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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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說明：此為皮沙士演講，尚未經鑑定，僅為本人聽演講CD二遍後摘要紀錄，草成此篇。Sgd
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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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新書介紹，書名「發明疾病的人」。
         1.請班長念文章一遍：新書介紹，書名「發明疾病的人」，現代醫療產業如何賣掉我
們。
            書籍詳介： 
           現今的醫藥工業重新界定了人類的健康，許多人類正常的發展階段，如生、老、性和死亡，都
     被視為疾病。全球運作的大型企業集團（藥廠）促成「發明」疾病及其治療方法，好在市場上行銷
     他們的醫藥產品。在許多聳人聽聞的疾病報導中，都有這些企業在贊助。
           因此，今天我們已難區隔真正的醫學和巧妙的醫藥行銷戰爭。疾病於是成了工業產品。廠商和
     利益團體把正常的生命過程扭曲成醫學問題。他們把生命「醫藥化」了。
           這個生命醫藥化到底進展到什麼程度，到底對我們的社會、對我們的醫療體系、對我們個人產
     生何等重大的影響？這一切到現在還很少有人談起，更沒引起過爭議。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改變這種情況。讀者將會知道，拍賣健康的規則有哪些，而我們如何才能自
     保不讓健康被賣掉。

評論
 

            最新台灣第一本反對西醫的書(11/05/2004)
               前天我收到一本由一位台灣的讀者劉X恩先生寄來一本書，其書名是「發明疾病的人」，這
是一
            本認清現代醫療謊言的第一本書，作者是德國最優秀的醫療記者尤格.布雷希，他本身就是研究
生
            化起家的，他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我還想好好的活著，請讀者趕快去書局買回來看，否
則我
            看台灣的西醫衛生署ㄧ發現，就會立刻去查封。
                  我仔細閱覽這書，我好高興終於有一位沒有兩片樹葉遮眼的智慧人士出來衛道，他眼所見
與自
            己是研究生化出生的背景，詳詳細細的說出了西醫工業的全部，幫他做序文的前台大醫院院長
李德
            原醫師說他言論稍過激，這位西醫大概不了解做ㄧ位記者看到真正的事情發生，如果不寫出來
的
            話，對不起良心的，他一定沒有看過我的網頁，否則他就知道這位記者言論並不過激，我才是
最激
            烈的，因為我看到病人本來不該死的，結果卻被西醫搞死了，當然生氣，做一位誠實的醫師很
難，
            必須忍受千醫所指，我發現西醫學的錯誤百出是從實際臨床經驗中查出來的，使我氣到不行，
但是
            他跟我ㄧ樣想法，爲了救世人，而不顧ㄧ切，聖經中的耶蘇基督也是爲了拯救世人而犧牲自己
的精
            神，事實證明再千年以後還是會受到人們尊敬的.
                  我是從在第一線看病的經驗裡，發現到西醫藥的錯誤與惡劣，我氣到罵人是因為他們太惡
劣，
            吃相太難看，實在是應該丟棄的錯誤醫療行為與經商觀念，醫者父母心，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仁
心，
            請問讀者，這父母心存在嗎? 許多西醫看到病人來了，是看到錢來了，當然有例外，台灣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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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
            多有仁心的西醫在，只是他們已經被西方所謂醫學科技誤導成為西醫是科學的，因此大眾就被
誤導
            了。
                  寄這本書給我的劉X恩先生其心如此之仁，我必將收他為我的學生，傳仁術給有仁心的人
士，
            這是歷史傳承的任務，不是嗎?
                  如果一位中醫師需要靠西醫的驗血報告與X光片才能看病的話，這根本不是傳統中醫，而他
們
            又不是西醫師，要這類報告幹嘛，這類介於中西醫之間的醫療怪物是最差的醫師，我保證他們
不但
            醫不好病而且連病人是怎麼死的都還搞不清楚。 

(美國佛州漢唐中醫前院長倪海厦中醫師撰寫)
 
     2.我們介紹幾本新書，第一本就是發明疾病的人。其實台灣第一本反對西醫的書應是這本
還我
       健康，約翰羅賓斯寫的，琉璃光出版社，女性朋友如果看了這本書而不掉眼淚的話，我
會覺
       得很奇怪，我介紹很多人看了都掉眼淚，你才會知道甚麼叫做殺戮戰場，就在醫院裡
面。這
       是美國人寫的書，大家要去看一看。再來是這一本書，醫生對你隱瞞了甚麼？，美國一
位女
       性記者所寫的書，這本書寫西藥對人體治療的副作用遠遠超過治療的作用，關心自己健
康的
       一定要看這一本書，大家看了之後如果有同感，再秉著道德良知跟大家宣導這本書。這
本書
       是紅螞蟻出版社。
     3.這本書發明疾病的人內容寫的是，根本很多疾病就是現代醫療產業賣掉我        們的健
康，現代醫
       療產業製造出疾病，來恐嚇我們，讓我們掉入陷阱，去吃他們的藥，然後一吃就吃一輩
子的，
       所以這本一定要看，這本比較少講到西藥的副作用，這整個醫藥界都被製藥公司壟斷
了，那
       些專家學者都是被他們收買了，這本書都赤裸裸的把它揭露出來。我們只是摘錄倪院長
的時
       事評論，就沒有印舉例的部分，印起來要兩三頁，大家一定要上網去看。我們稍微講一
下好
       了，其一個講心臟病與腎臟病有時候要做一些顯影，吃一些顯影劑或打一些顯影劑，這
些藥
       劑叫做Dye，用下去以後，人很快大約一個禮拜就暴斃了。……，漢唐中醫倪院長看了真
的
       很痛心，他就立刻就要去吃中藥了，因為血壓氣得就上升了，那晚上練琴的時候音都走
掉了，
       氣到這種地步。跟我們在這裏暄講中醫的性質及個性都很像，我也是氣到講話都語無倫
次了，
       所以才寫了那一首詞，這一首是清朝那蘭遜德先生的一首詞，就是我現在最佳的心情寫
照，
       寫出來給各為分享一下這種悲哀的心情。
     4.我們書院的同學前幾週就聽我講過這個例子，有一位老先生來這裡看病，他的媳婦有來
這裡
       上課，所以知道多吃一點鹽巴，可是老先生患攝護腺癌，所以他女兒不給他吃鹽巴，他
媳婦
       故意把他帶來這邊，請我幫他解開要吃鹽巴的心結，結果這位老先生先自述本來是心臟
病，
       有做心臟支架手術，這輩子做了二次，他說當他做完一次支架的時候，西醫就告訴他要
洗腎， 
       他嚇了一跳，爲甚麼要洗腎？西醫說要把剛才做支架時所用的藥物，用洗腎的方式將它
洗掉，
       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洗第二次，不是終身洗腎的。那他就放心了，就洗了一次，
那五
       年後又做了一次支架手術又洗了一次腎，這就是漢唐中醫最近在講的東西，這位老先生
命大，
       沒有死在那邊，但是後來又得到攝護腺癌，尿也尿不出來，那我告訴他一定要多吃鹽
巴，鹽
       巴才能利尿，他沉默了一下，跟我講了一句話「我想你講的話還是對的」，我說為甚麼
你會這
       麼說？「因為我自己有發覺，只要吃鹹一點的時候，我那水腫就消掉了，如果我到女兒
那邊，

     她一直不要我吃鹽巴，結果水腫就出現了，所以我想你講的話還是對的。」就是這麼悲
哀的一       件事情！再來，這位先生的太太，西醫給她檢查出有糖尿病，那西醫告訴她不要
吃飯，她從

       二碗飯減成半碗飯，結果全身都沒有力氣，無法爬起來工作，她自己就想一想，古代人
都吃
       那麼多飯，都沒有問題，我為甚麼要聽這一些的，所以又偷偷地把半碗飯變成一碗飯，
結果
       體力好，可以出去工作了，所以這就是發明疾病的人。
 
二、補充講義：這是漢唐中醫的另一篇時事評論。
 

膽固醇低 未必能安心
 

【2004年11月6日聯合新聞網記者薛桂文／報導】
 



膽固醇過高，容易得心血管疾病，許多人都有此警覺；但研究發現，膽固醇在正常範圍內的人，近四
成血液中已出現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千萬輕忽不得。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病理科副主任曹國倩指出，一般人都知道，膽固醇高易罹患心血管疾病，但實際
上，四、五成的心血病疾患膽固醇並不高，近幾年來研究發現，心血管疾病的危險也會從其他血液指
標如「同半胱胺酸」、「C-反應蛋白」、「脂蛋白a」等顯露出來，只是，這些指標目前使用尚不普
遍。
長庚醫院蒐集到該院抽血檢查的2614人，檢驗上述指標，結果發現，膽固醇值正常（低於200毫克）
者，37%至少一項指標異常，其中以同半胱胺酸的異常率19%最高，脂蛋白a異常率15%，C-反應蛋白
也有8%的人異常，另有約5%的人有兩項以上異常。
曹國倩表示，根據國外研究，血中同半胱胺酸過高，發生心肌梗塞的機率高出一般人3倍；且其數值
每升高5單位，男性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機會就會增加16倍，女性則增加18倍。
C-反應蛋白則是一種血管發炎的指標，長期血管發炎，易致粥狀病變，引發心肌梗塞、中風等疾病；
研究顯示，C-反應蛋白超出正常值，罹患心臟病(新聞、網站)的危險性將高出兩倍。
至於脂蛋白a過高，心血管疾病風險會提高3倍，若同時有抽菸、高血壓、糖尿病等危險因子，罹病機
率更可能升高7到20倍不等；而在上述因子之外，併有同半胱胺酸異常的人，心血管病的危險將高出
31.7倍。
曹國倩說，同半胱胺酸過高，可多吃維他命B12、B16、葉酸等改善；C-反應蛋白異常，可服用少量阿
斯匹靈預防；而脂蛋白a過高須改變生活形態，多運動、均衡飲食、戒菸等改善。
她建議，目前一般健檢多半只測膽固醇，但單憑此一指標，要預防心血管疾病，似嫌不足，所以民眾
不妨增加上述3種指標的檢驗，多些參考，這整套檢驗費用約一千出頭。
 

評論
 

   關於膽固醇的研究是西藥廠玩的把戲，他們ㄧ貫做法就是把沒有問題的東西當成有問題，於是有了
病名，自然就有借口賣藥給健康的人吃，於是愚昧的健康群眾吃了以後就延伸出許多本來沒有的病，
西藥廠就是希望大家都生病，這樣才有錢賺，就好像美國使用最普遍的Lipitor降膽固醇藥物，它會使
人出現短期記憶喪失等現象是現在西醫承認的，但是他們不知道按照中醫理論，腎主記憶，也主骨主
牙，主管頭髮主管聽力，主大小二便，所以對中醫來說此藥物傷記憶的話，必然傷腎，腎一傷就開使
掉髮，骨頭變脆，掉牙且耳鳴，大小便會失禁等，不單只是短期記憶喪失而已，我常教病人不要吃消
夜不要吃零食，大約三週左右膽固醇就好了，而真正引發心臟病的原因並非膽固醇，中醫認為是濕熱
造成的，用西醫名詞是Inflammation，証據如下:這是美國西醫自己做的研究報告。因為是用Scan報紙
剪報所以有不清楚地方請見諒。

(美國佛州漢唐中醫前院長倪海廈中醫師撰寫)
 
1.心血管疾病的人，其中四、五成膽固醇並不高，因此一半一半，所以膽固醇根本是無罪的
對不
     對？我們看這一本書怎麼講，我一拿到這本書就先看它的膽固醇怎麼講，從二、三年前開
始講
     課時，我就開始講膽固醇，我們說膽固醇的標準值在哪裡？男生是200加減20，那西醫跟
你講
     150到200，有人跟你講到250，但是底限都跟你設定的很低，然後讓每一個人都覺得膽固
醇太
     高，這根本不對，這本書就跟你揭發出事實，我念幾段給大家聽「研究膽固醇是非常流行
的嗜
     好，某些醫師與公司極力推廣，因為從中可以牟取數十億元的暴利」、「新藥局畫刊把膽
固醇叫
     做健康的定時炸彈」我繼續念下去，這關係著大家的健康，比上良方十帖重要，因為飲食
已經
     錯誤了，你再用藥物也沒有用。「膽固醇屬於增生性的物質，是維持生命的重要人體成
份，例 如腦部即需大量膽固醇。人類腦部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由膽固醇(乾燥值狀態)組成」，
所以我常在
     講膽固醇與卵磷脂是一組的，神經系統最多，沒有卵磷脂的話，那個神經包皮就像電線沒
有包
     皮就會短路，就會耳鳴、腦鳴。「若飲食中缺乏膽固醇，大部分人體細胞會自行製造－謝
天謝
     地！」不過這裏我要跟各位講的，如果飲食中缺乏膽固醇，人體會製造，但會製造的很
累，而
     且會一直下降一直下降，總有一天會失去平衡而降低，所以飲食中還是要有攝取膽固醇的
食物
     「若非這『可惡』的分子，細胞保證死光光。但是還是有很多人一聽到膽固醇三個字就嚇
得要
     命，深怕早早死於心臟病。許多人早餐不再碰蛋，吃麵包不敢塗奶油」這邊是講天然的奶
油，
     因為書後面有提到人不敢吃奶油，受惠的就是人造奶油廠貝可公司，「在良心不安下，光
二OO
     一年就有一百萬人以上響應健康促進大會的號召去測量膽固醇。不出所料，超過任意訂定
的臨
     界值(200)的人果然有一半以上。」那我們前幾週有講，日本NHK電視台有報導二個大型醫
療
     機構分別追蹤了十年、十五年發現膽固醇高達280以上的人根本沒有人得癌症。所以這本
書講
     說標準值200是隨意亂定的，定的很低，所以大家很容易超過200，事實上很多標準都定在
140、
     150的。這就是現代醫療的後遺症。我們繼續看下去，底下關於兒童，這就是很多兒童感
冒不
     會好的原因了，「美國心臟醫學會某一委員呼籲，兒童從五歲開始就要定期測量膽固醇。
這還
     沒完，嬰兒出生前或馬上出生後，應有醫生幫忙算出罹患心臟病的危險率。該學會醫師還
建議，
     孩子一旦吃固體食物，父母應餵予低膽固醇食物；血壓監測應從三歲做起。」這個就叫
做”製
     造疾病的人”。「倘若正視前面所講的預防建議，則嬰兒也需遠離母乳，因為母乳是不折
不扣的
     膽固醇炸彈。但事實上吃母乳對嬰兒非常好。這一點也不奇怪，母乳所含大量的膽固醇是



神經
     細胞和腦部細胞生長所需的必需品。」是我們身體細胞最外面那一層的脂肪，最外面一層
保護
     層，沒有卵磷脂、沒有膽固醇就沒有保護層了。書上說「但事實上吃母乳對嬰兒非常好。
這一
     點也不奇怪」會一點也不奇怪嗎？當年爲了壟斷整個牛奶市場，就說餵母乳會讓媽媽身材
變形，
     所以說母乳是不好的，要喝牛奶，爲了推廣這個就鼓勵打退奶針，結果打退奶針十年後，
女性
     乳房就萎縮了，那乳癌就出現了，所以漢唐中醫一直在強調「乳汁就是月經」，奶水就是
月經，
     月經就是奶水，這二個關係絕對不要忽略。結果西醫用退奶針後，後來月經那邊就出問
題，結
     果子宮被割掉的就一大堆了。那現在爲甚麼又要提倡喝母奶呢？意識抬頭了嗎？也不全
然，還
     是發明疾病的人在壟斷，爲甚麼？他們發現退奶針的副作用太強了，他們不敢在打退奶針
了，
     他們又沒有藥物讓奶退掉，所以只好講母奶是好的。要退奶很簡單嘛！給她「四物湯」每
味藥
     都給它3錢，再加上「炒麥芽」1兩，一天一帖，3~5天奶就退光光了，很簡單啊！可是無
副
     作用啊！所以真的是很惡劣，所以看到這些都不能睡覺了。
2.我們看倪院長的時事評論，我們看劃線部份就好，「此藥物傷記憶的話，必然傷腎」所以我有
沒有
     一直在講膽固醇是類固醇的原料，類固醇是腎上腺製造的，歸類到腎臟的命門之火，沒有
膽固
        醇、沒有類固醇就是傷腎，跟我們講的道理都一樣的。「真正引發心臟病的原因並非膽固
醇，中
        醫認為是濕熱造成的，用西醫名詞是Inflammation，証據如下:這是美國西醫自己做的研究報告。
因為
        是用        Scan報紙剪報所以有不清楚地方請見諒。」這個剪報大家再去看，大家一定要去
看。
3.你說中醫治療速度快不快，剛剛上課前，有一個家長上二樓，那個小朋友耳朵聽不到，西
藥抗
  生素吃了一個多禮拜，我們只給他一包中藥，當天晚上是不是很好睡覺了，他耳朵不在出問
題
  了，當然好睡啦！所以很快。
 
三、請班長念一段學員寫的字條，……..，這個患者是年輕人，都是我們這邊孩子的家長，所
以都
  還蠻年輕的，患了十年不能睡覺的毛病，十年漫漫長夜，她星期三給我看病，我把她當作失
眠
  治療，女生失眠一般來說都是貧血造成的，上週六才講而已，有一種人失眠，躺下去時腦中
就  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的出現，這種失眠就給她吃「酸棗仁湯」，那我就一直問她有沒有
這種現  象，如果有的話，這個才會有效，當天晚上吃一包下去，妳就會好睡了，如果不是放
電影的現
  象，這包藥就不會有效，所以都在一個條件之下，結果星期三我就給她吃這一包，結果沒有
效，
  星期四她來了。最近一二個月來我都是一躺下去就睡著，起來就是白天了，結果星期三晚上
給
  她吃後沒有效，晚上我一秒鐘都沒睡著，第二天就撐著上班上課，就這樣撐下來，所以星期
四
  一早就托著疲憊的身子來到這邊，那這位家長也出現了，我就奇怪妳那放電影，吃這藥怎麼
會
  沒有效？結果我詳細問她是甚麼失眠？結果才給她診斷出這個叫做「不眠」，十年幾乎都不
能睡
  覺，可以從躺下去一直到清晨，幾乎沒睡著，就告訴她去買「ooooo」，專治不眠的，可是
  她一直買不到藥，請我幫忙製作，可是我們不會這樣就投降，我就再詳細問她，她說是十年
前
  一次月經之後，從此就不能睡覺了，當然她有可能偶而睡著一下下，就算有睡著也是在半夢
半
  醒之間，再來我發現她臉頰這邊有一條靜脈曲張，這表示她體內淤血很多，體內有血瘀，應
該
  是十年前月經排的不順暢，而導致有血瘀，所以導致她十年不能睡覺，所以我就包二包
「ppppp」給她，中午吃一包，晚上再吃一包，結果當晚就能入睡，只是偶而作夢。她就是
「ppppp」的症狀，不用「ooooo」，所以失眠不用治失眠，像她這種治失眠，我們給她化
  瘀血，妳到哪裡去找這種醫師。
四、這些最新的資訊，我們幾年前就跟各位呼籲了，你在看吧！鹽巴也是這樣子啦，糖尿病
的事
       情也是這樣子，以後的書將會陸陸續續的印證我們這邊講的話，我們現在所上的中醫是
遠遠
       超過現在醫學非常多。不過老實講臭屁歸臭屁，我們講一句很中肯的話，山中無老虎，
猴子
       稱大 王，我很多病不會治啦！所以我很努力在研究而已，那真正的大師應該是像漢唐中
醫倪
       院長這樣，我們只是在這裡賣弄一點猴戲而已。
五、星期四內經知要的課，大家有空的話一堂課、二堂課來聽都好，不要像以前這麼固執，一堂
       課不來就不給你聽，能聽一節就一節呵，最近我們在上男女的年齡層與生長的關係，整個來
       講1~13歲是走腎的時間，14~26歲是走肝的時間，所以體質好不好是看這一段時間，這一段
       時間是膽固醇時間，是類固醇的時間。小孩子一天到晚都在感冒，感冒所消耗掉的都是淋巴
       系統，那淋巴系統到14歲以後就交給肝負責，可是1~13是交給腎負責，那個是胸腺在控制
       我們的，所以胸線發育不良的小孩子胸骨都凹陷下去，一天到晚都發燒，晚上睡覺就流汗，



       然後就流口水，流到整個枕頭都發臭，胸線這邊屬於腎， (8/12/2005皮沙士按: 叫腎陰虛，六味地
黃丸，用這方我們曾把南部某大醫院給挑了)所以沒有膽固醇、類固醇，你就一天到晚都在感冒，所以
老實講吃素的真的是很危險，你一定要補充膽固醇，不然小孩子給他吃素，沒有膽固醇，一天到晚都
在生病感冒，看了會很痛心。我最近發現到小孩子補充膽固醇，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杏仁粉，可是要
記得杏仁粉要煮過，不要用沖泡的。現在市面上那些均能26還是多少啦，這些榖類粉對小孩子還可
以，對成人的腸胃是很大的傷害，不要去泡那個呵，小孩子的胃是可以忍受啦！但是那些榖類粉的纖
維很傷腸胃，不要這樣沖泡，最好煮過。所以我最近發現那杏仁粉煮過之後再喝，補充那個膽固醇跟
卵磷脂，對腸胃又不會傷害，有便秘的人效果也會很不錯。用甜杏仁，甜是滋補，非苦杏仁，苦是
瀉。那星期三晚上我沒睡覺，星期四晚上一覺就到天亮，星期五晚上有睡跟沒睡差不多，那我今天仍
然可以上來講話，你們一定知道我有獨特的秘訣嘛！我的秘訣就是在膽固醇與卵磷脂，晚上沒睡覺就
沒有製造膽固醇嘛！第二天早上就要大量補充膽固醇與卵磷脂，精神立刻就可以起來了。心血管疾病
與膽固醇關係這本書有講，可是還有一本書「氣的樂章」，王唯工教授所寫的，以物理學的觀點探討
中醫「氣」的奧秘，告訴你心血管疾病如何通暢它，這是科學報告，台大李嗣涔教授說這本書應該得
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本書後面附錄有提到即使是中藥打粉對腸胃也是一種傷害，所以榖類粉對腸胃就
是一種傷害。有一位老先生約七十幾歲，每天早上都沖泡榖類粉，吃到後來會嘔酸水，他沒有警覺仍
繼續喝，後來變成拉肚子脹氣，後來找我看病，看心臟病，心臟好像要跳出去了，好像是作賊時的那
種緊張的心跳，因為是我早期的出診，所以就帶了一些相關的藥物，我給他把脈發現心跳是「哆－哆
－哆－×－哆－哆－×  」，中醫 有28個脈相，這個稱為「結脈」，我們要講良方十帖了，我發現這個
「結脈」是腸胃引起的，
不是心臟病，你知道我給他吃甚麼要嘛！良方十帖就有一個「胃苓湯」，這是家家戶戶都要準
       備的拉肚子的藥，如果拉肚子趕快去吃胃苓湯，拉肚子的藥有兩個，其一為「胃苓湯」，這是
       最平妥的，就算吃錯了，吃了沒有效也不會有副作用。另外還有一種，請小心使用，「葛根連
       芩湯」，有位學員孩子拉肚子吃西藥一星期都未好，吃葛根芩連湯兩天就OK了。這是使用在
       屬於細菌感染，急性的拉肚子呵！就是急性腸炎，本來應稱為慢性腸炎的急性發作，但怕大
       家搞混就直接稱為急性腸炎好了，就是細菌感染或腸病毒引起的拉肚子都有效。這個「黃連」
       與「黃芩」是抗生素，所以不鼓勵亂吃，這不能亂吃，只有確定是急性腸炎，細菌性的腸炎，
       病毒的腸炎，你才可以用。如何判斷細菌引起的腸炎呢？第一個你吃海霸王的食物中毒，你
       就選用葛根芩連湯把毒素解掉，所以集體性的食物中毒，學校啦，機關團體啦，用這個一天、
       二天就解決了，送去大醫院，15天能不能出院都是未知數。再來還有甚麼症狀呢？你會發現
       拉肚子的時候拉不乾淨，已經拉很多了，大便比平常還要臭，拉很多了而肛門有下墬感，肛
       門有灼熱感與下墬感，就覺得肛門還有大便，可是就是拉不出來，就是因為病根還在裡面，
       要給它消炎，用葛根芩連湯。再講一次，感覺大便已經拉很多了，可是就一直覺得拉不乾淨。
       像這種細菌性的腸炎，拉肚子會發燒，這種葛根芩連湯很好用，但是不要貿然就使用它，不
       然在使用葛根芩連湯時，一起把「胃苓湯」加下去，平胃散＋五苓散，這個五苓散有利尿作
       用，但是不會傷腎，它是強壯心臟，透過小腸把水分吸收，水分就不會在腸子裡，透過尿尿
       尿掉，腸子水分少就不會拉肚子。這個平胃散是治脹氣最好的藥。如果沒有準備「胃苓湯」，
       而用平胃散＋五苓散加起來也可以。如果發現是細菌性的腸炎，你用葛根芩連湯再將上胃苓
       湯沒有關係，但是如果發現是胃苓湯的症狀，你就不要加葛根芩連湯。葛根芩連湯還有一個
       症狀在哪裡？那個吃了海鮮之後，或者吃了火鍋之後，出現那個蕁麻疹，葛根芩連湯也可以
       一起解掉，很好用。那胃苓湯用在一般的拉肚子，葛根芩連湯的那種拉肚子，若仔細觀察大
       便，大便會熱氣蒸騰，大便好像會冒熱氣，會有灼熱感，這就是發炎的現象，就可以用葛根
       芩連湯，黃連、黃芩是消炎藥，是中藥很好的廣普性的消炎藥。若到西醫那邊還要給你檢驗
       是甚麼細菌病毒？還要拖時間，你有沒有那個命拖到那個時候。我們中藥不需如此，葛根芩
       連湯它是廣普性的，不管它是甚麼細菌病毒，只要是熱性的拉肚子，便便是熱氣蒸騰的都可
       以處理，因為是廣普性的，細菌病毒可以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現在的腸病毒，上次講那個
       「小柴胡湯」＋「銀翹散」，那個是手足口病，那個比較沒有偏向腸胃系統，若偏向腸胃系統
       要走葛根芩連湯的路線。吃火鍋、海鮮得蕁麻疹但沒有拉肚子，仍然可用葛根芩連湯，所以
       只要符合剛剛所講要點，就可以用葛根芩連湯，大家要把這些要點整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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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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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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