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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的症狀主要有鼻塞、流

鼻涕、打噴嚏、咳嗽、頭痛、怕

冷、發燒、全身肌肉酸痛。中醫

典型的脈象就是浮脈（脈非常的

淺表，輕取即可摸到）。

主要感受風邪

感冒以春季和冬季最為常

見，輕者稱為「傷風感冒」，

如：冬天得到寒感冒，夏天得到

熱感冒；感冒較重者為「重傷風

感冒」，即感受的不是當季的邪

氣，而是受不正邪氣的感染，病

毒的毒性比較嚴重，如：冬天反

而得到熱感冒，夏天反而得到寒

感冒。

感冒最主要是感受風邪，但

風、寒、暑、濕、燥、火等六淫

邪氣，皆能導致感冒。感冒通常

會與當時的節氣配合，如：秋、

冬較寒冷，此時若感冒的話，就

是「風寒感冒」；如果是春、夏，

因為是熱，所以就是「風熱感

冒」；假如是夏秋之交，那時是

梅雨季節，天氣又熱，所以那個

時節的感冒就是「風暑濕感冒」；

秋天的天氣比較乾燥，所以得的

就是「風燥感冒」。最常見的感

冒就是風寒、風熱兩種，所以就

簡稱為寒感冒跟熱感冒。

風邪趁虛而入

感冒與人體的抵抗力、病毒

的強弱很有關係。《黃帝內經》

紅、容易咳嗽、痰略帶黃色、咽

喉會有點腫痛、口乾、很喜歡喝

水。代表治療方劑是銀翹散（金

銀花、連翹、竹葉、荊芥、牛蒡

子、淡豆豉、薄荷、蘆根、甘

草、桔梗），可以辛涼解表。

風寒型感冒的症狀是怕冷、

沒有發燒、不出汗、頭痛、身體

痠痛、鼻塞、打噴嚏、流清涕、

咳嗽、口不渴。治療的方法要發

散風寒，代表方劑是荊防敗毒

散（荊芥、防風、羌活、獨活、

柴胡、前胡、枳殼、桔梗、赤茯

苓、川芎、人參、甘草、薄荷、

生薑），用辛溫的藥把風邪散

出去。

夏秋之際常發生的暑濕感

冒，主要症狀是覺得身體很重，

頭會脹痛，會心煩口渴，但不想

喝水，大便很軟。代表方劑是新

加香薷飲（香薷、厚朴、扁豆、

銀花、連翹），能夠清暑袪濕

解表。

預防感冒常用偏方

有些人因為抵抗力太差，一

直吃感冒藥都好不了，一直反覆

感冒，這時就要放一點補藥，這

種屬於氣虛型感冒，要用參蘇飲

（人參、蘇葉、陳皮、桔梗、枳

殼、甘草、木香、半夏、葛根、

前胡、茯苓、生薑、大棗）來治

療，既可祛邪外出，又可補氣，

增加抵抗力。

有一點打噴嚏、流鼻水時，

可趕快多穿點衣服或泡泡澡，讓

邪氣趕快外散。若是喉嚨痛、有

點發燒的風熱感冒，可以吃一點

涼性的食物，如：魚腥草。

用來治療與預防感冒最常用

的民俗流傳偏方，是生薑加紅

糖，生薑有發散風寒、驅邪外出

的作用，紅糖很營養，可增加人

體抵抗力。感冒初期使用，可以

阻斷感冒。

黃耆可預防感冒，但感冒時

千萬不要吃黃耆，因為黃耆有維

護體表衛外的功能。若感冒時吃

黃耆，則會將邪氣擋在體內，無

法發散出去。預防感冒，還要常

運動。

治病毒流感 中醫較優
流行性感冒臨床上可有急起

高燒，全身症狀較明顯，而呼吸

道症狀並不嚴重，怕冷、頭痛、

無力、全身痠痛等。體溫可達

39∼ 40℃，一般持續 2至 3天

後，逐漸退燒，全身症狀也跟著

好轉，但鼻塞、流涕、咽痛、乾

咳等上呼吸道症狀，仍會持續，

少數患者會有流鼻血、食慾不

振、噁心、便秘或腹瀉等輕度胃

腸道症狀。

中醫學認為，流行性感冒是

由於風邪侵襲肺衛皮毛所致，且

常兼夾風寒或風熱二種症候。中

醫藥治療病毒性的流行性感冒有

明顯的優勢，在減輕臨床症狀、

縮短病程、防止併發症等方面，

有較好的療效，且副作用小。

初期發燒時，使用清熱解

毒藥，如：魚腥草、板藍根、黃

芩、大青葉等治療，藥理作用主

要是針對病毒，再運用解表藥，

如：辛溫解表的麻黃、荊芥、桂

枝、防風、羌活，以及辛涼解表

法的金銀花、薄荷、桑葉、菊花

等，很快就可以退燒，然後再調

理相關的症狀，短時間內即可恢

復健康，而不致病症拖延，影響

日常生活與工作。

過敏性鼻炎別於感冒

突然發生和反覆發作的鼻癢、

打噴嚏、流鼻水、鼻塞，不是感

感冒的中醫觀點和治療

就曾提到：「風雨寒熱不得虛，

邪不得獨傷人。」風雨寒熱在人

體虛的時候，才會傷人。感冒一

方面是有當季的邪氣會侵襲人體

外，人體抵抗力比較差的，才會

造成感冒。

感冒侵犯人體，影響到人體

衛外功能，途徑有二種：一種是

從口鼻而入，通常侵犯人體的肺

部，因為肺主呼吸，開竅於鼻，

所以會有打噴嚏、流鼻水、咳嗽

等症狀；一種是從人體的皮膚侵

入，皮膚也屬於人體的表，如：

冬天穿短袖，雖然有戴口罩，但

還是會感冒，因手臂已受到寒邪

的侵犯。

感冒一般的預後很好，不會

造成死亡或重大併發症，但有些

感冒在病情惡化後，會產生併發

症，如：肺炎、慢性支氣管炎，

尤其是抵抗力較弱的老年人與嬰

幼兒。

從體表驅邪氣

感冒的治療原則，以中醫論

點而言，就是疾在皮者，汗而

發之，主要的方法是解表達邪，

讓邪氣從表驅除，以發散風邪為

主，即讓病人發汗。

風熱型感冒的症狀，是身

體會覺得很熱、汗出不順、臉色

膻中穴在身體前正中線上，兩乳頭
連線的中點，第四肋間處。

生薑煎蛋治咳嗽有痰

材 料： 生 薑 1 塊（切

碎）、雞蛋1個、香油少許。

作法：薑和蛋一起用香

油煎熟，方法同煎荷包蛋，

趁熱吃下，每日 2次。

吃薑去不去皮的原則

薑皮本身就是一味中

藥，吃薑去皮，還是不去

皮，要根據具體情況處理。

判斷時只要記得：植物的

皮和肉是一對陰陽，薑肉

性熱，故薑皮性涼；薑肉

發汗，所以薑皮止汗。因此

如果受了風寒，喝薑湯能發

汗，去皮為好；平時喝生薑

紅棗茶驅寒，不需去皮；一

般做菜用薑，帶皮吃為佳，

以免偏性。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

到一些小問題、小狀況，

如果知道如何處理，您

就會覺得得心應手，輕

鬆許多。以下介紹一些

生活養生小妙招，提供

您參考。

文︱小萍

膻中穴的位置

膻中穴在身體前正中線上，

兩乳頭連線的中點，第四肋間

處，取穴時可坐著或躺著。穴道

位置是心包經諸脈彙集之處，

也是足太陰、足少陰、手太陰、

手少陰四經之會穴，又名「氣

會」。《黃帝內經》認為「氣會

膻中」，也就是說膻中穴可調節

人體全身的氣機。

膻中穴的功效

膻中穴具有補氣、活血通

絡、清肺止喘、舒暢心胸等功

能，也有緩解神經系統造成的壓

力，以及舒緩免疫系統的功效。

現代研究發現，膻中穴位於胸腺

的部位，可影響機體的細胞免疫

活動，而點按該穴後，可影響心

血管神經的調節中樞，改善冠狀

血流量。

《黃帝內經》中提到：「膻中

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

穴若暢通，能使心情開朗愉悅。

如果煩躁生氣時，按按膻中可使

胸口鬱悶舒暢，女性朋友按此穴

可以防治乳腺炎，產婦按摩則可

催乳。

膻中穴的按摩方法

1.兩手掌摩擦熱後，隨之以

一手手掌大魚際部置於胸部膻中

穴處，先順時針方向按揉 20次，

再逆時針方向按揉 20次，反覆

10次。

2.用右手掌面自膻中穴沿胸

肋抹推至左側腰部，然後再用左

手掌面自膻中穴沿胸肋抹推至右

側腰部，一左一右為 1次，反覆

持續 5∼ 10分鐘。

3.用雙手拇指對稱地分置胸

骨兩側，緊貼皮膚，自內上向

外下，沿肋間隙呈斜形作方向

推刮。

操作時，著力輕重適宜，如

為幼兒或骨質疏鬆患者，手法要

輕揉。按摩前可先塗擦上適量按

摩油或凡士林等，注意皮膚局部

出現紅色或暗紅色出血點等「出

痧」變化為度。嚴重咳嗽發作期

間按摩膻中穴，痛感會較明顯，

可以採漸進式的按摩，以自己可

以忍耐接受的程度為主。

「穴道按摩」改善難治的咳嗽中醫
療法

其實，按摩膻中穴不僅對於

咳嗽有顯著的改善效果，哮喘、

心悸或心煩都可以找膻中穴來幫

忙，還可以增強人體免疫力，不

花錢又簡單。

引起咳嗽的原因眾多，部分

胃食道逆流患者也出現咳嗽症

狀，應優先確認咳嗽的原因，若

為長期持續的慢性咳嗽要特別注

意，出現合併呼吸困難、咳血或

胸痛等症狀時，建議優先安排就

醫檢查，是否為嚴重疾病。

冒，是過敏性鼻炎，中醫稱之為

鼻鼽。通常是抵抗力太差，肺氣

虛、脾氣虛、腎陽不足、肺經有

伏熱者，才會得到過敏性鼻炎。

當天氣比較潮溼，又愛去吃冰，

大部分的人都會有這個毛病。

總歸來說，鼻鼽就是肺、

脾、腎三臟皆虛，再加上肺經有

伏熱，大體而言，這是比較寒冷

的疾病，中醫治療要以溫肺、

脾、腎三臟為主，與感冒治法完

全不同。代表方就是小青龍湯，

若腎陽不足，就要再加上腎氣丸

溫補腎陽。罹患此病者千萬不要

吃冰。

膻中穴：孫湘詒攝影；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尋求中醫治療後，在中醫師

教導按摩膻中穴和服用中藥，咳

嗽的情況就有明顯改善，他才放

下心中的大石。原本孩子哭著說

自己不想再咳嗽了，如今可以藉

由按摩改善難治的咳嗽，實在非

常不可思議，現在就來瞭解一下

膻中穴。

文︱張彣苡

季節變換時期常見流行性感

冒和氣喘發作。之前，朋友

的孩子每每天氣轉涼便容

易氣喘發作，伴隨著咳嗽不

止，吃了不少藥，也是效果

有限。

感冒是風邪侵犯人體的肌表

後產生的疾病。人體免疫失

調時，特別容易受到病邪的

入侵。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中醫藥治療

病毒性的流

行性感冒較

西醫有明顯

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