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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柴桑篇

桑樹Mulberry, Morus spp.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大家每天要面對的開門七件事，它們

不但提供我們日常飲食所需，更可以守護全家人的健康。古時

候用的柴火有百百種，其中以桑樹最為好用，桑樹全身上下都

是寶。對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肥胖、骨質疏鬆都很有幫

助！桑樹從上到下，從桑葉、根（桑根）、根皮（桑白皮）、

嫩枝（桑枝）、桑樹上的寄生物（桑耳、桑寄生和桑黃）、桑

葉的白色液汁（桑葉汁）到桑的果實（桑椹），均可供保健藥

用，且讓我們一一看來：

桑葉
甘苦寒，歸肺肝二經。桑葉就是蠶寶寶的食物，別看它不

起眼，它能讓蠶一個月之內體重增加一萬倍之多！比大力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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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菜還夠力！難怪蠶寶寶個個長的又白又胖。老祖宗在千百

年之前便發現了桑葉的各種好處，桑葉主要用於風熱感冒、腸

胃泄瀉、皮膚感染、盜汗、糖尿病和防治骨質疏鬆之用！

◆風溫，但咳，身不甚熱，微渴者：桑葉二錢五分，菊花一

錢，杏仁二錢，連翹一錢五分，薄荷八分，桔梗二錢，生甘

草八分，葦根二錢。水二杯，煮取一杯，日二服〈溫病條辨  

桑菊飲〉

桑菊飲是治風溫初起（類似夏季感冒的基本方，吳氏註

解本方時說：「風溫咳嗽，雖系小病，常見誤用辛溫重劑（如

麻黃湯類），銷鑠肺液，致久咳成癆者不一而足。聖人不忽於

細，必謹於微，醫者於此等處，尤當加意也。」上面這段話要

解釋一下，以免不瞭解中醫的同學待會便將本書拿去資源回收

了。

中醫傷風感冒基本上分為二大類：風寒和風溫。風寒多

見於冷涼之時，風溫則常見於溫熱之季。一個是冷到，一個是

熱到。風寒感冒輕、體虛有汗者用桂枝湯，風寒重、體實無汗

者用麻黃湯；而風溫輕者用本方桑菊飲，較重者用銀翹散。若

辦症有誤，誤用方劑，則後患無窮。各位同學千萬不要以為中

藥不會有副作用，「有則治病、無則強身」的觀念一定要改，

「是藥三分毒」，中西皆然。有病時一定要找專業醫師，醫學

浩瀚無涯，非十年以上不為功。更不要好為人醫，亂報成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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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方，到時公親變事主，可就難看了，切記！

風溫感冒，若一時找不全桑菊飲所需的八種藥材，也可單

用桑枝葉一味，如：

◆感冒頭疼，解熱，鎮咳祛痰：桑枝葉鮮品40-75克，水煎服

〈臺灣藥用植物圖鑑〉

◆頭鳴，狀如蟲蛀：桑葉、芝麻、丹皮、梔子等分，研末蜜

丸，茶服〈單方大全〉

◆頭目眩暈：桑葉三錢，菊花三錢，枸杞子三錢，決明子二

錢。水煎代茶飲〈山東中草藥手冊〉

◆搖頭風（舌伸出，流清水，不停搖頭）：桑葉一至二錢水煎

服〈江西草藥手冊〉

上方和搖頭丸的症狀像不像？所有的毒品都很傷肝，而肝

主筋，肝血虛也容易動風導致肢體搖動、發抖等症。桑葉入肝

經，可清肝明目、涼血止血，對保護肝臟、定風及解毒效果不

錯。例如2002年，韓國圓光大學（Wonkwang University）及2010

年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學（Ain Shams University），均有研究報

告證實桑葉可保護肝臟，降低化學物品對肝之損傷（www.ncbi.

nlm.nih.gov/pubmed/12391560）；（www.ncbi.nlm.nih.gov/

pubmed/20839909）。

有志於用傳統中醫藥戒毒者，尤其是搖頭丸（Ectasy）成癮

者，可考慮用大劑白虎湯加味，詳情當然因人而異。讀者若有



第一章  柴桑篇

029

需要，請找中醫師詳談，盼能造福毒海浮沈之蒼生！

桑葉還有很多好處，如：

◆風眼下淚，雙目不明：經霜不落桑葉，每日用十片至三錢，

煎湯溫洗〈瀕湖集簡方  慈禧光緒醫方選議〉

◆肝陰不足，眼目昏花，咳久不癒，肌膚甲錯，麻痹不仁：嫩

桑葉曬乾為末一斤，黑芝麻四兩，將芝麻擂碎，熬濃汁，和

白蜜一斤，煉至滴水成珠，入桑葉末為丸，如梧桐子大。每

服三錢，空腹淡鹽湯下、臨臥時溫酒送下〈醫級  桑麻丸〉

◆咽喉紅腫，牙痛：桑葉三至五錢，煎服〈上海常用中草藥〉

◆風痺（風濕痛遊走不定）：經霜桑葉，煮湯淋手足，去風痺

殊勝〈東醫寶鑒〉

◆小兒口渴：桑葉不拘多少，用蜂蜜逐一葉上敷過，將線系葉

蒂上，陰乾細切，用水煎汁服之〈勝金方〉

◆大腸脫肛：桑樹葉三兩，水煎過，帶溫罨納之〈仁齋直指

方〉

近年來國際間天災不斷，海地（Haiti）大地震後，已經有

六千多人死於霍亂。霍亂一詞，早見於〈黃帝內經〉之中。以

起病突然，大吐大瀉，煩悶欲死為特徵。古人從無數的臨床經

驗中，告訴我們如何用桑葉來防治霍亂等高傳染性外邪，老祖

宗的智慧，實在值得我們多多珍惜並發揚光大。尤其是大災過

後，缺醫少藥，如何以身邊現有之物來救災防災，不待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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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於第一時間內盡量先自救，減少傷亡，必能有助於廣大災

民，救人一命，功德無量也。

◆霍亂轉筋（上吐下瀉到兩腿攣縮，甚至舌頭捲曲，陰囊內

縮）：桑葉一握，煎飲。一、二服立定〈聖惠方〉

◆霍亂腹痛：桑葉搗汁服。冬月取乾桑葉，水煎服〈單方大

全〉

◆霍亂吐利後（上吐下瀉之後），煩渴不止：桑葉一握，切

之，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聖惠

方〉

現代研究也證實了古人並非無的放矢，鮮桑葉煎劑金黃色

葡萄球菌，B型溶血性鏈球菌，白喉及炭疽桿菌都有很強抑制

作用；對大腸、傷寒、痢疾、綠膿等桿菌也有抑制作用〈湖南

醫藥雜誌〉，證明了桑葉對胃腸疾患之效。古人所稱霍亂，並

非等同西醫所說霍亂弧菌所致的霍亂，而是所有急性腸胃道傳

染病之總稱，只要症見「起病突然，大吐大瀉，煩悶欲死」便

是。

桑葉對感染性皮膚病效果也很好，個人常用新鮮桑葉讓

有青春痘困擾的少年人當茶喝，幾星期後，大部分都可大有好

轉。便宜、有效又方便。也可加魚腥草或金銀花，效果更是一

級棒。當然，一定要注意飲食起居，遠離各種加工、油炸、速

食等物，否則一定反復難癒。不止青春痘效佳，桑葉對下列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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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疾患效果亦佳：

◆穿掌毒癰：新桑葉研爛，盫之（二面均敷之）〈通玄論  仙

方合集〉

◆癰疽潰爛：經霜桑葉，為末（研磨成粉末）敷之〈直指方〉

◆癰口不斂：經霜黃桑葉，為末敷之〈仁齋直指方〉

◆膿耳（化膿性中耳炎）：耳內有膿流出20天。取新鮮桑葉數

片，洗淨後搗爛取汁，滴數滴入耳內，三日即癒〈四川中

醫〉

◆火燒、燙傷及湯泡瘡：經霜桑葉，焙乾燒存性，為細末，香

油調敷或乾敷，效。〈醫學正傳　馬培之醫案論精要〉

◆坐板瘡：黎明摘桑葉，即有白汁。以磁器盛之，擦患處二次

則癒〈蕭靜觀方〉

◆小兒唇腫：桑木汁塗之即消〈聖惠方〉

桑葉有一個很有趣的記載：吃多了會像蠶寶寶一樣脫胎換

骨，羽化登仙喔！原文戴於〈壽世保元〉一書中：「正德戊寅

年二月中，一胡僧造門詣相國府（嚴嵩）。問其所長，自稱善

啖飯，三斗不飽，三日不飢。傳相國扶桑至寶丹方，服後即諸

屙如遺矣。未幾而肌粟遍體生，生而復平，平若換皮骨焉。」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大奸臣嚴嵩得了番僧祕方扶桑至寶丹，服

用之後諸病如失，全身舊皮去，新皮生，還能高壽90！真是好

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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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至寶丹：嫩桑葉500克（須擇家園中嫩而存樹者，採集

後，用長流水洗，摘去其蒂，曬乾為末），黑芝麻120克，蜂

蜜500克，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100丸，一日二次，

白開水送下。功能養血祛風，潤腸通便。治肝經虛熱所致的

頭眩目花，迎風流淚，皮膚粗糙，鬚髮早白，大便乾結者。

上面故事有沒有科學根據？當然有！因為桑葉中含蛻皮

激素，能刺激真皮細胞分裂，產生新的表皮！〈中草藥成分化

學，北京醫學院編，1980，p.420〉而黑芝麻也有很好的抗衰老

作用，詳情請見本書第十五章──芝麻篇，二者並用，功效加

倍。市面上一大堆所謂養生、保健之品，有效與否尚不可知，

但價格可就不太可親了，何況天曉得裡面有什麼塑化劑、防腐

劑、乳化劑、定香劑、色素、糖精和什麼亂七八糟的化工原

料？「便宜又大碗，安全又有效」就是本書的目標之一，大家

還在等什麼，趕快多買本書十本八本，分送給眾親朋好友，多

服扶桑至寶丹，讓他壞人不長壽，好人一千年！

盜汗讓很多人困擾不已，多為體虛、氣虛所致。現代醫

學對此療效欠佳，切除神經可能會產生代償作用，局部不流汗

了，其他地方流更多！挖東牆補西牆，不是個辦法。諸多醫書

及醫學期刊都有記載桑葉對盜汗效果很好，服法方便、簡單又

安全。如下例：

◆盜汗、頭汗不止：桑葉為末，茶服之。諸藥不應者，累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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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綱目  丹溪心法〉

◆遍身出汗不止：嚴州山寺，有僧形瘦，飲食甚少。夜臥遍身

出汗，迨旦，僧衣皆濕透。如此二十年，無復可療，惟待斃

耳。監寺僧曰：吾有藥絕驗，為汝治之。乃桑葉一味，乘露

採摘，烘乾為末，空腹溫水調服二錢，三日宿疾頓癒〈名醫

類案〉

桑葉還有一個少人知的功用：防治骨質疏鬆！每100公克乾

葉中含鈣2700毫克，比起同分量牛奶還高上許多！而且其他和

骨骼生成密切相關的鎂、磷、銅等元素，含量也很高。大家只

要回想稍早提到的：蠶於30天內體重增加可達一萬倍之多！接

下來還吐絲、化蛾、生蛋（平均5、6百粒），不吃不喝還能撐

上近二個星期才羽化登仙，桑葉之營養不言可知！

現在對於骨質疏鬆的中老年人，西醫幾乎都會開福善美

Fosamax給病人長期服用。Fosamax宣稱可以增加骨密度，防止

骨質流失，所以近年來本藥賣的超好的，也替藥廠賺進了幾百

萬桶金子。福善美從1995年上市到現在其銷售金額高達數千億

新臺幣！不過說來奇怪，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怎麼會

對福善美發布多項警告？最新一次是2010年10月，FDA認為福

善美和其他類似雙磷酸鹽類藥品，不僅可能無法有效增加骨密

度，反而可能導致骨骼壞死及髖骨（大腿骨）高位骨折（Atypi-

cal subtrochanteric femur fracture）！髖骨高位骨折在日常生活中

非常罕見，因為大腿骨是全身最大、最粗也是最強壯的一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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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根據美國骨科及骨密度協會髖骨骨折調查小組American So-

ciety of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 Subtrachanteric Fracture Task 

Force廣泛研究數百例髖骨高位骨折病人之後，認為絕大多數

（94%）髖骨高位骨折病人均為服用福善美而造成！髖骨骨折病

人第一年死亡率可達15%到22%，比中風死亡率還高！這就是為

何老人最怕跌倒臥床！福善美不止造成髖骨高位骨折，光是在

美國，因服用福善美Fosamax，而導致臉部顎骨（下巴）壞死的

病例已有數千名之多！（www.yourlawyer.com/topic /overview/

fosamax）所以現在都會宣導服用福善美的病人,看牙醫時要事先

告知牙醫，因為太多這類病人，牙醫動了牙齒之後才發現事情

大條：牙床壞死！

就像2011年5月8日中天新聞/中國時報報導：人體試藥試

出大問題！一名罹患攝護腺癌的老翁，為了延緩癌細胞侵蝕骨

頭，接受醫生建議參與人體試藥Zometa，沒想到試藥後卻導致

他的下顎骨髓發炎，最後還得切除，讓他現在吃東西、講話都

有困難，他的女兒出面控訴，認為藥廠和醫院沒有明確告知試

藥風險，但藥商卻回應事前有告知，所以不願給予理賠。這

老先生吃的藥雖然不叫福善美，叫做Zometa，但一樣是雙磷酸

鹽類藥物。西藥中這種標準 「換湯不換藥」的行徑太多了！

事情搞大了，換個名字，繼續撈錢！誰無父母？真是太可惡

了！（www.youtube.com/watch?v=XMSkedsqnrY&feature=player_

embedded#at=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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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醫學期刊也證實了福善美這類藥物之惡！2011年2月

號的美國醫學學會期刊JAMA，頭條報導便是福善美Fosamax的

副作用。一項由加拿大五位醫師及二位藥學博士所做研究，大

規模調查了52,595名長期服用福善美5年以上的中老年婦人，她

們發生上述罕見骨折機率增加了近3倍之多！研究結論證明：

長期服用福善美或類似的雙磷酸鹽類藥品，和增加上述骨折

風險密切相關！（JAMA，2011；305（8）：783-789）美國國

家廣播電臺NPR（National Public Radio）於2011年2月28號也

有一則專題報導，探討福善美和上述罕見骨折的關係！報導中

的苦主自己就是一位在紐約執業的女西醫。她站在地鐵車廂中

要去醫院上班，突然「啪」的一聲，女醫生知道大事不妙，大

腿骨居然站著站著就硬生生的斷了！為什麼？福善美是也！這

藥不是號稱治骨質疏鬆嗎？怎麼愈吃問題愈大？（www.npr.

org/2011/02/28/134064950/rare-fractures-linked-to-drugs-for-

weak-bones）

2011年5月5號，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引述最新

一期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JM（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

cine）的報導：「罕見骨折和骨鬆藥物有關！Rare fractures tied 

to drug」看到沒有，英文標題是肯定句！不是疑問句！北歐

瑞典大規模研究一百五十萬名年齡超過55歲之中老年婦人後發

現：78%的高位髖骨骨折婦人均有服用福善美等雙磷酸鹽類藥

物；若不服用上述藥物而發生同樣骨折的婦人比率僅為10%！差

了將近八倍！論文發表人，瑞典著名骨外科教授Dr. Asp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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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表示：服藥婦人若停用上述骨鬆藥一年之後，高位髖骨骨折

機會便可降低70%之多！（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

01424052748704322804576303472212139788.html？KEYWORDS=r

are+fractures+tied+to+drugs）

英文夠好的同學別忘了看看本篇文章旁邊的評論，到2011

年7月10號為止，11篇評論有10篇一面倒的反對使用這類藥物！

有二個還是西醫MD，如同其中一位醫生Dr. Richard Amerling所

言：他們的團隊發表過一篇解剖腎臟透析病人使用雙磷酸鹽藥

物後骨骼的報告：所有病人（100%），服用雙磷酸鹽藥物後，

骨頭都有成形不全性骨病變（Adynamic bone disease）！愈吃愈

脆弱，吃心酸的喔？

Fosamax和同類的各種雙磷酸鹽類產品，如Zometa、Didro-

nel，Aredia、Actonel和Boniva，對藥廠而言真是福善美。2010年

在美國就賣了42億美金！但對病人而言可是不福、不善、也不

美！副作用一大堆，價格又貴得不得了！一盒四粒總重 0.28

公克，要價100美金！比等重的黃金還貴約7倍之多！幾乎等同

鑽石價格！（www.drugstore.com/fosamax/package-1-package-

4-tablets-70mg/qxn00006003144）台灣健保對骨質疏鬆的病人有

給付，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健保經費是從何而來的？錢要用

在刀口上，台灣健保已經一堆問題了，還需要大把大把地把經

費用於爭議性如此之大的福善美嗎？或是其中有什麼不能說的

祕密？或是……

那中醫針灸有什麼辦法來防治中老年骨質疏鬆？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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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了！除了桑葉之外，根據網路資訊，前國泰建設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李肇基先生看到日本NHK報導，平日大步競走時，以

後腳跟先著地，可刺激骨芽細胞增生，抑制破骨細胞的破壞，

從而增加骨質密度！據說李先生用此法數月後，經國泰醫院多

次複檢確認其骨密度值由原來的-1.2上升至+4.6，療效驚人！

我們從中醫的角度來看，的確很有可能，為什麼？腳後跟內側

所過經脈為腎經，而腎主骨、主髓。推而廣之，內踝附近的太

溪、復溜二穴均可補腎，對骨質疏鬆自當有所裨益，供各位同

學參考應用。

中藥裡有沒有其他可以增強骨質密度的方子？當然有！而

且有好多種可以選擇！但是因人因證而異，需對證方能下藥。

先來考考各位同學，骨質疏鬆應從何處下手？男子又以何為

本？知道這二個問題的答案，那你就知道該如何用中藥增加骨

密度。不知道的話，請找位中醫師談談。增加骨密度的同時，

還能讓大家延年益壽，何樂而不為呢？平時多運動、多曬太

陽、多吃洋蔥，也都能有效增加骨本，骨好壯壯喔！

桑葉還能有效防治糖尿病，古書中早有定論。如〈本草綱

目〉中說：桑葉煎代茗，能止消渴；美國糖尿病協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摘錄2007年五月號糖尿病照護期刊Diabe-

tes Care，由三位西醫聯合執筆的研究報告中說：...individuals 

might find mulberry extract more acceptable and better tolerated 

than Acarbose or Miglitol...這是什麼碗糕？意思是桑提取物可

能比Acarbose和Miglitol這二類糖尿病藥物，病人更容易接受且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