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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中醫
來到這安心的園地 
您認識到的有可能是 
全世界第一位中醫紮根教育者 
 
一位從幼稚園開始教中醫 
努力小學、國中、高中、成人中醫教育的小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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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方十帖演講摘要(五)

說明：此為演講，尚未經鑑定，僅為sgd聽演講CD二遍後摘要紀錄，草成此篇。
 
老師：大家請合掌
      藥師微妙十二願                
            琉璃光明過日月
            圓滿眾生咸成佛
            大悲世尊前頂禮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大家請放掌
 
一、補充講義：
  1.補充講義一：我們先看有英文的這一張，請班長念文章一遍
讀者請看這篇美國的最新關於使用女性賀爾蒙的報紙剪報報導，他們証實服用女性賀爾蒙會導致心  
臟病，此篇來自AMA，2004年10月1日登在本地報紙上，我很佩服美國的醫學專家們，他們很誠實
的公佈給大眾，他們研究的結果，這篇告訴所有女性在服用女性賀爾蒙後會產生瘀血塊，然後引發
心臟病，並且AMA早在2003年就公開表示，完全沒有証據顯示服用女性賀爾蒙代用品，可以預防骨
質疏鬆症，而台灣的西醫卻視而不見，繼續的欺騙要求台灣婦女多吃女性賀爾蒙，並且威脅說，妳
不吃就會得到骨質疏鬆症，這類不誠實的醫師，我們要唾棄他。我告訴婦女們實際臨床上，我可証
明服用女性賀爾蒙不但無法預防骨質疏鬆症，反而更容易得到骨質疏鬆症的，不只是發心臟病而
已。

     有機會請讀者進入美國的AMA的網站去看看最新的醫學新知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當你越
了   解西藥，你必然越喜歡中藥，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會去吃西藥的，想想我中國五千年以上的固有
文化真是偉大的無話可說 ，雖然經過八國聯軍非法的略奪我國文物，使的許多稀世珍寶流落國外，但
是中醫學卻是腦中的知識，任誰也無法拿走中醫學的神髓，它ㄧ直就存在於我國社會民間，就好像小
偷只能偷走你的身外之物，但是卻偷不走你的知識一樣，而中醫學將在這個21世紀大放異彩的，將會
爲中國人創造世界級的地位，勸君不要再服西藥了，當然如果你活的很不開心很想早早翹辨子，長期
吃西藥是很好的解決生命方法。

(漢唐中醫學院院長倪海廈醫師評論)
 

2.補充講義二：其他自己看，請班長念倪院長評論即可。

檸檬帶皮榨汁─有益健康

【2004年11月02日中時電子報】
孫安迪問：有人建議我以果汁機連皮帶果實榨檸檬汁飲用，但味道很苦，不知是否有礙或有益健康？

答：檸檬為芸香科柑橘屬植物洋檸檬的果實，有「美容水果」之稱。檸檬鮮果含大量的水分，因
此熱量很低，並含有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維生素 A、B1、B2、C、菸鹼酸，礦物質鈣、
磷、鐵、鉀等，還含有多種黃酮類、有機酸、香豆精類、固醇類、揮發油等；果皮含橙皮甙、柚
皮甙、香葉木甙、新橙皮甙、檸檬醛、檸檬苦素等；種子含黃柏酮、檸檬苦素。
    檸檬的苦味主要來自果皮和種子中的檸檬苦素。如怕苦，可加適量黑糖服用。檸檬皮含有相當
分量的檸檬醛，可對抗維生素A，所以定膳食中的維生素A攝取量足夠，才能吃大量的檸檬皮。檸
檬果皮中所含的橙皮甙和柚皮甙，具有抗炎作用；橙皮甙除抗炎作用外，還有抗病毒、利膽、抗
潰瘍、降血壓、降膽固醇和減輕或改善主動脈粥樣硬化。

    ◎檸檬汁具有很強的殺菌作用，有助於消化吸收，也能防止黑斑和雀斑的形成。
    ◎檸檬汁含有大量的檸檬酸鹽，能抑制鈣鹽結晶，阻止腎結石形成；檸檬酸與鈣離子結
      合成可溶性絡合物，能防治高血壓和心肌梗塞，但胃潰瘍和十二指腸潰瘍者不宜食用。

（台大醫師、免疫學博士孫安迪答覆）
 

評論
 

         如果台灣學者皆如此人般，我就不需要再罵人了，上次此學者發表有關蔥,薑,蒜,辣椒等，富含所
謂抗
          氧化劑等，對於疾病與癌症都有很大幫助，現在又說果皮，這都是非常正確的論點，自然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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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從
          未犯錯，只有我們人類一直在犯錯，會去相信吃維他命片的人，根本就是笨蛋，連自然界的自
然法
          則都不懂，我們要吃自然飲食與天然調味料才是最正確的。捨棄任何含人工添加物與濃縮過的
食品。
 

(漢唐中醫學院院長倪海廈醫師評論)
 
3.這篇有英文剪報的時事報導就是美國AMA的文章，大家有空可以上網看一看。那個女性賀
爾  蒙不要亂吃，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據，漢唐中醫倪院長很關心婦女朋友，看見這剪報立刻就
貼到網站上，所以大家一定要告訴大家，不要被矇蔽了。
4.這一篇果皮，我們可以看到「大醫王的家」，我們的家那邊「琉璃光弘明」，早在去年，
甚至更早前年我在這裡上課時就講到「秋冬是吃柳丁與橘子皮的季節」，這一張時事評論是
今年11月2日漢唐中醫的時事評論，他也提到果皮，所以可見得我們的看法一直很相近，只是
還好我都事先講在前面，要不然我們就變成跟屁蟲了呵。其實這些檸檬啦、這些柑橘類的水
果，我們要吃的就是它的皮。其實在星期四講內經知要的時候，這週講四氣調神大論，講
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如何養生之道，有提到各個季節的飲食，提到各個季節的水果，那
就提到說秋、冬是柑橘類的水果，是吃柳丁、橘子的水果。所以大自然在這個時候生長這個
水果就是要給我們這個季節吃的，可是我們知道秋天是乾燥要補充水份，柑橘類是補充這個
水份，到了冬天是寒冷，而柑橘類因為水份太多，所以它也太寒冷了，所以到底要怎麼去吃
呢？也就要吃它的果皮，而且科學家也證實只有果皮才是最好的維他命C，那個不叫維他命
C，叫做檸檬酸。最好的維他命C是檸檬酸，而整個柑橘類水果其維他命C、檸檬酸都在果皮
當中，那你吃那麼多的果肉，水水的只會導致胃腸越來越寒冷，導致拉肚子。所以你要攝取
檸檬酸，攝取維他命C就只有在果皮。那果皮要怎麼弄呢？就是要泡，買一罐這種悶燒罐，
果皮先用大量清水洗乾淨，再用粗鹽給它洗一洗，把農藥給洗掉，要兩道手續，第一道先清
水，第二道用食鹽，就這樣子把農藥清洗掉，那沖洗掉之後才用泡的。你可以隨著身體狀況
來改變沖泡的調味，例如說你喉嚨很乾燥，想要    去滋潤它，可以加「冰糖」。那如果你感
冒了，可以不用葛根湯，柑橘類的果皮有揮發的精油，你就把它加上一些「生薑」下去給他
發汗，汗出燒就退。那小孩子秋、冬容易脹氣，身體遇冷裏面內臟肌肉平滑肌就不臑動，就
脹氣。果皮有很強的精油就可以消脹氣，又有很高的檸檬酸、維他命C這是秋冬的營養，所
以如果有脹氣可以泡泡果皮，可以加點「生薑」，「生薑」也可以消脹氣很好用，甚至你加
一點「鹽巴」也可以，「鹽巴」消脹氣的。那你要滋潤的就是冰糖，那你要透過果皮幫助身
體解毒可以加「黑糖」。請記得！我們講過糖尿病要吃「黑糖」，這「黑糖」使用時要下去
煮，是一開始就下去煮，不是你煮紅豆湯、煮綠豆湯煮好了加「黑糖」下去調味道。你要一
開始就將「黑糖」放下去煮，煮一煮，這「黑糖」就可以清熱、解毒、利尿。這個芸香科的
檸檬、橘子、柳丁….這類柑橘類的水果，都是要吃其果皮，才是真正秋冬養生之道，所以去
年網站我就貼出來「秋冬是橘子、柳丁的季節」，內容就是呼籲各位要吃果皮，結果，終於
等了一年多，孫安迪博士說要吃果皮，漢唐中醫說這個也是非常正確的論點。其實我們要
攝        取的是檸檬酸，維他命C與檸檬酸有點差別，檸檬酸是最高級的維他命C，維他命C酸
酸甜甜   的，檸檬酸帶點苦味，帶點苦味才是最高級的，那糖尿病要讓那個不該流失的不要
流失，也就        是尿糖不要流失，也就是要這個檸檬皮，將檸檬皮稍微烘乾一下，50oC烘乾
一下，水份脫掉然       後用蜂蜜炒過，拿這個檸檬皮來泡茶就可以減少尿糖的流失。糖尿病
血糖增加並不見得有尿糖，這是兩回事，有尿糖的可以用檸檬皮，用檸檬酸把它收斂回來，
它就不會流失掉，所以非常的好用。那我們更要知道的是，其實大自然給我們當令、當地的
水果就是我們該攝取的，那這個    季節我們該攝取的是果皮，所以上星期四上完課就有家長
跑來找我，說他對不起他的孩子，他        大量榨取柳丁汁給孩子吃，造成體質變得寒冷，那
鼻子一天到晚都出毛病，真的對不起孩子。聽君一席話，才恍然大悟。這個電子報是孫安迪
博士的，他是台大口腔免疫的醫生，孫安迪博士是一位非常典型棄暗投明的西醫的博士，他
就是發現到西醫真的是一籌莫展，西醫好像把口腔分成九科還是十一科，光是一個嘴巴口腔
就要分成這麼多科，你說要怎麼治病啊！所以孫安迪博士後來發現口腔潰爛不能癒合的，來
看病時就給一張安迪湯，你們知道吧！就是黃耆＋紅棗，就叫你回去煮。可是安迪教授，他
很可惜，他的中醫沒有經過高人指點，所以不懂分別陰、陽、寒、熱、虛、實，他如果遇到
嘴巴潰爛陽實的，如果給病人吃這個，一吃下去更潰爛，安迪湯這個黃耆＋紅棗修復嘴巴潰
爛是用在陽虛的，是蛋白質不夠。這口腔潰爛是蛋白質不夠，一直無法好好修補，吃這個就
OK了，可是安迪教授不曉得，所以他每一個都給這個，有的愈吃愈糟糕，但是他愛護中醫的
心，我們看了都很感動。再來還有一位讓我們很感動的，棄暗投明的謝貴雄教授，謝貴雄教
授是台灣過敏氣喘專科權威，他是台灣過敏氣喘協會的總召集人，他一年花國科會多少的經
費在研究氣喘，結果他講過一句話「我研究過敏氣喘三十年，我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過敏氣喘
可以治得好的」，他說「我一輩子失敗了」，所以到後來他申請國科會計畫，請中醫師設計
三個氣喘的處方，先西醫看病，再由中醫師來判斷哪一類型的，然後吃哪一種處方，研究出
來說中藥對過敏非常的好用。但是這三個氣喘的處方是不太實用的，用這個不太實用的都遠
超過謝貴雄教授的西藥，所以他才說「研究過敏氣喘三十年，到現在還沒有治好過一個」。
  5.我們看一下補充資料二評論劃線部份，「檸檬的苦味主要來自果皮和種子中的檸檬苦素。如怕
苦， 可加適量黑糖服用」，「檸檬汁具有很強的殺菌作用，有助於消化吸收，也能防止黑斑和雀斑
的形成」維他命C可以漂白，防止黑斑、雀斑的形成。「檸檬汁含有大量的檸檬酸鹽，能抑制鈣
鹽結晶，阻止腎結石形成；檸檬酸與鈣離子結合成可溶性絡合物，能防治高血壓和心肌梗塞，但胃潰
瘍和十二指腸潰瘍者不宜食用。」其實這一點有問題，胃潰瘍和十二指腸潰瘍者不宜食用。是因為
他不會分辨陰、陽、虛、實。再來我們要講腎結石的形成，雷久南博士一直在推廣用蘋果汁
排膽結石，那個七天排膽結石，其效果速度超過中藥，所以我很推崇這個。所以在去年九月
也發動排膽結石運動，反而是校內人排很少，校外人排很多，一個傳一個，傳了好多，這個
排膽結石方法真的很好用。但是雷久南博士用檸檬汁排腎結石，我是不會很鼓勵，因為腎結
石用中藥很快，我們這邊也有三帖、五帖就解決，也有三天或五天就解決的。用中藥把結石
溶解掉，有的還沒溶解掉就被利尿沖掉，沖掉後經過輸尿管時，如果劃破輸尿管就會出血，
所以好的腎結石處方要設計止血功能，而且流經輸尿管時會疼痛，還要有設計止痛功能。這
以前講過了就不詳細講，但是比較一下雷久南博士用檸檬汁排腎結石，你可以看見他在文章
後面註明有時候會痛得在地上打滾，所以其實這個方法也不是很好，而且檸檬汁大量的吃，
胃腸會受不了，他叫你一天吃12顆檸檬，那個胃腸會受不了，所以還是用中藥較好較快。但
是膽結石的話，給我醫的話，速度不會很快，所以我以為功力不是很夠，後來我在漢唐中醫
找到了，他們講他們也不是醫的很快，那腎結石可以很快。呃！還好。那大家應該要知道膽
結石的排法，以前我是把它貼在琉璃水長流，琉璃水長流是在○○大學那邊，現在已經被鎖碼
掉了，最近我們在搶救這些檔案當中，那以後有機會再把它貼出來，那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排
膽結石的訊息，應該廣為宣傳告訴親人朋友，不然台灣很多都變成無膽之人，膽都被割掉



了，這是很可憐很悲哀的。就像前幾天我們有一個病人，那個病人腦瘤，痛到非常痛苦，才
輾轉來找我們，後腦杓這邊有一根管子，他腦部有積水，可以隨時從這邊滴出來，這叫做科
技不叫醫學。你既然身體有辦法產生這些積水，你就有辦法從食物、藥物把積水從內部吸收
掉，爲甚麼要給你裝一條管子，看了多可憐呀！不過那個，我不是很想跟他醫，我很沒有愛
心，不想幫他醫，我只想幫他止痛一下。遇到腦瘤，親戚朋友就七嘴八舌，有的說要這邊大
醫院，有的說要那邊大醫院，有的說要中醫，他也莫衷一是，那時候很緊張沒辦法判斷，所
以就失掉理智，痛的沒辦法才找我們，那他找我們當作甚麼，不喜歡這種病人。所以我說大
家來上課，上課你才有辦法有智慧來判斷，緊急關頭你要選擇哪一條路，對不對？
       賀爾蒙這邊女性朋友一定要告訴女性朋友，所以這一張一定要保留。
 

 

 
 
歷史上的今天:

●     熱痙攣的小孩燒退了(2008-09-03)
●     農藥(2008-09-03)
●     感恩(2008-09-03)
●     生活必備良方(2008-09-03)
●     良方十帖演講摘要(一)(2008-09-03)
●     良方十帖演講摘要(二)(2008-09-03)
●     良方十帖演講摘要(三)(2008-09-03)
●     良方十帖演講摘要(四)(2008-09-03)
●     良方十帖演講摘要(七)(2008-09-03)
●     良方十帖演講摘要(九)(2008-09-03)
●     良方十帖演講摘要(十)(2008-09-03)
●     家家必備十良方(2008-09-03)
●     注意補充水分(2008-09-03)
●     保健筆記(皮沙士講學員OO謄)(2008-09-03)
●     感冒筆記1(皮沙士講OO學員謄)(2008-09-03)
●     感冒筆記2(皮沙士講OO學員謄) (2008-09-03)
●     感冒筆記3(皮沙士講OO學員謄)(2008-09-03)
●     感冒筆記4(皮沙士講OO學員謄)(2008-09-03)
●     上課謄稿聲明(200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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