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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腸道健康的若干問題？
關於腸道健康的若干問題？

ISLT 中 心

學會顧問 唐玉楝

民諺指出 : 〝要長生，腸常清。要不死，腸無屎。要長壽，多吃豆。病人放了個屁，
醫生出了口氣〞……
民諺道出了病從口入的問題，道出了飲食與排泄的重要性。民諺是民間千百年來保健養
生的智慧結晶。
全世界數千名科學家經一个世纪的研究，新發現長壽老人糞便中雙歧杆菌數量，達到
108-109 個/克，是一般老人的 100 倍，這一發現當時被稱之為長壽的密碼。腸中有益菌
越多越健康。腸道健康，腦垂體年輕，人才更年輕。
1) 有益菌的補給
一般被認為是人體營養來源的蛋白質和脂肪，可是有益菌並不喜歡，它們特別喜歡的是
膳食纖維、寡糖等醣類物質。其實食物中的膳食纖維和寡糖來源並不少，只是現代人的
生活與飲食講究精緻和美食，再加上生活步調的快速與緊張，造成人們攝取不足的後
果。
2) 膳食纖維與寡醣的天然來源
種類

食品

穀 類

各種全穀類，如蕎麥、燕麥、糙米、 薏仁

豆 類

大豆、乾豆類

薯 類

馬鈴薯、芋頭、蕃薯

蔬菜類

乾香菇、南瓜、洋蔥、牛蒡、花椰菜、
甜菜、菇類、蘆筍

水果類

木瓜、香蕉

海藻類

海苔、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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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道癌症信號，將永遠不會得上癌症
補充了膳食纖維與寡醣，腸中有益菌多了，身體變弱鹼性，癌症就可避免了。
研究表明：癌症不能在弱鹼性的人體中形成，癌症只能在酸性身體中形成。
如果有癌症，說明身體是酸性的，癌症只能在一個酸性的
身體擴展，如果身體變弱鹼性，癌症不能擴展，不管得的
是什麼癌症都有轉變和被治好，當然也包括腸癌在內。不
管情況多麼糟糕，哪怕只能活 6 個月，如果能轉變身體到
弱鹼性，癌症就不會擴展，就會轉好。
預防癌症的秘訣十分簡單，就是補充了膳食纖維與寡醣，
增加腸中有益菌，常吃鹼性食物以防止酸性廢物的累積，
調整體液酸鹼平衡，是預防癌症的有效途徑。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戒煙限酒。吸煙，世界衛生組織預言，如
果人們都不再吸煙，5 年之後，世界上的癌症將減少 1/3；其次，
不酗酒。煙和酒是極酸的酸性物質，長期吸煙喝酒的人，極易導
致酸性體質。
不要過多地吃鹹而辣的食物，不吃過熱、過冷、過期及變質的食
物；年老體弱或有某種疾病遺傳基因者酌情吃一些防癌食品和含
鹼量高的鹼性食品，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
有良好的心態應對壓力，勞逸結合，不要過度疲勞。可見壓力是重要的癌症誘因 ，中醫
認為壓力導致過勞體虛從而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內分泌失調，體內代謝紊亂，導致體內
酸性物質的沉積；壓力也可導致精神緊張引起氣滯血淤、毒火內陷等。
加強體育鍛煉，增強體質，多在陽光下運動，多出汗可將體內酸性物質隨汗液排出體外
避免形成酸性體質。
生活要規律，生活習慣不規律的人，如徹夜唱卡拉 OK、打麻將、夜不歸宿等生活無規
律，都會加重體質酸化，容易患癌症。應當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從而保持弱鹼性體
質，使各種癌症疾病遠離自己。
不要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如被污染的水，農作物，家禽魚蛋，發黴的食品等，要吃一些
綠色有機食品，要防止病從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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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體質是人體大量攝入高脂肪、高蛋白、高熱量食物的結果。
4) 常見食物的酸鹼性:
a. 強酸性：蛋黃、乳酪、白糖、西點、柿子、烏魚子、柴魚等。
強酸性
b. 中酸性：火腿、雞肉、鮪魚、豬肉、鰻魚、牛肉、麵包、小麥、奶油、馬肉等。
中酸性
c. 弱酸性：白米、花生、啤酒、油炸豆腐、海苔、文蛤（蜆）
、章魚、泥鰍等。
弱酸性
d. 弱鹼性：紅豆、蘿葡、蘋果、甘藍菜、洋蔥、豆腐等。
弱鹼性
e. 中鹼性：蘿葡乾、大豆、胡蘿葡、番茄、香蕉、橘子、香瓜、草莓、蛋白、梅乾、檸
中鹼性
檬、菠菜等。
f. 強鹼性：葡萄、茶葉、葡萄酒、海帶、天然綠藻類。
強鹼性
海帶可以說是鹼性食物之王，多吃海帶能有效調整酸
性體質。所以平時常感到勞累、疲乏、渾身酸痛的話，
不妨多吃海帶和綠藻。
此外，人們常說喝茶能解乏，除了茶葉中的興奮成分
外，茶鹼能「中和」
體內的酸性物質，
也有緩解疲乏的作
用。再有素食是最好的方法，只要堅持素食一段時間，
身體自然就會變成鹼性體質。
備注：本文謹供參考，如有需要請諮詢醫生之意見。

健康飲食與壽命

美國最近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西班語系的平
均壽命比白人長兩年，比黑人長七年，專家
發現健康跟飲食有很大關係，而西班語系多
吃非加工的天然食物，而白人及黑人則多吃
經加工的制成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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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又發現天然食物所含的維生素十倍於一般西方
飲食，另外，其所含的鈣及其他營養則四倍於一般
西方飲食。
道法自然，要生活健康就需走自然之道。吃得自然，
最好是合時令的有機食品，而非經加工過，富添加
劑，如防腐劑、味精、色素、甚至某些有害的化學
品。

馬鈴薯、
馬鈴薯、紅蘿蔔、
紅蘿蔔、蘋果可治療肝硬化
蘋果可治療肝硬化

馬鈴薯、
馬鈴薯、紅蘿蔔、
紅蘿蔔、蘋果三合一鮮汁的功效：
蘋果三合一鮮汁的功效：
日本禪宗高僧富澤知芳大師，提出馬鈴薯鮮汁療法，有顯著的神奇藥效。
(A) 功效：
功效：
一、 防治癌症，抑制癌細胞生長
二、 防治肝臟病、腎臟病、胰臟病、胃潰瘍。
三、 防治非典型肺炎、心臟病、高血壓。
四、 恢復體力，增強體質，提高免疫和自癒能
力。
五、 恢復眼睛疲勝，消除眼睛乾燥，令雙眼亮麗。
六、 治癒腰痛、肩膀痛、膝痛。
七、 排除體內毒素，美容顏潤皮膚、治肥胖。
八、 根治便秘，痔瘡，根治口臭、胃酸、減低月經痛。
特點：
特點：
沒有任何副作用，高營養健康食品，迅速吸收和排毒，令食慾增加，補氣恢復體力。
(B) 制作方法：
制作方法：
材料：新鮮馬鈴薯（即薯仔）、紅蘿蔔、蘋果各一個。每個各重約一百五十克至二百克。
榨汁，即榨即飲，切勿存放。
注意：
注意：
馬鈴薯發芽處要切除，以免中毒。新鮮果汁宜清晨空腹飲用。
重症患者，每天下午五時空腹時再飲一次。飲用後約一小時才可以進食早、晚餐，以免
胃液被稀釋，影響消化力。
必須天天飲用不間斷，輕症三週見效。重症三個月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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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效治病例子：
有效治病例子：
一) 可改善肝硬化
高女士五十九歲，患肝硬化，食道靜脈瘤破裂，大量吐血，
皮膚黃疸，臉和手腳浮腫，終日昏昏睡夢中，多次入院施手
術，亦曾經嘗試各種療法和健康食品，但因肝臟太差，承以
總是無效。突然在一個契機經朋友介紹，聽到馬鈴薯鮮汁對
治癌症有很好效果，於是立刻動手做馬鈴薯鮮汁。
材料是馬鈴薯、紅蘿蔔、蘋果、再加三份一的檸檬汁調味，三種一起榨汁即時飲用，一
個小時後才吃早餐。
二) 肺癌得以控制
丁先生耳下生一個腫瘤，被診斷是末期癌細胞，用放
射療法之後，癌細胞轉移到肺部，成為肺癌，被宣告
已經是到了無法治療的階段。丁先生以積極的態度，
回到家裡實行鮮汁療法。目前已經控制住癌細胞的蔓
延，體力漸漸恢復，而且幾乎可以回到工作崗位。

健康小貼士

學會顧問何建基醫師推介

1. 治感冒
秋冬季節，氣温急變，身體易著凉而感冒，怎辦？
立即沖一個熱水浴，煲合仔茶加兩片羗，熱飲後，蓋被睡覺，焗
出一身大汗，感冒很快遠離你了。
2. 治中風
家中老人家突然間發覺眼前的電視機倒轉過來，腦袋感覺天
旋地轉，此乃中風先兆，家人目睹如此情況，要先讓老人家
在原來位置安坐或躺下，盡量不要移動其身體。然後，用針(先
用火酒消毒)刺老人家之耳珠放血，左右耳均如此做，腳指與
腳指間亦可用針刺放血，中風問題很快過去而回復正常。若
仍然有問題的話，當然要打 999 求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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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失眠
到中藥店買燈心草，煲水，加少量冰糖，慢
慢喝一至二碗易入夢鄉！
燈心草功效：降心火，通氣，可治心煩不寐。

如何防治 DVT

DVT (Deep vein thrombosis)，中文醫學名稱是
深靜脈血栓形成，此病是在深層的血管內生成
深靜脈血栓形成
血凝塊，而這些血凝塊經血管游離至一些主要
器官，可以做成嚴重傷害，甚至死亡。
1. DVT 病徵
大多 DVT 不會有任何病徵，當病徵出現時，卽
患處己感到有紅腫、疼痛及腫脹。如有嚴重胸痛或呼吸感到困難時，這表示部分小血凝
塊已流至肺部。
2. 甚麼最容易引發 DVT
長時期的身體不動，如長期坐著，在醫學界裏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誘發 DVT 的病症。以下的醫
療狀況或服食某些藥物的人，存有高風險患上
DVT。例如：
a)血凝固障礙
b)癌症或惡性腫瘤
c)需要住院治療
d)肥胖心臟病
e)口服避孕劑或激素療法
f)個人或家族病歴
g)懷孕
h)最近有主要的手術或精神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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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低 DVT 的方法
醫生提議每小時做腿部運動一次。如：經常改變腿部的姿勢，定期四處走動、伸展腿部
和雙腳。
但要避免以下的動作：
但要避免以下的動作：
避免繞膝坐著
日常要注意：
日常要注意：
a)多喝足夠水或果汁
b)減少喝含酒精和咖啡因的飲料
c)穿著鬆身的衣服及有彈力的襪子

內丹實效分享

學員林聲彥 2010 年 11 月 27 日

今年五月經敏兄推介，報學七月份一步功課程。事前沒有任何祈望或所求。只知增加多
一種運動的知識。誰知某一天早上起床發現左腳行動不便，卻無痛楚，但舉步為艱。由
於工作關係，而多次出差廣州，又生性注重外表。這一行動欠妥真使我對健康及生活均
萬分擔心。稍後經三次推拿，情況有所轉變，但未能痊癒。
七月十日早上，我暫且將這問題放下。專心學功，神奇的是在十一日晚上才醒覺自己腳
痛竟然不藥而癒，行走如常。高興之餘，思索近日的生活有何與常不同，只能說是學習
內丹功而來。喜悅與信任使我馬上再練一次才安心上床。
第二天早上借用佳句〝感覺良好〞
，內心認定是內丹功使然。故馬上練了一遍才作日常生
活，自此至今無日中斷，早晚各一次練功，更忙時，最少一日一次。已有數月，行走固
然自然，步履有力為過去十年未有。晚間睡眠甜熟更為人生一大樂事，其餘筋骨柔順舒
暢不在話下。閒來靜思，內丹功的靜、專心與「柔慢連圓」
，使我們將日常的急速生活節
奏得到修正，和帶來體內各器官有機會獲得調理。這應該是我能如此快康復，及近月各
方面改善的原因。
寫到這裡今天晚上我又會學習二步功了。在過去的數月我常與親友分享此心得，甚至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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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學會 - 書法班
養生學會書法班
導師：梅玉玲老師
時間：2011 年 3 月 1 日
每逢星期一 (公眾假期除外)
班別
A班
B班

時間
10:30am - 12:00pm
12:30pm - 2:00pm

地點：養生學會 - 灣仔皇后大道東 147 號
威利商業大厦 22 字樓(合和中心側)
費用：月費$550 (包上課用之宣紙及墨汁)
圖 A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學會 2246-8177。

書法 - 怡情養性
人生在世除了求生外，還要追求人性美好的一面，但人性是最複雜的，如何能美化人性
呢？我們可以通過接觸文化藝術，如閱讀、音樂、繪畫、攝影、書法等等，來提升人性
美好的一面。研習書法可以在平凡而緊張生活中留點淨土。
書法源遠流長，有著不同的碑帖，書體和書家，對於初學者如何入手呢？書法是有法度
的，學書者首要掌握筆法(用筆之法)，包括用鋒(毛筆最基本的動作)和運筆(連續用鋒動
作)；其次是學習筆勢(漢字的體勢)，不同的書法家用筆控鋒的核心基本不變，但取勢卻
有異，因而出現不同的風格。在這階段要選擇合適自己的碑或帖，通過臨摹，學習書法
家如何取勢，同時要多讀帖，要看出書家如何用筆取勢，當我們做到眼睛看得到，腦子
想得到，手能跟得到，便進入筆意創作，使書法作品能表現作者的個性和神韻。
梅玉玲老師早年從事教育工作。現任社區中心成人書法班及中、小學家長書法班導師。
圖 A 為梅玉玲老師之作品。

ISLT
如有興趣繼續收到養生會訊，歡迎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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