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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何謂”肝”

�養肝食材

�養肝藥材

�養肝藥膳



中醫與西醫的肝是否相同中醫與西醫的肝是否相同中醫與西醫的肝是否相同中醫與西醫的肝是否相同????

�醫學發展背景不同

�名詞翻譯的誤用

�雞同鴨講



中醫肝的生理中醫肝的生理中醫肝的生理中醫肝的生理

肝

生理功
能：

1.主疏泄

2.主藏血

1.在志為怒

體徵連
屬：

2.在液為淚

3.在體合筋，其華在
爪

4.在竅為目

5.肝主風



肝與陰陽五行的關係肝與陰陽五行的關係肝與陰陽五行的關係肝與陰陽五行的關係

�「青」對應到人體的肝臟部位，而五行中肝又屬木，所以
青色在五行中也屬「木」。

�青色食物能明目、保肝酸入肝，青色對應到味覺是「酸」
味，所以有些青色食物吃起來的感覺酸酸的，如奇異果、
檸檬、白醋，青色食物還有綠豆、大小黃瓜、花椰菜、毛
豆、芹菜、菠菜、竹筍、番石榴、海帶等，對人體的肝、

膽和眼睛都有幫助。
�酸味較高的食物，最好在飯後或是非空腹時食用。



｢｢｢｢肝肝肝肝｣｣｣｣與情緒與情緒與情緒與情緒

�五行學說的觀念：肝 = 木

�｢木｣的生長特性是往外、往上

�｢木｣主｢疏泄｣、主｢升發｣

�當人的情緒受到壓抑時，｢疏泄｣和｢升發｣功
能失常，導致疾病產生



肝主藏血肝主藏血肝主藏血肝主藏血

•貯藏血液的功能貯藏血液的功能貯藏血液的功能貯藏血液的功能

肝有貯藏血液的功能，包括全身血量和血

紅素是否足夠

•調節血量的功能調節血量的功能調節血量的功能調節血量的功能

血流分佈的調節有關



肝與體徵肝與體徵肝與體徵肝與體徵

�在中醫認為人體中肌腱和韌帶（肝主筋肝主筋肝主筋肝主筋）、
指甲（其華在爪其華在爪其華在爪其華在爪）、以及眼睛（肝主目肝主目肝主目肝主目）等
方面的問題，都歸屬於肝系的病理表現

�經絡學說經絡學說經絡學說經絡學說方面，在肝經所經過的地方，如：
太陽穴、頭兩側、兩側脅肋、下腹兩側、和
生殖器部位出現異常表現，也都歸屬於肝系
的病理表現



中醫與西醫的肝中醫與西醫的肝中醫與西醫的肝中醫與西醫的肝

�相似

�藏血功能

�相異

�中醫所講的「肝」比較接近現代醫學中自律神經自律神經自律神經自律神經
方面的功能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肝火大肝火大肝火大肝火大””””

�ㄧ般是指容易口苦、口臭、牙齦出血甚至眼
膜充血。

�與交感神經亢奮有關

�主要特徵，外部有明顯燥熱症狀，甚至產生
劇烈頭痛、暈眩、臉紅脖子粗、失聰或耳
鳴。內部則有腸胃不適、嘔吐便秘，導致情
緒急躁易怒，控制不穩。



降肝火食材降肝火食材降肝火食材降肝火食材

�瓜類：冬瓜、西瓜、絲瓜等

�寒性蔬菜：蕃茄、蘆筍、竹筍等

�水果：柳丁、鳳梨、奇異果、葡萄柚、葡萄
等

�忌食：熱性食物，如：龍眼、荔枝、辛辣與
油炸食物



現代醫學肝病的預防和保健現代醫學肝病的預防和保健現代醫學肝病的預防和保健現代醫學肝病的預防和保健

�生活上應避免過度勞累、避免抽煙、喝酒以及
會損害肝臟的藥物、和化學物質等

�飲食上避免不新鮮的食物，包括發霉的米、玉
米、花生、醃漬、煙燻或含防腐劑的食品

�建議忌口的食物包括﹕油炸物、蝦蟹、鵝、
鴨、香腸、臘肉、酸辣刺激物



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

�飲食上以清淡食物為宜

�除建議多食用含維他命A、 C較高的黃綠色
蔬菜

�一般食物以容易吸收、低脂肪、高蛋白含量
者為宜。如﹕蛤蜊、排骨、豬肉、青菜﹑紅
蘿蔔、木耳、蓮藕等



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現代醫學肝病的食療方法

�蛤蜊蒸大蒜﹐這是台灣民間常被運用在肝炎
的食療方法

�綠豆茶﹕以綠豆洗淨﹐泡一夜﹐隔日濾乾﹐
再以三十倍的開水沖泡﹐代替茶來喝

�綠豆飯﹕白米和綠豆各半﹐綠豆先泡過﹐和
米一起下鍋煮食



芝麻芝麻芝麻芝麻
�四性:平

�五味:甘

�功效
�本草綱目中記載久服芝麻可以明眼、身輕、不老。

�神農本草經記述胡麻補肺氣、益肝腎、潤五臟、堅筋
骨、明耳目、耐飢渴、烏髭髮、利大小便、逐風濕
氣、涼血解毒，而且能益壽延年抗衰老。

�中醫典籍指出黑芝麻有滋補、烏髮、通便、解毒等功
效。

�白芝麻能補血、潤腸、通乳、養發、補虛勞、潤肌
膚，常作爲補益食品應用。



芝麻芝麻芝麻芝麻

�芝麻素(Sesamin)已被科學證實能在體內發
揮強力的抗氧化作用，降低血中膽固醇及
血壓，強化肝臟機能。

�芝麻素可減輕酒精造成肝臟損傷的程度，
具有保肝功能。

�芝麻素可有效抑制高血壓的發展，並減輕
心血管的肥大和腎臟損傷，顯示芝麻素的
抗高血壓效用



核桃核桃核桃核桃

�四性:溫

�五味:甘

�功效
�補腎健腦，補中益氣，潤肌膚、烏鬚髮。

�所含脂類有亞油酸甘油酯、亞麻酸及油酸甘
油酯，對減少膽固醇在血中升高有益，有利
於動脈硬化、心腦血管病患者的保健。

�有大量的不飽和脂肪酸，能強化腦血管彈力
和促進神經細胞的活力，提高大腦的生理功
能。



海藻類海藻類海藻類海藻類

�四性:寒
�五味:鹹
�歸經:腎
�功效

�消痰、軟堅散結、清熱利尿、消水腫、去腳氣
病。

�作用
�內含高鈣，可預防骨質疏鬆症。高鐵，可預防缺

血性貧血。高碘，可預防因缺碘引發的甲狀腺疾
病。也可降低血中膽固醇和三酸甘油脂。

�營養成分:醣類、膳食纖維、礦物質及維生素Ｂ
群、Ｅ。



海藻類海藻類海藻類海藻類

�膳食纖維－助排便、廢物排泄，具整腸排
毒作用。

�海藻多醣－助腸內多餘膽固醇和有害物質
排出體外，並具抗癌功效。

�藻類－助於預防高血壓、動脈硬化等心血
管疾病。

�甘露醇－利尿、促進腸蠕動。
�硒－增強肝臟解毒功能。



冬瓜冬瓜冬瓜冬瓜

�味甘而性寒。

�有利尿消腫、清熱解毒、清胃降火及消炎之功效。

�對於動脈硬化、冠心病，高血壓、水腫腹脹等疾
病，有良好的冶療作用。

�冬瓜還有解魚毒、酒毒之功能。

�經常食用冬瓜，能去掉人體內過剩的脂肪，由於冬
瓜含糖量較低，也適宜於糖尿病人“充飢”。

�在炎熱的夏季，如中暑煩渴，食用冬瓜能收到顯著
療效。



西瓜西瓜西瓜西瓜

�性寒味甘 。
�李時珍《本草綱目》書中說："西瓜能消煩止

渴，解暑熱，治痢疾，解酒毒。" 
�西瓜果肉（瓤）有清熱解暑、解煩渴、利小

便、解酒毒等功效，用來治一切熱症、暑熱煩
渴、小便不利、咽喉疼痛、口腔發炎、酒醉。

�西瓜皮用來治腎炎水腫、肝病黃疸、糖尿病。
�西瓜子有清肺潤肺功效，和中止渴、助消化，

可治吐血、久嗽。
�籽殼用治腸風下血、血痢。



絲瓜絲瓜絲瓜絲瓜

�性平(微寒)味甘。

�可去風濕、通經絡、涼血、解毒、清熱化
痰，可防治筋脈酸痛、胸脅疼痛等症。

�主治:熱病身熱煩渴、痰喘咳嗽、咽喉腫
痛、崩帶血淋、疔痞、乳汁不通、癰腫等。

�絲瓜所含皂甘有止咳袪痰作用，對肺炎球菌
有抑制作用。



山楂山楂山楂山楂

�性微溫味酸甘，歸脾、胃、肝經。

�有散瘀消積、清胃、除口酸臭的功效。

�山楂可以促進脂肪分解，幫助消化，故而善
消肉食。山楂還有抑菌、降血脂、強心、收
縮子宮等作用，對痢疾、高血壓病、高血脂
症、冠心病等都有一定的療效。



山楂山楂山楂山楂

�山楂能顯著降低血清膽固醇及甘油三酯，有效防治動脈
粥樣硬化；山楂還能通過增強心肌收縮力、增加心輸出
量、擴張冠狀動脈血管、增加冠脈血流量、降低心肌耗
氧量等起到強心和預防心絞痛的作用。

�山楂具有活血化淤的作用，是血淤型痛經患者的食療佳
品。

�孕婦不宜多吃山楂的，因為山楂有收縮子宮平滑肌的作
用，有可能誘發流產。

�山楂可促進胃酸的分泌，因此不宜空腹食用。

�山楂中的酸性物質對牙齒具有一定的腐蝕性，食用後要
注意及時漱口、刷牙，正處在牙齒更替期的兒童更應格
外注意。



烏梅烏梅烏梅烏梅

�性平味酸。

�入肝、脾、肺、大腸經，具有斂肺生津等功
效。

�可用於治療肺虛久咳、久瀉久痢、虛熱消渴等
症。因其味酸能生津止渴，故可解醉酒煩渴。

�具有收歛生津、安蛔驅蟲、治久咳、虛熱煩
渴、久瘧、久瀉、痢疾、便血、尿血、血崩、
蛔厥腹痛、嘔吐、鉤蟲病、牛皮癬、駑肉的功
效。

�長于酸斂下氣，澀腸止泄，養肝柔筋，蝕瘡怯
腐，驅蟲止痛。



綠豆綠豆綠豆綠豆
�四性:寒
�五味:甘
�歸經:脾、肝
�功效

�清熱解毒、消暑解渴、利尿消腫、潤喉止渴及明目降
壓作用。

�作用
�防止中暑及熱毒引起的各種瘡癤膿腫。
�適合腎炎、糖尿病、高血壓、動脈硬化、腸胃炎、咽

喉炎及視力減退等症患者食用。
�營養成分: 膳食纖維、蛋白質、熱量、鈣、鐵、維生素

B1及B2。



蘆筍蘆筍蘆筍蘆筍

�四性:寒
�五味:甘
�歸經:脾、肝
�功效

�袪內熱、利尿、促進血液循環、新陳代謝、降低血壓、消除
疲勞、安神。

�作用
�防血管硬化、降血壓、抗癌、增強免疫力的功效，對心血管

疾病的預防很有幫助。
�蘆筍含有豐富的葉酸，可幫助胎兒的成長，對孕婦而言是很

重要的營養成分。
�可預防心臟病、高血壓、維持精神與情緒的健康、健腦和保

護肝臟等。
�營養成分: 蛋白質、醣類、膳食纖維、維生素A、 B、C群、葉

酸、鉀、鎂、鐵、鈣、磷、鋅等。



葡萄葡萄葡萄葡萄

�四性:平

�五味:酸

�歸經:肝、腎

�功效

�補氣血、生津液、健脾開胃、強壯筋骨。

�適宜肝病、腎炎、高血壓病、水腫、兒童、
孕婦、貧血者、神經衰弱、過度疲勞、體倦
乏力、肺虛咳嗽、盜汗、風濕性關節炎、四
肢筋骨疼痛者食用。



葡萄葡萄葡萄葡萄
�作用

�葡萄中含有黃酮素的成分，具有防止血管破裂
出血，防止痙孿、發炎、利尿、降血壓、抗氧
化、防癌等功能。

�葡萄多酚是強而有力的抗自由基分子，它們不
但可以阻斷自由基增生，同時還可以幫助細胞
抵禦自由基。

�葡萄的養身功效包括補氣養血、美容養顏、舒
筋活血、利尿、孕婦常吃可幫助鐵質吸收。

�豐富的礦物質是建構身體組織重要元素，同時
可平衡飲食失調現象，幫助清理體內因食物殘
渣所產生的毒素。

�葡萄乾含有大量的鐵質，對於貧血有很好的療
效。



奇異果奇異果奇異果奇異果

�四性:寒
�五味:酸
�歸經:肝
�功效

�能「調中下氣」，具有滋補強身、清熱利
尿、健胃、潤燥之功。

�奇異果汁有清熱生津、止吐瀉的功效。

�作用
�維他命C，可減緩老化、強化免疫系統、降

低體內膽固醇、預防心血管疾病。
�鉀離子，調節體內水分，維持心臟功能。



奇異果奇異果奇異果奇異果

�膳食纖維，促進胃腸蠕動，增強消化能
力，對腹瀉或便秘過敏性腸炎患者可改
善病狀。

�鮮果汁中的抗氧化物質可降低血脂、減
少低密度脂蛋白、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可防治高血壓、預防心血管疾病、尿路
結石與癌症等患病機率。



木耳木耳木耳木耳

�四性:平
�五味:甘
�歸經:脾、肺、腎
�功效

�具有益氣、潤肺、補腦、輕身、涼血、止血、
澀腸、活血、強志、養容等功效。

�主治氣虛或血熱所致腹瀉、崩漏、尿血、齒齦
疼痛、脫肛、便血等病症。

�作用
�護膚、護肝、增強抵抗力、強化骨骼牙齒、預

防貧血與便秘。



木耳木耳木耳木耳

�適合心腦血管疾病、結石症患者食用。
�鐵－養血駐顏，令人肌膚紅潤，容光煥發，

並可防治缺鐵性貧血。
�維生素K －減少血液凝塊，預防血栓症的發

生，防治動脈粥樣硬化 和冠心病的作用。
�膠質－可把殘留在人體消化系統內的灰塵、

雜質吸附集中起來排出體外，從而起到清胃滌
腸的作用。

�不適宜者：出血症狀者、風寒咳嗽者不宜。
腹瀉者少吃。



柴胡柴胡柴胡柴胡

�味苦，性平，無毒。

�功效：解熱。

�主治：寒熱往來，口
苦痛，耳聾；肝氣鬱
滯，頭暈目眩，兩作
痛脹滿，調和 經血，
經痛，脾胃氣虛下陷
，胃下垂，子宮下垂
，脫紅。



菊花菊花菊花菊花

�菊花甘苦微寒，有疏風散熱的功效。

�常用於治療風溫初起，風熱感冒，頭
痛、目赤等

�菊花也是眼科常用的藥物，主用於治療
肝經風熱、目赤腫痛、兩目昏花、見風
流淚、目生雲翳等，有清利頭目的作用

�菊花還有清熱解毒治疔腫的作用，為外
科常用藥

�菊花的用量一般為二、三錢，特殊情況
也可用到四錢或五錢



薄荷薄荷薄荷薄荷

�薄荷主要用為辛涼解表藥，有辛涼發汗的
作用。常用它治療風熱感冒，頭暈頭痛，
咽喉腫痛等

�久病、大病之後，不可用薄荷，以免出汗
不止。

�一般用量為五分至二錢，病較重者，也可
用三錢



決明子決明子決明子決明子

�決明子性味苦、甘、鹹，微寒

�入肝、腎、大腸經

�有清肝益腎，明目，利水通便作用。

�主治目赤腫痛，羞明淚多，青盲，雀目，頭
痛頭暈，視物昏暗，肝硬化腹水，小便不
利，習慣性便秘

�外治腫毒、癬疾等



決明子決明子決明子決明子

�現代研究表明，決明子除含有糖類、蛋白質、
脂肪外，還含甾體化合物、蒽醌類化合物如大
黃酚、大黃素等，還有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
鐵、鋅、錳、銅、鎳、鈷、鉬等。

�有平喘、利膽、保肝、降壓、降脂等作用，並
有一定抗菌、消炎，降血壓和強心作用。

�對人體新陳代謝、中樞神經和血液循環也都有
影響

�現代藥理研究證實，決明茶輔助醫藥防治各種
眼病、高血壓，高血脂（肥胖）和便秘，效果
明顯



枸杞枸杞枸杞枸杞

�枸杞子味甘性平。

�有滋補肝腎、益精明目的作用。肝腎不足
而致的腰膝無力、臍腹隱痛、陽萎不舉等
症，可用本品



牛蒡海帶羹牛蒡海帶羹牛蒡海帶羹牛蒡海帶羹

�功效:清肝、化痰，適用結膜炎、高血壓、
肝火旺引起的臉紅頭痛等。

�材料:

�決明子1兩。

�牛蒡絲200克、海帶30克、白木耳20克。

�鹽少量、水5碗。

�忌:腹瀉者停用。



二花銀耳羹二花銀耳羹二花銀耳羹二花銀耳羹

�功效:清肝潤肺、補血養顏。

�材料:

�銀耳2錢、菊花1錢、玫瑰花1錢、桂圓3錢。

�水3碗。

�忌:腸胃不適者、腹瀉者禁喝。



甘麥大棗解鬱茶甘麥大棗解鬱茶甘麥大棗解鬱茶甘麥大棗解鬱茶

�功效:安神定志，紓解鬱悶，穩定情緒。

�材料:

�甘草1錢、小麥2兩、紅棗5粒。

�宜:情緒不穩、抗壓力低、精神官能失調、
更年期可長期飲用。

�夏季時節炙躁擾，可冰鎮後喝飲，冬季宜
熱飲，平時適合溫熱飲。



銀耳蓮子甜湯銀耳蓮子甜湯銀耳蓮子甜湯銀耳蓮子甜湯

�功效:益心補脾，保肝健胃，安眠補腦。

�材料:

�白木耳5錢、蓮子4兩、枸杞3錢。

�體虛、失眠多夢、情緒低潮者可增加食用頻
率。

�便秘、容易脹氣者，要減少蓮子的量。



三瓜湯三瓜湯三瓜湯三瓜湯

�材料:小黃瓜1條、冬瓜1段、節瓜半條。

�小黃瓜消暑解熱、生津止渴、利水解毒，能除
煩解憂、利尿消腫、降低膽固醇和血壓。

�冬瓜消暑解毒，能袪心火、除煩燥、化痘疹和
疔瘡。

�虛寒胃痛、長期腹瀉，以及咳嗽而痰稀白、臉
色蒼白、四肢無力要慎食。

�作用:生津止渴，利尿消腫，調降血壓。



決明菊花養目茶決明菊花養目茶決明菊花養目茶決明菊花養目茶

�材料:決明子5錢、菊花0.5錢。

�決明子能清肝益腎、消炎瀉
熱、明目、降壓、利尿軟便，
也可保肝、降脂、降壓和強
心。

�菊花具有疏風散熱、平肝明
目、消炎利尿、抗菌解毒之功
效

�腹瀉、低血壓者慎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