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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陽虛體質前言

如果用⼀一句話來快速理解整個雲端中醫的養生哲學，這句話會是：「養生之秘訣在於適時
調整⼀一身之陰陽狀態」

陰陽，這個理論表面上看似很單純，而由陰陽變化出來的⼀一切現象卻是很複雜的。闡述陰
陽最深的《易傳》曾提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太極
變化出來的陰陽現象，可以解釋整個世間的⼀一切現象，當然也包含了奧妙的人體。

我們可以用簡單的概念來理解調整陰陽狀態與人體的關係，依照黃帝內經的論述，人體有
大大小小的經絡隨時在運行著。有些經絡屬於陽，有些經絡屬於陰。當陰陽不平衡，陽多
於陰，或陰多於陽時，這些經絡就會產生異常現象，隨之產生各種變化多端的疾病。

如果我們能在這些經絡突然間產生不平衡狀態時，就能運用各種方法加以平衡，這就是所
謂的「適時」調整⼀一身的陰陽狀態。⼀一個人如果能夠隨時調整得當，身體健康便成為可以
親自體會到的⼀一種感受，不再是人們的幻想。

現代人基於特殊的生活環境與習慣，幾乎每個人的身體都逐漸被塑造成為⼀一種「陽虛體
質」，可惜的是，這種陽虛體質不但是現在醫學所完全不了解的領域，也同樣是傳統中醫
所忽視的⼀一環，也因此現代人普遍處於亞健康狀態，隨著現代醫學技術日新月異，卻依然
長期苦於種種難解的症狀或疾病困擾。

透過長期對於人類的經絡觀察，我們發現陽虛體質幾乎主導著現代人平日生活中種種困擾
的症狀與疾病，透過改善陽虛體質的過程中，竟然也可以讓這些症狀與疾病自然消失，這
樣的養生程序是可以預防與治療疾病的。

隨著我們對於陽虛體質的逐漸了解，發現原來人類生病時，不論人們找的是西醫或是中
醫，所治療的都只是因為體質所變化出來的⼀一些症狀，所有的藥物與療法都只能短暫改善
這些症狀，卻無法改變體質，因此這些症狀會不斷地重複，在⼀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中持續顯
露出來。

當⼀一個人受夠了這些在身體上不斷重複的現象時，內心自然會產生了⼀一種無力感，從心理
深處下定決心想要脫離且突破這個困境，開始進行正確的養生法來改變體質，才有機會可
以永遠脫離這些⼀一再重複的現象。

透過我們提出的⼀一系列改變體質的方法，您會發現養生不再只是⼀一種口號，它成為⼀一種確
切可行的⼀一套流程，甚至可以成為⼀一種個人化的醫學理論。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套方
法還是要由您自己親自來體會，才能了解箇中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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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了解陽虛體質的來龍去脈

陰陽理論與醫學

陰陽理論，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是⼀一個抽象的的概念。這個陰陽哲學與理論源自於古老中
國春秋時代的易傳，是古代中國人對大自然觀察後發現到的⼀一個宇宙原則。

陰陽的概念是相對的，例如這個世界有天就有地、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男就有女、有上就有
下，將這些宇宙自然存在之相對與抗衡的現象歸納起來，就是陰陽的概念。

陰陽的理論，被廣泛應用在宗教、哲學、曆法、占卜命相之中，同時整個中醫理論幾乎都是
運用陰陽的概念來建構起來的。

古代中國人將陰陽的概念，畫成⼀一張圖，我們可以看看左邊的
太極圖，裡面的黑色與白色是平均的，這樣的現象是屬於「陰
陽平衡」的。

陰陽平衡的概念可以運用在醫學裡，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
論》中提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
絕。」意思就是說，陰與陽雖然是相互對抗、制約甚至排斥
的，但是只要取得陰陽之間的相對的動態平衡(陰平陽秘)，人的
生理活動才能正常，才能達到真正的健康。

而⼀一個不健康的人，體內的陰陽⼀一定處於陰陽不平衡的狀態。不是陽盛，就是陰盛。然而，
陽盛，就是陰虛; 相反地，陰盛就是陽虛，這樣的體內陰陽不平衡的狀態久了，就會自然而
然形成各種疾病。

由於疾病源自於體內的陰陽不平衡，因此傳統中醫治療疾病，在多數的時候並不是直接針對
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的本身來治療的。而是運用各種手段(針灸、草藥、推拿...等等)
來平衡體內的陰陽，陰陽平衡之後啟動體內的自癒力來讓疾病自動消失。

陽虛體質的形成

在「雲端中醫與養生」電子書中提到，所謂的體質，指的是「每個人在身體上不斷呈現持續
且穩定的⼀一種特質」。因此，陽虛體質可以說是⼀一種體內持續陽氣不足的現象。許多人會很
好奇地問，究竟是怎麼樣才會造成體內持續陽氣不足呢？我們歸納原因有三：

1.睡眠時間不當：《黃帝內經》中提到：「陽氣盡
則臥，陰氣盡則寐」。陽氣不足時人體會自動想
睡，這是正常的狀態。⼀一個想要得到健康的人，必
須學會順應大自然晝夜的陰陽變化，夜間時大自然
的陽氣盡了，就必須入睡。如果繼續熬夜，就會耗
損人體的陽氣，第二天起床之後自然會有陽氣不足
的現象，長期這樣下去就⼀一定會形成體內的陽虛狀
態。

2.食用過多寒涼飲食：⼀一個正常的人體，本來是陰
陽平衡的。然而現代飲食幾乎都是置放在冰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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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些食物的屬性逐漸轉變成為陰性，長期食用溫度較低的食物進入人體的消化道，就會
造成腹部的陰盛陽虛，漸漸形成全身性的陽虛體質。

3.面對寒氣處理不當：⼀一個正常的人必須每天注意穿衣服，調合體內的冷暖，目的就是要預
防外寒入侵體內。例如，天氣突然變冷時，⼀一個原本健康的人卻沒有穿足夠的衣服，就會
立即感冒，這個感冒就是寒氣入侵體內的⼀一個過程。當⼀一個人的體內受到寒氣入侵之後，
必須運用正確的方法驅除這些寒氣，然而現代人動輒使用抗生素、止痛藥這類的治療方
法，無法正確驅除體內的寒氣，就而久之就會成為陽虛的體質。

我們看看現代人的生活，多數人普遍是經常熬夜的，食用寒冷飲食同時並不正確處理入侵體
內的寒氣，因此現代人的體質自然而然就會形成陽虛體質。

經絡理論與陽虛
陰陽理論雖然講起來很有道理，在哲學推論上也是成立的。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難以用這個抽象的概念來理解，
我們的體內陰陽的狀態究竟是怎麼樣？

在多數的時候，我們只能用身體的症狀來推斷。例如，⼀一個
經常發熱的人，我們認為體內的陽太盛了，因此推斷屬於
「陰虛陽盛」的狀態。⼀一個經常怕冷的人，體內應該屬於
「陰盛陽衰」的狀態。

傳統中醫運用這樣的方法來判別體內的寒熱已經有上千年的
歷史，多數的傳統中醫似乎都認為，只要是發熱的人，是屬
於陰虛陽盛的。弔詭的是，現在人運用經絡檢測之後，竟然
經常發現那些發熱的人，體內竟然還是陽虛的，這就難以令人
理解了。

運用經絡檢測如何判別體內的陰陽狀態呢？這個原理其實很簡單，傳統中醫理論把所有的經
絡與臟腑都運用陰陽理論來歸類。例如五臟屬於陰，六腑屬於陽。肺經屬於陰，胃經屬於
陽。

運用簡單的數學運算結合經絡理論來推斷，如果⼀一個人的體內屬於陽盛，就代表屬於陽的經
絡能量數值相對較高，屬於陰的經絡能量數值相對較低。如果是陰盛，就代表體內屬於陰的
經絡能量相對較高，屬於陽的經絡能量數值相對較低。

我們以腳的經絡為例，腳的陽經有三
條，分別為膀胱經、膽經與胃經。陰經
也有三條，分別為脾經、肝經與腎經。
這三條陽經如果能量大於陰經，那就屬
於陽盛，如果三條陰經的能量大於陽
經，就是屬於陰盛。

運用現代的儀器來判別人體的陰陽，相
較起單純運用症狀來判別是簡易且客觀
多了，這是現代科技給人類帶來的⼀一個
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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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虛有哪些現象？

所謂的陽虛，就是體內的陰陽不協調，「陰大於陽」，因此會呈
現許多「陰」的症狀。關於陰的症狀，在漢朝時代的傷寒論描述
最多，該書將陰的症狀依照太陰、少陰、厥陰三個類別分別描
述。

傷寒論提及關於陰病的症狀有數十個條文1，把陰病的症狀簡單提
示了出來。我們歸納傷寒論對於陰病的症狀描述，我們可以知
道，在太陰階段裡，體內的寒氣會造成每天肚子脹滿感，食慾不
佳，到了吃飯的時間卻不想吃飯。同時會經常有腹瀉、腹痛的症
狀。

而少陰病的症狀就更為寒冷了，傷寒論提到得到少陰病的人，他
們的脈會是非常虛弱且微細的，會有整天想睡覺精神不振的現
象，如果用現代的疾病對照，就是類似「慢性疲勞綜合症」或是
「憂鬱症」。

同時，得到少陰病的人經常會有喉嚨痛、頭痛、全身痛、全身怕
冷、手腳冰冷、心煩、頻尿、咳嗽...等等症狀，這些也都是典型陽虛體質的現象。而厥陰病
的部分，已經有寒熱夾雜的現象，在此不與討論。

在平日的生活裡，如果⼀一個人經常有這些症狀，就代表體內有陽虛的現象。如果運用經絡檢
測再次驗證，就可以確認這是陽虛(虛寒)體質。

究竟是陰虛還是陽虛？

前段提到，陰陽概念在理論上講起來說得通，在哲學與邏輯推
論上也是成立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陰陽理論就純粹只是⼀一
個哲學，我們很難運用這個抽象的概念來改善我們的身體健
康，每個人體內陰陽的狀態真相究竟是如何，很難說個清楚。

在此舉個例子：某男，約50歲，每天口乾舌燥，夜間睡不安
穩，服用西藥改善有限，朋友推薦他尋求中醫治療。中醫師告
訴他，他的症狀是體內陰虛火旺所造成的，必須清熱滋陰。服
用中藥之後，症狀有明顯改善，但是如果不吃藥，症狀又會再
度現前。

某日，我們幫這位男性檢測經絡，經絡呈現出明顯陽虛現象，
這讓這位男性感到很疑惑。原因在於，中醫師依照症狀診斷出
他的身體屬於燥熱型體質，就陰陽理論看來就是陽盛，但是運
用經絡檢測的結果卻是陽虛。這兩個完全是相反的結論，到底
哪⼀一個才是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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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傷寒論關於陰病的條文：「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少陰之為病，脈
微細，但欲寐也。」、「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亡陽也，此
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少陰病，咳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
也」、「少陰病，惡寒而踡，時自煩，」、「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少陰病，四逆，惡
寒而身踡」...等等。

古代的傷寒論詳細地描
述許多陰病的症狀

在現實生活中，中醫師在陰
虛陽虛的診斷結論上經常不
符合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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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他在我們的建議下，把自己的身體拿來做實驗，他開始嘗試服用⼀一些溫陽、去除體內
寒氣的熱性中藥，起初他感到體內更熱，更不舒服，而後漸漸地燥熱症狀消失，持續⼀一個月
之後，過去每日口乾舌燥、夜間睡不安穩現象便明顯地改善了。

我們歸納他內心產生的疑惑，主要有以下兩個疑點：

1.為什麼他的症狀不屬於陽虛症狀，透過經絡檢測後卻會顯示出陽虛體質？現代中醫師依照
症狀來判斷陰陽，卻與經絡檢測的結論完全相反？

2.完全相反的體質診斷，又為什麼服用治療方向相反的藥物卻同樣可以產生療效呢？

依照我們長期的觀察，運用症狀來判別體內的陰陽，在多數的時候不如科學的儀器來得客
觀。透過數以萬計的觀察之後，我們發現人類體內呈現陽虛的機率遠遠大於陰虛。然而，陽
虛體質的人，依照理論上是會怕冷的，怎麼會感到全身發熱呢？這就需要更進⼀一層去理解與
探討了。

陽虛為什麼會感到冷？

在正常的狀況下，體內陽虛的人是⼀一定會感受到寒冷的。多數的
人，是在冬天的時候容易感到寒冷，嚴重的人甚至在炎熱的夏天，
都依然會感受到寒冷。

陽虛的人為什麼會感受到寒冷呢？這個原理其實很簡單，所謂的陽
的概念，就是陽光、溫熱、積極向上的概念，這些都是屬於陽氣，
當體內的陽氣不足了，也就代表體內的陽光、熱氣不足了，自然會
感受到象徵陰(夜晚)的寒冷(寒氣)，也同時會喪失積極向上的感覺，
會感到憂鬱、疲勞精神無力。

陽虛的人，體內屬於陽的經絡相對能量不足，因此屬於陽的經絡(如
膽經與大腸經...等)相對沒有能量的，陽虛的現象久了之後，這些經
絡就會阻塞，經絡阻塞久了，在四肢末梢的區域就會血液循環不
良，自然會有手腳冰冷的現象。

陽氣不足的人，除了會影響到經絡之外，也會影響體內的臟腑。例如胃腑陽虛、脾臟陽虛、
腎臟陽虛...等等。這些臟腑因為陽氣不足，就會產生相對異常的疾病與症狀，主要的症狀依
然是全身及四肢感到寒冷。

陽虛體質為什麼會感到熱？

所謂的陽虛，在傷寒論裡主要描述的內容就是少陰病。少
陰病主要是體內的陽虛陰盛，邪氣就會從陰化寒，因此也
稱之為「少陰寒化証」。也就是說，少陰病就是寒病，體
內整個呈現寒化的現象，因此在多數的時候，⼀一定是感到
冷的。

然而，人體得到了少陰病久了，陰盛的現象又會開始轉
化，從陰盛轉變成為陰虛，陰虛陽亢時，邪氣從陽化熱，
就反而會出現「少陰熱化証」。所謂的少陰化熱，就是身
體的本質是寒的，但是呈現在外在的現象卻是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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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陰化熱之後，體內感受到的不是寒冷的，取而代之的會是心煩、無法入睡、口乾舌燥、舌
尖紅、脈細數...等等熱性的症狀。傷寒論曾提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
得臥...」就是少陰化熱的⼀一種現象。

⼀一個人體內如果因為寒氣累積而化熱了，並無法單純服用熱性藥物來驅除這些寒氣，必須兼
服用寒性的藥物來驅除這些熱氣，這是相當複雜的結果。因此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
體內陽虛的人，當他們服用清熱藥物之後會感受到療效，同時服用溫熱藥物之後也同樣會感
受到療效，這就是體內寒化熱，寒熱夾雜所致。

⼀一個人體內如果因為極寒而化熱，是不能單單服用清熱藥物來根本解決陽虛現象的，因此若
要從根本來解除陽虛現象，從根本的立場來看，是必須服用熱性藥物的，外在顯現的熱性症
狀，其實也只是⼀一種假象，它的本質依然是寒的。

現代人由於從小就已經塑造成為陽虛體質，經過了幾十年完全沒有改變體質之後，通常會變
成外熱內寒的體質，因此更不容易理解自己為陽虛體質，在改善體質的過程會更為艱辛，更
讓人難以理解，這都是陰寒化熱所致。

現代人都需要扶陽

「扶陽」，是近百年來才開始流行的詞語，從清朝以後，扶
陽的概念便⼀一直被不少醫家提出來。這個「扶」字，是意指
有幫助、保護、調節治理之義。「扶陽」⼀一詞就是宣通、保
護、溫助、調理陽氣，從而使人體陽氣宣通、強盛之含義。

我們可以說，扶陽就是⼀一種調整陽虛體質的⼀一個方法，讓原
本陽氣不足的體質，扶助成為陽氣旺盛，讓體內邁向陰陽平
衡的⼀一種手段與方法。

事實上，在中國的醫學史裡看來，在起初是沒有扶陽這種流
派的，古代醫家依照病人的症狀施治，熱病用寒藥，寒病用
熱藥，並不需要特別去扶陽，因此不可能會有扶陽這樣的流
派形成。

然而，從清朝之後，扶陽派卻漸漸興起，直到今天已經是西
元2012年了，扶陽派在全世界卻依然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們推測，或許就是因為整體人類的體質，從清朝之後便逐漸地轉變成為陽虛體質，因此
「扶陽派」(或稱為火神派)才會有⼀一定的認同支持者。扶陽派的特點，是經常運用⼀一些熱性
中藥(例如乾薑、附子、肉桂...等等，來達到解除病痛的目的。運用這樣極熱的藥物來扶
陽，如果沒有⼀一定的治療效果，是不可能被人們支持與推廣至今的。

我們從經絡檢測所觀察到現代人的體質，同時從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來觀察比較，可以推斷出
現代人是陽虛體質的機率是很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還沒形成陽虛體質的人們必須要扶
陽，已經形成陽虛體質的人們更需要扶陽，扶陽已經成為現代人必須被教育且實行的⼀一個養
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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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陽是⼀一條不歸路

當⼀一個人體認自己的體質屬於陽虛(虛寒)體質，並且下定決心要
將這個身體裡面那個頑固的大冰塊溶解之後，便會逐漸自覺已
經踏上了不歸路。

為什麼說是不歸路呢？原因在於過去原本是陽虛體質的人，在
經過⼀一番努力之後，許多不舒服的症狀消失了，經絡上的陽經
能量也正常了。卻會因為在康復後，忘記保持⼀一些良好的養生
習慣，而輕易地回復到陽虛體質。

我們可以說，陽虛體質就像是家裡的後院被挖了⼀一個地洞，過去許多小偷透過這個地洞爬進
家裡來偷東西。後來我們發現了地洞，用泥土在洞口處填平，自此之後小偷就不會進入家
裡。然而，小偷依然知道那裡過去曾經有⼀一個地洞，只要趁你不注意時，這個地洞口依然容
易被挖開的。

改善陽需體質，就像面對地洞，除了要把洞口填平之外，還要繼續把整個地洞填滿，讓整個
地底完全沒有地洞的存在，這樣才可以將整個體質根本改變且持續。您無法放棄這個工作，
因為您自己會清楚知道，這個工作是不能停止的。

⼀一個已經是陽虛體質的人，如果要將體質整個轉換成為根本性的平和體質，沒有持續數年的
功夫是達不到的。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必須改善過去已經形成的陽虛體質，還必須用正確的
方法面對未來所有侵入體內的寒氣，這個有點像「前有埋伏，後有追兵」處境，必須隨時謹
慎且小心注意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是⼀一條難以回頭不歸路。

例如，您經過了⼀一個月的努力，服用溫熱中藥及運用遠紅外線療法之後，陽虛體質明顯改
善，睡眠障礙解除，身體不再疼痛，白天精神明顯變好。而後，就忘記扶陽這回事。幾個月
後，不小心受到風寒感冒，再度服用抗生素之後，會發現之後的⼀一個月，過去這些症狀又陸
續浮現了，這就是陽虛體質再度浮現的現象，您就會再度告訴自己「必須再度扶陽了！」

在您的陽虛體質改善之後，你必須堅持扶陽的各種養生法，同時正確處理新來寒氣對你的身
體之挑戰，這才是正確的扶陽之路，這是不容許有絲毫怠懈的。

然而，走在這條不歸路上的好處是，整條路上你會感受到因為身體健康而隨之得來的快感，
隨之心情狀態也會平穩許多，這條不歸路是⼀一條健康且快樂的
好路，值得您的堅持！

臟腑病肝實階段體質也是⼀一種陽虛

前面所提到的陽虛現象，主要是依照傷寒論所論述寒氣進入人
體之後產生⼀一系列的體質變化，這是站在外寒入侵體內的立場
來探討的。

由於外寒入侵體內久了，會逐漸影響到經絡，最後造成臟腑的
異常，主要會造成「脾陽虛」、「胃陽虛」、「腎陽虛」、
「心陽虛」，這是因為寒氣在體內累積太久對臟腑所造成的影
響。

然而，沒有外在的寒氣依然會造成體內的陽虛，臟腑不協調同
樣也會讓體內產生陽虛的現象，由於臟腑病的形成普遍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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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過度疲勞且壓力累積所導致，主要的根源在肝臟，因此那些經常熬夜且壓力很大的人，
會形成「肝陽虛」。

臟腑病形成日久，會透過五行傳變，造成其他臟腑的陽虛，例如脾陽虛、胃陽虛、腎陽虛、
心陽虛...等等。而我們長期透過經絡檢測後發現，臟腑病肝實階段體質的人們，體內的太陽
經(膀胱經)幾乎都是沒有能量的，也就是說體內人體背後整個屬於陽的部位都是處於能量不
足的狀態，這才是人體最嚴重的陽虛。

依照我們的觀察，臟腑病所造成的陽虛比起因為寒氣所造成的陽虛還要難以改變，幾乎已經
到了僵固難化、藥石罔效的境界，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基於此，我們提出改善陽虛除了必須注意寒氣累積體內之外，還必須從改變生活習慣、改變
心靈狀態下手，才有辦法從根本上來改變陽虛體質。如果⼀一個人已經是陽虛(虛寒)體質，同
時又存在臟腑病肝實階段體質，這是⼀一種透透徹徹、完完全全的陽虛狀態，明顯地已經把自
己的身體健康逼上懸崖邊緣，不可不慎！

現代醫學的最大盲點在於陽虛

許多人都有進過開刀房的經驗，大家對開刀房的印象，
就是⼀一個「冷」字2。整個手術過程，幾乎都是在寒冷的
開刀房裡，被開刀者穿著薄薄的衣服，甚至要裸露著身
體，歷經數個小時之後才會結束。有些人動小手術，不
需要全身麻醉，因此冷的發抖。而有些人在大手術，必
須全身麻醉，只會在醒來之後感到不適，手術過程中沒
有知覺，因此不知道什麼是寒冷。

在寒冷的冷氣房開刀完，是讓體內外寒入侵最直接的⼀一
個過程，由於現代醫學對寒氣的理解幾乎是零。雖然開刀
房保持低溫的主要原因是不讓細菌滋生，減少開刀過程中
的風險，然而卻因為這樣的低溫，許多者在開刀完之後，
體質轉變成為陽虛體質。

我們從許多歷經開刀手術的人們身上，可以看到寒氣入侵體內的訊息，頭痛就是⼀一個最明顯
的症狀。許多人在開刀房裡，就已經開始頭痛，而許多人是開刀完之後，會持續連續幾天的
頭痛。

為什麼待在冰冷的房間裡會頭痛呢？因為寒氣入侵體內
第⼀一個影響的經絡就是膽經，膽經遍佈在頭上，尤其是
頭部的側面，因此寒氣入侵體內之後，會立即反應在頭
部，偏頭痛就是最明顯的症狀。

開刀完之後的幾天，體質會逐漸變成陽虛體質，多數人
會感到精神不佳，甚至有憂鬱的現象，同時，手腳會開
始冰冷，這些都是屬於「陰」的症狀，也就是因為體內
陽氣不足所造成的。

寒氣影響體內最嚴重的，要算是精神狀態。傷寒論提
到：「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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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思就是說，當體內寒氣很重的時候，會有煩躁欲死的痛苦感。

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原本很健康的婦女，在歷經剖腹生產完了之後卻性格大變，不是得到憂
鬱症，就是得到了燥鬱症，西醫診斷結果是原因不明，只能持續服用精神科藥物，現代醫學
完全不知道，這些其實都是體內陽氣不足所造成的結果。

由於現代醫學對於寒氣的理解不足，因此許多的治療方法僅能改善當時的症狀，卻無法預防
之後因為體內陽虛所產生的⼀一系列症狀，這是現代醫學的最大盲點。而在現代醫學不能理解
什麼是陽虛之前，只要社會大眾開始自我學習改善陽虛體質的方法，就可以彌補現代醫學的
不足。

改善陽虛體質可以預防癌症

癌症是現代⼀一個流行的重大疾病，近年來得到癌症的年齡有逐年
下降的趨勢，運用體質理論可以輕易地解釋這個現象。

依照我們的觀察，大多數的人在十幾歲的時候，體質就逐漸開始
塑造成為陽虛體質，只是多數的年輕人陽氣相對旺盛，因此無法
感受到陰寒之氣對身體造成的傷害。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工作
量的加重，人體的陽氣不再像年輕時那樣旺盛，陽虛體質的症狀
就會逐漸開始浮現出來。

傷寒雜病論曾經提到，「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
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
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

傷寒論這段文字，明確提出寒氣入侵體內的過程，是隨著時間愈
來愈深入體內的，而後代的人，通常不在傷寒入侵之初就開始著
手治療，或者是雖然開始著手治療卻方法不對，⼀一直要到病久、
病深了，才會去找醫師，而找到的醫師通常又不懂得治療傷寒病

的道理，因此⼀一點效果也沒有。

這段古文雖然是形容古代人的處境，卻與現代人的現象是⼀一樣的。多數人在得到感冒之時，
通常會立即服用西藥的抗生素，以為這樣的方法就可以治療感冒，雖然感冒的症狀減緩了，
但是寒氣卻依然存留在體內，持續著侵蝕體內的陽氣，時日久了便開始產生疾病，此時服用
更多更多的西藥，卻對改善寒氣⼀一點效用也沒有。

而後，人們帶著陽虛體質撐到重大疾病(例如癌症)現前了，便開始去找西醫化療、開刀。這
些癌症腫瘤被移除了，就誤以為已經完全健康了，卻不知道體質依然不變，體內的陽氣卻因
為這些療法更為虛弱。

又過了幾年，陽氣更加虛弱讓癌症又復發了，透過各種療法卻依然無效，最後被迫尋找中醫
治療，而此時真正能夠運用傷寒論治療寒氣的中醫師寥寥無幾，最後面臨失敗的機率極高，
這就是⼀一般人得到癌症之後的宿命。

如果我們真的深信體質理論，並且從小時候就開始有計劃地改變體質，不讓陽虛體質愈來愈
嚴重，最終可以明確有效地預防各種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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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陽虛體質與疼痛
陽虛體質幾乎主導著大部分的疼痛現象，我們可以說多數的疼痛都是源自於陽虛體質。以下
我們針對臨床上經常遇到的疼痛加以分析，讓讀者更明確地了解陽虛體質與疼痛的關係。

頭痛
頭痛是陽虛體質的人較容易感受到的⼀一個症狀，這主要是透過
陽虛體質影響經絡所造成的。運用經絡理論來理解頭痛的原
因，可以從通過人體頭部的經絡來下手，人體的頭部主要受三
條經絡影響，這三條經絡是「膀胱經、膽經與胃經」。

膀胱經是如何受到寒氣的影響呢？膀胱經又名太陽經，是屬於
陽的經絡。這是寒氣(陰氣)入侵體內的第⼀一道防線，這個陽經
受到外邪之後，會產生⼀一些症狀。傷寒論提到：「太陽病，頭
痛、發熱、汗出、惡風...」、「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
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這些都是寒氣入侵體
內，第⼀一個會產生的症狀。

寒氣入侵體內第⼀一道防線所造成頭痛，特點是整個頭都痛，或是後頭痛，同時伴隨全身性的
疼痛，也就是大家都曾經體會過的典型感冒症狀。通常只要運用中草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
可以被解除，不需要服用任何止痛藥，同時感冒時其他的症狀也會同時消失。

起初，寒氣入侵體內時，太陽經會奮力抵抗這個外邪。然而，如果
處理不當，讓寒氣繼續入侵體內之後，這個第⼀一道防線會失守，人
體整個陽虛狀態就會愈來愈嚴重，因此另外兩條陽經(膽經與胃經)的
能量也會快速減少，久了之後造成了阻塞。

由於膽經主要位於頭部的側面，因此產生慢性偏頭痛，胃經位於頭
部的前面，因此會造成前額痛、頭頂痛，多數人所苦惱的長期、慢
性頭痛，都是這樣演變而來的。通常這樣的頭痛，除了必須運用中
草藥去除體內的寒氣之外，還要配合⼀一些經絡療法(針灸、拔罐、經
筋調理...等等)才有可能解除疼痛。

在寒氣入侵體內的轉換與傳變的過程中，會經歷⼀一種所謂「半表半
裡」的狀態，也就是會到⼀一種不屬於陽，也不屬於陰的狀態，寒氣會
在這裡遊盪、跑來跑去，⼀一下子入陰，⼀一下子又跑到了陽。此時，人
體的膽經就會受到影響，也會因此而產生頭痛，同時伴隨著口苦、口乾、頭暈、食慾不佳、
肋間疼痛...等等的現象。這樣的頭痛通常可以運用中草藥就可以緩解，效果是非常快速的。

陽虛體質存在久了，除了寒氣繼續留在體內造成全身性的陰陽不協調之外，會產生⼀一系列的
體質附帶現象，也會造成頭痛，我們列舉如下：

1.氣虛頭痛:陽虛體質的人們，體內會自然伴隨著氣虛現象，經常精神不好。這樣的人會在
勞累之後感到頭痛特別嚴重，只要休息⼀一下就會改善，這就是氣虛頭痛。

2.血虛頭痛：陽虛體質的人，由於體內長期陽氣不足的人，氣不攝血會造成血虛，血虛的本
身就會造成頭痛。同時，血虛久了會自然在體內產生⼀一種「肝風」，「肝風內動」也會造
成頭痛。這種疼痛的特點，是會遊走不定，頭痛跑來跑去，沒有⼀一個定位，同時伴隨著頭
暈、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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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寒濕頭痛：大家都知道冰箱裡面，除了有寒冷的冷氣之外，通常會伴隨著濕氣。人體也不
例外，體內的寒氣通常會結合濕氣，造成寒濕頭痛，這樣的頭痛特點是頭重、頭昏，好像
整個頭被什麼裹住⼀一樣，很不舒服。

4.血瘀頭痛：陽虛體質持續很久之後，會造成整個頭部嚴重瘀血，會造成血瘀頭痛，這樣的
頭痛特點是非常劇烈的。必須先去除腦部的瘀血同時調整體質才有辦法治癒。

5.寒熱夾雜頭痛：如同前述，體內寒氣累積久了，會有寒極化熱的現象，寒熱夾雜所產生的
頭痛，是非常複雜的。必須同時去除體內的熱，也要去除體內的寒，頭痛才有可能根本被
治癒。 

綜合以上分析，不論是哪⼀一種型的頭痛，都是起源於陽虛體質所造成的，因此只要天氣⼀一變
化，頭痛的現象就會快速反應起來。因為體內的寒氣(小宇宙)與外在的寒氣(大宇宙)是⼀一體
的，他們就像好朋友⼀一樣溝通非常密切，會立即通報且相互影響，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
原理。

如果我們妥善處理第⼀一道防線所造成的頭痛，就不會讓它繼續入侵體內，造成長期、慢性偏
頭痛，這些都是陽虛現象存在太久所形成的結果。這樣的陽虛現象在體內醞釀久了，就會造
成各種體質附帶現象，因此這些變化多端的頭痛形成原因就更難以被治癒了。

可喜的是，只要下定決心堅持改變自己的陽虛體質，配合適當的治療方式，幾乎大部分的頭
痛都可以被根本治癒的，您可以永遠遠離頭痛的困擾！

真實案例：某女，約50歲，長期受頭痛困擾，每個月平均要服用止痛藥十幾天。運用經
絡檢測三次之後，確認為陽虛體質，由於頭痛病程已久，透過服用溫陽、活血化瘀的中草
藥，同時為她疏通背部與肩頸處經絡的阻塞之後，之後頭痛很少再度發作，而後幾乎不再需
要服用止痛藥。

肩頸交接區域疼痛

所謂的肩頸交接處，我們可以看左圖，就是頸部與肩膀交接的區域，
在現實生活中有為數不少人在這裡會經常感到疼痛，這樣疼痛通常會
持續很多年，許多人感受到不論用什麼方法治療都無法根本改善。

為什麼這裡的疼痛會這麼難以被治癒呢？原因無他，這是體內陽虛所
造成的。我們可以用很簡易的方法來解釋這個疼痛現象，只要找⼀一個
針灸銅人，看看這個區域的通過經絡有哪些，答案就呼之欲出。

肩頸交接區域附近，主要有「大腸經」、「三焦經」、「小腸經」、
「膽經」、「膀胱經」通過，這些經

絡都是屬於陽的經絡。

人體有六條屬於陽的經絡，而其中有五條都直接通過且交接
在肩頸附近，當⼀一個人長期處於陽虛狀態，這些陽經經絡便
處於相對能量不足的處境，久而久之就會造成阻塞，因此會
產生疼痛。由於現代人多數屬於陽虛體質，因此這是現代人
相當普遍的⼀一種疼痛現象。

傷寒論裡曾提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
風...」，這裡就揭示了，在外寒入侵體內之後，第⼀一道防線
的太陽病，就會產生頸部、背部與肩頸、肩背處的疼痛，在
這個時候只要服用中草藥就可以解除疼痛，在此時受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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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絡只有太陽經，也就是膀胱經。

之後，人體的第⼀一道陽經防線被攻破了，寒氣就會繼續入侵到體內，下⼀一個就是侵蝕膽經與
胃經的陽氣能量，同時寒氣也會侵蝕手部的陽經(大腸經、三焦經、小腸經)能量，陽虛久了
之後，整個頸部、肩部、肩頸、肩背交接處都會是阻塞的，這就是大部分人受肩頸痛困擾的
來龍去脈。

現代人有⼀一種特別的狀況是古代完全沒有的，那是夏天時長期待在冷氣房裡，冷風持續⼀一直
吹向沒有衣服覆蓋的肩頸區域，長期暴露在這樣的狀態下，也會造成肩頸交接處疼痛。這個
原理誠如上述，寒氣(冷氣)直接吹向肩頸的陽經區域，讓這些陽經經絡沒有能量，久而久之
就會經絡阻塞，造成肩頸疼痛也就是理所當然了。

許多原本就是屬於陽虛體質，同時在肩頸交接處有阻塞的人們，會對寒冷的空氣特別敏感。
只要冷風吹到身上，就會立即感到頭痛、肩頸痛，這個現象其實就是體內陽虛體質的⼀一種自
然反應現象。

要根本解除肩頸交接處疼痛是有程序的，首先必須從根本去改變陽虛體質，在體質沒有改善
之前，任何經絡療法(針灸、推拿、按摩、拔罐...等等)都是短暫的，無法根本讓它消失的⼀一
天。如果沒有改善體質，卻⼀一直運用經絡療法的話，長期下來對肩頸區域的肌肉會造成纖維
化，轉變成為永遠難以治癒的肩頸痛，這是不可不慎的。

如果能夠⼀一方面調整陽虛體質，同時間運用經絡療法，配合服用適合的中草藥，不論是困擾
幾十年的肩頸酸痛，被治癒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真實案例：某女，約35歲，肩頸交接處疼痛約15年，過去找過不少中西醫師，治療效果
短暫，無法根本治癒。運用經絡檢測約三次之後，我們確認她為陽虛體質，透過遠紅外線療
法結合經絡對應按摩指壓，同時疏通背部的阻塞之後，她感受到肩頸交接處疼痛的現象有明
顯改善。

腰痛

許多人會在清晨時感到腰酸背痛，有時候痛起來連起床翻身都會
感到困難，像這樣的腰痛去醫院看病，通常醫師開⼀一些止痛藥或
鬆弛劑來短暫解痛，至今沒有什麼有效的療法。許多人會求助於
針灸、按摩、刮痧、推拿...等等經絡療法，效果同樣也是短暫難
以根本治癒。原因無他，這也是因為陽虛體質所造成的結果。

如前述，寒氣入侵體內之後，會侵蝕體內的陽經，讓這些陽經沒
有能量，影響到的主要就是膀胱經、膽經與胃經。人體腰部主要
通過的經絡，就是膀胱經與膽經，因此這兩條經絡長期能量低落
的話，腰部的經絡阻塞就會趨於嚴重，久了之後就會形成腰痛。

就陰陽理論而言，白天屬陽，夜間屬陰。因此在夜間陰氣較盛的
時候，所有陽虛的症狀就會特別凸顯出來。夜間睡眠的時候，原

本陽經的能量就已經不足了，再加上夜間的寒氣持續籠照著，整個背部與腰部的經絡循環處
於停滯狀態，這個經絡停滯狀態到了清晨起床的時候，就會感受特別明顯。

陽虛體質的腰痛也可以不藥而癒，只要在白天陽氣逐漸加重，做⼀一些運動活動筋骨之後，經
絡逐漸疏通，腰痛才會逐漸改善。通常到了中午、下午之後腰痛就會消失，直到隔日早晨才
會再度發作，這些都是陰陽轉換的道理，只要理解了其中道理，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清晨腰痛
特別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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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氣在體內會透過另⼀一種方式造成腰痛，由於寒屬陰邪，最易傷
腎，透過經絡檢測也可以清楚看到「寒邪傷腎」的現象。而腎陽虛
的人，最容易感受到腰痛。透過溫陽的中草藥將腎臟的陽氣提昇起
來，腰痛就會自然消失。

有⼀一種現代人比較容易遇到的現象，這種腰痛是腹中寒冷所造成
的，現代人由於飲食方式特殊，經常食寒涼食物，導致腹中寒冷，
這樣的現象會導致位於腹中的「帶脈」3阻塞，久而久之也會造成
腰痛。

⼀一個帶脈阻塞幾十年的人，通常會造成椎間盤突出，他們會以為腰
痛是椎間盤突出壓迫到神經所造成的，而事實上椎間盤突出只是⼀一
個結果，真正的原因是帶脈長期阻塞造成椎間盤突出，最後形成腰
痛或坐骨神經痛、兩腿發麻...等等，這還是源自於體內陽虛體質。

因為經常食用寒涼食物造成腹中寒冷，導致腹中的經絡阻塞，這也算是⼀一種陽虛現象，主要
受影響的是位於腹部的陽經(胃經)，除了會直接造成帶脈阻塞之腰痛外，也會同時形成許多
脾胃系統相關的疾病。

腰痛是陽虛體質族群經常體驗到的⼀一種症狀，只要努力堅持改善陽虛體質，服用溫陽的中草
藥，⼀一段時日之後就會自動消失，這是相對容易治療的⼀一種症狀。

真實案例：某男，約50歲，過去⼀一兩年來幾乎在清晨起床時都會感到腰痛，以為是腎
虛，自行服用不少補腎藥物依然沒有改善。運用經絡檢測數次之後，確認為陽虛體質，同時
伴隨有腹中寒氣累積的現象。透過服用溫陽中草藥，同時疏通背部與下肢的經絡阻塞之後，
清晨腰痛的現象幾乎完全消失。

坐骨神經痛

坐骨神經痛是相當令人困擾的⼀一種疼痛，這種痛在西醫看來，主
要是坐骨神經病變所引起其分佈範圍的疼痛。坐骨神經來自腰
椎，經臀部、大腿後側部，下達後小腿及足部。

西醫普遍認為，坐骨神經痛主要是後腰脊柱出現椎間盤脫出的情
況，壓迫神經所致的疾病，此痛自腰背部延伸到腿部。

在我們看來，坐骨神經痛與上述腰痛的成因幾乎是⼀一樣的，原因
在於人體臀部上的經絡主要是膀胱經與膽經，因此我們可以說幾
乎大部分受坐骨神經痛困擾的人都是陽虛體質所造成的。

通常，陽虛體質的人在體內最容易阻塞的兩個位置，第⼀一個就是肩
頸交接處，第二個就是腰臀部。因此，陽虛體質的人容易感受到肩
頸痛或是腰臀部痛。

由於西醫認為，坐骨神經痛是後腰脊柱出現椎間盤脫出壓迫神經所造成的，因此在西醫治療
看來，通常除了服用止痛藥之外，開刀去除椎間盤神經壓迫才是治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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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看來，椎間盤脫出是陽虛體質長久累積造成帶脈阻塞所造成
的，開完刀之後除了不能使陽虛體質因此改變，反而會更加嚴重，因
為開刀房的寒氣會在開刀的過程中侵入腰部，開刀完之後會造成更嚴
重的陽虛體質。

因此，我們建議如果是因為椎間盤脫出所導致的坐骨神經痛，開刀完
之後還是必須堅持改善陽虛體質，才有可能預防坐骨神經痛再度復
發。而不是因為椎間盤壓迫神經，或是輕微疑似椎間盤壓迫神經所導
致的坐骨神經痛，只要運用經絡療法就可以完全改善這種惱人的疼
痛。

在多數的時候，只要疏通臀部附近的經絡(主要是膀胱經與膽經)，就
可以根本治癒這個令人苦惱的坐骨神經痛。只要堅持繼續改善陽虛體

質，甚至可以維持十數年不再復發，這是可以被預期的。

依照我們的經驗，多數人的坐骨神經痛不完全是因為椎間盤脫出壓迫神經所致的，所以也代
表多數人的坐骨神經痛可以透過改善陽虛體質同時配合經絡療法而得到痊癒！

真實案例：某男，約50歲，長期受坐骨神經痛困擾，經常感到整個下肢與腳底酸麻，過
去曾經尋找西醫治療，歷經兩次腰椎間盤手術，效果短暫無法根本治癒。運用經絡檢測之
後，確認為陽虛體質，我們建議他運用遠紅外線療法，配合按摩大腿經筋，隨後整個下肢酸
麻的感覺頓時消失。透過詢問之後，得知他每日愛喝冰涼飲料，這種生活習慣已經持續數十
年，運用溫陽中草藥結合遠紅外線療法，同時配合簡易的經筋按摩，長期困擾的腳麻現象已
大幅改善。

四肢關節疼痛--膝蓋痛
四肢關節疼痛，在傳統中醫叫做「歷節病」，這個名詞最早在
「傷寒雜病論」裡被提出來，展現在身體的症狀，就是全身關節
疼痛，所以叫做「歷節」。

漢朝的傷寒雜病論中對於歷節病有專章的描述，當我們去分析這
些治療歷節病的草藥會發現，主要都是以溫陽發汗藥為主4。簡
單來說，古人認為四肢關節疼痛的主因是⼀一種體內陽虛所造成的
現象，透過溫陽且發汗的中藥將這些寒氣從體內逼出出來之後，
長期困擾人體的四肢關節疼痛就會自然消失。

許多人的膝蓋疼痛是在運動之後發生的，因此多數人以為這是運
動傷害所造成，必須要找骨科醫師治療。事實上，多數的膝蓋
疼痛源自於原本在膝蓋附近的經絡就已經阻塞很嚴重，只要姿
勢不適當所引發出來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陽虛體質。

我們再來運用經絡理論來討論膝蓋疼痛，膝蓋的外側主要是膽
經通過、前側主要是胃經(陽經)通過，內側主要是肝經、脾經、

腎經 (陰經) 通過、後側主要是膀胱經 (陽經) 通過。我們可以清楚知道，陽虛體質的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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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體內的陽經受到陰寒之氣長久侵蝕，屬於陽的經絡都會因此阻塞，因此陽虛體質的膝蓋痛
通常位於膝蓋外側、前側及後側。

陽虛體質的人通常體內也會有寒濕現象，濕氣與寒氣結合之後，通常膝蓋會有腫痛的現象，
這種膝蓋腫痛就必須先去除體內的寒濕之氣才會改善。

由於西醫教育的普及，現代人普遍認為膝蓋痛必須在膝蓋打針或開刀才可以被治癒。而卻不
知道多數的膝蓋痛(前側、外側與後側)，都是因為陽虛體質所造成的，並無法透過打針或開
刀而被根本治癒。

真正根本治癒膝蓋痛的方法，還是必須從調整陽虛體質下手，同時運用⼀一些簡單的經絡按摩
療法，就可以⼀一勞永逸，在多數的時候是不需要打針或開刀的。

由於膝蓋內側通過的經絡屬於陰經，因此膝蓋內側的疼痛在多數的時候屬於臟腑病體質的範
疇，是長期疲勞壓力累積所造成的，在此不予討論。

真實案例：某男，約45歲，是⼀一位職業軍人，過去幾年經常感到膝蓋疼痛且無力，由於
他經常要在操場跑五千公尺，因此膝蓋無力的現象讓他感到很困擾。運用經絡檢測約三次之
後，確認體質為陽虛體質，我們透過按摩大腿、小腿相關經絡的肌肉，請他立即走路比較前
後的差異，他感到膝蓋無力的現象頓時解除，膝蓋外側疼痛消失，這就是陽虛體質造成體內
陽經阻塞所造成膝蓋無力及疼痛。

四肢關節疼痛--手肘痛
手肘同樣位於四肢關節，因此手肘痛也是屬於歷節病，在多數
的時候也是陽虛體質所造成的。

大多數的手肘痛都是因為在運動，或做⼀一些動作後開始的，所
以多數人會認為這是運動傷害，必須要找骨科醫師。然而多數
的手肘疼痛，都是因為長期陽虛體質，造成相關的經絡阻塞，
在手肘處原本就很脆弱，透過⼀一些動作就可以輕易地將手肘痛
引發出來。

我們可以運用陰陽理論來分析與解釋手肘痛，通過手肘部位的
經絡，手肘外側主要是陽經通過5。因此，有陽虛體質的人，由

於這三條陽經能量較低，容易產生阻塞，因此容易產生手肘外側疼痛的現象。

在多數的時候，只要陽虛體質改變了，體內陽氣自動提昇，這些陽經會自動疏通，所有的疼
痛現象會自然消失。嚴重的手肘痛，只需要輔助⼀一些經絡按摩手法就可以治癒手肘外側疼
痛。

手肘外側痛主要是網球肘(Tennis Elbow)，正式的醫學名詞叫做「肱骨外上髁炎」(Lateral 
Epicondylis)，是臂伸直肌腱病變，疼痛位置在肘關節外側面和前臂延續下來引起的疼痛。
許多得到網球肘的人，是因為網球拍打時猛力伸腕肘時之動作所造成的，但是有更多的網球
肘卻是因為陽虛體質影響經絡所致。

解析陽虛體質 初版                                                                                                                        17

雲端中醫養生保健系統  www.cloudtcm.com
5 大腸經、三焦經、小腸經屬於陽經

不明原因的手肘痛，經常
是陽虛體質所造成的

http://WWW.CLOUDTCM.COM
http://WWW.CLOUDTCM.COM


手肘內側主要通過的屬於陰經的經絡6，因此在多數的時候不是陽虛體質所造成的。然而人
體的經絡存在著許多的對應現象，許多疼痛會因為其他經絡阻塞而反射到手肘的經絡，因此
也會造成手肘內側疼痛。

我們以高爾夫球肘為例，這在醫學名詞叫做「肱骨內上髁炎」，許多打高爾夫球的人容易得
到這種疾病，而不少從事搬運重物的作業員、甚至從來沒有打過高爾夫球的家庭主婦，也有
發生高爾夫肘的可能性。

所謂的高爾夫球肘，主要是手肘內側感到疼痛，嚴重的時候會影響到肘關節動作、甚至無法
提取物品，許多媽媽在家做完家事之後，會產生這樣的疼痛。手肘內側的疼痛，通常是體內
膽經異常反射在手肘上所導致的，因此也可以說是陽虛體質所造成的。

在多數的時候，只要體內的陽虛體質從根本上改變了，之後再運用⼀一些簡單的經絡療法疏通
手肘附近的經絡阻塞，就可以根本治癒這些惱人的手肘痛。 否則不論運用什麼方法，都難
以根本治癒手肘痛。

實際案例：某女，約40歲，某日手肘內側突然嚴重疼痛，去西醫檢查為「肱骨內上髁
炎」，服用止痛藥效果不明顯。運用經絡檢測，當日呈現出陽虛體質現象，運用遠紅外線療
法，同時配合按摩手肘相關經絡，解除經筋之沾粘狀態之後，手肘疼痛當場消失，而後兩星
期不再復發。

某女，約45歲，⼀一個月前不明原因在手肘外側處有⼀一個點產生疼痛，經西醫檢查為「肱
骨外上髁炎」，由於服用止痛藥效果不佳，西醫師建議她必須注射類固醇緩解疼痛，她拒絕
了這這種療法。透過經絡檢測約三次之後，我們確認她為陽虛體質，服用溫陽中草藥約⼀一個
星期，結合遠紅外線療法照射之後，疼痛自然消失。再次檢測經絡，手部陽經能量不足的現
象已經消失，足見體內陰陽不協調現象已經改善。

四肢關節疼痛--手指、腳趾痛
如前述，陽虛體質容易得到歷節病，主要影響的是手肘
與膝關節部分，而手指、腳趾部位同樣也是屬於歷節病
的範疇。

有⼀一些人的手指或腳趾會在步入中年以後開始感到疼痛
或腫脹，甚至難以曲伸，到了西醫醫院檢查，手指部分
通常會被判定為「板機指」，腳趾部分通常會被判定為
「腳趾囊炎腫」，通常會被要求服用止痛藥、注射類固
醇，嚴重的時候甚至必須開刀。

許多人深受手指、腳趾疼痛困擾，四處尋醫卻療效有
限，因為多數的人以為，手指痛就單純只是手指的問
題，腳趾痛也位於腳趾，這與體質⼀一點關係都沒有。而
事實上，大部分的手指、腳趾疼痛，也是起源於體質異
常所致。

我們先來探討手部，陽虛體質的人們，手部的陽經能量長期陰寒之氣侵蝕，因此在長期沒有
能量的狀態下，經絡會逐漸阻塞起來，阻塞累積到了⼀一定的時間，就會產生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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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大腸經為例，這條陽經長期阻塞，就會造成手拇指、食指的疼痛與板機指。以三焦經
為例，這條陽經長期阻塞，就會造成無名指(第四指)產生病變，而最後⼀一條陽經(小腸經)阻
塞會造成小指疼痛腫脹。

通常手指有疼痛現象的人們，不會單純只有在手指上疼痛，同時在手肘、上臂甚至肩頸處都
會有疼痛的現象，這些都是陰寒的邪氣侵蝕體內陽經的陽氣所致，因此我們在治療手指的疼
痛時，其實必須整個手臂都要⼀一起治療，要根本治癒手指的疼痛，還必須調整體質才行。

我們再來探討腳部，陽虛體質的人，腳部屬於陽的經絡能量也是長期受陰寒之氣侵蝕。如果
是膽經異常，就會在腳第四趾產生疼痛。如果是膀胱經異常，就會在第五趾產生疼痛。如果
是胃經異常，就會在第二趾、第三趾產生疼痛。這些疼痛的來源，都是源自於陰寒之氣。

任何人只要是不是因為外傷，而是由體內自然產生的手指、腳趾痛，在透過注射藥物、甚至
開刀之後都會感到疼痛緩解，就以為已經康復了。事實上，這些造成疼痛的原因完全沒有消
除，過了⼀一些時日之後疼痛必然再度復發，因此必須再度注射藥物、開刀來解除疼痛，這些
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如果要⼀一勞永逸來解除這手指、腳趾的疼痛，還是必須先從根本上調整陽虛體質，進⼀一步運
用簡單的經絡療法解除整個異常經絡上的阻塞與經筋沾黏，這些惱人的疼痛就會自然消失，
從此不再容易復發！

實際案例：某女，約50歲，兩手中指半年前開始彎曲困難，同時手掌有囊腫，按壓時非
常疼痛，經西醫診斷後為板機指，必須注射類固醇治療，她並沒有選擇這個療法。透過經絡
檢測之後，體質呈現陽虛現象，她選擇每日以遠紅外線照射手掌，配合簡單的經絡按摩法，
大約兩星期後中指可以自由運作，兩手掌部囊腫消失。

腳跟痛(足底筋膜炎)
腳跟痛在西醫的名詞叫做「足底筋膜炎」（Plantar 
Fascitis），這種疼動的初期症狀是在晨起剛下床時，腳踩在
地上會突然覺得腳跟底下有劇痛，造成行走困難，必須再多走
幾分鐘後疼痛才會漸漸減輕。白天到了下午或是站立太久、活
動過多時腳底痛又會再發作，必須立即休息之後才會減緩。

西醫⼀一般認為， 足底筋膜炎是足部筋膜過度使用、疲勞或足
底脂肪層太薄所導致。因此許多醫生會經常要求病患少走路、
多休息，或是穿⼀一些特製的鞋子。而不斷的休息只能減緩疼
痛，卻無法治癒腳跟痛的，因此這種疼痛困擾著許多人。

事實上，不論是陽虛體質或是臟腑病肝實階段體質，都會造成
腳跟痛。因為這兩種體質都會造成「膀胱經」與「腎經」的異
常。而腳跟上的循行經絡，主要就是這兩條經絡。

由於膀胱經與腎經長期的阻塞，會造成腳部小腿的經筋病變，久而久之就會變成足跟痛。如
同前述，在夜晚的時候陰寒之氣逐漸入侵體內的陽氣，因此在清晨的時候經絡阻塞最為嚴
重，因此起床後會感受到劇烈疼痛，隨著陽氣愈來愈旺盛，疼痛就會逐漸消失。

而到了下午三點以後，人體的經絡依照子午流注理論，氣血又走到了膀胱經與腎經，這兩條
阻塞的經絡又會再度感到疼痛起來。除了疼痛之外，還會感到疲勞想睡、頻尿...等等肝實階
段的症狀，腳跟痛其實只是體質反映在外的冰山⼀一角，治療腳跟痛必須與其他的症狀⼀一起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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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我們的經驗，多數的腳跟痛只要堅定改善體質的信念，疼痛部位只要運用簡單的經絡療
法就可以根本治癒，不再復發。這個看似難解的疾病，卻只是陽虛體質在外顯現的⼀一個小小
症狀而已。

全身痛(周身疼痛)
全身痛是⼀一種特殊的疼痛，這在西醫定義為「纖維肌痛綜
合症」( myalgia syndrome)，屬於風濕病的⼀一種，特點
是全身各部位都會疼痛，同時伴隨著睡眠障礙還有其他症
狀。

依照西醫對這種疼痛的理解，這種疼痛遍布全身各處，尤
其以頸部、上背、下背部及肩胛部、骨盆部等處為常見。

其他常見部位依次為膝部、手肘、腳踝、臀部、大腿和
小腿。至今為止，西醫對於還找不到這種疼痛的真正原
因，只能要求病患服用各種高劑量的止痛藥，或是類固
醇，並沒有任何根本治癒的方法。 

如果我們去分析全身痛的疼痛部位與症狀會發現，這些疼痛與症狀幾乎就是這本電子書所論
述的所有疼痛內容，因此在多數的時候都是陽虛體質結合臟腑病肝實階段體質的綜合體。只
要陽虛體質或是臟腑病肝實階段體質改變了，這種全身性的疼痛也會自然消失。

因此，這種看似最難治的疼痛，反而是最容易解除的。因為它屬於全身性，也就是⼀一種體質
反映在外在的⼀一種現象，只要體質根本改變了，這樣的全身性疼痛也會隨之改變。要根本解
除全身痛，還是要落實改變體質的養生策略才是上策！

第三章  陽虛體質與症狀

容易感冒、完全不感冒

陽虛體質的人體內充滿著陰寒之氣，這源自於過去陰寒之氣
入侵體內之開始時，並沒有運用正確的方法來驅離它，因此
它讓整個身體的陰陽狀態呈現「陰盛陽衰」的狀態。這些陰
寒之氣長期存留在體內的結果，會讓人感到容易感冒或感冒
不容易康復。

陽虛體質的人在流行性感冒開始傳染時，幾乎都會被感染，
這就是陽虛體質的⼀一個特色。長年容易感冒、疲累，清晨
打噴嚏、流鼻水，遇到冷空氣就會不由自主地咳嗽，這源
自於過去感冒沒有康復，因此這些感冒症狀依然會在平時
的生活裡呈現出來。

透過我們長期的觀察後，卻發現陽虛體質竟然也會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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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面貌呈現，那就是「幾乎完全不感冒」，這會讓陽虛體質者產生⼀一種錯覺，自認為自我免
疫系統良好，非常健康且永遠不會生病。

我們若運用傷寒論的理論來看感冒的成因，主要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外邪入侵，這種邪
氣包含寒氣、傳染性病毒...等等，這些都是外來因素所導致的感冒。第二種可能性，就是體
內陰寒之氣在排除的過程裡，會還原到之前感冒的原始狀態。

基於此，陽虛體質的人應該是經常容易感冒且不容易痊癒的，而那些不容易感冒的人，除了
完全健康的人之外，大多屬於體內陽氣不足，沒有能力將陰寒之氣推出體外所造成的。這些
不容易感冒的人，會在增加體內的陽氣之後就會開始感冒，這就是寒氣驅除體外的⼀一個好現
象，是值得慶賀的。

因此，陽虛體質且幾乎不感冒的人，體內的陽氣長年處於虛弱的狀態，⼀一旦真正又得到了感
冒，代表陰寒之氣已經衝破了最後防線，這將會是⼀一場非常嚴重的感冒，甚至會危及生命，
這是不可不慎的。

事實上，感冒是⼀一種強烈排除體內毒素的過程，只要處理得當對身體是有益處的。⼀一個追求
健康的人，並不是期待⼀一年四季都不感冒，而是在感冒時得以快速復原，感冒復原之後可以
明確感受到身體更加健康。

我們如果用「坐月子」的概念來看感冒就容易理解了，⼀一個女人無論過去有什麼疾病，都可
以透過好好坐月子來重新建立體質，面對感冒的概念也是⼀一樣的，我們如果善於處理感冒，
每⼀一次的感冒都可以將自己的身體推向更健康的境地。

陽虛體質卻容感冒的人，只要每次處理感冒得當，就會漸漸不容易感冒，身體陽逐漸充足，
健康狀態會有巨大的改善。因此，我們可以說，調整陽虛體質的過程就是提昇陽氣，處理⼀一
連串感冒現象的過程。

實際案例：某男，約四十歲，大約十年沒有感冒過，完全不怕冷，冬天還必須將電風扇
對著自己身上吹。透過經絡檢測之後，確認為陽虛體質，起初他感到懷疑。我們建議他服用
溫陽中藥，同時建議他使用遠紅外線療法來調整體質，兩天之後他便得到了重感冒，之後竟
然開始怕冷，連夏天吹著電風扇也會感到寒冷，他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很訝異。

某男，約五十歲，過去十幾年來不曾感冒，他仔細回想這是因為十幾年前，他曾經整整
⼀一年都洗冷水澡，不論冬天夏天都⼀一樣，從那個時候開始，他便不再感冒。某日因坐骨神經
痛而進行經絡檢測，透過分析確認為陽虛體質，所有的疼痛都是位於膽經上，這是陰寒之氣
對身體長期造成的影響，我們推斷這是長期洗冷水澡所造成的陽虛體質。

四肢冰冷

四肢冰冷，在傳統中醫的定義，就是手足逆冷，由於手腳加起來是四
肢，因此稱之為「四逆」。傷寒論提及：「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
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這個四逆湯，顧名思義就是傷
寒論裡面專門治療四肢冰冷的中藥方劑。

⼀一個健康的人，夏天手腳⼀一定是溫暖的，到了冬天在外頭行走手腳容
易偏冰冷，但是到了室內就會快速回暖。而陽虛體質的人，到了冬天
甚至躲在棉被裡都還是四肢冰冷，嚴重的人甚至在炎熱的夏天，手腳
也都是冰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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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四肢冰冷的症狀不會⼀一下子就形成，剛開始會是單純只有腳部冰冷或是手部冰冷，陽
虛體質日積月累到⼀一定的時間才會形成四肢冰冷，伴隨著全身性的寒冷。

寒邪剛開始入侵體內的時候是在皮膚，這個時候手腳都是熱的，這個寒邪漸漸侵蝕進入體內
之後，到了太陰階段，手腳開始變成溫溫的，最後傳至少陰階段，寒邪入裡很深，手腳就會
開始冰冷了。到了厥陰階段，手腳會感到更加寒冷，但是身體會發熱。

基於傷寒論的分析，可見疾病到了演變末期的階段，手腳幾乎都是冰冷的，我們可以摸摸那
些癌症或重大疾病病患的手腳，便可以印證此點。因此，保持手腳的溫度，是衡量身體健康
的⼀一個特點，當⼀一個人的陽虛體質改變之後，第⼀一個改變的現象就是手腳會開始溫暖起來。

腹瀉 
腹瀉是陽虛體質的⼀一個普遍症狀，⼀一個人如果經常腹瀉，代表體內
陽氣不足。關於腹瀉，傷寒論提到：「...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
之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清穀，裏
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通脈四逆湯主之」從這些論述足
見，寒氣讓身體進入了陰的階段之後，會讓人經常腹瀉。

陽虛體質的人容易腹瀉，這卻不代表其他體質的人不會腹瀉，腹瀉
的原因很複雜，不⼀一定是體陽虛所造成的。然而，如果透過經絡檢
測，定位出您的體質屬於陽虛體質，而您又經常腹瀉的話，通常在
改善陽虛體質之後，這個長期困擾的腹瀉症狀就會逐漸消失無蹤。

陽虛體質為什麼會腹瀉，站在經絡理論的立場便很容易解釋，寒邪
侵蝕了體內的陽經，造成膽經、胃經沒有能量，脾胃就會虛弱，因此會形成消化不良的腹瀉
現象。寒邪侵蝕體內之後，最容易減弱腎臟的陽氣，造成腎陽不足的現象，這也會造成腹
瀉。

有些人喜歡食用寒冷的飲料或食物，造成腹部經絡的陽氣能量不足，直接傷害到脾胃的運化
能力，也會造成腹瀉，這都是因為寒氣侵蝕體內造成陽氣不足所造成的腹瀉原因。

因為體內陽氣不足所造成的腹瀉，只要運用溫陽(扶陽)療法，例如服用中草藥、灸法、遠紅
外線療法...等等，通常可以在短期間內改善症狀。

實際案例：某女，約60歲，長年腹痛、腹瀉，持續吃市面上各種胃腸藥，效果不明顯同
時無法根本治癒，去醫院檢查確找不出原因。透過經絡檢測之後，體質呈現陽虛體質。我們
建議她持續服用溫陽且去濕氣的中草藥，而後半年內腹痛及腹瀉的症狀便很少出現。

便秘 
陽虛體質的人，在剛開始的階段是容易腹瀉的，而時日⼀一久
之後，陽虛體質的人卻反過來會有便秘的困擾，不再是腹
瀉。

在傳統中醫的療法裡，大部分的便秘都可以透過服用瀉下藥
物來改善，因此治療便祕不是⼀一件困難的工作。然而，有⼀一
種便秘在臨床上是做難治癒的，那就是因為寒邪入侵體內久
了所造成的便秘，又叫做「寒祕」、「冷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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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虛體質的人⼀一旦開始便秘了，就會面臨到吃什麼藥物或健康食品都沒有效果的窘境，因為
多數的食物與藥物，是無法去除體內的寒氣的。

許多長期食用寒涼食物或飲料的人，腹中的經絡幾乎都阻塞著，整個肚子都是硬塊，五臟六
腑的陽氣能量都不足，因此食物不容易消化、大腸、小腸無法蠕動，大便就不容易被排出。

事實上要治療陽虛體質的便秘，只要堅持改善陽虛體質的養生法，經常按摩腹部，去除這些
經絡阻塞在腹部造成的硬塊，這種難治的陽虛便秘就會不藥而癒，完全不是依賴藥物可以被
治癒的。

實際案例：某女，約35歲，長期有便秘的現象，同時臉上容易長痘子，讓她很困擾。透
過經絡檢測之後，發現體內呈現陽虛體質，運用腹部按摩及照射遠紅外線，同時配合溫陽中
草藥之後，便秘現象明顯消失。她同時告訴我們，過去臉上容易長痘子以及月經疼痛的現象
也改善了八成。

食慾不振、腹脹

所謂的食慾不振，是指到了吃飯時間卻不想吃飯，甚至有厭食
的感覺。有些人經常感到肚子總覺得脹脹的，悶悶的，沒有想
要吃東西的慾望。食慾不振通常是許多相關疾病的相關症狀
(例如胃炎、肝炎、肝硬化...等等)，而如果沒有得到這些疾
病，不明原因開始食慾不振，通常都是陽虛體質所造成的。

依照經絡理論來分析，因為陰寒之氣長期侵蝕體內的陽氣，會
讓陽經(主要是膽經與胃經)沒有能量，而這兩個經絡異常會造
成消化系統障礙，因此會有食慾不振的症狀顯現出來。

要印證這種食慾不振的方法其實很簡易，由於陽虛體質的人體
內陽氣持續不足，只要節氣的氣溫⼀一下降，大自然的陰寒之氣
增加之後，自然就沒有食慾，這就是裡寒與外寒的交叉影響。
腹中有寒氣的人，只要多喝⼀一些冰水之後，也會有食慾不振的

感覺，這是腹中寒上加寒所致。

傷寒論裡面提到：「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這清楚提
及體內陰寒之氣太重，會有腹部脹滿，沒有食慾的現象，有時候會腹瀉、腹痛，這些都是體
內陰寒之氣所造成的。這個時候，只要服用⼀一些溫陽中藥，就可以明顯改善這些症狀。

依照我們長期的觀察，多數的年輕人都有腹中寒氣或是陽虛體質傾向，他們的脾胃消化能力
相對變差，這對生長發育極為不利。因此我們建議多數年輕人少喝⼀一些寒涼飲料，平時執行
預防陽虛體質的養生策略，對於他們⼀一生的健康是極有助益的。

實際案例：某男，約20歲，是⼀一位高中生，經常食慾不振，面對各種食物沒有胃口，同
時精神不佳，整天眼皮都張不開，經常在課堂上打瞌睡，讓老師與父母感到很困擾。運用經
絡檢測之後，體內呈現明顯陽虛狀態，透過服用溫陽中草藥同時建議改變飲食習慣，同時禁
止他飲用冰涼飲量，大約兩個星期之後，食慾不振的現象已經明顯消失，白天不再疲勞想
睡，自此之後讀書的記憶力大幅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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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臭 
許多人只要有口臭，就直覺上以為是體內火氣太大(肝火、胃火)造
成，或是口腔有疾病(蛀牙、牙周病)，不可否認的，這些都是造成口
臭的原因，只要服用清熱瀉火的藥物，或是透過治療牙齒的疾病之
後，口臭就會消失。而那些長期口臭，無論怎麼吃藥都無效的人，就
必須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陽虛體質了。

體內陽虛體質太久了，體內的陰寒之氣會將熱氣隔絕出來，因此反而
那些體內久寒的人，會時常感到身體發熱，口臭只是顯現在外面的⼀一
種假象，而事實上他們的體內依然是很陰寒的。陽虛的人如果經常口
臭，反而要服用熱性的藥物才可以根本解決，長期服用清熱瀉火的藥
物，反而會加重體內的寒氣，那就要長期與口臭為同伴了。

長期體內陰寒的人，會造成五臟六腑陰寒，在改善陽虛體質的過程中，嘴巴的味道會有改變
的現象。口中有苦味、酸味現象者，是體內的心臟、膽腑有火氣造成。口中有酸味的人，是
體內的肝臟有火氣。口中有辛辣感，是肺臟有熱，口中淡淡的沒有味覺，那是脾胃虛寒所造
成。這些口中的味覺在改善陽虛體質的過程只要適當服用相對的藥物，症狀就會消失。

實際案例：某男，約30歲，經常有口臭的現象，讓他感到很困擾，尤其他是⼀一名公司的
業務，經常要談生意，口臭明顯讓他的客戶難受。他服用過不少清熱瀉火的中藥(例如黃
連)，效果短暫且難以根本解除。透過經絡檢測之後，體內呈現陽虛狀態，我們建議他服用
溫陽中草藥之後，同時按摩相關的穴位，大約⼀一個月之後口臭的現象便明顯消失。

頭暈 
陽虛體質的人是容易頭暈的，原因在於體內屬於陽的經絡能量長期處
於不足的狀態，而這些經絡(膽經、胃經、膀胱經)最後都是流通到人
體的頭部，頭部位於於人體最高的部位，經絡運行到頭部時，就像噴
泉原本是應該往上噴至五公尺，現在卻因為沒有能量只能噴到三公尺
⼀一樣，頭部能量不足時，就產生頭暈的現象。

陽虛體質除了會影響經絡之外，也會造成氣虛、血虛、血虛生風等體
質附帶現象，這些也會造成頭暈。陽虛體質久了會造成全身氣滯血
瘀，造成頭部的阻塞更為嚴重，這也會讓頭暈更加難以被治癒。

傷寒論裡在三陰病裡這樣描述頭暈：「...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
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這種頭暈算感覺起來非常嚴重，甚至走
起路來都會站不住，躺在床上也會感到天旋地轉，這是⼀一種很可怕的
感覺，而這個就是體內陰寒太盛所造成的頭暈。

頭暈是陽虛體質非常容易產生的現象，這種頭暈會在天氣轉變的時候發生，也會在過度勞累
時候發生，有時候食用或飲用冰涼的食物也會引發頭暈。頭暈的時間通常會在清晨，或是下
午發生，這都與經絡的運行時間有關，只要體質改變了，長期困擾的頭暈現象就會消失。

頭暈並不限於陽虛體質，也見於肝實體質。通常陽虛體質的頭暈，屬於天旋地轉型的頭暈，
整個頭暈暈的站不起來。而臟腑病肝實體質型的頭暈，通常在初期的時候會在後腦杓或前額
感覺暈暈的，嚴重起來時也是整片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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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例：某女，約50歲，長期受暈眩困擾，過去有兩次因為嚴重暈眩而進入急診室，
因為她頭暈起來，會有天旋地轉感，她形容那是⼀一種很恐怖的感受。透過經絡檢測之後，發
現她的體質呈現陽虛狀態，她的手腳也是長期冰冷的。我們建議她服用溫陽中草藥，同時配
合遠紅外線療法以及穴位按摩，而後半年內頭暈的現象幾乎很少出現。

失眠

失眠是陽虛體質的⼀一個典型症狀。陽虛體質的人，在白天陽
氣重的時候，體內的陽氣被陰寒之能量侵蝕，因此白天陽氣
不足，體內的氣血循環不好，到了晚上就不容易入睡，因
此，黃帝內經說：「晝不精，夜不瞑」，就是這個道理7。

黃帝內經又說：「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
盛，盛則寤矣。」從這段話可見，白天精神奕奕在陰陽理論
是⼀一種陽的概念，晚上昏昏欲睡是⼀一種陰的概念，醒著與睡
眠就是⼀一種宇宙陰陽互轉的自然過程。而當體內長期陰陽不
平衡時，就會產生陰陽不交難以入睡的狀態8。

陽虛的人由於體內陽氣被陰寒之氣侵蝕，白天經常會想睡
覺，但是白天睡覺卻睡不沉，甚至睡不著，就算真的入睡了，睡醒之後精神依然不好。到了
夜晚，卻精神好了起來，怎麼樣也睡不進去，這就是典型陽虛體質的失眠。

有些陽虛失眠的人，等了很久好不容易入睡了，卻容易因為⼀一些聲音而醒來，似睡非睡，整
個晚上好像沒睡⼀一樣，這種感覺很不好受。嚴重到後來，只能服用安眠藥，但是服用安眠藥
的副作用卻是隔天更沒有精神，心情會感到憂鬱沮喪，因此最後必須服用抗憂鬱藥物。

睡眠是⼀一種宇宙的自然陰陽現象，只要體內的陰陽調理得當，任何失眠與睡眠障礙都會自動
痊癒。失眠是萬病之源，也是所有臟腑病之源頭，只要失眠這個障礙得以破除，所有的臟腑
病才有被根本治癒的可能性。否則服用再多的藥物，最後都會因為失眠而功虧⼀一潰。

當然，因為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失眠是⼀一種例外，有些人因為遇到了重大的精神困擾(例如失
戀、親友死亡... 等)而造成失眠，這種失眠就必須先調整心理狀態才行。所謂心病還需心藥
醫，這就不是唯物醫學的治療範疇。

實際案例：某男，約40歲，是⼀一位職業軍人，過去半年內經常不易入睡，數月來至中醫
診所就診，服用幾種中草藥之後依然效果不佳。運用經絡檢測，體內呈現明顯陽虛現象，我
們建議他使用遠紅外線療法，同時配合服用中草藥，大約兩次之後他就得以順利入眠，解除
了過去半年來難以入眠的現象。

煩躁

煩躁，在陰陽理論裡屬於陽的症狀，但是為什麼陽虛的人會容易產生煩躁的現象呢？原因在
於，陰陽是會互轉的。「陽虛」就是體內陰盛(陰寒之氣很盛)，此時傳統中醫認為會有兩種
現象發生，第⼀一個是「虛陽外擾」，第二個就是「隔陽於外」，因此還是會有陽的症狀產
生，這是被陰寒之氣逼出來的，因此會產生煩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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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雜病論裡有許多對於煩躁的論述，有不少是位於陰病的階
段，例如：「少陰病，脈微細沉，...自利，復煩躁、不得臥
寐..」、「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足見
陰病所顯現出來的煩躁是很嚴重的。

陽虛的煩躁通常會發生在白天，晚上則會減緩。原因在於這種
煩躁雖然屬於陽的現象，但是這種陽是虛陽，不是實陽，因此
煩躁只有在白天陽氣比較重的時候會顯現出來，在夜間陰氣比
較重的時候，虛陽就無法與陰氣抗爭，因此夜間便會開始安靜
起來。

許多現代婦女在剖腹生產完之後，會開始產生煩躁感，有時候
甚至會有煩躁欲死感，這都是因為在剖腹生產的過程裡，寒氣
入侵到了體內，之後便會開始產生精神相關的疾病(憂鬱、燥

鬱)，這些都是體內陰陽不協調的⼀一個現象而已，只要體內陰寒之氣消退了，心情就會穩定
下來。

當然，體內單純有火氣的煩躁，屬於單純陽的煩躁，這是相對容易被治癒的。只要喝⼀一些清
涼退火的飲料，或運用食療，通常在短期內就會減緩煩躁症狀，這是相對容易的。最令人擔
憂的是那些因為體內陰寒過剩的煩躁者，自以為自己是火氣太大，不斷食用寒涼的食品，這
只會讓煩躁更加嚴重。

實際案例：某女，約40歲，長期受躁鬱症困擾。運用經絡檢測後發現，體內呈現明顯陽
虛的現象。她回想起躁鬱症發作的時間，明顯是在剖腹生產完之後。因此我們推測應該是剖
腹生產時寒氣入侵腹部所致。運用遠紅外線療法，同時配合服用溫陽中草藥以及腹部按摩，
而後數月她的心情相較起過去已經明顯平緩許多，我們建議她繼續改善陽虛體質，躁鬱現象
才有可能根本消除。

鼻子過敏

打噴嚏、流鼻水、鼻塞是感冒時的典型症狀，這也是寒
氣入侵體內第⼀一個顯現出來的症狀，隨著寒氣逐漸入侵
體內之後，這個症狀並不會真正消失，而是隱藏了起
來，在適當的時機裡會被引發出來。

例如，遇到冷空氣的時候，陽虛體質的人就會開始流鼻
涕，因此在清晨之後，陽虛體質的人⼀一起床就會開始流
鼻涕，⼀一直要到大自然的陽氣提昇，溫度升高之後(例如
中午之後)，症狀才會開始減緩。

有些人會在喝完冰水，或是吃冰淇淋之後，鼻子會開始
發癢、流鼻涕，這是因為陰寒的冰水把體內的陽虛症狀
給引發了出來。

隨著陰寒之氣入侵體內之後，會侵蝕體內的陽經能量，這些陽經都是通過鼻子的，因此會產
生各種鼻子過敏的症狀。通到鼻子的經絡主要有大腸經、胃經、膀胱經、小腸經，這些都是
屬於陽經，體內的陰寒之氣讓這些陽經產生嚴重阻塞而造成鼻病。

西醫在治療過敏性鼻炎主要運用抗組織胺，這種藥物可以緩解鼻子過敏的症狀，但是卻無法
解除體內的寒氣，因此必須長期服用藥物，這卻無法治癒過敏性鼻炎。有些嚴重的人甚至必
須要動手術才能改善鼻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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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透過改善陽虛體質，待體內的陽氣提昇起來之後，長期困擾之鼻子過敏現象才有可
能從此消失，長期有鼻子過敏的人，必須下定決心來改變體質，這個看似很令人苦惱的疾
病，其實並不是想像中這麼難以被治癒的。

實際案例：某女，約40歲，長期鼻子過敏，經常流鼻水。過去服用了許多西藥卻依然效
果有限。運用經絡檢測之後，發現體內呈現陽虛現象，她自述經常飲用冰水。我們建議她停
止再飲用冰水，同時配合服用溫陽的中草藥，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每天流鼻水的現象已經改
善了九成。

胸悶、氣喘

體內陽虛的人時日久了，會容易產生胸悶，嚴重時會有氣喘的
現象，這些經常都是陽虛所造成的。原因在於人體通過胸部主
要有兩條經絡(腎經與胃經)，這兩條經絡都會因為體內長期陰
寒之氣旺盛而受阻塞，阻塞較輕的會產生胸悶，嚴重時就會形
成氣喘。

胸悶的感覺有時候會讓人很恐懼，較輕的胸悶，只是在胸口有
悶塞感。嚴重的胸悶，會感到胸部有重物壓迫、呼吸不順暢、
窒息感、心煩，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得到了心臟病。

陽虛體質的胸悶，在起初的階段會在走樓梯或爬山的時候感到
氣提不上來，甚至有氣喘的現象，這是體內腎經能量不足所造成的。腎經、胃經流通到人體
的胸部，這兩條經絡能量不足的話，胸部的經絡便會開始阻塞，整個胸部經絡都阻塞就會開
始感到胸悶。

胸部阻塞久了，位於胸部正中間的「膻中穴」會閉塞不通，所謂「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
出焉。」這個穴位如果塞住了，整個人都難以快樂起來，容易得到憂鬱症。如果在這個部位
拔罐或刮痧，就會看到嚴重的瘀斑。

原本陽虛體質所造成的胸悶，會讓人鬱鬱寡歡無法真正快樂起來，這個現象持續久了就會得
到臟腑病，逐漸塑造成為臟腑病體質，產生更多的疾病與症狀。

事實上，胸悶是陽虛體質顯現在外的⼀一個小症狀，也是⼀一個相對容易解決的症狀，通常只要
運用簡易的經絡療法，疏通背部與胸部的經絡，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完全解除胸悶的現
象。之後運用中草藥將體內陰寒之氣去除，提昇腎經與胃經的能量之後，就可以預防未來胸
悶再度復發。

實際案例：某女，約40歲，長年肩頸酸痛，同時有胸悶的現象，經常走樓梯時喘不過氣
來，認為自己可能已經提早老化。透過經絡檢查之後，顯示為陽虛體質，我們建議她服用提
昇腎氣的中藥，同時運用簡易的經絡按摩法，大約兩個星期之後，她的胸悶已經明顯緩解，
走樓梯時已經不再像過去那麼容易喘不上氣，這就是陽虛體質改變之後的自然轉變。

心悸、心律不整

陽虛體質的人經常會感到心悸，這種心悸的感覺到心跳劇烈、心跳不規律，胸中不舒服、驚
慌不安且不由自主。有時候會出現幾秒鐘，有時候會持續好幾個小時，有些人的心悸只會偶
爾出現，有些人心悸的頻率很高，幾乎天天都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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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人感受到心悸時，會很擔心是不是得到了心臟
病，心悸的成因非常複雜，如果我們運用經絡理論來理
解心悸的成因，會發現人體的心臟其實有不少經絡通
過，這些經絡分別是：心經、心包經、肺經、脾經、胃
經、腎經、小腸經、膀胱經、膽經、肝經與任脈，當這
些經絡異常時，都會感受到心悸。

而陽虛體質所立即影響到的經絡主要是膽經、胃經、膀
胱經、小腸經與腎經，因此當體內陽虛時，會侵蝕這些
經絡的能量，透過這些異常經絡影響到心臟而造成心
悸。

通常陽虛體質的心悸會在冬天的時候比較嚴重，有時候在夏天氣溫較高的時候也會顯現出
來。以腎經心悸為例，這種心悸是因為腎經能量不足所造成的，由於腎經通過人體的胸部，
腎經能量不足的心悸會伴隨氣喘不上來的現象。以胃經心悸為例，這種心悸是因為胃經能量
不足所造成的，由於胃經同樣通過人體的胸部，胃經能量不足的心悸會伴隨脾胃功能障礙的
現象。

心悸其實不能算是⼀一種疾病，這只是體質異常所產生的⼀一系列症狀之⼀一，由陽虛體質所造成
的心悸，只要透過改變陽虛體質之後就會自然消失，其實是不需要特別治療的。

體內臟腑異常時，也會透過影響經絡而造成心悸，例如肝經、肺經、心經、心包經...等等，
通常是因為體內的臟腑不協調所造成，這種心悸必須配合心情調適同時改變生活習慣，才有
可能根本痊癒。

實際案例：某男，約30歲，過去幾個月以來經常有心悸現象，回想起因是從某感冒之後
才開始心悸，尤其待在冷氣房時會更加嚴重，或是下午時會突然心悸。運用經絡檢測之後，
發現體質為陽虛體質。我們建議他服用溫陽中草藥，同時配合簡易的按摩法，⼀一個星期之後
心悸的現象便明顯消失了。

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傳統中醫所提及的陽虛，通常指的就是腎陽不足的現象，由此
顯現出來的症狀，通常會顯現在泌尿系統上。中醫的腎陽概念
與隨之所產生的功能，在體內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
很難想像，⼀一個腎陽不足，可以產生以下這麼多的疾病。而這
也代表著，⼀一旦腎陽充足了，這些疾病也會自然消失。

腎陽不足在男性主要顯現以下症狀：性功能減退、性慾旺盛、
陽痿、早泄、前列腺炎、小便清長、尿不乾淨、尿少或夜尿頻
尿、小腹牽引睪丸墜脹疼痛、陰囊收縮。

在女性主要顯現以下症狀：性欲減退、子宮寒冷不孕、白帶清
稀、月經失調、小腹脹痛、月經期延後、量少、色暗、有塊或痛經、子宮、卵巢、乳房易生
肌瘤、囊腫、增生等、泌尿系統容易感染、婦科發炎症狀...等等疾病。

腎陽不足的人，在性慾上有兩種極端的可能性，⼀一種是性慾減退，另⼀一種是性慾旺盛，這都
是腎陽不足所引起的。在多數的時候，腎陽不足展現的現象是虛弱的，因此不論男女容易有
性慾減退，而男性會有陽痿、早泄的現象，嚴重時會有睪丸疼痛現象。

解析陽虛體質 初版                                                                                                                        28

雲端中醫養生保健系統  www.cloudtcm.com

心悸發作時經常會讓人懷疑自己
是不是得到了心臟病

陽虛體質所產生的泌尿系
統疾病變化多端

http://WWW.CLOUDTCM.COM
http://WWW.CLOUDTCM.COM


在女性方面，體內由於陽氣不足，下腹部遍滿寒冷之氣，久了之後會造成子宮卵巢相關的疾
病滋生，造成月經失調、子宮肌瘤、子宮肌腺瘤、巧克力囊腫...等等，有些女性會經常有泌
尿系統感染，也是下腹部虛寒所造成的。

由於下腹部虛寒，同時會造成月經顏色變暗、血塊、量少，月經延後來到，由於瘀血過多，
造成月經時下腹疼痛，這些變化多端的現象，其實都是⼀一個簡單的寒氣理論就可以提出解
釋。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陽虛體質在泌尿生殖系統竟然會產生這麼多的疾病與症狀，這些都是陰
寒之氣侵蝕體內腎臟的陽氣，最終反應出來的⼀一些現象。如果我們能夠改變陽虛體質，就可
以預防這類的疾病，就算得到了這些疾病，透過扶陽之後也可以改善，這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與途徑。 

實際案例：某女，約35歲，月經在數月前突然間停止，經西醫檢查找不出任何原因。運
用經絡檢測之後發現為陽虛體質，我們建議她服用溫陽中草藥，同時配合腹部經絡按摩，大
約兩星期之後，月經又再度正常了起來。她告訴我們，以前月經時會有輕微疼痛現象，這次
月經來時，連這些疼痛感也消失了。

耳鳴及聽力下降

許多人在步入中年之後，會漸漸開始有耳鳴現象，耳朵裡
面發出嗡嗡聲或轟鳴聲、有時候會有鈴聲、哨聲、嘶嘶
聲，或是有更多其他的聲音，這些聲音經常持續著，有時
候入睡時可獲得暫時舒緩，隔日又週而復始產生吵雜聲，
給人帶來巨大的壓力。

通常受到耳鳴困擾的人們會四處尋醫，然而長期下來卻苦
於找不到解除的方法。久了之後會受這種耳鳴的困擾，心
情也會受到影響。

通常耳鳴是相關疾病(例如中耳炎、高血壓、動脈硬化...
等)所引發的，而如果不是疾病所致，而是自發性的耳
鳴，就必須從改變體質來改善。

我們可以運用經絡理論來解釋這種難解的耳鳴現象。人體耳朵附近的經絡，主要是受「膽
經」與「三焦經」影響，這兩條經絡都屬於陽經。體內長期陽虛的人，陰寒之氣會侵蝕這兩
條陽經的能量，久了之後造成這兩條經絡與經筋嚴重阻塞，累積到了某種程度之後，就會自
然產生耳鳴或聽力下降的現象。

要治療耳鳴或聽力下降，只要將這些阻塞的經絡與經筋疏通了，耳鳴就會漸漸消失，喪失的
聽力就會逐漸回復過來。治療的方法建議可以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藥物或是健康食品，配合
簡易的經絡按摩，同時執行改善陽虛體質的養生方法，只要堅持⼀一段時間，大多數的耳鳴都
會減緩甚至消失。

另⼀一種現象與耳鳴類似，醫學上稱為「腦鳴」，患者會感受到腦部內有鳴響，與耳鳴類似。
腦鳴通常發生在臟腑病肝實階段體質的人身上，在此我們不予討論。

實際案例：某男，約50歲，大約⼀一年前開始產生耳鳴現象，四處尋醫依然難以改善。而
後透過經絡檢測，顯現膽經、胃經、三焦經、大腸經...等等這些陽經有嚴重阻塞現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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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他使用遠紅外線溫陽療法，同時按摩這些阻塞的經絡，大約兩星期之後，耳鳴現象便有
明顯改善。

其他疾病

過去幾年來，我們在許多陽虛體質的人身上，觀察到他們有著許多各式各樣的疾病，我們推
測這可能是陽虛體質所造成疾病，透過⼀一系列改善陽虛體質的過程，可以改善或治療這些疾
病。我們將這些疾病列之如下：

1.各種皮膚病(異位性皮膚炎、乾癬、濕疹、蕁麻疹、白斑、不明原因之搔癢症)
2.甲狀腺亢進、甲狀腺低下、甲狀腺癌
3.心臟病、冠狀動脈疾病、慢性風濕性心包炎
4.不明原因之高血壓
5.三叉神經痛
6.各種血液疾病(血小板減少性紫癜、造血細胞異常所致貧血、地中海型貧血)
7.骨骼系統疾病(類風濕性關節炎、骨質疏鬆症、系統性紅斑性狼瘡、全身性硬皮病)
8.各種癌症(骨癌、腦癌、腎癌、淋巴癌、肝癌、肺腺癌...等等)
9.視神經萎縮
10.阿茲海默疾病(失智症)
11.肢體末梢肥大症

若欲取得更多的訊息，請至雲端中醫網站 www.cloudt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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