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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紅糖薑湯 200㏄

材料：老薑4片(約5g)、紅糖15g

做法：

老薑洗淨後切片，加水600cc合煮，滾後轉

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可溫熱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菊花山楂飲 300cc

材料：菊花10g、山楂15g

做法：

菊花、山楂洗淨，加水600cc合煮，大火煮滾

後轉小火續煮10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桂皮山楂紅糖湯 300㏄

材料：桂皮10g、山楂20g、紅糖15g

做法：

所有材料加水75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

20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益母草紅棗茶 200-300cc

材料：益母草(乾品)30g、紅棗15粒

做法：

紅棗切開去籽與益母草洗淨；二者加水1. 

3000cc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

鐘，濾渣即可飲用。

飲用時可酌加紅糖調味。2.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者不可加紅糖2. ，亦不吃湯中的紅

棗。

對症飲料：榴槤薑湯 200㏄

材料：榴槤果肉150g、老薑3片、紅糖10g

做法：

老薑、紅糖加水600cc合煮，滾後轉小火1. 

續煮20分鐘，濾渣待涼。

榴槤加入已冷卻的薑汁中，再用果汁機拌2. 

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腺體腫瘤者（如：乳癌、子宮肌瘤2. …等）

不適合飲用。

     健康從喝好水開始，因為人體內水分總含量

約占體重的70~75%，在體內的功用包括：調節

體溫、幫助消化吸收、運送營養素及促進體內廢

物、毒素的排出…等，是身體不可缺乏的物質。

因此選擇適合自己的飲料，是維護健康、延緩細

胞老化、避免百病上身的重要關鍵。

    「123種對症飲料的剖析」揭開水在人體的奧

秘；本講義是由歐陽英老師根據30年臨床經驗，

有系統整理出以大自然植物為素材，熬煮出具有

療效的各種飲料。

健康美人系列1.  
對症

飲料

針對月事不順、經血過多(血崩)

針對月事不順、經血太少、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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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強化豆漿 300㏄

材料：豆漿300cc、三寶粉（大豆卵磷脂、

小麥胚芽、啤酒酵母）各5g

做法：

豆漿加熱至微溫，再加入三寶粉，拌勻即

可趁熱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當歸牛蒡紅棗湯 300㏄

材料：當歸1片、牛蒡300g、紅棗15粒

做法：

牛蒡洗淨切片，紅棗洗淨切開留籽。1. 

三者加水30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2. 

小火續煮45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產後好媽媽：促進母乳分泌

對症飲料：蔥白烏梅湯 300㏄

材料：蔥白3根、烏梅6粒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切碎，加水1000㏄合煮，大

火煮滾後轉小火再煮20分鐘，濾渣取湯當

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糙米薑湯 250㏄

材料：糙米半杯（80g）、老薑1塊

做法：

糙米洗淨加水750cc，用電鍋蒸煮45分1. 

鐘，濾出米湯。

老薑榨出原汁10cc，加入糙米湯，調勻2. 

即可飲用。（所剩糙米可留待日後當飯

吃）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身體不適症狀：改善孕吐

對症飲料：小金英紅棗茶 250㏄

材料：小金英（乾品）75g、紅棗15粒

做法：

紅棗洗淨切開去籽，小金英洗淨，切1. 

碎。

二者加水3000cc合煮，煮滾後轉小火續2. 

煮20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針對子宮內膜異位、子宮肌瘤、子宮頸癌、
卵巢炎、卵巢癌、乳房纖維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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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三合一蜂王漿 330cc

材料：蜂王漿3g、花粉8g 、蜂蜜15cc

做法：

將所有材料加入溫開水300cc，調勻即可

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腺體腫瘤者（如：乳癌、子宮肌2. 

瘤..等）不適合飲用。

2.青春不老系列 
對症

飲料

針對白髮、掉髮現象

對症飲料：黑豆紅糖湯 300㏄

材料：黑豆150g、紅糖30g

做法：

黑豆洗淨加水1000cc，用電鍋蒸煮30分鐘，

濾渣取湯當茶飲，可酌加紅糖調味，黑豆可

留待日後食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何首烏芝麻茶 250㏄

材料：何首烏（熟）15g、黑芝麻粉5g

做法：

何首烏洗淨後加水750cc，大火滾後轉1. 

小火再煮20分鐘，濾渣取湯待涼。

何首烏湯加上黑芝麻粉，充分拌勻即可2. 

飲用。(若無糖尿病與癌症，可酌加紅

糖調味)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針對皮膚粗糙、黑斑、皺紋…等老化現象

對症飲料：西洋蔘紅棗茶 300㏄

材料：西洋蔘6片、紅棗5顆

做法：

西洋蔘、紅棗切開去籽洗淨；加水600cc大

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取湯當

茶。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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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玉竹西洋蔘茶 300㏄

材料：玉竹20g、西洋蔘3片、蜂蜜15cc

做法：

玉竹與西洋蔘用沸水600cc沖泡30分鐘

後，濾渣待降溫，再加入蜂蜜拌勻即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糖尿病與胃酸過多者，不可加蜂蜜。2. 

對症飲料：魚腥草薏仁湯 300㏄

材料：魚腥草（乾品）75g、薏仁75g

做法：

魚腥草洗淨裝進紗布袋，薏仁洗淨。1. 

二者加水100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續2. 

煮45分鐘，濾渣即可飲用，薏仁可留

待日後食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針對老花眼、青光眼、白內障、飛蚊症、視
力減退…等老化現象

對症飲料：決明子綠茶 250㏄

材料：決明子10g、綠茶1茶匙（約3g）、

褐色碎冰糖15g

做法：

所有材料加水600cc，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

煮5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癌症與糖尿病者，不可加糖。2. 

對症飲料：菊花決明子茶 300㏄

材料：決明子15g、菊花10g、紅棗15粒、

紅糖10g

做法：

紅棗洗淨切開去籽與決明子、菊花與紅1. 

棗加水80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15

分鐘。

濾渣後，加入紅糖拌勻即可飲用。2.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與糖尿病者，不可加糖。2. 

對症飲料：山楂枸杞飲 300㏄

材料：菊花5g、山楂15g、枸杞子15g

做法：

三者洗淨後加沸水1000cc沖泡，加蓋燜

30分鐘後，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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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黃耆紅棗蔘茶 300㏄  

材料：黃耆4錢、紅棗3錢、枸杞3錢、西洋

蔘2片

做法：

紅棗去籽與其他材料洗淨後加水1000cc合

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可當茶

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針對更年期不適症狀之緩解

對症飲料：牛蒡紅棗湯  300㏄

材料：牛蒡300g、紅棗15粒

做法：

紅棗切開留籽、牛蒡洗淨切片；加水

300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分鐘，濾

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腺體腫瘤者（如：乳癌、子宮肌2. 

瘤..等）不適合飲用。

對症飲料：甘麥紅棗湯 300㏄  

材料：小麥60ｇ、紅棗15粒、甘草5g

做法：

將小麥先用水泡1. 

軟 ， 再 加 以 搗

碎，紅棗洗淨用

刀剖開。

然後加入甘草與2. 

水1000cc合煮，

滾後轉小火續煮

30分鐘，濾渣當

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益母草紅棗茶    

請參考健康美人系列之月事不順 

對症飲料3 第 1  頁

對症飲料：南瓜蒂湯 300㏄

(針對男性更年期特效飲料)

材料：南瓜蒂6個

做法：

南瓜蒂洗淨切碎，加水1000cc合煮，滾後

轉小火續煮30分鐘，濾渣取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剩餘的南瓜可以煮食，尤其是南瓜籽仁2. 

可以吃，但須將殼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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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粉藤茶 250~300㏄

(針對男性更年期特效飲料)

材料：粉藤180~200g（取新鮮的莖）、

紅糖15g

做法：

將粉藤洗淨切小段，加水1500cc合煮，

滾後轉小火續煮30分鐘，濾渣後酌加紅

糖，即可當茶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糖尿病及癌症者不宜加紅糖。2. 

歐陽老師提醒您，攝護腺炎、攝護腺

腫大，除以上飲料外，可選擇利尿性

食材如：利尿冬瓜湯、魚腥草玉米鬚

茶…等。

針對退化性關節炎、五十肩、內臟機能退

化、骨質疏鬆症…等全身性老化現象

對症飲料：艾草紅棗湯 300㏄

材料：艾草（乾品）2兩、紅棗15粒

做法：

紅棗洗淨切開去籽；

艾草洗淨後，加水

3000cc，先浸泡10分

鐘，再以大火煮滾，

轉小火續煮20分鐘，

濾渣即可當茶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若嫌味苦，可酌2. 

加蜂蜜調味，陰虛血熱者艾草不宜單獨

使用。

對症飲料：魚腥草艾草茶 300㏄

材料：魚腥草（乾品）50g、艾草（乾品）25g

做法：

魚腥草、艾草洗淨後，加水3000cc泡10分

鐘，大火滾後轉小火煮20分鐘，濾渣即可頴

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魚腥草紅棗茶 300㏄

材料：魚腥草（乾品）75g、紅棗15粒

做法：

紅棗切開留籽、魚腥草洗淨；加水30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

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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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香椿紅棗茶 300㏄

材料：香椿葉50g、紅棗15粒、糖蜜15cc

做法：

紅棗切開去籽，香椿葉洗淨；加水75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煮20

分鐘，濾渣後加入糖蜜，拌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癌症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對症飲料：香椿綠茶 250㏄

材料：香椿葉50g、綠茶20g、黑芝麻粉3g

做法：

香椿曬乾壓碎，與綠茶混合後，以250cc沸水沖泡，濾渣後加入

黑芝麻粉，充分拌勻，宜溫熱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

飲料 3.循環代謝系統 （呼吸、支氣管、肺、心臟、腎臟）

針對心臟缺氧(胸悶)、心律不整、心悸

對症飲料：人蔘麥冬茶 300㏄

材料：

高麗蔘1錢、西洋蔘1錢、麥冬2錢、黃耆2

錢、陳皮1錢

做法：

所有材料加水6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

火續煮至剩300cc，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芹菜山楂紅棗湯  300㏄

材料：

小芹菜（帶根）5支、山楂30g、紅棗10粒

做法：

紅棗切開去籽，芹菜洗淨連根切段；1. 

二者加水10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2. 

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可當茶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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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油菜荷葉艾草湯300㏄

材料：艾草15g、荷葉30g、油菜150g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加水1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

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荷葉性味甘平，但對孕婦和腎臟病人不2. 

宜。

對症飲料：麥門冬茶 300㏄

材料：麥門冬10g、淡竹葉2捲、綠茶2g

做法：

麥門冬、淡竹葉洗淨，加水1000cc大火煮

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再沖泡綠

茶，加蓋燜15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艾草紅棗湯    

請參考青春不老系列之全身性老化現象 

對症飲料26 第 6 頁

針對支氣管、喉嚨痛、聲音沙啞

對症飲料：羅漢果澎大海茶  300㏄

材料：羅漢果1個、澎大海5個

做法：

羅漢果洗淨後拍碎，澎大海洗淨；二者加

水150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後

濾渣，可酌加褐色冰糖調味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糖尿病及癌症者不宜加冰糖。2. 

對症飲料：蘿蔔橄欖飲300㏄

材料：白蘿蔔200g、橄欖50g

做法：

白蘿蔔洗淨切片，加入橄欖與水

2000cc合煮，大火煮滾

後轉小火續煮30分鐘，

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銀花薄荷茶 300㏄

材料：金銀花15g、菊花10g、薄荷（乾

品）5g

做法：

將金銀花、菊花洗淨後；加水10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10分鐘，再加

入薄荷，關火燜5分鐘，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橄欖澎大海茶  250~300cc

材料：藥用橄欖10粒、綠茶6g、澎大海3

粒、蜂蜜15cc

做法：

藥用橄欖洗淨後去核切碎1. ，澎大海洗

淨。

橄欖加水600㏄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 

20分鐘，再加入澎大海及綠茶，隨即關

火燜10分鐘，濾渣待溫度稍降後加蜂蜜

調味，拌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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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糙米清湯  300cc

材料：糙米150g

做法：

糙米洗浸泡水4小時後瀝乾；糙米加水

1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30分

鐘，濾出米湯，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六天停一天。

針對肺炎、肺結核及不同類型的咳嗽

對症飲料：黑豆薑湯 300cc

材料：黑豆150g、老薑2片、紅糖10g

做法：

黑豆與老薑洗淨加水1000cc合煮，滾後轉

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取湯加入紅糖拌勻

即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黑豆可留待日後食用。2. 

對症飲料：金桔薑湯  250㏄

材料：金桔5粒、老薑2片、褐色冰糖15g

做法：

金桔洗淨切碎，連同老薑、褐色冰糖，加

600cc水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

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糖尿病及癌症者不宜加冰糖。2. 

對症飲料：甘蔗茅根荸薺飲 250㏄  

材料：甘蔗500g、荸薺300g、白茅根（乾

品）120g

做法：

甘蔗去皮切小段、荸薺洗淨去皮剖1. 

半、白茅根洗淨切段。

加水3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2. 

續煮45分鐘，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柚子皮湯 200㏄  

材料：柚子皮(乾品)60g、麥芽糖30g

做法：

柚子皮洗淨、泡軟、切絲，與麥芽糖加1. 

250cc水，放入電鍋蒸煮30分鐘，濾渣

後留蜜水，再將蜜水置冰箱冷藏。

喝時取蜜水15cc加溫開水200cc調勻，即2. 

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與糖尿病者，不可加麥芽糖。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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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雞屎藤紅棗湯 300㏄  

材料：雞屎藤 （生鮮的）150g、紅棗15粒

做法：

雞屎藤洗淨切碎，紅棗洗淨切開留籽1. 。

加水3000cc合煮2. ，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

煮30分鐘，濾渣取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

雞屎藤在青草店有售。3. 

對症飲料：白蘿蔔蜜水300㏄ 

材料：白蘿蔔1條（約400g）、麥芽糖300g

做法：

白蘿葡洗淨、去皮、刨絲，玻璃罐洗1. 

淨，用沸水殺菌並瀝乾。

白蘿蔔絲與麥芽糖一起放入玻璃罐，密2. 

封靜置冰箱內半天，便生出蜜水。

取蜜水20~30cc，加200cc溫開水調勻，3. 

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上午、下午與睡前各喝一次；喝三天停1. 

一天。

脾胃虛寒、胃及十二指腸潰瘍、慢性胃2. 

炎、單純甲狀腺腫、流產、子宮脫垂等

者不可多飲。

針對氣血循環不佳，手腳冰冷

對症飲料：香菜薑汁 300㏄

材料：香菜20g、生薑3片、紅糖20g

做法：

香菜洗淨放入鍋內，加入生薑片、紅糖及

水75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

分鐘，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糙米薑湯 300㏄

材料：糙米300g

做法：

糙米洗淨泡水4小時後，加水2000cc以大

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30分鐘後，濾渣即可

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此飲料也適合用來增胖。2. 

歐陽老師提醒您，氣血循環不佳，手腳冰冷

可選擇適合自己的溫、熱性食材，或在飲食

菜餚中加入薑片，並做些溫和運動，增加血

液循環。除上述對症飲料外，還有紅糖薑湯

及榴槤薑湯的選擇喔！

針對腎臟系統循環障礙造成的小便不順、尿少

色黃、尿道結石、尿失禁、頻尿、水腫…等

對症飲料：西瓜皮紅豆湯 300㏄ 

材料：西瓜白色內皮200g、紅豆100g

做法：

紅豆浸泡4小時、西瓜皮切碎；加水1500㏄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當茶

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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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利尿冬瓜薑湯 300㏄  

材料：冬瓜300g、老薑4薄片、玉米鬚（乾

品）5g

做法：

冬瓜皮、冬瓜肉與冬瓜籽先用刀切分1. 

開，再將冬瓜籽切碎。

玉米鬚洗淨後，與冬瓜皮、冬瓜肉、2. 

冬瓜籽、老薑一起放入鍋內加水

1200cc，大火煮滾後，小火續煮20分

鐘，濾渣後可喝湯並吃冬瓜肉。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水腫者必需限水，當天所喝的水量應2. 

該等於前一天排尿量＋300cc。

對症飲料：魚腥草玉米鬚茶 300㏄ 

材料：魚腥草（乾品）50g、玉米鬚（乾

品）5g

做法：

將魚腥草、玉米鬚洗淨，加水30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

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雙瓜茅根紅豆湯 300㏄ 

材料：冬瓜300g、西瓜白色內皮300g、

白茅根（鮮品）150g、玉米鬚（乾品）

5g、紅豆150g

做法：

紅豆洗淨，泡水4小時，瀝乾備用；1. 

玉米鬚徹底洗淨，白茅根洗淨；冬瓜

洗淨連皮切塊，冬瓜籽切碎，西瓜白

色內皮切塊。

所有材料加水3000㏄，大火煮滾後轉2. 

小火續煮30分鐘，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淡竹葉葫瓜玉米鬚湯 300㏄  

材料：淡竹葉約40g、葫蘆瓜1條（約

600g）、玉米鬚（乾品）5g

做法：

將葫蘆瓜洗淨留皮切片，玉米鬚洗淨1. 

裝入紗布袋。

葫蘆瓜、淡竹葉及玉米鬚放入鍋內，2. 

加水3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

續煮45分鐘，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水腫、腹水者必需限水，2. 當天所喝的

水量=前一天排尿量＋3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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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蓮藕玉米鬚湯 300㏄ 

材料：新鮮蓮藕600g、紅棗15粒、玉米鬚

（乾品）5g

做法：

蓮藕洗淨連皮切片，玉米鬚洗淨裝入1. 

紗布袋。

所有材料放入鍋內，加水3500cc合2.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分鐘，

濾渣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對症飲料：竹葉茅根湯 300cc 

材料：淡竹葉2捲、白茅根（乾品）30g

做法：

淡竹葉拆開與白茅根一起洗淨，加水

1000cc合煮，水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

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體質虛寒者可加入2. 

紅棗10粒一起煮，

以免過於寒涼。

對症飲料：桂圓紅棗湯  250cc 

材料：桂圓乾20g、紅棗10粒

做法：

紅棗切開去籽與桂圓乾加水500cc，放入電

鍋蒸煮30分鐘，濾渣即可當茶喝。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桂圓荔枝湯  200cc 

材料：桂圓乾10g、荔枝乾(或新鮮荔枝)6粒

做法：

新鮮荔枝去皮去核與桂圓乾一起加水

600cc，放入電鍋蒸煮30分鐘，趁熱取湯

飲用（荔枝與桂圓亦可吃）。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當歸黃耆人蔘湯 300㏄  

材料：黃耆4錢、紅棗3錢、枸杞3錢、當

歸1片、西洋蔘2片

做法：

所有材料加水1000cc合煮，大火滾後轉小

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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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鮮葉茅根湯 300㏄  

材料：鮮竹葉20g、白茅根（乾品）10g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加水

600cc合煮，大火煮

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

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車前草茶 250㏄

材料：車前草（乾品）1兩

做法：

車前草洗淨加水2000cc，大火煮滾後轉小

火續煮20分鐘，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蓮藕湯 300㏄  

適合尿毒症、尿素氮異常、尿蛋白異常…

等腎功能不全患者

材料：新鮮蓮藕600g

做法：

蓮藕洗淨，連皮切片，加水3500cc合煮，

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分鐘，濾渣即可

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蓮藕用清水洗淨，然後泡鹽水3分鐘，2. 

用牙刷沾牙膏仔細刷洗表皮，再以冷

開水泡洗，方可連皮使用。

對症

飲料 4.消化系統（肝、膽、胃、腸）

針對口腔疾病如：牙周病、牙齦浮腫、牙齦

炎、牙齦浮腫、蛀牙、口臭

對症飲料：菊花甘草茶 300㏄  

材料：菊花10g、甘草2片

做法：

菊花與甘草洗淨後沖沸水600cc，加蓋燜20

分鐘後，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糖尿病及癌症者不宜2. 

加冰糖。

對症飲料：桂花酸梅湯  300㏄  適合口臭

材料：烏梅2粒、山楂6片、甘草2片、洛神

花2朵、陳皮3g、桂花醬1小匙（3g）、褐

色冰糖15g

做法：

將烏梅、山楂、甘草、洛神花、陳皮洗淨

加水600㏄合煮，大火滾後轉小火續煮10分

鐘。

加入桂花醬與褐色冰糖，攪拌後熄火，待冰

糖溶解，濾渣待涼，放入冰箱冷藏，即可隨

時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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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針對肝臟疾病如：肝炎、肝硬化、脂肪肝聯

對症飲料：保肝利尿湯  300㏄ 

材料：大麥芽50g、茵陳50g、陳皮25g

做法：

所有材料加水3000cc合煮，大火滾後轉小

火續煮20分鐘，濾渣冷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菊花山楂飲 300㏄ 

材料：菊花10g、山楂15g

做法：

菊花、山楂洗淨，加水600cc合煮，大火

滾後轉小火續煮10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歐陽老師提醒您，肝臟疾病最好的養生方

法是規律作息、早睡早起、不

吃發霉及過度加工食品，除上

述2種天然保肝飲品外，您還

可以根據自己體質選擇下列幾

種對症飲料：五行蔬菜湯、半

枝蓮白花蛇舌草茶、利尿冬瓜

薑湯、淡竹葉葫瓜湯。

針對胃脹、胃炎、胃痛、胃腸潰瘍、胃酸

過多、消化不良

對症飲料：山楂麥芽飲 250㏄ 

材料：山楂10g、麥芽10g、甘草2片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加沸水500cc沖泡，並燜5

分鐘後，濾渣後當茶喝。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麥芽烏梅飲 300㏄  

材料：山楂10g、

烏梅2粒、炒麥芽

15g、寡糖30cc

做法：

山楂、烏梅與炒麥

芽洗淨加水1000cc

合煮，大火煮滾

後轉小火續煮20

分鐘，濾渣後再加入寡糖拌勻，即可當茶

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糖尿病及癌症者不宜加寡糖。2. 

對症飲料：橙皮薑湯 300㏄  

材料：新鮮橙皮30g、生薑2片、寡糖15㏄

做法：

橙皮洗淨切碎，與生薑加水750㏄合煮，

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後加

入寡糖，調勻即可飲

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糖尿病及癌症者2. 

不宜加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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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陳皮紅棗薑湯 300cc  

材料：陳皮（乾品）10g、生薑3片、紅

棗7粒

做法：

紅棗切開去籽，陳皮洗淨；加水8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

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對症飲料：海帶薑湯 250㏄  

材料：海帶（乾品）30g、生薑3~5片

做法：

將乾燥的海帶洗淨剪成小段，不必泡水直

接與生薑放入鍋，加水3500cc合煮，大火

煮滾後轉小火續煮60分鐘，濾渣取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宜溫熱飲用，所剩海帶可當三餐佐菜2. 

用。

對症飲料：淡鹽水 500㏄ 

材料：粗鹽3g

做法：

將粗鹽加500cc溫開水調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六天停一天。

針對便秘、痔瘡

對症飲料：魚腥草薄荷茶 300㏄  

材料：魚腥草（乾品）50g、薄荷葉（乾

品）5g

做法：

魚腥草洗淨置於鍋內，加3000cc水泡10

分鐘，不必換水直接以大火煮滾後，轉

小火續煮20分鐘，最後再加入薄荷葉，

立即關火燜5分鐘，濾渣後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此飲品亦適合熱性體質引起之炎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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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對症飲料：潤腸茶  350㏄  

材料：酵素20cc、健康醋10cc、寡糖

10cc、蜂蜜10cc

做法：

將所有材料，加溫(冷)開水300cc，調勻

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健康醋是指鳳梨2. 

醋、蘋果醋、檸檬

醋…等。

對症飲料：蘆薈紅棗湯 300㏄ 

材料：蘆薈3片、紅棗15粒、寡糖30cc

做法：

蘆薈去皮取透明蘆薈肉，紅棗切開留籽，

加水250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

鐘，濾渣後加入寡糖調勻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也2. 

不可加糖。

針對腹瀉

對症飲料：糙米茶  300㏄

材料：糙米150g

做法：

糙米下鍋不加油小火乾炒10-15分鐘，再洗

淨加水8杯，大火煮滾後小火續煮20分鐘，立

刻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所剩糙米粒，可留待日後吃2. 。

對症飲料：香椿紅棗茶      

請參考青春不老系列之全身老化 

對症飲料29 第7頁

針對打嗝、嘔吐、消化不良

對症飲料：陳皮湯 250㏄ 

材料：陳皮（乾品）10g、紅糖15g

做法：

陳皮加水8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

煮20分鐘，濾渣加紅糖拌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海帶薑湯也適用於打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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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

飲料
5.慢性病系列（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低血糖、低血壓、
  心臟病、動脈硬化、甲狀腺疾病…等）

針對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動脈硬化、

心肌梗塞…等

對症飲料：洋蔥皮湯  250㏄  

材料：紅褐色洋蔥皮10g

做法：

洋蔥皮加水10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

火續煮30分鐘，濾渣後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荷葉山楂茶  500㏄

材料：荷葉（乾品）1/4片、山楂20g

做法：

荷葉洗淨撕碎，山楂洗淨，二煮加沸水

500cc，泡10分鐘後即可飲用。

(可沖泡二回。)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歐陽老師提醒您，慢性心血管疾病控制飲食

是重要的關鍵，要做到低油、低鹽、低糖、

高纖維，並且規律運動，保持愉快心情。除

上述飲品外，您還可以根據自己體質選擇：

五行蔬菜湯、魚腥草薄荷茶、檸檬蜜水、艾

草紅棗湯。

針對低血壓

對症飲料：黨蔘紅棗茶 300cc

材料：黨蔘15g、紅棗15粒

做法：

紅棗切開去籽、黨蔘加水500cc合煮，大火煮

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歐陽老師提醒您，除上述飲品外，您還可以

根據自己體質選擇：艾草紅棗湯、菊花糖蜜

水、黃耆紅棗枸杞湯。

針對糖尿病、血糖偏高

對症飲料：蕃石榴蕊葉茶 300㏄

材料：蕃石榴蕊葉（乾品）3g

做法：

蕃石榴  蕊葉洗淨，加沸水500cc，沖泡10

分鐘，濾渣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六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西瓜皮湯  250㏄

材料：西瓜外皮（包含白色內皮）150g。

做法：

將西瓜皮洗淨切碎，以1500cc水熬煮至

750cc左右，濾渣喝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分早、午、晚在一天內喝完。

對症飲料：空心菜玉米鬚湯 300cc 

材料：空心菜梗200g、玉米鬚（乾品）15g

做法：

將空心菜洗淨切段，玉米鬚洗淨裝入小布

袋，二者入鍋加水1000合煮，大火煮滾後

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歐陽老師提醒您，除上述飲品外，您還可以

根據自己體質選擇：利尿冬瓜薑湯、牧草高

湯。

78

79

80

81

82

83



18
歐陽英樂活生機網 www.oyoung.com.tw

123種對症飲料

針對血糖偏低

對症飲料：黨蔘枸杞飲  250㏄  

材料：黨蔘 10g、枸杞30g

做法：

將材料放入杯中，以沸水750cc沖泡10分

鐘，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歐陽老師提醒您，除上述飲品外，您還可以

根據自己體質選擇：紅糖薑湯、菊花糖蜜

水、黃耆紅棗枸杞湯。

針對甲狀腺機能亢進

對症飲料：明日葉茶 300cc

材料：明日葉（鮮品，包含根、莖、葉）

200g

做法：

將明日葉洗淨切段，加水3000cc合煮，大

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30分鐘，濾渣即可當

茶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魚腥草菊花茶 300cc

材料：魚腥草（乾品）2兩、菊花1兩

做法：

魚腥草與菊花加水3000cc合煮，大火煮滾

後轉小火續煮20鐘後，濾當茶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靈芝茶 300cc

材料：靈芝片10g、紅糖30g

做法：

靈芝洗淨、切碎，加水1000c合煮，大火煮滾

後續轉小火煮20分鐘，濾渣後加紅糖調勻即

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糖尿病及癌症者不宜加糖。2. 

對症飲料：茅根蓮藕湯 400㏄

材料：鮮蓮藕600g、白茅根（鮮品）150g

做法：

蓮藕洗淨連皮切片，鮮茅根洗淨；加水

3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分

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此道也適合尿道結石患者。2. 

針對甲狀腺低下

對症飲料：海帶薑湯    

請參考消化系統之胃部疾病 

對症飲料70  第 15 頁

對症飲料：黃耆紅棗枸杞湯  

請參考 樂活養生，照顧家人

對症飲料  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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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甲狀腺腫大(缺碘)

對症飲料：荔枝乾海帶湯 300㏄

材料：帶殼荔枝乾10粒、海帶（乾品）6公

分長、紫菜（乾品）10g、黃酒30㏄

做法：

荔枝乾去殼，海帶剪成小段與紫菜一起洗

淨後，連同黃酒加水750㏄，放入電鍋燉煮

60分鐘，濾渣後即可喝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海帶茶 300㏄

材料：海帶（乾品）30g

做法：

海帶先在日光下曝晒兩天之後，再剪成短1. 

的細絲，裝入乾淨容器。

取海帶絲用沸水500cc，沖泡30秒後將水2. 

倒掉，再倒入沸水500cc浸泡60分鐘，過

濾後當茶飲，海帶留待日後當佐菜。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吃六天停一天。

對症

飲料
6.改變酸性體質，防癌、抗癌系列

針對酸性體質、防癌、降血壓

對症飲料：香菇海帶水  500㏄

材料：香菇（乾品）

2朵、海帶（乾品）

6公分長

做法：

睡前將材料洗淨後，

放入保溫瓶，沖泡

沸水500cc，加蓋密

封，次日清晨取飲汁

液，剩餘的香菇與海

帶，可以留作日後做

菜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此道也適合中風、胃酸過多、高血壓。2. 

對症飲料：檸檬蜜水  300㏄

材料：檸檬1/2個、蜂蜜15cc

做法：

檸檬擠汁後，加入冷開水300cc、蜂蜜調

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此道也適合中風、尿道炎、尿道結石、2. 

尿酸高、疣、香港腳、高血壓、乾癬、

帶狀皰疹、痛風、腎結石、膀胱炎、膽

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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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飲料：五行蔬菜湯 300㏄

材料：胡蘿蔔1/2條、白蘿蔔1/4條、白蘿

蔔葉約200g、牛蒡1/2條、香菇2朵（要經

陽光曝曬2天以上）。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後，連

皮切碎，加水3~4倍

合煮，大火煮滾後轉

小火續煮60分鐘，

濾渣即可飲用，所剩

的菜料可留待日後當

作佐菜。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寒性體質可搭配糙米茶。2. 

五行蔬菜湯只適合"非腺體的癌症"婦科3. 

腫瘤並不適用。

針對抗癌

對症飲料：半枝蓮白花蛇舌草茶  250㏄  

材料：半枝蓮1兩、白花蛇舌草1兩、鐵樹

1葉、小金英(即:小葉的蒲公英)、紅棗15粒

(切開)

做法：

所 有 材 料 洗 淨 後 加 水 1 5 碗 （ 約1. 

3750cc），煎煮2小時，濾渣當茶飲。

可再煎煮第二次，藥渣加水10碗，約2. 

2500cc，滾後小火再煮2小時，濾渣可

繼續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也適合子宮內膜異位、子宮肌瘤、子宮2. 

頸癌、心臟腫瘤、皮膚癌、肌肉纖維

瘤、頭部腫瘤、青春痘。

對症飲料：牧草高湯 300㏄

材料：牧草（新鮮的根、莖、葉）300g、紅

棗15粒

做法：

牧草洗淨切碎，紅棗洗淨切開留籽；加水

3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分

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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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你知道嗎? 85﹪癌症病患屬於酸性體質？

    根據一項六百位癌症病人體液分佈的

研究，結果顯示85﹪癌症病患屬於酸性體

質。另一項醫學統計國內70%的人具有酸性

體質。

    健康人的血液pH7.35～7.45左右是呈弱

鹼性的，但隨著外在環境污染及不正常生

活及飲食習慣，讓我們體質變酸，體內新

陳代謝會受到阻礙、內分泌失調，免疫力

也會受影響。

弱鹼性食品

改酸性體質，可多選擇下列鹼性食物:

扁豆、蘿蔔、蘋果、梨、柿、西瓜、葡

萄、大黃瓜、甘藍菜、洋蔥、豌豆莢、茄

子、豆腐…等。

中鹼性食品

大豆、紅豆、紅蘿蔔、馬鈴薯、牛蒡、萵

苣、蕃茄、香蕉、橘子、南瓜、草莓、檸

檬、菠菜…等。

強鹼性食品

裙帶芽、海帶、綠藻、蒟蒻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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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

飲料 7.自體免疫系統（紅斑性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感冒、過敏…等）

針對紅斑性狼瘡

對症飲料：石上柏湯  300㏄

材料：石上柏（乾品）1~2兩、紅棗15粒

做法：

石上柏洗淨，紅棗洗淨切開留籽；加水

30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分

鐘，濾渣取湯，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針對類風濕性關節炎

對症飲料：艾草老薑湯  200㏄

材料：艾草（乾品）50g、老薑3-5片

做法：

艾草洗淨切段、老薑洗淨切片，加水3000cc

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

即可飲用，亦可酌加紅糖減少苦味。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利尿冬瓜湯  300㏄

材料：冬瓜300g、玉米鬚（乾品）5g

做法：

冬瓜皮、冬瓜肉與冬瓜籽先用刀切分1. 

開，再將冬瓜籽切碎。

玉米鬚洗淨後，與冬瓜皮、冬瓜肉、冬2. 

瓜籽一起放入鍋內加水1200cc，大火煮

滾後，小火續煮30分鐘，濾渣後可喝湯

並吃冬瓜肉。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也適合攝護腺炎、攝護腺腫大飲用。2. 

針對過敏、氣喘

針對感冒

對症飲料：洋蔥四味湯  250㏄

材料：洋蔥1個（約250g）、馬鈴薯2個

（約300g）、胡蘿蔔1條（約200g）、高麗

菜3葉（約200g）

做法：

洋蔥去薄膜並逐片剝下，馬鈴薯與胡蘿蔔削

皮切片，高麗菜洗淨切碎，加水30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分鐘，濾出

熱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也適合性功能障礙、腎虧飲用。2. 

對症飲料：橘皮湯  300㏄

材料：新鮮橘子皮30g、老薑2片、紅糖10g

做法：

橘子皮以清水洗淨後，用鹽水泡3分1. 

鐘，再洗刷乾淨。

橘子皮加入老薑及水800㏄合煮，大火2. 

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

取出橘子皮後，湯汁加紅糖調勻後即3. 

可，宜趁熱喝。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糖尿病及癌症者不宜加紅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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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飲料：薄荷蘆根飲 300㏄

材料：蘆根2兩、薄荷(乾品)5g

做法：

蘆根加水2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

續煮20分鐘，加入薄荷，關火燜5分鐘，

濾渣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綠茶 300㏄

材料：綠茶葉6 g

做法：

綠茶葉放入保溫杯，先沖沸水泡15秒稍微

清洗後將水倒掉，再沖入沸水500cc，泡3

分鐘後，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對中耳炎、冬季癢、打噴嚏、耳癢、眼2. 

癢、鼻中膈彎曲、鼻涕倒流、鼻塞、鼻

過敏、鼻蓄膿也有效。

針對異位性皮膚炎、鼻過敏、蕁麻疹

對症

飲料 8.皮膚問題 系列

針對濕疹

對症飲料：烏梅解毒湯  250㏄

材料：薏仁、黑豆、麥門冬各40g、烏梅5

粒、甘草12g、紅棗15粒、黃耆12g、褐色

冰糖30g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放入鍋中，加水40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1小時，濾渣加

入冰糖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糖尿病者不可加冰糖，熱症者增加玉竹2. 

5錢，氣虛者增加黨蔘20g。

對症飲料：馬齒莧空心菜湯 300㏄

材料：馬齒莧200g、空心菜200g

做法：

馬齒莧與空心菜洗淨切碎，加水30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

後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馬齒莧又稱豬母乳，可於青草店購買。2. 

歐陽老師提醒您，濕疹除上述飲品外，您

還可以根據自己體質選擇：魚腥草薄荷

茶、魚腥草紅棗茶。

針對香港腳

對症飲料：綠豆陳皮薄荷茶  300㏄

材料：綠豆150g、陳皮20g、薄荷（乾品）5g

做法：

綠豆洗淨、陳皮加水3000cc合煮，大火1. 

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

將薄荷葉洗淨放入鍋中，立即關火燜52. 

分鐘，濾渣取湯，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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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疣 針對鼻瘜肉

對症飲料：薏仁清湯  300㏄

材料：紅薏仁 80g

做法：

紅薏仁洗淨加水800cc，放入電鍋蒸煮45分

鐘，濾渣當茶飲，紅薏仁同時吃效果更好。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六天停一天。

歐陽老師提醒您，疣除上述飲品外，您還可

以根據自己體質選擇：魚腥草薄荷茶、魚腥

草紅棗茶、檸檬蜜水。

對症飲料：紫蘇魚腥草茶  250㏄

材料：紫蘇（乾品）30g、魚腥草（乾品）

30g、乾陳年金棗5粒、七葉膽（乾品）5g、

薑3片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放入鍋內，加水3000cc合

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30分鐘，濾渣

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

飲料 9. 減壓、舒眠系列

針對火氣大、口臭

對症飲料：甘蔗荸薺湯  300-500㏄

材料：甘蔗1根（約600g）、荸薺250g

做法：

甘蔗洗淨留皮切小塊，荸薺去皮切碎，加

水3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45

分鐘，濾渣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亦可做為退燒飲料。2.

對症飲料：苦瓜飲 300㏄

材料：苦瓜1條

做法：

苦瓜洗淨切開去籽切塊，加水750cc合

煮，大火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取湯飲

用，苦瓜留待日後當佐菜。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不可與沙丁魚同食，易導致蕁麻疹。2. 

對症飲料：烏龍茶 300㏄ 

材料：烏龍茶葉3~5g

做法：

烏龍茶葉放入保溫杯，先沖沸水泡15秒稍

微洗清後將水倒掉，

再沖入沸水500cc，泡

3分鐘後，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

108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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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身體生理功能失去平衡，全身有燥熱

的感覺，會使體內水分消耗迅速，導致

口乾舌燥，神經調節能力變差，情緒不

穩，緊張、易疲倦。 

造成火氣的原因包括下列八項： 

睡眠品質差，熬夜、失眠。 1. 

飲食刺激，例如吃麻辣鍋2. ，鹹酥雞。 

習慣性便秘。 3. 

壓力大、焦慮。 4. 

生理代謝因素，如更年期女性臉部易5. 

出現潮紅、出汗、發熱等虛火症狀。 

急性發炎反應，例如感冒6. 、喉嚨發

炎。 

慢性病也會造成虛火，例如心臟病、7. 

糖尿病、慢性肝炎、腎炎等。

何謂火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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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偏頭痛、頭痛、頭暈

對症飲料：山楂陳皮冬瓜湯  300㏄

材料：山楂20g、陳皮15g、冬瓜皮30g

做法：

冬瓜皮洗淨切塊，加入山楂、陳皮、水

1500cc合煮，大火滾後小火再續煮20分

鐘，濾渣即可當茶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菊花糖蜜水  250㏄

材料：杭菊花10g、糖蜜10cc

做法：

杭菊花加水800cc合煮，滾後轉小火續煮5

分鐘，濾渣後加入糖蜜調勻，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1. 天。

也適用於眼睛、貧血及骨質疏鬆症等2. 

症狀。

針對失眠、多夢、黑眼圈、煩躁…等現象

對症飲料：金針菜湯  300㏄  

材料：金針菜（乾品）15朵

做法：

金針菜洗淨，先用溫開水泡20分鐘，再

放入沸水汆燙1分鐘後撈起；加水500cc

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取

湯，宜趁熱飲用(所濾出的金針葉可留

作，三餐佐菜)。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六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洋蔥金針高湯  300㏄

材料：洋蔥1/4個、金針菜(乾品)15朵

做法：

洋蔥去外膜切絲；金針菜須先經溫開1. 

水泡20分鐘，再用沸水洗淨汆燙1分鐘

瀝乾。

所有材料加水3000cc煮，大火滾後轉2. 

小火續煮30分鐘，濾渣取湯，不必調

味，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

金針菜要先川燙１分鐘，瀝乾後再使2. 

用，以免殘留過敏物質，避免飲後拉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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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飲料：酸棗仁金針湯  300㏄

材料：酸棗仁20g、金針菜（乾品）15g

做法：

酸棗仁洗淨搗碎；金針菜洗淨先泡溫開1. 

水20分鐘，再用沸水汆燙1分鐘。

所有材料加水1000㏄入鍋熬煮，大火煮2. 

滾後轉小火再煮20分鐘，濾渣即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六天停一天。1. 

還有牧草高湯也適合失眠者飲用。2. 

對症飲料：百合蓮藕湯  300㏄ 

材料：百合（乾品）10g、新鮮蓮藕1條

（約三節長）、紅棗15粒

做法：

蓮藕充份洗淨後，連皮切片1. ；紅棗洗淨

切開去籽；百合洗淨。

所有材料加水3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2. 

轉小火續煮45分鐘，濾渣取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

對症飲料：芹菜紅棗湯  

材料：小芹菜30g、紅棗15粒、金針菜（乾

品）30g

做法：

紅棗泡軟切開去籽1. ；金針菜洗淨用沸水

汆燙1分鐘後瀝乾；小芹菜洗淨切末。

紅棗與金針菜加水600㏄合煮，大火煮2. 

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再灑上芹菜末

即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吃六天停一天。1. 

癌症可用3片老薑2. 

代替紅棗。

針對食慾不振

對症飲料：白蘿蔔紅棗湯 300㏄  

材料：白蘿蔔1條、紅棗15粒

做法：

白蘿蔔去皮切塊；紅棗切開留籽。二者加

水2000cc，大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30分，

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吃三天停一天1. 。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對症飲料：烏梅茶  200㏄

材料：烏梅5粒、褐色冰糖20g

做法：

烏梅入鍋加水500cc合煮，大火煮滾後轉

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後再加入冰糖，即

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糖尿病者不可加冰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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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飲料：蔥白陳皮甘草湯  250㏄

材料：陳皮6g、甘草3g、蔥白2根

做法：

陳皮、甘草洗淨，加水500cc合煮，1. 大

火煮滾後轉小火續煮10分鐘。

蔥白洗淨切末，加入陳皮甘草湯中燜52. 

分鐘，濾渣即可飲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針對酸痛

對症飲料：車前草紅棗湯  250㏄

材料：車前草（乾品）1兩、紅棗15粒

做法：

車 前 草 洗 淨 ， 紅 棗 切 開 留 籽 ， 加 水

3000cc，大火滾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

渣即可當茶飲。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

喝三天停一天。1. 

癌症者及糖尿病者不吃湯中的紅棗。2. 

對症

飲料 10.樂活養生，照顧家人

幫助小兒發育

對症飲料：薏仁山藥紅棗湯  300㏄

材料：薏仁50g、山藥100g、紅棗10粒

做法：

薏仁洗淨泡沸水(800cc)30分鐘，山藥去1. 

皮切小塊，紅棗切開留籽。

三者一起放入電鍋蒸煮45分鐘，濾渣取2. 

湯，薏仁可留待日後使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吃六天停一天。

對症飲料：薏仁糙米清湯  300㏄  

材料：薏仁30g、糙米30g

做法：

薏仁、糙米洗淨加水600cc，放入電鍋蒸

煮45分鐘，濾渣取湯，薏仁、糙米可留待

日後使用。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吃六天停一天。

全家人的免疫處方

對症飲料：黃耆紅棗枸杞湯  300㏄

材料：黃耆4錢、紅棗3錢、枸杞3錢

做法：

所有材料洗淨後，加水1000cc合煮，大火

煮滾後轉小火續煮20分鐘，濾渣即可。

歐陽老師的小叮嚀：喝三天停一天。

知識加油站

醫學研究已證明，「黃耆紅棗枸杞湯」具有

調節人體免疫功能，並有助於改善自體免疫

疾病或病毒引起的免疫異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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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汁紅茶」是由日本自然醫學專家石原

結實醫師所推廣，利用薑生熱原理，加速血

液循環讓身體產熱，並且提高新陳代謝。紅

茶是發酵茶，所含咖啡因，能排除身體多餘

水份，改善水腫。 

材料：紅茶1包、生薑五片

做法有下列三種：

把紅茶包和生薑五片一起放入保溫杯中，1. 

用開水沖泡，紅茶包可先拿起，生薑可悶

5～10分鐘。

老薑先磨成泥狀（約1小匙）之後，再經2. 

過濾的步驟，使用過濾的薑汁沖泡熱紅茶

飲用。

薑泥（約1小匙）不必過濾直接沖泡熱紅3. 

茶喝。

網路熱門飲品  

第一杯在早餐前飲用效果較好，

第二至五杯在進餐前或兩餐之間飲

用，第六杯就寢前飲用。

備註：

可依個人喜好添加適量黑糖。1. 

散裝紅茶葉（不是茶包）不宜放太多，否2. 

則口感苦澀。 

紅茶沖泡片刻就要拿出來，以免沖泡時間3. 

過長，茶湯顏色發黑，口感不佳。

薑汁紅茶HOTHOT

網路上「減肥薑汁紅茶」的喝法

歐陽老師的解析

    「薑」根據本草綱目記載：有解表散寒，溫中止嘔，化痰止咳的功效。現代科學研

究，能刺激血液循環，活血化瘀、促進消化吸收、消除脹氣及改善消化不良，常用來治療

感冒及手腳冰冷等功能。動物實驗顯示，薑可降低膽固醇和減輕血小板的黏度，亦證實有

減肥及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紅茶」除了咖啡因能加速新陳代謝、利尿的功效外；各國科學研究結果如下：

德國醫學研究人員發現
紅茶中的茶黃質（茶葉乾燥前發酵所形成的物質），能夠阻

止膽固醇的形成。

美國醫師協會發表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實驗

指出紅茶中的多酚類(綠茶中也有)，有抑制破壞骨細胞物質的

活力，飲用紅茶的人骨骼較強壯。

指出飲用紅茶一小時後，測得心臟的血流速度明顯改善，證

實紅茶可以防治心肌梗塞。

但是歐陽老師要提醒您，下列幾點：

「薑」食用過量會傷眼力，生薑會活血化瘀，不適合手術前、後食用(怕對止血不利)。1. 

「紅茶」含咖啡因，飲用過量會有心悸、失眠..等情形；另外「紅茶」磷含量較高，腎2. 

臟不佳者不宜飲用。

 薑汁紅茶較適合虛寒體質者，如果您是躁熱體質不適合飲用。3. 

 薑汁紅茶較適合冬天飲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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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起床時（飲用量300c.c.～500c.c.）

運動後（飲用量200c.c～300c.c）

上午10:00左右（飲用量500c.c）

下午3:00左右（飲用量500c.c）

下午4:30左右 (飲用量500c.c.)

睡前（飲用量200c.c）

「純淨的水」是調節人體生理機能、幫助新陳代謝不可缺的物質。

每天要喝足量的水，一日建議飲水量＝體重（公斤）x 40 c.c. （成年人一天最少要喝2000㏄以上）

以上對症飲料僅供您參考，有病痛發生時，必須先找醫生診療。

「有病求醫診治時，若能探求病因，同時改善錯誤的生活作息與飲食內容，病才會好得更快!」

註1:

以上時間只是建議性質，可隨個人的生活環境做彈性調整。

註2:

飲用量亦因人而異，若是水腫、胃部切除者…等，必須減少

飲水量。

1

2

3

4

5

6

對症飲料的最佳飲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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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種對症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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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健 康 筆 記 本我 的 健 康 筆 記 本

姓名：                     年齡：              身高：               體重：        

體質：                     我的健康目標：                                      

日 期                     症 狀           對症飲料           飲用量（㏄）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