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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調元1931年出
生，江蘇無錫人。上海
中醫藥大學教授、專家
委員會委員。1956年
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
，自1960年學習中醫
學後，就一直從事中西
醫結合臨床病理研究。

1977年發表了「體
質 病 理 學 研 究 」 ，
1984-85年在美國Bowman Gray醫學院病理
科工作，研究白種人與黑種人的體質類型。
1988年起開展體質病理學與體質食療學的實
驗研究。目前致力推廣及教育 「體質食療」 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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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撰文／匡調元 教授

編者按：本版由去年六月起邀請體質病理
學專家、上海中醫藥大學匡調元教授，於每月
首個星期一撰寫「匡教授辨體質論飲食」專版專
題。匡教授已撰文分別介紹了六種體質（可參
考 「人體體質類型鑒別」 列表）的特點和調理
方法。接下來針對香港一些常見病的症狀表現
，匡教授讓大家在日常飲食中，根據本身體質
類型，認識和選擇合適的食物以調理身體和防
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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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精神緊張、壓力大，加上飲食起居不正常，所吃
食物與體質類型不合適，常引發胃腸道消化系統疾病。一般
患者遇到這些身體問題即用藥，不辨體質，效果適得其反。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與胃腸道消化系統疾病相關的胃病，便秘
與腹瀉，患者體質類型及如何運用食物進行調養和治療。

人體體質類型鑒別表

分型

特徵

晦澀質
（瘀體）

面色晦暗

唇眶色暗

體內包塊

身有痛處

舌青紫

膩滯質
（濕體）

面色萎黃

胸胃飽脹

痰多帶下

口乾不飲

舌苔膩

燥紅質
（熱體）

面色紅赤

口燥咽乾

內熱便秘

尿黃短少

舌紅少苔

遲冷質
（寒體）

面色蒼白

形寒怕冷

夜尿多

喜熱飲

舌淡齒印

倦白光質
（倦體）

面色白光白

乏力眩暈

月經淡少

手足易麻

舌質淡

正常質
（常體）

面色紅潤

胃口好

不怕冷熱

大小便好

舌象正

1 2 3 4 5 6

「胃病」 是一種多發病，時好時壞而經久難愈。最近兒童發病率也有上升趨勢。為什麼？我
認為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人的生活節奏比較快，精神緊張，因此，發此病的多見於腦力勞動者
。汽車司機的發病率也不低。中醫學稱此為 「思傷脾（胃）」 ；第二是飲食不當，主要是指所吃
食物與體質類型不合適。近年來兒童的飲食不當問題較為突出；第三是一般的 「胃藥」 不一定能
切合體質，有的適得其反。

「胃病」 是民間對胃部不適的俗稱。其實現代西醫學對 「胃病」 的分類是十分複雜的，除胃
、十二指腸潰瘍及胃癌外，還包括為數眾多的胃炎，後者又分為淺表性胃炎、萎縮性胃炎及增生
性胃炎等。這是西醫學根據病理形態學特徵所作的診斷。中醫學則能根據患者種種複雜的主觀感
覺及脈舌反應等進行辨證，如脾胃虛寒、肝胃不和等。筆者根據自己近四十多年中西醫臨床病理
研究心得，認為在辨病與辨證的同時，還要辨體質，並將三者結合起來治療，其療效可以明顯提
高。本文重點談談 「胃病」 患者的體質類型及如何運用尋常食物進行調養和治療的問題。

大便和吃飯一樣重要，一為進口，一為出口
，是人體新陳代謝的兩個大關口。筆者在治病時
對此 「進出口」 情況是必定仔細詢問的，它是判
斷此人此時健康狀態的重要依據。如果此人每周
排大便少於3次，或每次大便乾結或均須用力才
能排便，即診斷為便秘。

西醫學將便秘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器質性
便秘，是由於肛門、直腸、結腸或神經系統疾病
如截癱、內分泌系統疾病如甲狀腺功能減退等引
起的。這類便秘應及早治療其器質性疾病。

另一類是功能性便秘，起因是食物過於精細
、缺乏粗纖維的刺激，排便習慣受到干擾，如長
途旅行等。此外，還有所謂 「腸道易激綜合徵」
常以便秘為主要症狀。

功能性便秘如不及時治療，久而久之可成為
習慣。習慣性便秘往往可有肛裂、痔瘡、脫肛等
併發症。由自體中毒所致的痤瘡也不少見。

中醫學按陰陽、虛實、寒熱等理論對便秘進
行分類較為詳細，治療方法也較複雜。但一般老
百姓遇到便秘即用瀉藥，如大黃、番瀉葉、麻仁
丸等一瀉了之，但多僅獲效於一時，這次痛快了
，下次會更秘，甚至越瀉越秘──為什麼？按體
質病理學的觀點分析，功能性便秘本身不是病，
而一種和病理體質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症狀，或者

可以說是某種病理體質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整
體的病理體質沒有得到糾正，便秘就無法根治；
一旦病理體質糾正了，便秘也自然解決。

熱秘多吃寒性食物
治療方法並不複雜：第一類是熱秘，多見於

熱體者，大便常乾結如羊糞狀，短則二三天，長
則每周一次，小便短赤、面色紅赤而心煩，口乾
思飲而飲不解渴，舌紅少苔或無苔，常伴肛裂或
痔瘡。

此型患者應多吃寒性食物，如香蕉、梨、芹
菜、菠菜、番茄、黃瓜、苦瓜、黑木耳，還可以
適量地吃些冰淇淋，忌吃熱性食物，如羊肉、雞
、蝦、大蒜、菜、五香粉、火腿等。伴有痔瘡
者忌竹筍，否則容易誘發痔瘡出血。這一型可用
大黃瀉下。

虛秘多用溫補食物
第二類為氣虛便秘，多見於倦體者，大便多

不乾結，但是排便無力，雖有便意而腸蠕動很弱
，臨廁時多如臨大敵，要用力掙拚，往往仍難排
出，且便後乏力、汗出，多見面色白而神倦乏，
氣短懶言，舌淡，常伴脫肛或脫肛感或子宮脫垂
感。

此型患者應多吃溫性、補益氣血的食物，如
雞、牛肉、羊肉、鴿、蝦、鱔魚、枸杞子、龍眼
肉、山藥、大棗、蜂蜜、柏子仁等。忌寒性食物
和大黃攻下。

寒秘用溫熱性食物
第三類是寒秘，多見於寒體者，與倦體相似

，大便也不乾結，但排便困難，所不同的是此型
患者怕冷明顯，腰脊及腹中常有冷痛、四肢不溫
，小便清長，夜尿頻頻，舌淡多齒印。

此型患者應用溫性食物改善其全身新陳代謝
，然後刺激其腸蠕動才能見效。熱性食物如羊肉
、蝦、雞、五香粉、大蒜、生薑等較有效。另可
用核桃仁與黑芝麻等量，共研末，搗拌，每天50
克，連食到大便暢通為止。這型絕對忌吃寒性食
物，尤其是冷飲及苦瓜、黃瓜等寒性瓜果。不能
用寒性藥物如大黃瀉下，越瀉身體越寒，大便越
秘。

不論哪一型便秘，都應忌食含鞣質較多、能
收澀大便的食物，如嫩蠶豆、蓮肉、芡實、巧克
力等。如果犯忌則其他食物與藥物將徒勞無功！

中醫學將腹瀉分為暴瀉與久瀉。
暴瀉大多為一時性的，多由外邪

所引起，如一時受寒、暴飲暴食、飲
食不潔等。久瀉則經久不愈，短則數
年，長則數十年不等，多與病理體質
有關。

五更瀉
據我臨床所見最多的一型是寒體

者易患之 「五更瀉」，大便時溏時稀
，少則日二三次，多則五六次，尤其
是黎明雞叫時分，每有腸鳴，一陣腹
痛，急起床就廁，面色多蒼白，四肢
不溫，舌淡齒印，夏天亦少改善。

治療此型腹瀉宜用熱性食物，一
是有壯陽作用的如雞、蝦、羊肉、
菜、海馬，雞、豬、牛、羊等動物睾
丸具奇效的食療。二是能收澀大便的
食物如芡實、蓮肉、山藥等。凡寒性
的與滑腸的食物必須忌淨。

大便溏薄
第二型是濕體者，大便多溏薄不

成形，日二三次，胸脘痞滿，食慾不
振，面色萎黃，體倦乏力，舌苔厚膩
，或白或黃，尿液混濁，口臭。

對此型我常用薏仁、白扁豆、冬
瓜仁、赤小豆、白蔻仁、苦杏仁等食
物，並再三叮囑，忌食人參、麵、含
鹼食物（如百葉，素雞）、蜜、酒及
巧克力等留濕食物。一般說來
凡具有滑腸作用的食物如菠菜
、芝麻等當忌，動物油脂也
應適當控制。

脾胃虛寒
第一種常常表現為脾胃虛寒的寒體者（遲

冷質）。他們不能受寒，尤其是胃部和臍部，
一受寒即發病，胃痛、反酸、噯氣，還可兼見
大便溏稀。他們常愛熱飲，胃部加一個棉墊後
感到舒適。

此型患者平時應多進溫性食物，如菜、
包心菜、蝦米等，而忌食寒性食物，如柿、梨
等生冷瓜果。筆者推薦他們用生薑3片，大棗
10個，甘草5克，共煮湯飲，每日1劑，連服1
周。張仲景常用此等食物 「調和營衛」。平時
煮菜時可適量加點五香粉之類熱性調味品。

氣血兩虛
第二種是氣血兩虛的倦體者（倦白光質）。

他們常見乏力、胃呆、一動即出汗、略怕冷、
胃口不好、消化不良、大便時乾時稀、月經時
多時少。

這一病型在食養方法上與上型相似，因為
他們都有虛寒表現。

胃火灼痛
第三種是面紅耳赤、口乾舌燥、大便秘結

的熱體者（燥紅質）。其臨床特點是口乾思飲
，飲不解渴；胃部灼熱，如火燒火燎，遇熱即
痛，常有出血傾向。

他們應多吃寒性食物如青菜、菠菜、蓬蒿
菜、梨、西瓜等；而忌吃熱性食物，如雞、蝦
、菜、、薑、橘子、荔枝、桂圓等，特別
忌飲白酒。一旦犯忌，輕即胃痛，重則出血。
不可不慎！

濕滯痞滿
第四種是胃脘痞滿，口臭便穢的濕體者（

膩滯質）。此型患者在江南濕地及沿海一帶，
包括韓國與日本，相當多見。由於他們脾胃功
能素差，加上窪地多濕，內外相引而濕泛為患
。臨床上多見舌苔厚膩、胃部痞脹、好噯氣、
大便異臭、尿液混濁多泡沫等。

建議這類人群冬天多吃白蘿蔔，夏天多吃
冬瓜湯。加上少許九製陳皮以順胃氣，常能獲
得奇效。但他們當忌人參、含鹼食物如素雞、
百葉、饅頭、麵包、麵粉類食物、蜂蜜、大棗
與酒。誤補多見於此型及熱體者。

血瘀胃痛
第五種為胃部隱痛，面色晦暗，經久不愈

的瘀體者（晦澀質）。該型見於反覆發作的 「
老病號」，病程較長，胃部瘀血明顯，如胃、
十二指腸潰瘍、萎縮性胃炎與增生性胃炎等胃
黏膜上皮可見各型化生，黏膜下層及肌層內小
血管常有血栓形成。胃癌病人在臨床上也可表
現為此型。

故建議此型患者不要掉以輕心，應找醫生
及早明確診斷。雖有食養方但不介紹，因為不
要苟安，不能延誤時機。

最後強調一句： 「胃病」 患者必須注意按
體質類型進行飲食調養，不能百無禁忌地盲目
進食；同時注意生活節奏的調攝，勞逸適度；
用藥更應注意。

「 胃病」 者病理體質類型五種

功能性便秘與腹瀉

胃炎與胃、十二指腸潰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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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
◀香蕉

◀梨
▼番茄

▼苦瓜寒涼，
熱體人可多食

▲冬瓜湯有清熱利水滲濕
食療功效

▼蝦米
（溫性）

▲龍眼肉
（溫性）

▲鮮淮山
▶蜂蜜

◀薑
▶大蒜

◀▶黑芝麻和核桃有溫
潤通便的食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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