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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仲學博士食療學體系

為彰顯與營養學之不同，
中醫應叫做食療學，或
中醫（東方）食療學，
不應該叫做中醫營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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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醫學食療配
方的三大基石

食療性中藥相互組合

食療性中藥與食物相互組
合

食物相互組合



麻仲學對東方醫學食療配方的獨特思路

從古名方演化為食療配方



學習東方醫學食療配方的基礎要求

1. 了解和掌握中醫基本理論
2. 了解和掌握中醫基本診斷技術
3. 了解和掌握銀級中藥學
4. 了解和掌握銀級方劑學
5. 了解和掌握麻仲學博士食療六大理論
6. 運用以上知識，進行古典名方演化食療方



為什麼要從古典名方演化食療方



1. 演化後的食療配方，有清晰的傳承脈絡
2. 演化後的食療配方，有經典的歷史依據
3. 演化後的食療配方，可以全方位納入辨證論治中運用
4. 演化後的食療配方，同西醫營養學有鮮明的區分，讓患者和需要保健

的人群可以結合運用
5. 演化後的食療配方，為東方醫學食療學規範化、科學化發展奠定基石



古典名方演化食療方分類

第一類   補養類
A 補氣類
B 補血類
C 氣血雙補類
D 補陰類
E 補陽類
F 陰陽雙補類



古典名方演化食療方分類

第二類  清除類
清毒
理氣
活血
化濕



古典名方演化食療方工具與步驟

•工具
1. 麻仲學方劑學課件
2. 麻仲學食療六大理論體系課件



• 步驟
1. 列出古典名方的君臣佐使
2. 從君臣佐使中分解食療性中藥與非食療性中藥品種
3. 將非食療性中藥的品種，根據食療性中藥目錄進行替換



臨床個體化食療配方應用步驟

1. 為患者或尋求養生保健者，進行症、舌、脈分析
2. 根據症舌脈分析，做出證候診斷
3. 根據證候診斷，選擇古典名方
4. 根據古典名方，進行食療化配方
5. 根據食療化配方和患者具體情況，進行調整
6. 根據配方，提出製作和服用方法



古典名方食療化配方演練

第一類   補養類
A 補氣類
B 補血類
C 氣血雙補類
D 補陰類
E 補陽類
F 陰陽雙補類



A 補氣類/四君子湯之食療化演練

【來源】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年代】
【距今】
【適應症】
【適應症】
1. 氣虛
2. 容易感冒
3. 慢性疲勞輕型



食療化配方演練/四君子湯
原方               非食品種       替換品種

君：生曬參
臣：炒白朮
佐：茯苓
使：炙甘草



A 補氣類/補中益氣湯之食療化演練

【來源】 《內外傷辨惑論》
【年代】
【距今】
【適應症】
1. 氣虛下陷
2. 內臟下垂
3. 慢性疲勞重型
4. 習慣性感冒



食療化配方演練/補中益氣湯
原方               非食品種       替換品種
君：人參、白術、茯苓

臣：第一組：山藥、蓮子肉

          第二組：白扁豆、   

                             薏苡仁

佐：砂仁

使：桔梗



A 補氣類/参苓白术散之食療化演練

【來源】 《醫門法律》
【年代】
【距今】
【適應症】
1. 脾虛腹瀉
2. 中焦濕阻
3. 脾肺兩虛



食療化配方演練/参苓白术散
原方               非食品種       替換品種
君：人參、白術、茯苓

臣：第一組：山藥、蓮子肉

          第二組：白扁豆、   

                             薏苡仁

佐：砂仁

使：桔梗



A 補氣類/生脈散之食療化演練

【來源】 《丹溪心法》 
【年代】
【距今】
【適應症】
1. 肺氣陰兩傷
2. 全身氣陰兩傷



食療化配方演練/生脈散
原方               非食品種       替換品種

君：人參

臣： 麥冬

佐使：五味子



以上为

职业食医课件



Energy

人體的能量
/熱能



能量的來源/宏觀

人体能量是一切生命活动都需要的能
量，这些能量主要来源于食物。
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经体内氧
化可释放能量。三者统称为“产能营养
素”或“热源质” 



碳水化合物
粮谷类和薯类食物碳水化
合物较多，是膳食能力最
经济的来源；



脂肪 油料作物富含脂肪；



蛋白质
动物性食物一般比植物性食物含有
更多的脂肪和蛋白质；但大豆和硬
果类例外，它们含丰富的油脂和蛋
白质；蔬菜和水果一般含量较少。



能量的來源/微觀 

在人体细胞中线粒体的呼吸作用下，消耗有
机物和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和水，然后释放
能量。释放出的能量主要是热能。



中国营养学会2000年提出中国居民膳食能量
参考摄入量指出，成年男性轻、中体力劳动
者每日需要能量为2400-2700kcal；女性轻、
中体力劳动者每日需要能量为2100-
2300kcal.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孕妇和乳
母、老年人各自的生理特点不同，能量需要
也不尽相同。



歐美資料見Word文檔



每日摄入的
能量不足

机体会运用自身储备的能量甚
至消耗自身的组织以满足生命
活动的能量需要。人长期处于
饥饿状态，在一定时期内机体
会出现基础代谢降低、体力活
动减少和体重下降以减少能量
的消耗，使机体产生对于能量
摄入的适应状态，此时，能量
代谢由负平衡达到新的低水平
上的平衡。其结果引起儿童生
长发育停滞，成人消瘦和工作
能力下降。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婴儿、儿童
青少年，孕妇和泌乳的乳母，
康复期的病人等， 其一天的能
量摄入中还有一部份用于组织
增长和特殊的生理变化中。



决定人体能量需
要量的因素



1.基础代谢能
量消耗（BEE）

基础代谢是维持生命最基本活动的代谢状态，
即身体完全放松，无体力、脑力负担，无胃肠
消化活动，清醒静卧于室温在18～25°C的舒适
条件下的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最低能量消耗。

计算BEE的方法有：体表面积计算法、直接计
算法和体重计算法。



2.体力活动能
量消耗

体力活动是人体能量
消耗的主要因素。通
常情况下，占人体总
能量消耗的15%～
30%。



3.食物的特殊
动力作用
（SDA）

也叫食物热效应（TEF）指人体在摄食过程中
所引起的额外能量消耗，是摄食后发生的一
系列消化、吸收活动以及营养素和其代谢产
物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所消耗的能量。

不同产能营养素的特殊动力作用强弱不同，蛋
白质最强，其次是碳水化合物，脂肪最弱。

一般混合膳食的特殊动力作用所消耗的能量约
为每日消耗能量总数10%。



4.生长发育的
能量需要

生长期的婴幼儿、儿童
的生长发育中新组织
的形成、新生长组织
进行代谢需要能量。
孕妇体内胎儿的生长
发育、乳母分泌乳汁
等也需额外补充能量。



人体能量需要
量的测定与计
算



1.直接测热
法

待测对象进入一特殊装备
的小室内，小室周围被水
层所包围，机体所散失的
热量被水吸收，并使水温
上升。根据水温的变化和
水量，即可计算出人体所
散发的热量，也就是人体
能量需要量。



2.间接测热法

通过测量呼吸中气体交换
率，即氧气消耗量和二氧
化碳产生量来预测人体总
能量消耗量和一定类型身
体活动能量消耗量。可以
准确测量人体基础代谢能
量消耗。



3.膳食调查法

准确计算出一定时间内
（不少于15天）摄入的
食物所含能量，同时测
定同期内体重变化，即
可确定成年人平均的能
量消耗。



4.生活观察法

专人跟随调查对象，详细记
录24小时内各项活动及所占
用时间。将同样的活动时间
合并，计算出其所消耗的能
量。各项活动所消耗的能量
总和，加上食物特殊动力作
用消耗的能量，即可得出一
日的能量消耗量。



自測法 第一步：计算基础代谢率（BMR）
女性：BMR=655+(9.6x体重公斤数）+(1.8x
身高厘米数）-（4.7x年龄）
男性：BMR=66+(13.7x体重公斤数）+（5x身
高厘米数）-（6.8x年龄）



第二步：计算每日总消耗热量



能量測定儀

1．实时监测并显示人体运动消耗的能量；
2．计算人体基础代谢所需的能量；
3．计算并显示人体总消耗热量。人体总消耗热量是
某时期内基础代谢消耗能量和运动消耗能量之和，
某时期内的总消耗=基础消耗+运动消耗。
4．用简化方法摄入食品类和重量，计算并显示人体
摄入能量、摄入能量与消耗能量的平衡情况，即“余”
或“欠”。



传统上的《免疫学》和《营养学》 。
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并不存在相互关
联。《免疫学》是研究人体免疫系统
的构造及功能的，它没有涉及如何提
升免疫功能的问题，而且不够完善。



下节课预告

1.應用食療基礎

2.兼谈營養與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