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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開 3 個現代飲食的陷阱

Dr. John Chen （陳譜光）
American Naturopathic Medic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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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重聲明：

本人所屬的「美國自然療法醫生協會」 
（ American Naturopathic Medical Association  ）
，並無在香港註冊，因此，我並非在香港註冊的醫
生，以下所有的內容，並不代表任何醫學意見，只
可作為自然健康保健和養生的參考用途。任何人仕
如有任何有關醫學的問題，請向可靠的註冊醫生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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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octor is To Teach!

醫者，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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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修練的健康長壽功法！

「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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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修練的健康長壽功法！

其實，古人早已注意到這個週期性，劉純在《短命
條辯》裡說：“病家不接地氣，故陰陽不通。是之
陽氣自行消長，而症候隨之消長。囑病家每日赤足
走路， 半時辰即可。”也就是說，這個週期性是生
物電的充電與放電的過程。也就是說，你不必請專
家會診，每天光腳走路一小時，就可以慢慢消除這
個週期性的症狀。

（摘自《病是自家生》劉弘章劉浡 / 著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
劉弘章教授生於 1946 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醫療系，腫瘤生物學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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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1 ：三低

鹽：化工制品

油：反式脂肪

糖：代糖的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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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化工制品

• 海水污染

• 製作過程污染

• 精煉

• 工業化

• 重金屬

• 缺乏完整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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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比金堅？鹽比金更重要！

“ Worth a Grain of Salt…”

• 只有一種鹽合乎要求
：法國海鹽！

Celtic Sea Salt



Page 9

反式脂肪 (Trans Fat)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表示，攝取反式脂
肪會導致血液中的壞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LDL ）
增多，而壞膽固醇正是造成冠心症的最大風險因子
，且根據美國疾管中心的數據資料顯示，冠心症是
美國人最大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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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式脂肪增心血管疾病

反式脂肪是來自於在加工食品中，加入部分氫化油
（ PHO ），透過催化改變液態植物油分子結構，
脂肪酸結構亦由順式變為反式，因而名叫「反式脂
肪」。不僅更耐高溫、不易變質，可延長食物保存
期限，甚至還能增添食品口感，也因此被大量運用
於包裝食品、炸物中，紐約市早在 2008 年就全面
禁用反式脂肪，直至今年才即將擴展到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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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舉 7 種潛藏高反式脂肪危險的食物：

1.甜甜圈 (Donuts)
2.餅乾
3.爆米花 (Popcorn)
4.冷凍披薩 (Frozen Pizza)
5.咖啡奶球
6.冷凍甜點
7.罐裝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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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式脂肪無所不在：少吃加工品

雖然越來越多工廠或是餐飲業聲明不再使用反式脂
肪，但是還是無法完全杜絕攝取到人工反式脂肪的
機會，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少碰油炸點心、精緻甜
點，或是包裝食品，多吃天然、手工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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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 Canola 油的人出現了以下症狀：

1. 視力模糊／失明
2. 聽力減退
3. 排尿不順／困難
4. 呼吸急促／氣短
5. 心臟病／心律不整
6. 患癌率增加
7. 便秘
8. 失眠
9. 小兒啼哭不止／嬰兒出生體重不足
10. 無名的疲憊
11. 干擾破壞神經系統，其產生的症狀計有：
　 a. 發抖、顫動、麻痺
　 b. 走路、寫字等動作不能協調
　 c. 口齒不清
　 d. 口水過多
　 e. 記憶及思考退化
　 f.  難以適應環境／過敏│如食物、氣味、衣物、電器、氣候冷熱
變化等
　 g. 神經崩潰
　 h. 手腳末梢麻木刺痛
　 i.  多重硬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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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2 ：陽光有害

晒半小時太陽所獲得的維生素 D ，比 6湯匙魚肝油
或 200顆蛋還來得多。

皮膚還能在陽光的照射下，將一些化學物質，像是
麥角醇、膽固醇等，製造出維生素 D 。這種維生素
和鈣、磷，是我們骨骼的重要成分，少了它們，就
會得軟骨病。
 
當陽光照在我們的皮膚上，會使皮下血管擴張，血
流旺盛，增加有毒物質的排泄和抵抗力，還會使唾
液和胃液的分泌增加，腸子蠕動加強，促進食慾和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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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3 ：代糖的害處

 

 Aspartame （阿斯巴甜）

比老鼠藥更毒的代糖： Aspartame （阿斯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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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巴甜的不良反應和副作用：

眼：

單眼或雙眼失明
視力下降和 /或其他眼部問題，如：模糊、明亮閃
爍、波浪線、視野收窄及夜間視力下降
一隻或雙眼疼痛
眼淚減少
配戴隱形眼鏡的麻煩
眼球突出

耳：

耳鳴 - 振鈴或嗡嗡聲
非常受不了噪音
明顯聽力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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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系統：

癲癇發作
頭痛，偏頭痛和一些嚴重性頭痛
頭暈及／或走路不穩
混亂及／或記憶力減退
嚴重的嗜睡和困倦
感覺異常或四肢麻木
嚴重的講話不清
嚴重多動和不寧腿
非典型面痛
嚴重手腳震顫

心理 / 精神科：

嚴重的抑鬱症
易怒
侵略
焦慮
性格改變
失眠
恐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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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心悸，心動過速
氣短
最近血壓高

胃腸道：

噁心
腹瀉，有時有便血
腹痛
吞嚥時疼痛

皮膚和過敏：

瘙癢沒有皮疹
嘴唇和嘴巴的過敏反應
麻疹
加重呼吸道過敏，如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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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泌及代謝：

糖尿病失控
月經改變
脫髮或頭髮明顯變薄
明顯消瘦
逐漸增重
嚴重低血糖（低血糖症）
嚴重的經前綜合症

其他：

排尿及排尿時燒灼的頻率提高

過度口渴、水腫、腿部腫脹、腹脹
增加對感染的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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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巴甜中毒的其他症狀：

死亡
無藥可治的腦損傷
出生缺陷，包括精神發育遲滯
消化性潰瘍
阿斯巴甜癮和甜食的渴求增加
兒童多動症
嚴重的抑鬱症
攻擊行為
自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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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巴甜可能引發、模仿、或會導致以下疾病：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慢性疲勞綜合症
Epstein-Barr– 人類皰疹病毒第四型 （ EB 病毒 ）
Post-Polio Syndrome –脊髓灰質炎後綜合症
Lyme Disease–萊姆病
Grave’s Disease–格雷夫斯氏病
Meniere’s Disease– 美尼爾氏病
Alzheimer’s Disease –阿爾茨海默氏病（ 腦退化症）
Epilepsy–癲癇
Multiple Sclerosis– 多發性硬化症
甲狀腺功能減退症
Mercury sensitivity from Amalgam fillings–補牙合金汞的敏感
Fibromyalgia–纖維肌痛症候群
Lupus–紅斑狼瘡
non-Hodgkins– 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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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3 ：無生命食物

益生菌療法

益生菌是一種活的藥，當然它與一般化學藥的治療方式有很大的不
同。因為它是有生命的，所以能夠安全抵達腸道定居，才是效果的
關鍵。菌株本身必須 要有具備耐胃酸、膽鹽的特性。

人體的胃酸是非特異性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它的酸鹼值只有 pH2 ，
大部分的微生物都會被殺滅，所以人體才不會因為每天吃進奇奇怪
怪的細菌而生病。

而膽鹽則是用來乳化脂肪，使脂肪容易被水解，但是由於微生物的
細胞膜是脂質，因此也會被膽鹽破壞，所以胃酸與膽鹽是益生菌的
殺手。

但是 有些菌株是比較強韌的，能夠在短暫時間內生存在極端惡劣的
環境。因此再篩選益生菌株時，一定要通過胃酸和膽鹽的測試，才
是優良的菌株。

以上內容，全部轉載自下列網站：
http://www.howheal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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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 Probiotics ）

益生菌的定義為「若餵食予宿主（動物、人類），
則可改善宿主腸內微生物相的平衡，並對宿主有正
面的效益的活性微生物」。簡單來說，會對人體健
康有正面助益的細菌，就稱為益生菌。

以上內容，全部轉載自下列網站：
http://www.howheal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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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 ( Lactobacillus )

乳酸菌是益生菌的一種，但為習慣用語，並不是分類學上正
式用語。是指能代謝醣類，且產生百分之五十以上乳酸的細
菌統稱。

因人類長久以來有飲用發酵乳品之習慣，乳酸菌被認為是相
當安全的，是益生菌中重要的一群，也是益生菌中的代表。
而我們所熟知的乳酸菌包括「乳酸桿菌（ Lactobacillu
s ）」、「鏈球菌（ Streptococcus ）」、「念球菌
（ Leuconostoc ）」等。

以上內容，全部轉載自下列網站：
http://www.howheal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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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能增進腸內叢品質之作用機轉可能是：

1. 生產有機酸、降低腸內 pH值
2. 和有害菌競爭養份
3. 附著於腸粘膜上皮，減少有害菌增殖場所
4. 產生抗菌物質

以上內容，全部轉載自下列網站：
http://www.howheal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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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老還童的「長尾理論」
（ Telomere ）

Vitamin B12 - 500 mcg
Folic Acid - 800 mcg
Vitamin B6 - 25 mg
Riboflavin (B2) - 25 mg
TMG 甜菜鹼 (trimethylglycine) - 50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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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年頭究竟有沒有根治癌症的特效藥？

把患癌機會減低至差不多「零」的五個秘訣：

#1 – 減少服用化學藥物（包括化學賀爾蒙）
#2 – 盡量爭取吸納「陽光賀爾蒙」（維他命 D ）的機會
#3 – 奧米加 3 與奧米加 6 的比例盡量符合（ 4:1 ）的要求
#4 – 盡量減低血糖及胰島素的水平
#5 – 多吃鹼性食物使細胞內的含氧量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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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武器：「麵包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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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汁」含有的七種乳酸菌：

Lactobacillus paracasei 副乾酪乳桿菌
Lactobacillus reuteri 羅伊氏乳桿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植物乳桿菌
Lactobacillus animalis
Lactobacillus brevis
Lactobacillus buchneri
Lactobacillus diolivo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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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obacillus paracasei 副乾酪乳桿菌

LP菌可有效改善各類型過敏原所引起的過敏症狀
，包括過敏性氣喘、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竇炎、
過敏性結膜炎、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蕁麻疹、過
敏性濕疹、過敏性偏頭痛、過敏性肺炎等，但無任
何副作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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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obacillus reuteri 羅伊氏乳桿菌

2003 年在期刊「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中一篇對於異位性皮膚炎
病人人體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對於皮膚過敏試驗呈
現正反應及血清 IgE較高的病人，使用 L. reuteri 
治療其異位性皮膚炎，對病人皮膚問題的改善是有
幫助的。

L. reuteri應用的相當廣泛，舉凡降低膽固醇、抗
病原菌、免疫調節等方向都曾被研究過。另外亦有
學者證實補充此菌可降低由鏈球菌所引起的蛀牙現
象，大大減少鏈球菌危害牙齒的機會，促進牙齒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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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obacillus plantarum 植物乳桿菌

植物乳桿菌是解決消化不良最好的益生菌之一！

植物乳桿菌是一種益菌，是常用的韓國泡菜、酸菜
、發酵蔬菜、甚至人類唾液中最多發現的益菌！

植物乳桿菌在你的結腸裡建造一個健康屏障，除了
保持致病的病原微生物不能在體內蓬勃發展之外，
亦確保危險的細菌不能穿透你的腸子內壁而進入你
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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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汁」對下列的健康情況有幫助：

輻射排毒
消化系統問題與痢疾
高膽固醇
鈣、鎂、鉀的不足
循環障礙（末梢神經）
皮膚病
風濕及關節炎
腸胃疾病
骨質疏鬆
高血壓
創傷、損傷、蚊蟲叮咬
糖尿病
脫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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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汁」有甚麼好處？

主要成份：
水、有機種植的小麥，黑麥和酵母制成的全麥麵包、鹽。

應用：
每毫升的「麵包汁」（ Brottrunk ）包含 5萬個良性的乳酸
菌「菌落形成單位」（ CFU ， Colony Forming Units ）
和酵素，對加強益生菌的數量和調整腸道菌群的正常化非常
有效。對粉刺，濕疹和牛皮癬的療效顯著。能夠有效地促進
排便及排毒功能，故此，可以迅速地提昇身體的健康狀態，
在治療抑鬱症方面亦有顯著療效。

推薦用量：
每個主餐前飲用 1/4 – 1/2 杯。

http:// 醫食會 .com/ 「麵包汁」還有甚麼好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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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治療方法 – 麵包汁

麵包汁對身體提供的優質乳酸菌 (lactic acid) ，能
夠徹底調理整個消化系統的狀態，每天餐前飲用 1/3 
至 1/2 杯的麵包汁，會令身體接收大量的「益生
菌」 (good bacteria) ，整體的累積效應能令腸胃愈
來愈健康，把種種的濕疹症狀消失得無影無蹤。

除了每天飲用麵包汁外，濕疹患者亦要用麵包汁來外
搽皮膚出現濕疹症狀的患處，因為麵包汁的酸鹼度能
夠有效促進皮膚健康，所以，每天用麵包汁來外搽多
次，對治療濕疹及減低濕疹所產生的痕癢很有療效。

http:// 醫食會 .com/濕疹治療方法 -麵包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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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老還童的「長尾理論」
（ Telomere ）

Vitamin B12 - 500 mcg
Folic Acid - 800 mcg
Vitamin B6 - 25 mg
Riboflavin (B2) - 25 mg
TMG 甜菜鹼 (trimethylglycine) - 50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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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武器中的秘密武器！

甜菜麵包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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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至愛：甜菜糖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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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聯絡

如閣下對麵包汁有任何疑問，歡迎你透過麵包汁公司與我聯絡：

1. 致電麵包汁公司（ 2552-7222 ）
2. http://www.bread-power.com/

3. 或可到我下列的網站查詢：

http://醫食會.com/
http://接地氣.com/
http://chenpuguang.com/

http://www.bread-power.com/
file:///F:/%E5%A6%82%E4%BD%95%E9%81%BF%E9%96%8B3%E5%80%8B%E7%8F%BE%E4%BB%A3%E9%A3%B2%E9%A3%9F%E7%9A%84%E9%99%B7%E9%98%B1%20-%202014.02.16/http:%2F%2F%E9%86%AB%E9%A3%9F%E6%9C%83.com%2F
file:///F:/%E5%A6%82%E4%BD%95%E9%81%BF%E9%96%8B3%E5%80%8B%E7%8F%BE%E4%BB%A3%E9%A3%B2%E9%A3%9F%E7%9A%84%E9%99%B7%E9%98%B1%20-%202014.02.16/http:%2F%2F%E9%86%AB%E9%A3%9F%E6%9C%83.com%2F
file:///F:/%E5%A6%82%E4%BD%95%E9%81%BF%E9%96%8B3%E5%80%8B%E7%8F%BE%E4%BB%A3%E9%A3%B2%E9%A3%9F%E7%9A%84%E9%99%B7%E9%98%B1%20-%202014.02.16/http:%2F%2F%E9%86%AB%E9%A3%9F%E6%9C%83.com%2F
file:///F:/%E5%A6%82%E4%BD%95%E9%81%BF%E9%96%8B3%E5%80%8B%E7%8F%BE%E4%BB%A3%E9%A3%B2%E9%A3%9F%E7%9A%84%E9%99%B7%E9%98%B1%20-%202014.02.16/http:%2F%2F%E6%8E%A5%E5%9C%B0%E6%B0%A3.com%2F
file:///F:/%E5%A6%82%E4%BD%95%E9%81%BF%E9%96%8B3%E5%80%8B%E7%8F%BE%E4%BB%A3%E9%A3%B2%E9%A3%9F%E7%9A%84%E9%99%B7%E9%98%B1%20-%202014.02.16/http:%2F%2F%E6%8E%A5%E5%9C%B0%E6%B0%A3.co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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