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養生

廖桂聲中西醫師
曾 任：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 80年6月畢業

1.西醫師考試及格 81年
3.醫療職系高考公職醫師科考試及格 82年
3.中西整合醫學專科醫師甄試合格 87年

現 任：
1.現任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院長 中西醫師

2.前台北市立陽明醫學院中醫科兼任主治醫師
3.前省立基隆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及復健科醫師
4.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顧問

5.中華民國中西整合專科醫師
6.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兼任主治醫師
7.國立臺灣大學獸醫系擔任中草學課程講師

2015年03月26日



中藥一般是以原生藥材入藥，故藥材的品中藥一般是以原生藥材入藥，故藥材的品
種、來源、產地、採集和貯存就是影響中藥種、來源、產地、採集和貯存就是影響中藥
療效很重要的因素。療效很重要的因素。



所有中藥均中醫學指導理論之藥？所有中藥均中醫學指導理論之藥？

麻黃提取麻黃素，它是一個擬腎上腺素的藥，升壓藥物，它麻黃提取麻黃素，它是一個擬腎上腺素的藥，升壓藥物，它
把麻黃作為西藥的原料，作為西藥在使用。它物質相同的，把麻黃作為西藥的原料，作為西藥在使用。它物質相同的，
但是指導的理論不一樣，在臨床使用上也有區別。但是指導的理論不一樣，在臨床使用上也有區別。

例如麻黃，中醫的理論說，藥性味：辛、溫，歸經：肺和膀例如麻黃，中醫的理論說，藥性味：辛、溫，歸經：肺和膀
胱，草質莖入藥，，功效是發散風寒、平喘止咳和利尿消胱，草質莖入藥，，功效是發散風寒、平喘止咳和利尿消
腫，中醫在臨床上用於風寒感冒，或者風寒引起的咳嗽氣喘腫，中醫在臨床上用於風寒感冒，或者風寒引起的咳嗽氣喘
和水腫。和水腫。

中藥？就是在中醫的理論指導下認識和使用的藥物叫做中藥。中藥？就是在中醫的理論指導下認識和使用的藥物叫做中藥。



同物異名中藥同物異名中藥

中藥有很多同物異名，就是同一種藥材，中藥有很多同物異名，就是同一種藥材，
有不同的名稱。有不同的名稱。

例如，常見的食品，如旋花科番薯，有叫例如，常見的食品，如旋花科番薯，有叫
紅薯，有叫紅苕（ㄊ一ㄠ紅薯，有叫紅苕（ㄊ一ㄠˊ́），有叫地），有叫地
瓜，但是是同一個東西，同一個植物的品瓜，但是是同一個東西，同一個植物的品
種，這種就是同物異名現象。種，這種就是同物異名現象。



番薯番薯
【【別名別名】】紅苕藤紅苕藤,,番苕藤番苕藤

【【名稱考證名稱考證】】紅苕藤、番苕藤紅苕藤、番苕藤((《《四川中藥志四川中藥志》》))

【【科目來源科目來源】】雙子葉植物藥旋花科植雙子葉植物藥旋花科植

【【藥用部位藥用部位】】番薯的莖葉。番薯的莖葉。

【【性味歸經性味歸經】《】《四川中藥志四川中藥志》》：： ""性微涼，味甘性微涼，味甘
澀，無毒。澀，無毒。""脾、胃二經。脾、胃二經。

【【功效功效】】止血、止瀉止血、止瀉

【【主治主治】】吐瀉，便血，血崩，乳汁不通，癰瘡。吐瀉，便血，血崩，乳汁不通，癰瘡。



麥冬，本草文獻稱麥門冬，現稱麥冬。麥冬，本草文獻稱麥門冬，現稱麥冬。

三國三國《《吳普本草吳普本草》》記載麥冬是常綠的，冬天有綠記載麥冬是常綠的，冬天有綠

葉，因此又稱忍冬，忍淩、不死藥。葉，因此又稱忍冬，忍淩、不死藥。

麥冬的葉片像韭菜葉：麥冬的葉片像韭菜葉：

秦漢秦漢以前叫以前叫烏韭烏韭

楚就是湖南楚就是湖南一帶叫一帶叫馬韭馬韭

浙江浙江一帶叫一帶叫羊韭羊韭

齊齊叫叫愛韭愛韭，或，或禹韭禹韭
（同物異名）（同物異名）



道地藥材道地藥材
某藥材，對生長環境要求嚴格，只在某一地某藥材，對生長環境要求嚴格，只在某一地
方生長的品質好、療效高，但在其他地方栽方生長的品質好、療效高，但在其他地方栽
培療效就不高。培療效就不高。

川芎川芎為例：活血化瘀藥，唐宋認為四川，是為例：活血化瘀藥，唐宋認為四川，是
道地產區，這個產區一般品質認為很好，品道地產區，這個產區一般品質認為很好，品
質優於其他產地，就叫做道地藥材。質優於其他產地，就叫做道地藥材。

川芎在古代是有性繁殖，用種子，到宋代四川芎在古代是有性繁殖，用種子，到宋代四
川當地的藥農發現了無性繁殖，用它的莖的川當地的藥農發現了無性繁殖，用它的莖的
節來進行繁殖。節來進行繁殖。



藥材道地產區舉例藥材道地產區舉例
寧夏：寧夏：枸杞子枸杞子

廣東：廣東：砂仁砂仁

廣西：廣西：肉桂肉桂

江蘇：江蘇：薄荷薄荷

江蘇茅山：江蘇茅山：蒼术蒼术

浙江於潛：浙江於潛：白术白术

四川：四川：

黃連、附子、川芎、川貝母黃連、附子、川芎、川貝母

東北：東北：

人參、細辛、五味子人參、細辛、五味子

河南：河南：

地黃、山藥、牛膝地黃、山藥、牛膝

甘肅：甘肅：當歸當歸

山東：山東：阿膠阿膠

山西：山西：黨參黨參



2015-03-13 
以線蟲判讀 確診率近96％
［編譯林翠儀／綜合報導］利用一滴尿就能檢查是否罹癌，
而且費用一次只要一百日圓（約台幣二十六元）左右。日本
九州大學研究小組發現線蟲具有靈敏的嗅覺，而且喜歡接近
癌症患者尿液，以線蟲判讀尿液的實驗結果，癌症確診率高
達九十五．八％，高過血液篩檢，預定二○一九年左右實際
運用。
日本九州大學研究人員利用線蟲靈敏的嗅覺及習性，進行癌
症尿液篩檢，準確率達95.8%。上圖，研究人員在培養皿左
側滴入尿液後，馬上吸引線蟲靠近；下圖，改滴入健康人士
的尿液後，線蟲馬上跑開。�（取自網路）

日本研究
一滴尿就知道是否罹癌



三七三七中藥：明代道地產區在廣西中藥：明代道地產區在廣西
田州，或田陽，故又叫田七。田州，或田陽，故又叫田七。

但雲南的生態環境也適合三七生但雲南的生態環境也適合三七生
長，產量也比較大，因此現在一長，產量也比較大，因此現在一
般說的都是雲南三七、滇三七，般說的都是雲南三七、滇三七，
是後來居上的產區。是後來居上的產區。



人參：人參：
最早產在山西五臺山一帶，古代本草裡有最早產在山西五臺山一帶，古代本草裡有““上黨人上黨人
參參＂＂說法。說法。

後來山西五臺山的森林破壞，植被的破壞，到了明代後來山西五臺山的森林破壞，植被的破壞，到了明代
初年，山西地方的人參就見不到，後來完全絕跡。初年，山西地方的人參就見不到，後來完全絕跡。

現在東北地區吉林，古書上談的上黨人參，上黨是道現在東北地區吉林，古書上談的上黨人參，上黨是道
地產區，現在是東北，東北人參、吉林人參，道地產地產區，現在是東北，東北人參、吉林人參，道地產
區，它都發生變化的，所以道地產區是可以改變的，區，它都發生變化的，所以道地產區是可以改變的，
不完全是一成不變的。不完全是一成不變的。



中藥毒副作用

據專家介紹，多年來中藥副作用少的說法，使人們對某些中
草藥的腎毒素性缺少足夠的認識和重視。90年代中期，比利
時醫生首先發現，相當數量的“肥妞＂、“胖嫂＂在無所禁
忌地服用减肥中藥後發生急性腎衰竭，由此提出了“中藥腎
病＂的概念。

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全军腎臟病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中
药木通、厚朴、粉防已、细辛中含有的馬兜鈴酸能導致腎小
管及間質、近端腎小管酸中毒及低渗尿。此類患者臨床初期
出現少尿性急性腎衰，隨著時間的推移，轉變成慢性小管間
質性腎炎。而這些患者的治療極為困難，往往逐步走向末期
衰竭。



中藥毒副作用

世界衛生组織(WHO)今天表示，傳統或「另
類」醫藥使用增加，副作用案例報告也隨
之竄升，中國大陸單在2002年就有9854件
已知中药副作用報告，而以1990至1999只
有四千件。



中藥毒副作用

蒼耳子 内服，常用量3—9克。如每劑内用量過大，易中
毒，能引起嘔吐、腹痛、腹瀉併损害肝腎功能，引起廣泛出
血。
北五加皮 有毒。如以該藥代替無毒性的南五加皮，内服可
引起頭晕、頭痛、噁心嘔吐、水泻、胸悶心悸、冷汗、脈滞
缓及心律不整等。
茺蔚子 婦科常用量每劑内6—10克。如内服劑量過大，可突
然引起全身乏力，下肢不能活動等反應。所以臨床應用不能
過量(中藥書上從未談及)。

蓖麻子 有毒，只能外用，不能内服。生蓖麻子一旦内
服，易中毒，引起噁心、劇烈吐瀉、精神不振、嗜睡昏迷，
並出現黄疸，尿少等中毒反應。萬萬不能生吃。



中藥副作用肇因拿錯藥吃錯量

使用中藥出現副作用情況，常是使用者違背了
中醫藥學理論所致！執業蕭文彥表示，另外還有誤
用的問題。

中藥使用不當的原因大致有兩種。首先，品種
混淆，如有人誤將商陸當人參服用；有的處方中是
車前子，藥房卻給了馬錢子；還有的藥店為了治療
風濕性關節痛，大劑量煎服生草烏，如此副作用很
大。

中藥中毒病例中有許多是服用了補品而有副作用
的。蕭文彥表示，例如像人參吃太多其實也有問
題，其實，中醫藥學理論把人參性能確定為補氣，
只適用於氣虛者，氣不虛者服用後很容易致病。



中藥副作用肇因不瞭解

雖然中藥及健康食品的使用在法規上並不需要有詳細的藥物
動力學數據，來解釋這些藥物應該一次吃多少以及隔多久吃
一次。在研究數據不足的情況下，如何達到保健目的下的合
理用藥就顯得格外重要。

以藥物動力學的學理觀點提出以下幾點供一般民眾用藥
參考，如果是保健而不是治療用途的中藥，在自行服用時應
注意不要長期服用相同的藥材，中藥經常會被誤導為藥性溫
和沒有副作用，進一步被解釋為可以煮來代替茶水天天喝。
任何藥物無限制的大劑量或長期服用，從藥物動力學的觀點
都可能產生藥物在體內的蓄積、藥物的代謝及排泄減緩，可
能會導致副作用產生。



現代人崇尚健康自然，更由於西藥之毒性及
副作用，以及長期服用造成之抗藥性，使得
人類對服用化學藥品產生疑慮，人們急於尋
找回歸自然之天然藥物及療法。自90年代開
始，世界醫學漸漸重視預防醫學，由治療醫
學模式轉向預防醫學模式。更由於人類日趨
長壽，平均壽命大幅提高，多數開發國家已
進入高齡社會。對於各種老人病，西方醫學
可以說是治療乏術。人們更進而尋求替代之
自然療法，致使中草藥市場逐年推升。



中醫體質自覺量表

陰虛及血虛出現情形得分超過20分為熱
性體質

四肢麻木

失眠

心悸

耳鳴

眼花

頭暈血虛

急躁易怒

口乾咽乾

盜汗

五心煩熱

失眠陰虛

一直出現4
分

時常出現
3分

偶爾出現2
分

從未出現1
分症狀/分數



中醫體質自覺量表

陽虛及氣虛出現情形得分超過20分為寒性體質

頭暈

嗜睡

氣息短促

懶言音弱

神疲乏力氣虛

夜尿多小便
清長

畏寒肢冷

大便軟或瀉

疼痛遇暖較
舒服陽虛

一直出現4
分

時常出現
3分

偶爾出現2
分

從未出現1
分症狀/分數



安迪把他的經驗獻給每一個在尋求出口的你
那年我二十三歲，父母雙亡，流落墨西哥灣岸公園，以碼頭下方為家。除了從有錢

人家車庫偷來的幾瓶可樂外，一無所有。在空蕩蕩的碼頭下，我忍不住嚎啕大哭，突然
一個老頭出現在我面前，「你可以叫我瓊斯。」他說。從此我原本想要放棄的人生從此
再不相同。這個神祕的老人究竟是誰，我直到今日仍不知道，只知道他永遠提著一個褐

色的皮箱，說出的話語擁有足以扭轉人生的力量……
作者簡介

安迪．安德魯斯 Andy Andrews



常用養生補養方藥

四物補血湯—------補血

八珍湯---------------氣血雙補

十全大補湯—------大補元氣

六味地黃湯---------養陰

桂附八味丸---------養陽

龜鹿二仙膠---------陰陽雙補



孕婦適合食用藥膳嗎？

孕婦懷孕前期在藥膳調理方面，要小心避免
使用活血化瘀力較強的中草藥，如當歸、川
芎、乳香、沒藥等。然而中醫典籍「濟陰綱
目」中有徐之才的逐月養胎法，所以孕婦適
時適量的使用藥膳仍是可以接受的，但不宜
同種藥材、食材過量使用。



常聽人說，吃西藥時最好不要吃
中藥，是真的嗎？還是只要時間

錯開就可以？

漢堡、薯條當早餐 / 他19歲 大腸長了瘜肉



肝臟排毒肝臟排毒::
1.1.吃青色的食物。吃青色的食物。

按中醫五行理論，青色的食物可以通達肝氣，起到按中醫五行理論，青色的食物可以通達肝氣，起到
很好的疏肝、解鬱、緩解情緒作用，屬於幫助肝臟很好的疏肝、解鬱、緩解情緒作用，屬於幫助肝臟
排毒的食物。青色的橘子或檸檬。排毒的食物。青色的橘子或檸檬。

2.2.按壓肝臟排毒要穴。按壓肝臟排毒要穴。枸杞提升肝臟的耐受性枸杞提升肝臟的耐受性

這是指太沖穴，位置在足背第一、二蹠骨結合部之這是指太沖穴，位置在足背第一、二蹠骨結合部之
前的凹陷中。用拇指按揉前的凹陷中。用拇指按揉3~53~5分鐘，感覺輕微酸脹即分鐘，感覺輕微酸脹即
可。可。

論語說『不遷怒、不貳過』

太衝穴（在足大
趾本節後二寸陷
中，動脈應
手）。





丹參
Radix salviae miltiorrhizae心臟排毒心臟排毒::



內關穴

位於小臂內側正中線
上、距離手掌接合處三
指幅

主治心悸、胸悶、噁
心、暈車、經痛

按壓心臟排毒要穴按壓心臟排毒要穴--



內關(手厥陰心包經)

在前臂掌面的下段，當
曲澤與大陵的連線，大
陵(腕橫紋)上2寸，掌
長肌肌腱與橈側腕屈肌
肌腱之間，約與外關相
對。



人身上有多少穴道？

以正經穴位數而言，由三國時代的349個到清
朝的361個，成為目前公認的穴位數字

但是目前還有不斷開發出奇穴，耳穴，眼
穴…等等，臨床所有使用穴位可能高達一千
個以上。





脾臟排毒脾臟排毒::

1.1.吃吃烏神茶烏神茶助脾臟排毒。助脾臟排毒。

例如烏梅、例如烏梅、六神麯六神麯，這是用來化解食物中毒素的最佳食品，，這是用來化解食物中毒素的最佳食品，
可以增強腸胃的消化功能，使食物中的毒素在最短的時間內可以增強腸胃的消化功能，使食物中的毒素在最短的時間內
排出體外。同時酸味食物還具有健脾的功效，可以很好地起排出體外。同時酸味食物還具有健脾的功效，可以很好地起
到到““抗毒食品抗毒食品＂＂的功效的功效

2.2.按壓脾臟排毒要穴。按壓脾臟排毒要穴。

這是指這是指三陰交三陰交穴，位置在內踝前下方的凹陷中，用手指按揉穴，位置在內踝前下方的凹陷中，用手指按揉
該穴位，保持酸重感即可，每次該穴位，保持酸重感即可，每次33分鐘左右，兩腳交替做。分鐘左右，兩腳交替做。

3.3.飯後飯後二小時散步慢走二小時散步慢走並曬太陽並曬太陽。。

餐後是最容易產生毒素的時刻，食物如果不能及時的消化或餐後是最容易產生毒素的時刻，食物如果不能及時的消化或
是吸收，毒素就會積累很多。除了飯後走一走，因為甘味健是吸收，毒素就會積累很多。除了飯後走一走，因為甘味健
脾，幫助健脾、排毒脾，幫助健脾、排毒



六神麯六神麯

其製法是以麵粉或麩皮與杏仁泥、赤小豆
粉，以及鮮青蒿、鮮蒼耳、鮮辣寥自然汁，
混合拌勻，使乾濕適宜，做成小塊，放入筐
內，復以麻葉或楮葉，保溫發酵一週，長出
黃菌絲時取出，切成小塊，曬乾即成。生用
或炒用。



按壓脾臟排毒要穴。按壓脾臟排毒要穴。



三陰交(足太陰脾經)

在小腿內側，當足踝尖
上3寸，脛骨內側緣後
方凹陷處。



肺臟排毒肺臟排毒::

1.1.白木耳白木耳是肺臟的排毒食品。是肺臟的排毒食品。

在中醫眼中，大腸和肺的關係最密切，肺排出毒素程度取決在中醫眼中，大腸和肺的關係最密切，肺排出毒素程度取決
於大腸是否通暢，於大腸是否通暢，白木耳白木耳能幫助大腸排泄宿便。能幫助大腸排泄宿便。

2.2.按壓肺臟排毒要穴。按壓肺臟排毒要穴。

有利肺臟的穴位是合有利肺臟的穴位是合谷谷穴，位置在手背上，第穴，位置在手背上，第11、、22掌骨間，掌骨間，
當第當第22掌骨橈側的中點處，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這個部掌骨橈側的中點處，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這個部
位，用力按壓。位，用力按壓。

4.4.排汗解毒。排汗解毒。

肺管理皮膚，所以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讓汗液帶走體內的肺管理皮膚，所以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讓汗液帶走體內的
毒素，會讓我們的肺清爽起來。除了運動以外，出汗的方法毒素，會讓我們的肺清爽起來。除了運動以外，出汗的方法
還可以是熱水浴，浴前水中加一些生薑油，使汗液分泌得更還可以是熱水浴，浴前水中加一些生薑油，使汗液分泌得更
暢快，排出身體深處的毒素。暢快，排出身體深處的毒素。



合谷穴
位於一二掌骨之間

主治頭痛、牙痛、感
冒、發熱、咳嗽、腰
痛、背痛

按壓肺臟排毒要穴。按壓肺臟排毒要穴。



合谷（手陽明大腸經）

在手背，當第一掌骨間

隙之中點處，或第二掌

指關節與陽溪穴之間的

中點處，稍靠近食指

側。



腎臟排毒腎臟排毒::

1.1.腎臟排毒食品：腎臟排毒食品：檸檬水檸檬水--酸度適度酸度適度。。

2.2.腎臟抗毒食品：山藥。腎臟抗毒食品：山藥。

山藥雖然可以同時滋補很多臟器，但最終還是以補腎為主，山藥雖然可以同時滋補很多臟器，但最終還是以補腎為主，
經常吃山藥可以增強腎臟的排毒功能。拔絲山藥是很好的一經常吃山藥可以增強腎臟的排毒功能。拔絲山藥是很好的一
種食用方法，用焦糖種食用方法，用焦糖““炮製炮製＂＂過的山藥，抗毒的功效會相應過的山藥，抗毒的功效會相應
增強。增強。

3.3.按壓按壓腎腎臟排毒要穴：湧泉穴。臟排毒要穴：湧泉穴。

是人體最低的穴位，如果人體是一幢大樓，這個穴位就是排是人體最低的穴位，如果人體是一幢大樓，這個穴位就是排
汙下水管道的出口，經常按揉它，排毒效果明顯。湧泉穴位汙下水管道的出口，經常按揉它，排毒效果明顯。湧泉穴位
置在足底的前置在足底的前1/31/3處（計算時不包括足趾），這個穴位比較處（計算時不包括足趾），這個穴位比較
敏感，不要用太大的力度，稍有感覺即可，以邊按邊揉為敏感，不要用太大的力度，稍有感覺即可，以邊按邊揉為
佳，持續佳，持續55分鐘左右即可。分鐘左右即可。



按壓按壓腎腎臟排毒要穴：湧泉穴臟排毒要穴：湧泉穴



湧泉(足少陰腎經)

在足底部，卷足時足前
部凹陷處，約當足底
2､3趾趾縫紋頭與足跟
連線的前1/3與後2/3交
點上；另一取法當對第
2跖骨間隙的中點凹陷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