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養生

主講：譚莉英註冊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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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特點

夏季草木茂盛，欣欣向榮。人們亦應順應自然，多
作活動。但夏季著實炎熱潮濕，暑傷氣，濕傷脾，
故活動量亦不可過度。

夏天昆蟲病菌容易滋生，注意飲食衛生。

「暑傷氣」，除祛濕之外，當考慮服用甘平補氣之
品。

可考慮作「冬病夏治」，改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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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量活動，但當慎防中暑，注意水分的補充。

飲食當以清涼祛濕之品為主，如冬瓜、薏仁、綠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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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調養

夏屬火，與心相應，所以在赤日炎炎的夏季，要重
視心神的調養。

夏季要保持神清氣和，快樂歡暢，胸懷寬闊，精神
飽滿，對外界事物要有濃厚興趣，培養樂觀外向的
性格，以利於氣機的通泄。

與此相反，舉凡懈怠厭倦，惱怒憂鬱，則有礙氣機，
皆非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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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養生論》認為，夏日炎熱，「更宜調息靜心，
常如冰雪在心，炎熱亦於吾心少減，不可以熱為熱，
更生熱矣。」

這裏提出了「心靜自然涼」的夏季養生法，很有參
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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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有好的精神寄託。

人是有思想和理想抱負的，一個人有了奮鬥目標，
才能使他克服人生道路上的坎坷，美好的信念可產
生自覺的意志行動和積極的情感。

生活中有許多活動，如繪畫、書法、雕刻、音樂、
下棋、種花、釣魚、旅遊等，均能使人精神有所寄
託，並能陶冶人們的情感，從而起到移情養性、調
神健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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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時時對自己的性格進行陶冶，要經常注意檢
查自己的情緒，如存在急躁、焦慮、憂鬱、憤怒、
狹隘等情緒時，一定要設法不使之再現，這就要加
強學習、加強修養。

有計劃地進行修身養性之道，用豁達、微笑對待不
稱心的人和事是人們應具備的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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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可做，可使精神不空虛；

有較好的精神修養，可免除外界不良情緒的干擾；

只要這兩點做好了，精神自然會飽滿，就會「無厭
於日」，這就是夏日精神調養的基本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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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調養

夏季作息，相對宜晚些入睡，早些起床，以順應自
然界陽盛陰衰的變化。

「暑易傷氣」，炎熱可使汗泄太過，令人頭昏胸悶，
心悸口渴，惡心，甚至昏迷。所以，勞動或體育鍛
鍊時，要避開烈日熾熱之時，並注意加強防護。

午飯後，最好安排午睡。一則避炎熱之時，二則可
消除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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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熱，腠理開泄，易受暑濕邪侵襲，睡眠時不
宜扇類直接送風。有空調的房間，也不宜室內外溫
差過大。

夏日天熱多汗，衣衫要勤洗勤換，久穿濕衣或穿剛
曬過的衣服都會容易使人得病。因為剛曬過的衣服
溫度高，會令人毛孔擴張，容易滲入暑濕之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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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調養

五行學說認為夏時心火當令，心火過

旺則克肺金。味苦之物能助心氣而制肺氣。

夏季出汗多，則鹽分損失亦多。若心肌缺鹽，搏動
就會失常。宜多食酸味以固表，多食鹹味以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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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學說則認為，夏月伏陰在內，飲食不可過寒，
如《頤身集》指出：「夏季心旺腎衰，雖大熱不宜
吃冷淘冰雪、蜜水、涼粉、冷粥。飽腹受寒，必起
霍亂。」

心主表，腎主裏，心旺腎衰，即外熱內寒之意，故
冷食不宜多吃，少則猶可，貪食定必寒傷脾胃，令
人吐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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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綠豆湯、烏梅小豆湯，為解渴消暑之佳品，
但不宜冰鎮。

夏季氣候炎熱，人的消化功能較弱，飲食宜清淡不
宜肥甘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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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細菌繁殖迅速，70%的食物中毒發生在夏季。

老人小孩胃腸功能薄弱，抵抗力差，發病後極易發
生脫水而危及生命，因此，講究飲食衛生，謹防
「病從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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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調養

夏天運動鍛鍊，最好在清晨或傍晚較涼爽時進行。

鍛鍊項目以散步、慢跑、太極拳、氣功、廣播操為
好。

夏天不宜做過份劇烈的運動。因為劇烈運動可致大
汗淋漓，汗泄太過，不僅傷陰，也損傷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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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汗過多時，可適當飲用鹽開水或綠豆鹽湯，切不
可飲用大量涼開水。

不要立即用冷水沖頭、沐浴。否則，會引起寒濕痹
證、「黃汗」等多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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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花間走 頤養心神

隨著溫度的增高，汗液排量的加大以及室外活動的
減少，老年人容易出現不同程度的氣滯血瘀症狀，
要使氣血流通，心脈無阻，預防心血管疾患的發生，
要注意養陽。尤其要避免大汗淋漓，因為汗液過多
地流失，會導致人體內電解質紊亂，傷及體內陽氣。

夏天最涼爽的時間段要數清晨了，大家不妨清晨起
來在住所附近的林蔭花間處散散步，能頤養心神，
有助於體內陽氣的昇華，推動血液循環，增強新陳
代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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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睡轉眼睛 效率倍增

午睡對防病養生起著關鍵作用。很多朋友都知道
「閉目養神」，其實也是在養心。午睡的時候如果
能在一開始練練轉眼球的練習，不但會增加午睡品
質，還能有效緩解視疲勞，從而提高下午的工作效
率。

具體的方法是雙目從左向右轉9次，再從右向左轉9

次，然後緊閉片刻，再迅速睜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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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歸梳「五經」預防中風

中醫認為，頭為「諸陽之首」，梳頭「拿五經」可
以刺激頭部的穴位，起到疏通經絡，調節神經功能，
增強內分泌活動，改善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的
作用。經常梳頭，可使人的面容紅潤，精神煥發。
此外，還能防治失眠、眩暈、心悸、中風等。

用手抓頭按摩，不僅可以消除疲勞，還可防治神經
衰弱、高血壓、動脈硬化、神經性頭痛、脫髮、白
髮和斑禿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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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們的手指，先用五指分別點按人頭部中間的督
脈，兩旁的膀胱經、膽經，左右相加，共5條經脈，
所以稱之為「拿五經」。略作休息以後，梳3～5次，
每次不少於3-5分鐘，晚上睡前最好再3次。

具體方法：手心向內，手指張開如抓癢一樣。自前
額上的頭髮抓起，由前向後，經頭頂至後髮際；再
從後向前，循環往復。動作勻緩輕柔，以免損傷頭
皮。可每天早起、午休及晚睡前各做1次，每次10分
鐘左右，平時有空也可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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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暑熱傷人

夏季酷熱多雨，暑濕之氣容易乘虛而入，易致疰夏、
中暑等病。

疰夏主要表現為胸悶、胃納欠佳、四肢無力，精神
萎靡、大便稀薄、微熱嗜睡、出汗多、日漸消瘦。

預防疰夏，在夏令之前，可取補肺健脾益氣之品，
並少吃油膩厚味，減輕脾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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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

如果有頭暈、噁心、心慌等症狀，很可能就
是中暑了。

此時，應立即停下正在做的事情，找一個陰
涼處坐下休息；同時補充水分，小口慢飲，
以防加重心臟負擔。解開領口扣子、領帶、
皮帶等，保持身體周圍通風，並塗抹或服用
解暑藥物；在經過一段時間休息後，若症狀
不減反增，應及時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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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一旦周圍有人發生中暑症狀，應當立即
將病人移到陰涼處，並保持周圍通風；解開衣扣，
用各種方法幫助身體散熱；幫助服用解暑藥物，並
按壓人中、合谷等穴位幫助恢復意識。

如果症狀沒有減輕，應立即撥打救助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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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保健

從小暑到立秋，人稱「伏夏」，即「三伏天」，是
全年氣溫最高，陽氣最盛的時節。

對於一些每逢冬季發作的慢性病，如慢性支氣管炎、
肺氣腫、支氣管哮喘、腹瀉、痹證等陽虛證，是最
佳的防治時機，稱為「冬病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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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敷藥可以用白芥子20g、元胡15g、細辛12g、甘
遂10g，研細末後，用鮮薑60g搗汁調糊，分別攤在
6塊直徑約5cm的油紙或塑膠薄膜上，貼在雙側肺俞、
心俞、膈俞，或貼在雙惻肺俞、百勞、膏肓等穴位
上，以膠布固定。

一般貼4～6小時。每伏貼一次，每年三次。

連續三年，可增強機體非特異性免疫力，降低機體
的過敏狀態。通過如此治療，有的可以緩解，有的
可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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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節前後的自我調養

經驗告訴我們，一些急病重症，往往在節氣日前後
發病，在節氣日前後死亡。

因此，重視交節日前後的自我調護，不但對年老體
弱者具有重要意義，對年富力強者也不例外，除了
分別根據節氣所在不同季節的養生方法進行調攝外，
尤須注意下列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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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氣日前後兩三天，要注意保存體力，不要熬夜，
要保證有充足的睡眠時間。不要過分勞累，尤其不
可勞汗當風。

節氣日前後，要注意情緒的穩定向樂觀。盡量避免
情緒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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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飲食適度，不吃過寒、過熱及不易消化的食物，
保持大便通暢。

要注意及時增減衣服，謹防外邪侵襲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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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飲食宜忌

宜：

白扁豆、綠豆、西瓜、蘿蔔、甘蔗、山楂、草莓、
桑椹、葡萄等具有清暑化濕、解渴作用的食物

忌：

羊肉、狗肉、韮菜、芥蘭、花椒、肉桂、人參、白
酒等辛辣、溫熱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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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熱多吃4種食物

夏天，氣溫高出汗多，損耗了大量體液，並消耗了
各種營養物質，很容易感覺到身體乏力和口渴。

這是一種耗氣傷陰的表現，會影響到脾胃的功能，
引起食欲減退和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建議夏天應
多吃四類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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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酸」味食物

番茄、檸檬、草莓、烏梅、葡萄、山楂、菠蘿、芒
果、奇異果等。

酸味食物能斂汗止瀉祛濕，可預防流汗過多而耗氣
傷陰，又能生津解渴，健胃消食。

31



2. 「苦」味食物

苦瓜、蒲公英、綠豆、海帶、海藻等。

苦味食物具有抗菌消炎、解熱去暑、提神醒腦、消
除疲勞等多種醫療、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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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富「鉀」食物：

草莓、桃子、菠菜、馬鈴薯、大蔥、芹菜、毛豆等。

由於熱天人們出汗較多，大量出汗可帶走大量的鉀
元素，會使體內鉀離子過多喪失，造會引起人體倦
怠無力、頭昏頭痛、食欲不佳、精神不振等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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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順氣食物：

蘿蔔、玫瑰花、藕、茴香、山楂、橘子等。

夏天天氣炎熱，吃不下睡不好，選食一些順氣又可
口的食物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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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藥膳

綠豆蓮子湯（1人份量）

材料：綠豆2兩，蓮子1兩，冰糖適量。

做法：將綠豆、蓮子放入溫水中浸泡，待軟後加入
適量清水同煲，水沸後收慢火再煲2小時，最後下適
量冰糖調味便可。

功效：安神、祛熱毒、止煩渴、消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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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藥膳

絲瓜豬瘦肉湯（1人份量）

材料：絲瓜1斤，豬瘦肉半斤，海鹽適量。

做法：絲瓜洗淨、切塊，瘦肉切片。同放入鍋中，
加適量清水同煲，水沸後收慢火再煲20分鐘，最後
下適量海鹽調味即成。

功效：解暑袪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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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藥膳

黃豆排骨湯（1人份量）

材料：黃豆2兩，排骨半斤，蔥薑各少量，海鹽適量

做法：將黃豆用水泡發，排骨洗淨，切成塊出水。
煮鍋放入適量水燒開，放入所有材料同煲，水沸後
收慢火再煮1小時，最後放入蔥薑和適量海鹽調味即
成。

功效：健脾胃，益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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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藥膳

山藥薏仁粥（1人份量）

材料：山藥1兩半，薏苡仁、白米各2兩

做法：將上述材料洗淨後煮粥，待米熟成糊狀即成。

功效：適於脾胃虛弱的人食用。

夏天食欲不振適合食用。

糖尿病患者適合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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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藥膳

白扁豆粥（1人份量）

材料：白扁豆2兩，糙米3兩，海鹽適量

做法：先將白扁豆及糙米各用溫水浸泡一夜。 煮鍋
中放入適量水，上火燒開,放入白扁豆續煮30分鐘，
加入糙米改小火煮30分鐘，加上海鹽調即可。

功效：健脾養胃，清暑止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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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的穴位

夏季是人體陽氣最強的時候，很容易心浮氣躁。所
以夏季養生，一定要養神，要做到心平氣和，但是
有的人容易急躁，做不到心平氣和，穴位可以幫助
你。

湧泉穴

內關穴 40



湧泉穴

湧泉在腳底，去掉腳趾頭，把剩下的腳掌三等分，
在上三分之一的凹陷處，這就是湧泉穴。按摩湧泉
穴可以起到安神、促進睡眠的作用。

按摩時間以5分鐘左右為宜，如果效果未如理想可以
按10分鐘。按摩時可以稍稍用力些，以自己能承受、
並感到舒服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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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關穴

我們把手心向上，用力握拳的時候，手腕上能看到
兩根筋，兩條筋之間，距離腕橫紋兩個拇指的穴位
就是「內關」 。

內關穴是心包的絡穴，一穴通兩經，具有調節情緒、
調節睡眠和調節心臟的作用，夏天心情不太好的時
候，脾氣大的時候，睡不好覺的時候，都可以按這
個穴位。

內關穴對一些胃腸問題也有調節作用，比如消化不
好、噁心嘔吐。 42



夏季腸炎腹瀉的穴位療法

夏天有的人好鬧肚子，急性胃腸炎比較多，胃炎嘔
吐，腸炎腹瀉也比較常見，有些人上班帶盒飯，中
午可能壞掉了，大家捨不得扔就吃了。還有像一些
人生吃瓜果，可能會有胃腸道炎症，怎麼辦?

足三里

委中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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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三里穴

腹痛腹瀉消化不良這是肚腹問題，就是足三裡的問
題。經常按足三裡穴會有非常好的養生保健作用，
也是我們人體強壯穴。

沒事的時候或者開會、上課的時候，自己按一按足
三裡，可以讓自己更強壯，沒病也可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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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中穴

如果發生了急性胃腸炎，有一個叫委中穴。

在我們的膝蓋後面有一個膕窩，膕窩的正中間，按
摩委中穴可以治療急性胃腸炎，也可以在委中穴上
用針放血後再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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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不宜坐木

 俗話說：「冬不坐石，夏不坐木。」夏天氣溫
高，濕度大，木頭，尤其是久置露天裏的木料、椅
凳等，露打雨淋，含水分較多，太陽一曬，溫度升
高，會向外散發出濕熱，使人易患皮膚病和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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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不宜多吃冷食

在炎熱的夏季，如果胃腸受到大量冷食的刺激，會
加快蠕動，縮短食物在小腸裏的停留時間，影響人
體對食物營養的吸收。同時，由於夏季氣溫高，體
內熱量不易散發，胃腸內的溫度也較高，如果驟然
受冷刺激可導致胃腸痙攣，引起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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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不宜夜晚露宿

盛夏時節，身上的汗腺不斷向外分泌汗液，以散發
體內的熱量。睡著後，機體處於放鬆狀態，抵抗力
暫時下降。此時如果正值夜晚，氣溫下降，再遇冷
風襲來，露水加身，容易導致頭痛、腹痛、關節不
適，並引起消化不良。夜晚露宿還易被蚊蟲叮咬，
可能染上疾症，如大腦炎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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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不宜缺少午睡

夏季晝長夜短，氣溫高，人的新陳代謝旺盛，消耗
量也大，容易疲勞。加上夜間炎熱，睡不安穩，導
致睡眠不足。因此，中午睡上一二個小時，對健康
大有裨益。可使身體各係統得到休息，也是防止中
暑的一項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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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電風扇不宜吹得過久

電扇吹得過久會破壞出汗的均衡狀態，使人感到頭
痛、頭昏、腿酸手軟、全身不適，嚴重者還可能誘
發其他疾病。盛夏之夜開著電扇入睡，更容易受涼。
尤其老年人和兒童更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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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空調不宜開得太大

空調能給人帶來舒適的環境。但如果室內外溫差太
大，人對室內外溫度變化難以適應，容易「感冒」。
而且如果室內外溫差太大，不注意室內通風換氣，
會使室內空氣混濁，致使各種病原微生物孳生。若
人的機體抵抗力降低時，就容易患病。因此，夏天
使用空調溫差不宜太大，最好在5-8度之間，最大不
能超過1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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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不宜「快速冷卻」

炎夏，人們外出歸來為盡快消汗除熱，往往喜歡沖
冷水浴來「快速冷卻」。但由於人在陽光下吸收了
大量的熱量，如此「快速冷卻」，使全身毛孔迅速
閉合，使熱量不能散發出而滯留體內，引起體內高
熱，還會因腦部毛細血管迅速收縮而引起供血不足，
使人頭暈目眩，重者還可引起休克；而且此時人體
抵抗力降低，感冒就會「乘涼而入」。因此，最好
的方法是先將身上的汗擦乾或待汗發散乾之後再淋
浴。 52



夏季養生十誡

渴極不宜急飲

夏天出汗多，有人一下子喝進很多水，會增加心臟
負擔，使血液濃度下降，甚至可出現心慌、氣短、
出虛汗等現象。極口渴時都應先喝少量的水，停一
會兒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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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不宜用飲料代替白開水

汽水、果汁、或包裝飲料中，含有較多的糖精及電
解質。這些物質會對胃產生不良刺激，影響消化和
食欲，如大量飲用，還會增加腎臟過濾負擔，影響
腎功能。而且過多攝入糖分會增加人體熱量，使人
肥胖。因此，夏季不宜多喝飲料，最好還是喝白開
水，尤其是兒童和老人，更應少喝飲料多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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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養生十誡

不宜戴過深或過淺的太陽鏡

太陽鏡能避免紫外線對眼睛的損傷，但如果鏡片顏
色過深，會因視物不清而影響視力；如果鏡片顏色
過淺，紫外線仍可透過鏡片損傷眼睛。因此，夏季
選擇太陽鏡應100%防UV功能，同時能允許15%-

30%之間的可見光線穿過灰色或綠色的鏡片，不但
可抵禦紫外線，而且視物清晰度最佳，透視外界物
體顏色變化也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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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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