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秘籍大公开---家家必备十良方 
 

一、感冒为万病之源 
人体的大脑中有一造热中枢，能不断地产生热能，并调节温度以维持体温的恒

定（36.5度 C 左右），遇冷则毛细孔收缩，遇热则扩张以散热。一旦受寒邪、风邪

所侵，肌肉血管神经收缩，致无法正常散热，引起体温升高，即为发热或发烧；使

得代谢管道受到阻塞，代谢废物滞留皮下，刺激知觉、痒觉、痛觉神经，因而产生

搔痒，全身肌肉酸痛的现象，严重者造成骨节酸痛。侵及头部则头痛，至耳朵则造

成内耳不平衡、晕眩、欲呕；病毒若破坏视神经，就会出现角膜炎、结膜炎。侵及

鼻子则有鼻窦炎及鼻塞、流鼻水。其初始症状可能为流鼻涕，稀而白、甚至如自来

水般流不止。若不予理会，又加上抵抗力弱，病情就会逐渐加重；若一直发烧，就

会化热而呈现热症。（此时西药的退烧药及退烧针，只是抑制大脑的造热中枢，掩

耳盗铃而已，并没有真正退烧；假如人的正气强，烧退了，就可以抵抗病邪，病也

就好了。若本身身体虚弱的话，病就反反复覆，一直好不了，并会带来许多副作用。）

由流清涕而化热后，鼻涕、痰都会变黄、黏稠状。侵及呼吸道而咳嗽有痰；若痰停

于喉管不出则干咳。久咳则胸闷、有压迫感。侵及淋巴则导致淋巴肿。侵入咽喉部，

会使得咽喉发炎、扁桃腺发炎，严重时连吞口水都有痛感。侵入呼吸道则为气管炎，

到胸腔则演变成肺炎，到肠胃道则会腹泻或便秘，甚至并发急性肠炎。 
 

二、良方十帖介绍 
(对号入座、安全有效) 

(一) 对号入座 
 

葛根汤 初起感冒  

 

 
前额头痛，后头痛， 

脖子、肩膀、背部酸痛、

不舒服 
葛根汤 

 

 

 

 

 

 

 

 

 

 

 

鼻涕或痰 

麻杏甘石汤 黄黏稠 

小青龙汤稀稀白白似鸡蛋清 

 

 

 1小青龙汤 痰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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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门冬汤 干咳、黄黏稠 

咳   嗽 

 

 

 

 

 

 

 

 

吃冰或吹风就不舒服 

咽喉痛、发炎 

小青龙汤 

麦门冬汤 

喉咙不舒服 

苓桂朮甘汤 晕 
 

 

 

苓桂朮甘汤 

鼻涕或痰稀

白，或白稠或

青白色 

 

 

 

 

 

芍药甘草汤 痛 
 

 

 

 

平胃散 肚子不舒服  

 

 

 

一般水泻 

葛根芩连汤 急性肠炎 

拉肚子 

胃苓汤 
 

 

 

 

 

 

 

小柴胡汤 见药方解说 
 

 

 

(二) 药方解说 



 

葛根汤 

一般头痛、脖子、肩膀、背部酸痛都可以用。

感冒初起：头痛、发烧、恶寒、脖子、肩膀、骨节疼痛，而无汗。
 

 

 

注意事项：一直在流汗的时候，不要服用。平常吃不会发汗，但感

冒欲汗不得汗时，则会发汗。

 

 

 

 

小青龙汤 

注意事项----感冒第一、二天不可以使用。 

            鼻涕黄黄、浓浓、稠稠不可以用。 

寒性的气喘—气喘而有恶寒、流清涕或稀白的痰。 

过敏性鼻炎，气管炎、支气管炎，动不动就打喷嚏，流稀稀白白

的鼻涕(成泡沫状似鸡蛋清)。 

平常任何时候，只要见到流清涕就可以用。

感冒第一、二天不要用，第三天后不管有哪些症状，只要流清涕

或稀白的痰都可以使用，一吃不管是咳嗽、流鼻水、发烧恶寒，

通通可以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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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麻杏甘石汤 流黄稠的鼻涕或痰。 

热性的气喘、急性肺炎、热郁肺叶(胸闷、呼吸急促，唇红似擦

胭脂，量体温却不一定发高烧) 。 

 

 

 

 

 

小青龙汤    寒咳 

一吃冷、一吹风就咳(或不舒服)。 

咳嗽而痰白稀。 
 

 

比较 
 

麦门冬汤 热咳，干咳—咳嗽无痰，喉咙会痛、沙哑，或咳嗽痰黄稠。 

扁桃腺发炎。 
 

 

 

常说话者， 佳保养药方。 

 

 

几乎所有的晕都有效，包括内耳、前庭神经不平衡、低血压…等。



苓桂朮甘汤 

晕车(上车前就吃或用浓缩药粉填在肚脐，再上贴透气胶布亦

可；吃了不但不伤胃，反而胃口大开又健胃)。 

鼻涕倒流。青白色的痰或鼻涕。

眼压过高(平常眼睛、眼眶会胀胀的)。

 

 

 

 

 

 

 

 

芍药甘草汤 

打嗝、呃逆、放屁。肩腰腿脚痛、结石痛、脚无力…等，皆可

缓解。 

巴金森氏症、小儿脑性麻痹，皆可长期服用而缓解。 

全身一切挛急疼痛都可以用，尤其---痛经、小朋友半夜哭闹、

治腹痛如神(日本汉医博士极力称赞)、爬山回来小腿肚痛。 

中药的止痛药，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可以止痛，但简单安全有

效。 

 

 

 

 

 

 

 

 

平胃散 

注意事项：孕妇不要吃。(跟孕妇不能吃薏仁的理由一样，不要想得

太可怕)。

注：平胃散┼五苓散=胃苓汤。 

肚子不舒服、胀气、消化不良、吃坏东西(肚子痛、拉肚子)。 

 

 

 

 

 

 

 

胃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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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葛根芩连汤 

拉肚子、水泻、上吐下泻(包含某些霍乱)、一吃就拉。 

拉肚子不是很痛，拉的几乎都是水。

注：到大陆等落后地区旅游一定要带。

拉肚子来势汹汹、肚子会绞痛、大便黏稠、肛门重重的，一直

想拉却老是觉得拉不干净，口会渴，嘴巴也会干。 

急性肠炎、一切细菌病毒感染之拉肚子(大便黏黏稠稠似稀饭)。

注意事项：孕妇不要吃。

 

 

 

 

 

 

 

感冒的中间期(已经不再发烧、恶寒，或有轻微的发烧，而不恶寒)

口苦、咽干、目眩、心烦、胸胁闷痛、食欲不振、有想吐的感觉。

眼睛、耳朵、咽喉不太舒服、耳鸣、淋巴结疖。 



小柴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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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阶应用---举例： 
1.口苦、眼睛不舒服、发烧、喉痛---小柴胡汤(3 克)┼麦门冬汤(3 克)。 

2.内耳不平衡、晕眩、眼压过高---小柴胡汤(3 克)┼苓桂朮甘汤(3 克)。 

3.发烧、鼻涕黄稠、咳嗽、喉咙痛---麻杏甘石汤(3 克) ┼麦门冬汤(3 克)。 

4.口苦、眼睛、耳朵不舒服、发烧、头痛、淋巴有节疖，肚子痛-小柴胡汤(3 克)

┼芍药甘草汤(3 克)。 

5.喉咙不舒服、紧张就咳---麦门冬汤(3 克) ┼芍药甘草汤(3 克)。 

6.感冒引起拉肚子----小柴胡汤(3 克)┼平胃散(3 克)。 

7.感冒发烧，并发急性肺炎、喘、高烧不退---麻杏甘石汤(3 克)┼鱼腥草(1~2 克)，

一吃马上改善。 

8.初起感冒，就鼻腔热热的，连自己呼吸都感觉到干干热热的，甚至会痛---葛根

汤(2 克)┼黄芩、桑叶、菊花(各 0.5 克)。(注：此时葛根汤用量比平时少一点。) 

9.初起感冒，就咽喉痛---葛根汤(3 克)┼桔梗、百部、元参(各 0.5 克)。 

(注：麦门冬汤会影响葛根汤发汗的作用，所以初期感冒发烧恶寒，欲汗不得汗

时不用。) 

10.喉咙会痛、也有一些痰，但不是很稀---麦门冬汤(3 克) ┼苓桂朮甘汤(3 克)。 

11.流清涕，但咽喉痛---小青龙汤(3 克)┼黄芩、桔梗、百部、元参(各 0.5 克)；

或苓桂朮甘汤(3 克) ┼麦门冬汤(3 克)。 

注：小青龙汤原则上不与麦门冬汤或麻杏甘石汤一起使用。 

注：本内容之单味药原则上仅供进阶者参考以加强疗效，不用准备；若要应用则视

需要酌量使用一二味即可。 
 

三、剂量及服用法 
1. 葛根汤：葛根(4 钱)、麻黄(2~3 钱)、桂枝(2 钱)、芍药(2 钱)、甘草(2 钱)、

生姜(3 钱)、大枣(4 枚)。(水三碗半，先煮麻黄、葛根至二碗半，去

掉水面白沫，入诸药煎至八分，温服，令汗微出)。(注：初起感冒，

若有汗要去掉麻黄，或用桂枝汤。) 

2. 小青龙汤：麻黄(2.5 钱)、桂枝(2.5 钱)、半夏(3 钱)、细辛(8 分)、生姜(2.5

非感冒而有以上任何症状时，亦可服用。 

往来寒热(发烧时不恶寒，恶寒时不发烧，但两者明显交替发作)。

莫名其妙的发烧。 

头痛 痛在太阳穴附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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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五味子(1 钱)、芍药(2.5 钱)、甘草(2.5 钱)。 

(水三碗半，先煮麻黄至二碗半，去沫纳诸药，煎八分，温服) 

3. 麦门冬汤：麦门冬(5 钱)、半夏(1.5 钱)、甘草(1 钱)、大枣(4 枚)、粳米(5 钱)、

党参(3 钱)。(水煎服) 

4. 麻杏甘石汤：麻黄(1.5~2 钱)、杏仁(3 钱)、石膏(6 钱~1 两)(碎，绵裹)、甘草

(1.5 钱)。(水四碗，先煎石膏至三碗半，再煮麻黄至两碗半，去

上沫，再纳杏仁、甘草，煎至八分，温服)。 

5. 苓桂朮甘汤：茯苓(5 钱)、桂枝(3 钱)、白朮(4 钱)、甘草(2 钱)。(水煎服) 

6. 芍药甘草汤：芍药(4 钱)、甘草(4 钱)。(水煎服) 

7. 平胃散：苍朮(3 钱)、厚朴(2 钱)、陈皮(2 钱)、甘草(1 钱)、生姜(2 片)、大

枣(2 枚)。(水煎服) 

8. 胃苓汤：苍朮(2 钱)、厚朴(1.5 钱)、陈皮(1.5 钱)、甘草(1 钱)、生姜(2 片)、

大枣(2 枚)、桂枝(1.5 钱)、白朮(2 钱)、茯苓(3 钱)、猪苓(2 钱)、

泽泻(1.5 钱)。(水煎服) 

9. 葛根芩连汤：葛根(3 钱)、黄芩(3 钱)、黄连(2 钱)、甘草(1 钱)。(水煎服) 

10. 小柴胡汤：柴胡(4 钱)、黄芩(2.5 钱)、甘草(2.5 钱)、生姜(2.5 钱)、半夏(2

钱)、党参(3 钱)、大枣(2 枚)。(水三碗，煎至一碗半，去渣再煎

至八分，温服) 

 

*建议：到中、西药房买以上十帖科学中药(单味药可以不用买；多跑几家店，免得

被贵去了)，放在家里有备无患。出门旅游随身分装一些携带着，可以令你

出门更安心。 

*浓缩中药的剂量：一天吃三次，不限时间。 

*单独吃一种汤(或散)，一次可服 3~4 克(严重者，用到 5 克亦无妨)。 

*若两种汤(或散)合用，每一种汤(或散)可服 3 克(两种就合为 6 克)。 

*原则上，单味药可以不用，若为了加强疗效，每一种单味药可加 0.5 克，至多加

到 4 种；而每一种汤(或散)的剂量就酌量减少，使一次的总剂量限定在 6 克以内。 

*例：(小青龙汤 2克┼苓桂朮甘汤 2克┼远志 0.5克┼菖蒲 0.5克┼桔梗 0.5~1克)，

或(小柴胡汤 2 克┼麦门冬汤 2 克┼百部 0.5 克┼元参 0.5 克┼诃子 0.5 克

┼桔梗 0.5 克)。 

*一次的总剂量：11 岁以上：6 克以内(含 6 克)； 

7~11 岁：5 克以内(含 5 克)； 

3~7 岁：3 克以内(含 3 克)； 

1~3 岁：2 克以内(含 2 克)； 

1 岁以下：1 克以内(含 1 克)。 

*药粉打开可以存放 2 年，有些会潮湿硬硬的，只要没有发霉的味道，就没有坏。 

*若用煎剂，所加的单味药，每一种可以放 2~3 钱；若两种汤(或散)合用，有重复

的话，就用量比较大者，例如小青龙汤和苓桂朮甘汤分别有桂枝 2.5 钱及 3 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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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合用时，桂枝就用 3 钱。 

 

四、问答 
问一、讲义上面说，芍药甘草汤治腹痛如神，又说肚子不舒服吃平胃散？那肚子痛

到底吃什么？ 

答：如果你知道吃坏肚子，那就用平胃散就可以。若莫名其妙，肚子痉挛疼痛，用

芍药甘草汤自然比平胃散好。 

其实，上述十帖良方，适应范围有些会重迭，不要害怕，大胆使用即可。当然，

真的分不清楚就一起用。 

问二、可否请你举例？ 

答：譬如说，小青龙汤跟苓桂朮甘汤也有重迭。当流清涕(头一低下来就像自来  

    水一样流出)时，两帖药合用效果更佳。 

    又譬如说，水泻用胃苓汤，不要任意加葛根芩连汤。但急性肠炎一定会拉肚  

    子，用葛根芩连汤加胃苓汤效果当然更好，其实不加效果就很好了。 

    再者，急性肠炎肚子一定会绞痛，葛根芩连汤加芍药甘草汤当然也可以。 

问三、有时鼻涕又黄又白呢！该如何处理？ 

答：小柴胡汤┼苓桂朮甘汤。 

问四、为何刚开始感冒就流清涕，不要吃小青龙汤？ 

答：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感冒流鼻水一吃康*600 就(束起来！)(台语)， 
鼻子反而更不舒服，胸腔闷痛，这就是用收敛药的结果。 

    一般初起感冒用葛根汤发发汗就好。但小青龙汤除了发汗外，也有收敛鼻水 

的作用，所以不可以太早用。 

    其实要用也可以，但必须用小青龙汤┼枳壳、桔梗来开胸利膈，就不会有副作

用。若已胸闷，则可用小柴胡汤解之，再加枳壳、桔梗更好。 

问五、一般人不是都说中药没有副作用吗？ 

答：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想起一般人对中药的误解。常听人说：「中药慢、西药

快」、「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其实这是严重的错误！拿慢性病来说，中药也

许要吃上一两个月才会痊愈；而西药往往控制了十年、二十年还在控制呢！你

说西药快吗？至于急性的病、突发的病，只要你吃对了中药，往往一天、两天

就会痊愈，远比西医快多了。不信的话，试试良方十帖就知道。 

至于中药当然也有副作用，不可以乱吃。不过其副作用跟西药完全不同；中

药的副作用，往往是因为乱吃、吃错药而引起的；而西药的副作用，就算你

是在治这个病，往往也会带给你其他更多的病，不只是伤胃而已。 

问六、报纸说日本发现小柴胡汤的副作用。所以我们不敢用！ 

答：小柴胡汤创立于中国汉朝，已经使用将近两千年，近年来日本十二所医科大 

学共同研究小柴胡汤七年，肯定小柴胡汤有很多神奇的效果，导致一年销售量

达 620 亿日圆。固然小柴胡汤适应范围很广，但可以肯定日本人一定滥用。其

次，日本人看一次病，拿一次药就一直吃上两三个月而不换药，并没有考虑症

状是否改变，这更是不能茍同的。本文将小柴胡汤列为必备良药，有症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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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吃一吃，是不会有问题的，请放心。 

问七、可否谈谈中医治病的原则？ 

答：我们中医治病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不似西医给定什么病名，才用什么药。(日

本人一见到肝炎就用小柴胡汤，就是犯了这个大错！)一个绝顶高手只依 高

的武学原则，而不拘于架式，才能将武功发挥的淋漓尽致。同样地，您可别小

看了「对号入座」，单单小青龙汤，本文画龙点睛地告诉您：「流稀白的痰或涕」；

若照坊间的书籍就可以列出「支气管炎、肺炎、气管炎、气管支炎、支气管喘

息、支气管扩张、湿性肋膜炎、感冒、流感、肺气肿、百日咳、鼻炎、麻疹、

肾炎、结膜炎、砂眼、泪囊炎、湿疹、水泡、浮肿、腹水、关节炎、胃酸过多

症、留饮症、生唾过多症」等病名(某书p.206)，让您一头雾水，不会用药，

来达到「权威」、「 唬人」、「敛财」之目的也。 

一般而言，中医将症状跟体质分寒热来用药。譬如：嘴巴淡、唇白、手脚冰冷，

大便不成形，频尿尿白，就叫寒症。红、干、破、烫、便秘、尿短赤就叫热症。

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就是大原则。 

流鼻水呈稀、清状为寒症，用热药小青龙汤。此时若吃麻杏甘石汤，无疑是雪

上加霜。好比此症状出现时，再吃冰、白菜等，分泌物(包括鼻水、白带…等)，

将会更多。若鼻涕已呈黄浓稠为热症，必须用寒药麻杏甘石汤，此时若吃小青

龙汤就叫做火上加油。 

问八、中医讲究治本，那么有没有改善体质，吃了比较不会感冒的药？ 

答：香砂六君子汤、小建中汤、玉屏风散，这三者可以任选两种服用一段时间，可

以增加抵抗力、改善体质、预防感冒，小朋友吃了身体好，考试也会进步。 

香砂六君子汤、小建中汤可增加胃肠功能、帮助吸收、治慢性胃病，也可算是

温补良药。玉屏风散可以增加保卫功能，改善体质、预防感冒；不过感冒了，

就不可以吃玉屏风散。 
 

五、总结---感冒之治疗 
 

1. 人体的大脑中有一造热中枢，能不断产生热能，并调节温度以维持体温的恒定，

遇冷则毛细孔收缩，遇热则扩张以散热。 

2. 一旦受寒邪、风邪所侵，肌肉血管神经收缩，致无法正常散热，引起体温升高，

即为发热或发烧。(初期往往也会怕风、恶寒—葛根汤；不恶寒，发烧太厉害┼

黄芩。) 

3. 使得代谢管道受到阻塞，代谢废物滞留皮下，刺激知觉、痒觉、痛觉神经，因

而产生搔痒，全身肌肉酸痛现象，严重者造成骨节酸痛(葛根汤)。 

4. 侵及头部则头痛(葛根汤)，至耳朵则造成内耳不平衡、晕眩、欲呕(苓桂朮甘汤

或小柴胡汤)；病毒若破坏视神经，则会出现角膜炎、结膜炎(葛根汤或小柴胡

汤┼川芎、茺蔚子、车前子；便秘┼大黄)。 

5. 侵及鼻子则有鼻窦炎及鼻塞(葛根汤┼远志、菖蒲、白芷)，流鼻水。其初始症

状可能为流鼻涕、稀而白，甚至如自来水般流不止(小青龙汤、苓桂朮甘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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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塞┼远志、菖蒲、白芷)。 

6. 若不予理会，又加上抵抗力弱，病情就会逐渐加重；若一直发烧，就会化热而

呈现热症。(若发高烧，但恶热而不恶寒，口大渴、自汗、烦躁、四肢冰冷，吃

白虎加参汤注 1 即可解热，病愈。) 

7. 由流清涕而化热后，鼻涕、痰都会变黄、黏稠状(麻杏甘石汤)。侵及呼吸道而

咳嗽有痰；若痰停于喉管不出则干咳注 2(麦门冬汤；有痰┼浙贝母、桔梗、北

沙参、杏仁)。久咳则胸闷、有压迫感(小柴胡汤┼枳壳、桔梗)。 

8. 侵及淋巴则导致淋巴肿(小柴胡汤┼天花粉、浙贝母、牡蛎、香附)。 

9. 侵入咽喉部，会使得咽喉发炎、扁桃腺发炎，严重时连吞口水都有痛感(麦门冬

汤┼黄芩、桔梗、百部、元参；若沙哑┼诃子、蝉蜕)。 

10. 侵入呼吸道则为气管炎(寒性---小青龙汤。热性---麻杏甘石汤)；到胸腔则演

变成肺炎(急性或热性---麻杏甘石汤┼鱼腥草)。 

11. 到肠胃道则会腹泻(胃苓汤)或便秘(增液汤、承气汤注 1)，甚至并发急性肠炎(葛

根芩连汤)。 

 

注 1：白虎加参汤、增液汤、承气汤等，不列入必备良药，有印象即可。 

若发烧至 40 度以上，脉每分钟跳到 100 下以上，若出现神昏、谵语、舌蹇(舌

打结)、肢厥(四肢冰冷)、囊缩(阴囊收缩)，即可判断为脑膜炎；若 5~6 天不

大便即可用大承气汤；若没有不大便的现象；就用白虎加参汤，一定可以很

快解救。 

西医不懂得辨证，就用脊椎穿刺判断，结果引起极严重的后遗症，切记不要

成为受害者，切记！切记！ 

白虎加参汤、大承气汤是救急的方子，两千年来，一帖就挽回性命者，不知

凡几，其效如神，绝非现代医学所可比拟，信不信由你！ 
 

注 2：原则上，咳嗽喉咙痛、痰黄稠或停于喉管不出而干咳，吃麦门冬汤；而咳嗽

喉咙不痛痰稀白或吃冰、吹风就不舒服，则吃小青龙汤。但在轻微咳嗽时或

在寒咳热咳转换的时候，分辨不出该吃何者时，大胆地先吃一种试试看，没

效或越严重时，再换另一种即可。(多试几次，经验熟了，以后就不会错。) 

另外，小柴胡汤治的咳嗽往往在感冒好几天之后，而且不像小青龙汤和麦门

冬汤那么强烈；虽不频发，但仍未全止，并有口苦、心烦喜呕、胸胁苦满…

等症状。 
 

后记：敬请拥有本文者以慈悲心广为流传，但请勿任意增损删改，并请保留后记一

文。 

参考数据：张步桃医师感冒自疗法 
 

 

请常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消业障、除病苦、增福慧、赐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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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如意---- 

 

中医秘籍大公开----后记 
 

中国时报 73 年 2 月 28 日第 8 版「医生不看病，病人不会死」：瑞士学者韩鲁士调

查求证了以色列、哥伦比亚、英国、美国加州等地区，发现只要有医生罢工的地方，

其死亡率即降低至平时的 35%。 

您知道吗？治妊娠呕吐的西药“白利麦豆”之副作用产生了几千个畸形儿，导致日

本药厂破产；而第一代避孕药的剂量是现在的一百多倍！ 

您可否仔细想过？以前西医认为盲肠没作用是人体的累赘，割掉比较不会引起盲肠

炎；现在却发现盲肠可以解类固醇。以前扁桃腺炎就鼓励割掉，以为可以一劳永逸；

现在却发现割掉后，人体少了一道防线，将更糟糕。这要作何解释？ 

香港脚(民 86、6)、青春痘(民 87、2)这么小的毛病都治不好，吃了药不是会死人，

就是会自杀；能够使用超过一百年的西药有几种？为何没几年就因副作用太大而淘

汰；连广告都以不含阿司匹林为口号，来唾弃这个叫某些人吃了会胃出血的硕果仅

存者。 

天天高喊血压、糖尿病防治、到处都是洗肾中心，治到死也治不好；反倒是活活地

被整死，连蒋经国总统都难逃脚趾被一只只切掉的命运。 

您知道吗？台湾的成年女性平均每 3 人就有一人尿失禁(某日某报记者盛竹玲报

导)；而有 4 分之 1 的成年女性没有子宫。 

雷久南博士表示：美国 先进的癌症研究机构明知道化学及放射治疗无效，而且霸

道，却不敢公布。(既得利益、谁愿放弃！) 

孙起元医师表示：被国际医学标榜为白血病的 先进疗法之残酷与霸道，将会在国

际医药史上留下 惨痛的一页。(为何媒体都只报导移植成功，而没人揭发移植后

的死亡率与苟延残喘、生不如死呢？) 

您知道吗？为何前台大医学院院长谢贵雄教授表示：中医是我的 爱！为何前台大

医学院院长魏火曜先生早先打压中医不遗余力，年老后悔莫及？为何前省立桃园医

院的姜淑惠医师甘愿放弃高薪，痛骂西医！ 

*「因地不真、果遭迂曲」不懂得生命的真谛、舍本逐末，不懂得生理学，而以唯

物的病理解剖理论，将人的器官不断地切割，正突显出现代医学之捉襟见肘。 

*再这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怀疑、诈欺的世界中，要您相信本文是很困难的；

因此，本人郑重地告诉您：如果您发现本文有任何广告敛财之嫌疑，请您将本文

丢到粪坑；如果没有，请您用 真诚的心相信它！ 

本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不求名、二不为利；只是不满中医被歪曲、误解、

破坏；不满政府长期打压中医，叫中医自生自灭，以致医疗质量低落，令人以为

中医不科学。故大胆地用 浅显的方式介绍家庭必备的十帖中药，希望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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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懂得自我保健，免受庸医之害。 

*为何西药淘汰率那么高？---所谓科学，就是不断地淘汰毒药；用另一批毒药来替

代罢了！正如郗磊峰先生译作「生物医学」一书上说：杀死了一批病毒，不久又

来了另外一批病毒；杀菌是成功了，病人也死了！ 

*中医传承了两三千年，为何在美、日、大陆日受重视？---所谓不科学，实乃现代

科技尚不足以证明其科学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