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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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明：此為演講，尚未經鑑定，僅為本人聽其演講CD二遍後摘要紀錄，草成此篇。

一、先看一下今天的補充講義，這份「骨質疏鬆不能只吃鈣片」的補充資料是怕浪費資源
所以在背面多印的對不對？(大家一笑)很好，加分！這份資料大家回去自己看，我們看另
一份補充資料，有關AIDS內容，我們看最後一行，這是美國佛羅里達州倪海廈院長所寫
的，以後註明一定要寫美國佛羅里達州漢唐中醫學院院長倪海廈中醫師撰寫，現代人一定
要將光環掛出來，美國佛羅里達州漢唐中醫學院是政府立案的，倪海廈院長撰寫的。
二、介紹二本書：見補充資料二 。       
三、我們講膽固醇，只有營養學家告訴你不可以吃，你看生化學學家董大成博士是如何看
待膽固醇，你再看台大生化學的教授，台灣生化學的權威、第一把交椅的林仁混教授是如
何看待膽固醇的，西醫的膽固醇指標有的是130~200，林仁混教授說男生膽固醇標準是
180~220。他的講法就跟其他人不同，為甚麼差別這麼大？而董大成博士自己得過膀胱
癌，他後來自己吃黃豆，他說黃豆可比高麗蔘，你看他一天吃蛋吃幾顆？為甚麼他不怕膽
固醇過高，他是生化學家才了解化學的變化，只有營養學家才給你斷章取義，營養學家認
為：蛋黃裡面膽固醇很高，吃下去膽固醇會一直飆上去。可是生化學家看法就不是這樣
子，他看見蛋裡面有膽固醇，蛋中有卵磷酯。有卵磷酯的膽固醇就OK了，所以不用怕，
你看古代那些吃豬腳連豬皮一起吃的，豬皮就是卵磷酯，他們那一個高血壓？那一個腦中
風？所以醫學不是這樣子的。那我們吃素的膽固醇從哪裡來？從核桃、腰果、杏仁、無花
果……那些乾果類來的，再來這樣就夠嗎？不夠，還要從營養學家最詬病的那二種油來
的：椰子油、棕櫚油。所以吃素的人要用的油就是營養學家罵的最厲害的那二種油，第一
個棕櫚油、第二個椰子油，這二種油放冰箱拿出來後有沒有像豬油，它像豬油，裡面是膽
固醇，它才是給我們身體能量最高的所在，所以吃素的油應該用這種。不過…，幾年前我
來這邊上第一堂課時，就是講這件事情，後來我不敢講，為甚麼不敢講？因為我們研究的
是物性，它原有的性質，如果變化了要怎麼講。例如：我們鼓勵人家吃黃豆，黃豆可比高
麗蔘，可是黃豆卻是基因食品，那個因果誰去負？副作用誰去負？所以我說吃黃豆、喝豆
漿可以補充鈣質，這份補充資料骨質疏鬆也是鼓勵喝豆漿，那豆漿如果是基因改造黃豆製
成的，後來吃出問題，這誰來負責。同樣地棕櫚油的問題，棕櫚油在南洋生產地裝桶時加
一次防腐劑，我們問過台灣經銷商，棕櫚油來台灣時，他們怕防腐劑用太少，怕它壞掉，
又再加了一次，我聽到加二次怎麼敢介紹，所以到底要吃甚麼？我不知道，我們在這邊可
以跟各位講的是，它的物性而已，至於後面人為的變化，我們很難講。就好像也有學員問
我們，中藥使用時是不是要先泡熱水10分鐘後，過濾後再煮，不然重金屬如何去掉？老實
講，不要說是「中藥」，只要是種在土地上的，只要是由根吸收土地水分的作物絕對都有
重金屬，因為全世界的地利都被破壞掉了。那大陸還在步那些以前台灣開發的，全世界以
前先進國家開發過程所使用那些亂七八糟的化學藥劑都在噴植物，那吃中藥到底對不對？
那我們沒有辦法負責這些事情，這是屬於整個「共業」的問題 (PS：眾生一切善惡思想行
為，都稱為「業」。好的思想行為叫做「善業」，惡的思想行為叫做「惡業」。「共
業」：大家共同造作的業)。
四、真正地醫學是把古代的東西與最新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兩個答案是一樣地，這才可以
當作標準，如果牴觸時，就有一個錯。我們會認為古代醫學能夠流傳二千年下來，應該就
是真理了，只是等待現代科技給印證。那為甚麼又要老調重談，重提棕櫚油？因為最近漢
唐中醫又再跟我遙遙呼應了，我們是遠隔大洋漠不相識的人，講的觀點幾乎都是一樣的。
他最近講我們用的油絕對不是沙拉油，我們要用的是不會讓廚房油油膩膩的油，不是那種
會讓抽油煙機每半年就要送廠商清洗的油。因為倪院長沒有吃素，所以他就鼓勵人回到吃
豬油的時代，為甚麼？因為豬油膽固醇高。所以很奇怪，我與倪院長不相識，我是默默無
名，他是美國漢唐中醫學院院長，佛羅里達州最高的中醫行政負責人，等於是州長認命的
官，他剛辭職半年、一年而已，他想回台灣教一批學生，所以才把那邊辭掉了，收一批關
門弟子。我就看見他在鼓勵，說用沙拉油是被廠商買通的，才會變成吃沙拉油。為甚麼女
生抽煙比男生少，但是肺癌是女生的第一名？為甚麼男生不是肺癌第一名？就是抽油煙
機，廚房造成的嘛！為甚麼心血管疾病一直都上升，就是那些沙拉油，沙拉油被加熱後變
成焦油，焦油到身體就是致癌物質，那就是變成中性脂肪(三酸甘油脂)，堵塞血管的元
兇，所以心血管堵塞並不是膽固醇。這種醫學的資訊，各位到哪裡去聽，沒有人告訴各位
這種資訊的，到處都是錯誤的，我們在 藥師佛前面，只有我們敢講我們是正確地，所以
我們才要上這課，大家如果有興趣儘量不要缺課。因為我個人蠻情緒化的，看見人少我就
沒精神了，看見人少，本來預計人會很多要講良方十帖，又覺得良方十帖以前講過了，所
以講不起勁。不過老實講，一個真正會上課的人，再重新講一遍，你會覺得怎麼好像以前
沒聽過。大家有沒有覺得？有的請舉手，對不對，就是這種感覺。

●     怪醫皮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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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剛剛提到鹽巴，中醫的源頭是五行表，五味是「酸、苦、甘、辛、鹹」，對應到
五藏「肝、心、脾、肺、腎」，對應到五行「木、火、土、金、水」，這邊可以看見，鹽
能入腎，鹽是腎臟所必需的，為甚麼？因為腎臟得到鹽巴才能把水變成尿尿，這是利尿，
鹽巴是利尿劑，為甚麼現代醫學一直教人不要吃鹽，台灣尿毒症(洗腎)的人口比率是全世
界第二位，這是最近的新聞。

＊中醫五行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臟：肝心脾肺腎
五色：青赤黃白黑
五味：酸苦甘辛鹹
五臭：臊焦香腥腐
五液：淚汗涎涕唾
五脈：弦洪緩浮沉
五氣：風暑濕燥寒
時令：春夏長秋冬
形體：筋脈肉皮骨
五官：目舌口鼻耳
情志：怒喜思悲恐
五聲：呼笑歌哭呻
五音：角徵宮商羽

 

 
 
 
 
 
 
 
 
 
 
 
 
 
 
 
 
 
 
 

 

      這就是教你不要吃鹽巴，鹹不入腎，然後水濾不出去嘛！就這麼簡單。
六、我們要再提之前提過「通便」用的醃黃瓜，因為剛剛有學員提問這個問題。那個泡在
液體中愛之味品牌的醃黃瓜可以用嗎？這個不可以用，這個軟趴趴的怎麼塞得進去。要用
那個咬起來脆脆、有嚼勁的醃黃瓜才可以塞得進肛門，塞進去後才可以軟化大便，大便就
出得來。為甚麼呢？因為「鹹能軟堅」。再譬如大脖子缺碘，中國古代就認知到，就是要
給它海藻、海帶、昆布，我們老祖宗不知道這些食物中有碘，可是老祖宗知道這些是海裡
的東西，它們很鹹。大脖子是硬塊，只有用鹹的東西才能將它軟化掉，所以這就是「鹹能
軟堅」的應用。現在大便擠到肛門邊硬硬地，根本擠不出來，這個醃黃瓜很鹹，塞進肛門
後就會吸收水分，「鹹能軟堅」，會使大便軟化，待會就會出來，原理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原理不同於「薄荷腦」，薄荷腦是用薄荷提煉        後白白的東西，做成類似口紅的形狀
可以旋轉伸縮的東西，很多人拿綠油精或薄荷腦抹太陽穴，治頭疼，可不可以？那一天到
晚都頭疼的，愈抹會愈頭疼。上星期上課提到太陽穴頭疼的，那二種放在一起就可以根治
了，對不對？我星期三就接到家長打電話來，家長就坐在那邊，他就告訴我說：「自己的
媽媽二十年的頭疼」，我們想想看，經年累月二十年的頭疼，看遍多少醫生，星期三時打
電話告訴我說，就用我上課所講那二個簡單的方子合在一起用，就好的非常多。我就告訴
他說：「你就寫一篇貼在我的網站上嘛！」沒有人要貼，這個網站我就不想經營了嘛，所
以大家看到我今年四、五月以後幾乎不再貼了，我們也不是要炫燿自己的功勞，實際上是
因為中醫處於這個很曖昧的時代，大家根本看不到甚麼叫「中醫」，大家看見的「中醫」
是會叫你去吃「普拿疼」的(大家一笑)。星期四那天有一位阿媽坐我的車子，阿媽就告訴
我說：「中醫老師的藥怎麼這麼好用」，對不對阿媽？(PS: 阿媽在現場上課)，一包就有
效對不對？(PS: 阿媽    說一些話，但是錄音聽不清楚) 阿媽講的那個案例，阿媽都陪乖孫
女來上學，孫女說：「阿姑走路都會撞牆壁」(大家一笑)，你知道這是用甚麼方子解決的
嗎？我們良方十帖中有「小柴胡湯」、有「五苓散」，就是這兩個合在一起，服一包後就
不會撞牆了，那二天就OK了，都在良方十帖內，只是看你會不會用而已，阿媽就覺得很
奇怪，為甚麼中醫老師你的藥這麼好用，阿媽多講妳的，沒有關係吧？阿媽回答：「沒關
係」。阿媽的手肘有問題，我告訴她中藥一帖就看見效果，阿媽是不是？還有一位不知是
誰，手也長一粒東西，用我們贈送的「紫雲膏」後，處理好十多年的舊傷。你看這就是我
們的醫療環境，為甚麼沒有人告訴妳可以用「紫雲膏」，「紫雲膏」到處都在賣。(PS：
有位學員發表「紫雲膏」的使用經驗，但是錄音聲音細，不知有否聽錯！她說：「我有一
位同事的小孩，那個肉一直陷下去陷下去，她媽媽很擔心很害怕，因為我有給她一瓶○○
的「紫雲膏」，因為哪天已晚想隔天在帶去看醫生，結果她就用「紫雲膏」給小孩抹，抹
一個晚上後，隔天就好了，這是同事說的。) 謝謝妳！我們這邊從來都沒有讓人發表經驗
(大家一笑)，但是每一個人都很含蓄，誰一包就有效！誰一包甚麼問題都解決！結果都不
敢講，當然不敢講，不然這講堂也坐不下。其實我們也不是好大喜功，我們也不喜歡站出
來，我們喜歡默默的耕耘，我們喜歡躲到山裡面去練功的，去修禪定打坐，所以我們研究
室才叫「藥師功房」是藥師佛的藥師，不是現在藥劑師的藥師，我們是希望隱姓埋名好好



練功，才是我們的本份，可是這世界太混亂了，你不這樣起來弄的話，很糟糕啊！你說外
面買的西藥感冒藥怎麼比得上我們的葛根湯，那裡面的類似安非他命的成份codeine(PS：
英翻中「可待因」)，吃了就上癮嘛！不行這樣子做。所以我們良方十帖是很有得講。
七、我們講義發下後，葛根湯還有得講，葛根湯要講二十小時，我們都可以講。我們良方
十帖為甚麼要有感冒，因為小孩子幾乎都有感冒，我們今天講的只是概論而已，感冒會有
咳嗽、喉嚨痛。那咳嗽一定要分，我自從曝光後，有些家長就寫了紙條，希望我給小孩看
病，問題是寫了紙條寫得不清不楚，為甚麼不清不楚？因為沒有來上課。好！再來，如果
小孩子沒咳嗽給你聽，你怎麼知道是那一種咳嗽？而小孩也講得不清不楚，所以小孩在中
醫列作「啞科」，望、聞、問、切中的問診是沒有用的，小孩子又很小沒有脈好把，小孩
子是不把脈的。小孩子可以看食指但能提供的訊息有限，因此小孩子能提供的訊息很弱，
因此治療小孩子效果會打折扣。所以真正能治好快速有效治好小孩子病的是家長，只有家
長自己隨時調整用藥，才可以在一天或三天內將感冒治好。我一直強調，如果感冒超過如
果6~7天才好的，那不是中醫師治好的，也不是西醫師治好的，那是他自己好的。所以一
位中醫師如果將感冒治到6~7天，這位中醫師該檢討了。感冒應3~4天就治好才能稱為「中
醫」。隨時要變化用藥，一包用下去，狀況變了，立刻變化用藥，一般而言，3包就OK
了，感冒就好了，所以我們要學。
八、講到咳嗽，如果發現小孩子咳嗽時，愈咳，氣一直往上衝，這臉紅紅的，注意特徵，
咳到臉紅紅的，這種咳嗽可以用「麻杏甘石湯」，這種我們稱為「熱咳」，那有「熱咳」
就有「寒咳」或稱「冷咳」，這「冷咳」會伴隨著鼻水，那鼻水稀稀白白的流下來，「冷
咳」會伴隨著畏寒、惡寒的現象，這現象會很明顯，我們就給「小青龍湯」，但是今天只
是緒論而已，只是良方十帖的開場白而已，所以這二個方子請先暫時不要用，大家對它的
認識還不是很深，除非你抓住我剛才講的要點，一咳嗽起來，你就看到他整個臉咳到臉
紅，不咳則已，一咳就臉紅，這個「麻杏甘石湯」就可以用下去。那「小青龍湯」這稀稀
白白的是我前幾周有講很詳細，那各位可以由CD來重新聽或等我過幾個星期依順序講良
方十帖有提到「小青龍湯」時再用。「麻杏甘石湯」是「熱咳」，「熱咳」會伴隨著鼻涕
黃、濃、稠，還有那嘴唇又乾又紅，這就屬於這系列的。那嘴唇是蒼白的，鼻涕稀稀白白
的是「小青龍湯」。那還有因為乾燥而咳嗽，喉嚨因為乾燥而咳嗽，或因講太多話乾燥而
咳嗽，那這個是亂吃也不會吃出問題的，這個東西很好吃(PS：錄音未講，老師只在黑板
上寫出，故不知是甚麼東西？)上星期日上完課，就有家長跑到樓上找我，他說：「奇
怪！同樣都是看中醫師，那為甚麼我的孩子出去外面看中醫師，拿回來的藥小孩子都不願
意吃，那學校這邊的藥就願意吃，後來終於給他逮到一個機會，小孩從學校帶藥回去吃，
吃完還有一點點剩下的，他拿來吃，唉喲！怎麼這麼好吃，果然我們這邊不一樣。」我們
可以給各位一個判斷的原則，如果中藥是以甜為主，好吃為主的那個藥、那個方、那種植
物，你就可以長期吃，吃一輩子都不會有問題，重點就是要甜味。所以五味的酸、苦、
甘、辛、鹹，甘是甜，甜對應到腸胃，後天營養的補貽(?聽不清楚)來自於甜味，所以只有
甜味的東西才可以當保養藥，可以長期吃。只要是苦的藥，那是入心，那是瀉火的，讓你
愈吃愈沒有火，愈沒有能量，最後的下場就是貧血，就是尿毒。所以去年上新聞的一位中
醫師，吃龍膽瀉肝湯吃了六年，就是不懂這一句話，他吃到最後變尿毒，最後洗腎，結果
被西醫藥廠拿來利用，以中醫師身份告訴你中藥有毒不可以吃，那就是他自己不懂。這個
苦入心，心主血，會破壞紅血球，苦瀉火，所以把能量瀉掉，最後就水剋火(? 聽不清楚)
變成尿毒，道理如此而已。所以剛才說葛根湯根本不是感冒藥，爲甚麼？你們吃看看，吃
起來甚麼感覺？是不是甜的為主，它是保養藥，甚至是營養      劑，爲甚麼是營養劑，我
分析給你們聽，星期一那天上課我有提到小孩子的保養藥，小孩子時就可以開始給他吃，
可以吃到考上建中為止的方子是甚麼：「黃耆建中湯」加「保和丸」，小孩子缺乏酵素，
所以給他「保和丸」，那「黃耆建中湯」是由「小建中湯」變的，將它加「黃耆」後改名
「黃耆建中湯」。「小建中湯」組成是：桂枝、芍藥、生薑、大棗、甘草、膠貽。膠貽就
是麥芽糖，這裡面除了芍藥是酸酸的，桂枝有甜味，甘草有甜味，大棗(即紅棗)有甜味，
麥芽糖絕對有甜味，這個生薑有點辣辣的，基本上以甜為主，以甜為主就是屬於腸胃藥，
當然可以吃一輩子啊！當然可以吃到考上建中啊！中國二千年前就設計出「黃耆建中
湯」，設計出「小建中湯」老祖宗就知道小孩子的營養要補充甜味，所以在這個方裡面給
你加上麥芽糖，就是給小孩子最好的營養，小孩有營養、有熱量，營養吸收好，他當然就
不容易感冒。那消化系統好，當然呼吸系統就好，所以就是這樣子。那葛根湯與小建中
湯、黃耆建中湯有甚麼差別呢？葛根湯少了膠貽，有5種成份與小建中湯相同，但是多了
葛根(食物)與麻黃(藥)。葛根是甚麼？有看過韓劇節目「醫道」的就知道，葛根是市場賣
的食物(塊狀)。麻黃是甚麼？發散風寒感冒的藥，所以葛根湯有七味藥，所以你說它是藥
嗎？麻黃只佔1/7，事實上不到1/7，因為葛根放的量比較多。因此葛根湯是給你小建中湯
的營養，再用葛根把皮表骨骼肌放鬆，再輕微用點麻黃配合桂枝將風寒趕出，這樣輕描淡
寫的教你發汗，汗出燒就退，如此而已。
九、這個「麥門冬湯」非常地好吃，我這裡面就有麥門冬，我上課要保養喉嚨，就是要用
麥門冬，現在我們來看「麥門冬湯」，組成成份：麥門冬、半夏、甘草、人蔘、梗米、大
棗。它有大棗即紅棗甜甜的，有甘草甜甜的，半夏大家不認識沒關係，這是一味中藥，這
人蔘也不用介紹了還有麥門冬這一味藥，再來梗米是米，米也是中藥，如果說中藥都不能
吃，那我們米也別吃了。「麥門冬湯」裏面就有米，這是食物還是藥？醫食同源，米是澱
粉類，澱粉就是甜的，甜的就是營養劑，所以甘入脾。麥門冬也有點甜甜的，甘草、大棗
都是甜的，所以「麥門冬湯」給它亂吃也沒關係，所以有事沒事，喉嚨乾乾地就可以吃，
那實際上它比較偏向在咽的問題，只是咽與喉是在一起的，所以有時就囫圇吞棗，只要是
咽喉乾乾地就找「麥門冬湯」來吃。所以這個包括乾咳，咳嗽沒有痰，或者好像痰黏在喉
嚨上弄不出來，如果能弄出來多舒服呀，這時候只要口含麥門冬湯不加水，讓它慢慢地滋
潤下去，等一下滑動，只要咳一聲，一口痰出來，喉嚨不會怪怪，不會再咳嗽了。麥門冬
湯是屬於比較平和，介於寒咳、熱咳中間，比較溫和的藥，既是溫和的藥，即使亂吃也比
較沒有問題。只要是溫和的藥都帶甜味，原則上，麥門冬湯偏向治乾咳。這裡我們補充一
下葉天仕先生的川貝枇杷膏，這是甜甜的，甜的厲害，大家都給它亂吃，只要是咳嗽啦、
喉嚨痛啦，就給它亂吃，有的吃了有效，有的無效，為甚麼？它是甜的，黏黏膩膩的，它
只治乾咳，如果是痰很多，如果吃枇杷膏，待會你的痰就咳不完了，它會生痰生很多，所
以我們要懂這原理。這是咽的問題，那喉的問題使用「桑菊飲」，桑葉、菊花飲料，        
我們中醫的五行表，彼此對應，秋天對應乾燥，最近大家會發現到眼睛好像乾乾的，鼻子
乾乾的。昨天有人打電話給我，說他耳朵發癢，爲甚麼發癢，表示太乾了。上週我們介紹
「桑菊飲」就說這是秋天的藥，耳朵、眼睛、鼻子發癢、喉嚨發癢、咽發炎、這裡發炎
(PS：聽錄音，不知所指位置)可以使用「桑菊飲」。這種乾燥就不是隨隨便便用「湯」
了，「湯」的意義是一天固定吃三次，類似隨三餐喝湯之意。治乾燥除藥物外必須有充足
水分，所以就不是桑菊「湯」了，而是桑菊「飲」，一天用六次，類似喝飲料之意。所以
中醫科不科學，在命名上就告訴你這是飲料。「桑菊飲」是秋天因為乾燥而產生的飲料，



前幾天要放學時，我就看見書院的同學去拿桑菊飲來喝，他就說：「真的耶！秋天是乾燥
的季節，喝起來還真舒服，乾燥就消失了」，我說對呀！只是以前有感覺，但是不會把它
歸納在一起，不會想到跟這個季節有關係，只是隱約感受到秋天有這種現象。中醫的老祖
宗就告訴你：「秋就是燥」，所以我們說中醫是天人合一的醫學，在探討物性、天地之間
的物性、道理。所以你若確定「喉」，喉嚨癢癢的用「桑菊飲」，若是「咽」的問題用
「麥門冬湯」。
十、再幾分鐘就下課，漏掉補充一點，因為我上課是不用準備的，隨時隨現在的靈感，我
在講發燒時漏掉一點，因為現在的發燒不是那麼單純地氣候關係或吃壞肚子腸胃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甚麼東西？就是腸病毒，所以你用了葛根湯或者小柴胡湯加葛根湯吃下去
後，汗出燒也不退或汗出燒退，但一下子體溫又上來了，奇怪了，原來就是感染了腸病
毒。腸病毒大家知道有所謂的手、足、口病，那個手、腳破、口腔黏膜破掉、喉嚨痛，有
這些徵兆的話，大家就要懷疑是腸病毒，腸病毒原則上有七天潛伏期，在潛伏期時不大出
現症狀，當症狀出來確定是腸病毒感染後，我把全世界最好的處方介紹給各位，處方是：
「銀翹散」搭配「小柴胡湯」，當發現腸病毒症狀或經由西醫檢驗後確定是腸病毒，你就
選擇「銀翹散」＋「小柴胡湯」，這是沒有便秘的，        那如果有便秘時就不是「小柴胡
湯」，要從大便去解決，力量要強一點，將「小柴胡湯」換成「大柴胡湯」，原則上三天
之內就可以治好。如果沒有用這個中藥很快地解決，其致命危機在第三階段，第三階段會
演變出心肌炎、演變出腦膜炎、演變出腦炎。這時會發高燒、痙癵、抽搐，這時會有生命
危險，那時候這些就不適用了(PS：聽錄音，不知老師黑板所指)，這時科學中藥也不夠
用，還要搭配用煎劑。我們就介紹一半就好，因為我們知道小孩得了腸病毒，在前面階段
就將它治好不需要到第三階段，所這邊搭配煎劑的就暫時不講。
十一、聽過小孩子是陰虛體質的學員請舉手？小孩子的體質是陰虛體質，陰虛表示水份不
夠、體液不夠。小孩子身體裏面大約只有500cc的血，只有一杯木瓜牛奶的容量而已，你
不要看小孩子這麼大，只有500cc的血而已，因為血少，所以容易發燒，很容易退燒。就
是因為陰虛體質，腸病毒才會趁虛而入，所以小孩子要多補充水份。我們所謂小孩子為陰
虛體質，是就其成長過程，從小至中年到老年來作比較，小孩子算是陰虛體質，但是小孩
子不應該給他真正的陰虛，真正的陰虛就要給他治療，治療用甚麼藥物都沒用，只要給予
充足水份即可。秋冬季節到了，父母、老師要注意小孩的腸胃不要讓他受寒，喝冷水即受
寒，所以要給小孩子喝溫水。而且要記得小孩子嘴唇不要給他太紅，太紅就是陰虛，本來
跟成人比較是陰虛，你現在又給他缺水，變成真正陰虛，所以病毒就趁虛而入，因為
「虛」則不夠也，「虛」則不足也，陰虛就得腸病毒所以不要給小孩子脫水、水份不夠，
那為甚麼不是細菌呢？有水的地方才會有細菌，水太多為陰實。陰太多了，水太多了，才
會有細菌感染，那陰虛感染腸病毒，也可以靠中藥「銀翹散」幫忙消除陰虛。那有常常在
吃葛根湯、小柴胡湯其實都是一種保護，因為小柴胡湯可以調整，但是原則上是「銀翹
散」可以化陰虛，剛剛提到細菌為陰實，這裡順便提醒一般家長易犯的錯誤，小孩子受傷
有傷口，不要用OK绷封起來，以為封好後很放心，其實那是在殘害孩子，因為那個OK绷
透氣嗎？那個透氣膠帶有透氣嗎？這地方有傷口、有破皮，那毛細孔隨時會蒸發汗，將那
OK绷貼住，汗流出來被封住了，汗水多就易生細菌，產生化膿，傷口愈來愈嚴重，愈不
會好，這種資訊外面有沒有跟你講，有聽過的請舉手？我們很樂於看到大家都知道，在這
邊聽到的不算。我們這邊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長很信任我們，孩子嚴重的受傷就不包紮，好
的很快。所以外面的資訊相當的錯誤，所以才要在這裡講，那在這裡講，有時候會有批評
的關係，那個其實就像孟子所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心很痛，希望大
家能體諒一下，末學在這裡有時會心直口快，多所批評，大家多有一些雅量，讓我們為自
己、爲長輩、為孩子的健康多努力，希望大家多護持，這一門課大家多踴躍出席。好，謝
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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