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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年來，本人兩度患冰凍肩(五十肩)，

痛苦萬分，洗頭穿衣都需太太幫忙，每次發病

都拖上2-3年的時間；因自己是內兒科醫師，

打針吃藥免費，所以勉強忍耐數年，當第二

次疼痛拖2年多時，終於難忍痛苦，前往台大骨

科門診要求開刀。主任醫師安慰我說：都已這

麼久了，應該快好了吧！何況開刀也還是要忍

耐一些時候；我感謝他對我這麼客氣，沒讓我

開刀(大概是看在同儕的份上)。回來後我猛翻

古籍，查知枇杷葉熱敷可治疼痛，於是趕快請

南投親戚幫忙寄來枇杷葉，開始熱敷，每次30-

40分鐘，每天1次，竟然天天都有神速的進

步，短短5天的功夫，我的肩膀就可以運動旋轉

自如，不再需要太太幫忙，到如今已逾6年我不

再肩痛，脫離了肩頸酸痛的惡夢。我進一步研

讀古書及網路資訊，發現枇杷葉止痛效果非常

之強，遠遠超過嗎啡，熱包(我用天然鹽及小石

子；古書用艾草點火)能釋放出遠紅外線，就這

樣把枇杷葉的鎮痛效果帶入深部組織，並且遠

紅外線更能改善局部組織的血液循環，兩者的

加乘效果，創造出非常神奇的止痛及舒服的功

效。

    我更發現其消炎抗生療效比抗生素更強，

更快，更安全，不過敏，無副作用。

推廣使用
　　由於這麼好的經驗，於是開始在我診所門

診時推廣，幫病人治療，5～6年來治癒無數痛

苦病患，受到病人的讚嘆。感謝，是醫者最大

的安慰。

經驗報告
　　累積5～6年數千人次的經驗，近乎每次熱

敷都有感覺出改善，痛點都有特別燙的感覺，

有了這種感覺疼痛就會漸漸緩解，雖然時間不

夠久(只有5～6年)，但治療後病人的疼痛不舒

服都不再復發，這是非常神奇的一點!

　　

　　另外又發現枇杷葉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好

處，它因有鎮靜安眠的作用，而有無憂扇的美

譽，很多病人只要熱敷頭、頸部位，甚至腹

部，都會睡著。所以遇到失眠求診的病人，我

會給葉子要病人把它放在枕頭上幫助睡眠；也

試著在診間熱敷治療失眠。枇杷葉熱敷的應用

已經有得心應手的心得，幾乎是無所不能，講

得出口的疼痛，大概都能快速解決，輕鬆治好！

不敢藏私，提出來分享。

治療案例報告

　　它的神經痛是著名的，痛你入骨，我們先擦上

卵油然後用枇杷葉熱敷，常見的案例，不出5次就全

部結痂、脫皮、不痛。

重要的是在西醫常見的

後遺症(再發性嚴重神

經痛)，在此療法下二

年我們沒有復發性神經

痛的案例。

帶狀  疹(皮蛇)

　　急性盲腸炎(右下腹劇痛)：治療大概40分鐘就

好我們有6～7成功個案，可以不用開刀。

盲腸炎

(右下腹劇痛)：

治療大概40分鐘就好我們有6～7成功個案，可以不

用開刀。

急性盲腸炎

：一位台商在大陸就醫，經診斷是慢性

盲腸炎，因擔心醫療品質，忍了兩個月回台，熱敷

5次完全治癒.

慢性盲腸炎

：在xx教學醫院急診室36hr，體

重85公斤，腹圍103cm半徑16cm，超過半台尺，沒開

刀，只用關察療法，病人自動出院。轉來求診，本

予婉拒，希望他另請高明。但在其痛苦哀求下，勉

強給予枇杷葉熱敷，才40分鐘病人排氣放屁，頓感

舒服，繼續熱敷並按摩3個小時，病人輕鬆愉快回

家，5天後，介紹朋友前來就診，並感謝再造之恩！

盲腸炎引發腹膜炎

　　暈眩、耳鳴、肩頸痛甚至是腦血管栓塞而頭皮

劇痛，枇杷葉熱敷都快速改善(不用針藥)。

頭痛

頸部

：經大醫院診斷頸椎C5～C6凸出造成上

肢酸、麻、痛，約5－6次就可改善。

頸錐盤凸出

　　

：直徑約5cm囊腫，熱敷2～3次改善，手睕

遂道症候群、板機指、網球肘…等：患部週圍附近

熱敷40分鍾，每次都有顯著進步，很快復原。

頸部囊腫

　　
肺部

　　

　　肺炎、氣管炎(痰多)及

氣喘：熱敷背部，都在40分

鐘內改善，非常明顯，不用

針藥。

　　
腹部

　　

　　急性胃痙攣、下腹痛、腹脹嚴重、上吐下瀉、

女性經痛、腹部開刀後腸沾黏：都可以熱敷，並且

好很快，沾黏20多年的個案，5次熱敷就好，真是

神奇！

　　　　
腰部

　　

　　腰酸痛、下背痛、

椎間盤凸出症、骨刺、

坐股神經痛等等：疼痛

緩解感覺的到，好很快。

皮膚
：經xx大醫院兩度住院40天，

出院後2週又復發，前來就診，擦卵油熱敷，連續

30天，迄今逾3年不復發。

急性小範圍蜂窩組織炎，

大概3～5天就好。

大片蜂窩性組織炎

骨頭關節

　　疼痛或痛風關節痛：經熱敷3～5天就不痛，

骨頭壓傷，指甲剝離(出血又劇痛)；用卵油＋枇

杷葉熱敷很快好。注意：避免燙傷。

癌末病人應用
　　止痛效果在40分鐘內感覺的到，腹水引起呼

吸困難，枇杷葉熱敷改善，其實枇杷葉的主成份

B17再配合遠紅外線(熱敷)的高溫，本來就可以

治癌。但還沒有確切的案例，倒是枇杷籽用在癌

症病人已有成功病例。

其他應用
　　大葉枇杷葉熱敷治病，小葉的枇杷葉可煮水

喝，或燉雞、排骨…等食材，常吃(喝)可提昇體

內類葫蘿蔔素含量，增加免疫力，讓血液PH值

呈弱鹼性，就是抗自由基及排毒，其實就是百病

(慢性病)不侵，甚至連蚊子都不叮咬(但請小心農

藥)。

結語
　　3000年前印度佛經就已記載，枇杷是大藥王

樹，但人類美其名是科學化、現代化，其實是經

濟化、市場化、利益把持化、(已有聲浪說官商

勾結)，制訂很多陷阱，阻礙的法律說：食物不

得宣稱療效，造成今天人類比野生猿猴還不如，

動物沒有慢性病，若有不適躺在地上吸吸氣，到

草叢走一趟回來伸個腰就好了，真是天然的尚好！

　　今天科技造成化學劑的藥物，其實是人體所

無法接受的，所以毒性比藥性強，療效未見副作

用先來。今天塑化劑DEHP造成的嚴重污染傷害，

該是醫界重新撿討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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