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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致癌的原因，根據來源和發病部位。

2.腫瘤的性質和致病特性，引起的證候。

3 防癌四部曲起居有常飲食文化少逸多勞開朗樂觀3.防癌四部曲起居有常飲食文化少逸多勞開朗樂觀

4.癌致病概述有關調節免疫的中藥

5.癌什麼樣的人高危險因子？

6.癌診治疾病又比如武器能否科學化或定性定量的療效? 

7.中醫藥優勢在何處?undergoing反之，西藥的優勢又在哪呢?

8 從腫瘤中醫臨床治療前後案例案例分析8.從腫瘤中醫臨床治療前後案例案例分析。

9.評估癌致病中西醫未來挑戰。

10.結論，一問—答。10.結論 一問 答



中西醫結合治療腫瘤經驗中西醫結合治療腫瘤經驗
分享分享

廖桂聲中西醫師廖桂聲中西醫師
曾 任：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 80年6月畢業
1.西醫師考試及格 81年
3 醫療職系高考公職醫師科考試及格 82年3.醫療職系高考公職醫師科考試及格 82年
3.中西整合醫學專科醫師甄試合格 87年
現 任：

現任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院長 中西醫師1.現任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院長 中西醫師
2.前台北市立陽明醫學院中醫科兼任主治醫師
3.前省立基隆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及復健科醫師
4.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顧問
5.中華民國中西整合專科醫師
6.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兼任主治醫師6.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兼任主治醫師
7.國立臺灣大學獸醫系擔任中草學課程講師 廖桂聲中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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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健署昨日公佈二○一一
年國人癌症登記報告，新
發人數為九萬二千六百八
十二人，平均每二百五十
一人，就新增一人罹癌，
且平均每五分鐘四十秒有
一人罹癌 癌症時鐘比前一人罹癌，癌症時鐘比前
一年快了八秒。男性發生
率則為女性的一 三倍率則為女性的一．三倍。





分析致癌的原因分析致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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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癌症的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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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不是真正的疾病來源，因為每個成年人，每天都會有癌症不是真正的疾病來源，因為每個成年人，每天都會有
300300億個細胞死亡，而其中有億個細胞死亡，而其中有11～～1010％是癌細胞。％是癌細胞。

我們都有癌症嗎？是的。它也是身體正常的運作之一。我們都有癌症嗎？是的。它也是身體正常的運作之一。
心情不好心情不好，就會造成毒素的累積，就會造成毒素的累積

癌細胞和正常細胞一樣會死亡。當它完成任務後，癌細胞癌細胞和正常細胞一樣會死亡。當它完成任務後，癌細胞
會被會被TT殺手細胞處理掉殺手細胞處理掉，最後會死亡而分解處理。，最後會死亡而分解處理。

＊如果身體毒素過多，癌細胞數量便會增多。＊如果身體毒素過多，癌細胞數量便會增多。

有毒的治療，將破壞了免疫系統有毒的治療，將破壞了免疫系統 傷害實在是很驚人！傷害實在是很驚人！
真正的醫師，是我們真正的醫師，是我們自己的免疫功能自己的免疫功能呢？呢？

腫瘤本身也不是一件壞事 因為這地方可能是最酸性地腫瘤本身也不是一件壞事 因為這地方可能是最酸性地腫瘤本身也不是一件壞事，因為這地方可能是最酸性地腫瘤本身也不是一件壞事，因為這地方可能是最酸性地
區，使得壞物質和毒素不斷的蔓延，而癌細胞把這些毒區，使得壞物質和毒素不斷的蔓延，而癌細胞把這些毒
素包，形腫瘤。素包，形腫瘤。 腫瘤代表您的身體處理毒素的區域。如腫瘤代表您的身體處理毒素的區域。如
果癌症不去治療 會怎樣？根據屍體的解剖顯示果癌症不去治療 會怎樣？根據屍體的解剖顯示 3333％％果癌症不去治療，會怎樣？根據屍體的解剖顯示，果癌症不去治療，會怎樣？根據屍體的解剖顯示，3333％％
的男性都有攝護腺癌，而因此死亡的卻只有的男性都有攝護腺癌，而因此死亡的卻只有11％人。％人。



癌症當然要治療，但醫療行為，包括開刀、化學治癌症當然要治療，但醫療行為，包括開刀、化學治
療、放射性治療等，產生的傷害非常之大，甚至是療、放射性治療等，產生的傷害非常之大，甚至是
病人致死的主因！而是病人致死的主因！而是改變心情改變心情 紓解壓力 潔淨紓解壓力 潔淨病人致死的主因！而是病人致死的主因！而是改變心情、改變心情、 紓解壓力、潔淨紓解壓力、潔淨
飲食！治療後病患需改變生活起居的習慣：早睡早飲食！治療後病患需改變生活起居的習慣：早睡早
起、潔淨飲食、平常靜坐放輕鬆，不要對人發怒，起、潔淨飲食、平常靜坐放輕鬆，不要對人發怒，起、潔淨飲食、平常靜坐放輕鬆，不要對人發怒，起、潔淨飲食、平常靜坐放輕鬆，不要對人發怒，
要多接觸大自然，想些快樂的事情，這樣才是養生要多接觸大自然，想些快樂的事情，這樣才是養生
之道。之道。

真正的問題是身體發生了什麼事情，而使得您的身真正的問題是身體發生了什麼事情，而使得您的身
體產生酸性物質和毒素？您的飲食都是肉類、魚、體產生酸性物質和毒素？您的飲食都是肉類、魚、
牛奶、蛋類嗎？這些偏於酸性的食品，將讓您無法牛奶、蛋類嗎？這些偏於酸性的食品，將讓您無法
脫離身體毒素敗壞的困局。脫離身體毒素敗壞的困局。



如果我還是覺得腫瘤應醫療的行為？如果我還是覺得腫瘤應醫療的行為？

這些醫療的行為還是需要這些醫療的行為還是需要自己做決定自己做決定，因此，這裏只是，因此，這裏只是
訴您一些真相。腫瘤本身所含藏的癌細胞並不是很多訴您一些真相。腫瘤本身所含藏的癌細胞並不是很多
那不是會讓人致死的主因。但免疫功能，反而會變成那不是會讓人致死的主因。但免疫功能，反而會變成
致死的主因。致死的主因。

癌細胞不是錯誤的所在 而真正的問題是因身體累積的癌細胞不是錯誤的所在 而真正的問題是因身體累積的癌細胞不是錯誤的所在，而真正的問題是因身體累積的癌細胞不是錯誤的所在，而真正的問題是因身體累積的
大量酸性的物質和毒素。而大量酸性的物質和毒素。而壓力、沮喪等影響情緒的壓力、沮喪等影響情緒的
問題，才是應該要急迫解決的事情。問題，才是應該要急迫解決的事情。所以，將癌細胞所以，將癌細胞問題，才是應該要急迫解決的事情。問題，才是應該要急迫解決的事情。所以，將癌細胞所以，將癌細胞
當作壞分子的想法是不智的。不論用「切、燒、割、當作壞分子的想法是不智的。不論用「切、燒、割、
放射、下毒」等方式，對待這些壞份子，都是不明白放射、下毒」等方式，對待這些壞份子，都是不明白放射 下毒」等方式 對待這些壞份子 都是不明白放射 下毒」等方式 對待這些壞份子 都是不明白
真實情況的想法！真實情況的想法！



真正的問題是身體發生了什麼事情，而使得真正的問題是身體發生了什麼事情，而使得
您的身體產生酸性物質和毒素 您的飲食您的身體產生酸性物質和毒素 您的飲食您的身體產生酸性物質和毒素？您的飲食您的身體產生酸性物質和毒素？您的飲食
都是肉類都是肉類 魚、牛奶、蛋類嗎？這些偏於酸魚、牛奶、蛋類嗎？這些偏於酸
性的食品 將讓您無法脫離身體毒素敗壞性的食品 將讓您無法脫離身體毒素敗壞性的食品，將讓您無法脫離身體毒素敗壞性的食品，將讓您無法脫離身體毒素敗壞
的困局。的困局。

維他命小丸子？維他命小丸子？維他命小丸子？維他命小丸子？

含有砂糖的食品？含有砂糖的食品？

漢堡 雞排 含有牛奶 咖啡的食品漢堡 雞排 含有牛奶 咖啡的食品漢堡、雞排？含有牛奶、咖啡的食品？漢堡、雞排？含有牛奶、咖啡的食品？

喝酒？喝酒？

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麵包、餅乾？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麵包、餅乾？

猪肉？牛肉？鴨肉？雞肉？魚蝦？螃蟹？猪肉？牛肉？鴨肉？雞肉？魚蝦？螃蟹？
氫化植物油？沙拉油？氫化植物油？沙拉油？

還是您每次感冒都在吃抗生素？還是您每次感冒都在吃抗生素？



還是您每天都愁眉不展？還是您每天都愁眉不展？

您每天都有許多壓力嗎？您想要放輕鬆嗎？您每天都有許多壓力嗎？您想要放輕鬆嗎？您每天都有許多壓力嗎？您想要放輕鬆嗎？您每天都有許多壓力嗎？您想要放輕鬆嗎？

以前日本有對雙胞胎姊妹，叫做金花銀花婆婆，以前日本有對雙胞胎姊妹，叫做金花銀花婆婆，

他們他們愉快的活到人瑞的歲數愉快的活到人瑞的歲數，，

因為他們直接拒絕全身的身體檢查。因為他們直接拒絕全身的身體檢查。

所以孝順的子女就不會因為醫療人員的勸說，所以孝順的子女就不會因為醫療人員的勸說，

讓這兩位婆婆進入開刀房，您覺得呢？讓這兩位婆婆進入開刀房，您覺得呢？讓這兩位婆婆進入開刀房，您覺得呢？讓這兩位婆婆進入開刀房，您覺得呢？



中醫的治療方式，是非常立竿見影的，講中醫的治療方式，是非常立竿見影的，講
究整體的治療，而癌症的病患，通常身體是究整體的治療，而癌症的病患，通常身體是
偏於寒冷，使身體阻塞更加嚴重，中醫便會偏於寒冷，使身體阻塞更加嚴重，中醫便會
用熱藥來處理。用熱藥來處理。

最重要的是病人本身對癌症的認知，如果最重要的是病人本身對癌症的認知，如果
認為癌症的癌細胞是壞細胞，就會墮入錯誤認為癌症的癌細胞是壞細胞，就會墮入錯誤認為癌症的癌細胞是壞細胞，就會墮入錯誤認為癌症的癌細胞是壞細胞，就會墮入錯誤
的醫療方式，我們應改正過來！的醫療方式，我們應改正過來！用健康的飲用健康的飲
食 潔淨的心情 愉快的笑容食 潔淨的心情 愉快的笑容 原諒那些因為原諒那些因為食、潔淨的心情、愉快的笑容食、潔淨的心情、愉快的笑容 原諒那些因為原諒那些因為
無知而恐嚇您無知而恐嚇您



聽些輕鬆的音樂！聽些輕鬆的音樂！
面對鏡子，看清楚自己的笑容！面對鏡子，看清楚自己的笑容！
憂愁的日子憂愁的日子 是不是太黑白了？是不是太黑白了？憂愁的日子憂愁的日子，是不是太黑白了？，是不是太黑白了？
去看些喜劇，每天彩色笑一笑！去看些喜劇，每天彩色笑一笑！
到處跟人點個頭 笑一笑 打個招呼！到處跟人點個頭 笑一笑 打個招呼！到處跟人點個頭、笑一笑、打個招呼！到處跟人點個頭、笑一笑、打個招呼！
去附近公園走走，聆聽觀察大自然的聲音！去附近公園走走，聆聽觀察大自然的聲音！
改變自己執著的價值觀，心平氣和過日子。改變自己執著的價值觀，心平氣和過日子。改變自己執著的價值觀，心平氣和過日子。改變自己執著的價值觀，心平氣和過日子。
記記 著：著：

什麼大不了的事也都是其次，太陽一樣從東邊出來西什麼大不了的事也都是其次，太陽一樣從東邊出來西什麼大不了的事也都是其次 太陽一樣從東邊出來西什麼大不了的事也都是其次 太陽一樣從東邊出來西
邊落下邊落下 一定要努力讓自己開心過日子！這是你的權一定要努力讓自己開心過日子！這是你的權
利也是你的責任！利也是你的責任！



癌症的主因 超級中毒＋組織缺氧
憂傷＋憂傷

癌細胞就是扭扭曲曲皺皺縮縮的細胞，藉由
1.樂觀：例如和志同道合登山隊登山大家談天說地嘻
嘻哈哈。
2.補氧：登山會喘氣且滿身流汗乃最佳的補氧及排毒
運動 藉由灌氧 皺縮的細胞癌 可像氣球打氧一樣運動，藉由灌氧，皺縮的細胞癌 可像氣球打氧一樣，
膨脹回來，成為正常細胞。
3 偏素食：五榖雜糧加蔬菜可改成鹼性體質及排毒3.偏素食：五榖雜糧加蔬菜可改成鹼性體質及排毒。
即可將癌細胞變回成正常圓潤的細胞！



‧在《內經》及以後歷代中醫文獻中論述的許多疾在《內經》及以後歷代中醫文獻中論述的許多疾
病，諸如：〝石癭〞、〝乳岩〞、〝失榮〞、〝
噎膈〞、〝腸覃〞、〝癥瘕〞、〝積聚〞「伏梁噎膈 腸覃 癥瘕 積聚 伏梁
」、「脾積」 、〝痞氣〞、〝崩漏〞等 病，無
不類似或包括了相應部位的癌症。中醫學歷代文不類似或包括了相應部位的癌症 中醫學歷代文
獻中這些論述，都是前人研究癌症
中醫學對於惡性腫瘤的認識大致上有五個方向1：中醫學對於惡性腫瘤的認識大致上有五個方向1
一、正虛邪實。二、臟腑失調。三、氣滞血瘀。
四、痰濕、凝聚。五、毒熱內結。
孫起元認為治癌有八法 1 扶正法2 化瘀法3 袪孫起元認為治癌有八法：1.扶正法2.化瘀法3.袪
痰利濕法4.解毒法5.清熱熄風法6.軟堅散結法7.
收斂相火法8 舒肝安神法。收斂相火法8.舒肝安神法。



‧1.扶正法：扶正療法最大優點就是尊重宿
主的主導地位，通過宿主的協調而發揮其
治療作用，這是最好的根治法(1)補血益氣
(2)滋陰溫陽(3)臟腑的補法(4)人和動物胚(2)滋陰溫陽(3)臟腑的補法(4)人和動物胚
胎類藥物的應用(5)「虛」、「實」兩種而
相似的症象應詳辨(6)攻和補的辨証統一。相似的症象應詳辨(6)攻和補的辨証統一

2.化瘀法：化瘀法可以糾正生理上的異常，
排斥病理上的異物為此法特點(1)運用傷藥排斥病理上的異物為此法特點(1)運用傷藥
化瘀治癌(2)運用下瘀血的古方治癌。

3 袪痰利濕法 瘀血和痰濕長期留於人體‧3.袪痰利濕法：瘀血和痰濕長期留於人體，
必然變壞生毒，往往成了癌瘤的培養基地，
故袪痰利濕為治癌方法之一故袪痰利濕為治癌方法之一。

‧4.解毒法：凡對於生命和健康有害的物質
和因素，都可稱為毒。毒的長期含留於人
體則稱為蘊毒。



‧5.清熱熄風法：風熱為致癌因素之一，故
清熱熄風法為治癌之一法。(1)明目清熱熄
風法(2)驚風藥清熱熄風(3)溫病藥清熱熄風法(2)驚風藥清熱熄風(3)溫病藥清熱熄
風(4)理血藥清熱熄風(5)補腎陰藥清熱熄
風(6)袪風利濕藥治癌風(6)袪風利濕藥治癌。
6.軟堅散結法：身體任何部位和組織的增
生和聚積 長期不散而質地較結實者 是生和聚積，長期不散而質地較結實者，是
謂堅結。(1)以瘰癧藥軟堅散結(2)以痔漏
藥軟堅散結(3)以鼓脹藥軟堅散結(4)以疝藥軟堅散結(3)以鼓脹藥軟堅散結(4)以疝
氣藥軟堅散結。
7 收斂相火法：相火不斂為致癌因素之一，7.收斂相火法：相火不斂為致癌因素之一，
故收斂相火為治癌之一法。



8.舒肝安神法：情緒長期過度激動，為致癌因
素之一，故舒肝安神，緩和精神情緒為治癌
之一法。

癌細胞不是錯誤的所在，而真正的問題是因身體累積的大量酸癌細胞不是錯誤的所在，而真正的問題是因身體累積的大量酸
性的物質和毒素。性的物質和毒素。性的物質和毒素性的物質和毒素

而而壓力、沮喪等影響情緒的問題，壓力、沮喪等影響情緒的問題，

才是應該要急迫解決的事情。所以，將癌細胞當作壞分子才是應該要急迫解決的事情。所以，將癌細胞當作壞分子
的想法是不智的。不論用「切、燒、割、放射、下毒」等方的想法是不智的。不論用「切、燒、割、放射、下毒」等方
式，對待這些壞份子，都是不明白真實情況的想法！式，對待這些壞份子，都是不明白真實情況的想法！

所以所以不要被醫生恐嚇了，那就沒救了不要被醫生恐嚇了，那就沒救了。。 如任由醫師擺佈，而如任由醫師擺佈，而
活著的機率只有活著的機率只有77％，％， 且，接下來的生活品質會變得非常低且，接下來的生活品質會變得非常低活著的機率只有活著的機率只有77％％ 且 接下來的生活品質會變得非常低且 接下來的生活品質會變得非常低
劣，劣， 整個家庭的生活氣氛也會進入愁雲慘霧中。整個家庭的生活氣氛也會進入愁雲慘霧中。所以，將所以，將
水肥工人統統清除，那是非常短視的作法。水肥工人統統清除，那是非常短視的作法。



身體出現那些異常時，
有可能是得到癌症？

1 大小便習慣改變 腹瀉及便秘長期交替‧1.大小便習慣改變，腹瀉及便秘長期交替。

‧2.皮膚、口腔潰瘍久不癒合，或出現異常斑點。

3 身體特定部位疼痛 久未改善‧3.身體特定部位疼痛，久未改善。

‧4.組織器官不明原因腫脹、增厚或有硬塊。

‧5 不正常的出血或分泌物。‧5.不正常的出血或分泌物。

‧6.吞嚥困難或腸胃道消化不良。

‧7 身上各種痣或疣的新進變化。7.身上各種痣或疣的新進變化

‧8.長久的咳嗽或聲音沙啞。

‧9.不明原因的體重減輕。

‧10.不明原因的長期發燒或全身倦怠。 美國癌症協會



‧目前西醫腫瘤治療法副作用：

‧(1).手術：麻醉抑制免疫體系，切斷並干擾了神經、
血管、淋巴、經絡氣的運行、干擾腦神經的內分泌、
神經介質與傳導的正常運作神經介質與傳導的正常運作。

(2).化療：血管內壁、心肌內膜、子宮與卵巢、肝腎
的傷害，神經與軟組織傷害，生長點與生長板、骨髓
回滲的抑制，形成骨髓空洞或纖維化，抑制與干擾腦、
神經 脊髓 腎 肝 脾 肺 胰 胸腺 血管 睪神經、脊髓、腎、肝、脾、肺、胰、胸腺、血管、睪
丸、卵巢…的內分泌的促進與代謝的正常功能，痴呆
的促發。的促發。

(3).放療：細胞的灼傷、水腫、玻璃樣沉澱、硬化、
縮小 纖維化或萎縮或壞死或失去功能 血管 神經縮小、纖維化或萎縮或壞死或失去功能，血管、神經、
骨髓、上皮細胞、軟組織、骨膜的抑制生長與灼傷、
出血、萎縮、沾粘狹窄傳導障礙而發生疼痛、幻痛，出血、萎縮、沾粘狹窄傳導障礙而發生疼痛、幻痛，
抑制骨髓回滲形成骨質流失、骨骼空洞症，老化的提
早。



化學治療之常見急性副作用化學治療之常見急性副作用

骨髓抑制• 骨髓抑制

• 噁心與嘔吐噁心與嘔吐

• 腹瀉

• 黏膜炎

• 掉髮• 掉髮



放射線治療之副作用放射線治療之副作用

放射線治療的副作用大部分和接受治療的部位有關‧放射線治療的副作用大部分和接受治療的部位有關

‧急性副作用又稱早發性副作用，可能在照射開始到治療結
束後數週發生束後數週發生

‧慢性副作用，又叫作“遲發性副作用＂可能會持續數月，
數年或永久性的數年或永久性的

‧比較常見的早期副作用如疲倦，照射部位皮膚顏色改變等

比較特殊的副作用 則有如頭部的放射線治療會造成暫時‧比較特殊的副作用，則有如頭部的放射線治療會造成暫時

性或永久性脫髮、食慾方面可能會受到口腔、胃、腸反應
的影響而變差的影響而變差



• 中醫學認為，腫瘤是由三因(內因、外因、不內外因)引起邪入臟腑，
在“正氣＂虛一機體免疫力(機體整體功能)低下或缺陷的狀態下發生
和發展的 由此看來 中醫與西醫對腫瘤發生與發展的認識 原則上和發展的。由此看來，中醫與西醫對腫瘤發生與發展的認識，原則上
是一致的，都認為機體的免疫或正氣是決定能否產生瘤腫的重要因素，
只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癌腫才能有效預防及治癒。

‧ 日本興起將「中藥 用於癌症治療‧ 日本興起將「中藥」用於癌症治療
‧ 在日本，擁有悠久歷史的「漢方藥」（源自中國的中藥）被融合進西

醫治療的範圍越來越廣泛。日本政府的實行計劃和研究會的提議都在
推動將中藥有效地應用於緩解抗癌藥副作用和治療高齡患者等方面。推動將中藥有效地應用於緩解抗癌藥副作用和治療高齡患者等方面
同時，隨著老齡化不斷深化，為了防止過度用藥和控制醫療費用，日
本開始摸索使用「漢方藥」的新方法。東京一位70多歲的男性在切除
了消化道內壁的癌細胞後，癌細胞轉移到腹部，於是開始服用抗癌藥。
但服藥後他全身乏力 下半身發寒 患者痛苦地表示：「沒法再繼續但服藥後他全身乏力，下半身發寒，患者痛苦地表示：「沒法再繼續
吃藥了」。後來通過主治醫生介紹，他轉到了癌研有明醫院的漢方支
持科繼續接受治療。對治療效果進行數據化分析癌研有明醫院的部長
星野惠津夫給患者開了能夠有效控制下半身發寒的「牛車腎氣丸」等星野惠津夫給患者開了能夠有效控制下半身發寒的 牛車腎氣丸」等
中藥。服用後，患者之前的副作用逐漸得到緩解，又能繼續服用抗癌
藥進行治療了。

•



為什麼會形成酸性體質？為什麼會形成酸性體質？

••
>> 1.過度攝取乳酸性食品
>>
>> a）肉類、乳酪制品與蛋、牛肉、火腿等皆屬於酸性食品。a）肉類 乳酪制品與蛋 牛肉 火腿等皆屬於酸性食品
>>
>> b）攝取過量的酸性食品血液會傾向酸性而變黏稠，
>>
>> 不易流到細血管的末稍，而易造成手腳或膝蓋的冷寒症，>> 不易流到細血管的末稍，而易造成手腳或膝蓋的冷寒症，
>> 以及肩膀僵硬和失眠等。
>> c）年輕力壯時吃適量的肉類是對的，但老年人則以蔬菜或小魚為
宜。
>> 2.生活步調失常會造成酸性體質
>> a）生活步調失常會造成精神與肉體的壓力。
>> b）據統計，晚睡者罹患癌症的機率比正常人高出五倍。
>> c）人類本來就活在節奏的世界里，無法事先儲備睡眠或飲食，也>> c）人類本來就活在節奏的世界里，無法事先儲備睡眠或飲食，也
不能夜顛倒。
>> d）人體內臟受自律神經控制，白天主要是交感神經活動，晚上則
由副交感神經工作，若使其錯亂及倒置，就亦百病滋生。



• >> 3 情緒過於緊張• >> 3.情緒過於緊張
>> a）文明社會會造成的壓力。
>> b）工作上或精神上的壓力。
>> c）當一個人承受精神壓力後，一旦緊張松弛，時會造成猝死，稱c）當一個人承受精神壓力後 一旦緊張松弛 時會造成猝死 稱
為潛在性副腎皮質機能不全症。
>> 4.肉體的緊張
>> a）動手朮之前應先檢查腎上腺皮質機能是否正常。如果副腎皮質
機能較差，或手朮壓力遠超過副腎調整功能，則可能造成病人死亡或機能較差，或手朮壓力遠超過副腎調整功能，則可能造成病人死亡或
其他不良影響。
>> b）若發現病患臉部浮腫，需詳加詢問病史及服藥狀況，為長期服
用腎上腺皮質賀爾蒙者，施以針灸要特別注意反應。
> c）勞動或運動過度，通宵打牌、開車等壓力都應盡量避免。

強鹼性食品：葡萄、蘆筍頭、柳丁、茶葉 、海帶芽、海帶等。
>>尤其是天然綠藻富含葉綠素，是不錯的鹼性健康食品，
>> 而茶類不宜過量，最佳飲用時間為早上。



正常細胞正常細胞

單一癌症細胞 癌症腫瘤單一癌症細胞 癌症腫瘤



發炎反應發炎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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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炎介質 發炎反應加劇發炎介質 發炎反應加劇

發燒等症狀



‧ C 反應蛋白(canine C-reactive Protein)
‧ 是臨床症狀未發生前的最早期炎症生物標誌，可量化發炎及感染的嚴重程度。在

發炎感染 腫瘤或組織損傷刺激後 小時 發病早期即可見 濃度升高 時‧ 發炎感染、腫瘤或組織損傷刺激後4-6 小時，發病早期即可見CRP 濃度升高，時
‧ 間早於發燒、食慾或精神不振等臨床表現或紅血球沉降率的增加、白血球數量增
‧ 加等血液檢查指標。

急性期 慢性期

復原期

病
程 潛伏期

時間



免疫系統 大功能免疫系統 大功能免疫系統四大功能免疫系統四大功能

以「抗體」原理將其消滅相同敵人

記憶

修補受損的器官、組織
修補

代謝廢物及病毒屍體
清除

免於病毒、疾病的攻擊 保護



龍
膽膽
草



1.肺癌



台灣肺癌的類型簡介  ( 其中前四者佔了肺惡性腫瘤 95％。) 

名 稱 
約佔所有 

肺癌的比率 
簡 介 

(1) 小細胞肺癌 

Small cell lung cancer  
12~15% 

小細胞肺癌又稱為燕麥細胞癌。小細胞肺癌通常由吸菸引

起。雖然癌細胞小，但是它們快速分裂而形成大的腫瘤。
g

腫瘤可能擴散到淋巴結和其他器官，如腦、肝臟和骨。 

(2) 腺癌 

         Adenocarcinoma  
35~40% 

腺癌是在台灣最常見的肺癌，也是不抽菸 (女性和 45 歲以

下的年輕人) 患者中最常見的類型。常常是在有遠處轉移

之後才出現臨床症狀，多由血路轉移。 包括支氣管肺泡

細胞癌 (Bronchioaveolar carcinoma (BAC) ) 。細胞癌 (Bronchioaveolar carcinoma (BAC) )

(3) 鱗狀細胞癌 

Squameous cell cancer 
30~35% 

又稱表皮樣癌，常見於男性吸菸者，早期多為局部向外延

伸的轉移，後期則經血路擴散。 

(4) 大細胞癌 

         Large cell cancer 
<10% 在台灣少見，生長速度較緩慢，會經由血路及淋巴擴散。

 





2.肝癌





3.乳癌



乳癌3.乳癌





「每化療一次就像死一次」 邱議瑩頂

小平頭消瘦受訪

• 放大顯示  

 



4.大腸癌

















制定一個合理的治療方案。中醫藥治療是隨著放、化療手
術的情況來制定方藥的。合理的中西醫結合治療以達到增術的情況來制定方藥的。合理的中西醫結合治療以達到增
加病人的免疫力，抗病力和減少後遺症為原則以預防復發、
轉移，提高生活品質。

內經素問五常政大論：大毒治病十去其六，常毒治
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
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抗生
素﹙化學制劑﹚﹥中草藥﹥花、食療。



治癌症到目前為止只有兩條路，

第一條路是消滅病源。第一條路是消滅病源

第二條路是增加抵抗力。但很奇怪的是，癌無論
用鈷60或其他藥物去消滅癌細胞，可是癌細胞還
沒被消滅，好的細胞卻先被殺死。



＊癌症治療策略:

癌症
常用基本處方

四君子湯 補氣藥為主,用來提升免疫系統功
能

加丹參、黃耆、女貞子、仙
鶴草

加補氣養陰活血藥為主，偶加清熱
解毒藥或軟堅散結藥鶴草 解毒藥或軟堅散結藥

隨
證
加

白血球過
低

刺五加 調升化療造成的白血球過低

紅血球過 何首烏 阿膠 提升紅血球
減

紅血球過
低

何首烏,阿膠 提升紅血球

血小板過
低

膠艾四物湯+七寶美髯丹+仙
鶴草、絞股藍

放化療造成的血小板低下,

放療後黏膜受
損

生地、石斛、玉竹 + 增液湯

肝硬化 膈下逐瘀湯 + 大黃蟅蟲丸

癌症腹水 膈下逐瘀湯 + 大黃蟅蟲丸

肋膜積水 仙方活命飲 + 散腫潰堅湯 當成感染治療

抗癌藥 半枝蓮,白花蛇舌草等 有次發性感染屬急性期會用;但對
於一般情形效果不佳,還會激起癌
細胞的危機意識,所以一般不用之



癌症（C ）正如其拉丁字頭「蟹 （C i）癌症（Cancer）正如其拉丁字頭「蟹」（Cancri）
的意思所指，稍不注意，便不聲不響、 致人於死
地橫行。一生中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可能得癌，
過去十年，台灣三十至五十九歲
的壯年得癌人數成長八一％，但四○％的癌症是
可以預防的。然而在第三期的癌症之後，可以預防的 然而在第三期的癌症之後，
如從前法務部長陳定南、舞蹈家羅曼菲、王文洋
的妻子陳靜文、電影導演楊德昌、
到鴻海準董事長郭台成 一顆顆舞台上的明星到鴻海準董事長郭台成，一顆顆舞台上的明星，
在正要大放光芒時，因癌倒下。
其實每人每天均會產生七八千個癌細胞，尤其在
焦慮 憤怒及壓力下 癌細胞大增焦慮、憤怒及壓力下，癌細胞大增，
放在人體內某部位的潘朵拉盒中；若在愉快的心
情下，以氧氣灌滿皺縮的癌細胞使之膨脹，情下 以氧氣灌滿皺縮的癌細胞使之膨脹
多吃抗癌食物即可天天修護皺皺的癌細胞變回成
正常圓潤的細胞，在第三期的癌症之前，均能康
復。復。



1.起居有常：
居有常起該從哪些方面做起？首先是睡
好覺 睡覺時間以前認為「早睡早起好覺，睡覺時間以前認為「早睡早起，
身體好」。其實應依四季變化而有所不
同之起居養生生活；如《黃帝內經素問同之起居養生生活；如《黃帝內經素問
‧四氣調神大論篇》：「春三月，夜臥
早起。夏三月，夜臥早起。秋三月，早

臥早起。冬三月，早臥晚起。」





2.飲食文化：
不少在發育期或未發育期的

小朋友，喜愛吃速食，如烤、小朋友 喜愛吃速食 如烤
炸、刺激食物及含磷、鉀、鈉
的高濃度飲料，或者吃了不少的高濃度飲料，或者吃了不少
蔬菜農藥殘留物和黑心製物，
在在都是「傷腎 或破壞體內在在都是「傷腎」或破壞體內
免疫系統的兇神惡煞之因子。
《內經》謂：「飲食自倍，腸
胃乃傷。」食納過多肉類、飲胃乃傷 」食納過多肉類 飲
食不當，體質多成「酸性」，
而「酸性 體質為萬病之源。而「酸性」體質為萬病之源。



A.抗癌食物：
檸檬(破壞12種癌細胞：包括結腸癌、乳腺癌、前列腺癌、肺癌和胰腺
癌 ) 地瓜(排毒最佳) 大蒜(治胃癌) 黃豆(治子宮頸癌) 金針菇癌…)、 地瓜(排毒最佳)、大蒜(治胃癌)、黃豆(治子宮頸癌)、金針菇
(治子宮頸癌)、 菜花(治胰腺癌)、菠菜(治肺癌)、茭白(治腸癌)、海帶
(治乳腺癌)、蘆筍(治皮膚癌)、 花椰菜(治膀胱癌)、毛豆(治乳癌)、蔓
越莓(治乳癌)、開心果(防肺癌)、越莓(治乳癌) 開心果(防肺癌)
熟番茄(治攝護腺癌)、蘑菇(治肝癌，但含重金屬傷腎，每月最多可以吃
200g )、 甜菜根、胡蘿蔔、優格、蘋果、綠藻、葡萄、香蕉、奇異果、
鳳梨、草莓、綠茶、 十榖米(治直腸癌：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麥、
蕎麥、芡實、燕麥、蓮子、麥片和紅薏仁)、 白芝麻、亞麻子、老薑、蕎麥、芡實、燕麥、蓮子、麥片和紅薏仁)、 白芝麻、亞麻子、老薑、
枸杞、玉米、杏仁、黑芝麻、南瓜子。請大家多吃含有這些有效成份的
食物，讓身體內蠢蠢欲動的癌細胞多多睡覺。

1 咖哩 （抗癌成份是 「薑黃素 ）1.咖哩 （抗癌成份是..「薑黃素」）
2.辣椒 （抗癌成份是..「辣椒素」）
3.薑 （抗癌成份是..「薑油」）
4.綠茶 （抗癌成份是..「兒茶素」）（ 」）
5.大豆 （抗癌成份是..「異黃酮」）
6.蕃茄 （抗癌成份是..「茄紅素」）
7.葡萄 （抗癌成份是..「白黎蘆醇」）
8 大蒜 （抗癌成份是 「硫化物」）8.大蒜 （抗癌成份是.. 硫化物」）
9.高麗菜 （抗癌成份是..「??」）
10.花椰菜 （抗癌成份是..「硫化物」）



植物生命超強，延年益壽

一、旋花科:地瓜葉、菟絲子、牽牛花、川七
菜….菜 .

二、蘭科:1.天麻2.白芨3.藿山石斛

三 莎草科 1 香附子2 荸薺三、莎草科:1.香附子2.荸薺.

四、睡蓮科:1.蓮藕、蓮子2.芡實

五、銀杏科:1.銀杏葉



醒過來後喝一杯醒過來後喝一杯

水是個好習慣經過一夜的睡

眠 沒有一滴水的攝入 人眠，沒有一滴水的攝入，人

很容易脫水，而一杯開水(不

是冰水)則是有益的補充；這是冰水)則是有益的補充；這

對於腸胃也起到了清理作

用用。

摘自網路資料



3.少逸多勞：
科技文明自動化提高，汽車代替了步行，電梯
代替了運動爬樓梯 以靜態腦力勞心者增多代替了運動爬樓梯，以靜態腦力勞心者增多，
缺乏足夠的活動量和體能鍛鍊的結果，會引起
一系列不良變化，導致百病叢 「流水不腐，戶一系列不良變化，導致百病叢. 流水不腐，戶
樞不蠹」，說明現代人應「生命貴在運動」。
唐代孫真人認為：「養性之道，常欲小勞。」」
清代醫學陸九芝指出：「世界只知有勞病，而
不知有逸病。然而逸之為病，正不少也。」可
見貪圖安逸 缺少體能活動 正是傷身折壽之見貪圖安逸，缺少體能活動，正是傷身折壽之
因。《內經》有云：「久臥傷氣，久坐傷肉。」
身體久不勞動、活動，會令氣血流通不暢、肌身體久不勞動、活動，會令氣血流通不暢、肌
肉萎縮、筋骨脆弱、脾胃消化機能減退，甚至
影響機體的免疫力。美國阿帕拉契州立大學有
三項研究指出，每天運動三十至四十五分鐘，
每週三至五天，心跳每次超過一百三十下，持
續運動十二週後 免疫細胞數目會增加 抵抗續運動十二週後，免疫細胞數目會增加，抵抗

力也相對增加。



B.以氧氣灌滿：人坐在椅子上時，每次呼吸進的空氣
才半公升，只用了肺臟的十二分之一，

李豐說，「就像一個人有一棟十二李豐說， 就像一個人有一棟十二
個房間的房子，可是每天忙碌出外工作，

回到家裡來，就只用到臥室。」要用
到肺臟的每一個部分(提供充分的氧氣)到肺臟的每一個部分(提供充分的氧氣)，

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空氣好的地方勤
加運動喘氣(例如爬山)。

爬山(登山喘氣是最佳的補氧運動)及讀佛經 其意義爬山(登山喘氣是最佳的補氧運動)及讀佛經-其意義
在於不要煩惱。



C. 愉快的心情：

(癌細胞就是扭扭曲曲皺皺縮縮的，五榖雜糧加蔬菜、運動(氧)加
樂觀，
即可將癌細胞回成正常圓潤的細胞)。即可將癌細胞回成正常圓潤的細胞)

在英國倫敦的一對夫妻，兩人同時去做年度體檢，太太被告知得
到乳癌，壽命只有一年，先生被告知得到攝護腺癌，同時有三條
心臟主動脈血管阻塞了，壽命也只剩下一年，二人經過討論後心臟主動脈血管阻塞了，壽命也只剩下一年，二人經過討論後
決定什麼都不做，再也不要聽到西醫說什麼病了，他們在一張白
紙上寫下在這一年中他們將完全的五十件事，於是他們賣掉僅有
的住家，拿了錢去做環遊世界的旅行，因為這是他們第一件想要的住家，拿了錢去做環遊世界的旅行，因為這是他們第一件想要
做的事，於是高興的起程，經過半年的各地旅遊後又再回到倫敦
後因為身體感覺很好， 於是再回到同一位醫師那去檢查，結果醫
師驚訝的發現二人的癌症已經消失了，同時丈夫的 動脈血管阻塞師驚訝的發現二人的癌症已經消失了，同時丈夫的 動脈血管阻塞
也好了，這個結果讓醫師都無法明了為什麼會這樣呢





大怒一次至少死亡白血大怒一次至少死亡白血
球20萬個以上及T殺手細
胞、淋巴球會減少，說胞 淋巴球會減少，說
明暴怒則傷肝，這點與
現代醫學所謂免疫功能
下降頗一致。







TVBS健康兩點靈節目 在98 05 19報導廖桂聲 中西醫師治療肝病TVBS健康兩點靈節目，在98.05.19報導廖桂聲 中西醫師治療肝病
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