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耆嬰養生之旅（1）
-嬰孩期篇、青年期篇

香港防癆會-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南區）
註診中醫師 李樂怡醫師

主辦: 贊助:協辦: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中醫服務)



影響壽命的三大因素

七情

勞逸

飲食



嬰孩期篇



嬰孩期的生理特點及發病特點
◦生理上：
生機蓬勃，發育迅速 = 純陽之體
臟腑嬌嫩，形氣未充 = “三不足”（肺、脾、腎）

◦發病特點：

抗病能力低，易發病，病情發展瞬速；
心理發育未完善，易受驚嚇而發病，情志不穩



嬰孩期的保健要點（1）

新生兒期 嬰兒期

年齡 出生～滿月 滿月～1歲

保健要點 1.合理餵養
2.注意寒溫
3.預防感染
4.保證充足睡眠及
良好睡眠姿勢

1.合理餵養
2.注意寒溫
3.接種疫苗



嬰孩期的保健要點（2）
幼兒期 幼童期 兒童期

年齡 1歲～3歲 3歲～7歲 7歲～12歲

保健
要點

1.重視早期
教育

2.培養良好
衛生及生
活習慣

1.加強看護及教
育，防止意外
事故發生

2.培養品德及初
步獨立生活能
力

1.重視全面教育，
加強體育鍛鍊

2.特別注意預防
近視、脊柱變
形、扁平足等
問題



嬰孩期的養生指導（1）-合理餵養
◦鼓勵以母乳餵哺（尤其適合6個月以下的小兒），亦可
採用混合餵養

◦及時添加輔食：1. 由少到多、由稀（流質）到稠（固
體）、由細到粗、由一種到多種
2. 在嬰兒健康、脾胃功能正常時逐步添加
【4-6個月可開始給予蔬果汁/蓉、嬰兒米糊、豆腐、
蛋黃、魚肉泥等】

◦進餐定時、定量，不偏食、不挑食



嬰孩期的養生指導（1）-合理餵養

◦食物以“營養充足、均衡，可促進發育”為原則；
食物品種多樣化，粗細糧及葷素菜均衡

◦忌食溫補滋膩厚味的食物：羊肉、海參、花膠等，
不宜營養過剩

◦少食煎炸、生冷、零食

◦《幼幼集成。初生護持》：“忍三分飢，吃七分飽”



嬰孩期的養生指導（2）-寒溫適度

◦順應天時寒溫變化而增減衣服

◦小兒冷熱適度：頭宜涼，手足、背、腹宜暖而不出汗

◦體溫保持：36.5’C-37.3’C之間

◦小兒衣被忌厚熱，平時不宜穿衣過多，避免生內熱

◦《諸病源候論。養小兒候》：“薄衣之法，當以秋習之”
=讓小兒慢慢適應外界氣溫的變化，增強對寒冷的耐受
能力



嬰孩期的常見疾病

肺常不足

小兒肺臟嬌嫩不足，
衛外功能未固，

抗御能力差
+

寒熱不能自調，
護養不當

外邪客犯
肺系：

感冒、咳嗽、
肺炎喘嗽



嬰孩期的常見疾病

脾常不足

小兒
脾胃之體成而未全，
脾胃之氣全而未壯

+
小兒飲食不知自節，

家長餵養不當

損傷脾胃：
厭食、積滯、
泄瀉、腹痛、

嘔吐



嬰孩期的常見疾病

腎常不足

腎藏精，主骨，
為先天之本；

小兒“氣血未充，
腎氣未固”

腎精失充：
遺尿、

五遲五軟



肺系疾病（1）：感冒

◦預防：加強體育鍛鍊、適寒溫、
流行季節減少去公共場所、
勤洗手、戴口罩



肺系疾病（2）：咳嗽
◦預防：避免進食辛辣刺激、過甜
過鹹；
適寒溫，注意胸腹部保暖、
加強體育鍛鍊、
流行季節減少去公共場所、
勤洗手、戴口罩



小兒咳嗽食療
◦風寒咳嗽：蘇葉2錢，陳皮1-2片，用水1碗煮成

半碗，趁熱溫服

◦風熱咳嗽：雪梨1個(去核)，杏仁10-15粒，冰糖

少許，水煎服
用量需因

年齡不同而加減！



小兒咳嗽食療
◦陰虛燥咳：雪梨1個(去核)，川貝母2錢，冰糖少許，

水煎服；也適合食用沙參、玉竹、麥冬等

◦痰熱咳嗽：魚腥草5錢，杏仁10-15粒，桔梗2錢，水

煎服

◦痰濕咳嗽：適合使用陳皮、茯苓、甘草



脾系疾病（1）：厭食
◦預防：
1. 糾正不良的偏食習慣！！！
禁止飯前吃零食；飲食定時定量；
2. 食物多樣性；
3. 不強迫進食；
4. 少吃肥甘厚膩、生冷等不宜消化
食物；
5. 勿隨便服用補品補藥等



小兒推拿知多少？

◦“小兒推拿”是中醫兒科常用的治療方法之一

◦從先秦時期的古醫書《五十二病方》中便已有記
載用推拿方法來治療兒科的疾病

◦小兒推拿是以中醫理論為基礎的一種外治法

◦醫師會根據辨證論治，在小兒體表的特定穴位上
施以不同的手法，以調整小兒的臟腑、陰陽、氣
血及經絡功能，從而達致預防或治療兒科疾病



小兒推拿知多少？
◦“小兒百脈匯於兩掌”，
故小兒的穴位以雙手為主，
多分佈在肘、膝以下，
操作方便

◦小兒的穴位有“點狀”、
“線狀”及“面狀”



小兒推拿知多少？
◦小兒推拿手法強調“柔和輕快，平
穩着實”，亦要達到“持久、有力、
均勻、柔和、深透”

◦一般常用手法：推法、揉法、按法、
摩法、捏法、運法、掐法、搗法

◦醫師會根據小兒病證的虛實、病情
的緩急輕重、年齡等因素，進行不
同的補瀉手法，
並不是“越大力越好”



小兒推拿知多少？
◦因小兒肌膚嬌嫩，進行小兒推拿時，醫師一般會使用
薄荷膏、冬青膏或滑石粉等“介質”來潤滑皮膚，更
有助提高療效
◦小兒推拿較適合6歲以下的小孩，甚至初生兒出現
“肌性斜頸”等疾患亦可透過小兒推拿來治療，而年
齡較大的兒童則可配合經穴使用。
◦小兒推拿的適應症廣泛，對於感冒、咳嗽、哮喘等肺
系疾病，以及腹瀉、便秘、厭食、疳積等脾胃疾病的
治療效果尤其顯著，亦多用於治療夜啼、遺尿、肌性
斜頸、發育遲緩等疾病。



厭食
◦補脾土100
次

◦揉足三里、
中脘、脾兪，
各100次

◦摩腹2分鐘

◦捏脊3-5次



預防：脾系疾病（2）：積滯
1. 提倡母乳喂養，乳食宜定時定量，不應過飢過飽

2. 食品宜新鮮清潔，富含營養，易於消化，不應過食生
冷、肥膩之物

3. 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添加相適應的輔助食品，增進
小兒脾胃功能。不應偏食、雜食，不吃零食，少吃甜食，
糾正偏食，合理餵養

4. 不要亂服滋補品

5. 平時應保持大便通暢，養成良好的排便習慣



脾系疾病（2）：積滯
◦食療：白蘿蔔半條，切成細絲擠出汁，燉熱後內服。
每日1劑，分2次服。（用於食肉過多而致的食積）

◦小兒推拿： 推揉板門100次，清大腸100次，
揉按中脘100次，分推腹陰陽50次，摩腹2分鐘，
揉按足三里100次，推七節骨100次，捏脊3—5次。



脾系疾病（3）：泄瀉
◦預防：
1.注意飲食衛生，食品應新鮮、清潔，不吃變質食
品，不要暴飲暴食。飯前、便後要洗手，餐具要衛
生。
2.提倡母乳喂養，不宜在夏季及小兒有病時斷奶，
遵守添加輔食的原則，注意科學餵養。
3.加強戶外活動，注意氣候變化，及時增減衣服，
防止腹部受涼。



脾系疾病（3）：泄瀉

◦飲食療法：炒山藥、薏苡仁、芡實，可單用一種
/一起用，與大米同煮成粥，每日食用。
（適用於脾虛瀉）

◦小兒推拿：運脾土、推大腸、清小腸各100次，
摩腹3分鐘，揉天樞、揉龜尾、推上七節骨各
100次，捏脊3-5遍。

◦注意適當補充水分及電解質



腎系疾病（1）：遺尿
◦預防：

◦1.自幼兒開始培養按時和睡前排尿的良好習慣

◦2.積極預防和治療能夠引起遺尿的疾病

◦3.對於遺尿患兒要耐心教育引導，切忌打罵、責罰，
鼓勵患兒消除怕羞和緊張情緒

◦4.每日晚飯後注意控制飲水量，白天勿玩耍過度

◦5.在夜間經常發生遺尿的時間前，及時喚醒排尿，
堅持訓練1-2週



小兒推拿治遺尿

◦捏脊10遍，採用“捏三提一”法，重點捏
提膀胱兪和腎兪

◦後在命門、膀胱兪和腎兪各揉1分鐘

◦1天1次



青年期篇



青少年期的生理特點

◦青少年期是人生中生長發育的高峰期，臟器
逐漸成熟和健全

◦機體精氣充實，氣血調和

◦心理行為也出現很多變化



青少年期的保健要點

飲食調攝

起居有時
不妄作勞

體育鍛鍊

培養健康的
心理素質



青少年期女性保健大法

1.勞逸適度

2.充足的睡眠

3.適量運動，例如：跑步、瑜珈、
太極拳等

4.保持心情舒暢，消除緊張、煩悶
或恐懼的心理



青少年期女性保健大法

飲食：盡量少吃生冷，如冰凍飲品、雪糕雪條、
刺身壽司、沙律等；避免暴飲暴食或減肥過度
的節食，少食辛辣或過度飲酒

行經期間：因“血室正開”，應保持外陰清潔，
避免病邪入侵；禁止浸浴、游水和房事；注意
保暖，避免受寒、冒雨涉水



青少年期的常見疾病 - 粉刺

1.經常用溫水、硫黃肥皂洗臉，以減

少油脂附著面部堵塞毛孔

2.禁止用手擠壓皮損，以免引起感染

3.少食油膩、辛辣及甜類食品，多吃

新鮮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暢

4.勿濫用化妝品



預防粉刺食療

◦對顏面潮紅，皮疹色紅掀熱，或有膿包結節
者：
用枇杷葉3錢，野菊花6-8朵，夏枯草3錢，
洗淨放保溫瓶，以熱開水沖洗一遍，再注入
熱開水焗10分鐘。可反覆沖泡至味淡，一
星期飲用2-3天，連續兩星期為一個療程



青少年減壓有辦法（1）
◦茶飲：玫瑰花8-10朵，

枸杞子10粒

◦用法：
洗淨放保溫瓶，以熱開水沖洗一遍，
再注入熱開水焗10分鐘。可反覆沖
泡至味淡，一星期飲用2-3天，連續
兩星期為一個療程

◦作用：疏肝解鬱，補肝益腎明目



青少年減壓有辦法（2）
◦耳穴：神門、皮質下
【神門：三角窩的外1/3處，對耳
輪上下腳交叉之前】
【皮質下：對耳屏的內側面】

操作：用手指（拇指/食指）按揉
30-60次，1天2-3次，
以有局部酸脹疼痛為度



耆嬰養生之旅 (2)
-中年期及老年期篇

香港防癆會—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南區)
註診中醫師 林瑞容中醫師

主辦: 協辦: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中醫服務)

贊助:



中年期

◦36-60歲
「初生曰嬰，初語曰兒，初行曰孩，初學曰童，
二十曰青年，三十曰壯年，四十曰強年，
五十（亦稱半百）曰中年，六十日耆，
七十曰老，八十曰耋，九十曰耄，九十以上曰壽考。」

◦衰老 ??
◦先天腎後天脾



絕經前後諸症

◦45-55歲婦女：月經紊亂/停經

◦<40歲 卵巢功能早衰

◦症候群：眩暈耳鳴、潮熱盜汗、心悸失眠、煩躁、腰痠；
浮腫、胃口減差、大便爛等.

◦腎虛
◦陰陽不平衡，臟腑氣血不協調



絕經前後諸症 – 腎虛

◦腎陰虛：先天、失血、房事太過、多產等

 心腎不交 (水火)

 肝腎不足 (抑鬱惱怒，鬱火傷陰)

◦腎陽虛：先天、飲食、貪涼

 脾腎陽虛 (火不暖土)

o腎陰陽兩虛



絕經前後諸症
腎陰虛 月經鮮紅、週期變短為主、

頭暈耳鳴、煩熱汗出、手足
心熱、腰痠

• 熟地、杞子、女貞子 各0.5兩
(加瘦肉煮湯)

心腎不交 + 心悸、失眠多夢、健忘 • 百合6錢 蓮子6錢 大棗5粒 (糖水)

• 甘草2錢 小麥1兩 大棗6粒 (焗水)

肝腎不足 + 眼睛乾澀、視物不明，情
緒波動

• 杞子2錢 菊花數片 (焗水)

• 杞菊地黃丸



絕經前後諸症
腎陽虛 月經色淡、量多為主、精

神差、腰背冷痛、怕冷、
夜尿頻

• 補骨脂3錢 杜仲4錢 (加瘦肉煮湯)

• 菟絲子3錢 淮山4錢g 燉排骨

脾腎陽虛 + 胃口差, 浮腫, 大便爛 • 黑豆茶
• 薏仁7錢 茯苓4錢g 淮山4錢 煲瘦肉

腎陰陽兩虛 • 杜仲 菟絲子 女貞子 桑椹 (各3錢) 

加瘦肉煮湯



痛風

◦中年男性

◦尿酸生產太多或排出太少血液濃度高沉積在關節

◦無症狀期、急性關節炎期、慢性關節炎期、
(痛風石)
◦誘因：飲酒、高「嘌呤」飲食 +/- 受寒、勞累、穿緊鞋



痛風

◦「痹證」

濕熱蘊結 瘀熱阻滯 痰濁阻滯

肝腎虧虛



痛風

濕熱蘊結 突然紅腫熱痛，不願觸碰，
口渴口苦，心煩，小便黃

• 赤小豆5錢 生薏仁5錢 代茶
• 土茯苓5錢 萆薢3錢 生薏仁1兩 1碗米

(煮粥)

瘀熱阻滯 紅腫刺痛，腫脹變形，活
動不利，肌膚色紫暗乾燥，
按之稍硬，周圍有結塊

• 三七粉 1日2次，每次1g，飯後服
• 赤小豆5錢 生薏仁5錢 代茶



痛風

痰濁阻滯 關節腫，胸悶胃脹，頭暈，
水腫

• 蒼朮6錢 陳皮4-6瓣 煲排骨

肝腎虧虛 反覆發作，關節變形，活
動不利，神疲乏力，心慌

• 桑寄生0.5兩 杜仲3錢 薏仁1兩 生薑
4片 蓮藕1斤 煎湯



老年期

天年 = 天賦的年壽、自然壽命
《素問.上古天真論》:「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尚書.洪范篇》:「壽,百二十歲也」

按新的年齡劃分標準

60-74歲 準老年或老年前期

75—89歲 老年

>90歲 長壽



耳鳴

◦自覺耳中鳴響而周圍環境無相應聲源

◦幻聽? 體聲?生理性耳鳴? 病理性耳鳴?

◦突發 (實) VS 漸發 (虛)

◦清竅失養 [氣血不足、腎精虧虛]

◦清竅阻塞 [外邪、肝鬱、痰濕]



耳鳴 – 艾灸、敷腳(病因) 

◦陽虛、氣血不足：
氣海、關元、耳門、聽宮、聽會

◦陰虛火旺：
吳茱萸30-50g、醋 適量

將吳茱萸打粉，用米醋調成糊狀敷湧泉穴

（最好睡前敷）。

*糖尿病患者不宜

◦避免噪音刺激

◦戒煙酒

5"3"

關元



夜尿

◦夜尿次數超過兩次，排尿超過300-400毫升

◦白晝小便正常，獨夜間尿多

◦尿頻? 尿痛? 

◦腎—膀胱 相表裡。「命門火衰」。

◦腎—脾，火不暖土。 「脾腎兩虛」。



夜尿

命門火衰 夜尿多、小便頻，或尿有
餘瀝，或小便失禁，怕冷，
耳鳴耳聾，腰背痠痛，滑
精早泄

• 杜仲0.5兩 益智仁3錢 生薑5片 枸
子3錢 燉豬腰

脾腎陽虛 + 形體消瘦、體倦乏力、手腳
不溫、胃口減退、大便爛/腹
瀉

• 芡實1兩 淮山1兩 益智仁0.5兩 蓮
子1兩 煲豬肚

• 益智仁7錢 芡實1兩 蓮子1兩 白米
1碗 煲粥



夜尿

◦按摩小腹

◦每晚睡前進行

◦先排尿

◦平躺在床上，雙手
順時針方向環形按
摩小腹（肚臍以下，
恥骨以上）

◦有溫熱感為度。

◦擦腰骶

◦雙手合掌，上下快速
摩擦1min

◦手掌發熱後放在腰骶
部，來回按擦腰骶

◦100次/min，持續3-

5min

◦直至腰骶微微發熱為
度

4" 5"

中極

膀胱募穴



便秘

◦排便次數減少、量少或排便困難

功能性便秘 • 食用纖維
• 排便習慣受干擾
• 長期濫用瀉藥
• 老年活動過少/ 腸易激綜合症腸痙攣

器質性便秘 • 痔瘡、肛裂、肛周膿腫etc

• 結腸良性/惡性腫瘤
• 全身疾病令腸肌鬆弛

◦氣虛/ 血虛/ 腎陽虧虛 (氣滯、熱邪)



便秘

氣虛 有便意，但排便時不夠氣力
排出，汗出氣喘，身倦，或
肛門脫出問題。

• 黃芪3錢 陳皮2錢 火麻仁3錢 水煎加
蜂蜜

血虛 大便乾燥，咽乾口燥，健
忘心慌，頭暈

• 黑芝麻 柏子仁 松子仁 核桃 打粉 加
白蜜沖服

• 當歸、柏子仁 各1.5錢 (代茶)

• 生地1.5錢 麥冬1錢 (代茶)

腎陽虧虛 大便困難，小便清長，面
色浮腫色白，四肢不溫，
腹中冷痛，腰痠背冷

• 肉蓯蓉0.5兩 羊肉2兩 大米1碗 煮粥
• 核桃50g 韭菜0.5斤 炒



便秘

?氣滯 欲便不得，排出斷續不暢，
時硬時稀，噯氣多，胸脅
苦滿，腹中脹痛

• 陳皮茶 (焗水)

• 摩腹

? 熱邪 大便乾結，小便短赤，肛
門灼熱，身熱口乾口臭，
舌紅面紅

• 石斛1兩 甘蔗汁
• 火麻仁糊
• 大蕉、火龍果、奇異果、蘆薈、西

梅汁



謝謝！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每個人體質及具體狀況不一，如有疑問，

請諮詢註冊中醫師或有關之專業人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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