘟黃相似，治以清熱解毒、涼血開竅為主。
(2)方如《千金要方》犀角散、黃連解毒湯、梔子丸、神犀丹、安宮牛
黃丸等。並宜中西結合搶救治療。與後世瘟黃相似，參瘟黃條。本病可
見於急性、亞急性肝壞死，化膿性膽管炎及鉤端螺旋體病之黃疸出血型
等。
天行時疫而發黃也，此證脈數發熱，口渴引飲，便秘溲赤。由邪熱在陽
明所致。凡時行感冒，伏暑未解，皆能患之。惟由疫而發者，殺人最速，
宜解疫毒而救脾胃，用生首烏、黑豆、扁豆、甘草、鮮黃土、石斛、麥
冬、赤苓、車前、神麴、穀芽、陳皮、之屬。餘如茵陳瀉黃湯、濟生茵
陳湯之屬，亦可酌用。若其人脾胃素虛，脈細無力，體倦少神，冷汗自
出，大便不實者，宜急救脾腎，俾不至內傳厥少，而有虛脫之險。
病名。
(1)見《素問．平人氣象論》。指多食多飲之証，已食如饑者胃疸。《外
臺秘要》卷四：“胃疸，食多喜飲，梔子仁主之。＂
(2)九疸之一，見《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病由飲食過度，醉酒勞傷，
脾胃有瘀熱所致。其症以身面皆發黃，食多喜飲為特徵。此證因胃
熱消穀。食多喜飲。面目黃瘦。胸滿脅脹。小便秘赤。宜梔子仁。
或補中益氣湯加豬汁、炒川連酒黃蘗、澤瀉。
(3)即穀疸。《雜病源流犀燭．諸疸源流》：“如食已頭眩，寒熱，心中
怫鬱不安，久則身黃，穀疸也，因飢飽所致，亦名胃疸，以胃氣蒸
衝得之。＂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胃黃者，吐逆下利，
心腹氣脹，或時煩悶，不能飲食，四肢無力，若唇囗面目舌根黑者，難
治。"治用點烙法及服人參散等方。
病証名。出《小兒藥証直訣》。指小兒生下百日或半歲內出現黃疸。症
見身黃壯熱，腹脹口渴，大便秘小便赤澀。由陽明胃熱．濕邪留滯，濕
熱郁蒸而發。治宜清利濕熱，用茵陳蒿湯合五苓散。熱重，用黃連解毒
湯加減。
病証名。指新生兒出現的黃疸。又名胎黃。
(1)《諸病源候論》卷四十六：“小兒在胎，其母氣有熱，薰蒸于胎至
生下小兒，體皆黃，謂之胎疸也。＂
(2)《幼科鐵鏡》
：“胎黃，由妊母感受濕熱，傳于胞胎，故兒新生，面
目通身皆黃如金色，壯熱便秘，溺赤。＂治宜清熱化濕，用茵陳蒿湯加
味。若小兒先天元氣不足，脾氣血弱，寒濕不化，面色黯黃無澤，肢冷，
便溏，治宜溫脾化濕，用理中湯加茵陳蒿。
病證名。初生胎兒黃疸。
(1)《幼科全書》。即胎疸。初生兒於出生後數天面目、皮膚發生黃疸，

50. 胎癉
51. 胞疸

52. 風疸

53. 風黃疸
54. 風癉
55. 氣黃

56. 病後黃

57. 疳黃

58. 疸

59. 疸黃

叫"胎黃"，或稱"胎疸"，即現在所稱的新生兒黃疸。
(2)《幼科鐵鏡》
："胎黃，由妊母感受濕熱，傳於胞胎，故兒新生，面目
通身皆黃如金色，壯熱便秘，溺赤。"即胎疸。宜母子並服地黃湯及地
黃飲子、犀角散、之屬。或用生地花粉、茵陳各一錢，煎服。若色淡黃
兼白者，此胃怯也，宜白朮散。若生下百日後，不因病而身微黃者，此
胃熱也，宜清之。輕症一般不用治療，黃疸可自行消退。
即胎黃。
証名。黃疸二十八候之一。其証大小便皆色黃如黃柏汁。
《諸病源候論．
黃病諸候》：“胞疸之病，小腸有熱，流于胞，內故大小便皆如蘗汁，
此為胞疸。＂
古病名，黃病之一。
(1)《備急千金要方》卷十：“風疸，小便或黃或白，洒洒寒熱，好臥
不欲動。＂
(2)《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夫風疸者，由風氣在于腑臟，與熱氣
相搏，便發于黃，小便或赤或黃，好臥而心振，面虛黑。＂如兼見身體
皆黃，小便赤澀，宜服牛黃散方;如臟腑風熱相搏，心神不安，多臥少
起，小便赤澀，犀角散方。
古病名。
《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夫風濕在於府藏，與熱氣相搏，
便發於黃，即小便或赤或白，好臥而心振，面虛黑，名為風黃疸。"
癉病之屬風者。《史記扁鵲倉公列傳》風癉客。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氣黃者，上氣心悶，腹脅脹痛，兩腳冷
疼，睡臥不安，小便淋澀，狀似脾黃。"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氣黃，病人初得，先從兩腳黃腫，大小便
難，心中戰悸，面目虛黃，不能食。"治用灸烙法，內服葫蘆飲方。
此證有由失血後而黃者。蓋人身以血為榮，血旺則面色紅潤，血去則面
色黃枯也。有因瘧後發黃者，此脾病色見於面也，治宜理脾異功散，加
黃耆、扁豆(諸病後黃皆宜用之)。若胃脘久痛而變黃者，乃脾胃大虧，
或挾瘀血痰飲所致，虛熱者宜脾陰@……..(觀)
病證名。指小兒疳疾兼有發黃。症見身黃浮腫，狀似黃疸，但目不黃，
伴有疲倦少神，時吐黃水，毛發皆直，嗜異等。由於疳疾而致中焦濕熱
鬱蒸，脾失運化而成。亦有疳疾日久而致血虛黃腫者。治宜健脾除疳，
先服茵陳五苓散，繼用香砂六君子湯，以理虛和胃。
與癉同。溼熱之偏體發黃或發黑者。通治諸疸。宜用當歸、三兩。桂心、
六兩乾棗、十七枚(去核)。麥門冬、一升。大黃、一兩。茵陳、黃芩、
黃耆、乾薑、茯苓、芍藥、黃連、石膏、人參、甘草各二兩(一方無黃
耆）@父咀以清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四。小兒量減服。
病名。中醫名為黃疸。
(1)三十六黃之一。
《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體上黃綠色，胸中氣滿，
或硬，不下飲食，此是疸黃。"治宜用灸絡法或用黃芩湯。
(2)驚恐膽虛而致的黃疸。
《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膽黃者，面色青黃，
多驚少臥，悲泣不定，嗔怒無恒，舌上生瘡，唇口乾燥，若喘粗不
止者，難治。"《景岳全書．雜證論》:"膽黃證，凡大驚大恐及鬥毆
傷者皆有之。"""其證則無火無濕，其人則昏沉困倦，其色則正黃如

60. 茶黃

61. 酒疸

62. 酒黃

63. 酒黃疸
64. 鬼黃

65. 梔黃痧

染。凡此數證，皆因傷膽，蓋膽傷則膽氣敗而膽液泄，故為此證。"
選用甘溫、酸澀、重鎮等藥，亦可用車前子等方。
病證名。指小兒遍身黃腫而嗜茶葉等異物的病證。《幼科鐵鏡》:"茶黃
者，小兒胃腑積有濕熱，嗜食茶葉，或嗜生米、瓦礫黃土所致，遍身皆
黃而腫。"治宜清胃化濕，用平胃散加茵陳蒿、梔子。一說用青礬炒黃
豆，隨意食之有效。
病名。五疸之一，亦稱酒黃疸。
(1)語出《金匱要略．黃疸病脈証并治》心中懊憹而熱。不能食。時欲
吐。名曰酒疸。（又）酒黃疸者，或無熱譫言，小腹滿欲吐，鼻燥，
其脈浮者先吐之，沈弦者先下之。（又）夫病酒黃疸。必小便不利。
其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又）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
（又）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又）酒疸下之，
久久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薺狀，大便正黑，皮膚抓之不
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按此證因飲酒過度，以致脾胃
受傷，運化失常，濕濁內鬱生熱，濕熱交蒸，膽熱液泄所致。
(2)《寓意草．論錢小魯嗜酒積熱之証》謂飲酒過度，熱淫內熾，"故膽
之熱汁，滿而溢出于外，以漸滲于經絡，則身目俱黃，為酒疸之病。＂
証見身目俱黃，面發赤斑心中懊憹熱痛，鼻燥，腹滿不欲食，時時
欲吐，小便赤澀等。治宜清利濕熱，解酒毒。若脈浮滑，欲吐甚者，
當先探吐。脈沉滑而腹滿大便秘者，當先下之。實者宜梔子大黃楊。
虛者宜花解酲湯加茵蔯蒿。心滿不食或心中懊憹，小便黃赤者，宜
當歸白朮湯或茵蔯蒿湯。變成腹脹，漸至身面足俱腫者，急須培土，
宜藿香扶脾丸。酒疸下之，久久為黑疸者，宜梔子大黃湯去大黃，
合犀角地黃湯、不應去地黃、加桂心、桃仁、穿山甲。餘如加味柴
胡湯、藿枇飲、小麥飲、大黃湯、葛根湯、梔子仁煎湯調五苓散或
生料五苓散加乾葛一錢，均可酌用。本病見于酒精性肝炎、酒精性
肝硬化、膽汁鬱積性肝炎等。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五臟積熱，面赤，
言語帶邪，昏沉錯亂，目中黃色，此是酒黃。灸後心、百會、下廉三處
百壯。若惙氣上喘，脈如屋漏，此候不治，如只大便下血，宜服澤瀉湯
方。"
即酒疸。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黃疸而見精神桄惚，言語錯亂者。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鬼黃者，面色或青或黑，遍身皆黃，狂語
多驚，皮膚枯，舌根謇澀，心中恍惚，常見鬼神，或自強言，詐作惺惺。
若鼻中灰色，舌黑，毀裂衣裳者，難治。"治用丹砂散。-黃疸兼有妄見
鬼物(幻視)者。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汗不出，漸加困重，惙氣心脹，唇黑
遍身黃，妄見鬼物，道得古人名字，此是鬼黃。"治用龍齒湯。見於慢
性或嚴重肝病所致的肝性腦病。
此證身面眼珠俱黃、四肢僵直、目直視、六脈似有似無、大小便閉、奄
奄欲死。宜以蟾酥丸、玉酥丹之屬開竅。兼刺手足十指尖及曲池、肩井、
陽交、委中、四穴。並用茵陳、瓜蔞仁、黑山梔、陳皮、桃仁、連翹、
金銀花、枳實、黃芩、赤芍、大黃、之屬，水煎服。

66. 產後疸症

67. 陰 黃

68. 陰疸

69. 陰癉
70. 蚰蜓黃

71. 勞黃

病名。見高淑濂《胎產方案》。多因產婦平素體熱，產後氣血更虛，風
寒濕邪乘虛而入膽，鬱而發熱，溼熱薰蒸，膽汁泛溢肌膚，症見皮膚色
黃，四肢倦怠，食少經閉，發熱，脈弦者，甚則目黃，尿黃如茶汁者，
治宜加減陰疸湯(人參、柴胡、白芍、甘草、乾薑、半夏、黨參)，兼陽
虧者加桂附;兼陰虛者加當歸、熟地; 微熱者加丹皮。或用白朮(一兩)、
人參、秦艽、牡丹皮、生地黃、木通、柴胡、芍藥(各五錢)、川芎、黃
芩、乾葛(各一錢)、甘草(五分)，分為十二劑，水煎，食前熱服。古人
認為產後疸證不宜用茵陳等清熱利膽藥，因茵陳清熱利熱，主治濕熱黃
疸，其病因、病理與產後疸症不同。
黃疸兩大類型之一。
(1)《景岳全書‧雜證論》："凡病黃疸而絕無陽證陽脈者，便是陰黃。"
《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陽氣伏，陰氣盛，熱毒加之，故但身面色
黃，頭痛而不發熱，名為陰黃。"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寒熱，並十指疼痛，鼻中煤生，此是陰
黃。"治療宜"先烙上脘穴，更灸二十壯，次烙氣海、下廉、內乳等穴。
不差，灸氣海、天窗、百壯。更宜服麻黃梔子湯。"若見人中反者，病
情較為嚴重。陰黃為黃疸病之濕多熱少者，身目悉黃，色如煙熏，多因
脾陽不振，寒濕內蘊或過服寒涼所致；亦可因陽黃日久轉化而致，以白
睛(鞏膜)及皮膚黃色澤晦暗不鮮明為特徵，並見神疲乏力、脅肋隱痛、
腹脹、胃納差、渴不欲飲、小便清、大便溏薄，舌質淡、苔白滑，脈沉
細遲等。治宜調理脾胃、溫化寒濕，方如茵陳五苓散、茵陳朮附湯、茵
陳四逆湯等。多見於慢性肝炎、肝硬化、慢性膽囊炎、膽結石、肝硬化
等病。
病名。又名陰癉。黃疸之屬陰寒者。其証一身面目色黃晦暗，無熱惡寒，
小便自利。
(1)《醫鈔類編》卷九：“陰疸，無熱惡寒，小便自利，脈遲而微。誤
開鬼門則肌膚冷硬，自汗不止，誤潔淨府則膀胱不約，小便如奔。
(2)《醫門法律．黃癉門》"陰癉病，誤從陽治，襲用苦寒、倒行逆施，
以致極重不返者，醫殺之也…。其始必先退陰復陽，陰退乃從陽治。＂
治宜溫陽散寒，用茵陳附子乾薑湯等方。
(3)高淑濂《胎產方案》：“產後黃疸名曰陰疸。＂。
即陰疸。見《醫門法律．黃癉門》。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蚰蜓黃者，喉中似噎，喘息不調，四肢
疼悶，言語不正，水米難下，若頰內有青脈出口角，手足亂動，冷者難
治。"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身體涼冷，舌上黑脈，及兩頰有青脈
起，目黃時時變異，腦如針刺，頭旋欲倒者，是蚰蜓黃。"治用治用點
烙法，或內服半夏散等方。
病證名。
(1) 黃病二十八候之一。《諸病源候論》卷十二︰"脾臟中風，風與瘀熱
相搏，故令身體發黃，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發，膀胱急，
四肢煩，小便自利，名為勞黃。"
(2)三十六黃之一。
《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勞黃者，四肢無力，骨節

72. 寒濕發黃

73. 發黃
74. 腎疸

75. 腎黃

76. 脾疸

77. 脾虛發黃

78. 脾黃

煩疼，或時吐逆，不能下食，鼻中乾燥，身熱疼悶，漸覺羸瘦，寒熱不
定。若喘息氣粗者難治。"若心熱勞黃，可見囗乾舌澀，面目俱黃，上
氣喘急等症。治宜選用柴胡散、龍膽散、秦艽散、鱉甲散等方。
病證名。屬於陰黃範疇。見《證治匯補‧黃病章》。指因寒濕鬱滯，脾
陽虛弱，膽液外滲引起之黃疸。患者身目發黃色暗晦，神疲畏寒，食慾
不振，脘腹脹悶，大便不實，小便短少，脈沉濡或濡緩，舌淡苔膩。宜
溫中化濕，方如茵陳朮附湯、茵陳四逆湯、理中湯加味等。
指由各種不同原因引起遍身皮膚或眼鞏膜黃雜的症狀。
病証名。九疸之一。因腎寒所致的黃疸病。主証身體面目俱黃，小便不
利，不思飲食，不得臥。
(1)《外台秘要》卷四：“腎癉，其人唇乾，葶藶子主之。＂
(2)《辨証奇聞》：“腎疸之症，身體面目俱黃，小便不利，不思飲食，
不得臥，人亦以為黃疸也，誰知是腎寒之故乎。＂治宜補腎中之火而佐
以健脾去濕之藥，用濟水湯等方。此證腎中乾，目黃，渾身金色，小便
赤澀，腎疸湯主之。(李東垣腎疸湯:治腎疸。升麻根(五錢)、蒼朮(一錢)、
防風根、獨活根、白朮、柴胡根、羌活根、葛根(各五分)、白茯苓、豬
苓、澤瀉、甘草根(各三分)、黃蘗(二分)、人參、神麴(各六分)。用法：
分作二帖，清水煎，食前稍熱服。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外台秘要》卷四："腎黃，小便不通，氣急，心悶……"治宜瓜蒂散。
(2)《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腎黃者，面色青黃，腰背疼痛，耳中颼颼
百般聲響，腳膝無力，多唾嘔逆，不能下食，悲而不樂。若兩腳浮腫，
齒黑，如大豆者難治。"治宜附子散等方。
(3)《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腳冷，面目俱青，身上冷，臍下結 ̦ ，
氣急衝心。"治宜用灸法或內服雞參散。
病名。
(1)《素問》有脾癉之病名，癉與疸音義皆同。
(2)《靈樞．經脈》
：“脾足太陰之脈，是主脾所生病者，水閉，黃疸。＂
(3) 《外台祕要》(《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將脾疸列為九疸之一。
多由飲食或嗜酒勞倦傷脾，脾胃瘀熱所引發。症見肢體發黃、溺赤而少，
或兼見心慌、善恐、脅下痞脹等症，宜茵陳五苓散加減;或宜秦王散及
栝蔞等藥。
(4)《辨証奇聞》謂脾疸由寒濕困擾，脾陽不振所致。症見身黃如秋葵
色，汗及涕唾有黃，小便不利，惡聞人聲。治宜健脾溫陽，佐以利水為
法。
病證名。脾氣虛弱導致濕熱鬱滯而致的黃疸。
《幼幼集成》
："蓋脾土強者，足以捍禦濕熱，必不生黃，惟其脾虛不運，
所以濕熱乘之。"黃重者利濕清熱，宜茵陳五苓散；黃稍退，即速健脾。
若面目俱黃而帶虛浮，宜補脾健胃，用六君子湯加減。
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脾黃者，遍身如金色，眼目俱黃，唇囗
生瘡，或吟或詠，有時吐逆，不能下食，大便澀，若臍凸者難治。"治
宜土瓜根散等方。
(2)《聖濟總錄》卷六十一指出脾黃患者："病人兩頰生青脈起，目黃，

79. 脾熱身黃

80. 脾癉

81. 虛黃

82. 陽黃

齒齘皆青，唇黑生瘡，通身黃色，鼻中煤生，心腹脹滿，不下飲食，大
便不通，即是脾黃。"治宜豬苓湯、鹽蜜煎等方，並宜灸法。
病證名。小兒黃疸，因脾胃積熱而致者，《太平聖惠方》卷八十四:"夫
小兒黃疸者，是熱入於脾胃，熱氣蘊積，與穀氣相搏，蒸發於外，故皮
膚悉黃，眼赤黃也。"治宜清熱解毒。用茵陳丸或三黃散。
病名。
(1)出《素問．奇病論》:"有病口甘者，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
味入口，藏於胃，脾為之行其精氣，津液在脾，故令人口甘也。"指
過食肥甘所致，口中發甜的病證，日久遂成消渴。
《內經》提出"治之
以蘭，除陳氣也。"
(2)《聖濟總錄》卷四十五:"內經曰，有病口甘者，此五氣之溢也，名曰
脾癉。夫食入於陰，長氣為陽，肥甘之過，令人內熱而中滿，則陽
氣盛矣，故單陽為癉，其證口甘，久而弗治，轉為消渴，以熱氣上
溢故也。＂
(3)《張氏醫通．口》:＂口甘。經云，有病口甘者，此五臟之溢也，名
曰脾癉，治之以蘭，除陳氣也。蘭香飲子，若脈弦滑兼嘈雜，屬痰
火，滾痰丸，此指實火而言，平人口乾欲渴，或小便甜而濁，俱屬
中土溼熱，脾津上乘，久之必發癰疽，須斷厚味氣腦。服三黃湯加
蘭葉、白芍、生地;燥渴甚者為腎虛，日服加減八味丸，可保無虞。
老人虛人，脾胃虛熱，不能收斂津液而口乾者，當滋補脾氣，宜補
中益氣湯去升麻、柴胡、蘭香、煨葛根。
病證名。因虛發黃也，多因疸病日久或脾虛血虧，不能營養肌膚所致。
(1)《明醫指掌》卷四。指因七情不舒，勞倦太過，氣血兩虛所致的發
黃。
(2)《證治匯補‧黃病章》
："虛黃，囗淡，怔忡，耳鳴，腳軟，怠惰無力，
寒熱微作，小便濁澀，皮膚雖黃而爪甲如常。"治宜益氣健脾，養血固
本。方用人參養榮湯、十全大補湯等。
(3)《丹溪心法‧疸病證治》謂虛黃為黃疸之虛證，方用四君子湯、四
物湯、黃耆建中湯等。
病證名。黃疸兩大類型之一。見《傷寒微旨論》
。
《景岳全書‧雜證論》：
"陽黃證因濕多成熱，熱則生黃，此即所謂濕熱證也。"黃病之熱多溼少。
由濕熱蘊蒸肝膽，膽熱液泄，外滲肌膚，下流膀胱而致一身面目及小便
盡黃。其症狀：初起或有寒熱，身目皮膚黃色鮮明如橘子柏皮者，伴有
口乾口苦、胸悶泛惡、腹脹脅痛、腹滿便秘、尿黃如濃茶、或消穀善飢，
舌質紅、苔黃膩，脈弦數等症。凡風溼外感酒食內傷，皆能致之。治法
以清化濕熱為主。熱重於濕者，常用茵陳蒿湯、梔子柏皮湯、大柴胡湯
等；濕重於熱者，可用茵陳五苓散等。針灸療法，瓜蒂散搐鼻、毛茛發
泡療法等，對退黃及症狀都有一定療效。治宜不拘表裏，但察其元氣尚
壯，脾胃無損，而溼熱果盛者，用清火邪利小便諸法，使溼熱去而黃自
退，梔子柏皮湯主之。如發黃欲死，不省人事者，用白毛烏骨雞一隻，
乾撏去毛，破開去腸雜，鋪心頭上，少頃即活，再用滿天星連根洗淨，
約半茶鍾，搗融同豬肉數兩煮食，一二次即愈。若病後發黃，吐血成盆
者，宜用田螺十箇，水漂去泥，搗爛露一宿，五更時取清汁服。多見於
急性黃疸型傳雜性肝炎、鉤端螺旋體病等。有接觸傳染性。

83. 黃
84. 黃水

85. 黃如枳實
86. 黃汗

87. 黃病

三十六黃之一。
《聖濟總錄》卷六十一："@黃，病人身如金色、不多
言語，四肢無力，好眠臥，囗吐粘涎者，宜服茵陳湯方。"
病名。水腫之屬於黃色者。十水之一。
《中藏經‧論水腫脈證生死候》：
"黃水者，其根起於脾，其狀先從腹腫也。" 治宜甘遂為丸，赤茯苓湯
下三丸。日三服，忌鹽一月。
語出《素問‧五藏生成篇》。是脾的真臟色。形容枯黃失澤的病色，見
于久病脾氣將絕，胃氣衰敗。如肝硬化、肝癌後期等。
中醫病名，
(1)《千金要方》以本病為五疸之一。又為五水之一。
(2)《症因脈治》卷三:"黃汗身腫之症，身熱胸滿，四肢黃腫而渴，狀如
風水，汗出沾衣，色如柏汁，久不愈，必致癰膿，又有不惡風，小便利，
若上焦寒，囗多涎，身冷腫痛，狀如周痺，胸中窒，不能食。又有兩脛
不冷，反發熱，名歷節。食已汗出，常見盜汗，汗出不涼，反發熱，久
久必甲錯;生惡瘡，身@潤@潤，胸中痛，劇者不能食，身疼重，煩躁，
小便不利，皆黃汗腫症也。"症見頭面四肢皆腫，脈沈遲卻發熱不惡風
卻發汗而渴，汗呈黃色粘衣等三大特徵，其他伴有胸部滿悶、胸中塞、
或口多涎、不能食、或腰髖弛痛，兩脛冷、骨節痛、腰痛，或久治不癒
時則生癰腫或惡瘡等。發熱口渴，四肢頭面腫、小便不利等。病因是由
於風、水、濕、熱交蒸所致。濕熱傷及血分時，又可並發瘡瘍。魏念庭
將此謂濕成熱瘀。喜多村直寬謂濕熱瘀蓄。蓋可解作汗濕之病因。濕疹
和任何化膿性皮膚病所起的黃色分泌物亦稱黃汗。皆由汗泄之時，汗出
入水，壅遏榮衛或濕熱內盛與風、水相蒸溢滲所致。
(3)《金匱水氣病脈證篇》
："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狀
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自沉。"身腫而冷狀如周痹，胸中
塞，不能食，反聚痛，暮躁不得眠，此為黃汗。[又]黃汗之為病，身體
腫，發黃，汗出而渴，狀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自沈，得
之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又]黃汗
之病，兩脛自冷，假令發熱，此屬歷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
出者，此勞氣也。若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不止者，
必生惡瘡。若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
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狀，劇者不能食，身疼重，
煩躁，小便不利，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按此證因脾熱汗出，
用水浸浴，水入毛孔水熱壅遏，鬱於肌表營衛而成，治宜實衛和營，行
陽益陰:宜耆芍桂酒湯，晝熱者加防風，夜熱者加當歸;食少者加白朮、
茯苓。若挾表者，其脈必浮，宜汗之，用桂枝加黃耆湯。挾裏者，腹必
脹，宜下之，用大黃硝石湯。或治以蔓菁子為末平旦以井華水服一匙，
逐日漸加至兩匙，以知為度，每夜小便時，浸少許帛於內，加以記號，
其黃色必漸淡，至色白則瘥，不過五升即愈。或可用味玉屏風散。
病名。指有黃疸病者。即黃疸。由瘀熱宿食相搏所致身體面目皆變黃色
的病證。
(1)《太平聖惠方‧黃病論》:"黃病者，一身盡疼發熱，面色洞黃，七八
日後壯熱，囗裏有血，當下之，如豬肝狀，其人小腹滿急。若其人眼睛
澀疼，鼻骨痛，兩膊及項強，腰背急，即是患黃也。黃病多大便澀，但
令得小便快，即不慮死。不令大便多澀，澀即心脹不安，此由寒濕在表，

則熱蓄於脾胃，腠理不開，瘀熱與宿穀相搏，煩鬱不得消，則大小便不
通，故身體面目皆變黃色。凡黃病，其寸口近掌無脈，囗鼻氣冷，並不
可治也。"
(2)《金匱要略‧黃疸病脈證並治》︰"諸病黃家，但利其小便。假令脈
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88. 黃疸
以身黃、目黃、小便黃為主證。古代亦稱黃癉。多由感受時邪或飲食不
節，濕熱或寒濕內阻中焦，迫使膽汁不循常道所致。臨床上分為陽黃和
陰黃兩大類。
(1)《素問‧玉機真藏論》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
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痹不仁腫痛，當是
之時，可湯熨及火灸而去之，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
中熱，煩心，出黃。
(2)《素問‧平人氣象論》:"溺黃赤安臥者，黃疸。""目黃者曰黃疸。"
(3)《靈樞‧經脈篇》脾足太陰之脈，是主脾所生病者，溏瘕泄水閉黃
疸。[又]腎足少陰之脈，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煩心，黃疸。
（又）
腎足少陰之脈。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煩心。黃疸。
(4)《靈樞‧論疾診尺篇》:"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
"
(5)《素問平人氣象論》目黃，黃赤，安臥者，黃疸。
(6)《傷寒論》和《金匱要略》認為其發病多由瘀熱與濕相搏，不得泄
越所致;也有因寒濕在裏不解所引致。本病有陰黃陽黃，在臟在腑之分。
陽黃者因濕熱內蘊，熱多濕少，熏蒸郁遏，身目俱黃如橘子色，身熱而
煩渴者，病屬陽黃。陰黃為寒濕內結，濕多熱少，浸淫肌膚，色黃如煙
熏，病屬陰黃。
《金匱‧黃疸病脈證篇》: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
則為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行。[又]脈沈，渴欲
飲水，小便不利者，皆發黃。[又]腹滿，身痿黃，躁不得睡，屬黃家。
[又]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兩熱相得，
然黃家所得，從溼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又]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不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
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又]諸黃家病，但利其小便。假令脈浮
者，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又]黃疸，腹滿，小便不利而赤，
自汗出，此為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又]黃疸病，茵陳五
苓散主之。[又]黃疸病，小便色不變，欲自利，腹滿而喘，不可除熱，
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又]諸黃，腹滿而嘔者，宜柴胡湯。
[又]諸黃，豬膏髮煎主之。[又]男子黃，小便自利，當與虛勞小建中湯。
[又]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
(7)《臨證指南醫案‧疸》:"黃疸，身黃目黃溺黃之謂也，病以濕得之，
有陰有陽，在腑在臟。陽黃之作，濕從火化，瘀熱在裏，膽熱液泄…熏
蒸遏鬱，侵於肺則身目俱黃，熱流膀胱，溺色為之變赤，黃如橘子色，
陽主明，治在胃。陰黃之作，濕從寒水，脾陽不能化熱，膽液為濕所阻，
漬於脾，浸淫肌肉，溢於皮膚，色如熏黃，陰主晦，治在脾。"
89. 黃疸二十八候 古代對黃病的一種分類法。見《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即黃病候、
急黃候、黃汗候、犯黃候、勞黃候、腦黃候、陰黃候、內黃候、行黃候、
癖黃候、噤黃候、五色黃候、風黃候、因黃發血候、因黃發痢候、因黃

90. 黃癉
91. 黑疸

92. 黑黃

93. 傷寒陰黃

94. 傷寒發黃

發痔候、因黃發癖候、因黃發病後小便澀兼石淋候、因黃發吐候、黃疸
候、酒疸候、穀疸候、女勞疸候、黑疸候、九疸候、胞疸候、風黃疸候、
濕疸候等二十八種黃病症候。其中因黃發血候、因黃發痢候、因黃發痔
候、因黃發癖候、因黃發病後小便澀兼石淋候、因黃發吐候係黃疸併發
症。
即"黃疸"。
《素問‧六元正紀大論》"民病寒熱，嗌乾黃癉，鼽衄飲發。
"
病名。五疸之一。症見身黃不澤、目青、面額色黑、膚燥、搔之不覺、
大便黑、膀胱急、足下熱，脈浮弱;甚則腹脹，如有水狀，面浮，脊痛
不能正立等。肌膚消爍，周身泛黑，中醫病名為黑疸。
(1)出《金匱要略．黃疸病脈証并治》
。此証由黃疸變黑，或因女勞疸誤
服攻下藥，牽延失治發展而成。為土敗水湮之象，初起形神未槁。
猶可施治。若病久肌膚消爍。真元告匱。則難回榮於竭澤矣。是為
險惡之候，遷延不治，肝腎虛衰，瘀濁內阻，十中難救一二。
(2)《諸病源候論》卷十二：“黑疸之狀，苦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
反黑，足下熱，大便黑。是夫黃疸、酒疸、女勞疸，久久多變為黑
疸。＂或兼見心中懊憹，腹脹面浮等症。治宜扶正攻邪。以補肝腎
為主，攻邪化瘀濁為輔。治法如下:額黑足熱，膀胱急，小便利，甚
至周身漸黑，大便亦黑，腹脹如水者，此由女勞而腎氣發也，宜黑
疸湯。酒疸下後，目青面黑，微帶黃色，心中如噉蒜狀，大便亦黑，
皮膚不仁，脈浮弱者，此因腎氣上乘，邪盛正虛，宜急用硝石礬石
散，晨夕進數丸以下之。俟瘀血盡後，再用桂苓歸芍之屬以調理之，
土瓜根、搗汁一升，燉服之，病當從小便出。沈氏尊生書方:治黑疸，
茵陳蒿(四兩，搗取汁一合）、瓜蔞根(一斤，搗取汁六合）;沖和燉服
之，必有黃水自小便中下，如不下，再服。本病可見于多種阻塞性
黃疸疾病晚期。
三十六黃之一。《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黑黃者，面色或黃或黑，眼
目青色，腰脊拘急，囗中兩頰，有黑脈出囗角者難治。"用鬼臼汁方或
灸烙法。
《傷寒論》身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溼在裏不解故也，
不可下，於寒溼中求之。按此證因脾弱溼重所致，多見肢體逆冷，嘔悶
自利，胸中氣促，舌上胎滑，脈沈細而緊。治法如下:小便不利，煩躁
而渴者，宜茵陳湯加茯苓、豬苓、滑石、當歸、官桂。-煩躁喘嘔不渴
者，宜茵陳湯加陳皮白朮、生薑、半夏、茯苓。四肢身冷者，宜茵陳
湯加附子、甘草。¯肢體逆冷腰上自汗者。宜茵陳湯加附子、乾薑甘草。
°冷汗不止者。宜茵陳湯加附子、乾薑。(以上各藥皆宜次第用之。有食
者加、白朮、橘皮、半夏、草豆蔻。)±服以前諸藥不應。脈尚遲者，
宜茵陳湯加吳茱萸、附子、乾薑、木通、當歸。若見寸口近掌無脈，口
鼻氣冷者死。
病證名。指外感病邪而出現黃疸症者。
(1)《傷寒論》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若
小便自利者，不能發黃，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又]太陽病，中風，
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流溢，失其常度，兩陽相熏灼，其身發
黃。[又]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滿，小便不利者，為無血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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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溼黃
97. 瘀血發黃

98. 痿黃
99. 經閉黃疸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便不利者，必發黃。[又]陽明病，面合赤
色，不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便不利也。[又]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
短氣，腹部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不通，鼻乾，不得汗，嗜臥，
一身及面目悉黃，小便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刺之小差。外
不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若
腹滿加噦者，不治。
(2)《景岳全書‧雜證論》
："表邪發黃，即傷寒證也。凡傷寒汗不能透而
風濕在表有黃證，或表邪不解，自表傳裏而濕熱鬱于陽明者，亦有黃證。
表邪未解者，必發熱，身痛，脈浮，少汗，宜從汗散;濕熱內鬱者，必
煩熱，脈緩滑，多汗，宜從分消清利;若陽明實邪內鬱而痞結脹滿者，
宜先下之，然後清其餘熱。" 又:"傷寒發黃，凡表邪末清而濕熱又盛者，
其證必表裏兼見，治宜雙解，以柴苓湯或茵陳五苓散主之;若內熱甚而
表邪仍在者，宜柴苓煎主之;若但有濕熱內實脹滿等證而外無表邪者，
宜茵陳蒿湯主之;若因內傷勞倦致染傷寒者，亦多有發黃之證，但察其
本無濕熱實邪等證，即當以陰黃之法調補治之。"
(3)《備急千金要方》卷十:指黃汗、黃疸、穀疸、酒疽、女勞疸等五種
黃疸為傷寒發黃。
病証名。黃桓二十八候之一。
(1)見《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即溼重于熱之黃疸，一名溼黃。
(2)《萬病回春》卷二，"溼疸病者，脾胃有熱，與溼氣相搏．故病苦身
體疼，面目黃，小便不利，此為溼疸。＂或謂溼疸之黃，色偏于晦，
可有發熱、肢體沉重，不欲飲水等症。治以化溼利水、消黃法。選
用茵陳五苓散、茯苓滲溼湯等方。溼疸壯熱，少腹痞滿、疼痛，內
有瘀血，當用下血法，宜少腹逐瘀湯加減。參見黃疸諸條。溼疸，
四肢沉重，似渴不欲飲，用大茵陳湯；內有實熱，宜用茵陳梔子黃
連三物湯;無實熱，用小建中湯；兼有往來寒熱者，用小柴胡加梔子
湯；腹痛而嘔．用小柴胡湯。溼邪在表．并可兼用發汗法。常用方
為麻黃連翹赤小豆湯、茵陳五苓散等方。參見黃疸、溼黃等條。
黃疸之因溼勝而色晦黯者。此證四肢沈重，小便不利，渴不欲飲。宜大
茵陳湯。
病證名。
(1)見《醫學入門》卷五。又名瘀血黃、蓄血發黃，指身黃因於瘀血所
致。
(2)《證治匯補》卷三:"瘀血發黃，喜忘如狂，溺清，便黑。"《張氏醫
通‧雜門》： "有瘀血發黃，大便必黑，腹脅有塊或脹，脈沉或弦，
大便不利，脈稍實而不甚弱者，桃核承氣湯。下盡黑物則退。"
(3)《明醫指掌》卷四︰"瘀血黃者，大便黑，小便利，抵當湯、桃仁承
氣湯，量人虛實，下盡黑物則愈。"
病證名。出《金匱要略‧黃疸病脈證並治》。義同萎黃。指身黃而色偏
於晦暗，而目無黃疸之色。
病證名。指婦女經閉又患黃疸。
丁甘仁《女科醫案》
："室女經閉，肝失疏泄，宿瘀內阻，水穀之濕逗留，
太陰、陽明、厥陰三經為病，始而少腹作痛，繼則脘脹納少，目黃、溲
赤，肌膚亦黃，大便色黑，現為黃疸。久則恐成血臌，急宜健脾逐濕，

100. 腦黃

101. 厭黃
102. 膏疸

103. 蓄血發黃

104. 瘟疫發黃
105. 瘟黃

106. 穀疸

107. 蝦蟆黃

祛瘀通經。方用蒼朮、大腹皮、蘇木、陳皮、厚朴、桃仁、延胡索、赤
茯苓、茵陳、紅花、澤瀉，青鱗丸吞服。"
病名。黃疸二十八候之一。《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熱邪在骨髓，
而腦為髓海，故熱氣從骨髓流入於腦，則身體發黃，頭腦痛，眉疼，名
為腦黃候。"治宜石膏散等方。
病證名。三十六黃之一。《聖濟總錄》卷六十一:其證四肢煩疼，手足
無力，吐逆，不下飲食，漸漸瘦弱。治用灸烙法;內服大黃湯等方。
病名。九疸之一。見《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
《外臺秘要》卷四，以
肺癉為膏疸，症見身面皆黃，飲少而小便多。多因飲食過度，醉酒勞傷，
脾胃有瘀熱所致。多兼有飲少而小便量多、色黃。治宜秦椒散等方，亦
可用茵陳五苓散加減。
病證名。多因瘀熱內蓄，膽汁外溢所致。
《傷寒全生集‧辨傷寒發黃》:"
蓄血發黃者，其人身黃，脈沉結，小腹滿硬，小便自利，大便黑色，其
人如狂，此為蓄血在下焦，用桃仁承氣湯下之，蓋血下則黃退也。"
此證因淫熱熏蒸。溼濁壅遏所致。宜於清瘟敗毒散中重用石膏、梔子。
加茵陳、滑石、豬苓、澤瀉、木通。然亦有宜下者。須細審之。
病名。疫病發黃之簡稱。指觸感疫癘之氣所致的黃疸，泛指伴有黃疸
的烈性傳染病。明‧王綸《明醫雜著》卷二曰:"若時氣發熱，變為黃病，
所謂瘟黃也。"清‧沈金鰲《雜病源流犀燭‧諸疸源流》曰:"有天行疫癘
以致發黃者，俗謂之瘟黃，殺人最急。"瘟黃症見高熱神昏，身目呈渾
黃色，小便赤如濃茶，腹脹，脅痛，甚至吐衄，便血或發斑，舌紅絳，
苔黃燥，脈弦洪數。治宜清熱化濕，涼營解毒、芳香開竅等法，如茵陳
蒿湯合清瘟敗毒飲、甘露消毒丹、紫雪丹或安宮牛黃丸、神犀丹等。危
重者，急宜中西醫結合搶救。《雜病廣要‧黃癉》稱本病為急黃。類於
急性黃疸型傳染性肝炎，黃疸型鉤端螺旋體病等。
病名。五疸之一。因飢飽失宜，濕熱薰蒸，食滯阻遏中焦所致黃疸症。
此証寒熱不食，食則頭眩，胃脘不適，日久發為黃疸，多因飢飽不勻而
得。
(1)《金匱黃疸病脈證篇》趺陽脈緊而數，數則為熱，熱則消穀。緊則
為寒，食即為滿，尺脈浮為傷腎，趺陽脈緊為傷脾，食穀即眩，穀氣不
消，胃中苦濁，濁氣下流，小便不通。陰被其寒，熱流膀胱，身體盡黃，
名曰穀疸。
（又）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便必難，
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又)穀疸之為
病，寒熱不食，食即頭眩，心胸不安，久久發黃，為穀疸，茵陳蒿湯主
之。按此證始於風寒而成之於飲食，多見食畢頭眩，心中怫鬱不安，遍
身發黃，治宜小柴胡湯去參加白朮、炮薑、膽草、枳實。二便秘者，用
茵陳蒿湯。虛者用胃疸湯。餘如穀疸丸、寶鑑茵陳梔子湯、紅丸子、膽
礬丸之屬，均可酌用。《聖濟總錄》卷六十:"失饑飽甚，則胃中滿塞，
穀氣未化，濕氣薰蒸，遂為穀疸。其證心下懊悶，頭眩心鬆，怫鬱發煩，
小便不利，身黃如橘是也。"治宜清熱化濕，用茵陳蒿湯、穀膽丸、加
味枳朮湯等方。
(2)又名胃疸、胃黃。見《雜病源流犀燭．諸疸源流》。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聖濟總錄》卷六十一︰"治蝦蟆黃，舌上青脈起，
七日盛，九日病過，急烙大椎即效。此病晝夜不睡，宜服豉梔湯方。"

108. 豬黃

109. 鴉黃
110. 噤黃

111. 濕疸

112. 濕黃

113. 濕熱發黃

114. 膽黃

115. 癉

病名。黃病而見囗嚼沫從口角出者。三十六黃之一。《聖濟總錄》卷六
十一："治豬黃囗嚼沫從囗角出，九日可治，十日疾勢己過。宜急灸兩
牙關二十七壯，次灸承漿二十七壯。"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鴉黃者，十指青綠，
舌上生黑點，唇囗青黑，身如黃銅。"宜用治膽黃方及點烙法。
黃病二十八候之一。
《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心脾二藏有瘀熱所為。
心主於舌，脾之絡脈，出於舌下，若身面發黃，舌下大脈起青黑色，舌
噤強不能語，名為噤黃也。"
黃疸二十八候之一。
(1)見《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
，指黃疸之濕重于熱者，其症色黃而晦，
一身盡疼，四肢沉重，不欲飲水，小便不利，發熱等。治宜化濕利
水，如茵陳五苓散、除濕丹之類。
(2)如濕疸七八日後壯熱，熱在裏，有血當下，其少腹滿者，急下之(見
《千金要方．傷寒發黃》論濕疸)。
病名。
(1)見《證治淮繩‧雜病》。指黃疸之濕邪偏重者。
(2)《醫學入門》卷五:"濕黃濕勝，色黃而晦，大便潤利。又濕病與黃病
相似，但濕病在表，一身盡痛，黃病在裏，一身不痛。"如證見小便
不利，四肢沉重，似渴不欲飲者，大茵陳湯;大便自利而黃，有實熱
者，茵陳梔子黃連三物湯;無實熱者，小建中湯;往來寒熱，一身盡黃
者，小柴胡加梔子湯;腹痛而嘔者，小柴胡湯。濕黃併可用發汗，利
小便等法，麻黃連翹赤小豆湯、茵陳五苓散等方均可選用。參見黃
疸、溼疸等條。
病證名。屬黃疸病之陽黃範疇。指因濕熱蘊結脾胃，熏蒸肝膽所致的
黃疸，症見身熱、煩渴、脘腹脹滿或躁擾不寧、小便熱痛赤澀或大便秘
結、脈洪滑有力等。
(1)見《丹溪心法‧疸》。為濕熱相搏所致之黃疸。
(2)《傷寒全生集‧辨傷寒發黃》
："濕熱發黃，一身盡痛，發熱囗渴，小
便不利，色如熏黃，暗而不明也。"如熱重於濕，則色如橘黃鮮明，
囗渴較甚，治以清熱為主、兼用利濕，用茵陳蒿湯、大黃硝石湯等。
如濕重於熱，兼見頭重身倦，胸脘痞滿，治以利濕為主、佐以清熱，
方用茵陳五苓散、參苓滲濕湯、甘露消毒丹等。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因大驚大恐或鬥毆受傷，膽氣傷欺液泄所致的
病證。證見身目呈黃綠色、胸中氣滿、不思飲食、昏沉困倦。
(1)《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病人體上黃綠色，胸中氣滿，或硬，不下飲
食，此是膽黃。"治用黃芩湯。-驚恐膽虛而致的黃疸。
(2)《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膽黃者，面色青黃，多驚少臥，悲泣不
定，嗔怒無恆，舌上生瘡，唇囗乾燥，若喘粗不止者，難治。
(3)"《景岳全書‧雜證論》："膽黃證，凡大驚大恐及斗毆傷者皆有之。
""其證則無火無濕，其人則昏沉困倦，其色則正黃如雜。凡此數證，皆
因傷膽。蓋膽傷則膽氣敗而膽液泄，故為此證。"治宜選用甘溫、酸澀、
重鎮等藥，亦可用車前子散等方。
(1)"疸";又讀"旦"，通＂疸＂。 黃疸病。《素問．玉機真臟論》:＂肝傳
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

116. 癇黃

117. 癖黃

118. 犢黃

119. 驚黃

120. 髓疸
121. 髓黃

122. 鬱黃

(2)讀"單"，熱症。
《素問．脈要精微論》:＂癉成為消中。＂《素問．舉
痛論》:＂癉熱焦渴。＂<<素問．奇癉論>> :＂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
《史記．扁鵲倉公列傳》:＂風癉客@孵，難于大小溲，溺赤。"3 勞病
《說文》。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指陰盛之黃疸。
(1)《外台秘要》卷四︰"病源陽氣伏，陰氣盛，熱毒加之，故但身面色
黃，頭痛而不發熱，名為癇黃也。
(2)《廣濟》療癮黃，身面眼俱黃，小便如豉汁色，茵陳散方。"
(3)《聖濟總錄》卷六十一:"癇黃，病人身如金色，不多言語。四肢無力，
好眠臥，囗吐粘涎者，宜服茵陳湯方。"
病名。
(1) 黃病二十八候之一。
《諸病源候論‧黃病諸候》:"氣水飲停滯結聚成
癖，因熱氣相搏，則鬱蒸不散，故脅下滿痛，而身發黃，名為癖黃。"
(2) 三十六黃之一。《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治癖黃用半夏散方。
三十六黃之一。《聖濟總錄》卷六十一:"治犢黃，舌兩邊先從後起，次
生向前，兩傍有赤脈，狀如蚯蚓。宜急烙斷，毒氣貫舌，其狀紫色;次
灸兩囗角，及人中並承漿。"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黃疸病兼見驚悸者。
《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驚黃者，面色青黃，心多驚悸，囗舌乾燥，
不肯眠臥，臥即多言語狂亂，身體壯熱。"治用點烙法，內服犀黃散或
牡荊湯等方。
病名。九疸之一。此證目芤嗜臥。
《外臺秘要》卷四：“髓疸，目眶深，
多嗜臥，牡蠣、澤瀉主之。＂
病名。三十六黃之一。
(1)《太平聖惠方》卷五五:"髓黃者，身體赤黃，四肢不舉，肌肉戰掉，
鼻中出血，兩腳疼悶，一手專安額上，身不壯熱，愛冷處臥。"治療外
用點烙法，內服地骨皮散。
(2)《聖濟總錄》卷六一︰"髓黃，病人四肢疼痛無力，好眠冷地，身體
遍黃，次便青綠色起，唇齒俱白，眼帶微腫。"治宜用黃耆散等方並施
灸法。
氣鬱而發黃也。此證忌用茵陳、五苓之屬。宜逍遙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