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症並非絕症，毋需與癌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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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癌症研究署
（IARC）」發表的「世界癌症報告」指出，全球
罹患癌症患者比率，1900年約1/20，1940年約1/16，
1970年約1/10，2000年約1/3。 
台灣癌症每年新增病例，1993年只有3.4萬人，2010
年9萬多人，2020年，將新增至11萬名病人，每四
個人中，就有一個可能罹癌，可怕的是，隨著醫療
與社會的進步，台灣人遭受癌症的威脅不降反增，
癌症發生率不僅逼近全球最高值，癌症死亡率更在
先進國家中名列前茅。 



2012年，全球癌症每年新增病例已上升至1410萬人，其中
美國約有100多萬人，中國約有307萬，佔全球總量的
21.9%；台灣2013年約有48萬人，因此如無妥善正確應對
癌症之防治，依此速度預估，2025年將達1900萬人，2035
年將達到2400萬人。 
預估2032年全球約有1300萬人會因癌症死亡。 
雖然如此，北美和歐洲國家發達國家仍然是癌症率最高的
地方，前5名國家分別是丹麥、法國、澳大利亞、比利時
和挪威；何以致之？主要在其飲食習慣，以攝取高糖、高
油脂、高盬、燒烤為其主因。死亡率最高的國家，前5名
國家分別是蒙古國、匈牙利、亞美尼亞、塞爾維亞和烏拉
圭；惟中國因人口基數龐大，成為世界上癌症死亡數最高
的國家。全球每年約有25萬名兒童被診斷出罹患癌症， 
9萬名兒童因癌症而死亡，因而罹癌與年齢並無直接關聯。 
 



癌症不是真正的疾病來源，人類基因數千年來並沒有
顯著的改變，人體是65-75兆細胞的結合體，可區分為
需氧之正常細胞，及厭氧之癌細胞，因為每個成年人，
每天都會產生幾百萬個癌細胞，每天都會有300億個細
胞死亡，而其中有1％到10％，是癌細胞，因而癌細胞
本就為人體一部分，癌細胞的生長和滅亡，就像是一
般細胞生長和滅亡一樣，都是身體的自然運作的情形，
這是醫學事實。癌症並非絕症，因此，有癌細胞，您
並不需要恐慌，恐慌只會讓您增加壓力，產生自由基，
讓身體產生更多之致癌毒素及更多之癌細胞，惟放療
及化療本身即為致癌因子，其對人體毒性甚強且為不
可逆，因而除非必要，儘量少用，本文將提供給罹癌
患者對癌細胞及癌症之正確知識，改變過去不良生活
習慣及不當飲食，來與癌共存，而非與癌俱焚！ 





壹、正確認識癌細胞與惡性腫瘤（癌症）： 
癌細胞係來自正常細胞，人體身上或多或少都存有一些癌
細胞，癌症生成的主要因素在缺氧，人體正常細胞利用氧
氣當燃料，在氧氣充足環境下，葡萄糖會被PKM1徹底糖
解成丙酮酸，再被粒腺體吸收，產生38個ATP，即人體能
量來源，提供給人體各類器官生化反應及新陳代謝；在氧
氣不足環境下，無法供應正常細胞足夠能量，人體內如長
期缺氧，正常細胞為了存活，就會去啟動他的變異機制，
切換成一個厭氧模式，促使正常細胞DNA基因突變，誘發
成厭氧性癌細胞，癌細胞係以PKM2糖解作用，只有少數
葡萄糖被PKM2分解成丙酮酸，產生2個ATP ，其他多數葡
萄糖被PKM2糖解成氨基酸、核酸、和脂質，有利於癌細
胞之增生，其代謝後產生大量乳酸，造成體質酸化，如同
劇烈運動時，肌肉供氧不足，便會通過此過程得到能量，
生成的乳酸導致肌肉酸痛。 



罹癌四步曲：癌細胞孵化→過度的增殖→腫瘤化→轉移；
人體細胞缺氧使癌細胞孵化及增殖，經過血管新生促使癌
細胞腫瘤化後，最後再藉由細胞外質纖維的破壞，使得癌
細胞得以轉移惡化成惡性腫瘤，造成人體各項器官衰竭與
死亡，癌症就是在這4個階段中不斷地循環，這種癌變過
程是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人體內缺氧或產生過多自由基
是罹患癌症的罪魁禍首。 



現代人卻因為生活壓力、不良生活習慣及不當飲食等原因，使體內
缺氧及產生過多自由基，為癌細胞孵化、成長提供一個良好環境。 
惟癌細胞並非全然是個壞東西，因其代謝後產生之乳酸等毒素，癌
細胞為了救亡圖存，會保護生命重要器官，如腦、肝、胃、腎等重
要器官，避免這些致命的酸性毒素物質，遠離淋巴液及血液，癌細
胞會聚集過來把乳酸等毒素包圍，形成腫瘤，最後用盡方法慢慢地
消化這些毒素，接著會自然代謝死亡，因而癌症僅係一種代謝疾病，
並非絕症，毋需過度恐懼，治療癌症只要改善人體中缺氧及過多自
由基等主要原因，不要再讓正常細胞基因突變成癌細胞，為首要目
標。 



貳、癌症如何產生呢？ 

癌症在1940-1950年來，除工業化國家之外，一直都是種極端稀
少的症狀，1900年全球罹患癌症患者比率，約1/20，在美國約
1/8000人，1940年約1/16， 2008年在美國估計有140萬美國人知
道自己罹患癌症，已逼近1/3分，有50萬人死於癌症。 
西方工業化國家為何罹癌率居高不下原因，除工業、化學、農藥、
生長激素污染、汽車尾氣等，污染其生活周遭環境導致： 



1、人體內自由基遽增： 
自由基係1900年由摩西•岡伯格（1866－1947）於密西根大學發現的，
1992年NASA發表一則警告，破壞臭氧層之氟氯碳氫化合物，濃度已
創新高標準，讓北半球臭氧層遭嚴重破壞，同溫層臭氧層減少已延
伸到莫斯科及倫敦等北緯50度附近。這是非常嚴重問題，因臭氧層
之破壞或減少，會使太陽光中紫外線之電離輻射線能量增加，直接
照射人類及動物，會使其體內自由基增加，及汽車所排放之尾氣、
污染工業所排放之廢氣、電磁波、充斥於周圍生活環境等，皆會讓
人們生活在暴露充滿自由基之環境中，過多自由基會破壞人體正常
細胞，促其癌化、壞死，因而破壞人體給締組織器官之功能，造成
人類罹患癌症等重大多種疾病、及加速人體老化，此乃外在污染因
子。 



2、人們生活節奏加快，缺乏相互間互動及照應： 
美國人家庭居住環境、親友、鄰居愈離愈遠，缺乏相互間互動及照
應，孤獨、憂鬱等精神上壓力大增，造成心理、精神壓力（緊張、
焦慮、生氣、恐懼、悲傷），生活不正常，加上抽煙、喝酒、熬夜，
缺乏運動及日晒，日晒係人體獲得維生素D最佳來源，維生素D可對
抗癌細胞，上述皆會使人體內自由基連鎖性的大幅增加，係致癌因
素之一，此乃內在污染因子。 
3、農藥、殺虫劑、化學物質、生長激素等，污染了人類賴以維生之
食物：1940年，因經濟快速發展，化學污染大增，農藥、殺虫劑、
化學物質、生長激素等，被大量使用在蔬果等農作物及牛、羊、雞、
鴨、鵝等家禽上，嚴重污染了人類賴以維生之食物，此乃內在污染
因子。 



4、人體攝取過多高糖、高油脂反式脂肪等等不健康加工食品： 
      1955年西方國家，販售漢堡包，以及炸薯條及洋芋片、炸雞塊、   
      碳酸飲料、冰淇淋，連鎖快餐店相繼成立，後成為全球最大的連 
      鎖餐廳；及可樂首次以罐裝對外發售，後也成為是全球最大的罐 
      裝碳酸飲料，從此改變了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飲食文化，且大為風 
      行；十九世紀美國人每人每年糖份攝取量為12磅，2000年美國人 
      每人每年糖份攝取量為154磅，後來發現糖係癌細胞最佳營養素。 
      1940年美國所飼養之牛羊亦由吃草改食黃油、玉米，及大豆油、   
      玉米油上市，二種植物油中，減少炎性因子，含順式脂肪酸 
      OMEGA-3減少，係促炎性因子含反式脂肪酸OMEGA-6增多，牛羊 
      肉、奶亦然，美式飲食牛肉、漢堡、牛油、牛奶、炸薯條亦大為 
      風行，並輸往至全球，後來發現反式脂肪係致癌因素之一；應改 
     用橄欖油、芥花油。 



2013年美國佛瑞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研究計畫主持人珍妮特‧
史丹佛認為，食物經油炸，很可能產生丙烯醯胺、異環胺、多環芳
香烴化合物、醛類化合物、丙烯醛等致癌物質。丙烯醯胺這種致癌
物通常出現於炸薯條等澱粉類食物。炸雞排、鹹酥雞等油炸肉類食
物則容易出現異環胺、多環芳香烴化合物。當油炸時間拉長，或一
再使用回鍋油，這些有毒致癌物就會越來越多；最新醫學報告指出，
澱粉類的食物，在高溫油炸下，會產生丙烯醯胺，以60公斤的成人，
每天吃一包炸薯條，罹癌風險會增加500倍。 



上述四大項造就了北美和歐洲等西方發達國家之經濟成長，成為世
界之冠，却也犧牲其國人健康，至今仍然是癌症率最高的國家，可
以看出後兩項不當飲食習慣，係造成他們罹癌率較高之主因，可怕
的是，該兩項不當飲食習慣正已被輸往至全球，全球各國為了經濟
成長，至今尚不敢挺出而出尋找對策，任其毒害其無知人民，甚為
不智。 
 
1970年代中國大陸乳腺癌的的死亡率，每十萬人有2.95人，到
2004—2005年上升到每十萬人5.90人，上升近1倍。 
1980年代WHO調查員發現中國大陸農村幾乎沒有乳腺癌，懷疑中國
婦女有抗癌基因，1989年經深入調查，上海每十萬人35歲婦女中發
現有20例，75歲有50例，屬低發生率地區，舊金山華人婦女約有
100例，75歲有150例，因而否定中國婦女有抗癌基因之臆測。 
是否與1979年，全球最大的罐裝碳酸飲料-可樂及1990年全球最大的
連鎖餐廳，進入在中國，接著在全國各地設立分店，從此該飲食文
化，風靡全中國大陸，惟從此中國大陸婦女罹癌率大幅成長，如今
業已成高發生率地區有關？值得深入探討。 



2012年，全球約820萬人因癌症死亡，其中美國人約有50多萬人，
中國約有220.6萬人，佔全球總量26.8%，超過中國大陸佔世界人口
的比率（19％）。2012年，全球3260萬人帶瘤生存者，美國有1370
萬例，美國總人口3億多，其癌症存活率為4.56%；為國際平均水準
約10倍；中國有504.5萬例，癌症存活率僅為0.36%，因癌症在中國
死亡率高，所以在中國近半數人的人，仍然認為是絕症，患了癌症
等於死亡，而在歐美國家，只有13%視癌症為絕症。 
在人類基因沒有顯著的改變下，主要原因係現代人不良之生活習慣
及不當飲食所致，主要原因分別敘述如下：  



一、缺氧致血氧值低下： 
 
氧氣攝取量不足，導致血氧值低下，一般人生活方式，大致可分為：
白天上班、下班活動、夜間睡眠三等份，各佔八小時，1/3時間。 
清醒時刻：白天上班時間：大部分長時間久坐，每次所吸進的空氣
量才半公升，人體肺臟可以容納六公升的空氣，久坐卻只用了肺臟
十二分之一空間，閒置了其它空間，導致廢氣沉積，易造成「死
腔」，人體內血氧值因而低下。 
 
下班活動時間：大部份時間，大致花在上網、看電視上，情況亦如
上述。 
 
睡眠時刻：係人體副交感神經主導，自體防衛能力最弱狀況，卻約
有60%人群，採取會對身體會產生重大危害，最不健康之仰臥睡，
導致呼吸道阻塞及壓迫肺部空間，人體吸氧不足，導致血氧值低下。 



癌細胞係厭氧性細胞，血氧值不足會迫使正
常細胞變異成癌細胞： 

1、腫瘤缺氧長更快 促癌惡化轉移 
      1931年，科學家(OttoHeinrichWarburg)奧托‧亨 
      利其‧瓦柏格是第一位發現了氧氣和癌症的關 
      聯，他的研究顯示，細胞缺氧是癌症的最主要 
      成因，他指出了「癌症發展的先決條件就是缺 
      氧。」，癌細胞是厭氧細胞，也就是在缺氧的 
      環境中才會分裂蔓延，在氧氣充足的環境中則 
      無法生存，並藉此獲得了兩次的諾貝爾醫學獎。 





2、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病理科李豐副教授，觀察細胞在不
同的狀態下的情形：在實驗室養癌細胞，如果加氧，癌細胞
就養不好，如果加二氧化碳，癌細胞就養得很好，這表示如
我們自己把體內環境弄到缺氧，細胞才無可奈何變成癌細胞
來適應環境，如果把環境裡缺氧的因素刪掉，補充氧份，其
實癌細胞是會回歸正常的。肺臟可以容納六千立方毫米的空
氣，現代人生活就是坐在辦公室，每次呼吸進的空氣才半公
升，只用了十二分之一，出外搭車、乘電梯，每次的呼吸量
也同樣只在半公升到1公升之間，其他的肺臟空間等於備而
不用；要用到肺臟的每一個部分，唯一的方法就是勤加運動，
30年來她看過無數病人，每當透過顯微鏡看到病人的細胞顯
出缺氧的狀況時，她都會提醒對方：「你的細胞缺氧，看起
來很累，趕快去爬山。」但需避免激烈運動，因為激烈運動
時肌肉消耗氧的速度會比心肺供氧速度快，三十年前，當年
為她治療癌症的醫師，有人都已過世了，她卻還活得很健康。 





3、缺氧是腫瘤微環境的基本特徵之一，證據顯示，缺氧是
決定腫瘤惡性化發展的重要因素，缺氧不但會誘導癌細胞，
使放射線治療失效，以及對化學治療產生耐藥性等問題，更
重要的是，缺氧還會促進癌細胞的生長和轉移。近年來發現，
細胞內氧含量的下降，會透過一系列的信號傳遞，激發了對
缺氧環境敏感的缺氧誘導因子（HIF-1）的活性。缺氧誘導
因子-1 (HIF-1) ， 於1991年首次被發現，細胞在缺氧時才會
誘發其反應，並使其具備與DNA結合的特性。HIF-1可以辨識
基因體上缺氧反應元(HRE)之DNA序列。當HIF-1與HRE的結合
後，會促進Epo（紅血球生成素）基因的表達，而這些基因
的表現產物，可以改變細胞的微環境，如增加血氧的供給甚
至促進新的血管新生，以保護細胞抵抗缺氧所造成的損害。
目前尚發現有許多其他受HIF-1調控的基因，例如血管內皮
細胞生長因子(VEGF)、介白素-8、血小板源性內皮細胞生長
因子(PDECGF)、thrombospondin-1 (TSP-1)，以及誘導型一氧
化氮合成 (iNOS)等。 



  但是在惡性腫瘤中，這些基因被誘發後，會使癌細胞產
生血管新生行為，反而使癌細胞獲得氧氣及養分的來源，進
而促進其惡化及轉移，因此，抑制血管新生可作為癌症治療
或其他與血管新生有關疾病的一個新策略，目前已有許多的
科學家想透過適當的方式來調控缺氧訊號的傳遞。 
  2011年台灣中研院針對癌症治療，有重大突破，研究團
隊發現，正常細胞如果缺氧可能就會死亡，但癌細胞在缺氧
的環境中，反而會急速增長，甚至會發生癌細胞轉移，甚至
避開化療和放射性治療，這項發現，未來對抑制癌症可能有
重大貢獻。為了解開癌細胞在缺氧環境中的生長反應，中研
院生化研究團隊，花了4年的時間利用前列腺癌症組織來做
研究，結果發現，癌細胞如果經常處於缺氧的惡劣環境，反
而會產生低氧誘導因子HIF-1，進而誘導生成KLHL20蛋白，
而這種蛋白還會破壞重要的抑癌因子PML，反而會使腫瘤加
速惡化。 





4、2008年，人類癌症研究大突破！人類缺氧會死，陽明大
學與台北榮總研究證實，癌細胞缺氧不但不會死，還會繼續
生長，導致癌症惡化、細胞轉移，顛覆「空氣」是生物體生
長必須養分的定律；研究證實缺氧狀態會「活化」控制癌細
胞移轉基因「TWIST」，得到「腫瘤缺氧會愈長愈快」的結
論，終於產生「缺氧導致癌細胞移轉」的驚人發現，研究結
果日前登上《自然》系列期刊的《自然細胞生物學》
（Nature Cell Biology），引起國際矚目。 



5、環境性缺氧，人體最大的自由基（O－， OH－）來源就是
我們所呼吸的氧氣，長時間待在缺氧的環境中，更會讓自由
基遽增，因而破壞細胞粒腺體用來製造抗氧化劑的基因，減
損細胞抗氧化的能力，也會破壞我們的遺傳基因，增加細胞
突變成癌細胞的機率；過量的自由基也會啟動細胞凋亡的機
制，使器官細胞壞死，機能退化，就會增加致癌的機率，也
會加劇癌症的惡化，形成癌症體質，若有環境性缺氧所引起
的氧化症狀，在生活環境中又經常接觸致癌物質，那在內外
自由基的夾攻下，細胞防衛機制受損，基因出現突變的機率
將會大為增加。 



6、血液性缺氧與虛寒症狀，若血液中的紅血球太少，或是
血紅素不足，會使血液的攜氧能力不足，血氧過低，造成血
液性缺氧。人體所有的細胞，包含大腦細胞、肌肉細胞、免
疫細胞、血液細胞、器官細胞等等，九十五％的能量皆來自
於有氧呼吸，大腦缺氧理所當然容易感覺累、疲倦，肌肉缺
氧自然沒有耐力，免疫缺氧則無法「保家衛國」，若全身器
官都在缺氧，因為代謝不足，欠缺能量，這個人的身體當然
就會比較虛弱，癌細胞則會異常大量增殖，若有血液性缺氧
的虛寒症狀，卻又營養不良，可能會進一步影響造血機能，
導致貧血，而加劇組織末梢 
的缺氧和缺乏營養的問題， 
缺氧會誘發血管新生使腫瘤 
成長，「缺養」的飢餓現象 
則促使癌細胞惡化。 



 
7、心肺性缺氧與酸滯症狀，當缺氧的時間拉長，細胞就會
啟動代償反應，促使人呼吸加速、加深，以提高攝氧能力；
肺血管會加強收縮，提高血壓，增加身體的循環供氧量；細
胞會開始啟動無氧呼吸，以在缺氧的環境下獲取最基本的能
量。仰臥睡會導致呼吸道及血管堵塞，無法提高身體的氧氣
量，致使血液循環不良，則會導致心肺機能下降，使改善缺
氧的代償反應失去應有的作用，此為心肺性缺氧。心肺性缺
氧主要的現象是乳酸堆積，缺氧時，細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必須加強無氧呼吸，因此乳酸就會增加，這些乳酸如果能順
利被血液攜走也就無妨，但因為血液循環不良，使得這些激
增的乳酸無法被即時送走，就會導致乳酸慢性、長期的堆積。
這些堆積的乳酸會持續造成痠痛現象，如果不快改善，就會
演變成酸中毒，進而變成慢性發炎。 



另一方面，心肺性缺氧也會使微血管細胞缺氧，並同受乳酸
的毒害，這會導致微血管細胞的死亡，讓微血管萎縮，使紅
血球不易通過並在局部堵塞，形成瘀血，這又進一步加劇缺
氧和酸中毒，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心肺性缺氧會導致「酸
滯症狀」。由於心肺性缺氧起因於呼吸循環及血液循環兩個
部分出現問題，類似中醫所說的「氣虛」及「血瘀」，會有
呼吸較為短促，講話有氣無力，易緊張、焦慮、胸悶、打呼
的症狀；或是容易瘀血，特別是肌肉筋骨關節有經常性的痠
痛，嚴重的話會演變成肌肉慢性發炎，例如五十肩。長期缺
氧也會使肺血管硬化(因為長時間的提高血壓)，造成缺氧性
高血壓。此外，有一些藥物控制不良的高血壓，其實是因為
長期缺氧。身體欠缺能量就容易覺得寒冷。這種病體特性類
似中醫的「陽虛體質」，即熱能產生太少所以容易感到寒冷。 



因此血液性缺氧會導致「虛寒症狀」，體溫偏低怕冷，手腳
冰涼，腸胃或子宮發寒，容易頭昏、頭暈，吃到冰冷的食物
或飲料時會不舒服或腹瀉，或者免疫力較差，精神不振，體
能低落，心肺性缺氧的酸滯症狀而又久坐缺乏運動，又因肥
胖導致心血管疾病，會進一步降低心肺循環的功能，使缺氧
及酸中毒越發嚴重，癌細胞會因此加重其無氧呼吸的比率，
增強其抗酸的能力，甚至誘發侵入行為。 



8、人體內缺氧致使二氧化碳增加，體質因而酸化： 
 
人體內缺氧因而致使二氧化碳增加，人體內會因大量的二氧化碳，
讓體內水份碳酸化，CO2十H2O→H2CO3，人體內在酸性的環境下，
加上癌細胞之粒腺體因轉換厭氧模式，利用發酵方式生長會代謝很
多的乳酸，人體變成酸性體質，當酸性化產生的時候，此區域酸性
毒素就會不斷的生長開始腐敗，產生臭味，即為「酸臭」味，成為
身體最酸性的地區，癌細胞會聚集過來把酸性毒素包圍，形成腫瘤，
最後用盡方法慢慢地消化這些酸性毒素，接著會自然代謝死亡，如
沒有癌細胞來清理酸性毒素，酸性毒素會大量流入血液，短短一天
內，就可能會死亡，因此係酸性毒素危害身體的健康，而非癌細胞，
腫瘤是代表癌細胞正在處理這區域之酸性毒素，除非腫瘤過大，對
身體產生危害時，才需開刀移除；所以我們建立一個觀念，癌細胞
是您的細胞，不是「壞小孩」，可處理與分解酸性毒素物質，等這
些酸性毒素處理完畢，它也會自然代謝死亡，這是身體自然的運作，
所以此部分我們應該感謝癌細胞，不要認為癌細胞是壞細胞就好。 



但人體如不予以改善缺氧及酸化環境，癌細胞因過度的增殖不斷的
蔓延，新生的癌細胞會離微血管越遠，越遠氧氣擴散的效率就越差，
癌細胞增殖速度了則加快。 
 
日本著名醫學博士柳澤文正曾做過一個實驗，找100位癌症病患抽
血檢查，結果100位癌症患者的血液，都呈酸性。健康人的血液是
呈弱鹼性的，pH值大概是7.35到7.45之間，一般初生嬰兒也都屬弱
鹼性體液，但隨著體外環境污染及不正常的生活、飲食習慣，使我
們的體質逐漸轉為酸性。因此醫學專家認為：人體體質的酸性化是
「百病之源」，若患者的缺氧指數越高，不但適合癌細胞滋長，亦
越容易發生移轉，即便經過治療，死亡率也較高。相對的，如果能
改善缺氧指數，例如提高血紅素，則能明顯的增加患者存活的壽命；
因而正常的酸鹼平衡狀態，是癌症的大敵，鹼性的環境會讓我們的
體內充滿氧氣，讓我們維持活力充沛的健康狀態。由上述得知，缺
氧係造成癌細胞孵化-滋長-複製-腫瘤化-轉移之主要原因。 



9、細胞缺氧，導致無法將體內葡萄糖全部成轉化38個ATP，致使血
糖增加。糖係癌細胞最好的養分，1920年代即有學者發現癌細胞與
正常細胞吸收葡萄糖的模式不同提出「癌症是新陳代謝疾病」學說，
但無人能釐清原因，癌症可能跟糖尿病一樣，是一種新陳代謝疾病。 
2014年初國家衛生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創全球之先，找到調控癌細胞
代謝葡萄糖的關鍵，除證實癌細胞無法徹底分解葡萄糖，是腫瘤增
生原因之一，也首度印證「癌症是新陳代謝疾病」學說。學者指出，
維持新陳代謝正常很重要均衡飲食、培養運動習慣，可有效防癌。 



此研究首度證實關鍵是JMJD5基因，人吃下任何食物經消化，
都會轉換成葡萄糖，葡萄糖進入細胞，先被分解成丙酮酸，
再被細胞內的「發電廠」粒線體吸收，粒線體才有「電」供
細胞活動。特殊基因影響分解正常細胞可徹底分解、吸收葡
萄糖，但癌細胞不行。此研究證實因癌細胞的JMJD5基因較
活躍，會結合細胞中的糖解酵素PKM2，導致葡萄糖僅一小
部分分解為丙酮酸、被粒線體吸收，剩餘變成氨基酸、核酸
和脂質，是有利癌細胞增生的原料。少糖分降腫瘤增生，該
研究指出可將PKM2視為守門人，正常人體內葡萄糖可經
PKM2轉化成能量，但癌症患者的JMJD5結合PKM2後，守門
功能喪失，一旦吸收過多葡萄糖，恐加速腫瘤生長。現有數
種控制血糖藥物已證明可抑制腫瘤增生，加上此研究，都可
說明新陳代謝正常運作，與癌症防治確實相關，也建議癌症
患者糖分攝取勿過量，有助降低腫瘤增生風險。此研究已於
2014年初刊登於國際頂尖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為此研究，筆者提出另項思路連結，為何癌症患者體內能
提供過多葡萄糖來供給腫瘤加快生長？主要原因還是細胞
缺氧所致，因氧氣係人體正常細胞燃燒葡萄糖之燃料，後
才能產生能量即ATP，來提供人體各類生化反應及新陳代
謝，正常細胞如在氧氣充足情況下，大部份葡萄糖會被燃
燒產生ATP，不足以讓癌細胞有過多葡萄糖來當其養分，
供各位先進参考。 



10、耗損性缺氧與老化症狀如果進入耗損性缺氧的階段，
就會對身體產生「不可逆」的傷害。我們知道，有氧呼吸
發生於粒腺體，人體細胞粒腺體主要工作，係將物質轉換
成能量，主要利用氧氣，來燃燒葡萄糖產生能量，如同人
體細胞的發電機；當人體缺氧時，無法燃燒葡萄糖產生能
量，只能轉變成厭氧模式，利用發酵來取得能量，此模式
會讓人體產生很多乳酸，短時間的缺氧只是讓這些發電機
欠缺燃料，長期缺氧則會導致發電機的損壞。 



  因為缺氧不只是降低細胞的活力，也會使細胞內用來
維修、保養、清除廢物的機能，因欠缺ATP能量而下降，
粒腺體的損壞是最糟的情況，因為一旦粒腺體損壞後，即
便日後改善氧氣含量，細胞也無法再次利用氧氣，永遠失
去機能，粒腺體損傷也與多種老化疾病，例如帕金森氏症、
阿茲海默氏症、心臟疾病、肌無力、骨骼脆化(造骨細胞
老化)、肝腎衰弱、性功能障礙以及疲勞綜合症等，有直
接的關連，耗損性缺氧的老化症狀，又情緒緊張，或處於
高度壓力下、過度勞動、心神耗弱、情緒積鬱，就會有高
度耗氧的問題，粒腺體的永久損傷將導致癌細胞不可逆的
代謝變化，再也不可能回到以有氧呼吸為主的代謝模式，
並在缺氧因子的作用下，癌細胞會全面開啟「獵食模式」，
進入侵入及移轉的惡性期。 



參、癌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現代醫學花
錢又傷身之癌症治療： 

現代西方醫學治療癌症犯了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看到癌
細胞腫瘤就想盡方法要以非常霸道、不人道又嚴重傷害人
體方式欲除掉它：用化療去毒它，用放射線去照它、燒它，
放療及化療藥本身亦為致癌因子，化療藥越用越重，當然
能毒死或燒死許多癌細胞，但也同時毀滅了骨髓、消化道、
肝臟、腎臟、心臟、肺臟等處的健康細胞，而那通常會導
致全身器官和系統永久性且無法復原的損壞，甚至連毛囊
都無法留住髮絲，最後癌細胞死了，人也在極端痛苦下死
了，最後與癌俱焚？這些已被有良心之治癌醫師公認失敗
療法，日本一位癌症專家-近藤誠公開宣布「癌症完全不
需治療，比接受治療，擁有更高的成功率。」 



惟全球醫學界尚不自覺被發明這些醫療設備及化療藥品西
方國家廠商利用，目前皆尚以此當治療主流，全球耗費於
癌症治療費用，龐大之醫療商業利益，西方國家是最大受
益者，不忍苛責這些被利用之治癌醫師，但至少他們所從
事的絕對是【下醫治已病】之行為，忽略了癌症的主要治
療，並不須以毀滅身體其他維持生存的部份為代價，只有
移除或停止讓癌細胞過度生長的原因，才是治療的目的。   
為何不告知無知罹癌患者，上述貳之一、二、三項主要罪
魁禍首，大多亦是經由西方國家將高鹽、高脂、高糖、高
熱量等不當飲食之攝取及化學污染，輸往全球，讓全球深
受其害，是否如由此將其從根拔除，亦會影響西方國家極
為龐大之商業利益呢？癌症之放療及化療，除對罹癌患者
身心造成極大痛苦外，亦會對國家醫療資源造成極大浪費，
在此正式提出呼籲全球各國政府，【絕不能再以放療及化
療其當治癌之主流。】 



肆、如何正確面對癌症之治療，與癌共存： 

 首要認知癌症不是絕症，而僅係單純之代謝不良之疾病，因而並不
可怕，癌症不是真正的疾病來源，癌症可能是助你重新找回生命中
面向平衡的最大機會，主要問題在於你如何看待癌症；癌症其實是
站在我們這一邊，所以要確認癌症的癌細胞不是罪魁禍首必需除去
之壞細胞，否則就會墮入錯誤的醫療方式，癌症只要以如下雞尾酒
療自然療法方式，改變不當生活習慣及行為，毋需多花冤枉錢，即
能有效予以改善。 
 
「癌症不是病」，這本書是國外的醫師寫的顛覆了許多原來一般人
的觀念，而且這些觀念是醫學界就已經知道的事實，癌症不是真正
的疾病來源，「完全不需治療癌症，比接受治療，擁有更高的成功
率。」；日本曾解剖研究幾十位無病痛往生的 90-103歲老人，發現
他們每一位體內都有不少癌細胞，現在醫學界積極的在研究如何減
少癌細胞，及拖延癌細胞「休眠期」的方法，包括生活習慣、飲食、
和藥物治療。 





 
一、改善體內缺氧： 

 1、白天清醒時刻，養身在動，利用時間多做有氧運動，活動要活  

       就要動，如游泳、散步、進行深呼吸即腹式呼吸。 

      脊椎動物臟器配置，係以四肢朝地的情況【即背朝天、腹向地】   

      之爬行姿勢工作效率最高，人類因直立後，其呼吸道轉向為90度   

      及肺部被心臟、胃、肝臟、等器官重重地壓迫，造成呼吸較為不 

      順暢，如何充分利用到肺臟的每一個部分，唯一的方法就是深呼 

      吸及勤加運動，否則會導致體內氧氣攝取不足，血氧值低下，因 

      而古代中醫養生保健，提倡導引、吐納、氣功養生法，與西方單 

      純的體育運動有所不同，主要用來改善呼吸，其內涵主要為深呼 

      吸，現代醫學認為深呼吸，有助排除體內穢氣毒素，約一般呼吸 

      15倍。黃帝內經【素問．導法方宜論】：「導引者，擎手而引欠    

      也。」導引，依辭意為引導空氣進入體內；擎手就是高舉雙手， 

      引：是吸氣；欠：是張口呼氣，即進行深長呼吸。 

 



  【莊子•刻意】篇（約西元前369年—前286年）：［吹呵呼吸
，吐故納新，熊徑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
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吐故納新，升降浮沈，即呼出濁氣，吸入清
氣，使體內之氣和順。 

  中醫肺主宣發和肅降，肺氣宣發，濁氣〈二氧化碳〉得以呼出
肺氣肅降，清氣〈氧氣〉得以吸入，吸清呼濁，氣體交換；在氣道
暢通下，呼吸均勻，不咳不喘，二便通暢。 

         精、氣、神是人生三寶： 

氣聚則生，氣散則亡；吸氣為陽，吐氣為陰，即吸入氧氣為陽，呼
出廢氣為陰，氣（氧氣）以行血，血以補氣，血氣（血中含氧量）
，所生之能量（ATP）在體外即為氣力，屬於陽；人受五行之氣而
生，故肉身以血氣流通為主，氣行則經絡暢通，氣滯則阻血，會結
毒為癤為瘰，為癌為瘤，氣郁於內，肝先受傷，欲治其病，先治其
氣，欲治其氣，當先養性，養性當先調心，人在生病的時候，一定
不要有怨恨嗔恚心，心裡要安定，心定則氣順，氣順則血暢，氣順
血暢則百病消。 



  精是氣所化生的，氣聚則成形，成形的氣就是精，（供給體內
各器官之能量，在體內即為精力，）屬於陰。 

  神〈腦、神經系統〉能調控精、氣、神的互相化生。心定則氣
和，氣和則血順，血順則精足而神旺，精足神旺者，內部抵抗力強
，病自除矣。故治病當以攝心為主；陰陽協調，精、氣、神才能不
斷化生的良性循環，精充、氣足、神全，即心理平和，ATP能量充
足，精神十足有元氣，就能健康長壽。 



  神仙家將它和行氣術相結合進行養生，出現了像彭祖那樣長壽
的人物。」就是說吐出濁氣，呼入清氣。又曰：[真人之息以踵（腳
後跟）眾人之息以喉。]即深長呼吸。吐納，為吐故納新。即呼出濁
氣，吸入清氣，使體內之氣和順，微而引之，名曰長息，即以意念
引導向下至丹田，甚至到達腳後跟（踵）。 

  春秋戰國時期，導引術獲得長足的發展，出現了「熊經」、「
鳥伸」等姿勢。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導引圖】的40多種姿勢，更
是先秦導引術之總結。 



  氣的運動為吐故納新，概括為聚散、升降、出入，與西方單純
體育運動不同。 

現代醫學為以腦、神經系統（神）調控呼吸，氧氣之升降（橫膈膜
升降）出入和聚散：  

１、吐故，以口呼出廢氣，（升）橫膈膜上升，協助排出肺部之廢 

  氣。 

２、納新，閉口以鼻吸入空氣為，彆氣吞氣入腹（意守丹田）， 

  （降）橫膈膜下降，使肺部充滿空氣，讓肺部氣體交換完全， 

  增加血中含氧量，進而產生較多能量，促進人體新陳代謝。因    

  而導引、吐納、氣功，皆係以深呼吸為主，來防病、治病養生 

  保健之方法。 

 

 鑑於仿間風行之氣功健身法過於繁雜，茲特將其簡化成吸、彆、吐
三字訣之呼吸養生法，隨時隨地皆可向自行鍛練，介紹如下： 



李博士導引吐納氣功養生法： 

步驟一：引、納新：係以鼻吸足空氣。弓步向前彎腰〈肺部在上不  

    受心臟迫，有助吸足空氣，進行全肺式呼吸〉，口閉，以 

    鼻吸足新鮮空氣約3秒鐘，雙手由下緩緩向上舉。 

                  其目的：協助以鼻吸足空氣。 



步驟二： 

  擎手、彆氣、吞氣入腹，讓肺部氣體交換完全。高舉雙手〈擎
手〉理三焦，彆氣以意念引導空氣下行，即吞氣入腹意守丹田，橫
膈膜下降，小腹鼓起，讓空氣進入下肺部，使肺葉內容量的擴大，
即腹式呼吸。 

  與中醫肺氣肅降，清氣〈氧氣〉得以吸入同理。約12秒鐘，曰
長息。其目的：彆氣讓全肺充滿空氣，使肺部氣體交換完全，促進
體內氧合作用，提高血氧濃度，推動體內淋巴系統，增強人體免疫
。 



步驟三： 

  欠、吐故：係以口吐盡穢氣。弓步，頭向上仰，手由上緩緩下
放，舌尖抵住前下顎，以嘴巴如淺吹口 哨般，氣長均勻而緩慢的吐
盡二氧化碳等穢氣毒素約6秒鐘。 

  其目的：小腹內縮，橫膈膜上升，充分吐盡肺部的穢氣；與中
醫肺氣宣發，濁氣〈二氧化碳〉得以呼出同理。採用腹式呼吸法，
進入體內的空氣量約為平常呼吸的三倍，可以增加人體肺活量，可
以使體內含氧量大為增加，讓全身血液循環暢通，促進熱能的完全
利用，如此徹底換氣，讓肺部不會有「死腔」「廢氣沉滯」。 



橫膈膜肌肉 
加上橫膈膜升降動作，讓橫膈膜
肌肉按摩肝臟及促進腸胃的蠕動。 



 
2、夜間睡眠採取俯臥睡，切忌仰臥睡，俯臥睡除可避免  
       缺氧外，亦能因而促進排便。 
 
仰臥睡會造成人體血氧不足對身體造成重大危害： 
依解剖生理學解說： 
（1）會讓身體抵抗力虛弱住院病人，病從口入，容易受  
           感染：人因進入深睡時，副交感神經主導，自體防    
           衛能力更弱，仰睡因口鼻直接朝上，易受病房中空 
           氣懸浮微粒落塵、細菌、病毒等直接侵入感染，尤 
           其在【醫院爆量空汙】，這些含雜菌、病毒之唾液、 
           胃液或痰液等帶病原菌之分泌物，及蛀牙、牙周病、 
           鼻竇炎、胃食道逆流患者帶有病原體之分泌物，仰 
           睡會因重力因素，而流入呼吸道造成誤嗆。 



 
並無法經由肺部黏膜上之纖毛將其排出，而流向肺部沉積
於下側肺，甚而引發吸入性肺炎(aspiration pneumonia)等
肺部病變，導致體力及免疫力因而下降，這是許多他種疾
病之住院病人，最後常併發此症而往生原因之一，又因此
分泌物會阻塞呼吸道，無法淨化通暢呼吸道，會造成體內
血氧不足一也。 

病從口入 痰瘀堵住氣管 



（2）易堵住氣管、影響呼吸： 
         仰睡時，進入睡眠熟睡期時，副交感神經主導，肌肉
漸失去張力，且年歲愈大，肌肉會更加鬆弛，加上依自由
落體重力原理，過長懸雍垂、肥厚軟顎組織或肥大舌根皆
會往牙齒方向後傾，堵住氣管，無法通暢呼吸道，因而影
響呼吸，造成打鼾，影響肺功能，如完全堵住時，會造成
睡眠呼吸中止症，甚至猝死，且會造成體內血氧不 
足二也。 

舌根下墜堵塞氣管 



（3）受心臟壓迫，造成肺部空間縮小： 
       仰睡時，後側肺為身體器官最低部位，受心、肝臟、
壓迫，造成肺部空間縮小，無法全肺呼吸。二者皆會造成
氧氣不足，二氧化碳過多，堆積於肺部下葉，造成體內血
氧不足三也。 

仰臥時心臟壓迫肺臟使 
肺部空間縮小 

仰臥時肝臟壓迫肺臟使 
肺部空間縮小 



（4）主動、靜脈在下受心臟壓迫，造成心、腦供血不足： 
         仰睡時，依解剖學觀之，仰睡時，心臟右心室在上，
左心室在下受其壓迫，加上進出心臟的主動、上下腔 靜
脈大血管，就正好在心臟下方受其壓迫，使心臟回血不足，
打血較吃力，導致血液循環不良，容易出現心、腦供血不
足，除容易導致心血管疾病外，亦會造成體內血氧不足四
也。 

心臟在上壓迫大動脈、大靜脈 

肺靜脈 
輸入 

肺動脈 
輸出 



（5）胃上接食道之入口賁門在身體左邊，而下接腸之出
口幽門則跨過脊骨在身體右邊，仰睡會讓胃往脊骨方向下
垂，致使胃上半段食物較難跨過脊骨流向出口，導致胃食
道逆流、消化不良；加上仰睡時，結腸-直腸-肛門朝上，
造成排便及排氣困難。 



  基於上述筆者經多年深入探討，依人體解剖學、收集
了臨床医學等相關資料，及以人體工學原理，研發出能有
效解決趴睡時壓迫半邊臉部及耳朵問題，避免仰睡對人體
危害，可供醫院、推拿、SPA美容業，及居家、個人使用
之健康趴臥睡產品，並已獲美國發明專利實質審查通過，
及中、台、德、日、等多國家地區專利，極適用於住院病
人及一般民眾養生保健用，茲將三種符合人體工學，能健
康俯臥睡之養生保健中空睡枕、俯臥平台、框架， 從此
睡姿可規範化、安全、舒適、減少干擾因素，且能以此俯
臥位睡姿進入深睡期，則對健康維護甚有幫助外，亦有助
於今後欲以俯臥位做(ARDS)8及〈COPD〉9等相關呼吸道疾
病之學者專家臨床觀察研究用，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除能讓受試者，因睡姿安全、舒適，可避免產生併
發症，且因能有較長時間持續採取健康俯臥睡，其結果較
為客觀。 



  此可供健康俯臥位睡使用之趴睡器材，雖非具有治療作用，但
卻是能預防及避免仰臥睡對人體之多種重大危害，遠比單一治療某
項疾病之藥品或醫療器材更有價值，在全球人民預防保健衛教上更
有其意義；尤其能避免氣切、插管，除能減少對患者身心痛苦及龐
大醫療負擔外，降低全球各國不當之醫療支出及負擔，因而推介此
健康俯臥位睡姿，如能因而產生更好預防效果，則為醫學界重大突
破，除能每年拯救百萬人生命財產外，亦能節約數以千億之醫療浪
費，這神聖使命，尚需有賴全球醫學界各位先進一起共同努力，各
國政府衛生部門來共襄盛舉。 

  枕頭係人類睡覺之生活必需品，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時光與人們
長時間相伴，更突顯其對人類身體健康之重要性，茲對防蟎養生趴
臥睡枕，簡介如下： 

係將目前單邊護頸矽膠記憶枕，改為雙邊護頸外，並特將其半邊中
間鏤空，供放置頭頸部、額頭下巴，適合仰、側、俯睡三種睡姿翻
轉用： 

 





二、提高體温，熱死癌細胞，血液性缺氧導致體質虛寒： 
  增加體內血氧值，可提高體温外，癌細胞散熱能力比正常細胞
差，溫熱會讓癌細胞先凋亡，體溫達到39.6度以上，可以熱死癌細
胞，一天5杯溫熱水（約65攝氏度）、多喝薑湯，在肚臍或癌部位，
置放內含生薑，且能自動發熱至45度Ｃ溫熱包，及每日至少30分鐘
之日晒，可提升機體免疫力，及熱死癌細胞。 
  現代人普遍體溫低下，因人體體溫降至35度時，正是癌細胞最
活躍繁殖的時候，反之，當體溫達到39.6度以上時，癌細胞就會全
部死掉。 
 
這可由： 
1、19世紀時，德國有位布許（Busch）醫師，發表多例自然治愈的   
       癌症，也就是有罹癌病人，分別得到肺炎和丹毒（一種皮膚感 
       染癥）等疾病，連續發高燒1－2星期，沒想到意外治好癌症。 
2、1900年美國紐約市立醫院的科萊醫師，同樣發表有癌症病人因 
       肺炎和丹毒引起持續高燒後，治愈癌症的實例。 
 



         西洋醫學也已明白癌細胞很怕高溫，癌症是一種從頭
到腳都有可能發病的疾病，但心臟、脾臟、小腸（十二指
腸）是發生癌症機率較小的器官。那是因為心臟，雖只有
體重的1/200，卻負責提供1/9的體溫；脾臟則是紅血球集
中的地方（※註：脾臟的功能系破壞老舊的紅血球，將紅
血球的血紅素與鐵分離，被分離的鐵可再度被吸收到血液
中），同樣屬於高溫器官；而小腸要負責消化，必須經常
活動，自然會比較溫熱，從這些事實可知，癌症並不容易
發生在溫度高的器官上。人體容易罹癌的器官如食道、肺、
胃、大腸、直腸、卵巢、子宮………等都是中間呈空洞的器
官，有空洞的器官，細胞會比較少，體溫也比較容易下降，
所以比較容易罹癌；至於乳房因突出身體外面，也是溫度
比較低的器官，故乳癌發生率也較高。 



         一般而言，癌症是因免疫力下降而形成，當然與血液
及血氧濃度有關連，也可以說它的發生與血液循環不佳及
血氧不足有密切關係。 
        東洋醫學認為「萬病之源來自臟血」，身體細胞以氧
當燃料燃燒葡萄糖生成能量，將體內的廢物排出，讓血液
變乾凈，才會出現發燒的反應；就某個層面來說，發燒其
實能提高免疫力，而免疫力就是白血球的運作能力，實際
上只要體溫上升1度，免疫力就能提高5－6倍；身體冰冷，
血液循環會變差，體內細胞的代謝也會變差，體溫每下降
1度，代謝就會減少約12％，免疫力也會降低30％。通常
人體體溫最低的時候，也是死亡率最高的時候，一天當中，
淩晨3－5點熟睡時的體溫最低，尤其是以仰臥睡造成呼吸
道堵塞，致使血氧低下，血循不良，體温下降，這時也是
最容易引發氣喘、消化道潰瘍、癌症、心、腦血管、呼吸
道等疾病的時候。 
 



    人體平靜時的體溫約有1/4來自肌肉，但現代人運動
不足的的結果，就是體溫降低的ㄧ大原因。 
         加上現代人常見壓力問題，壓力一大，腎上腺就會分
泌腎上腺素，使血管收縮，造成血液循環不良，長期持續
下去，自然會讓體溫降低。 
        夏天多數人會整天躲在冷氣房裏，攝取過多寒涼的食
物，都是造成體溫低下的原因；要設法提高體溫，泡澡是
日常生活中最簡單又有效的溫熱身體方法，採用全身泡在
浴缸的入浴法，使水溫幫助擴張血管，促進血液循環，使
得內臟和肌肉得以補充到氧氣和養分，進而促使腎臟和肺
排出廢物。 
         飲食讓身體溫熱的快速方法，就是喝生薑紅茶，生薑
最大的功效就是溫熱身體，住在寒冷地區的歐洲人習慣喝
紅茶，藉以溫熱身體，紅茶加入生薑，就能發揮更大的效
果，使身體熱起來。 
 



          中藥的古籍就記載著「生薑能去百邪」，16世紀時，
英國爆發黑死病大流行，至少有1/3的倫敦市民因而喪命，
卻意外發現平時常吃生薑的人，都倖存下來，因此，當時
的英王亨利八世，大力提倡多吃生薑，現在英國坊間到處
可見的薑餅，就是當時留下的深刻影響。 
 
          2006年密西根大學綜合癌症中心研究人員，在美國
癌症學會上發表「將市面上販賣的生薑粉泡開後，投入培
養中的卵巢癌細胞裏，結果癌 細胞全死了。 
 
      《日本醫學介紹》（1980）野間重任等《灸法對艾氏
實體癌的實驗研究》結果：施灸處發生灸瘡者，其腫瘤壞
死較為嚴重，未發生灸瘡者，其壞死程度較輕。 
 
          



        日本對灸法的實驗與臨床研究結果：對腎上腺、睾丸、
卵巢、胰腺等內分泌腺（激素）的分泌可以起到調節的作
用，確屬事實；使胰腺內分泌逐漸好轉，降低高血糖；降
低高血壓，增加白細胞數量，對各種出血症有止血的作用。 
         由上述各種抗癌方法，筆者又基於「寒者易瘀，瘀者
不通，不通者痛。」原理，特為此研發內含艾葉、生薑等
六種活血行氣中草藥之溫熱包，打開後經搖勻，即能自動
發熱至45度Ｃ，促進血液循環，且可促進生薑等中草藥之
經皮吸收，供置於肚臍或癌部， 
具有提高體溫、血氧值、免疫力 
等三重防治作用，且可置於痠痛 
部位，除具熱敷效果外，亦可促 
進活血行氣中草藥之經皮吸收。 



喝温熱開水具備哪些效果： 
1、促進新陳代謝。喝温熱水不僅能夠刺激腸胃蠕動，也能促進腎  
       臟肝臟等器官的活動！維持擔任排毒重責大任的器官的活性，  
       讓血液能夠更輕鬆的運輸氧氣與養分到全身，促進新陳代謝！ 
2、排出毒素。温熱水能夠溫暖內臟器官，促進消化，讓囤積在體 
       內的毒素排出體外！除了有利尿作用之外，因為體內水分的調 
       節，更能夠改善便秘！此外也能加速排汗，達到良好排毒效果！ 
 
根據阿育吠陀（Aayurveda）的說法， 
影響人類身體與精神健康的元素可以 
從風、火、水三種元素來看！頭痛、 
肩頸酸痛、失眠、肌膚粗糙、便秘等 
都是因為火的元素失調的關係，追究 
原因就是身體“太冷”！夏天經常吹 
冷氣，吃冰的東西，內外夾攻，這時 
候喝熱水就是一種均衡的消化劑！ 



雖然喝熱水排毒非常簡單，但也不是隨便喝喝，就能達到最好的效
果喔！在喝法上還是有些講究的： 
1、早上起床喝一杯熱水。早上起床喝一馬克杯的熱水，水溫在不   
       要燙口，能夠順順喝下的溫度最好！能夠溫熱內臟器官，溶解  
       體內的老廢物質，加速排出！讓一天有個神清氣爽的開始。 
2、洗完澡後，喝一杯溫水(和體溫差不多的溫水)，補充流失的水分！ 
       這時候好不容易藉由泡澡讓身體溫熱起來，最好避免喝冰的東 
       西，讓身體冷卻。 
 
三、減酸，人體內缺氧致使二氧化碳增加，體質因而酸化： 
日本著名醫學博士柳澤文正曾做過一個實驗，找100位癌症病患抽
血檢查，結果100位癌症患者的血液，都呈酸性。健康人的血液是
呈弱鹼性的，pH值大概是7.35到7.45之間，一般初生嬰兒也都屬弱
鹼性體液，但隨著體外環境污染及不正常的生活、飲食習慣，使我
們的體質逐漸轉為酸性。因此醫學專家認為：人體體質的酸性化是
「百病之源」，若患者的缺氧指數越高，不但適合癌細胞滋長，亦
越容易發生移轉，即便經過治療，死亡率也較高。 



  相對的，如果能改善缺氧指數，例如提高血紅素，則能明顯的
增加患者存活的壽命；因而正常的酸鹼平衡狀態，是癌症的大敵，
鹼性的環境會讓我們的體內充滿氧氣，讓我們維持活力充沛的健康
狀態。因而除避免體內缺氧外，多吃海帶、蘿蔔等，富含碳酸鉀、
鈣之鹼性食物、喝檸檬片水、喝茶等鹼性水，即能有效調整酸性體
質，避免體質酸化。 



四、去除人體內過多自由基： 
自由基之定義，為一種含有一組或多組不成對電子，具高度活潑性
之極不穩定分子、原子或離子，其中以活性氧分子自由基，因其分
子量較小，最具活潑性，故極易與人體內許多重要生物分子，如脂
質，蛋白質、DNA、白血球、溶酶體等產生化學反應，即所謂氧化
反應，這些重要生物分子被大量氧化，會使人體內細胞、組織、器
官失去正常功能，導致癌症，要免除自由基之傷害，不外乎預防及
治療二種手段。 



預防： 
1、遠離紫外線、輻射線、電磁波、汽車所排放之尾氣、污染工業 
       所排放之廢氣，充斥於周圍污染生活環境等，外在污染因子 
       （為環境因素）。 
2、避免接觸會產生自由基之內在污染因子（為人體本身因素）： 
       藥物所引起醫源病，及劇烈運動、抽煙、喝酒、飲食不均、吃 
       污染食物、水、燒焦魚、肉、燻製食品、魚乾、速食麵、花生 
       醬、乳瑪琳、可樂等，食物所引起之食源病。 
3、減壓，紓解壓力：避免孤獨、憂鬱、生氣、緊張、焦慮、沮喪、 
       熬夜等影響情緒問題，造成心理、精神壓力，並勇敢面面對它、 
       接納它、處理它、放下它。 



治療：應全方位補充四大類型抗氧化劑，說明如下：   
人體因細胞氧化而產生病變，如同鐵板因氧化而生鏽，二者需要抗
氧化劑來保養.故能消除人體內自由基，協助體內細胞抗氧化之物質，
可統稱抗氧化劑。大致可分四大類： 
(1)抗氧化礦物質：硒、鋅、鐵、銅、錳等。這些礦物質，配合體內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 Oxide Dismutase)、 穀胱苷肽過氧化酶  
     GSH-PX(Glutathione Peroxidase)、 觸酶(Catalase)等三種酵素，清 
     除第一類超氧化物自由基(•O2)及過氧化氫(H2O2) 。 
(2)抗氧化維生素：維生素C、E、B、葉酸及α、β胡蘿蔔素等維生素。 
(3)抗氧化植物性生物素：花青素(沙棘籽、葡萄籽)、茄紅素、銀杏 
     葉、綠茶、蜂膠等。 
(4)抗氧化酵素：納豆、 
     紅麴等。 



        特別值得推介，抗氧化能力最強之抗氧化劑花青素 
     （oligoproanthocyanidin） 簡稱OPC，沙棘籽與葡萄籽含有豐富之  
       OPC，大約80%－85%含量，是 一種強力抗氧化劑，1981年起蘇 
       聯、美國、中國陸續將沙棘籽萃取物， 列入太空人食品，其抗 
       幅射能力可想而知。 
(5) 全方位補充四大類型抗氧化劑，如沙棘、葡萄籽、銀杏葉、 
       倍他胡蘿蔔素、硒、 蜂膠。 
 
 
 
 
 
五、充足睡眠：睡能復原精氣、培養元氣、健脾益胃、堅骨強筋。 
六、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及正確飲食：避免病從口入，注重口腔衞生， 
         正確刷牙，刮舌苔，大便通暢；多吃蔬果食物，少吃紅肉、燒、 
         烤、油炸加工食品，避免高油脂、高糖、高鹽、高熱量等不當 
         飲食。 



伍、預防勝於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90年代進行的全球調查，對
於人欲健康和長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的影響占60%，
（即上述）此部分操之在己，起著主導的作用；環境因素
占17%，如（PM2.5）；全球日益嚴重之空污及環境污染
係屬天候大環境因素，操之在天及人，居第二位；遺傳因
素占15%，操之在父母，醫療服務條件占8%，操之在醫師，
屬「下醫治已病」之範疇，這些資料表明，人的生活方式
行為，對於健康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人們一般的認識，正確
之生活方式和行為，即為日常養生保健之生活方式和行為，
可預防日後重大疾病之纏身，可歸類為當今之預防醫學，
屬「上醫治未病」之範疇，充分出預防遠比治療重要。 



人們不當生活方式及行為，如缺乏深呼吸運動和仰臥睡，
造成人體缺氧，外在惡化環境因素如空汚，及內在壓力致
使人體內產生過多之自由基，係正常細胞突變成癌細胞之
主要原因；高脂、高糖、高熱量等不當飲食攝取，提供癌
細胞之營養，讓其快速滋長、複製、異常大幅增多之主要
原因；人體酸化體質及缺氧，引起癌細胞聚集包圍酸性毒
素，形成腫瘤之主要原因。 
 
因此，有癌細胞並不需要害怕恐慌，害怕恐慌只會增加心
情的壓力，讓身體產生更多自由基，使身體產生更多的癌
細胞，癌症患者很多是被嚇死的而非病死的，癌症不會讓
人生病，而是生病引發癌症，只要針對上述四項予以改善，
毋需花大錢，即能有效防治癌症。 



 
殺死癌症患者的不是腫瘤，而是其背後導致細胞突
變和腫瘤生長等之許多原因，癌症療法應讓正視這
些根本原因，但卻反而被大多數的腫瘤科醫生所忽
略；雖然無論患者得的是癌症或其他疾病，都需要
由醫生去完成治療行為。 
但患者沒有必要把決定治療方針的大權交給醫生，
醫生也沒有資格對患者比手畫腳，癌症當然要治療，
而是改變不當生活飲食習慣及行為，來改善體內缺
氧；紓解壓力生氣、煩腦、沮喪等影響情緒的問題，
減少體內自由基，潔淨飲食、避免酸化體質；養成
衛生習慣，避免病菌入侵，才是應該要急迫解決之
養生之道。 



空气PM2.5微粒分子对人体重大危害： 
         什么是PM2.5 ， 「PM」是「particulate matter」的
缩写，即为「细颗粒物」， 2.5指的是2.5微米，相当于头
发丝直径的1/20 ，因而是肉眼看不见，两岸空气中PM2.5

微粒分子致使雾霾严重，不仅造成许多交通事故，同时对
人们的身体带来重大危害。人体鼻腔黏膜 细胞的纤毛很
细密，纤毛肉眼看不见，但亦只能挡住PM50，而鼻腔里
的黏膜所分泌的黏液，尚可以把PM50粘住，使其不能继
续前进，当PM50在鼻腔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想挖
鼻屎、撸鼻涕。咽喉是PM10的终点站，咽喉表面分泌的
黏液会粘住它，每个黏膜细胞有200根肉眼看不见的纤毛，
在不停地向上摆动，PM10要想继续下行就像逆水行舟般
困难，PM10累积在上呼吸道的咽喉，累积越多，分泌的

黏液也越多，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想吐痰，所以痰要吐出，
不要再咽入。PM10以下的微粒被称为可吸入颗粒物。 



 
PM2.5则为到达肺泡的临界值。 PM2.5以下的细微颗粒物，上呼吸

道挡不住，可一路下行进入细支气管、肺泡；人体呼吸系统就像植
物的根系，自上而下，气管分出支气管，支气管又分出很多密密麻
麻的细支气管，细支气管又连接着密密麻麻的肺泡，肺泡数量有3
－4亿个，人体所吸入的氧气最终进入肺泡，再通过肺泡壁进入毛
细血管，再进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 
细菌是人们所共知致病之源，而PM2.5所携带了许多有害有机和无

机分子，亦是致病之源，二者有得一比：细菌则是微米级生物，大
小为1微米至十几微米，因而PM2.5和细菌为一般大小。细菌进入血

液，血液中巨噬细胞（免疫细胞）立刻就会把它吞噬，人因而不致
生病； PM2.5进入血液，血液中的巨噬细胞会误认为细菌，也会立
刻把它吞噬，细菌是生命体，系巨噬细胞的食物，但是PM2.5非生

命体，巨噬细胞吞噬它，如同吞石头，无法消化，最终会被噎死，
巨噬细胞大量减少后，我们的免疫力就会下降，且被噎死的巨噬细
胞，还会释放出有害物质，导致细胞及组织的炎症，由此可见
PM2.5比细菌更会致病，进入血液的PM2.5越多，我们就越容易生
病。 



一、增加第四层防护开口层成四层外，其开口可供置放： 
1、可供置放不含酒精、香精等化学添加物之「理和」锌 
      离子抗菌湿纸巾，二面对折成四层，可再增四层过滤 
      层，成八层防护，除加强过滤外，并可增抗菌作用； 
      或依个人喜好置放中药香包、中 药温热包、茶香包等。
2、置放传统中医常用在芳香辟秽之中药香包，成 第五层 
       防护，且比将中药香囊佩挂于胸前，常需将其置于鼻 
       前闻香更直接更方便。 
3、置放芳香辟秽之中药温热包，成第五层防护，且可将 
       温度提高至40-45℃，依流感病毒特性，其最适宜传播 
       温度为10℃－20℃，温度如超过33℃以上，即可缓解 
       传播一也；并对冷空气过敏者，提供使用者吸入暖空 
       气，促进人体内呼吸道的黏膜之分泌，将病毒及时清 
       除出去，提高人体防御功能。 
4、置放个人喜好之茶包、咖啡包、香花包等提神作用。 



二、加强密合度：增加左右双边弯折，形成四面防侧漏，     
         密合度最佳，如同N95口罩。 
三、增强 紧密度：增加头挂式固定卡片，可将耳挂式改 
         为头挂式，增强紧密度，密合度最佳，如同N95口罩。 
四、不影响呼吸，导致体内缺氧。 
 
由上述可见，本专利口罩之过滤性、密合度、紧密度如同
N95口罩，又无N95口罩空气阻力高之缺点，不影响正常
呼吸，且价格为N95口罩5分之1。 
当今各型流感病毒变异极快，目前流感疫苗无法赶上其变
化，因而此专利灭菌、防护口罩，是能预防及避免多种流
感病毒之感染，远比单一治疗 某型流感病毒之药品或疫
苖更有其价值，除能减少患者身心痛苦及庞大医疗负担外，
降低政府不当之医疗支出及负担，在全球人民预防保健卫
教更有其意义。 



密合度不足：无法过滤病毒及PM2.5空气微粒分子 

 
 

 
 
 
1 、只有上面鼻梁及下面下巴二处密合，左右两侧无法密 
       合，真正能经过口罩之过滤层过滤仅为50％，容易让 
       病毒及空气微粒分子、由此被吸入，导致无法发挥其 
       有效防护作用。 
2 、耳挂式依靠耳朵来固定之口罩，由于脸型的弧度并非 
       平面，加上耳朵无法承受过大张力，紧密度不足，因 
       此这类型口罩不能有效紧密贴合脸部，估计泄漏比率 
       约达50％，无法防止空气PM2.5微粒分子及带病毒飞 
       沫由此被吸入，导致无法发挥其有效防护作用。 







上边弯折、下边增强紧密度，密合度最佳。 

左右双边弯折，头挂式塑片增加紧密度加强密合度，密合度最佳。 



台湾第一张(灭菌) 
医用口罩证书 

台湾纺织产研所测试 
过滤99% 2.5um微粒报告 



埃及金字塔刻文：人類只攝取1/4的食物維持
生命，剩下的是3/4在維持醫生們的生計。 

【A man lives on a quarter of what he eats, 
the three quarters lives on his doctor】 

  現在不養生，將來就得養病、養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