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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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說明：此為演講，尚未經鑑定，僅為本人聽演講CD 二遍後摘要紀錄，草成此篇。
   

一、「私藏中醫」定這個名稱其實本來就是「醫中藏私」，可是我們常常在講「道」是天
下的「公        道」，這「中醫」不是我的，所以「私藏中醫」的名字應是「公開中醫」，
醫中開公佈誠，「醫中開公」。 [下略] 藥師佛的種子字「   」，應該觀想成藍色的，當有
需要 藥師佛加持的時候，你就在心中觀想有這樣子「    」(PS：寫在黑板看不到)，有這樣
子的一個圖案放置於空中，放出藍色的光照耀你的身心，當你哪裡在疼痛時，可以把這個
字縮小，直接觀想在你的病位。如果說我們這裡講的中醫，真有甚麼獨到之處，這都是 
藥師佛的加持，我們凡夫沒有那種力量，是 藥師佛的加持，是 藥師佛的指引，才有辦法
學習到這樣子。這個  藥師佛的種子念作「拜」。那個大醫王的家，我的筆名叫做「皮沙
士」，「皮沙士」本來是藥師灌頂真言內 藥師佛的「藥」字，在我們看見的一般藥師經
裡面，好像是寫這個「鞞殺逝」知道的請舉手？大家都是老參了，這個是用印度的音翻譯
的，所以乾脆寫「皮沙士」，因為沙士的皮，沙士本來就是泡沫，沙士的皮更是泡沫，這
樣更符合金剛經內的「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皮沙士」的梵文之音為「bhai
－sa－jye」，在唐朝…..，在西藏…..(PS：黑板有說明，且屬發音部分，無法記錄)      
二、繼續良方十帖的內容五、總結--感冒之治療第2點，初期感冒怕風、惡寒用葛根湯，惡
寒太厲害的加一點防風，單味藥大人用量0.5克，小孩用0.2~0.3克，這把它當作制式化固
定就好。剛剛我們在讀的時候有「抗組織胺」這幾個字對不對？中藥裏如果有出現「風」
就是「組織胺」，那「防風」就是「抗組織胺」。我們後腦杓這邊，頭部與脖子交界有個
穴位稱為風池，這個也是可以預防風與抗過敏的，這個「風」就是「過敏原」。穴位風
池、風府皆可以抗過敏。如果感冒一開始就覺得脖子僵硬、酸酸地，可以壓一壓按摩按摩
後腦髮際處的穴位，再吃葛根湯效果就很好。突然發燒太厲害加單味藥「黃芩」0.5克，
「黃芩」是抗生素，是廣普性抗生素，不是只針對一種細菌而已，其作用範圍很廣。突然
發燒太厲害加「黃芩」，事實上在這邊我們通常會給他加小柴胡湯，各位在看小柴胡湯的
成份時，就會看到有「黃芩」。感冒開始本來是風寒，通常會惡寒、怕冷，毛細孔閉縮，
裡面有熱氣不能散熱，當熱開始出現時就可以加小柴胡湯或黃芩。黃芩大家可以記得一
下，黃芩大家也可以準備。
三、見良方十帖講義五、感冒總結第3點，承襲1、2點下來『使得代謝管道受到阻塞，代
謝廢物滯留皮下(這就是我常在講的毛細孔閉縮，打不開來)，刺激知覺、癢覺、痛覺神
經，因而產生搔癢，全身肌肉酸痛現象，嚴重者造成骨節酸痛(葛根湯)。』這個用葛根湯
也可以，一般會骨節酸痛是「寒」引起的感冒症狀，風、暑、濕、燥、寒五氣會引起不同
感冒症狀，由「寒」所引起的就會骨節酸痛，如果真的到達骨節酸痛的話，這個地方，早
期是為了迎合良方十帖，就湊成十個，我們儘量不要節外生枝造成大家的困擾，那現在這
個地方其實還有一個更適合的。冬天因為皮膚搔癢不管是不是感冒，或者因為感冒引起骨
節酸痛你可用「荊防敗毒散」，這時候不一定選葛根湯，可以用荊防敗毒散，效果會比較
好，這個荊防敗毒散的「防」就是指防風這一味藥，「荊」是另外一味藥我們就不提。這
個荊防敗毒散在冬天時皮膚搔癢很好用，冬天時皮膚搔癢也是因為天氣太寒冷，毛細孔遇
冷不張開。例如：你在這裡吃火鍋，熱氣騰騰的對不對？可是出去外面，冷風一灌進來，
毛細孔閉塞，這時沒有感冒，可是毛細孔打不開來，那剛剛熱風跑不掉，這時皮膚開始搔
癢，可以用荊防敗毒散。所以很多中醫師拿荊防敗毒散用來治療皮膚搔癢，這是正確地。
皮膚搔癢的藥往往也是感冒藥，其實對中醫來講沒有所謂的感冒藥，應稱為解表藥，在皮
表就要把它解開，所以葛根湯不是感冒藥，但是可以治感冒，也是保養藥，這之間邏輯一
定要分清楚。葛根湯可以治皮膚病，荊防敗毒散也可以治皮膚病。可是荊防敗毒散治的皮
膚病與寒冷有關，它治的感冒與冬天寒冷有關，那這個特色在那裡？皮膚病是冬天的搔
癢，那感冒是冬天的，骨節會酸痛，要抓住這個要點。所以講義上這邊可以把它修正一
下。
四、見良方十帖講義五、感冒總結第4點『侵及頭部則頭痛(葛根湯)至耳朵則造成內耳不平
衡、暈眩、欲嘔(苓桂朮甘湯或小柴胡湯)；病毒若破壞視神經，則會出現角膜炎、結膜炎
(葛根湯    或小柴胡湯＋川芎、茺蔚子、車前子；便秘＋大黃)。』葛根湯作用的頭痛是這
一塊及後面，它走正中間的路線，所以這一塊的頭疼用葛根湯(PS：老師現場上課有動
作，聽錄音看不見)，這一塊的頭疼如果用葛根湯效果不明顯，可以加上一味藥「白
芷」，可是我們這邊的小朋友頭疼，我們幾乎沒有給他用藥，因為只要梳頭、爬樓梯就可
以了，三、四年級的小朋友回去都會說，這樣叫做梳頭(不是梳頭髮)、這樣叫做爬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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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老師現場上課有動作，聽錄音看不見) 這一塊的頭疼稱為陽明頭疼，這個術語不懂沒
有關係，陽明就是腸胃，腸胃受到寒冷就是這一塊，這一塊額頭頭痛只要疏導一下就可以
了。
五、剛剛下課的時候，那個○老師說有幾句話想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們鼓掌一下，她很發
心，有        幾句話不講不快。○老師說：「我是受到□醫師的感召，他在這樣子的環境
中，能把他所學的對我們最有幫助，最正確的保健之道，能夠教導我們呵。我覺得實在是
大家的福報，末學一直非常感恩，那剛才聽到□醫師提到….。個人有一些感受，提出來與
大家分享，讓我們對中醫有一些信心，就是昨天，末學這一段時間這一、二個月身體有一
些虛弱，學校還要在上課，所以常常會頭疼，吃了，但胃口也不太好，在身體虛弱的情況
下，造成頭疼。像昨天下午週會就沒有辦法去，後來上完第八節課，晚上七點多頭疼，後
來又幫一位老師的父親作七，回來後十點多，一直頭疼到不能睡，到凌晨三點半。第一次
頭疼到掉眼淚，因為想說還有好多事要做，那不能睡也是…..。後來想起□醫師上課曾提
到，就趕緊吃了「川芎調茶散」還有「吳茱萸湯」還有「葛根湯」，就針對末學個人的狀
況，想不到一直痛到那麼久呵，結果才吃了半個小時就見效，一直到現在這個樣子。所以
我就發現中藥真的是能夠治本而且很快，□醫師所教的很多地方對末學整體的調理有很大
的幫助，那我不是說不講不快，求這個，而是感覺□醫師把這麼好的方法告訴我們，而且
他能夠不畏懼外面的一些壓力，能告訴我們這些正確的知識，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很敬佩以
及支持，所以末學把個人的經驗與大家分享，也謝謝□醫師給大家這麼好的資訊，好！謝
謝」(PS：大家鼓掌)(PS：學佛人真的是不一樣，這位○老師的聲音聽起來是那麼真摯、那
麼肯切)
六、我剛剛說○老師不吐不快，是因為○老師滿腔熱誠想要推廣中醫，是這個意思。那
「葛根湯」＋「川芎調茶散」，不曉得頭痛怎麼解決用「葛根湯」＋「川芎茶調散」就對
了。再來就是太陽穴頭痛用「○○○○○」＋「○○○○○」[2005/6/17皮沙士按:要的人請e過來謝
謝]這個幾乎是百靈百驗的。這二個方大約可以囊括80-90%的頭疼。很多頭疼醫不好，上
次有講頭疼二十年的，「○○○○○」＋「○○○○○」這個一吃，三天就好的非常多。剛剛提到
「吳茱萸湯」＋「葛根湯」＋「川芎茶調散」，這三個方並在一起，我聽到這三個方並在
一起，我也不吐不快，一定要解釋一下。針對○老師的問題，我以前有跟她提到「吳茱萸
湯」呵，那她自己把她拼成三個方的，那不是我。我剛才還在罵人家三個方、四個方的，
我不解釋，待會就會變成我開三個方了。那三個方爲甚麼不可以？「吳茱萸湯」的組成：
吳茱萸、人蔘、大棗、生薑，四味藥。葛根湯內有大棗、  生薑，所以吳茱萸湯＋葛根湯
＋川芎茶調散等於葛根湯＋川芎茶調散再多二味藥而已。所以我用藥都很單純。這邊我們
再強調一下，我的藥有沒有效，大約15~30分鐘就知道了，你如果是本來沒有的，突然發
作的，15~30分鐘若無效，那這一包藥頂多再吃一次，若真無效，大概就不對症了，該換
藥了。中藥就是要這麼快才是中藥，本來是不需要如此強調，但是因為大家誤會它，所以
才要一直強調，本來事實就是如此，「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七、好！感冒總結第4點『侵及頭部則頭痛(葛根湯)，若要涵蓋整個範圍一定要加川芎茶調
散，川芎茶調散這是一罐科學中藥，你說科學中藥會不會加一些西藥？會！會加西藥的是
在下游，是藥房或不會用藥的醫師，那個GMP原封的科學中藥是不可能給你加，藥廠不
會會用幾千萬的資產給你賭博，他只要藥賣的出去就好了，所以中藥藥廠相當的害怕，怕
被衛生署扣上帽子，他怕到哪一種地步？川芎茶調散顧名思義，你要用茶葉給它調一調才
來喝。既然製作科學中藥，就應該講究方便，就應該把茶葉放在科學中藥裏，可是呢？科
學中藥川芎茶調散裏面都沒有茶葉，爲甚麼？如果放了茶葉，人家給你一檢查，裏面有咖
啡因，他就說你藥廠加西藥，那人家就倒掉了，所以中藥藥廠不敢。最近一個月衛生署有
調查公佈，抽查中藥加西藥的比率，今年又比去年增加了，那個都是出現在下游，這個藥
廠不會呵。那我們這邊介紹的葛根湯……..，各位到哪一家藥房去買藥？買哪一家藥廠
的？都沒有關係，我們不賣藥，我們也不爲人做推銷。基本上，每一個湯、每一個散基本
上都有科學中藥，家裏準備一罐，有備就無患。好！繼續往下看至耳朵則造成內耳不平
衡、暈眩、欲嘔(苓桂朮甘湯或小柴胡湯)，所以想嘔吐的話那就要小柴胡湯，「暈」用苓
桂朮甘湯，苓桂朮甘湯非常的好用，用來治療暈車，苓桂朮甘湯是溫性的藥，大家要記得
「溫」與「寒」，「寒」有甚麼差別呢？「寒」的話你會怕冷，流出的鼻水是稀稀白白
的。那有熱的話，流出的痰或涕都有帶黃色，愈黃、愈稠代表你體內愈有熱，那你愈需要
解熱的藥，就需要加上「黃芩」這一類解熱的藥，或加「魚腥草」這一類的。那基本上苓
桂朮甘湯是偏向溫性的藥，可是它是比較中和、中性的，吃不好，也吃不壞的，可以當保
養藥，所以它治療的鼻涕是偏向白色的，那略帶一點黃沒有關係，爲甚麼略帶一點點
「黃」沒有關係？那個「黃」不是因為體內有熱，真正全部的「黃」那是體內真的有熱，
而且愈「黃」表示愈熱，不是體表的問題。那本來是白色的，因為沒有流出來，在體內經
過體溫慢慢的蒸烤，好像在蒸籠，蒸久了就黃黃的。所以小朋友如果流鼻涕，本來是白色
的，可是早上起來變成黃色的，那個不要擔心，不要以為體內有熱，它仍處於「寒」的階
段，「寒」的階段仍然用葛根湯、苓桂朮甘湯這一系列的，用溫性的藥。爲甚麼早上起來
鼻涕容易變黃呢？因為睡了一夜的覺，那個鼻涕或痰在體內一直蒸蒸蒸，就變成黃色，黃
色流掉後就會出現原有的本相，它是白色的，是「寒」。那個苓桂朮甘湯治療暈車很有
效。那苓桂朮甘湯讓小孩子治療流鼻水，就算沒有治好，也是會讓他胃口會增加，也會讓
他愈來愈健康，爲甚麼呢？其成份為：茯苓、桂枝(芳香的藥，對腸胃很好)、白朮、甘
草。我們再來分析四君子湯，其成份為：人蔘、白朮、茯苓、甘草。我們有聽過八珍對不
對？四君子湯＋四物湯就是八珍，八珍＋黃耆＋肉桂(或者用桂枝)這十味藥稱為十全大補
湯。那各位就可以看到苓桂朮甘湯可以治療流鼻水，白色的。四君子湯裏面已經有苓桂朮
甘湯裏的三味藥(白朮、茯苓、甘草)，那十全大補湯裏有桂枝或肉桂，那這樣加起來不就
是苓桂朮甘湯嗎？用這樣子來給你治感冒流鼻水，你爲甚麼不用？要用西藥的抗生素？所
以你愈吃小孩子的胃口愈開而已，愈吃小孩子愈健康、愈不會感冒而已。
八、在我們親師座談會時有發一份資料，漢唐中醫講的「如何照顧小寶貝？」，知道請舉
手？好！放下，最近漢唐中醫的「如何照顧小寶貝？」又增加了兩條，增加的最後那一條
是常流鼻水的小朋友不要著急，鼻水一點點不要緊張，不要送去西醫吃抗生素，你不要理
它也沒有關係，健康的孩子才會這樣子。那這個孩子爲甚麼會流鼻水？湧泉穴受寒，我們
腳底這邊有一個湧泉穴，湧泉穴受寒就容易流鼻水，那只是湧泉穴受寒，讓你感冒拖比較
久，那沒有處理沒關係，漢唐中醫如是說。剛好我看見了，深合我心啊！所以家長對小孩
子發燒感冒不要太著急、太緊張呵。那苓桂朮甘湯治療流鼻水，白色的，一點點黃沒有關
係，那如果真的通通都是「黃」，那你記得這個就不適合，不然至少加上「黃芩」，那我
們大概會喜歡用葛根湯＋苓桂朮甘湯，那有「黃」再加上「黃芩」或「魚腥草」。「魚腥
草」是上一周的熱門中藥，還有家長跟我們感謝，傍晚跟他講，就有人專車接送，送新鮮
的魚腥草去給他，另外一個家長宅急便專車接送給他，然後第二天我就看見那家長寫感
謝，說讓他認識魚腥草。上次麻杏甘石湯＋魚腥草＋冬瓜子單挑大醫院的那個魚腥草是口



服的，我現在講的魚腥草是一棵新鮮的。自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學校就種魚腥草，那魚腥草
怎麼好用？小孩子鼻塞，不管有沒有鼻涕，甚至鼻黏膜已經肥厚、肥大了，可以塞魚腥
草，那你塞新鮮的魚腥草葉子，一次塞一邊就好了，可以塞一邊塞整個晚上，醒來再換另
外一邊。可是我們要講的魚腥草之所以變熱門，就是因為小孩子鼻塞，鼻塞塞到晚上都無
法睡覺，鼻塞聲音又很大，鼻涕又流不出來。據家長跟我報告，我跟他講了之後，那天晚
上塞了魚腥草之後，塞不到一分鐘，裏面整個白白泡泡就噓噓…..的滴下來，是不是滴下
來？(老師問學員) 是！是整個白白泡泡就滴下來。不到一分鐘就拿掉然後換邊，塞一塞整
個白白泡泡唏哩嘩啦就滴出來了。其實這個我以前都在宣講，只是來到我們這邊後一直沒
有講，因為以前講了人家也拿不到魚腥草，有時候又因為偷懶...讓孩子受苦了所以就不
講。魚腥草很好用，鼻瘜肉也會有效，能不能治好不敢講，但鼻瘜會改善。這叫做簡、
便、廉、效。所以家裏可以種個蘆薈、魚腥草、竇秋乓(台語音譯)[2008/9/3皮沙士按:左手
香]，竇秋乓拔膿     時很好用，皮膚底下肉裡面有膿吸不出來的，而西醫要用抽膿的，我
就遇到○○醫學院有個      婦人，那一次我有去看，那個整條腿腫得像大象腿，那個住院住
了一個月，因為腳有硬皮 老婦人不曉得，拿剪刀把硬皮剪掉，結果糟糕了，傷口就讓它
變成蜂窩組織發炎，那個整條腿腫得像大象腿，住院住了一個月，花了多少錢啊？西醫每
天就只能給她抽膿，出院後還要定期回去抽膿。外面的傷口已經癒合了，裏面的膿流不
來，你要用竇秋乓(台語音譯)，竇秋乓很好用所以家裏應該要有，魚腥草、蘆薈家裏也應
該要有。蘆薈對燙傷很好用，我們再宣  導一遍呵，火燙傷絕對不要沖、脫、泡、蓋、
送，沒有聽過的請舉手？好！為你們而講，沖、脫、泡、蓋、送只會讓傷口更惡化而已。
如果只有一隻手指燙傷趕緊去沖熱水，對不起講太快講錯了(大家大笑)，有時候製造一下
笑料嘛！對不對？只有一隻手指燙傷趕緊去沖冷水，這樣沒有關係，那個會有幫助。如果
是一隻手或一隻腳的燙傷，給它沖水或跳到浴缸裡面去給它沖、脫、泡、蓋、送，你那隻
腳就報廢了，這隻腳以後就痙攣了。不是這樣子治療的，所以我說沖、脫、泡、蓋、送是
錯誤的，你只要用三黃粉或黃連解毒湯給它外敷就可以了，(PS：用法是生粉？科學中
藥？)[2005/6/17皮沙士按:科中內服有效,外用效果不好,外用要用生粉]那已經全身的或
60%、70%的，你要內服黃連解毒湯，早先我從張步桃醫師那裡學到燙傷用三黃粉的時
候，我們到後來就把它變成用黃連解毒湯，所以黃連解毒湯可以外用，內服一樣可以吃，
它可以把體內的熱帶走，用黃連解毒湯可以內服或外用。那基本上不要內服，除非你這是
全身太嚴重，必須把火毒給消掉，黃連解毒湯才內服，要不然只要用外敷的，外敷的重新
長出來的肌肉根本是幫你美白，而且不會留下疤痕，我們見證者就很多，所以絕對不要
沖、脫、泡、蓋、送。
九、在講宣導顛倒是非的觀念，最近我們○小姐有喜訊了，生了小嬰兒，第一胎也是一樣
啊！不        需要剖腹生產，用中藥很快嘛！大家都知道，我們這邊案例已經很多了，而且
重點宣導在哪裡？不要聽信西醫的話，不要走上走下走上走下，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平
滑肌(內臟)，外        面叫骨骼肌，平滑肌在裡面是陰，骨骼肌在外面是陽，這兩者相對，
你把骨骼肌運動過度的話，等一下它      就沒力了，所以快要生產的時候，護士小姐就趕
著妳說：「不要這麼懶，趕快起來運動」，妳就走上走下，走到二腳酸軟無力，待會子宮
的平滑肌就不能擠了，就不能把小孩擠出來了，所以妳就難產了，妳就要剖腹生產。所以
妳在醫院開二指，連續在醫院三個晚上都是開二指，妳就乖乖地躺在那邊，就像古代人生
產時中規中矩地躺在床上，等待產婆來接生，她根本沒  動，這才是正確地。妳走到鬆弛
無力地時候，待會就生不出來，人間的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我們這邊資生的寶寶，
吃「資生丸」長大而生產的寶寶，那個身材都很結實很壯，而且沒有達到3000克的話，是
對不起「資生丸」，而且沒有很好生也對不起「資生丸」，所以你看吃中藥資生丸，我們
第一胎也不需要剖復，而且很快嘛！(錄音中斷，某學員發表看法)
十、某學員發表感想：「我覺得○醫師所講，真的是樣樣都爲我們著想，所以我覺得○醫
師這樣保護我們，我們也要保護○醫師，也要保護我們的中醫，更是保護我們自己。所以
這一份講義呵，它內容都很好，可是真的如果碰到外人，他非常支持西醫，甚至有些是醫
生，這對他們來說，他們財路受損的話，怕會….。所以我覺得標題後面這句話「中醫秘
笈大公開，….本文教你使用中藥，○○○○○○○)[2005/6/17皮沙士按:害得醫師○○○]」，後面
這句話我們要用立可白把它塗掉，我們知道就好，傳到外面，有時候大家熱心，爲了對方
著想，我們不曉得對方會如何？這句話我們放在心裏就好，各位贊不贊同末學的講法？這
樣保護大家，謝謝！○醫師覺得如何？」沒有關係！這一份本來就不想署名的，這好像是
84年、85年的作品，(某學員：「內容真的都很好」)，真的很多該淘汰了。(某學員：「內
容真的都很好，只是那一句話不要而已」)。謝謝！謝謝您的關心。
十一、這裡面有些是歷久而彌新的，可是我們有修正，有更快的方法，並不是說原有的不
好，而        是有更快的發現，那個小柴胡湯…，其實五苓散很好用，五苓散對於嘔吐呵，
苓桂朮甘湯對暈車很好用，上車前趕快吃，後來我們又發現，治療暈車的還有情緒的因
素，有人要坐車他就緊張了，所以情緒的因素也要調。那有些人本身就有慢性的胃炎，所
以胃裡面就有水在那裡盪來盪去，這個也容易產生吐。所以暈車的藥就把它做修正，各位
吃苓桂朮甘湯也可以，如果沒有效的話，用「小柴壺湯」＋「平胃散」＋「五苓散」，小
柴胡湯調情緒的，有的小朋友要坐車去戶外教學就會緊張，那情緒要調一下。平胃散治療
慢性胃炎、治脹氣，大家如果會脹氣的話，家裏可以準備平胃散。再來就是五苓散，這個
五苓散小朋友常常用得到，那個頭暈五苓散很好用。小朋友吃個中藥或者喝個水或怎樣，
喝下去不到十分鐘，他就吐掉了，原封不動這樣吐掉了，這個稱為「水逆」，這個五苓散
就很好用，五苓散是五味藥，它跟苓桂朮甘湯很像，所以後來苓桂朮甘湯我就想要用五苓
散把它取代，所以良方十帖就可以少掉苓桂朮甘湯，那基本上就可以取代，那「小柴胡
湯」＋「平胃散」＋「五苓散」三個合一起，那你怎麼又在搞三合一了呢？沒有！沒有！
不要誤會，平胃散＋五苓散有一個名稱叫「胃苓湯」，所以平胃散＋五苓散＋小柴胡湯等
於胃苓湯＋小柴胡湯，這個治療暈車效果之好真的是遠遠超過苓桂朮甘湯。有幾句話還是
要說一下，我們每天都吃○小姐的菜，真的很恭喜她！喜獲麟兒，那○小姐剛開始懷孕時
想要吃資生丸，可是已經有產生孕吐了，那時她很客氣，然後不來找我，去外面看中醫藥
治療孕吐，一直都弄不好，已經過了一個月了，我看在心裏就真的很緊張，真的是破壞資
生丸的名譽，老實講真的是這樣子，個人名譽受損事小，可是資生丸的名譽受損，我真的
是很難過，明明眼看著她只要吃五苓散就會好，她就是不來找你那每天廚房進進出出，大
家都知道○小姐在吃資生丸還在孕吐，甚至連資生丸都吐掉，心裏真的是很著急，也爲她
難過啦！也爲資生丸的名譽，因為我已經說過，懷孕就趕快吃資生丸又不會孕吐，又不會
水腫，食量又大，小孩子又可以長得大，那以後也不會妊娠毒血症甚麼的，都好。那就這
樣子看著她這樣子吐一個月，到最後○○夫人找我，我就說我一個月前就告訴過妳了，她
只要吃五苓散。剛剛提到的「水逆」用五苓散，結果那時候○小姐幾天好的？好像一天、
二天嘛，孕吐就解決了嘛。○小姐太客氣了，可是我們在心裏就覺得不是很舒服呀！(PS：
○小姐應有在現場，有講話，但聽不到)(大家一笑)妳的客氣對我們是一種傷害，因為我們



也不想當中醫的中流砥柱啦！那些烈士早都已經埋起來了，埋在黃花崗。我們不想當中流
砥柱，可是時事所逼呀！真的是不忍眾生受苦，那個「未改心腸熱，全憐暗路人；但能光
照遠，不惜自焚身。」  雪公老師的蠟燭就在形容這個，所以有時候有一些案例，我為盡
量避開名字，這是一種醫德，可是有時候不得已的話或有時候講話太興奮了，沒有三思而
後行那就跟各位說抱歉。我們這邊是一個小團體，需要這些刺激一下，這是有案例可證
的，所以你們才有信心。像五苓散，小朋友那個吐的話，真的十分鐘之內就吐的，要找五
苓散，那如果過比較久才吐的，那你可能要考慮小柴胡湯，呵！是這樣子，我是要講這個
道理，順便把○小姐請出來而已，順便讓大家知道，跟她恭喜一下！好！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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