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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元名稱 

青青青草巷－臺灣的救命之道 

貳、設計理念 

   青草巷，這個美麗古樸的名字，是臺北負有盛名的青草要集散地。負載著移

墾歲月的救命任務，在現代醫學的衝擊中，繁華似乎已成為過眼雲煙。然而，小

小的青草巷，卻頑強地在時代中更新、蛻變、轉型，成為觀光景點，也為現代人

保留一個自然的天地。我是一個臺北的老師，看到現有的教科書上，常會提到三

峽藍染、提到白米木屐，提到一堆從小到大我未曾到過的社區，卻鮮少提到臺北

市的青草巷。因此，我想來為青草巷，這個我們常會經過的地方，設計一連串的

教學活動。希望透過這些教學活動，能夠讓孩子們更加熟悉自己居住的環境。原

來，臺北市除了 101，除了動物園，還有這麼多可愛的地方。 

    提到青草巷，不能不提到青草藥。然而，現代的學生，由於飲食及醫療習慣

的改變，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對青草藥都十分的陌生。對青草藥的印象，停留

在「天然植物提煉」的廣告。也因此，我把一些青草藥的相關常識，融入教學活

動中，希望我們的孩子，除了能認識青草巷，也能瞭解身邊的花花草草，原來不

只是「野草」，它們有著獨一無二的名字，也有意想不到的功效。透過對周遭植

物的瞭解，讓孩子能夠愛青草、愛自然，能夠與自然和諧共生。歲月流轉，今天，

青草巷裡仍嗅得到草藥的芬芳，青草店裡的一片片葉子，仍努力綻放出最和煦的

微笑。希望這份教學設計，能讓孩子產生走訪青草巷的興趣，感受青草巷樸實的

熱情，感受青草茶的濃醇甘甜，在越來越熱的世界裡，能夠「心涼脾肚開」。 

    提到青草藥，我們不得不正視國人用藥的問題。臺灣民眾每年健保藥品支出

佔率為 25%，遠高於 OECD會員國的平均值（15%以下），然而國人對用藥安全

的知識，卻仍相當不足。國人常因為聽信媒體的報導，浮濫服用中藥、草藥、特

效藥、醫療食品及其他未經認證的藥物，導致臺灣的末期腎臟疾病 (ESRD) 盛

行率在世界排名中居高不下。所有的藥品，不分類別，全屬於知識經濟的產品，

唯有掌握正確的用藥知識，才能預防用藥的風險（王惠珀，2011）。因此，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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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中，除了指導學生認識中藥、西藥及青草藥的資訊，並引導學生從報章雜

誌中，擷取有用的醫療資訊，並判斷訊息內容的真偽，進而有效預防用藥風險。

藉由健康知能的培養，使學生能過更健康的生活。 

 

參、單元目標 

（ㄧ）教學目標 

認知 技能 情意 

1-1能認識萬華青草巷的

歷史發展與特色。 

1-2能熟悉一種以上校園

裡常見的青草藥。 

1-3能認識傳統中醫的診

療方式。 

1-4能知道用藥的正確觀

念。 

2-1能從醫療報導中提取

重點。 

2-2能根據醫療資訊，選

擇合適的醫療資源。 

3-1體認生活環境中植物

和人類生活的關

係，進而培養尊重自

然的態度。 

 

 

（二）對應分段能力指標 

【閩南語】 

1-2-1能聽辨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詞及語句的語音成分。 

【社會】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

關懷。 

2-2-1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4-2-2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自然與生活科技】 

1-2-1-1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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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人文】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

及心中的感受。 

【健康與體育】 

7-2-2討論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7-3-2選擇適切的健康資訊、服務及產品，以促成健康計畫的執行。 

【綜合活動】 

2-3-4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統，並分享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他人。 

【環境教育】 

1-2-3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3-2-1思考生物與非生物在環境中存在的價值。 

 

肆、領域統整 

※教材銜接係以康軒版為例。 

教學活動 相關領域及教材銜接 

來搗草藥吧 【社會】 

1. 四年級上學期：、「灌溉設施與農具」。 

【健康與體育】 

1. 三年級下學期：「生病時該怎麼辦」、「飲食你我他」。 

青青青草巷 【社會】 

1. 四年級上學期：「家鄉的環境」、「廟宇與老街」。 

2. 四年級下學期：「產業的新發展」。 

【自然與生活科技】 

1. 三年級上學期：「植物與生活」。 

【閩南語】 

1. 五年級上學期：「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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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 

1. 三年級下學期：「生病時該怎麼辦」、「飲食你我他」。 

就在你身邊 【自然與生活科技】 

1. 三年級上學期：「植物與生活」。 

【閩南語】 

1. 五年級上學期：「感冒」。 

【健康與體育】 

1. 三年級下學期：「生病時該怎麼辦」、「飲食你我他」。 

救命之道 【社會】 

1. 四年級下學期：「產業的新發展」。 

【閩南語】 

1. 五年級上學期：「感冒」。 

2. 五年級上學期：「作田人」。 

3. 六年級上學期：「臺灣好 」。 

【健康與體育】 

1. 三年級下學期：「生病時該怎麼辦」。 

2. 六年級上學期：「誤服藥物怎麼辦？」 

「藥」你健康 【健康與體育】 

1. 三年級下學期：「生病時該怎麼辦」。 

2. 六年級上學期：「誤服藥物怎麼辦？」 

醫療重點 【健康與體育】 

1. 三年級下學期：「生病時該怎麼辦」。 

2. 六年級上學期：「誤服藥物怎麼辦？」 

 

伍、教學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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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學生。 

陸、教學時間 

教學節數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第一節 來搗草藥吧 7分鐘 

第二節 青青青草巷 33分鐘 

第三節 就在你身邊 40分鐘 

第四節 救命之道 40分鐘 

 「藥」你健康 40分鐘 

第五節 醫療重點 40分鐘。 

 

柒、課程架構 

 

 

 

 

 

 

 

 

 

 

捌、教學過程 

教學目標 教學流程 教學時間 教學評量 

 

教學目標 

壹、準備活動 

一、來搗草藥吧 

 

7分鐘。 

 

1. 口語練習 

青草藥 

中藥 

正確用藥 

藥草仙 

媒體 

西醫 

中醫 

分辨醫療資訊 

西藥 

傳統的醫療 

現代的醫療 

種類 

醫療資源 

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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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力指標 

健康與體

育： 

7-2-2  

綜合活動： 

2-3-4 

閩南語： 

1-2-1 

環境教育： 

1-2-3 

 

1. 學生在下課時，到花圃去撿拾一些落

葉或小草(剛落下來、含有些微水氣

的)。 

2. 教師準備杵、臼，並介紹杵和臼的閩

南語讀法： 

(1) 杵 thú  

(2) 臼 khū 

3. 學生將蒐集來的落葉和小草，鋪在臼

的底部。 

4. 每個學生輪流用杵敲臼底部的落

葉、小草三下。 

5. 敲的時候，可以將臼湊近鼻子，聞聞

看散發出來的氣味，並觀察葉子和小

草的變化。 

※根據班級大小及臼的規模，每個人

可以敲的次數可加以調整。 

 

 

 

2’ 

 

 

 

 

1’ 

 

4’ 

2. 活動參與 

 

教學目標 

1-1 

能力指標 

社會： 

1-2-1 

1-2-3 

2-2-1 

貳、發展活動 

一、青青青草巷 

1. 教師說明青草藥的意涵：有的天然植

物，本身具有療效。 

2. 學生觀賞線上新聞「萬華百年青草巷 

走過歷史記憶的軌跡」（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

49W3bNcp8Q）與「天熱喝涼茶 萬華

青草巷生意好－民視新聞」（網址

 

72分鐘。 

3’ 

 

10’ 

 

 

 

 

 

1. 專心聆聽 

2. 討論參與 

3. 課堂發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49W3bNcp8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49W3bNcp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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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

zVUDG1-UfU)。 

3. 各組發表自己對這兩部影片的想法： 

(1) 我從影片中學到的東西。 

(2) 影片中讓我覺得很可疑的地方。 

4. 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思考： 

(3) 這些影片的目的是什麼？ 

(4) 影片中出現了哪些人？這些人

的立場是什麼？ 

(5) 拍攝者的立場如何？ 

(6) 有沒有特別強調什麼？或者掠

過什麼沒講？ 

5. 學生發表他們的想法，教師將學生的

答案整理在黑板／白板上。 

 (第一節完) 

 

 

 

20’ 

 

 

 

 

 

 

 

 

 

 

 

 

教學目標 

1-2 

3-1 

能力指標 

社會： 

4-2-2 

自然與生

活科技 

1-2-1-1 

二、就在你身邊 

1. 教師展示校園常見青草藥的圖片，說

明其藥性與特色(詳見附錄二)，學生

在觀賞圖片的同時，可以說說看：校

園中的哪個角落可以看到這些植

物？ 

2. 教師提醒學生：不宜輕易採不熟悉的

植物來食用，以免發生危險。 

3. 全班票選：「最感興趣的校園青草

40分鐘。 

10’ 

 

 

 

 

2’ 

 

3’ 

1. 完成學習

單「身邊

的青草

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VUDG1-Uf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VUDG1-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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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3-2-1 

藥」。 

4. 全班一起到校園裡，觀察班上最感興

趣的校園青草藥。教師可引導學生，

摘下一片葉子，在手掌中揉一揉，聞

聞看青草藥的氣味。 

5. 完成學習單「身邊的青草藥」(附錄

三)。 

(1) 學生可以用文字敘述，也可以用

手繪、拓印、攝影、查資料等方

式，來陳述該青草藥的外觀。 

(2) 手繪青草藥的範例可參考： 

樓梅芳、江合隆、邱文良、楊國

禎、呂勝由(2000)。台北植物園

自然教育解說手冊：植物篇。臺

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三節完) 

 

5’ 

 

 

 

20’ 

 

 

 

 

 

 

 

 

 

 

教學目標 

1-3 

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

文： 

1-2-3 

健康與體

育： 

參、綜合活動 

一、「救命」之道 

1. 教師口頭介紹中醫的診療方式：望、

聞、問、切(詳見附錄四)。 

2. 教師每介紹完一種診療方式，留 30

秒的時間給學生，讓學生根據自己的

理解，以四格漫畫的方式，畫出望、

聞、問、切四個步驟（如附錄五學習

單：「救命之道」）。 

 

80分鐘。 

10’ 

 

 

 

 

 

 

1. 完成學習

單「救命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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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教學目標 

1-4 

 

二、「藥」你健康 

1. 教師澄清用藥觀念： 

(1) 藥品的作用雖包含治療、預防及診斷

疾病，但如果沒有依照適應症使用藥

品，可能會危害身體健康。 

(2) 就算生病症狀相同，不同的人服用

後，產生的作用也會不同。因此，不

要和親友分享醫生開立給你的藥物。 

(3) 有些人認為，中西藥合併吃可以有互

補效用藥物的效用。其實，未經證實

的藥品組合可能會產生藥效加強或

減弱而中毒。 

(4) 藥物的副作用係指：當藥品的療效發

生在我們預期之外的部位。 

(5) 服藥期間若有任何不適症狀，應盡速

請教醫師或藥師，了解原因及解決方

法。 

(第四節完) 

30’ 

 

 

教學目標 

2-1 

2-2 

能力指標 

健康與體

育： 

二、醫療重點 

1. 閱讀《康健雜誌》文章〈感冒看中醫

真的好嗎〉（附錄六），將文章中的重

點畫下來，並做摘要敘述。 

（第五節完） 

40’ 1. 將指定文

章中的重

點畫下

來，並做

摘要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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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綜合活動： 

2-3-4 

 

玖、教學評量 

1. 課堂參與 

(1) 運用杵、臼。 

(2) 欣賞新聞報導。 

2. 課堂發表 

(1) 發表自己對「萬華百年青草巷 走過歷史記憶的軌跡」、「天熱喝涼茶 萬

華青草巷生意好－民視新聞」兩部影片的想法： 

A. 我從影片中學到的東西。 

B. 影片中讓我覺得很可疑的地方。 

3. 完成學習單 

(1) 身邊的青草藥（附錄三）。 

(2) 救命之道（附錄五）。 

(3) 感冒看中醫真的好嗎？（附錄六） 

 

拾、教學成果 

一、活動照片 

 

觀賞有關青草巷的新聞報導「萬華百年青草

巷 走過歷史記憶的軌跡」與「天熱喝涼茶 

萬華青草巷生意好－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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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影片內容進行討論。 

 

陳述自己從影片中學習到的內容。 

 

指出報導內容中不合理的地方。 

 

練習從醫療報導中摘錄重點。 

 

二、學生從影片中學到的東西 

1. 夏天要消暑不用買貴的飲料，可以買青草茶，買溫溫的比較好。 

2. 夏天喝青草茶不要喝冰的。 

3. 以前感冒都吃青草藥，現在都吃西藥，欸……中藥加西藥。 

4. 萬華的青草的那個青草巷。 

5. 青草茶在以前被當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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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能喝冰的青草茶，否則會有反效果。 

 

三、學生認為影片中很可疑的地方 

1. 我覺得那個老阿嬤口齒不清，實在太可疑了。第二部影片夏天喝什麼青

草茶，老闆說什麼東西都成長兩成，實在超級可疑。 

2. 根本就是在拍廣告。 

3. 老闆的話有被剪接過，一定有問題！？ 

4. 拍這部片就是要我們去買這種東西，有廣告嫌疑。 

5. 為什麼冰的青草茶喝多了對人體不好？ 

6. 第一部影片不是說青草巷沒落了嗎？為什麼第二部影片裡說還有很多人

去？ 

 

四、「望聞問切」四格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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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醫療報導中擷取重點 

  

 

拾壹、教學省思 

1. 漫畫有助於學生對醫療資源的認識 

從學生畫的四格漫畫可以瞭解到：對於中醫四診，學生最容易產生的迷思概

念就是「切」。切的意思是用手觸摸了解病情，但部分學生以為是要用刀切。

透過四格漫畫，鼓勵學生將他們學到的醫療資訊畫下來，可以讓學生主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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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芻他們學到的醫療知識，也能讓教師檢視學生的理解情形。 

 

2. 學生對醫藥資訊的利用仍有待加強 

   教學後發現，學生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容易受到報導影響，表示自己也要

去購買青草藥的意願。透過適當的引導，學生便可以從報導者的立場，分析媒體

報導中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從紙本的醫療報導中提取有用訊息的能力，則有待

加強。未來用藥知識的教學，宜讓學生接觸更多元的醫療報導，並引導學生分辨

醫療報導的真偽，並從中擷取有用的醫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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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青草巷」補充資料 

青草巷的位置 

  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二二四巷。 

青草巷的歷史 

    在清朝傳統農業社會的時代，因為正值開墾之初，有很多流行疾病，但漢藥

店及中醫生並不普及，人們在生病的時候，沒有醫院可以看病，也沒有診所可以

拿藥，所以生病了，就只能靠著街坊鄰居口耳相傳的草藥秘方，或是到廟裡求來

的廟籤，去採買所需要的青草，回到家熬煮、治病。 

   當時因為艋舺龍山寺內附有藥籤，許多的信徒就向觀世音菩薩以及後殿的華

陀仙師求籤治病，因此在龍山寺附近巷道，就聚集了許多青草攤販，在光復過後，

逐漸在西昌街附近聚集，尤其是西昌街二二四巷內，更集中了不少青草商家，所

以，不僅擁有「青草巷」的美名，更有「救命街」的尊稱。 

蛻變轉型 

   健保開辦後，醫院低費就診，教育普及，曾使青草業績滑落。 

   在民國九十年的時候，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編列了三百五十萬，來進行青草巷

整修工程。現在的青草巷，在經過整修之後，搖身一變成為清新、明亮又不失古

早味的老街。那採光充足的頂棚與花草紋、吉祥圖案的人孔蓋，以及仿古鑄燈……

等，都是青草巷美化過後的特殊景觀。除此之外，文化局還在靠近龍山寺旁的廣

州待通道的木牆上，設置了十二面解說牌，並附上清末一八九五年間的艋舺古地

圖，以及昔日老店家販售青草藥材的黑白老照片，並詳細記載著青草巷的歷史、

以及草藥的功效，並以中、英、日三種語言來說明，此舉不僅青草巷的歷史得以

保存，更能讓世界各國的觀光遊客，能夠清楚的了解青草巷的歷史、來龍去脈，

以及青草藥材所帶來的功效。 

    隨著時代的進步以及各種天然健康食品的崛起，「青草巷」店家目前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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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調製的「青草包」以及「藥草宅配服務」，讓忙碌的現代人省去許多清洗及

熬煮的時間，因此也頗受年輕族群所喜愛。 

特色 

   青草巷內幾乎每一家都是以販賣青草為業的青草店，此外，每間青草店家都

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傳承著前人所留下來的經驗與知識，因此每個店家都或多或

少，都有所謂的「傳家秘方」。草藥來源，以臺灣本地所產的為主，種類多達一、

二百種。北部供應新鮮的藥草，來自於陽明山與濱海公路一帶；南部運上來的則

多經由處理過後的乾燥藥草。 

   青草店家老闆很多是從採草人開始，社會變遷採草人所採的青草也有不同，

最早時只採野生的青草如咸豐草....，而現在很多是栽種的青草如茅根.......

等，從原本一斤 20元的青草，到現在一斤 50元，看出青草走過的歷史痕跡。 

   青草巷不僅僅是救命巷，同時也伴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成長。位於萬華西昌街

上的青草巷，如今不但是臺灣最富盛名的青草集中區，也成為艋舺龍山寺附近著

名的觀光景點。 

 

資料來源  

不倒翁團隊（2010）。青草巷的興衰。取自一生不悔－迷戀臺北青草香

http://tumbler2010.blogspot.com/2010_09_05_archive.html 

葉雲彩（2011）。【景點】艋舺救命街 西昌街青草巷。取自

http://easy.sina.com.tw/scenic/article_contentid-1279.html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0）。基本用藥常識。取自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

服務網 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27 

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27


 18 

 

附錄二校園中常見的青草藥 

功效 說明 青草藥 

清涼退火     適合製作涼茶的青草。製作中式的

涼茶，從青草的選擇，分有新鮮和乾燥

兩種，新鮮宜選擇有生氣、色澤鮮豔

者，乾燥則以散發青草香，沒有霉味最

佳。煎煮前，一定要將所有的青草藥材

清洗乾淨，因為新鮮的青草常有泥土，

而乾燥的青草，最好以水將灰塵雜質洗

去，新鮮的香藥草，則也要以水清洗，

但以機器烘乾的香藥草，可直接沖泡。 

大花咸豐草 

 

木棉 

 

彩葉草 

 

薄荷 

 

小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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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解毒     這裡所說的毒，是火熱極盛所致，

稱為「熱毒」或「火毒」。使用能清熱

邪、解熱毒的藥物，治療熱性病的裡熱

盛及癰瘡、癤腫疔毒、斑疹等，即是清

熱解毒法。 

龍葵 

 

藥浴     藥浴是藉由溫度與水波的活動加

入藥材，藉由加入藥材揮發出來芳香氣

味與沐浴的愉快心情，讓身心保持舒暢

的感覺，對筋骨慢性損傷的復原有正面

幫助。香茅草、艾葉、當歸、川芎、紅

花，放入的藥材種類不用太多，藉由所

添加藥材散發出來的芳香味，來緩和精

神情緒緊張的方法。 

    藥草浴的方法：將藥包放入鍋中，

加入一鍋水，煮沸後轉為小火約 30 分

鐘在將濃液倒入浴缸，水溫適中即可入

浴。 泡藥浴的時間約 20至 30分鐘，

泡澡後易流汗，喝杯熱茶補充體內的水

份。 

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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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纓丹 

其他 根及花有通經、祛瘀之效用。  杜鵑 

 

 種子清熱解毒，可治咽喉腫痛。樹皮具

解毒止痢化痰止咳之功效。葉片祛風清

熱，可止咳止痛。 

欖仁樹 

 

 可用於高血壓、尿血、水腫。  車前草 

 

 可化痰生津且有美顏之作用，入

藥有化痰、止咳、生津、止牙痛

等作用。  

桂花 

 

 富含多種營養成分，具有增強消

化、潤滑肌膚及預防壞血病之功

效。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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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影片可供教師教學使用。 

 

資料來源 

教育部(2011a)。臺灣草藥。取自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health.edu.tw/health/portal/index/index00/index.jsp 

臺北市弘順青草店(2011)。百草圖鑑。取自臺北市弘順青草店

http://www.5657.com.tw/yihsheng/p02.htm 

醫砭‧沈藥子(2011)。中醫名詞術語辭典。取自醫砭 線上醫書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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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寫出三種校園裡常見的青草藥。 

(1)                         

(2) 

(3) 

我最感興趣的青草藥是：_________________。 

我們班觀察到的青草藥是：_______________。 

校園青草藥觀察紀錄 

氣味： 

 

外觀： 

 

 

 

 

 

(可以用文字寫出來，也可以手繪、拓印或拍照) 

 

________國小____年____班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 
附錄三 

身邊的青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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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中醫傳統的診療方式－望、聞、問、切 

診療方式 說明 方式 

望     望診的主要內容是觀察人

體的神色形態，醫生運用視覺從

病患之臉色、眼色、精神氣色及

外貌形觀看出端倪。 

常用的方式有：望神、望色、望

形態、舌診、望顏面、望頸項、

望頭髮、望皮膚、望苗竅、望指

紋、望二陰、望排出物。 

聞     聞診包括聽聲音和聞氣

味，其基本原理在於聲音和氣味

都是由臟腑生理和病理活動中

所產生的，所以能反映出臟腑的

生理和病理變化。 

聞診包括聽聲音、聞氣味兩方

面。其中聲音包含了說話聲、腳

步聲、動作聲、呼吸聲以及咳嗽

聲等各類聲音。藉由判斷所聽到

聲音的強弱及頻率是否正常來

作為辨證的依據。而氣味則包括

了口氣、汗氣、體臭、鼻氣及排

出物氣味等。藉由氣味的濃厚來

反映出病者身體的寒熱虛實狀

況。 

問     問診，即向病人或其家屬有

步驟、有目的地詢問病史。問診

是詢問病人疾病的發生與經

過，問清病人的主要痛苦與症

狀，了解病人的體質、生活習慣

等有關內容，以達到掌握重點，

結合其他三診來診察疾病的目

的，並為辨證蒐集有關的資料。 

醫生在診斷中要有目的、有次序

的查詢病情，詢問的內容包含

了：問姓名、年齡及職業等一般

情況；問病發時的經過及現在的

症狀；問以前的病例資料；問個

人的生活情況；問家族的病史。 

切  可分為觸、摸、壓按三類。 



 24 

    切診的內容包括了脈診跟

按診兩部分，兩者同樣是運用

醫生的手，對病人體表進行

觸、摸、按壓，以了解病情的

一種診斷方法。脈診是按脈

搏，按診是對病人的肌膚、手

足、腹胸及其它部位的觸摸按

壓。  

  藉由診脈，可以判斷疾病

的病位、性質和邪正盛衰也可

以推斷疾病的進退預後。常用

的診脈部位有遍診法、三部診

法和寸口診法三種。醫生在診

斷時須注意到時間、體位、指

法等診脈的方法，然後依照脈

像所顯示出來的病脈判斷出其

所代表的病症。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2011)。中醫四診。取自中醫藥資訊網

http://www.ccmp.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497&relno=497 



 25 

 

 

請試著以漫畫的方式，畫出中醫的診療方式－望、聞、問、切。 

①望：觀察人體的神色形態。 

②聞：聽聲音和聞氣味，瞭解臟腑的生理和病理變化。 

③問：向病人或其家屬有步驟、有目的地詢問病史。 

④切：運用醫生的手，對病人體表進行觸、摸、按壓，以了解病情。 

 

附錄五 

中醫四診 
○2  

○4  

○1  

○3  

____年____班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 救命之道 

http://star.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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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閱讀下面的文章，用有顏色的筆畫重點， 

並用 、 、 、 、 來標示重要程度。 

     不少選擇看中醫、吃中藥的人認為「中藥沒有副作用」，但事實並非如此。

「有藥效就有副作用，」長庚中醫醫院中醫內科主治醫師郭忠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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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看中醫比較好嗎？ 

 

    有人擔心西藥副作用，感冒轉求

中醫治療，但吃中藥真的沒有副作用

嗎？中醫如何治癒感冒？ 

    感冒時，有人不看醫生讓身體自然

復原，有人則擔心西藥的副作用，或是

吃了西藥不見好轉，因此改求中醫治

療。但也有人認為中藥的藥效慢，不能

馬上解 除症狀，感冒也會拖很久才好。 

     當感冒症狀嚴重想求醫時，中醫

如何治療？一定要吃很久的中藥才會

好嗎？ 

中藥方隨個人體質及症狀變化而不同 

    中醫治病強調辨證論治，依個人的

症狀表現及體質開立處方，而且還會因

為病程的變化而改變藥方，像是感冒的

病程可能在幾天之內就有變化，例如一

開始病人是發冷、流清鼻水，屬於風寒

型感冒，醫師會用一些散寒、溫熱的藥

方，但可能經過二、三天後，病人開始

出現喉嚨發炎、鼻涕黃稠的熱象，這時

候反而需要服用清熱的藥。或者有些人

原本體質偏熱，藥方中會加入一些清熱

涼補的藥，而有人體質虛弱，則還會加

上補氣或是補益脾胃的藥。 

    至於說中醫治療感冒比較慢，多數

中醫師並不認同。根據臨床成效甚至中

醫師自己個人的經驗都發現，只要診斷

正確，對症下藥，通常吃 1～3 天的中

藥，症狀就能改善或解除。 

    郭忠禎醫師當年還在學中醫時，有

一次感冒，身體發熱又怕冷，並且頭

痛、噁心反胃，晚上甚至脖子僵硬疼痛

到無法睡覺。 

    一開始他到住家附近的中藥行，老

闆給他祖傳專治感冒的藥方，但他吃了

兩天卻沒效，後來他查中醫書，發現中

藥「葛根湯」對治的症狀和自己的情況

很像，於是就開這個藥方來吃，才服完

一帖，症狀就消失了，令他印象深刻。 

    郭忠禎說，正常情況下，服了中藥

大約 3～4 天，感冒症狀都會改善甚至

完全解除。如果吃了中藥一星期沒有好

轉，或是超過兩星期還不好，除了一些

病人原有的慢性問題或個人體質問

題，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調理之外，有可

能是服用的劑量不夠，或者根本沒有對

症下藥，這時候應該要換藥方了。 

治療感冒，更要調理脾胃 

許多人感冒的症狀好了，卻留下腸胃不

適的情況，例如胃脹、食慾不振、拉肚

子、便秘等等，尤其服用西藥的抗生

素、抗組織胺等，容易見到這些副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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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傳統醫學

科針傷科主任陳萍和指出，由中醫角度

看，西醫 治療感冒的藥物多半屬於寒

涼性，容易損傷脾胃，所以臨床上常看

到咳嗽、流鼻水也許好了，但病人卻出

現胃口不好、便秘等腸胃道問題。 

所以中醫治療感冒，除了解除感冒引起

的症狀之外，還要調養脾胃，治療感冒

才算完善。 

而且中醫認為「四季脾旺不受邪」，將

「脾胃」照顧好，人體才能養足「正氣」  

來對抗「外邪」（例如感冒）。 

    陳萍和說，感冒初癒時，不宜太過

勞累，而且適合吃四神湯、薑湯等溫補

脾胃的食療，或是調養脾胃的中藥方，

讓身體真正恢復平衡正常。否則感冒可

能很快又找來一次，或是病程拖得很

長，「門診看到很多上班族週休二日因

為有時間休息，所以感冒好了，但星期

一回去上班，症狀又出現了。」 

連續發燒、咳嗽不止，務必就醫檢查 

不論是自己休養，或者不吃西藥改看中

醫，有一些症狀不宜輕忽，最好趕快找

西醫進一步檢查，以免小感冒引起嚴重

併發症，甚至致命： 

●發燒超過一星期 

    一般感冒發燒多半 3～5 天，如果

持續或斷斷續續發燒超過一星期，即使

是不到 38 度的低燒，也要趕快就醫，

以免演變成肺炎等嚴重問題。 

    立法院醫務室中醫師程惠政說，曾

有一位小孩感冒持續發燒，退燒之後隔

一、兩天，又再燒起來，這種情況持續

超過一星期，因為是攝氏 37.8～37.9 度

的低燒，所以家長一開始沒有送醫，直

到有一天突然變成攝氏 39 度高燒，送

醫才發現小孩已經併發肺炎。 

●咳嗽不止，超過兩星期 

     要懷疑可能是其他疾病，例如肺

炎、肺結核、肺癌，或是誘發氣喘等等。 

●喉嚨嚴重腫痛發炎，已經出現黃稠痰 

    表示可能是細菌性感染或肺炎，需

要用抗生素治療，建議趕快就醫。 

●活動力、食慾變得很差，或者出現一

些非典型的感冒症狀 

    像是心跳加快、血壓不正常（上升

或下降）、胸悶、喘不過氣、出現水腫

等等，應盡快到西醫檢查。 

【感冒時這樣做，對嗎？】 

一、感冒時，不能吃生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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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間流傳說感冒時不能吃生菜水

果，否則感冒不容易好，但一般西醫或

營養專家卻認為，吃富含維生素的蔬果

有利預防或治癒感冒，究竟怎麼做才

好？ 

    程惠政醫師指出，以中醫角度看，

雖然大多數的蔬菜水果屬於寒涼性，但

只要不是大量攝取，例如三餐把水果當

飯吃，就不用擔心蔬果的寒涼性會加重

風寒感冒。 

     再者，如果有喉嚨腫痛、鼻涕或

痰黃稠等症狀的風熱感冒，反而吃一些

寒涼的蔬果，如水梨、番茄、楊桃等，

有助清熱，緩解症狀。 

    假使無法分辨是風寒或風熱感

冒，也可選擇平性的水果，例如蘋果、

葡萄、木瓜等，並將蔬菜加熱煮過再

吃，避免生菜沙拉，就無須忌口。 

二、喝薑湯可以讓感冒快一點好？ 

    感冒初期，感覺吹風受寒發冷，鼻

水清而稀時，喝一些薑湯的確有助發

汗，驅除風邪，但並不是所有感冒的人

都適合喝薑湯，一旦出現喉嚨發炎、腫

痛、鼻涕變黃稠時，屬於有發炎現象的

風熱感冒，就不適合再喝溫熱性的薑

湯，以免發炎症狀更嚴重。 

    而且有些人原本體質就偏熱，或者

感冒時，體內很容易化熱，馬上就出現

喉嚨痛、黃鼻涕等熱象，也不適合喝薑

湯，反而喝具清熱作用的菊花茶、桑葉

茶比較能緩解症狀。 

三、吃中藥真的沒有副作用嗎？ 

     不少選擇看中醫、吃中藥的人認

為「中藥沒有副作用」，但事實並非如

此。「有藥效就有副作用，」長庚中醫

醫院中醫內科主治醫師郭忠禎說。 

出現副作用多半和病人的體質有關，例

如病人本身脾胃功能比較差，平時雖然

沒有出現明顯不適的症狀，但如果吃了

含有通瀉作用藥材的藥方，就可能拉肚

子，這就是副作用。 

    此外，醫生開的藥方「不對症」時，

例如病人是風熱感冒，但醫生卻開溫熱    

的藥，病人吃了就可能喉嚨腫脹發炎、

口乾舌燥，這也是副作用。 

     只不過中藥大多是複方，由多味

藥材組成，各種藥材會輔助或制衡彼此

的藥性，因此引起的副作用比較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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