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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體重管理？

BMI ( Body Mass Index )  -身

體質量指數

BMI ＝kg / m的平方



BMI



肥胖人士相對於正常體重人士，會增加患上以下疾病的風險



中央肥胖
腹部積聚過量脂肪

腰圍

可反映腹部脂肪積存的程度

性別 腰圍 ( cm )

男 90或以上

女 80或以上



如何量度腰圍

1. 將放於腰間的物件 ( 如錢包或手提電話 ) 移走

2. 量度位置以最後一條肋骨底部邊緣與髂骨頂部的中間水平線為準

3. 將量尺準確地套於腰部外圍，避免擠壓腹部組織，以厘米作單位

記錄



西醫角度看體重-原因

❖ 原因

-遺傳因素→ 肥胖基因

-生活習慣→ 吃得多，動得少

-心理因素→ 生活壓力

-疾病→ 內分泌及代謝疾病，如糖尿病、情緒病、PCOS等

-藥物→ 雌激素、類固醇、避孕藥等

-生理因素→ 基礎代謝率



西醫角度看體重-脂肪

脂肪的種類
理想血脂值 (mmole 

/ litre)

總膽固醇 ＜5.2

低密度膽固醇 / 壞膽固醇 ＜2.6

高密度膽固醇 / 好膽固醇 ＞1.5

三酸甘油脂 ＜1.7



降低壞膽固醇

❖ 避免進食加工及含反式脂肪的食物：曲奇、薯片、蛋糕、炸物

❖ 選吃不飽和脂肪及奧米加 3 脂肪酸的食物：深海魚、海藻、奇亞籽

❖ 選擇低脂奶製品以代替全脂奶製品：脫脂牛奶、低脂乳酪

❖ 多吃含大量水溶性纖維的食物：全麥五穀類、蔬菜、新鮮水果

❖ 多選擇植物蛋白而非動物蛋白的食物：小扁豆、大豆、豆腐





運動

❖ 運動定義：

最少要符合兩個條件：

1. 要涉及大肌肉的活動；2. 活動期間要有心跳加快的迹象

❖ 成年人每週應最少進行兩天肌肉強化活動，

以及最少累積150分鐘中等強度帶氧活動

如：急步行、跑步、游水、踏單車、太極等

❖ 日常生活亦可增加活動量

如以走樓梯代替乘電梯、提早下車增加步行時間等



中醫角度看體重-病因病機

❖ 總病機關鍵：水濕痰濁壅滯

❖ 主要責之於脾、肝、腎



中醫角度看體重-病因病機

過食肥甘

久卧久坐

情志所傷

稟賦不足 / 有餘

年老體衰

脾失健運

水谷不化

肝失疏泄

氣機不暢

腎陽虛衰

氣化無力

體內水液代謝失常

水濕、痰濁、膏脂和

瘀血等聚集體內



中醫角度看體重-病因病機

脾虛胃熱 消化功能不良 食物轉化為水濕痰飲

水濕痰飲進入水道後 再經由肺臟通調作用 彌漫在三焦之中

肝膽失調 氣機阻滯 經絡不通 水濕容易停積 痰濁

腎精消耗 氣化失常 水濕凝滯體內



分型治療

脾虛痰濕

主症：肥胖，浮腫，疲乏無力，肢體困重，尿少，納差，腹滿

健脾益氣祛濕

常用中藥：茯苓、白术、黃芪、蒼术、澤瀉、冬瓜皮等



分型治療

胃熱濕阻

主症：肥胖，多食，消殼善飢，頭脹，眩暈，肢重，口乾，心煩

清熱利濕

常用中藥：白术、山梔、黃連、厚朴、神曲、山楂、陳皮等



分型治療

肝鬱氣滯

主症：肥胖，胸脅脹痛，胃脘痞滿，失眠多夢，情緒欠佳，月經不

調，痛經，閉經

疏肝理氣

常用中藥：柴胡、佛手、香附、白芍、白术、茯苓、鬱金、黃芩等



分型治療

脾腎兩虛

主症：肥胖，神疲乏力嗜睡，腰膝酸痛，氣短，腹脹，大便易爛，

畏寒，下肢浮腫

溫腎健脾化濕

常用中藥：熟地、茯苓、丹皮、山藥、桂枝、白术、黃芪、乾薑等



過瘦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定義，若亞洲成年人的BMI少於 18.5 即表示

「過瘦」

原因

遺傳高代謝、食物缺乏、偏食、疾病

某些消耗熱量疾病如甲狀腺功能亢進、癌症、肺結核

患有胃腸道或肝臟問題可能無法充分吸收營養



過瘦的後果

❖ 胃下垂

❖ 不孕

❖ 貧血

❖ 記憶力減退

❖ 脫髮

❖ 死亡率增加



中醫上的過瘦—消瘦

「胖人氣虛，瘦人血虛」

血虛，火就旺 氣太盛、太足 易患失眠、口腔潰瘍等疾病

血虛達到一定程度則為陰虛 應注重養陰滋液，可以攝入補精、補血的食物

，如百合、蜂蜜、乳品、魚、苦瓜等；不要過食辛香、辛辣的食物，如辣椒、

八角、桂皮、蔥、姜、蒜、韭、薤、椒等辛辣燥烈之品，少吃煎炸爆炒食物

陰虛還往往生內熱，因此體瘦者多見煩躁易怒、口乾咽痛等虛熱內生現象

滋養的同時，要注意清虛火，可選用麥門冬、菊花等，同時要注意休息



中醫上的過瘦—消瘦—分型

脾胃氣虛

主症：形體消瘦，食欲不振，食後腹脹，大便溏薄，倦怠乏力，

少氣懶言

健脾益氣

常用中藥：參類、茯苓、白术、炙甘草等



中醫上的過瘦—消瘦—分型

氣血兩虛

主症：形體消瘦，面色萎黃無華，倦怠乏力，少氣懶言，頭暈目眩，

心悸失眠氣

益氣養血

常用中藥：參類、白朮、茯苓、當歸、川芎、白芍、熟地黃、炙甘草

、薑類等



中醫上的過瘦—消瘦—分型

肺陰虛

主症：形體消瘦，乾咳痰少，痰中帶血，或咯血，口燥咽乾，潮

熱盜汗，午後顴紅，五心煩熱

養陰清肺

常用中藥：生地、熟勞、麥冬、桔梗、百合、白芍等



中醫上的過瘦—消瘦—分型

胃熱熾盛

主症：形體消瘦，口渴喜冷飲，多食善飢，心煩口臭，小便短赤

，大便乾結

清胃瀉火

常用中藥：石膏、麥冬、知母等



中醫上的過瘦—消瘦—分型

肝火亢盛

主症：形體消瘦、煩躁不安，性急易怒，頭暈目眩，脇肋灼痛，

口苦目赤，小便短赤，大便燥結

清肝瀉火

常用中藥：梔子、柴胡、黃芩、澤瀉、車前子、沙參、川楝子



中醫上的過瘦—消瘦—分型

蟲積

主症：形體消瘦，面色萎黃，胃脘嘈雜，臍腹疼痛，時作時止，

食欲不振，或嗜食異物，大便溏薄

安蛔驅蟲

常用中藥：檳榔、使君子、枯礬、苦楝根、烏梅、大黃等



針灸

根據不同的證型，選用不同的穴位

總體以脾胃為主，脾胃得健則水濕可化

中脘、氣海、天樞、大橫、帶脈、豐隆、足三里、三陰交



天樞

臍旁開2寸



大橫

臍旁開4寸



帶脈

側腹部第十一肋游離端直下，
與臍相平處



豐隆

小腿前外側，外踝尖上8寸，
脛骨前緣外二橫指（中指）處



足三里

小腿前外側，外膝眼（犢鼻）
下3寸，脛骨前緣外一橫指

（中指）處，當脛骨前肌中





耳穴

飢點、神門、脾、胃、內分泌、交感

、小腸、大腸、肝、膽、皮質下、三

焦

每天點按 3 - 4 次，每次約 1 - 2 分鐘





食療

脾虛痰濕型

建議食療：黨參薏苡仁陳皮雞湯

材料：生薏米 1 兩，蓮子 1 兩，陳皮 1 塊

，黨參 5 錢，赤小豆 3 錢，炒烏豆 3 錢，

雞肉半斤，生薑 4 片

製法：將難肉洗淨飛水，斬件；生薏米、

蓮子（去心）、陳皮等洗淨；把全部材料

放入鍋內加入適量清水，用武火煮沸，

改用文火煲 2 小時，加鹽調味即可



食療

胃熱濕阻型

建議食療：白蘿蔔鰂魚湯

材料：白鰂魚 1 條，白蘿蔔約 10 兩，陳皮 1 塊，

紅棗（去核） 4 粒，薑 3 片，酒、油、鹽適量

製法：將白鰂魚去鱗後洗淨，白蘿蔔去皮切絲待

用（後下）

炒鍋加油燒熱，放魚稍煎，放適量燒酒，加入陳

皮、紅棗、薑、清水，煮至魚熟入味，最後加入

白蘿蔔絲熟約 10-15 分鐘即可



食療

肝響氣滯型

建議食療：合掌瓜紅蘿蔔瘦肉湯

材料：合掌瓜兩個（去瓤、核），

紅蘿蔔一大個，粟米一條，

蜜棗 3 粒，瘦肉一斤

製法：水煮沸後，文火煮 2 個小時



食療

脾腎兩虛型

建議食療：黑豆山楂枸杞飲

材料：黑豆 50 克，山楂 30 克，枸杞 30 克，

紅糖 20 克

製法：山楂、枸杞洗淨，山楂切碎去核，兩者

與洗淨的黑豆一同入鍋，加足量水浸泡 1 小時

待黑豆泡透，用大火煮沸後改用小火煮 1 小時

待黑豆酥爛時加紅糖拌勻即成



食療

過瘦—脾胃氣虛

建議食療：山楂茯苓茶

材料：山楂 10 克，茯苓 10 克，

谷芽 10 克，神曲 10 克，白术 10 克

製法：把材料洗淨，加適量清水煮沸即可



食療

過瘦—氣血兩虛

建議食療：羊骨粥

材料：羊骨 200 克，大米 100 克，薑蔥

製法：取新鮮羊骨洗淨打碎，加水煎湯，

然後去浮油取湯，以湯代水下米煮粥，

待粥將熟時，加入薑蔥及食鹽少許。



食療

大棗粥

材料：大棗 10 枚，大米 100 克，蜂蜜適量

製法：把材料洗淨，放入鍋內，加水適量先用

武火燒開，後改文火煎熬至米熟粥成，再加入

蜂蜜，攪拌均勻即成。空腹食用。

《神農本草經》大棗：安中，養脾氣



食療

❖ 和胃消食導滯—山楂、麥芽等

❖ 活血行瘀—當歸、川芎、丹參等

❖ 寬胸化痰—瓜蔞、瓜蔞仁、薤白、枳實、陳皮等

❖ 潤腸通便—決明子、大黃等

❖ 健脾利濕—薏苡仁、山藥、蓮子等

❖ 利水消腫—冬瓜、澤瀉、茯苓等



注意事項

❖ 首先要清楚過肥或過瘦的原因和自身的體質

❖ 要知道這些方法的功效是否適合自身的狀況，不要聽信一些誇大及渲染的宣稱，不要購買來歷不明的成藥和藥品

。

❖ 謹記服藥時遵照中醫的指示，或按照藥品標籤及說明書標示的用量和使用方法服食，瞭解該藥的成分、功效、適

應症、禁忌或毒性/副作用。同時應「中病即止」，不宜長期濫用。

❖ 瞭解中成藥與其他藥物的相互影響。在服用中成藥前，若同時服用其他藥物，必須先諮詢醫護專業人員的意見，

以防不同藥物之間產生相互影響，導致不良後果。

❖ 尋求專業意見。如對使用或購買中成藥時有任何疑問，應請教註冊中醫師，切勿妄自購藥及自行配製中成藥使用

。

❖ 留意用藥後的反應。使用中成藥後若產生不良反應或病情持續或轉壞，應盡快求醫。



謝謝！
THANK YOU!

飲食清淡，多食蔬菜、水果、含豐富纖維、低糖、低脂和低鹽的食物
忌肥甘醇酒厚味，暴飲暴食
參加適當的體育鍛煉或體力勞動，並持之以恆



計劃網站: 學生中醫樂齡計劃
(https://www.ln.edu.hk/apias/projects/chinese-medicine-cht.php)

我們希望聆聽您的意見!

講座回應表
✓掃描QR Code
✓點擊聊天室連絡
✓發送Whatsapp致5133 8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