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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Ginseng Pharm (美國花旗参醫藥 ）成立于 2009 年拉斯维加斯州， 为一个总部位于纽约

州（New York）卡斯基爾山的责任有限公司。 我们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有機野生類花旗参培植中心。

纽约州的卡斯基爾山的野生花旗參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們利用其肥沃的土質及森林， 结合有机农业

种殖，加工，制造和直销产品一线服务 。我们的农业项目是森林种植的有机野生類花旗参（也叫西

洋参）， 有機靈芝，冬虫夏草，及其它有機藥材。 我们制造的保健品保括亚洲人最爱的有机美国野

生花旗参，有机灵芝，有机冬虫夏草，銀杏，黑核桃等健康保健食品系列。 我们的主要销售市场是

香港，中国，美国，台湾，日本，东南亞，印度和欧洲。我们的目标就是发展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

安全有機的參林种植到加工，让萬能功能的野生花旗参， 有机灵芝， 冬虫夏草及其它超级药材能够

就地转化，变成有效安全的产品推廣到全世界。 
 

野生/野生類花旗参(西洋參)介绍 

 
花旗参又叫西洋参、洋参、美国人参等。原产地在美国和加拿大，是为五加科植物西洋参的根，和中

国人参血缘很近，但药效有所不同，最大的优点是温补效果佳，可以天天时时食用，不会出现上火症

状也不會像中國人參及韓國紅參對現代人營養過剩引起的 3高會有加重的反效果。 
 
花旗参（西洋参）的药理活性是多方面的，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近年来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证明，花旗

参（西洋参）主要药理作用归纳以下几个方面：1、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具有镇静、增强学习记

忆、促进神经生长、抗惊厥、抗阵痛、解热的作用，适用于神经衰落、记忆减退、老年病等症, 补中

益气，健脾益肺。 

 

我们的野生/野生類花旗参跟跟大家所知的威斯康辛人工遮蔭人参有什么不同 

 
在北美有 4種主要花旗參（西洋参）：纯粹野生，野生類，野生林放养和人工遮蔭養殖。野生林放养

和人工遮蔭養殖花旗参属于人工养殖花旗参，而野生类花旗参，及纯粹野生花旗参则归类于野生花

旗参，美国对人工养殖花旗参及野生花旗参的培殖，收成及买卖都有有非常严谨的立法； 

  

我们的野生類花旗参，及纯野生花旗参是属于野生人参，受美国特殊稀有濒临绝种动物植物品種法律

管制。我们的野生類花旗参属野生人参品种，纯野生及野生類花旗参的采挖和出口需经美国濒临绝

种动物植物保护组织的鉴证特许，非常限量，產量有限。只有美国有野生类花旗参，因为地理环

境及土质的关系，中国没有办法培植出野生类花旗参，而加拿大政府立法管制不能挖採任何野生

花旗参，野生类花旗参属于野生人参，因此在加拿大种植及挖採野生类花旗参是违法的。 在美国

野生类花旗参同属野生花旗参必须是 6 年以上年轮才能合法采收。 正宗的北美野生類，野生花旗

参在中國，亞洲市場是很少見。 

 

大家比較知道的威斯康辛花旗參是人工养殖西洋参，中国国内及北美，加拿大市场上見到的大都是

中國吉林培植的威斯康辛花旗參，威斯康辛的人工遮蔭培植花旗参还不到中国吉林生产的花旗参的

1/5 产量。人工培植花旗參必須使用大量化肥，除草剂，催生劑才不會有病蟲害，才能生存，中国

对除草剂及化肥没有管制，因為使用大量肥料，除草剂及催生劑加速人工培植花旗参生长，土地 4

到 5年后基本就不能再用了，种什么都长不出来了。  

 

我們的野生花旗參是在我們的森林裡完全野生長成，我們的野生類花旗参是用手工種植野生种子在

野生森林生态下成长，我们不用任何化肥/除草剂/催生劑，也不澆水，保证野生类花旗参在有机及

原生態森林自然健康成長。我們我们認為人参是食用其根，有機才是對消費者健康負責。我們完全

不破壞自然原生態。我們的森林土地可以年年永續再生野生/野生類花旗參。 



人工养殖人参的样子，有效成分含量，价钱和野生人参有很大的区别。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性状：類野生， 野生西洋参形状多不均匀，大者如指，小者如蚕蛾，主根必有长年芦头，表皮黄

褐色，环纹紧密而清晰，质硬，断面黄白色，形成层环明显，韧皮部暗黄褐色，长 2～10 厘米，

直径 0.5～1.1 厘米，须根及支根細長不多。未去皮者，表面暗黄褐色或土黄色；去皮者则为白色。

全身密集横纹，顶部尤密，纹常呈环纹，较深。切断面黄白色，有细菊花心纹理。气芳香，味清

苦而浓。含口中能生津  

   
根據脖子的年輪來算這是 25 年的野生花旗參   紐約卡斯基爾山/野生類花旗参     北卡新挖的野生类花旗参 

 

人工遮蔭栽培引种西洋参呈圆柱形，須大量化肥，除草剂及催生劑培植，一般枝条大，无芦头、

無须根，但有一二枝叉，身多直纹，切断面呈黄白色，无菊花纹。长 3～10 厘米，直径 0.5～2 厘

米，亦无芦头、支根及须根粗。表面浅淡黄色，皮细腻， 质地较重，折断面平坦，淡黄白色，形

成层环附近颜色较深，并散有多数红棕色小点，放射状纹理明显。气微香，味微苦。 

  

威斯康辛。加拿大及中國的大棚遮蔭培植人工花旗参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的生長地，以下列地點為最： 

 

最好的野生花旗参在美国纽约州的卡斯吉尔山区 New York Catskill Mountain（我们目前的所在地） 

 

 

 



我们的野生/類野生西洋參生長自然條件 
 

一、必須具有冷濕的落葉森林地帶。 

 

二、必須有明顯的冬季 

。 

三、夏天生長季節須有充足的降雨量。 

 

適合山參生長的環境，除了松樹外，還要有楓、木犀、赤楊、栗等等落葉木。因為落葉腐爛，會產生

充分的褐色腐植土，土壤的酸鹼度為 PH6.1-6.3 夏季氣溫約攝氏 20 度左右的涼爽地區。 

古書記載：【野生西洋參性喜潮濕，但不能太過潮濕，地表要乾燥，地中要濕潤，腐植土淺，須土質

肥沃、濕潤、森林茂密、太陽從翻毛的輸液中投射下細碎的光線，才是適合栽種野生西洋參的地方。

因之，足見野生西洋參栽種的環境須要不干、不濕、陽光不強不弱，生長的環境相當嚴苛。 】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是醫食同源 
 

作為一個現代人，在身體健康的時候，往往不懂得珍惜，也不去研究探討，唯有生病時，才知健康的

可貴。現代人對於健康食品和自然食品的需要量逐漸增強，這也是【食療一體】【醫食同源】的生命

哲學受到重視的表現。在醫學上，穀類、肉類、果實、蔬菜等食物是屬於正性，草木、蟲、魚等藥材

是屬於偏性的藥。用來治病的藥物，則屬於毒性物質，而且是在不得已時才用，千萬不可隨便使用。 
 
然而，野生/野生類西洋參，經過科學的藥理作用研究，證明西洋參不是一時的興奮劑或精力劑，也

不是特定疾病治療藥。而是使人們身體保持平衡和正常狀態的物質，我们的類野生/野生西洋參不用

化肥在最原始天然的野生山林成长；【類野生/野生西洋參屬性雖是藥，但無偏無毒，屬於正性】是故，

類野生/野生西洋參對人體各部份健康是基於促進與調節作用，因为有机， 類野生/野生西洋參不但

可以當做藥物，也是自然食品和健康食品。是醫食同源的象徽。 

 

野生/野生參類 
 
中國的藥書籍圃經本草中有記載為了鑑別野生參的效果，使口銜野生參和不銜野生參的人，做長距離

的賽跑，結果後者氣喘吁籲，而前者仍然精神奕奕，由此證明野生參的功效。 
 
近代醫學更以科學方法來驗證人參的奇妙效果，蘇俄醫學家布雷庫曼，以老鼠進行消除疲勞的實驗，

他先讓老鼠在水槽中游泳，造成疲勞狀態，游泳疲勞後的老鼠，一組人將野生參酒精進出也打進胃裡，

另一組的老鼠只打酒精，如此再把這組的老鼠放回水槽中游泳，游到完全疲勞為止。結果，注入野生

參酒精浸出液的老鼠游泳時間的另一組老鼠的三倍。 
 
類野生/野生參是天然性植物，要盔其全貌並非容易，但有關類人參大體療效，經現代科學家的研究

及發掘已一一證實，現代醫學也認識了野生參的真正價值，並賦予它應有的地位，美譽野生參為漢藥

之王。 

 

 

 

 



 近年來我们基於野生/野生類花旗參的臨床效果與藥理作用將其整理總結整理為【花旗參七效說】 
 

1.補氣救脫——消除疲勞，增進體力 

2.益血復脈——治貧血低血壓，心臟衰弱 

3.養心安神——對於神經衰弱，自律神經失調症有效 

4.生津止渴——治療身體的干燥，對於糖尿病有效 

5.補肺定喘——對於結核性的干喘氣喘有效 

6.健脾止瀉——對於腸胃疾病，下痢，便秘，食慾不振有效 

7.托毒合瘡——對於腫皰疙瘩，乾燥肌膚有效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的具體療效有哪些，在眾多的醫學研究報告中，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

了西洋參的神奇功效，錄權威醫學雜誌也刊載醫學博士木岐國嘉只專題研究報告如後：  
 
一、增強體力，防止老化。 
二、具有抑制癌症的功效。 

三、抑製糖尿病。 

四、對肝病有療效。 

五、貧血 

六、強壯身體及強精之效果 

七、風濕病。 

八、解除刺激的過度反應與緊張。 

九、調治更年期障礙。 

十、成人病。 

十一、消除疲勞的良藥。 

十二、促進頭腦的功能與敏捷。 

十三、促進胃的功能。 

十四、對於不感症也有很大的效果。 

十五、神經賦活作用。 

               

對有關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只療效上不一而足，僅提以上現代科學家驗證的報告，僅供參考。 

一、對腸胃的作用： 
 

  西洋參的各種藥效中，對胃腸具有最大的效果。健康人的胃腸，都是確定有規則的蠕動，如因蠕動

不規則而無力，食慾會降低，也會行成便秘或下痢。西洋參含有促進胃腸功能活潑的作用，所以能使

食物的消化吸收力變強，體力因此增強，對疾病產生預防效果。服用西洋參之後，胃弱、胃下垂、食

慾不振、胃悶、便秘下痢、胃潰瘍也能治愈。 
 

二、有保護肝臟機能的作用： 
 

肝的主要功能是代謝作用和代謝物的儲藏。分解以及合成。 （解毒的作用） 

我們吃下的食物經過消化吸收，所得到的營養素由血液輸送，從門脈進入肝膽、蛋白質、碳水化合物、

脂肪無機質以及維他命類的代謝作用會進行。生成的代謝物，用不完要儲存起來，等到體內不足時再

分解送回血液，供給必要的組織。 

 

無節制的飲食生活或經常的飲酒，濫用抗生素等合成藥品，都會增加肝膽的負擔。讓肝細胞累壞。如



果肝臟機能減退，機會喪失解毒功能，有毒的物質會積存下來，最後肝硬化而死。 

 

肝病大部分由病毒所引起的，特別是 B 型病毒所感染的 B型肝炎，若不馬上醫治，可能形成肝硬化之

後再變成肝癌。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肝臟的效果有以下五點】： 

 

1.促進血液循環提高肝臟功能 
2.促進核酸、蛋白質、脂肪的合成作用。 
3.能消除疲勞和精神上的壓力，減輕肝臟的負擔。 
4.改善高脂血症，促進膽固醇排除體外作用。 
5.促進物質代謝，幫助肝臟活動。 
 
 

三、強化心臟的作用： 
 
心臟的最大功能是把血液送到全身組織器官，藉著心肌收縮和鬆弛把氧氣和營養送到各器官，如果心

臟功能不健全，物質代謝就會異常，使全身陷於癱瘓狀態。心臟的障礙從末端到微血管不暢通開始，

接著心臟負擔加重，血管也失去彈性如果此時膽固醇又積存的話，還可能形成動脈血管硬化，狹心症

心肌梗塞及腦血管的疾病。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心臟的預防及治療】： 

1.促進末梢微血管的血液暢通。 

2.強化血管的彈性，能防止膽固醇附著於血管壁，防止血管硬化。 

3.製造紅血球，能防止貧血的現象，減輕心臟負擔。 

4.促進新陳代謝，增加細胞的氧氣供給，使心肌活動活潑。 

5.提高對緊張壓力根本的抵抗力，使精神安定。 

6.能調節自律神經，可預防和治療心髒病。 

7.對曾使心髒病惡化的糖尿病或胃腸病有效果。 

   

另外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和其他心髒病用藥並用，也完全沒有副作用，甚至能發揮相乘的效果。 

 

四、造血的功能： 
貧血—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貧血的效果：（補血） 

    

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由骨髓製造的，製造的需要的原料氨基酸和鐵質。體質原本虛弱的人，或

剛斷奶的嬰孩和及孕婦，由於營養不平衡，所以容易引起貧血女性的貧血率最多，是生產或生理上的

關係所致。缺鐵性貧血佔 80%，但原因並不一定是鐵質不足，由於營養不均衡，消化吸收不完全鐵粉

利用來造血的條件不完整比較多。貧血的人不僅鐵粉的攝取量少，影響鐵粉吸收的胃酸濃度低，維他

命以及良質的動物性蛋白質攝取不足或沒食慾感，也都可能造成貧血。 

    

貧血的症狀有：疲勞感、心悸、呼吸急促、頭暈、突然起立頭昏眼花、臉色不佳皮膚失去光澤和彈性。 

 

骨髓中除了血球以外，核酸、蛋白質、脂肪合成也活潑在進行，細胞分裂也很旺盛，野生/類野生西

洋參雖然沒有增加血液的直接效果，但和骨髓的代謝有關，能促進造血和使全身機能提高的好處。 



五、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糖尿病的療效 
 

糖尿病的發生： 

 

內因以遺傳性的因素最大。外因由於食量大或運動不足而引起的肥胖。體內糖質不能代謝，血液中的

血糖提高，因此尿中也含有許多醣質，糖質的代謝是用胰腺中胰島組織細胞分泌胰島素來調整血液中

的葡萄糖的量，如果胰島素分泌不足，攝取來的糖質有一部分不能正常利用，就會積存在血液中，產

生高血糖現象，跟尿液排出體外，由於尿中有糖質，所以稱糖尿病。 

 

以血緣關係來統計：雙親都有糖尿病的人 75%發病機率，如果雙親之一：有遺傳因子存在則有 50%的

發病率，若雙親都有遺傳因子，但為患糖尿病，就有 25%發病機率。女性發病率較高，由於月經、懷

孕、授乳等生理因素，經常導致荷爾蒙一均的現象所致，糖尿病患者的病歷中有 70-80%是肥胖症，

原因是肥胖對胰島素作用的血糖調整機能遲鈍的關係。 

 

糖尿病患者約有 20%由尿中排除蛋白質，帶給腎臟很大障礙，會引起尿毒症。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具有使胰腺的胰島，製造出正常量胰島素的直接作用，能夠使糖尿病患者血液中

的糖份加以控制，而逐漸恢復正常。 

 

六、婦科病的特效藥： 
 

婦女一生中必須經歷懷孕、生產、育兒等，在身體方面所負擔責任重大。婦科病大都是由內分泌機能

所引起的，特別是子宮發育不良或神經質的人有時候會發生月經困難，下腹部的疼痛、腰痛、頭痛扥

症狀，若在鎮痛劑中加一點野生/類野生西洋參，效果會更好，這是由於野生/類野生西洋參對末梢血

流有促進，抗壓力，及對子宮平滑肌的緩和的功用。 
   
女性很容易發生低血壓、冷虛症、貧血等毛病。低血壓所引起的頭痛、心痛、耳鳴、倦怠感、食慾不

振、不安感。低血糖潛伏著內分泌系、呼吸系、循環系、代謝系、神經係等全身性的異常。  
  冷虛症是體內熱不能充分的散發所引起的，冷虛症與月經困難症有密切的關係，是造成貧血等各種

婦女病的原因，懷孕的婦女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在更年期因全身皮下脂肪減少，容易失去女人特有

的圓潤感，皮膚也會失去彈性，甚至開始發胖。 
   
更年期出現的障礙，在身體方面主要是自律神經失調，及血管的運動神經障礙，女性荷爾蒙分泌異常，

會出現腦充血、頭暈、盜汗、心悸、失眠、頭痛、耳鳴、麻木感、肩僵硬、腰痛、關節痛等症狀。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更年期障礙的效果】 
1.擁有康緊張，預防或減輕自律神經失調。 

2.有促進血液循環作用，可防止記憶減退。 

3.有促進內分泌機能作用，緩和性腺荷爾蒙減退。 

 

七、野生/類野生西洋參是感冒的預防藥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可以預防感冒，因為野生/類野生西洋參可以使紅血球增加以攝取充分的氧氣，使

細胞活性化以加強免疫力。如此，人體內的抗力自然增加。同時，野生/野生類西洋參也會使白血球

增加，以消減過濾性病毒，由此可見，野生/野生类西洋參是感冒預防藥。 

 



感冒退燒後服用野生/類野生西洋參，能加強肝機能，消減留存於肝內的過濾性病毒，所以野生/類野

生西洋參對治療預防感冒同樣有效。 

 

八、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胃病的功效 
 

精神緊張的人，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胃酸、腹脹等症狀，使胃產生疾病。服用野生/類野生西洋參後，

通常會產生舒服感及飢餓感，情緒也會穩定並想休息，能入眠，野生/野生類西洋參有穩定作用，因

此被認為是良好的胃腸藥。 

 

九、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腦中風的療效： 
 

腦中風有兩種：腦溢血、腦血管阻塞兩種。 
 
腦溢血：腦部微血管破裂，造成血液溢出，血液在腦凝固使遠在凝固處吸收養分的腦細胞，立即停止

活動，使得破裂的血管無法回復原狀。而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具有防止血小板凝集及溶解的作用。 
 
腦血管阻塞：血栓所引起的腦中風，即附著於血管壁的脂肪性物質或血管中受損剝落下來的破片，將

腦血管阻塞所引起的症狀。野生/類野生西洋參具有纖絨作用，亦既能將血栓所引起之纖維性物質溶

解。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能預防腦中風，只是不能一服見效，必須長期耐心服用，直至血栓或血小板凝集

溶解的程度，即可減輕病狀。 

 

十、妊娠中的婦女可否服用野生/野生類西洋參？ 
 
母體與胎兒之間是透過很薄的羊膜，藉以傳遞養分，而母親與胎兒的血液則無法相同。因此母體所攝

取的食品或藥物，不一定會影響胎兒，可是有部分的藥劑則例外，如安眠藥，精神安定劑等，對於胎

兒會產生不良影響。 
   
 野生/類野生西洋參是天然物而非一般藥劑，溫補故不會產生副作用，它能使血液循環良好，增加血

球以治療貧血，所以對母體與胎兒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成長中小孩宜服用野生/野生類西洋參，以促進成長發育，尤其患有氣喘。免疫力弱、易感冒、胃腸

弱、體質虛弱，記憶力不集中，及過動的小孩更宜服用野生/野生類西洋參。 

 
 

十一、消除疲勞的效果： 
 
1.促進骨骼的收縮力持續力。 

2.增強心臟功能。 

3.促進末梢血液循環。 

4.促進細胞消耗氧氣，使新陳代謝更加旺盛。 

5.促進紅血球再生，改善貧血，淨化血液。 

6.使肝膽腎臟機能更加旺盛，存進解毒與排泄廢物的作用。 



7.可促進蛋白同化作用，故能提高利用養分的效率，並可促進體力虛弱者及病後手術後恢復體力。 

8.具有健胃整腸作用。 

9.使腦下垂體與副腎皮質系統功能活潑，因而對抗緊張及消除疲勞。 

10.是大腦活躍，提高精神集中力。 

11.使延腦活躍，提高自律神經，反射神經的功能。 

12.促進內分泌機能，改善荷爾蒙分泌的衰退。 

 

胃腸不健全及血液循環不良是百病之源，而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健胃整腸造血促進血液循環其功效

自不可言喻。 

 

十二，野生/野生類西洋參對美容的效果  

 

體質代謝不全所出現的青春痘、濕疹、凍瘡、皮膚粗糙等有關的疾病，类野生/野生西洋參中有的有

效成份會被皮膚吸收，而促進皮下微血管血液循環，因此飲用类野生/野生西洋參可以消除上列症狀，

使皮膚恢復光澤。人参保养品的效果是化妆品保养品的极品。 

 

如因外來因素如刀傷及擦傷，將野生西洋參直接塗抹在傷口上，傷口便會早日結痂而治愈。在读者文

摘某一期的访问棒球王-王貞治，他就提到他的父亲提着人参药酒来帮他塗抹在手受伤的手指，第 2

天伤口愈合及疼痛减轻，他因此勇奪冠軍。 

 

青春痘不易治癒的人在飲用野生/野生类西洋參的同時，用野生/野生类西洋參濃縮粉直接塗抹在臉

上，有早日消除的效果。 

 

十三、野生/野生類西洋參不是特定的藥而是治本保健品： 
 

一般合成藥品均依某種特定症狀目標製成。例如感冒藥，通常具有退燒、止咳、祛痰、鎮痛作用的藥

品而組合。 

 

野生/野生類西洋參非憑藉單獨的特定成分來治療某種特定症狀，而是具有改善全身性症狀的優良效

果，最重要的是它能促進使疾病痊癒的機能，進而維持身體各部門的健康，野生/野生類西洋參是一

種治本的保健品。 

 

 

 

 

 

 

 

 



参考 

一、疾病的源起： 

 

人體由 60 兆細胞組成，各組細胞各司其職，有不同的功能與職責，細胞健全、活躍，則身體各器官機能正常，

身體自然健康。 

 

細胞要維持健全、活躍，有二個基本要素：（1）均衡的營養，至少 46 中必須元素。 （2）充足的氧氣。 

 

目前我們居住的環境，由於空氣。水質、食物污染嚴重，尤其中國改革發展之後，經濟起飛，大量化學污染物

在大地與水域的流動中，空氣更是被霧霾極度嚴重的污染了，這些污染經過食物鏈濃縮效應、回收、累積、最

後在消費者體內，造成組織器官功能的破壞與基因突變，污染物與癌症或文明病有相當高的關係，其中以農藥、

化學肥料、成長荷爾蒙、殺蟲劑、空氣污染、藥物，是最大罪魁禍首，而癌症是細胞突變，正常的人，平常亦

會有不少的厭癢性癌細胞，只要身上不提供缺氧的環境，讓其著床衍生，自然無礙。 

 

二、酸性體質引起現代病： 

現代病已發生了轉變： 

 

遺忘落後農業社會，主要的疾病是霍亂、傷寒、結核病等，由病原菌引起的傳染性疾病，但自抗生物質出現後，

疾病多半已不再由病原因所引起，取而代之的卻是如癌症、心臟病、腦中風、糖尿病等惡疾，日夜腐蝕啃噬現

代人的身心，這些病歸根究底均為【體質酸性化】所導致的惡果。 

 

三、飲食是現代人健康最大的隱憂： 

 

 

現代人的飲食品質、營養均已不同於往昔，如現在的米飯、麵包或砂糖，均經過精白加工處理，而且非得加工

掃雪白不可，殊不知猶豫人的愚昧，許多人體所需的營養素，也因而被糟蹋殆盡，食品精美的色、香、味，卻

逐漸造成人類枯竭脆弱的體質。 

 

一、體質酸性化的肇因，可歸納如下數點： 

 

（1） 食用攝取過多精製的白米、酒類、肉類、甜點等酸性食物。 

（2） 過量的飲食和人無法吸收分解的人工添加物攝取過多。 （毒物囤積體內） 

（3） 缺乏運動致食物未能充分【燃燒】，而在體內積留雜質。 

（4） 過度緊張的情緒和生活壓力。 

 

二、酸性體質殘害身心： 

 

破壞人體的【自然自愈能力】（即免疫力，酵素反應愈活潑，免疫力愈強）當人體體液變酸時，酵素反應便會

變得遲鈍，各種機能亦步漸麻痺，極易羅患各種病痛。 

 

 

三、如何把脆弱的酸性體質，改變為強健的鹼性體質？ （正常位弱鹼性） 

（1） 應多食些綠黃色蔬菜，天然類食物和水果、早餐尤其不可忽略 

（2） 避免攝取過多食言、砂糖和動物性脂肪。 

（3） 應食糙米和多樣化的食物，以充分的獲得葉綠素，食物纖維質和鉀等均衡的營養素。 



 

常見疾病的發生簡因 

 

癌症：因排毒不良、免疫力及淋巴系統衰弱所引起。 

高血壓、中風：因肝、心、腎及血液循環不好所引起。 

心髒病：因脾、肝不好及腎氣衰弱、血液循環不良所引起。 

糖尿病：因胰腺、腎臟不好胰島素分泌失調、腎臟新陳代謝不良所引起。 

急慢性肝病：因長期過度疲勞而腎水失調。 

腸胃病：暴飲暴食、多度緊張或長期煩悶所引起。 

腎髒病：腰酸背痛、性無能、乃肝、胃、腎新陳代謝失調所引起。 

眼疾、因肝、腎功能衰退或長久視線不良、心火過旺也會引起。 

筋骨傷痛、骨刺、僵直性脊柱炎：因筋骨挫傷長久未痊癒、鈣質分泌失調引起。 

不孕症：子宮絨毛剝落、子宮蓄冷、精冷、精蟲少引起的。 

尿毒：因血液中的尿酸過多、而腎功能不全無法新陳代謝引起。 

感冒：身體虛弱、免疫功能抵不過濾過性病毒及風寒所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