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體免疫疾病與癌症化療】醫案 

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   院長 廖桂聲中西醫師 

我們的腳步仍然向前奮進，轉瞬間，我們的學會已邁入第十二個年頭了。「新

漢醫學」是我們在這裡，共同努力完成的作品。在民國 100 年出書，剛出書時的

頭一年，被罵得狗血淋頭。第二年，罵聲就比較小了，第三年，有智慧又有福報

的有識之士，且都是有經驗，且上了年紀的老醫生，不斷的回過頭來，走我們曾

紮紮實實、一步一腳印走過的路，為此，我們感到興奮，更感謝老天爺，帶領這

些有福氣的有緣人與有志之士，與我們一齊向前邁進。 

回顧去年，有許多值得一提的喜事，首先，就是去年的這個時候，淑雯學長

還挺個大肚子，跟我們一齊分享相聚的快樂時光，以及生命的喜悅。令人興奮的

是，大約是夏至的時候，這個與生俱來且充滿能量的夏至寶寶誕生了，在這裡我

們要恭喜信和學長「有子萬事足」，為這個少子化的老人社會，再注入一股生命

的活水。 

其次，宗隆學長的推拿按摩等技藝，亦日益精湛，生意也蒸蒸日上。更可喜

的是，去年我們都是他的座上嘉賓，在悠揚溫馨幸福、甜蜜美滿的結婚進行曲的

旋律中，我們一齊獻上了我們衷心的祝福，更期待他能見賢思齊與信和學長一樣

「早生貴子」，我們相信「有為者亦若是」，更祈求老天爺慈悲的賜福，願心想事

成！ 

萬般疢難 有如神助 關關難過關關過 

再者，承蒙老天爺的厚愛，我們敬愛的謝老師，病情穩定的在安養中心養病。

令人難以置信且又歡欣鼓舞的是，我們敬愛的郭老師，接二連三的走進了鬼門

關，雖歷經萬般疢難，卻有如神助一樣，「關關難過關關過」。在這裡，我們來講

一個小故事，郭老師於去年的過年前，突然腦中風，並且不是一般的缺血性腦中

風或出血性腦中風，不幸的是，兩者一起發作。其主治醫師親切且詳細的跟我們

解釋：「要治療缺血性腦中風，我們可以給予抗凝血劑，但恐怕會引起出血性腦

中風的更加嚴重出血。若要治療出血性腦中風，我們可以給予止血劑，但又擔心

缺血性腦中風的血管，會阻塞的更嚴重，所以，進退兩難，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

他的血壓。當時，我們跟主治醫師建議，我們『科學精製漢藥』的『黃連、大黃』，

因『黃連』有良好的消炎及修復作用，又有幫助組織吸收滲出物的特殊『燥濕』

作用，所以，對於出血性腦中風，有極佳的治療效果。而『大黃』亦有良好的消

炎及修復作用，又可促進血液的循環，加速缺血性腦中風，其血塊的吸收及代謝，

而我們的『梔子精華膏』，方中已有『黃連、大黃』又有『梔子、黃柏』，且經由

獨特的萃取與再濃縮的生物科技製法，精製而成，不僅安全有效，更有完善的消

炎及修復效果。主治醫師聽了這番話，雖能接受，但礙於這裡是加護病房，也是

愛莫能助，我們也只能悻悻然，無功而返。」 



就這樣，郭老師在某醫學中心的加護病房，住了兩個禮拜以後，就轉到一般

病房，期間請了一位看護幫忙照顧，記得我跟師母去探望郭老師時，那天剛好是

天氣晴朗的週六下午，我們剛到了醫院門口，真是湊巧，看護也推著坐著輪椅的

郭老師來到門口，我們輕輕的叫了一下郭老師，一時之間，他愣住了，用幾乎呆

滯的眼神望著我們，似乎用盡了力氣，要在腦海的記憶裡找尋我們。然而，印象

卻模湖不清，說話又口齒不清、語焉不詳，只好先到病房再慢慢聊。看護跟我說，

郭老師對醫學有深入的研究，對於漢藥更瞭若指掌，也知道郭老師歷經巨大的苦

難與傷痛，就問我，「他的『級數』有多高？」我開玩笑的跟她說：「在大道公之

上」，她說：「哪有可能？」我說：「若不信妳可以試看看！」緊接著，我就去泡

了一壺普洱茶及「知母精華液」給郭老師喝，之後，神奇的事終於發生了，郭老

師從病床上下來，自己一個人走去上廁所，這個舉動真的令看護看到目瞪口呆，

但是，我們很清楚，在加護病房被五花大綁、動彈不得的郭老師，真的是無奈至

極、氣昏了頭，如今喝到如此熟悉的氣味，頓時神清氣爽、元氣百倍，嚇得看護

直說：「級數真的很高也！」也很氣憤的說：「你會走路，還要讓我把你把屎把尿

嗎？」回想這個插曲也挺有趣的，更重要的是，我們深知其中的深深涵意，誠如

孟子所言：「天將降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勞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行拂亂其所為」如今事隔一年多，郭老師已能健步如飛，雖然在語言上仍

有困頓之處，但是所有的一切，都在恢復進步當中，在此，我們深深的為他祝福。 

揠苗助長的疫苗 不可不慎也 

在過去一年當中，我們也看到了一些難以置信的怪事，舉其縈縈之大者，例

如：牛奶裡面加鹽巴，竟會吃死人，南部某國中生，吃了紅茶、蛋糕、餅乾，竟

然手腳抖個不停，離譜的是，病因是「集體歇斯底里症」，也就是大家一起發瘋，

像這些顯而易見且啟人疑竇的常識性問題，稍微思考斟酌之後，是否顯得矛盾或

殆無疑義，還是魔鬼藏在細節裡？我們相信大家都很清楚，茅頭都可能指向疫

苗，病理學有抗原與抗體的反應，也就是免疫複合體型過敏（immune 

complex-mediated hypersensitivity），其中有一種反應，名為阿吐斯反應

（Arthus reaction）是一種抗原與抗體的沉積物，引起了身體的免疫反應，造

成了全身性的急性免疫複合體血管炎（acute immune complex vasculitis ），

導致了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怎麼會是吃鹽巴死亡？但是媒體的眾口爍金，言之

鑿鑿，卻迷失了真相，到最後的死因真相卻是鹽巴。當然，那只是騙人的晃子，

自欺欺人，無助於釐清真相，這種令人笑掉門牙的結論，又如何趨吉避凶？釀成

這種令人痛心的事，竟然不斷上演，留下了受害家屬的鬱積怨氣與永遠難以彌補

的傷痛，怎不令人一頭霧水嗟嘆連連呢？ 

某國中生到另一所高中，接受點心招待，有一些國中生吃完點心之後，就產

生了手腳顫抖的現象，而高中生這邊，大家都完好如初，到底發生了甚麼事，令

外行人是一頭霧水。其實，只要有一點常識，我們都知道為了保護疫苗，不至於

腐壞，故添加汞，但汞會對神經造成毒性，故造成了學生們手腳顫抖的症狀，但



專家學者的最後結論，卻是「集體歇斯底里症」，意謂「學生們手腳顫抖的症狀」，

是大家發瘋的心理疾病，此說，誤導視聽，真的是「天道寧論」，坦白的說，若

能將心比心、捫心自問，這種事不關己且避重就輕的說法，不僅令人不敢茍同，

更是匪夷所思。理所當然，水清則無魚，但可怕的是，藥商對醫療人員的長袖善

舞，打點疏通，禮數周到，照顧周全，比此依附，相濡以沫，令醫學者要不媚俗、

循私、鄉愿，還真難！所以，像這樣天大的事，都可以這敷衍了事，不了了之而

石沉大海了。平心而論，我們並非反智或反對疫苗，但我們更應該承認的是，人

類的聰明才智，遠遠比不上老天爺的智慧，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個大自然，「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自然感染就好」，無須用自以為是人

定勝天的疫苗，來干擾我們這個屬於大自然的身體，否則，真的是「天做孽，猶

可違；自做孽，不可活。」如此耳熟能詳的各種疫苗，看似嚴謹的「苛學」，也

揚揚得意且自栩為預防醫學的準繩與健康的屏障，其實，是令人不得不質疑的空

包彈，真得能呼風喚雨嗎？有識者期期以為不可！ 

單一化合物的化學藥物「快就是騙」 

這個詭譎的時代，許多不自然的東西，尤其是單一化合物的藥物，利用其壓

抑症狀的單一效果來治病，表面上治療的速度非常快，當然「上天有好生之德」，

病治好了，並非是單一的化合物的功勞，而是你自己的抵抗力夠好，所以病好了。

要是服了一段時間，未能痊癒，那藥效的「快就是騙」之邪惡本質就會表露無遺，

將會把我們這個屬於大自然的身體，搞得千瘡百孔、遍體鱗傷、體無完膚。可以

感同身受的到是，神奇化的醫學，雖能滿足人們心靈的需求，但便宜行事卻成了

阻礙生命健康的絆腳石，結果是讓人進退失據，百病叢生亦不足為奇。非常弔詭

的是，這種事應是令人深惡痛絕的，但一知半解或無知的人們，卻以為是生命的

康莊大道。 

一言以蔽之，我們總不能沒有起碼的常識，能夠置真相於完全不顧，只在枝

微末節上打轉，若是沒有真相、不講是非，實在讓人難以理解，豈能理盲濫情到

如此地步呢？那些奇怪的片面之詞，若能扭轉乾坤或者得以濟世救人，實在未之

有也！難道我們真的只能束手無策、坐困愁城嗎？真的能允許醫學睜眼說瞎話或

論述模糊嗎？有志者必須釐清真相，讓人心知肚明且能瞭然於胸，才能自利利

他、自救救人。 

是不是比類固醇或抗生素安全有效 

還有許多要跟大家一齊分享的是，有位醫學中心的年輕醫師，因從小就得了

脂漏性皮膚炎的過敏性疾病，聰明的他，從小就立志當醫生，要治好自己的病，

皇天不負苦心人，他真的如願以償。但令人遺憾的是，他的疾病依然沒有治好，

在某一個因緣際會裡，緣份跟福報終於來了，這是個「無心插柳柳成蔭」的奇特

遭遇，年輕的醫生帶著親人來找我，無意間，看到他的嘴唇周圍及下巴呈現泛紅

的過敏，建議它服用「梔子精華膏」與「苦參圓」，想不到一個禮拜之後，他帶



著懷疑的口氣，問我：「請問那些藥裡有沒有添加類固醇或抗生素？」畢竟，碰

到這種事情已是不勝枚舉，於是我反問他：「是不是比類固醇或抗生素安全有

效！」那時，他的神情訝然、無言以對。希望我再給他繼續服用並且再外用「玫

瑰乳霜」，雙管齊下，加速療癒。既然有緣又有福報，順手拈來，送給他一本我

們的作品「新漢醫學」，始料未及，這個年輕的醫生用心的看了我們的書，大約

過了三個月左右，這位年輕的醫生，帶了他們院裡的醫生來找我，看他眉飛色舞

的向其他的醫生，解說藥匱上不到十味的藥，要治療世界上的所有一切疾病，此

時，其他的醫生都瞠目結舌，但這位醫生已親自以身試法，可以看得出來，他的

眼神卻充滿了堅定的自信。 

治病以症狀為主 數據為輔 勿本末倒置 

再提一事與大家分享，這事與「踏破鐵鞋無處覓，得來全不費功夫」，有異

曲同工之妙。有一位約六十七歲的女性長者，因全身酸痛，尤以腰痛、肩關節與

膝關節最為疼痛，由宗隆推拿按摩，症狀雖有改善，卻無法十全十美，宗隆希望

她配合藥物的服用，以達到全方位的治療。長者說她已在中醫健保診所服用科學

中藥粉兩年，剛開始服科學中藥粉的兩三個月，好像有點起色又似乎無效，依據

病人若此的說法，明眼人一看便知是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病人卻毫

無質疑的吃了兩年的科學中藥粉，說真的，還由衷的佩服長者的耐性，與對醫生

的完全信任，這種令人肅然起敬的患者，可以說是鳳毛麟角、絕無僅有了。長者

生性樂觀，每天晨起固定做一個小時的運動且誠心持誦「大悲咒」與「心經」，

持之以恆，已有數年，如此虔誠的善男信女，必有福報與善緣，所以，就跟我們

認識了。長者將她的病情，娓娓道來給我聽，說她憂鬱症吃了好幾種抗憂鬱的藥，

因為無法入眠又吃了安眠藥，又因酸痛吃了好幾種止痛藥，吃了一大堆藥，病情

只是壓抑下來並無好轉，反而好像是傷到肝腎，身體感覺愈來愈虛。兩年前抽血

檢查白血球從八千降到剩下三千，把她嚇死了，醫生跟他解釋說：「病因不明，

希望她做骨髓穿刺，以釐清病因。」值一提的是，長者的女兒跟她說：「不要吃

那麼多西藥，真的傷心又傷身。」最後，長者亦從善如流，把所有的西藥都丟掉，

只剩下安眠藥不敢丟掉，因為睡不著，早上起來昏昏欲睡，非常痛苦。說也奇怪，

長者仍然在西醫診所拿藥，做一般的血液常規檢查及尿液檢察，但所有的藥，就

只剩下吃安眠藥了，長者寧可相信檢查的報告數據，卻不肯傾聽自己身體的症

狀，更忽略了身心靈的需求。當然，這已是普世的通病，「以數據來治病」，因為

數據有長眼睛不會騙人，數據才是科學。所以，許多人常常隨著數據的起伏而魂

不守舍，甚至焦慮不安，更有甚者還造成精神分裂。而這些症狀的高危險群，就

是吃降血壓藥、降血糖藥、降膽固醇藥的人，這個恐怖的現代「異（醫）」學，

讓人不敢想像，「世界上真有要吃一輩子藥，但保證還是不可能好的病，那到底

在吃甚麼藥、治甚麼病。」更誇張的是，有病人當場拿電子血壓計，現場量給你

看，證明他的血壓早上量是 110mmHg、下午量是 130mmHg、晚上量是 150mmHg，

真的血壓越量越高，就越緊張，彷彿世界末日一般。我詢問病人，有哪裡不舒服



的「症狀」嗎？坦白跟他說：「治病是以症狀為主，數據為輔」，不可倒果為因，

混為一談，我勸他把血壓機束之高閣，否則「即使不中風，也一定會發瘋。」若

要量血壓，就過來這裡用水銀的血壓計，來量血壓，才更為精確。 

 

血管內皮細胞的感染 才是血管性疾病的主因 

再不厭其煩的跟他說明：「會中風或心肌梗塞，是因為血管內皮細胞

（endothelial cell）感染發炎，導致血小板的細胞激素風暴所致。」血壓高會

中風，血壓低也會中風，血壓正常還是中風，吃降血壓藥反而更會中風，世界上

沒有因為「預防」就不會中風的天方夜譚，「冥冥之中自有定數」，自在安祥，活

在當下，無需杞人憂天。再舉例而言：有位五十多歲的中年人，是我學生的親弟

弟，在某大私立醫學中心做健康檢查，身體完全沒有任何不舒服的症狀，所有的

檢查也一切正常，唯血壓 160mmHg 偏高，醫生就開了一個月的降血壓藥，叮嚀他

務必按時服藥，否則容易中風，病人就像乖寶寶一樣，按時吃藥。接踵而來的兩

個禮拜，身體出了明顯的異常變化，以前想做愛的腦子，好像出了狀況，性欲明

顯的降低許多，以前陽具可以勃起堅挺，現在卻像剝了皮的香蕉，要完成周公之

禮，已力不從心。描述到這裡，行家對其前因後果，必瞭若指掌，陰莖必須充血

（hyperemia）才能勃起，而充血的功能與「局部的血流加速（Acceleration of 

Blood Flow in Local Region）」有關，而更關鍵的是「血管內皮細胞的收縮反

應（Constriction of Endothelial cells ）」，此反應可控制血流的大小與勃起

的堅硬度息息相關、環環相扣，一旦血管內皮細胞被破壞而受傷發炎，其功能必



然大打折扣，此乃理所當然之事，真的應驗了「禍不單行、福不雙至」的傳言，

好像中了邪一樣，服不到一個月的降血壓藥，醫師的話：「務必按時服藥，否則

容易中風」，果真還蠻玄的，一語成讖。 

消炎止痛藥有「一鼓作氣」之功 後續必「再而衰，三而竭」 

回歸正傳，跟長者談論現代醫學亂象之後，最重要的還是要處理切膚之痛的

酸痛問題。記得兩年前某一日的傍晚，長者的腰，痛到挺不起來，聽她說：「以

前發作的時候，只要打類固醇或吃肌肉鬆弛劑，很快就可以緩解，但昨天到現在，

已吃了兩天藥且打了兩次類固醇，剛開始還感覺有效，為什麼到了今天傍晚，腰

痛不僅沒緩解反而變本加厲呢？令她百思不得其解。」我提醒她，白血球從八千

個掉到三千個，身體的抵抗力，已被許多化學藥物幾乎破壞殆盡，其累積的毒性

猶如陰魂不散的惡魔，持續在集結並尋求宣洩，一逮到機會，尤其在我們免疫力

降低時，就會爆發出異常兇惡劇烈的邪惡之火，把我們燒得遍體鱗傷、哀鴻遍野。

在治療上，要先滅火消炎（anti-inflammation）恐怕也力有未殆之處，遑論再

生（regeneration）與修復（repair）的能力呢？所以，為什麼打針吃藥，一開

始還有起色，是因為身體抵抗力還撐得住，但化合物的藥物，雖有消炎作用，但

在使用的同時，也會嚴重的破壞身體的再生與修復的能力，所以，對抵抗力不足

的人，其藥效雖能「一鼓作氣」，後續必然是「再而衰，三而竭」的悲慘下場。

如何死裡逃生，才能妙手回春而起死回生？首先，不要再打針吃藥了，因為只有

破壞而沒實質的助益，最重要的是，趕快服用獨特的＜科學精製漢藥＞之「梔子

精華膏」、「梔子粉、黃柏粉、大黃粉、甘草粉」、「苦參圓」以及「黃連膠囊」。

疼痛甚時，可每 2~3 小時，服一次藥，每次「梔子精華膏」約喝 10-20 ㏄，「梔

子粉、黃柏粉、大黃粉、甘草粉」約 3~4g，「苦參圓」10 粒，「黃連膠囊」2 粒。

一般而言，約吃 3~5 次藥，差不多 6~10 小時，疼痛的症狀，可獲得緩解。其中

要注意的是，萬一睡著了，還要不要起來服藥？當然不用，因為睡的著表示抵抗

力夠，就不要干擾睡眠，以免破壞抵抗力。真的睡不著，才起來吃藥，要記得，

飯前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吃藥，因為空腹，肚子餓餓的在吸收比較快，更何況我

們的藥，對胃很好，絕不傷胃。如果，飯前忘記服藥，那就飯後半個小時到一個

小時吃藥，也無妨。 

 



「十味聖藥」讓醫學脫胎換骨、煥然一新 

長者聽了這一番話，從她的半信半疑的眼神，我們可以看的出來，我們的話，

或許只是江湖郎中的三寸不爛之舌罷了！因為她不是專業的醫學研究者，無從知

曉「新漢醫學」中，所提到的十味聖藥，才是＜＜傷寒雜病論＞＞的精髓，其之

於醫學，是老祖宗留下來的偉大珍寶，若能靈活運用，將使整個醫學的內涵，脫

胎換骨、煥然一新，邁向優質且良性的歷史潮流。長者的腰已痛甚，那就姑且一

試，死馬當活馬醫，說也奇怪，還真的是天上掉下來的大禮物，真的奇蹟出現了，

不知不覺睡著了，隔天一起床，再也沒有痛到無法起床的感覺，腰痛也幾乎好了

一大半，令她不敢置信的是，「科學精製漢藥」的消炎止痛效果，哪有可能比打

針吃藥還快。次日再來時，用很不好意思的口吻，請問：「藥裡面有沒有加類固

醇或止痛藥？」無獨有偶，又問起其隔壁鄰居，也是腰酸背痛，也吃了同樣的藥，

只是劑量不一樣，他沒有用「黃連膠囊」，但藥粉中有用到「黃連粉」且「苦參

圓」才用到 5粒，但是，他跟我說：「你囑咐他，西藥的消炎止痛藥，吃了很快

就不痛，那是一種壓抑、欺騙身體的感覺，『快就是騙』，反而破壞了身體的修復

作用。若吃了「科學精製漢藥」，幾天之後，若有反痛的情形，是痛覺神經在刺

激組織細胞的修復作用，是藥效正在發揮功效，不要因此就停藥，以免半途而廢、

前功盡棄，否則，暴殄天物那就太可惜了吧！ 

化學藥物的特性 就是：「會止，不會好；愈吃愈死」 

長者的驚天一問，的確是一個連行家都不知所以然的大哉問，先斬釘截鐵的

跟長者保證，我們的「科學精製漢藥」是絕不添加類固醇、止痛藥或任何西藥，

因為這些藥若要有效，其最根本的條件，立足於本身的抵抗力一定要夠好，也就

是要有足夠的本錢揮霍，亦即自我的耐受力（Self Tolerance）要夠好，你吃了

這些西藥才會好，事實上，並不是這些西藥把你治好，因為西藥只會抑制或破壞，

對於治療的意義，只是隔靴搔癢而已，問題的關鍵，還是因為你自己的抵抗力夠，

而治好了自己，若您的抵抗力不足，吃了這些單一化合物的西藥，猶如寅吃卯糧，

將落入無法自拔的惡性循環。西藥不是不好，真的很急、很不舒服，才偶一為之，

因為它的特性就是「快」，是在壓抑您的症狀，不是治療您的症狀，因為「壓抑

症狀」會讓人產生錯覺，是一種感覺的「騙」，會誤以為症狀壓抑住了，病就跟

著好了，但事實卻不然，蘊藏的危險可能在抵抗力弱時隨時爆發，這種「快就是

騙」的鋸箭式療法，表面上讓人以為是治了「標」，本質上卻嚴重的傷了「本」，

然而「老本」沒了，可能「老命」也跟著丟了！所以，時常聽一些有經驗的老人

家，在講西藥的特性就是：「會止，不會好；愈吃愈死」，還真的是「不聽老人言，

吃虧在眼前」的金玉良言。 

適度的忍耐疼痛 是培養抵抗力的不二法門 

回歸到長者的大哉問：「為什麼慢性發炎（chroic inflammation ）的不舒



服疼痛期與超急性發炎（hyperaccute inflammation）或急性發炎（accute 

inflammation）的非常疼痛期，在服藥上或治療上，其中的過程有甚麼樣的差

異？」姑且讓我舉例而言：慢性關節炎的疼痛，往往看不到急性發炎的紅腫熱與

劇痛的感覺，就只覺得不舒服的感覺，吃了藥之後有「反痛」的感覺，是因為痛

覺神經藉由「反痛」的作用，而啟動免疫細胞的消炎與修復作用，就如同出疹子

一般，一定要把疹子發出來且發到一定的程度，五臟六腑的毒素，才可以經由身

體最大的器官-皮膚，把毒素排出去，這個過程中，皮膚也可能會癢到一定的程

度，畢竟癢與痛都是身體的發炎現象，所以，也會經由「反癢」的作用，而啟動

免疫細胞的消炎與修復作用，這些不舒服的感覺，都是疾病修復過程中的自然歷

程，務必切記「適度的忍耐疼痛，是培養抵抗力的不二法門。」當然在超急性發

炎或急性發炎的時候，劇烈疼痛的同時，免疫細胞的消炎與修復作用，也已大量

啟動，所以，此時我們服藥的次數會更加頻密，用藥的劑量也會更加重，以輔助

免疫細胞的消炎與修復作用，所以，紅腫熱的劇烈疼痛感，當下就會很快的減緩

下來，長者聚精會神的聽著，臉上露出了茅塞頓開的笑容，至此，長著對我們的

治療信心與信賴，也與日俱增。 

白血球低下症（Lueukopenia）竟神奇治癒 

更令人欣慰的是，在 2014 年的除夕前一天，長者與其兒子，到多年來去看

診的診所，看抽血檢查報告，看診的醫師幾乎不敢相信，眼前的抽血檢查報告，

除非是奇蹟，否則在醫學上這簡直是不可能的事！但對長者而言，這卻是今年過

年，老天爺賞賜的最佳賀禮。醫師掩不住訝異的神情，追問長者到底吃了神丹妙

藥，不然白血球怎有可能，無緣無故的從 3000 個升到 4700 個，長者並未循私，

乃據實以告，所謂「七年之病，求三年之艾」，實不欺我也，在這漫漫長長的兩

年，所有的健康食品都沒吃，就只服用「梔子精華膏」、「梔子粉、黃柏粉、大黃

粉、甘草粉」、「苦參圓」以及「黃連膠囊」，但這些藥原本都是用來治療酸痛的，

想不到連「白血球低下症（Lueukopenia）」都可以治癒，實在太神奇、太不可思

議了！她的兒子也在一旁插話說：「他久年不癒的『蕁麻疹（Urticaria）』也是

吃了『梔子粉、黃柏粉、黃連粉、大黃粉、甘草粉』與『苦參圓』，雖然不像媽

媽按時服藥，就這樣零零落落的吃藥，「蕁麻疹」就這樣無形中好了很多，雖然

也會偶而發做，但很快就又風消雲散了，原本對傳統醫學嗤之以鼻且不屑一顧的

他，終於感同身受到親身體會的驗證，驚嘆的稱讚：「能吃到這些藥，真的是要

有善緣與福報！」看到了這種事，以醫學為畢生願力的我們，除了為她額手稱慶

以外，但其中蘊涵了更大的意義與價值，在病理學上，我們都知道「蕁麻疹」是

屬於「第一型過敏反應」，也就是「IgE 媒介過敏反應（IgE-mediated 

hypersensitivity）」所造成的過敏發炎現象，雖是慢性的發炎現象，但也時常

因為食物、環境、壓力、氣候而引起急性的發炎現象，西藥會用類固醇消炎或抗

組織胺止癢，雖能治一時之急，但無法治癒，若長期使用會把我們的健康連根拔

起，所以，我們諄諄告誡的「快就是騙」，絕非是空穴來風或語不驚人死不休之



無的放矢，而是經歷血淚斑斑的臨床驗證。更可喜的是，所有跟「第一型過敏反

應」有關的疾病，諸如：異位性皮膚炎（Atopic Dermatitis）、血管性水腫

（Angioedema ）、過敏性鼻炎（Alergic Rhinitis）、過敏性結膜炎（Alergic 

Conjunctivitis）、過敏性氣喘（Alergic Asthma）等疾病，我們都可駕輕就熟

且勝卷在握。 

聖藥 活化「免疫反應的細胞成分與體液成分」 

另外值得讓我們再三省視的，「白血球低下症」是與「第二型過敏反應」有

關，即「細胞毒型過敏（cytotoxic type hypersensitivity ）」或「細胞溶解

型過敏（cytolytic type hypersensitivity）」，其病理乃因「補體媒介之細胞

毒性（Complement-mediated cytotoxicity）」導致了抗體與細胞表面的抗原反

應，而使「補體活化」，造成了此細胞被吞噬或溶解，若此的病理反應，我們又

稱之為「抗體依賴細胞媒介的細胞毒性（antibody-dependent cell- 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長者的「白血球低下症」，是因為骨髓長期的慢性發炎，

導骨髓的造血功能異常，也是屬於自體免疫系統的疾病（Autoimmune Disease），

許多常見的疾病，例如：全身性紅斑性狼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修格連氏症候群（Sjogren Syndrome）、類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以及全身性硬化症（Systemic Sclerosis；SS），亦都屬於自體

免疫系統的疾病。病因有可能是因「自體耐受性喪失（Loss of Self 

Tolerance）」、「自體免疫的遺傳因素（Genetic Factor in Autoimmunnity）」，

而極有可能的因素，乃是「病毒對自體免疫的影響（Virus in Autoimmunnity）」

以及化學藥物破壞了「免疫反應的細胞成分與體液成分（Immune reaction Cells 

and Molecules）」，據此，我們可很篤定的確認，我們所用的這些藥，絕對可以

百分之百的活化「免疫反應的細胞成分與體液成分」，加強我們的抵抗力且增強

消炎與修復的作用，同時也強化了組織的功能。反觀現代醫學治療這些自體免疫

系統的疾病，其首選之藥還是類固醇或免疫抑制劑，當然，剛開始服用或許一針

見血，但這些化學藥物會破壞「免疫反應的細胞成分與體液成分」，久而久之，

我們的身體就會腐朽不堪、滿目瘡痍到令人不忍卒睹。我們也認同疾病的處理原

則，是「急者治其標」，我們也不反對在急性發炎期使用類固醇或免疫抑制劑，

但若能同時使用長者服用的藥，將會是紅花綠葉而相得益彰。況且，我們「新漢

醫學」的「科學精製漢藥」的藥，其藥性溫和，適合空腹服用，西藥則藥性強烈，

宜飯後服用，若能如此，不僅藥效不會衝突，反而是如虎添翼。若病情過了急性

發炎期而進入到亞急性發炎期或慢性發炎期，由衷的忠告：「停止使用西藥，就

一直服用我們的藥，直到病情好轉再繼續用藥調養。」 



 

聖藥的副作用，就是愈吃愈勇 

長者打了岔，甚麼是「再繼續用藥調養？」又是石破天驚的一問，但真的問

得太妙了，就此再進一步，深入淺出的解析：「同樣的都是這些藥，在急性發炎

期的時候，每 2~3 小時，服用一次，若在亞急性發炎期或慢性發炎期的時候，可

照三餐服用或睡前再服用一次，每日服藥約 3~4 次，此時服藥的方法，就是一種

治療。若疾病痊癒了，當成保健食品，早晚服用即可，這就是再繼續用藥調養。」

況且，我們的藥都是苦苦黃黃的，古有「良藥苦口」的明訓，確是行家的鞭辟入

裡之言，不是「苦就是寒」的千古迷惘，也不可能「愈吃愈虛，愈吃愈冷，甚至

冷到會結冰」，而是「苦味質富含豐富的消炎及修復作用」，其色黃乃含豐富的「維

他命 B群、異黃酮、葉黃素、葉酸…等等」，都可活化免疫細胞，所以，吃了兩

年的藥，「白血球缺少症」終於好了，我跟她開玩笑的說：「藥的副作用，就是愈

吃愈勇」，終究，這兩年不算短的日子以來，卻能因禍得福，點滴在心頭的親身

經歷，長者毫不猶疑，當下點頭稱是！ 

解除癌症化療的副作用 提升治癒率 

再值得深入探討的是，這些藥既然可以治療「白血球缺少症」，其最大意義，

乃在於，其可以在實質上活化「免疫反應的細胞成分與體液成分（Immune 

reaction Cells and Molecules）」。那令人聞之色變，癌症化療之眾多副作用，

是否，我們的研究有助於他們的病情？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我們都知道，化療會

破壞我們的消化系統，因而肚子痛、上吐下瀉、沒有食欲；破壞我們的皮膚，以

致於掉髮脫毛；破壞我們的骨髓，形成造血功能不全；破壞我們的腦細胞，導致

健忘或情緒失控。最嚴重的，當然是免疫系統被破壞，大部分的癌症病人，並非

是死於本身的癌症，而是死於感染的敗血症（sepsis），我們也都清楚，白血球

若低於 1000 個以下就必須中止化療，這對於醫者或患者而言，都是不願碰到的

事情，但事與願違，卻又時常遇上，基於許多的驗證，我們會很清楚「新漢醫學」



的「科學精製漢藥」，不僅是培元固本的保健食品，在疾病的超急性發炎期或急

性發炎期，也是最佳的首選藥物。癌症的化療藥物，會把身體的正常細胞與癌細

胞，基於「細胞毒型過敏（cytotoxic type hypersensitivity ）」或「細胞溶

解型過敏（cytolytic type hypersensitivity）」的病理，而使身體產生超急性

發炎或急性發炎，此時我們「科學精製漢藥」，不僅是最精銳的捍衛先鋒，也將

對生命作出最大的貢獻。儘管我們強烈質疑，同歸於盡的療法，但令人遺憾的是，

這種玉石俱焚的治療方法，雖殘忍而霸道，但目前而言，仍是現代醫學的主流，

令人很難想像，至今，「我們連一個細胞的作用，都還混沌不明」，但自以為是萬

物之靈的人類，不可一世且自我的優越感，恃才傲物，形成了剛愎自用、唯我獨

尊、自以為可以人定勝天、可以成為上帝的手，這種傲慢無知的心態，於今尤烈。 

醫學該重新洗腦 也該重新洗牌 

醫學是該重新洗腦，也該是重新洗牌的節骨眼了，我們都知道在治療上的戰

略運用，依常理而言，應該是「不打沒有把握的仗，不打輸不起的仗」，但這些

治療癌症的化學藥物，真的是缺乏迴旋的戰略縱深且異常盲動，或許是策劃不夠

精準的結果，會把我們搞到生不如死，幾近全盤皆輸的窘境，猶如烏龍的笑柄，

亦將為人所詬病。但非常不幸的是，這些見不得光的惡魔，卻能瞞天過海，無窮

無盡且日久頑生的歷史共業，時至今日，已是理直氣壯的家常便飯，現代的人，

在如此險惡的醫學環境中，要能全身而退，幾乎如大海撈針，除了有識的有志之

士，否則難逃天羅地網的魔掌，這也難怪屈原在＜＜楚辭.卜居＞＞中說：「世溷

濁而不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雷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毫無疑問地，積非成是且劣幣逐良幣的景況，依舊歷歷在目，令人痛心遺憾！ 

我們是老天爺真正疼愛的小孩，人生的路上，就不大可能風和日麗且一帆風

順，但我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祂慈愛的手，無時無刻引領我們，大無畏的向前

邁去。腦中突然靈光一閃，想起了麥克阿瑟將軍，在為其子的祈禱文中，如此描

述：「我祈求，引導他不走安逸舒適之路，改以歷經壓力、困難與挑戰，從而學

習在風暴中挺身站立，並學會體恤、同情失敗者。」回首已走過的來時路，並沒

有「兩岸猿聲啼不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詩情畫意與輕鬆順暢，而是步步驚魂，

令人心驚膽顫，歷經病痛洗禮的我們，不再元氣大傷，也不會眼睜睜，毫無招架

之力的任人宰割或牽著鼻子走，更重要的是，我們對醫學的洞見更加清明，更清

楚如何對症下藥來療傷止痛。 

當然，「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在前進中，我們的人生智慧也與時俱進，

在這裡我們衷心的感謝，所有跟我們一起走過的恩人，謝謝你們，我們真的做到

了！猷如華倫.巴菲特（Warren Buffet）所說：「做我們沒做過的事叫成長；做

我們不願做的事叫改變；做我們不敢做的事叫突破。」真的，謝謝大家！ 

 

 

廖桂聲  中西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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