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養生學的現代醫學理論

中國稱養生或攝生，西方醫學

稱抗衰老。「內因」，先天帶來遺傳

因素，無明顯外因，純屬身體內部

隨著增齡而發生衰老的改變。「外

因」，人體受到明顯或隱藏的外在環

境影響而引起內部衰老改變。

藥物調理養生法

用藥物調理養生，必須根據個

人的體質，選擇相應的藥物科類，經

過合理的調配，方能恰到好處，以達

「未病先防，已病防變」。

養
生之道，對藥物調理而言，古人於無病時用於防病，病時用於輔助治療，

病後用於調養，加以所用之物品大都為天然物質，其中含有豐富的有效成

分和人體必需的營養物質，即使長期服用，一般不會產生不良反應，但依其藥

物特性寒、熱、溫、涼的不同，如果不適當選擇，輕者可出現腸胃不適，重者

甚至可引起過敏，因此養生長壽的奧妙在於調節飲食，利用藥物食物的特性和

人體的體質來調整，才是養生之道。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鄭振鴻

中醫院區院長 

防病治病調養的法則－扶正袪邪

發病的根本原因在於正氣的虛

弱，要想有效地預防疾病的發生或

阻止疾病的發展，就必須從發病的

本質著手，扶助正氣，調整身體的

一切積極因素，增強抗病能力，以

防止病邪的侵襲或及早袪邪外

出，此扶助正氣的方法就是補法。

人體體質的臨床表現

一、氣虛

氣短懶言，神疲乏力，易出

汗，食欲不振，食後腹脹或大便稀

薄，怕冷，易患感冒。

       養生法 養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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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虛

面色蒼白或萎黃，頭昏眼

花，心悸失眠，手足麻木，女子月

經量少色淡。

三、陽虛

怕冷喜暖，四肢冰冷，喜食熱

飲，少氣懶言，倦臥嗜睡，脘腹冷

痛，小便清長。

四、陰虛

形體消瘦，咽乾口燥，午後

潮熱，手足心熱，盜汗，兩目乾

澀，大便秘結，眩暈失眠。

補法的分類

有什麼就補什麼，即缺啥補

啥，依性質分：

一、溫補

冬季補養常用方法，此時天氣

轉冷，能消耗增加，能吸收更多的

營養，故可選用脂膏滋膩之品，宜

用於陽虛者，為冬令進補原則。

二、清補

利用既能補益身體，又能產

生津液來補充人體中不足物質方

法，宜用於陰虛者。

三、平補

用補而不膩，不燥不峻之品的

進補方法，宜用於普通體虛，衰老

體虛，病後調養者。

補法辨證用藥

中醫治病的基本原則，根據不

同病證，運用不同藥物的治療方法

稱辨證論治，運用補養藥物以強身

抗衰老，也必須要辨證用藥。

藥膳的特點

不同於一般食品，又不同於

單純的藥物，形是食品，性似藥

品，取藥之性，用食物之味，共同

配合相輔相成，食借藥力，藥助食

功的協同作用，收到藥物與食物雙

重效應。

補養藥物的分纇

一、補氣法

久病或重病之後，或向來正

氣不足，無病氣虛，常有倦怠乏

力，呼吸短促，面色蒼白懶言。可

用人參、白朮、黨參、黃耆等補氣

藥物。其大多味甘性溫，能增強身

體臟腑功能活動能力，特別對脾肺

二臟生理功能有顯著加強作用，最

適合腸胃虛弱或肺氣虛弱等症。

二、補血法

血虛常發生大出血後、婦女

產後或月經過多、血液病及營養不

良者。血虛常有頭暈目眩、心悸失

眠、面色蒼白或萎黃、婦女月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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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色淡等症狀。可選用當歸、熟

地、阿膠、桂圓肉，其大多味甘性

滋膩，具有滋養生血的作用，並能

調節心、肝、脾的造血功能，幫助

血液生長。

三、補陰法

腰腿痠軟，形體消瘦，口乾咽

燥，午後升火或有低熱，大便乾燥

等症狀，即屬陰虛。選用龜板、麥

門冬、石斛、生地、枸杞子等補陰

眩等火鬱之証忌服。

2.忌食蘿蔔、濃茶。

◎補氣藥－黃耆

˙ 性味：味甘性微溫。

˙ 功效： 補中益氣，固表止汗，利

水消腫，托膿生肌。

˙ 主治： 腎炎水腫，蛋白尿，消化

性潰瘍，慢性肝炎，癰疽

潰爛不斂等。

˙ 藥理作用：

1.延緩衰老。

2.強壯作用。

3.利尿作用。

4.抑制胃酸的分泌，減少胃酸。

虛，其品味甘性寒涼，滋潤多液具

有滋養陰液，生津潤燥作用。

四、補陽法

畏寒肢冷，腰腿肚腹冷痛，口

淡不渴，小便清長頻數或夜尿

多，大便溏薄等陽虛證候。選用鹿

茸、狗脊、淫羊藿、肉蓯蓉等補陽

類，其藥大多味甘性熱，具有補腎

助陽之作用，且兼補肝腎、強筋壯

骨的功效。

◎補氣藥－人參

˙ 性味：味甘微苦，性溫。

˙ 功效： 補氣固脫，補肺益脾，生

津安神。

˙ 主治： 冠心病，慢性胃炎，糖尿

病，放射線損傷。

˙ 藥理作用：

1.抗衰老。

2.抗有害刺激。

3.抗疲勞。

4.調節神經系統功能。

5.刺激造血系統功能。

6.提高人體免疫力。

˙ 禁忌：

1. 血熱衄血，肝陽上亢，目赤頭

補養藥物的分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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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誘生干擾素。

˙ 禁忌：

癰疽初起或潰後熱毒尚盛

者，腸胃有積滯者，表邪咳嗽痰

多，感冒發高燒均不宜用。

◎補氣藥－大棗

˙ 性味： 味甘，性溫，加工方法不

同而有紅黑之分。

˙ 功效： 補中益氣，養血安神，調

營衛生津液，緩合藥性。

˙ 主治： 過敏性紫瘢，慢性支氣管

炎，貧血，高血壓。

˙ 藥理作用：

1.強壯作用。

2.鎮靜降壓作用。

3.抗過敏。

4.抗癌作用。

˙ 禁忌：

不宜單用或大量服用，一切

頭熱濕熱，痰熱所致諸疾均不宜

服用。

◎補陽藥－鹿茸

˙ 性味：味甘鹹，性溫。

˙ 功效： 壯腎陽，補血氣，益精

髓，強筋壯骨之功效。

˙ 主治： 眩暈耳鳴，陽萎滑精，腰

膝酸冷，筋骨萎軟，血小

板、白血球減少症。

˙ 藥理作用：

1.強壯作用。

2.強心作用。

3.性激素樣作用。

4.增強腎臟利尿功能。

˙ 禁忌： 

腎虛有火者，急性肝炎，急

性腎炎，傷風感冒、發熱及孕婦

均不宜服用。

◎補陽藥－杜仲

˙ 性味：味甘微辛，性溫。

˙ 功效： 補肝腎，壯筋骨，降血

壓，安胎。

˙ 主治： 腰膝酸痛，陽萎頻尿，胎

漏欲墜，高血壓。

˙ 藥理作用：

1.降壓作用。

2.增強抗體免疫功能。

3.鎮靜催眠作用。

4.利尿作用。

5.興奮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

˙ 禁忌：陰虛火旺者慎用。

◎補血藥－地黃

加工炮製不同分乾地黃、熟地黃。

˙ 性味：乾地黃-味甘苦性涼。

熟地黃-味甘性微溫。

˙ 功效：  乾地黃-滋陰涼血，填骨

髓，長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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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地黃-滋陰補血，補精

益髓。

˙主治： 心悸失眠，月經不調，風

濕痺痛。

˙藥理作用：

1.抗血栓形成。

2.降低血糖作用。

3.強心利尿作用。

4.保護肝臟作用。

5.改善胃功能作用。

˙禁忌： 

氣滯痰多，腹脘脹痛，食少

便溏者忌服。

◎補血藥－當歸

˙性味：味甘辛，性溫。

˙功效： 補血活血，調經止痛，潤

燥滑腸。

˙主治： 月經不調，風濕痺痛，跌

打損傷。

˙藥理作用：

1.提高抗體非特異性免疫功能。

2.擴張冠狀動脈，改善血流。

3.抗血栓作用。

4.提高抗體的防禦功能。

5.鎮靜和鎮痛作用。

˙禁忌：

腸胃薄弱，泄瀉溏薄及一切

脾胃病，惡食，不思食及食不消

禁用之。

◎補陰藥－黑芝麻

˙性味：味甘，性平。

˙功效：補肝腎，潤五臟之功能。

˙主治： 虛風眩暈，火候燥結，病

後虛弱，鬚髮早白，婦人

乳少。

˙藥理作用：

1.抗衰老作用。

2.對抗動脈粥樣硬化作用。

3.降低血糖。

4.增加血球容積作用。

◎補陰藥－冬蟲夏草

˙性味：味甘，性溫。

˙功效： 補 虛 損 ， 益 精 氣 ， 止

咳，化痰。

˙主治： 虛喘勞咳，陽萎遺精，腰

膝酸痛。

˙藥理作用：

1.免疫增強作用。

2. 降低血清膽固醇B-lipoprotein。

3.抗缺氧作用。

4.增加心肌的營養血流量。

˙禁忌：有表邪者慎用。

◎補氣方－人參大棗湯

˙主要原料： 人參二錢，大棗三錢。

˙製作過程： 人參、大棗加水適

思樂醫之友／第70期／Winter
醫藥視界

16



量，水煎服。

˙主治功效： 大出血後引起的虛脫

和身體虛弱及增強抵

抗力。

◎補血方－當歸生薑羊肉湯

˙主要原料： 當歸一兩，生薑五

片，羊肉十兩。

˙製作過程： 羊肉切塊，與當歸、

生薑加水適量，先用

大火煮沸，轉小火慢

燉約１小時加調味料

即可服用。

˙主治功效： 血虛體弱，身體四肢

冰冷。

◎補陰方－百合雞子黃湯

˙主要原料： 百合一兩半，雞蛋。

˙製作過程： 先將百合煮爛，加入

雞蛋黃一顆，搗勻煮

熟，加冰糖適量即可

食用。

˙主治功效： 神經衰弱，更年期症

候群，大病後精神失

常，倦怠乏力。

◎補陽方－蟲草鴨

˙主要原料： 雄鴨一隻，冬蟲夏草

三錢。

˙製作過程： 雄鴨去毛，並且將

內臟洗淨，將頭劈

開，冬蟲夏草三錢置

於鴨肚內，用線縫

好，放入大碗內加生

薑和其他佐料、食

鹽，置鍋內蒸，待鴨

肉熟爛後即可食用。

˙主治功效： 腎虛陽萎遺精，婦女

月經不調，肢體畏

寒，夜間尿多，健康

人食用精力充沛，延

年益壽。

結語

「藥症相符，大黃亦補；藥症不符，參茸亦毒」，若進補不當或過量濫用，

會產生不利影響，吃補雖可養氣強身，益壽延年，但非每人都須進補，必須針

對個人的體質、年齡、性別以及時令等因素，施予適合的補品才能補益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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