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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養生就錯了 

文／樓中亮 

「多吃蔬果少吃肉就能遠離癌

症。」這句話應該沒人不認同，但我

卻不以為然。因為我的患者中，隨便

都能找出七、八十例來推翻這種觀

念。前一陣子診所裡才出現一個典型

的個案。 

這位患者每天都吃很多蔬菜水果，不吃烤的和炸的東西，垃圾食物也不吃，晚上十點

以前就睡了，每天運動，生活作息很正常，但還是得到胃癌。此外，他也吃綜合維他命、

葡萄籽、酵素，卻還是每天便秘，令他感到非常不解。 

之前每個醫生都叫他要多吃蔬菜水果，於是他把早就準備好的日常飲食紀錄給醫生

看，連醫生都啞口無言。為什麼這麼健康的生活方式卻還是得癌症呢？ 

他來找我時，我叫他吃辣椒、大蒜、咖哩，用麻油炒菜、炒蛋……等等，多吃一些熱

性食物。他不敢置信，反問我說身體都這樣了，還能吃這麼刺激的東西嗎？事實上這位

患者的體質屬寒性，好比冬天土裡的小草，需要一些熱能才能長得好，長得健康。 

寒性體質的代謝已經很慢了，再不吃這些東西讓代謝快一點，導致身體累積太多毒

素，當然會得癌症。且蔬菜水果大部分都屬寒涼，他吃越多只會讓代謝變得更慢而已，

西醫給他的建議，對他來說跟毒藥沒兩樣。後來他照我說的吃了三天，上大號就很順了。 

＜＜＜＜後天調養後天調養後天調養後天調養＞＞＞＞掌握體質掌握體質掌握體質掌握體質 自我健康管理自我健康管理自我健康管理自我健康管理 

也有患者疑惑，為什麼有人生活作息飲食都不正常，卻一直都活蹦亂跳生龍活虎？這

是因為有些病如癌症，跟作息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主要還是要視體質而定。例如雖然

肝癌病患多半都是長期心理鬱悶加上晚睡，但也不代表常熬夜或上夜班的人就一定會得

肝癌，因為有些人天生就不容易得癌症。但雖然不會得癌症，卻可能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或是糖尿病……等等。 

例如甲、乙兩個人同樣都經常大吃大喝、熬夜、抽菸、喝酒，肝不好的甲可能馬上就

誘發肝癌，而另一個乙雖然暫時看起來好好的，但一段時間（如果體質比較強可能十年、

二十年）之後才發現血管硬化、阻塞或突然中風。 

所以，我們都應該對自己的體質掌握得非常清楚，盡量順著自己的天生體質及後天環

境來過日子。肝不好的人，就不要常發脾氣，不要晚睡，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心臟

不好的人，就要盡量放空腦袋，不要想太多免得神經衰弱，容易失眠；脾不好的人，飲

食要節制並且多運動，才不會容易發胖導致其他慢性病；肺不好的人，少吃冰冷也少吹

冷氣，否則過敏體質永遠也無法根治；腎不好的人，盡量不要從事大量勞動的工作，切

忌縱慾過度，不可憋尿，否則，很快就要洗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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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這句話套用到自我健康管理上也非

常適用。有些人得天獨厚，體質很好，但千萬別倚仗著老天爺給你的好體質就亂吃亂喝，

否則再好的體質也會有垮台的一天；而先天體質不佳的人，就得多費心思保養身體，體

質差但透過後天的調養而健康長壽的人，也多的是！ 

自由時報載：本文作者樓中亮醫師，專精易經五行與人體健康之關係。致力鑽研的「易

經健康解碼」、「掌紋全息療法」與「五運六氣天氣醫學」，統稱為「樓氏古中醫」，並

致力於古中醫療法數位化，使其生活化、客製化、普及化，幫助健康休閒相關產業提

供客戶更有效的服務，使大家共同體驗「天人合一」的健康生活！ 

彬中心註：樓醫師的文章相當正確，要健康首要必須了解自己的體質是熱性或是寒

性，不能夠道聽塗說便天天打蔬果汁來喝，市面上最常聽到多吃蔬果少吃肉類的生機

飲食療法，卻是令很多人胃腸弄壞，沒有更加健康的錯誤食療法，必須謹慎。 

紅酒與巧克力能有效殺死癌細胞 台灣新生報 2010/02/12 06:00 

血管新生基金會領導人李威廉（William Li）在著名的技術、娛樂與設計（TED 

Conference）大會上說，紅葡萄與黑巧克力加入藍莓、大蒜、大豆和茶等成分，在滋補

身體的同時，也能餓死癌細胞。  

李威廉說：「我們是以抗癌特性來評價食品，」「我們每天三餐吃的，就是我們對自身

的化療。」設在麻薩諸塞州的血管新生基金會，鑒別上述食品都含有一種化學物質，能

阻止血液流到腫瘤，可以餓死癌細胞。  

李威廉引用哈佛醫學院的研究，顯示男性每周數次食用烹煮過的蕃茄，可以降低 30%

至 50%罹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他說：「我們身邊正發生一場醫學革命」，「如果我們的

研究正確，將會對消費者教育、飲食服務、公共衛生甚至保險公司造成影響」。  

在一種名為「抗血管生成」的治療法上，已大約有 10 餘種藥物使用在阻止血液流到

腫瘤；血管新生基金會拿若干食品與已批准使用的藥品相較，發現在對抗癌細胞方面，

大豆，香菜，紅葡萄，莓果和其他可吃食品，都要比藥物更有效或是更具威力。李威廉

指出：「我們發現在大自然中，有許多食物和草藥具有抗血管生成的功能。」  

胰臟癌          《資料來源》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第 87 期 (2010 年 9 月號) 

提到胰臟癌，一般人的印象是「很難發現，很難治療」。胰臟癌死亡率已躍居 10 大

癌症死因第 8 位，由於它早期症狀不明顯，且病程進展相當快，多數病人在確診時，病

情已到中晚期，手術根除率僅 30％，5 年存活率在 5％至 10％之間。 

根據統計，胰臟癌在歐美國家發生率相當高，每 10 萬人口約有 10 人，台灣則每 10

萬人口約 5 人，每年計有 8 百至 1 千名胰臟癌新增個案，1 年有 8 百人左右死於胰臟癌；

其中，男性發生率較女性高，約為 1.3 倍，好發年齡在 40 至 50 歲之間。 

為何胰臟癌不易早期發現為何胰臟癌不易早期發現為何胰臟癌不易早期發現為何胰臟癌不易早期發現？？？？    

胰臟癌會如此難纏主要是因為，胰臟位於腹部深處，早期症狀多不明顯，所以較難

發現，等到民眾因長期腹痛、黃疸等症狀到醫院檢查時，通常已是癌症末期，患者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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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做腹部超音波檢查或是做電腦斷層掃描檢查（CT）、核磁共振造影檢查（MRI）等

高階影像檢查，才能提高及早抓出病灶的機率。 

胰臟是消化脂質及分泌胰島素的重要器官，於胃的後方深處，位置相當隱密，為一

長形且扁平的腺體，長約 12 公分，厚約 2.5 公分，可分頭、體、尾三部分，頭部與十二

指腸連接，體部靠近左側脾臟，主要功能在分泌胰液以幫助食物的消化與吸收；另外還

分泌胰島素、升醣激素等，來調節葡萄糖、脂質和蛋白質的新陳代謝。 

胰臟癌被誤診為慢性胰臟炎的比率也相當高，約 15％；因為胰臟癌患者早期會出現

食慾不振、脂性糞便，有少部分病患血液或尿液中的澱粉酶會異常增加，症狀跟慢性胰

臟炎類似，因此也常被診斷為慢性胰臟炎治療。 

腹部超音波掃描腹部超音波掃描腹部超音波掃描腹部超音波掃描、、、、腫瘤腫瘤腫瘤腫瘤標記及早發現標記及早發現標記及早發現標記及早發現  

胰臟癌如此深藏不露，一般民眾如何早期發現？譚主任直言:「的確很難。」除非民

眾平常就很注意身體變化，定期做健康檢查。50％到 80％的胰臟癌病患是以腹痛為主要

症狀，而且疼痛會從上腹部正中或肚臍周邊，向後背、前胸輻射開來；通常胰頭癌疼痛

多在上腹部偏右，而胰體胰尾癌疼痛則較偏左。除了上腹疼痛，也會出現黃疸、體重銳

減，食慾不振、噁心、嘔吐、疲倦及發燒等現象。  

胰臟癌的首選治療方法為「手術切除」，另外則視病況配合化療、放療，但多數患

者發現多屬晚期，治療效果並不理想。因此目前國人須努力的方向是如何早期發現，根

據日本的經驗，若能發現小於 1 公分的胰臟癌，病患術後 5 年存活率亦可達百分之百。  

早期胰臟癌雖然不易發現，但還是有些蛛絲馬跡可循，40 歲以上民眾，若身體出現

不明原因的上腹疼痛、消化障礙、體重減輕、腹瀉或進行性、阻塞性的黃疸時，即應警

覺是否胰臟癌變，並儘速至醫療院所，接受腹部超音波檢查、腹部電腦斷層掃描、核磁

共振等檢查。  

剛開始用腹部超音波掃描做為篩檢工具，準確率可達 85％左右；不過，腹部器官重

疊較多，胰臟位置又深在後腹腔，加上腹部脂肪較厚，某些較小的腫瘤不易偵測出來，

因此不能僅靠一次檢查結果判斷。電腦斷層掃描則可偵測出直徑 12 公分的胰臟腫瘤，

抽血檢查 CA19-9 及 CEA 等血清腫瘤標記指數，若有異常升高，也須懷疑可能有胰臟癌，

並每半年追蹤檢查。 

哪些人必須提高警覺哪些人必須提高警覺哪些人必須提高警覺哪些人必須提高警覺    

和許多其他癌症一樣，胰臟癌是一種多因子造成的結果，並非由單一原因引起，造

成胰臟癌的因素很多，包括年齡、性別、遺傳、相關內科疾病，以及環境、飲食與生活

方式等危險因子彼此作用下進而產生胰臟癌。 

1. 年紀大的人年紀大的人年紀大的人年紀大的人：：：：老化是胰臟癌的重要因子之一，臨床發現平均壽命高的國家，胰臟癌

發生率都較高，同時因為老化之後，發生相關併發症的機率也較大，以致胰臟癌的

預後與治療效果也都較差。 

2. 吸菸的人吸菸的人吸菸的人吸菸的人：：：：臨床統計發現，胰臟癌男女比約 2：1，一般認為這和男性吸菸比率較高

有關。癮君子罹患胰臟癌的比率較一般人高出 1.5~5.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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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家族遺傳的人有家族遺傳的人有家族遺傳的人有家族遺傳的人：：：：基因遺傳也是胰臟癌的重要危險因子，家族有胰臟癌患者，發生

胰臟癌的比率約較常人高出 10 倍左右。近年來研究發現，遺傳性胰臟炎和某些特殊

基因有關，目前認為 CA19-9 是胰臟癌的血清腫瘤標記，診斷率可達 90%。 

4. 有慢性胰臟有慢性胰臟有慢性胰臟有慢性胰臟炎的人炎的人炎的人炎的人：：：：研究發現，有遺傳性胰臟炎的患者發生胰臟癌的機率為一般人

的 30~50 倍。如果有遺傳性慢性胰臟炎的患者又有吸菸習慣者，其發生胰臟癌的機

會更可能為一般人的 100 倍以上。 

5. 油脂攝取較高的人油脂攝取較高的人油脂攝取較高的人油脂攝取較高的人：：：：生活中肉類攝取較多，而青菜、水果攝取較少量者，以及常吃

碳烤食物者，胰臟癌發生率也跟著提高。 

6. 有其他疾病的人有其他疾病的人有其他疾病的人有其他疾病的人：：：：有遺傳性息肉、乳癌患者、慢性胰臟炎、接受過胃部手術以及糖

尿病患者，也有報告指出這類患者發生胰臟癌的機率也較常人為高。 

疾病種類緣於姓氏？ 專家盼能對姓下藥 

人生什麼病，跟姓氏有關？根據中國科學院的一項研究，答案有可能是肯定的。主持

這項研究的遺傳專家希望深入找出兩者的聯繫，讓「對姓下藥」在未來成為可能。  

「北京科技報」報導，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歷時兩年，完成兩億九千

六百萬人口的中國姓氏統計研究後，發現姓氏分布圖與「中國人口主要死因地圖集」中

的疾病分布圖有重疊情形。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袁義達長期從事姓

氏的遺傳學研究。他表示，進行姓氏研究最初是受到國外同行的建議。  

袁義達說，二十年前，美國史丹福大學群體遺傳學家卡瓦利．斯福扎研究義大利人姓

氏的過程中，發現一些經濟學的問題；卡瓦利此後又開始研究台灣的姓氏分布，發現台

灣姓氏大多數來自中國，讓他覺得中國人的姓氏在遺傳學方面具有很高的價值，中國人

幾千年來有關姓氏的紀錄，可能解開人類遺傳的奧秘。聽了這個建議，袁義達決定在中

國開創「姓氏群體遺傳學」研究。  

報導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國家，大約在五千年前，姓就被定為世襲。在中

國文明發展中，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隨父姓，從遺傳學角度來說，只有男性具有 Y 染色體，

因此，Y 染色體就與姓氏一起遺傳給他的後代。  

由此推斷，具有同一姓氏的人群也具有同樣類型的 Y 染色體及它攜帶的遺傳基因。袁

義達指出，「如果你把每一個姓氏看做一個遺傳基因，那麼姓氏的遺傳和分布，就可以

體現一個種群基因的遺傳和分布，姓氏的分布和 Y 染色體遺傳基因的分布應該是平行關

係。」在中國展開兩次姓氏統計後，袁義達根據姓氏在不同地區的分布特點，將一百個

大姓的分布製成彩色的姓氏分布圖，讓每個姓氏在中國的分布區域和在當地人口中的比

例更易於了解。  

撰寫報告過程中，袁義達突然發現，這些姓氏分布圖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他查閱「中

國人口主要死因地圖集」中的疾病分布圖，竟然和姓氏分布圖有重疊，例如糖尿病在山

東地區較高發，而孔姓在山東出現的頻率也最高。  

袁義達雖然瞭解姓氏和疾病沒有直接關係，而且疾病和 Y 染色體的關係也不大，但他

百思不解的是，所有姓氏和常見疾病間似乎都存在一種說不清的重疊現象，二者間顯然

存在某種內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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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義達說，如果將自染色體（autosimes，又稱常染色體）的突變看成疾病，中國五千

年歷史絕對是以男性為主進行群體遷移，Y 染色體在遷移，和 Y 染色體同在一個個體上

的自染色體必定也隨之遷移，研究 Y 染色體的分布規律也能找出自染色體的某些分布規

律，必定對研究某些疾病的起源有幫助。他指出，醫藥學領域開始關注姓氏和遺傳基因

的關係，可能為新藥和個性化藥物研製提供線索。相同的疾病在不同人群身上有不同的

症狀，例如相同的感冒藥對某些人可能十分有效，對某些人卻沒有半點效果。  

袁義達說，「如果找到姓氏和遺傳基因的關係，現在有些專家所提出的根據姓氏開發

出個性化藥物，甚至『對姓下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主控權影響生理---洪蘭教授 

朋友跟我抱怨，她畢業出來做事沒兩年的兒子，現在把工作辭了要出來自己開業。 她

擔憂地說：「現在不景氣，吃人頭路穩穩當當，每個月時間過去就有薪水拿。 現在他要

自己創業，我不能袖手旁觀不幫忙，又擔心我的退休金血本無歸，臨老要流落街頭，沿

門托缽。」  

  我看她真的很憂心，就去找她兒子談。 她兒子說他每天上班就頭痛、下班雙肩僵硬，

他知道是壓力的關係。 老闆喜怒無常，他覺得不只是把時間賣給了老闆，連靈魂都賣給

他了。 所以想來想去，決定自己出來創業當老闆，不必聽命別人。問他風險，他說：「沒

有失，哪有得？人總是去闖一下，才不負少年頭。」  

我兩邊的話都聽了以後，決定回頭來勸母親，因為在實驗上有看到自主權對健康的重

要性。 很多研究都顯示在同一個緊張、快速、壓力大的辦公室中，職員得心臟病、高血

壓的機率比經理高。  

愈有主控權的人，得病的機率愈少，人必須覺得自己是情境的主人，對情境有操作權 而

不是聽命於情境，身體才會健康、心情才會快樂。  

有一個在老人院的經典實驗 : 實驗者跟第一組東廂房的老人說：這裡有一盆花，你搬

回去房間養，養死了要賠； 你每天早晨有一個蛋可吃，你可以選擇要煎蛋還是煮蛋； 每

周有兩次電影可看，你可以自由選擇看愛情片還是西部片。  

實驗者跟西廂房的老人說：第二組 這裡有一盆花，請搬回房間去欣賞，你不必照顧它，

護士會每周來澆水； 你每天早晨有一個蛋，一、三、五是煎蛋， 二、四、六是煮蛋； 每

周有兩次電影可看，星期三是愛情片，星期六是西部片。  

一年以後，實驗者回來看老人的健康情況，發現第二組西廂房的死亡率高於第一組東

廂房。 這兩個廂房生活飲食、條件都相同，唯一的差別是東廂房的老人有主控權而西廂

房的沒有。 這是第一個實驗顯示心理上的主控感覺對生理的影響。  

所以父母在某個程度之內，可以給孩子一些對他自己身體、行動的主控權。 只要把後

果告訴他，讓他自己做主，他若甘願冒風險，請他自承後果。 孩子會告訴你，失敗的感

覺還是比不曾試的感覺好，錦衣玉食無法彌補不能做自己的痛苦。  

我勸同事老本留著不要給出去，但是鼓勵孩子去創業。 人只有做自己才會自在，有主

控權才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