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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師 簡 介

講　師：林 才 群   先生
現　任：中華民國有機生活教育推廣中心專任講師
                台灣健康生產力管理學會健康管理師
                中華民國醫藥管理學會 MR 師
               台北縣、市暨新竹市警局民防總隊民防教官
               台北市消防局防災教育館解說教官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級急救員、水上救生員    
學    歷  : 國防管理學院､台北醫學大學學士學分班
經　歷：曾應邀至行政院、中科院、中研院、國家高速網路及計算中
        心、空軍所屬單位、馬偕醫院、萬芳醫院、宏仁醫院、中山
        醫院等醫療單位。
        台灣大學、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
        東吳大學、台北醫學院擔任專任講師。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竹湖口工業園區、竹南廣源工業園區
        、中壢、龜山、龍潭、觀音、林口工業園區各單位教育訓練
        專任講師。
        Blog-http//tw.myblog.yahoo.com/cofelinfan56789
 



台大醫師健檢 14 人罹癌

今年陸續針對
300 位 45 歲
以上主治醫師
做 256 切低
劑量電腦斷層
掃描，結果發
現有 2 位醫師
罹患乳癌，高
達 12 位醫師
竟然得了肺癌
，其中還包括
大家耳熟能詳
的肝臟和骨科
權威醫師。



台灣到底還有什麼可以吃 ?

毒醬油
單氯丙二醇
致癌

毒布丁
乙二胺四乙酸
致癌
腎病變
低血壓 毒澱粉

順丁烯二酸           急性腎衰竭



現代人的飲食陷阱─加工食品加工食品

• 加工食品通常會加入一些值得商榷的東西

– 像色素、糖精、防腐劑、除霉劑、漂白劑、人工香料等添加物
，以及鹽 、糖和脂肪，同時去除一些有價值的營養素，像維生
素、礦物質和纖維。

• 美國舊金山的班．范歌德醫生 (兒童過敏專家 ) 發現， 40%--
50% 的兒童過敏病例是因為食物添加物造成的。

• 很多過動兒一旦停止吃含有人工色素、人工香料和一些防腐
劑的食物後，行為立刻大有改善。

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eg.xOzrAtPLVcA14pt1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5%A1%91%E8%86%A0%E6%9D%AF&n=30&ei=utf-8&y=%E6%90%9C%E5%B0%8B&fr=yfp&tab=organic&ri=20&w=400&h=291&imgurl=www.kdj.com.tw/106-cupandjug/106-cup-pc/cup-pp.jpg&rurl=http://www.kdj.com.tw/10610cup-pvc.htm&size=47.1+KB&name=%E7%92%B0%E4%BF%9D%E6%9D%AF-%E5%A1%91%E8%86%A0%E6%9D%AF&p=%E5%A1%91%E8%86%A0%E6%9D%AF&oid=66799999697790bdd0344c14c5f92c14&fr2=&fr=yfp&tt=%E7%92%B0%E4%BF%9D%E6%9D%AF-%E5%A1%91%E8%86%A0%E6%9D%AF&b=0&ni=40&no=20&tab=organic&ts=&sigr=11657087k&sigb=148o5lthm&sigi=11i7ssfdl&.crumb=BeHvdB.HIr5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U+2678_DejaVu_Sans.sv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80%90%E7%9A%BF


 掺有毒塑化劑 59  萬件飲品下架喝一瓶就
超過容許值

圖說：
包含 Taiwan yes運動速
燃飲料在內的多款食品，
因被驗出含塑化劑，都須
下架回收。沈君帆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ABS%E6%A8%B9%E8%84%82


寶特瓶 勿重複使用，或放置車內及高溫曝曬

保鮮盒 微波時，建議改用陶瓷、玻璃器皿

隨行杯 選購內層是不鏽鋼的保溫杯

塑膠碗盤
不放入鍋中烹煮，或直接改用鋼杯、玻璃、或陶瓷器
皿

耐熱塑膠袋 不用來裝熱食和高由脂食物

保鮮膜 避免微波加熱，直接接觸高油脂食物

泡麵碗 改用磁碗、玻璃器皿，或是鐵製餐具，再注入熱水

嬰兒奶瓶
別用塑膠奶瓶泡牛奶，否則洗瓶子時刮傷內壁，下次
泡牛奶時就溶出更多塑化劑

便利商店微波便當 買回後自行改用陶瓷、玻璃器皿當餐盒

        



                 七大塑膠類別表
 標誌與       縮 寫          聚合物名稱                            用 途                  特性及安全              塑膠本色 
  編  號                                                                                                               問     題

   

                                         高密度聚乙烯                         

                                      （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

                                         

PETE 或
    PET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 聚酯纖維、熱可塑
性樹脂、膠帶與寶
特瓶、市售飲料瓶
、食用油瓶等。參
考寶特瓶的回收
（ Recycling of 
PET Bottles ）

耐热 60~85℃並
耐酸鹼，過热及
長期使用可能會
釋出致癌物
磷苯二甲酸二辛酯
（ DEHP ）。

白色或 透
明 ( 加工過
程急速冷
卻 )

HDPE 或
 PEHD

瓶子、購物袋、回
收桶、農業用管、
杯座、汽車障礙、
鮮奶瓶、運動場設
備與
複合式塑膠木材
（ Wood-plastic 
composite ）

耐熱度 90~110℃
耐腐蝕、耐酸鹼
，不易徹底清洗
残留物，非食品
用途容器不應通
過清洗後重複利
用。

白色半透明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9%BE%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E7%BA%96%E7%B6%AD%E5%BC%B7%E5%8C%96%E5%A1%91%E8%86%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U+2679_DejaVu_Sans.svg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news/logo/ettoday/SIG=10pugg0rl/*http:/www.nownews.co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A%E4%B9%B3%E9%85%B8
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517/4/20110517_4541417/?


                
 標誌與       縮 寫          聚合物名稱                            用 途                  特性及安全              塑膠本色 
  編  號                                                                                                               問     題

   

                                      低密度聚乙烯

                                    （ Low-density
                                            polyethylene ）                                         

PVC 或
     V

管子、圍牆與非食
物用瓶、保鮮膜、
雞蛋盒、調味罐等

耐热 60~80℃，
過热易釋放各種
有毒添加劑（用
於改善該類型塑
料的性能）。

無色透明

LDPE 或
 PEBD

塑膠袋、各種的容
器、投藥瓶、洗瓶
、配管與各種模塑
的實驗室設備

耐热 70~90℃耐
腐蝕、耐酸鹼，
過热易產生致癌
物質。

白色半透明 / 
薄膜產品呈
現透明

聚氯乙烯

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0613/17/20100613_3735491/20100613_3735491.jpg.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dadFZMA98AQE9t1gt.;_ylu=X3oDMTB0aXZ2a3RmBHBvcwMxMTUEc2VjA3NyBHZ0aWQDVFdDMDAxXzY5/SIG=1p91d2cq4/EXP=1280820698/**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3A%2F%2Ftw.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_adv_prop%3Dimage%26b%3D109%26ni%3D18%26ei%3DUTF-8%26va%3D%25E6%25BA%25AB%25E5%25AE%25A4%25E6%2595%2588%25E6%2587%2589%25E5%259C%2596%25E7%2589%2587%26pstart%3D1%26fr%3Dyfp-s&w=600&h=462&imgurl=www.lan27.com%2FArticle%2FUploadFiles%2F200807%2F20080710132553377.jpg&rurl=http%3A%2F%2Fwww.lan27.com%2FArticle%2F200807%2F7582.htm&size=53k&name=2008071013255337...&p=%E6%BA%AB%E5%AE%A4%E6%95%88%E6%87%89%E5%9C%96%E7%89%87&oid=a7015abe7291a868&fr2=&no=115&tt=13913&b=109&ni=18&sigr=11c9qqrli&sigi=11uoola0s&sigb=14vj1mh6g&type=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lNcFZMGSoB.nBt1gt.;_ylu=X3oDMTBycXI5dmo4BHBvcwMyBHNlYwNzcgR2dGlkA1RXQzAwMV82OQ--/SIG=1otdouh61/EXP=1280819661/**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3A%2F%2Ftw.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_adv_prop%3Dimage%26ei%3DUTF-8%26va%3D%25E6%25BA%25AB%25E5%25AE%25A4%25E6%2595%2588%25E6%2587%2589%25E5%259C%2596%25E7%2589%2587%26fr%3Dyfp-s&w=560&h=347&imgurl=i1.sinaimg.cn%2FIT%2F2009%2F1204%2F200912416347.jpg&rurl=http%3A%2F%2Fhi.baidu.com%2Fgaowengan%2Fblog%2Fitem%2Fc8c1e3fb243081284f4aea08.html&size=55k&name=%E6%B8%A9%E5%AE%A4%E6%95%88%E5%BA%94&p=%E6%BA%AB%E5%AE%A4%E6%95%88%E6%87%89%E5%9C%96%E7%89%87&oid=3689e223b1e69118&fr2=&no=2&tt=13913&sigr=125epag4a&sigi=11bpfg0tr&sigb=14af4lan7&type=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g6NPNMOGABpF9t1gt.;_ylu=X3oDMTBzZWU2ZGg1BHBvcwMxNQRzZWMDc3IEdnRpZANUV0MwMDFfNjk-/SIG=1n5r9g8cq/EXP=1291093434/**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3A%2F%2Ftw.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25E7%2582%25B8%25E6%25A9%259F%25E6%258E%2592%26ei%3DUTF-8%26fr%3Dyfp&w=500&h=375&imgurl=farm4.static.flickr.com%2F3160%2F2704861355_7a87373fc5.jpg&rurl=http%3A%2F%2Fwww.flickr.com%2Fphotos%2Flieba%2F2704861355%2F&size=116k&name=%E5%8E%9A%E5%8E%9A%E7%82%B8%E6%A9%9F%E6%8E%92&p=%E7%82%B8%E6%A9%9F%E6%8E%92&oid=fe729b32c19a8958&fr2=&fusr=%E2%99%A5Lie+Ba%28%E2%97%90%CF%89%E2%97%90%29...&no=15&tt=381&sigr=11el8bc67&sigi=11m229v6l&sigb=12simcqcd&type=JPG


                 
 標誌與       縮 寫          聚合物名稱                            用 途                  特性及安全              塑膠本色 
  編 號                                                                                                               問     題

   

                 PS                  聚苯乙烯

                                         

PP 汽車零件、工業纖
維與食物容器、食
品餐器具、水杯、
布丁盒、豆漿瓶等

耐热至
100~140℃耐酸
鹼、耐化學物質
、耐碰撞、耐高
溫，在一般食品
處理温度下較為
安全。

白色
半透 明   

書桌佩飾、自助式
托盤、食品餐器具
、玩具、錄影帶盒
、養樂多瓶、冰淇
淋盒、泡麵碗、隔
板與泡沫聚苯乙烯
（ Expanded 
polystyrene ， EPS
）產品，如
Styrofoam

耐熱度 70~90℃
吸水性低佳、安
定性，酸鹼溶液
（如橙汁等），
或者高温下容易
釋出致癌物質，
不適用酒精、不
適用食用油類性
。

無色透明

    聚丙烯

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908/142/20110908_4813954/20110908_4813954.jpg.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908/14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908/142/?
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317/143/20110317_4404199/20110317_4404199.jpg.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17/14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614/14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17/14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17/143/?


                 
 標誌與       縮 寫          聚合物名稱                            用 途                  特性及安全              塑膠本色 
  編 號                                                                                                               問     題

   

                                  

                                         

OTHER    食品餐器具

聚碳酸酯耐熱
120~130℃不適用鹼
；聚乳酸耐熱
50℃；壓克力耐熱
70~90℃不適用酒精
；ABS樹脂耐熱
70~100℃不適用酒
精；美耐皿樹脂耐
熱 110~130℃但有
可能會有溶出三聚
氰胺的疑慮，故不
建議裝盛熱食。

聚碳酸酯
、聚乳酸
、壓克力
為無色透
明；
ABS樹脂為
米黃色；
美耐皿透
明偏白

其他塑膠，包括  
美耐皿、ABS樹脂、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聚碳酸酯、聚乳酸、
尼龍與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news/logo/cna/SIG=10o749hhp/*http:/www.cna.com.tw/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717/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04/7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04/7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04/7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04/78/?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acrophage.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e/Macrophage.pn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fKqvxMLXYAt15t1gt.;_ylu=X3oDMTBzaHU5NTZiBHBvcwM1MwRzZWMDc3IEdnRpZANUV0MwMDFfNjk-/SIG=1js4i0c6e/EXP=1291713610/**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4%BA%BA%E5%8F%83&b=37&ni=18&ei=UTF-8&pstart=1&fr=yfp&w=777&h=612&imgurl=www.sj37.com/FileUpload/2009/4/28/9866df008950.jpg&rurl=http://www.sj37.com/PhotoAlbum/pic_1416.html&size=65k&name=%E4%BA%BA%E5%8F%82&p=%E4%BA%BA%E5%8F%83&oid=9798a65c3756dacc&fr2=&no=53&tt=3426188&b=37&ni=18&sigr=11c9g2ccn&sigi=11i01qhup&sigb=137l2lucf&type=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hLrfxMfFQAFcFt1gt.;_ylu=X3oDMTBzZWU2ZGg1BHBvcwMxNQRzZWMDc3IEdnRpZANUV0MwMDFfNjk-/SIG=1luurss4u/EXP=1291714251/**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8%96%8F%E4%BB%81&ei=UTF-8&fr=yfp&w=439&h=327&imgurl=www.hc515.cn/uploads/allimg/090504/140IR5I-1.jpg&rurl=http://www.hc515.cn/html/huchuyuyinshi/2009/0504/96.html&size=182k&name=%E5%85%BB%E9%A2%9C%E5%8F%88%E5%87%8F%E8%82%A5+%E7%B4%A0%E7%82%92%E8%96%8F%E4%BB%81&p=%E8%96%8F%E4%BB%81&oid=47d16f83714cc01c&fr2=&no=15&tt=23294&sigr=11o3hj21i&sigi=11ghcep0r&sigb=12j72qfn7&type=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lor_xMMLEACMZt1gt.;_ylu=X3oDMTBzcjNzaXI0BHNlYwN4cGwEcG9zAzEEdnRpZANUV0MwMDFfNjk-/SIG=15d9s5fga/EXP=1291714792/**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7%87%95%E9%BA%A5&y=Search&ei=UTF-8&x=wrt&js=1&ni=21&ei=UTF-8&fr=yfp&fr2=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hCq_xMqTsABVpt1gt.;_ylu=X3oDMTBycXY4bnRlBHBvcwM4BHNlYwNzcgR2dGlkA1RXQzAwMV82OQ--/SIG=1p3c11dif/EXP=1291713730/**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8%8A%9D%E9%BA%BB&ei=UTF-8&fr=yfp&w=562&h=748&imgurl=img234.ph.126.net/d_w8EM9pgo2XyFAT7Ad9JQ==/2119225099655375161.jpg&rurl=http://kitty01may.blog.163.com/blog/static/25911410200962542557383&size=164k&name=%E5%9F%8E%E7%9A%84%E7%83%98%E7%84%99%E4%B9%A0%E4%BD%9C+%E9%A6%99%E5%96%B7%E5%96%B7+%E8%B6%85%E5%A4%9A%E8%8A%9D%E9%BA%BB%E7%9A%84...&p=%E8%8A%9D%E9%BA%BB&oid=e4bf812d033b1cb2&fr2=&no=8&tt=750237&sigr=12238oket&sigi=122ul65cl&sigb=12jme9rkn&type=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hLrfxMfFQAAsFt1gt.;_ylu=X3oDMTByOGxqbmRoBHBvcwMxBHNlYwNzcgR2dGlkA1RXQzAwMV82OQ--/SIG=1k7dol9mb/EXP=1291714251/**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8%96%8F%E4%BB%81&ei=UTF-8&fr=yfp&w=500&h=375&imgurl=farm4.static.flickr.com/3085/2829759560_0f03513f4d.jpg&rurl=http://www.flickr.com/photos/qi/2829759560/&size=125k&name=%E8%87%AA%E7%85%AE%E6%96%99+%E8%96%8F%E4%BB%81&p=%E8%96%8F%E4%BB%81&oid=a948555b715b7228&fr2=&fusr=Licia's+Lab&no=1&tt=23294&sigr=11bprqn9r&sigi=11mdcpsjn&sigb=12j72qfn7&type=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fjq_xMgXsAyY1t1gt.;_ylu=X3oDMTBzcXRzbGtsBHNlYwN4cGwEcG9zAzQEdnRpZANUV0MwMDFfNjk-/SIG=15dia4eq6/EXP=1291713891/**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7%94%98%E8%8D%89&y=Search&ei=UTF-8&x=wrt&js=1&ni=21&ei=UTF-8&fr=yfp&f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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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安心嗎？　▲行政院
消保會抽驗學生午餐肉品
，發現新北、桃、雲、南
、高等五縣市學校營養午
餐肉品含瘦肉精等禁藥，
外界詫異的是，不合格肉
品 5 家供應商，有 4 家通
過 CAS（優良農產品）
驗證







每天吃 5種保健食品　「鑽石級」直銷女爆肝亡

更新日期 :2010/06/13 11:35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分析致癌的原因

5-10%

90-95%

酒精
4-6%

其他
10-15%

肥胖
10-20%

傳染病
15-20% 菸

25-30%

基因

環境

飲食
30-35%

( 圖 )

影響癌症的要因

資料來源 : TED.com



大腸、直腸癌躍昇癌症第ㄧ名

•2012 年男、女性各種癌症前五名排行榜

性別 No1 No2 No3 No4 No5

男性 肺癌
大腸
直腸癌

肝癌 口腔癌
攝護
腺癌

女性 乳房癌
大腸
直腸癌

肺癌 肝癌 子宮頸癌



民國 101年台灣地區主要死亡原因

順 位 死亡原因

1 惡性腫瘤 *27.3%

2 心臟疾病 *11.1%

3 腦血管疾病 *7.5%
4 糖尿病 *6.1%
5 肝炎 *5.6%
6 事故傷害 5%
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3.8%

8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3.5%
9 高血壓 *2.9%

10 腎炎、腎症候群及腎變性病 *2.1%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打 * 者為與自由基 (游離
基 ) 有關之疾病



抗氧化 (老化 )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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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綱目

都念子
（《拾遺》）
【釋名】
倒捻子（詳下文）。
【集解】
藏器曰︰杜寶《拾遺錄》雲︰都念子生嶺南。隋煬帝時高丈餘，葉如白楊，枝柯長細。
花心金色，花赤如蜀葵而大。子如小棗，蜜漬食之，甘美益人。
時珍曰︰按︰劉恂《嶺表錄異》雲︰倒捻子窠叢不大，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
紫，南中婦女多用染色。子如軟柿，外紫內赤，無核，頭上有四葉如柿蒂。食之必捻
其蒂。故謂之倒捻子，訛而為都念子也。味甚甘軟。
實
【氣味】
甘、酸，小溫，無毒。
【主治】
痰嗽噦氣（藏器）。暖腹臟，益肌肉（時珍。《嶺表錄異》）。



                                                          

                                        有關山酮的學術研
究論文在 1500篇以上  

     1. 山竹山酮係組織胺接受器之阻斷物質，為天然抗組織胺，對過敏有效
       。 (日本    TOHOKU 大學 )
    2. 山酮素可強烈抑制 COX-2酶及前列腺素 (PGE2)合成，可降低癌症反應
       。 (日本 TOHOKU 大學 )
    3. 山竹之 Xanthone 有鬆弛血管的作用，可降低血壓。
        ( 台大醫學院 )
    4. 山竹之 Xanthone 可預防心血管疾病。
        ( 中國長沙中南大學 )
    5. 山竹之 Xanthone衍生物可抑制血栓形成。
        (波蘭醫學大學 )
    6. Xanthone衍生物有降低血壓的效果。
        ( 高雄醫學大學 )
    7. 山竹之 Mangostin扮演自由基清道夫的腳色，很強的抗氧化劑
        (澳洲 PERTH 醫院 )
    8. 山竹之 Xanthone萃取物 Garcinone E 能消滅肝癌、胃癌、肺癌細胞。
      （台北榮民總醫院） 









所以腸病毒的預防重點： 
一、增強個人抵抗力注意均衡的飲食、營養、運動
二、注意環境衛生，加強環境清潔，保持空氣流通，
避免空氣感染。
三、加強洗手、尤其是飯前洗手。
    正確的洗手方面，先後次序分別是：在水龍頭下
把手淋濕；擦上肥皂或洗手液；兩手心互相摩擦；兩
手從手背、手指、手掌再到手背仔細搓揉；作拉手姿
勢以擦洗指尖；用清水將雙手洗淨，關水前，先捧水
將水龍頭沖洗乾淨；用乾淨的紙巾或烘乾機將手擦乾
、烘乾，如此才能確保將雙手洗淨。平均以肥皂及清
水洗手十五秒至三十秒，就能夠消除九成以上的各種
細菌，洗手時，應該要特別注意到大拇指、指尖及指
縫等處，家長教子女洗手時，千萬不要遺漏這些地方
，即使多花幾秒鐘，也要把雙手洗乾淨。
四、若家中人員有可能在任何環境中彼感染到時，回
家一定要洗手、戴口罩，不要抱小寶寶。有小朋友被
感染到時不要去學校，並及早找醫生治療。
    腸病毒日前並沒有甚麼特效葯可以治療，所以最
基本的方法就是預防。



骨質疏鬆現象比較圖



骨質酥鬆成因及常用藥



•
烹調用油的使用原則 

(1)油燒七分熱就好﹐不要熱到冒煙才烹調食物

(2)不同的烹調方式使用不同的油：涼拌或熟食
•     拌油可利用發煙點低但富含單元或多元不飽
•     和脂肪酸的油類（如橄欖油﹑麻油﹑花生油
•     ﹑苦茶油等）﹔一般的煎炒仍可用已提高發
•     煙點的油芥花油（或玉米油﹑葵花油等富含
•     單元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油脂）。只有在
•     大量煎炸食品時﹐才考慮烤酥油﹑棕櫚油﹑
•     或豬油等高飽和脂肪酸﹑高發煙點的油脂。

(3)用過的油﹐不要倒入新油中﹐炸過的油用來
•     炒菜為宜﹐儘快用完﹐切勿反覆使用。當油
•     顏色變深﹐質地變稠﹐油脂混濁﹐使用時產
•     生如螃蟹吐出的氣泡時﹐就應丟棄﹐不可再
•     用。 



BMI  該怎麼看

林書豪  192CM   91公斤                                           連勝文   192CM     92公斤



衣
製作 T恤一件可產生 4kg 的二氧化碳

食
•吃一公斤的牛肉可產生 13kg 的二氧化碳
•外食一個便當可產生 0 48kg﹒ 的二氧化碳
•每用一度的水可產生 0 194kg﹒ 的二氧化碳
•紙杯一個可產生 0 011kg﹒ 的二氧化碳
•塑膠杯一個可產生 0 0032kg﹒ 的二氧化碳
•免洗筷一雙可產生 18 27kg﹒ 的二氧化碳（本數據是依據花蓮    
縣環保局連同竹子可吸附之二氧化碳推算）



住
•每用一度天然氣可產生 2.1 kg 的二氧化碳
•每用一公斤天然氣可產生 3 kg 的二氧化碳
•搭電梯一層樓可產生 0.218 kg 的二氧化碳
•燒一公斤紙錢可產生 1.46 kg 的二氧化碳
•用一公斤木炭可產生 3.7 kg 的二氧化碳
•丟一公斤垃圾可產生 2.06 kg 的二氧化碳

行
•開車一公里可產生 0.22 kg 的二氧化碳
•騎機車一公里可產生 0.055 kg 的二氧化碳
•搭高鐵一公里可產生 0.05 kg 的二氧化碳
•搭捷運一公里可產生 0.07 kg 的二氧化碳
•搭公車一公里可產生 0.08 kg 的二氧化碳
•用一公升汽油可產生 2.24 kg 的二氧化碳
•用一公升柴油可產生 2.7 kg 的二氧化碳



3C 家電用品：每一度電可產生 0 625KG﹒ 的二氧化碳
•用筆記型電腦一個小時可產生 0 0189KG﹒ 的二氧化碳
•家用電冰箱一天一部可產生 1 3KG﹒ 的二氧化碳
•熱水澡一天可產生 0 42KG﹒ 的二氧化碳
•開飲機保溫每部每天可產生 0 805KG﹒ 的二氧化碳
•開冷氣一個小時可產生 0 621KG﹒ 的二氧化碳
•看電視一個小時可產生 0 096KG﹒ 的二氧化碳
•聽音響一個小時可產生 0 034KG﹒ 的二氧化碳
•開省電燈泡一個小時可產生 0 011KG﹒ 的二氧化碳
•開鎢絲燈泡一個小時可產生 0 041KG﹒ 的二氧化碳
•開電風扇一個小時可產生 0 045KG﹒ 的二氧化碳
•燙衣服五分鐘可產生 0 02KG﹒ 的二氧化碳



怎麼減量？算給你看！
◎每天上下班原本開車改成搭公車的話，以 8公里路程計算，其減碳計算
方法是：開車一公里 0.22 kg減去搭公車一公里 0.08 kg ，等於 0.14 kg ，
再乘以 8公里 = 1.12 kg ，一年以 200天計算的話，就是省碳 224 kg 。
◎ 換一個省電燈泡可以省下 80% 的電費：如一百瓦的電燈泡，一年到頭
都開的話，耗電 876度電，而省電燈泡只耗電 201.5度電，故換一個省電燈
泡一年可減碳 421.6kg 。
◎只要夏天少開一小時冷氣，就可以省下這麼多！少開冷氣一小時 0.621 
kg * 1小時 *120天 (4個月 ) = 74.52 kg 。
◎ 每行政單位一年如以下列目標節能，減量的碳計算可以以下列原則計算
：
1000個紙杯 * 0.011 kg = 11 kg
1000雙免洗筷 * 18.27 kg = 18270 kg
10000張 A4紙張 * 0.018 kg = 180 kg
冷氣、關燈、拔插頭一天五度 * 200天 = 1000度 * 0.625 = 625 kg



清潔用品選擇及注意事項

• 一廚房清潔用品

• 二身體清潔用品



•8.      Acrylates Copolymer, 一種聚合物，作為清潔用品的結合劑及成膜劑使
用
•9.      Tetrasodium EDTA, 依地酸鈉、蜇合劑 , 有疑似導致染色體異常
•10.  Citric Acid, 檸檬酸，軟化毛髮及 PH值調整
•11.  PEG-45M, 聚乙二醇 -45M，保濕劑使用 ,
•12.  Milk protein, 乳蛋白
•13.  Tocopheryl Acetate, 醋酸生育酚酯，抗氧化劑
•14.  Retinyl Palmitate, 棕梠酸視網醇酯，護膚品添加物
•15.  Methylchloroisothiazolinone,防腐劑，被質疑為皮膚致敏感源，但在沖
洗後反應較不明顯
•16.  Methylisothiazolinone, 防腐劑
•17.  Fragrance: 香精



最近幫孩子買了新的沐浴乳 , 發現成份都是英文 , 看不懂 , 所以想請問各位專家 , 下列沐浴乳成
份 , 用在小孩子身上安全嗎 ? 
Wate r, PEG-8 0 , So rb itan Laurate , Co c am ido pro pyl Be taine , 
So dium  Laure th Sulfate , Pe g -1 5 0 , Diste arate , So dium  Lauro am pho ac e tate , Styre ne /Ac rylate s Co po lym e r, 
So dium  Laure th-1 3  Carb o xylate , 
Ac rylate s Co po lym e r, Te traso dium  EDTA, Citric  Ac id, PEG-45 M, 
Milk  pro te in, To c o phe ryl Ac e tate , Re tinyl Palm itate , 
Me thylc hlo ro iso thiazo lino ne , Me thyliso thiazo lino ne , Frag ranc e  

•1.      Water：水 , 
•2.      PEG-80 Sorbitan Laurate ：聚乙二醇 -80，介面活性劑，保濕用 ,
•3.      Cocamidopropyl Betaine ：烷基醯胺甜菜鹼－椰子油粹取後再合成的之兩性界面活性劑，
作為合成清潔劑及泡沫增加寄的原料成分 
•4.      Sodium Laureth Sulfate, 月桂醚硫酸鈉，簡稱 SLS，界面活性劑（爭議性高，各界對影
響健康的解讀不同，但較明確的是容易刺激肌膚）
•5.      Peg-150 Distearate ：聚乙二醇 -80，二硬脂酸酯，作為界面活性劑及乳化劑使用
•6.      Styrene/Acrylates Copolymer, 苯乙烯 , 不透明劑及成膜劑使用
•7.      Sodium Laureth-13 Carboxylate, 月桂 -13 梭酸鈉，合成界面活性劑的一種



危雞再起 - 禽流感H5 N2 民眾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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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瑞氏症 (Fabry Disease) 

α-半乳糖苷酵素的
基因缺陷而導致某種
神經脂質 (GL-3)無法
被代謝，因而堆積在
全身許多細胞內的溶
小體 (lysosome) 內，
造成腎臟、心臟及腦
血管、周邊神經病
變 。
 

(半乳糖苷酵素 )

(GL-3)



主講人 : 林  才  群



台灣人該減碳了

• 依據聯合國統計司 2011 年 6月資料，台灣每年每人
平均產生 11 9﹒ 公噸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平均值
（ 3 97﹒ 公噸）的 3 倍，是標準值（ 1 7 ﹒ 公噸）的 7
倍；若以每人每年 12公噸、 2300 萬人口計算，台灣

每年的排放總量約近 2 億 7600 萬公噸，等於 75 萬
座大安森林公園可吸收的二氧化碳。



1.腳或手部發生極度疼痛與像燒灼的感     
     
   覺 (acroparesthesias) 。
2. 皮膚淺層出現血管擴張之血管角
   質瘤 (angiokeratomas) 。
3.出汗能力降低 (hypohidrosis) 。
4. 眼睛角膜與晶狀體變得混濁 。
5. 蛋白尿。
6. 心臟肥大。 
7. 進行性腎衰竭。
8. 心臟衰竭。

不同年齡層發病的臨床症狀



血管角質瘤
(angiokeratomas)

腳部或手部發生極度疼痛與不
正的感覺，像燒灼的感覺

眼睛角膜與晶狀
體混濁

心臟肥大

脂質堆積在腎小球上皮
層 , 遠曲小管 腦血管病變



人體消化系統



大腸、直腸癌發生部位比率

•乙狀結腸 40%

•降結腸 35%
【宿便最易堆積的部位】

•盲腸 8%
•升、橫結腸 16%





塑化劑翻版！食物摻毒澱粉順丁烯二酸　

超標食用大傷腎臟

• 衛生局表示，已經
掌握日正食品公司
涉案的「地瓜粉圓
」及「波霸粉圓」
，銷售地點包含全
聯社、頂好超市、
松青超市及福利總
處等連鎖超市，以
及 1,202 家零售商
，目前下架回收
15,961 包， 3,192
公斤 



腸道菌叢失衡衍生疾病

腸道菌相失調青春痘黑
斑

便秘

疲倦

腹瀉

老人痴呆 
症

大腸癌

慢性肝癌
及肝硬化

陰道炎

過敏性腸
症候群

老化心血 管
疾病

免疫力降
低



體内毒素積結引致的健康問題

•失眠。
•煩躁不安及情緒波動。
•月事不調及更年期問題。
•過胖及水腫。
•經常消化不良，胃氣脹和噁
心。
•容易形成過敏體質。
•性欲減退。



體内毒素積結引致的健康問題

•常覺疲倦，精神難以集中，記憶力欠
佳
•經常便秘或腹瀉。
•皮膚問題 - 暗瘡，皮膚疹，濕疹，牛
皮廯，       容顔暗晦灰黃。
•指甲和頭髮脆弱。
•体臭和口臭。
•反復發作的頭痛。
•頸項，肩膀，關節和肌肉酸痛。



現代人的飲食陷阱—炸、烤炸、烤

• 油煙 : 油遇到高溫會產生毒素 

• 油炸食物，除了脂肪，還會產生許多不安定的化學分子和粒
子，是人體細胞發炎、致癌元凶

• 燒烤的肉品，對身體影響更大

• 一塊八盎司重炭烤牛排會產生相當於六百根香煙的致
癌物質



火腿的原料與添加物

豬肉
粗鹽
紅糖
香辛料

豬肉
大豆蛋白
蛋白
乳蛋白
食鹽
亞硝酸鈉
抗壞血酸鈉 (Sodium Ascorbate)
多磷酸鈉
麩酸鈉
核糖核甘酸鈉
蛋白質水解物
豬肉精
加工澱粉
黏稠劑
胭酯蟲紅色素 (Cochineal)

無添加物火腿 一般的火腿



查獲走私長達兩年的瘦肉精､抗生素我們吃進了

多少 ?

高雄地檢署，這幾天查獲
一宗國內最大宗的瘦肉精
走私案，當場在新北市英
化貿易公司倉庫，搜出三
千多公斤的禁藥，其中包
括瘦肉精、氯黴素等，用
於養殖與畜牧業的抗生素
，令人擔憂是禁用已經流
入全台長達兩年，國內食
品安全再度亮起紅燈。



這
是
天
災
還
是
人
禍



          而國人對於地震，會感到恐懼
，是在 88.9.21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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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包

1. 口糧
2. 礦泉水
3. 急救包 ( 藥物 )
4.禦寒衣物 (雨衣 )
5.乾電池 手電筒
6.收音機 
7.哨子及警報器



◎防災要領

一、建立防災意識  -接受被害
二、學習防災技能  -面對災害

三、落實防災裝備  -處理能力

◎防災原則

一、防患未然

二、依法行政

三、亡羊補牢



火災分類

火災分類 特性

普通火災 又稱Ａ火災。指紙類、木材、纖維等ㄧ般可
燃物發生之火災。

油類火災 又稱Ｂ火災。指引火性液體及固體油脂類發
生之火災。及瓦斯火災

電氣火災 ㄧ般稱為Ｃ火災，但德國、比利時等稱為Ｅ
火災。指通電中之電器設備發生之火災。

特殊火災 可分為金屬火災 





自衛消防組織編組任務
•通報聯絡班
–向消防機關 119之通報

–向內部之聯絡 (中央監控中心 8888/8877)

•滅火班
–利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從事滅火活動



自衛消防組織編組任務
•通報聯絡班
–向消防機關 119之通報

–向內部之聯絡 (中央監控中心 8888/8877)

•滅火班
–利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從事滅火活動



自衛消防組織編組任務
•安全防護班
–防火門、防火鐵捲門等之操作
–對瓦斯、火氣設備等採取緊急防護措施
–採取措施防止自動撒水放水造成之水損
–移除影響消防活動之物件
–重要文件及物品之搬運搶救

•緊急救護班
–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自衛消防組織編組任務
•避難引導班
–利用擴音器、麥克風等引導現場人員避難

–避難狀況之確認並向中央監控中心報告

–避難器具之裝置

–確認排煙系統運作







飲食均衡加運動 1 年見效 誓言
「穿上比基尼」【顏幸如╱雲林
報導】在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工作
的兩名七年級生姊妹淘，圓滾滾
身材常被誤會身懷六甲，兩人痛
下決心減肥，戒掉最愛吃的鹽酥
雞，加上正確飲食觀念及運動，
一年共甩肉五十公斤。從一百一
十公斤降到七十五公斤的陳瀅如
發誓：「我要再減十五公斤，穿
上漂亮的比基尼！」



歐陽菲菲《感恩的心》、張惠妹
（阿妹）《夢見鐵達尼》、林憶蓮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等作曲編
曲大師陳志遠，昨午近 2點因大腸
癌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 61歲，
他 2004年發覺罹癌後力抗病魔 7
年，昨撒手人寰，與他合作過的阿
妹、張清芳，昨聞訊很難過，張清
芳昨表示一定返台送他最後一程。



服用藥物應注意事項

• 什麼藥

• 什麼作用

• 怎麼吃

• 吃多久

• 有什麼注意事項



宿便會產生四大問題

• １．阻礙營養吸收：

•宿便會壓迫小腸絨毛的活潑彈性，即使吃了有益健康、
有營養的食物，還是無法真正吸收到養份。進而阻礙各
細胞活化，代謝能量吸收，導致人體抵抗力降低，提早
老化。 



宿便會產生四大問題

• ２．污染血液：

•在小腸內的宿便，一旦發酵、脹氣所產生的化學
毒素，就會直接進入血液到全身造成酸毒症
(acidosis)。不但會加重肝、腎、皮膚三大排毒
器官的負擔，降低滅菌、解毒、淨血、代謝功能。
且會有懶散、想睡、頭痛、腹脹、肩酸、易疲勞
、口臭、口乾舌燥等症狀發生。 



宿便會產生四大問題

•３．壓迫內臟：

•在腸道附近的器官，最容易受到壓迫、擠壓、移位，產生各
種內臟疾病。

•尤其是胃部、子宮、肝臟、腎臟、攝護腺、膀胱等，是各種
五臟六腑慢性病的前兆。 



滅火器介紹

滅火器操作前檢查

1) 檢查外觀

2) 檢查使用期限

3) 檢查壓力

4)噴嘴有否阻塞 

5)插梢有無損壞



宿便會產生四大問題

•４．改變體型：

   宿便脹大，不僅影響循環代謝、腹部及脊椎形狀，更是產
生肥胖的重要因素。 



宿便沒有排出，對人的影響

•宿便停留在溫度高達  37℃ 的腸道內，超過 24或 48小
時以上，會產生自發性的中毒 及衍生 23種致病毒素，
像是 :產生惡臭的氨、硫化氫、糞臭素、 二次膽汁
酸 ... 等及致癌物質。



市售三成貢丸抽驗含禁藥 恐致癌

• 衛生機關抽驗市售肉品， 4
日公布 24件摃丸有 8件檢
出禁藥，執法人員懷疑豬
肉及其飼料來源有問題，
隨即展開約談調查。衛生
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中區管
理中心副主任周秀冠指出
， 24件摃丸來自 9 縣市，
結果南投縣、金門縣、花
蓮縣、雲林縣、新竹縣的 5
件貢丸檢出禁藥氯黴素。 





俄國生物學家、曾獲諾貝爾醫學獎的梅基尼可夫（Metchuifoff）積其畢生的研究
，指出：「大腸積聚的食物殘渣逐漸腐敗之後，形成有害的物質，引發自身中毒

，因而產生疾病和衰老。」短短數語道出自身中毒的真義。下圖以流程圖方式

說明自身中毒機制：

腸道累積食物殘渣
↓
形成有害物質
↓
引起自身中毒
↓
產生疾病及衰老現象
↓
直接或間接引發
氣喘、濕疹、疲倦、失眠高血壓、心臟疾病、更年期障礙、頭痛、背
痛、過敏、精神異常等疾病





土耳其大地震







常見滅火器種類



營養午餐食材含毒 233 學校恐中鏢
                                        CAS 產品竟也出包 總不合格

率 17.5％
〔自由時報記者楊久瑩、鍾麗
華／台北報導〕二百三十三間
學校、十數萬學生營養午餐拉
警報！消保會昨公布校園營養
午餐食材的最新調查結果，加
工肉品有四件被檢出可能致癌
物氯黴素，六件蔬菜檢驗出農
藥，其中包括兩件ＣＡＳ認證
產品。這次總抽測五十七件樣
品，不合格率高達十七．五％
。



       早餐防腐劑？消基會籲把關

消基會 6日指出，抽
檢台北地區早餐店有
5 家的蘿蔔糕防腐劑
過量。被點名的 1
家早餐店遭媒體包圍
，店家無奈地說，蘿
蔔糕都由供應商送來
，要有問題大家都一
樣。中央社記者孫仲
達攝　　　　　　　 
99 年 7月 6日



所以我們對於火災發生的原因和遭遇後如何處理 ,

一定要有基本的認識和處理才能夠將傷害降到最低 .

危害時間即是火場現場周圍人己無法忍受 ,且空氣具有毒性 ,大
約是火燃燒後的 ____。 而國內消防隊到達時間為 ___分鐘 ,故

只能依賴自己的逃生技巧與對建築環境的熟悉。 

 火災成長圖 
 
T℃ 
 
                       閃燃 
 
                         F.O    
 
 
 
 
           

危害時間             T(mins)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益生菌種類除了乳酸桿菌屬
(Lactobacillus) 外，尚有雙歧桿菌屬 (Bifidobacterium) 
即比菲德氏菌、鏈球菌屬 (Streptococcus)… 等，包含了
優酪乳、錠劑、膠囊、及粉劑等各式的產品，面對眾多商
品，該如何選擇適用於個人體質以及具有優良品質的益生
菌？以下幾點需要

腸道負責了人體內最主要消化吸收的功能，同時也是體內
微生物生長最多的環境，存在超過 500株以上的益生菌
與有害菌，菌叢數可達到 100兆以上，因此腸內益菌與
有害菌的比例平衡就顯得格外重要。







自衛消防地區隊編組

自
衛
消
防
隊

長
 通報班

 滅火班

 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

 緊急救護班

地區隊 (地區隊長 )

依據樓層編成



確保國民健康 營養法將嚴把關

更新日期 :2011/07/17 18:40 
（中央社記者陳清芳台北 17日電）
衛生署制訂「國民營養法草案」，擬
對有引發肥胖、代謝症候群、高血壓
之虞的食品，限制其促銷廣告；另外
，學校、軍隊、機關每日團膳供餐達
一定規模，應聘用營養師把關。









»五招面對有毒塑化劑

• 一、不要買低於市場價格的便宜貨

• 二、少吃動物性脂肪 (豬油‧‧‧ )
• 三、經常洗手

• 四、盡量避免食物接觸塑膠，多使用玻璃、不鏽鋼製  
  品

• 五、防毒之外也要排毒，多吃高纖維的天然蔬果，並
且多喝水



這
樣
吃
安
心
嗎





簡介

• 現任「癌症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 學歷 

– 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
• 經歷

– 華視新聞部記者、主播
– 「華視新聞雜誌」節目主持人、製作人
– 榮獲電視金鐘獎 ---五座
– 第十四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 美國東西文化中心 Jefferson Fellow當選人

• 著作 

– 『從心開始』
– 『全食物密碼』 2005 年全台第五大暢銷書
– 『全食物再發現』名列各大書局暢銷
– 『每天清除癌細胞』 2010 年 10月下旬推出！



回春水：
篩選過的小麥籽 100公克，用水蓋過泡上 6～ 8小時，將
水倒掉、瀝乾，再放入透氣容器中，用乾淨的溼布覆蓋，
後每６小時浸水一次，待第４天小麥籽發芽至 0 2 ﹒ ～ 0﹒５
公分，再用 500ＣＣ純淨的水浸泡發芽的小麥籽 24小時，
即成可促進新陳代謝的回春水。

精力湯：
苜蓿芽、有機蘋果、木瓜、鳳梨、紅蘿蔔、有機綠色葉菜
、堅果小許、水芹、甜菜、應時的水果，加水濃稀依個人
喜好用果汁機打成精力湯即可。







永豐餘有機菜 被爆標示不實惹爭議
2010年 02月 01日 壹蘋果 

永豐餘生技公司產銷有機蔬菜，每箱價格 2500 至 6000元，
宣稱蔬菜均來自永豐餘取得認證的豐園農場，不過卻有民眾
投訴標示不實，不少由外地供應，部分還是「有機轉型期」
未取得認證的蔬菜。對此，宜蘭縣消保官王雅琳表示，今天
將會同相關官員前往宜蘭南澳的豐園農場進行了解。而永豐
餘則大動作召開記者會，強調公司一切軍依農糧署規定行事。



蔬菜清潔方法





歐日國家有機認證標章



1.選擇信譽良好的廠商，不論何種劑型，皆應該有    
  來源純正之菌種，例如使用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作基因定序以確保菌種身份。
2.依照廠商的建議，適當保存益生菌製劑，例如優酪
乳或一些活菌產品必須冰存，才能確保益生菌的活性
，其餘的劑型則盡量避免高溫與潮濕的環境。
3.需要長時期服用才能讓益生菌種在體內順利繁殖，
發揮效用，達到平衡腸道菌叢的功能。
4.如果正在服藥，或有其他急慢性疾病，應該先由醫
師進行診療，再與您的醫師或藥師討論益生菌使用的
可能性及使用方式。





巴基斯坦洪災 1020 萬人受災 亟需國際救援

〔編譯陳成良／綜合三日外電報導〕巴基斯坦西北部空前豪大雨引發八十年來最嚴重
洪災，到三日死亡人數已至少一千五百人，受災人數直逼一千萬人 ，透過水源傳染
的疾病也開始威脅到十萬名倖存者的健康。此外，洪水威脅巴國第三大水壩，如有必
要，將強制疏散。

吉林洪災 122死亡失蹤 432.9 萬人受
災大陸中央電視臺報導，據吉林省民政廳公佈的數據指出，從 6月 1號入汛以來到

昨天，洪災已導致吉林省 63 人死亡， 59 人失蹤。受災人口達到 432.9 萬，緊急
轉移安置人口 70.3 萬人，倒塌房屋 6.2 萬間，損壞房屋 19.3 萬間。

中國大陸洪災高溫遍野
大陸今年以來有 28個省區市遭洪澇災害， 823 人死亡。同時，目前有 11個省區處於
高溫中，北京的持續高溫天數甚至破表。





乳酸菌與人體健康

• ◎根據國外知名過敏期刊研究報告使用乳酸菌對人類健康的貢獻如下：

• ●增加營養的吸收和可用率。

• ●增加腸內乳酸的代謝。

• ●正面影響腸內菌的生態。

• ●預防腸胃道內感染。

• ●調節腸道的蠕動。

• ●增強免疫功能。

• ●預防癌症。

• ●減少肝腎代謝產物。

• ●降低膽固醇，減少動脈粥狀硬化。

• ●預防骨質疏鬆症。

• ●促進發育生長。





1.飛來鶴藤
萬能薯正名為「飛來鶴」

功能：
主治虛勞損傷、腸胃炎、婦女赤白
帶
各種癌症、梅毒、愛滋病、膽固醇
過高、白血病紅斑狼瘡、糖尿病、
青春痘、內外痔瘡、疝氣



2. 人參
功能：
‧補氣救脫－消除疲勞，增進體力。 
‧益血復脈－治療貧血、低血壓、心臟衰
弱。 
‧養心安神－對於神經衰弱、自律神經失
調
‧補肺定喘－對結核性的乾喘、氣喘有效。
 
‧健脾止瀉－對於腸胃疾病、下痢、便秘



3.蕎麥 -
具有清除腸道廢物的功效，有八種必
須胺基酸，有抑制脂肪增加的作用，
所以能有效防止肥胖



4.芝麻 -『日本芝麻科學會』的學者專
家群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證明芝麻含
有獨特的『芝麻利葛蘭 (又稱芝麻準木
質素 )』，能增強維生素 E 的抗老化
(抗氧化 )功能。

其成份中更有一種『塞沙敏 (又稱芝麻
烯 )』物質，能促進肝臓脂肪酸分解，
有助於保肝、解酒與減肥。



5.薏仁
能改善青春痘、治療褐斑、雀斑，使斑點消失並
滋潤肌膚。可促進體內血液和水分的新陳代謝，
有利尿、消腫的作用，能達到減肥的效果

可以吸附膽汁中專門負責消化脂質的膽鹽，使腸
道對食物的油脂吸收變差，進而可以降低血液中
脂肪的含量；對於長期便秘者，食用薏仁後也有
助於排便。



6.肉桂 -
預防血管閉塞﹐殺菌﹐控制血糖﹐幫助記憶﹐防止腸癌﹐保持體溫﹐醫治肚瀉 .便
秘 .傷風和感冒等等療效 .

服用肉桂為期 40天。研究數據顯示，受試者的血糖、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脂蛋白
(LDL) 還有膽固醇均明顯下降。
 

7. 甘草 -
甘草有抗炎、抗菌、抗病毒、抗過敏、抗肝毒的功能。
用於治療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心血管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各種疾病。

有祛痰止咳的功效，因此常用來治療風寒咳嗽、風熱咳嗽和寒痰咳嗽。
有防止肝硬化，因此許多護肝的藥物，都含有甘草。

8. 乳酸菌 - (含 A． B耐酸菌 )

9.綜合酵素 - (含蔬菜．水果酵素 )



海水上升、海岸侵蝕，國土消失的速
度遠比你我想像還要快。北部最負盛
名，每年舉辦音樂祭的福隆海
岸， 1978 年到 2006 年間，每年退
縮 2.86公尺，累計超過 80公尺寬的
沙灘消失，直到近三年內才堆積回填
35公尺。三芝海岸更以每年 2.2 六
公尺速度迅速往內陸移動，至今沒有
恢復跡象。
要關心的絕不只是高鐵或重大建設。
國際水利環境學院研究員游進裕指出
，國土流失幾千平方公里，單是地層
下陷區就有 1500平方公里，只要海
平面再上升，海水倒灌，這些地方全
救不回來，「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
10 年後的問題，現在就要開始解
決。」

暴雨一來 1/5台灣將泡水











何謂膽固醇

• 膽固醇 (CHOLESTEROL)是一種像脂肪的複合體，大部分由
肝臟所製造。我們的身體需要有一定份量的膽固醇來維持正
常機能，但過多則有害。體內每一個細胞都含有膽固醇。它
是製造重要激素和維生素不可缺少的物質。膽固醇需要與脂
蛋白結合才能運送到身體各部分。運輸膽固醇的脂蛋白有兩
種，分別為低密度脂蛋白 (LDL) 與高密度脂蛋白 (HDL) 。

•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是釀成血管栓塞的罪魁禍首，被認為是
〝不良〞的膽固醇。至於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因為能清除
血管內的膽固醇，所以被認為〝良性〞膽固醇。



皮脂腺分泌旺盛 -毛囊周圍都會有皮脂腺，一般正常的毛孔都是通暢無阻的，皮
脂裡面所排出的油脂最後會經由毛孔分佈到表皮，讓皮膚得到適度的滋潤，所以
皮脂的分泌對於人體來說是必要的。皮脂不足會讓皮膚乾燥，但皮脂太過旺盛， 
如青春期男性荷爾蒙 (雄性激素 ) 過盛、女性月事來潮之際，就易有青春痘問題
的產生。
毛孔角化異常 -正常肌膚的毛孔應該是通暢的，但如果毛孔開口有許多老化，剝
落的角質層堆積，慢慢地 ，毛孔就會被阻塞，皮脂因而無法順利排出。毛孔角化
異常不一定只會出現在臉上，東方人也常見於手臂或大腿，而且多以整片形式出
現。
細菌滋生 -皮脂因而堆積在毛孔裡面，此時細菌就會開始滋生
發炎反應 -因細菌滋生而造成毛孔發炎
此外壓力會透過荷爾蒙反映在肌膚上，這也是成人痘最常見的成因之一。某些嚴
重型青春痘，和遺傳可能有關，雖然每個人都會長青春痘，但有些人卻傾向某些
特定種類的青春痘，這種情形會與其他家族成員相似。如果青少年的家長或兄姊
曾患嚴重的青春痘，那他比別人容易有嚴重的青春痘。還有化妝品阻塞毛孔、環
境因素、生活作息不正常及情緒因素等。



青春痘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因此治療方式也是多方面的，而非任何
單一的療法，而且治療方式也因人而異，並且要針對症狀的嚴重程度，採用各種
適當的措施。
外用藥：外用抗生素可減輕發炎反應； A 酸、杜鵑花酸可暢通毛孔防止阻塞；過
氧化製劑、沉澱硫、水楊酸可收斂、溶解粉刺
口服藥：口服抗生素 ( 四環黴素、紅黴素或磺銨類 ) 可抗發炎；非類固醇抗發炎
藥物及抗組織銨可減輕發炎反應；口服 A 酸可針對嚴重發炎型痤瘡治療；口服避
孕藥 Diane 可抑制雄性激素，降低皮脂腺分泌
青春痘粉刺護理：可解決局部化膿問題，避免疤痕、息肉的產生
果酸換膚：可對皮膚產生刺激，使表皮角質層皮屑脫落，並促進粉刺疏鬆、有開
口，以利皮脂排出。
雷射治療：對青春痘發炎後的痘疤、血管擴張較有效
類固醇注射：危險性高但效果大，家族性囊腫或有息肉產生者，可用此療法抑制
纖維內疤痕之形成）。
冷凍外科
熱壓榨 (若嚴重發炎則用冷敷 )
紫外線照射



‧粉刺 -首先不斷堆積的油脂及腺體其他細胞的代
謝物越積越多，便成了一個一個的小突起，顏色與
一般的皮膚相同，這就是所謂的白頭粉刺。有時這
些阻塞發生的位置相當表淺，堆積的代謝物便將這
些腺體在皮膚上的開口撐開而自己卡在中間，經過
光線折射與反射的原理，這些堆積物的顏色顯得較
深，就是所謂的黑頭粉刺。

‧丘疹 -而當腺體當中的堆積物越堆越多，而腺體
本身越撐越大時，皮脂腺及相關的毛囊組織就會破裂
，而將裡面的油脂成分漏出在皮膚深層造成發炎，就
是我們所看到又紅又痛的痘子，亦稱為丘疹。



‧膿皰 -發炎反應若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就會吸引越
來越多的發炎細胞來參與發炎反應，這些聚集的發炎細胞
就是我們看到的膿皰

‧囊腫 -更深層的發炎現象



抗氧化能力自我測驗
你在工作上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你有抽煙的習慣，或常身處在二手煙的環境下
你有過敏的毛病
你有服用藥物 (如止痛藥、安眠藥、感冒藥、毒品 ) 的習慣
你是肉食主義者，不喜歡吃魚或蔬菜水果
你常吃加工食品、油炸食物、高脂肪食物
常接觸汽車廢氣
你常常必須要暴露在太陽底下
本身是慢性疾病患者，並接受藥物或放射線治療
你是全素食者
你的生活中常接觸化學藥品
沒有服用維他命或其他營養補充品的習慣
你有酗酒的習慣
你是個運動員，或常從事激烈的運動
你的年紀超過 40 歲

※如果勾選三個以上者，可能已面臨身體抗氧化能力降低的危險。 



心血管保健自我評估表 

喜歡吃高膽固醇的食物 (如蛋黃、內臟、魷魚、蝦 )
喜歡吃油脂類食物 (如肥肉、奶油、豬腳 )
喜歡吃油炸類食物 (如鹽酥雞、炸雞、薯條 )
喜歡吃精緻甜點或冰淇淋、霜淇淋
不喜歡吃蔬菜水果或其他高纖食物
常吃豬油、牛油代替植物油
肉食主義者，一餐沒吃肉會很難過
喜歡油多熱量高的西式食物 (如漢堡、披薩 )
喜歡重口味飲食
喜歡喝汽水可樂或含糖飲料取代茶或白開水
不喜歡運動
不喜歡走樓梯，常以電梯代步
常以坐車代替步行
有抽煙的習慣
經常喝酒或酗酒
體重過重
經常處於緊張、高壓力下，沒有適度的休閒生活
沒有定期體檢，不注意自己的血壓與血脂含量
※以上都是生活中會引起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勾選的越多，危險越高 



吃剩的果皮，將寶特瓶裝水加進黑糖或黃糖，再把
果皮放進去，搖一搖 3個月後就會變成這樣。咖啡
色的一大筒都是酵素，關鍵就在這三種原料的比例。
水黑糖跟果皮比例是 10比 1比 3 ，也就是說 100
克的水，就要 10克糖跟 30克的果皮。利用糖分將
果皮發酵，就可以成功製造天然清潔酵素。
發酵過程的前一個月，得每天打開蓋子讓產生的氣
體宣洩出來， 3個月後濾掉發酵液裡的果皮渣，就
變成這橘色的天然酵素液。





目前台灣有機認證標章



商品組合：新一代五兆原 *1盒 (每包 2g ，共 14 包 ) 
◆成分： EC12-Enterococcus Faeclis 乳酸菌 、 LABCOT 
乳酸菌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 Enterococcus 
faecium 、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 Bifidobacterium 
breve 、 
Lactobacillus paracasel 、 Bifidobacterium 
bifidum 、 Bifidobacterium longum 、 Lactobacillus 
casei) 、 
水溶性纖維、綜合分解酵素、複合式乳酸桿菌、花椰菜粉、 

芽孢型乳酸桿菌、薄荷粉 



1. 心念轉變，遺囑寫好 生死看開，勇敢面對！
2. 醫院治療要適可而止  
3. 飲食改變 健康疏食，遠離污染 
4. 勤練氣功  
5. 大量喝 AQ1400抗氧化水 
6. 服用科學根據之中草藥  
7. 細胞食物  
8. 免疫療法  
9. 訂定健康計畫 
10. 發大願









DNA(去氧核醣核酸 )



西印度櫻桃西印度櫻桃

為目前果樹種類中果實維他命 c含量最高者，富含
B1 、 B2 、菸鹼酸及鈣、磷、鐵等礦物質。

功效：

預防和治療壞血病、

協助外傷和骨骼癒合、

解毒和抗過敏性功能、

消除疲勞、幫助消化、消炎、退燒等功效。



蔓越莓蔓越莓

主要的抗氧化酚類成分包括：花青素、

初花青素、黃酮醇。

功效：

其所含的前花青素對維護泌尿道的功效以獲全球醫屆
所證實；

同時也發現對於胃部及口腔細菌的侵害有抑制的功效
。



山竹山竹
山酮含量最豐富的山竹果，有效成分在山竹殼上。富含 50種以上的山
酮含量，可排除自由基。

功效：

促進腸胃道健康、

強化免疫系統、

中和自由基、

預防心血管疾病、

促進呼吸道健康。



異麥芽寡糖異麥芽寡糖

能在腸內產生維生素 B1 、 B2 、 B12 、菸鹼酸，快速通過腸道，不被
胃酸破壞，是腸道內有益菌的食物。

功效：

促進腸道蠕動以改善便秘、

抑制常內有害菌的增殖、

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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