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璞歸真的自然醫學

台灣全民健康促進協會理事長陳

俊旭，畢業於素有自然醫學界的哈佛

大學之稱的美國巴斯帝爾大學（Bastyr 

University）自然醫學院。陳俊旭獲得該校

授予的正式博士學位，也是第一個考取美

國自然醫學醫師執照的台灣人。

陳俊旭出生於民國57年，是在台灣土

生土長的孩子，在台灣大學復健醫學系畢

業前，基礎教育養成，兵役服務都在台灣

完成。五年級後段班的他笑說自己的童年

成長史，幾乎與70到80年代的台灣經濟成

長史重疊。

自2004年，陳俊旭受邀回台服務之

後，他深感民眾的健康未受到重視，台灣

民眾自以為擁有的健康概念，許多仍停

留在以訛傳訛的錯誤認知裡，以至於整體

國民健康狀態反覆陷入惡性循環。台灣民

眾因為生活型態或環境、食物的汙染而造

成的過敏現象所導致罹患慢性疾病的比率

不斷升高。陳俊旭說明：「社會愈文明，

慢性病愈多。醫藥科技的發達，雖然使人

的平均壽命提高了，但現代人的健康品

質卻每況愈下。」他舉例：「一百多年

前的美國，癌症的終生盛行率（Lifetime 

Prevalence rate）還不到3%, 如今卻高達

50%！而各類的慢性病罹患率，皆以驚人

的速度快速成長。」

抱著幫助更多鄉親健康的信念，陳俊

旭返台後設立部落格，積極撰寫相關醫學

文章與網友交流，也接受各界邀請演講，

分享鑽研多年的醫療專長以及成功自救救

人的經驗。未料，台灣民眾對資訊求知

若渴，部落格設立至今已超過255萬點閱

率，每日點擊數更高達2000次，相關著作

也屢創數10萬冊的驚人銷量。

而之所以讓陳俊旭如此積極推廣正

確的健康觀念，將所學毫不藏私地分享給

社會大眾，除了身為醫者的濟世救人胸懷

之外，陳俊旭本身其實正是一位從小飽受

各樣過敏症狀嚴重折磨，幾乎奪命的受害

者，想以過來人身分，幫大眾遠離病痛之

苦。

嚴重過敏童年的歷程

陳俊旭從小就是個過敏兒，異位性皮

膚炎、鼻炎、氣喘等等先後報到。小學五

年級時罹患嚴重的過敏性鼻炎，乖乖配合

醫生使用類固醇藥物，卻導致他有月亮臉

等副作用，國一開始每週三次得去耳鼻喉

科報到，讓醫師用一根20公分長的鐵條沾

藥通鼻子，但種種的努力和犧牲卻未曾改

善鼻炎症狀。父母心疼之餘，更是散盡千

金為他求醫。十幾歲的求學階段，陳俊旭

的周末幾乎都用在看醫生，然而過敏的症

狀隨著年歲增長反而越來越嚴重。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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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就是過敏兒的陳俊旭，靠著學習醫學知識，
治癒本身過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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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似乎一年到頭沒有幾天，可以同時

用兩個鼻孔正常呼吸。他說：「在徹底

擺脫過敏症狀之前，不但常常兩個鼻孔

同時塞住，而且我一直以為單邊鼻孔輪

流呼吸是正常的。從過敏而一路摸索，

嘗試各種療法，最後變成過敏達人，其

中40年的過程幾乎可以說是一部活生生

的奮鬥史。」

陳俊旭審視從童年時代起近40年，

各樣的過敏症狀如此強悍的找上他的原

因，除了家族親戚有過敏體質基因之

外，他發現，出生在60年代的他，成

長史幾乎與台灣經濟的成長史重疊。陳

俊旭的父母在當時也算得上是高知識份

子，迎接第一個孩子的到來前，他們廣

泛接觸各樣的西方資訊，聽說進口奶粉

的營養充裕，對孩子各方面的發育都很

有助益，於是父母只讓陳俊旭吃一個月

的母奶後，便省吃儉用每個月上台北的

舶來品店排隊，購買昂貴的進口奶粉讓

他食用。

在70年代，看醫生是一個代價相

當高的事情，因此家家戶戶的牆壁上幾

乎都有一個家庭藥包，彷彿所有的疑難

雜症在藥包裡都有答案，止痛藥到抗生

素等等一應俱全，由民眾自行依症狀服

用，每隔幾個月就有人騎著腳踏車送來

新藥換舊藥。小學時代陳俊旭一家搬到

板橋和新莊一帶，當時很多外來的年輕

人聚集在這些才初成型的工業城市，摩

托車、汽車的數量開始快速成長導致空

氣污染，大小工廠如雨後春筍四處冒

出，住宅區和各類工廠沒有分隔。中學

時期，陳俊旭搭乘還沒有空調的公車通

學，就算閉起眼睛，他也可以從空氣中

飄散的味道，是塑膠味、鐵銹味、染料

味或是垃圾臭味等等，來判斷現在身在

何方，準確率奇高。

除了大環境的改變，居住的改變也

隱藏變數，陳俊旭的父母為求給孩子好

的生活環境常常搬家。陳俊旭說：「我

們常是一個新社區裡的第一個住戶。」

所以陳俊旭的住家附近，接下來成為各

住戶陸續進駐的裝修場地，空氣中的油

漆味與木作化學味對他們來說，早已習

以為常。再加上加工食物那時候開始普

及，很多人開始常吃各式泡麵、含氫化

油的餅乾與麵包、含防腐劑色素的零

食、炸得酥脆的鹽酥雞等等，這些孩子

們狂愛的垃圾食品，幾乎人人垂手可

得，方便得不得了。而這一樁樁一件件

的環境污染與錯誤飲食，日漸蠶食鯨吞

了孩子的健康，更埋下日後各樣過敏的

肇因。

成長的過程中為與過敏對抗，陳俊

旭各種療法都嘗試過，一樣樣都宣告失

敗，可是舊疾未癒，新的副作用卻又留

下來，簡直是惡上加惡。一位醫師對父

親說：「過敏是體質問題，一輩子就是

這樣，不會好了。」被醫生宣告了過敏

的「無期徒刑」，讓陳俊旭深刻感到健

康的難求與無助。

高一那年，陳俊旭收到鄰居叔伯

送給他一罐中藥膏，吃了這罐中藥膏之

後，鼻子過敏的症狀竟似乎出現改善，

上大學以後氣喘也變得很少發作，這是

求診多年以來，他第一次遇到有效的藥

物，而居然是一瓶沒有標示、不知成

分、不明來源的中藥膏。陳俊旭說：

「那瓶中藥膏的味道我至今記憶猶新，

它是含有薑和補藥的中藥方子，這對體

質虛寒的我來說，其實正是對症下藥，

被西醫判定沒救的我，居然被不知名的

中藥膏給救了回來。」這一機緣開啟了

他對中醫和另類醫學的高度興趣。

陳俊旭考進台大醫學院之後，第一

件事情就是加入針灸社，當同學努力打

工、戀愛或泡社團的同時，他在自己的

宿舍裡鑽研針灸古書，在身上扎滿針，

半年後，他用一根針治癒了糾纏多年的

胃潰瘍，從此不再復發，這個成功案例

使陳俊旭對中醫從興趣轉為狂熱，大量

吸收中醫和針灸的知識，更被社團遴選

▲ 在工作環境中擺放植物，可幫助改善
空氣，降低過敏原。

▲ 經過加工的食物，養分往往在製造時
就已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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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長，辦講座，到醫院見習、義診，同

時針術也大幅進步，可以正確研判病人穴

位感受與體質虛實，同時也達到扎針不痛

的精準度。

從醫學院畢業後服役，退伍後他進入

榮總工作一年，在台灣工作的那一年裡，

陳俊旭同時考取美國治療師執照，也順

利應徵第一份位在佛羅里達州的工作。在

美國擔任復健師期間，他由助手得知美國

除了西醫與中醫之外，還有使用天然方法

治療疾病的自然醫學，而且畢業後可以考

執照，開診所。沒有副作用，強調使用天

然無害的方法來治療疾病，讓陳俊旭燃起

了高度的興趣去探究，補修學分與順利甄

試之後，進入巴斯帝爾大學自然醫學院深

造。

什麼是自然醫學？

凡是使用天然無害的方法來治療疾

病，就是自然醫學。廣義的自然醫學包含

一切各種天然的療法與醫學，包含數千年

歷史之久的歐洲醫學、中國醫學、印度醫

學。狹義的自然醫學則是指北美發展一百

多年來的自然醫學，經由合格的醫學院訓

練出來的醫師所從業的醫療行為。

陳俊旭說明，自然醫學與當今的主流

醫學 (又稱逆勢醫學, Allopathy) 同屬於西

方醫學的一支， 擁有共同的歷史，直到

1896年才獨立出來，原因是兩者看待健康

與治療疾病的角度不同。逆勢醫學強調人

工藥物和手術，在二次大戰後因抗生素和

類固醇的發現和化學工業的進步而開始蓬

勃發展，但數十年後的今天，卻開始失去

消費大眾的信賴， 因而，崇尚天然的自然

醫學開始漸漸抬頭，扮演著廿一世紀未來

新醫學的先驅者的角色。

常見的健康問題

「好的生活環境是第一個應該注意

的健康問題」。陳俊旭提出：「有一篇美

國的實驗，指出居家與戶外許多毒物使

得人人難以倖免，為求自保，我們應該呼

籲大家盡量使用天然無毒的產品。天然的

最好。天然無毒的生活路線，包括有機農

業，其實並不是趕時髦，也不是創新，而

是「復古」。為了健康，我們應該回到老

祖先時代比較無毒的環境」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75%的現代人處

於亞健康狀態，身體有病的人占20%，真

正健康的人只占5%。台灣屬於地球村的

一員，自然也不例外。陳俊旭說：「2005

年，因工作需要，對台北市上班族做調

查，發現只有4%的人健檢報告沒有紅字，

其餘96%則多多少少有血脂過高、脂肪

肝、肝指數異常、貧血、子宮肌瘤、子宮

內膜異位、心電圖異常、血尿、蛋白尿、

尿酸過高等等問題。健檢報告如果沒有紅

字還不代表真的健康，因為有許多身體的

小毛病，是機器查不出來的，例如慢性疲

倦、失眠、經痛、免疫力下降、黴菌感

染、過敏、更年期症候群等等。因此，上

述上班族群真正健康的比例還要比4%更

低。

根據美國數以千計的自然醫學醫師臨

床判斷，有慢性食物過敏的人口，可能多

達80%而不自知。另外，台灣安法診所院

長王桂良於2003年對3019名台灣人檢測分

析顯示，台灣成年人有慢性食物過敏的比

例已經高達78%。

陳俊旭說：「台灣民眾的生活型態

或許出了某些問題，才讓過敏問題相較於

其他國家來得嚴重，依據林口長庚醫院的

調查：台北市小學一年級氣喘兒的比例從

1974年的1.3%增加到2002年的19%。鼻

子過敏的小朋友，從1984年的7.8%，快

速成長到1994年的33.5%，10年間成長了

4.3倍，這樣的數字相對於美國可說是大幅

成長（美國1909年氣喘人口比例僅0.5%，

1994年比例僅8%）。」

你吃對了嗎？

現代人的飲食迷思

【陳博士的聊天室】部落格從2006年

底成立至今將近4年，雖然時間有限，但

陳俊旭總勉力盡量回覆眾多網友有關生活

與飲食相關問題。幾年下來他發覺，有許

多共同被混淆的飲食觀念與迷思，在眾人

似懂非懂或是商業利益的誘導下，重複被

誤解甚至廣為流傳。比方說許多人疑問低

油飲食對人體比較好？少吃高膽固醇食物

較安全？植物油炒菜比較健康？應該別碰

豬油和牛油？人造奶油比奶油更適合人體

吸收？素食對健康大大有益？低蛋白質飲

食可以預防疾病？或是多喝牛奶可以充分

補充人體所需的營養？這些林林種種的問

題被多次反覆提問，顯見民眾從不同的地

方，獲取也許立場完全相左的資訊，以至

於產生疑慮。其實產生疑慮是好事，有疑

慮才會尋求解答，也才有機會發掘真相。

於是陳俊旭將這些容易被混淆的觀

念，經過消化與整理過後，用文字、圖解

▲ 多吃新鮮蔬果，可常保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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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案向網友們說明，並且將這些敘述

進一步有系統地編輯，在他陸續發表的著

作中，巨細靡遺的一一破解飲食的真相，

獲得了廣大迴響。

事實上，上述的迷思在醫學驗證裡，

大部分都是錯誤觀念。陳俊旭特別對於人

類必要攝取的油脂感觸良多：「油脂對

身體很重要，很多身體的組織構造和生理

運作都需要油脂，太多人攝取壞油而毫無

所知，這對人的影響太大了。」陳俊旭舉

例油脂的觀念。油脂的問題不在或是低油

脂，而在於攝取的是好油或是壞油。如果

是好油（苦茶油、橄欖油、椰子油、魚油

等未經精製或氫化的油品）多吃無妨，反

之壞油是碰也碰不得。而油品是好是壞，

除了原料來源與製造過程之外，烹調的方

式也是決定性的因素，例如市面上的精製

植物油本身就不健康，再加上油的燃點很

低，如果家庭主婦長期拿來作為高溫煎煮

炒炸使用，將對全家人的健康帶來負面影

響，而此時高燃點的苦茶油才是最適合的

選擇：「其實冷壓製程的苦茶油優點非常

多，而且燃點高、穩定性高可算是台灣的

國寶」

另一方面來看看動物油脂，很多人

認為豬油、牛油膽固醇太高，過度涉取將

造成血管硬化或是有罹患心血管疾病的

高風險，陳俊旭說：「其實無污染的豬油

或牛油，在常溫下是固態，穩定性高可耐

久保存、不易變質，也耐高溫烹調。反而

比精製植物油更適合炒菜、也比氫化植物

油（反式脂肪）來得讓人放心。雖然豬油

和牛油含有花生四烯酸成份會促使身體

發炎，但如果多吃蔬果，少吃精製澱粉，

就可以抵消它的壞處」。他繼續說明：

「許多糖尿病或是膽固醇過高的患者經

醫囑奉行低油飲食，結果問題卻反而變得

嚴重。這是因為雖然油與肉攝取變少，

但是飲食中的澱粉比例卻增加，所以血糖

更不易控制。若多攝取糕餅，無形中吃

了反式脂肪酸和自由基，反倒更容易使

壞膽固醇升高。而人造奶油又稱乳瑪林

（Margarine），含有自然界不存在，人體

也很難代謝的反式脂肪，絕對吃不得！更

可謂是壞油界的首惡。」

除了油品之外，關於牛奶到底健不

健康也高度被關注的。很多人從小就喝奶

粉，也被灌輸了人類五大營養素需求就是

魚、肉、蛋、奶、豆，認為牛奶的營養成

分高、可以補充鈣質，增強孩子體魄。

然而根據哈佛流行病學家費斯康尼屈

(D.Feskanish）花了12年追蹤7萬8千名中

年婦女校友，調查她們喝牛奶的狀況，結

果發現，每天喝兩杯以上的婦女骨折的機

率，竟遠高於每週喝牛奶少於一杯的人。

多喝牛奶容易骨折？事實上，牛奶的聲望

遭科學家與醫界質疑，並非首次。

美國《健康》雜誌調查後發表，全

世界攝取乳製品愈多的國家，愈多人因骨

質疏鬆而導致骨折。世界四大酪農國，美

國、瑞典、丹麥、芬蘭，竟是全球成人罹

患骨折及骨質疏鬆最高比例的國家，而喝

牛奶最厲害的美國婦女，更是平均3人之中

就有1人患骨質疏鬆症。專家表示因為喝

了牛奶後血液中的鈣濃度快速上升，身體

為達到平衡，會將多餘的鈣由腎臟排至尿

中，造成反效果。雖然美國酪農協會每年

投下大筆廣告費宣傳牛奶可以預防骨質疏

鬆，但統計結果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與其多攝取鈣質可強化骨略的人來

說，其實蔬菜中的鈣不但含量更豐富，而

且更健康，更容易被人體吸收。

除了造成骨質疏鬆的疑慮之外，相

關科學調查統計也顯示，牛奶恐怕正是引

起慢性食物過敏的排行榜原凶。慢性食物

過敏正是一切過敏的基礎。90%的成人有

乳糖不耐症，人體缺乏分解牛奶的酵素。

牛奶或乳製品（乳酪、奶油）容易使人過

敏（如異位性皮膚炎、鼻子過敏、消化不

良、氣喘等）與自體免疫疾病（如多發性

硬化、類風性關節炎、第一類型糖尿病、

紅斑性狼瘡等）。

經過陳俊旭的說明，許多似是而非的

健康觀念都得到了明朗的答案。

追求健康，從改變飲食習慣

做起

民以食為天，每天起床我們的身體就

需要消耗能量，自然也需要補充熱量。覓

食，向來是生命最原始的本能，然而，我

們所吃下肚子的食物可是會左右身體的健

康，陳俊旭也和讀者分享他的健康十招，

即「多吃好油，少吃壞油」；「攝取優質

蛋白質」；「慎選優質澱粉」；「戒掉吃

「壞零食」的習慣」；「新鮮蔬果餐餐不

能少」；「戒除要命的「糖癮」」；「盡

量選用有機食物」；「多吃完整食物，少

吃加工食物」；「適時補充維他命」；

▲ 慎選優良蛋白質的來源，
小心！牛奶也可能是引發

過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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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外食」。只要掌握了以上的10項

原則，身體的負擔少了點，健康就能多一

點。

綜觀陳俊旭所提出的幾項方法，不外

乎是少鹽、少糖、多蔬果，並儘量選擇簡

單、新鮮的食材，這樣的概念與2002年，

哈佛大學“公共健康學院”的沃爾特．

威萊特（Walter Willett）博士設計了一套

新的健康飲食指南：「健康飲食金字塔」

（Healthy Eating Pyramid）概念不謀而

合，例如五穀類、根莖類、蔬菜類，選用

當季與當地、少加工的食物，儘量選擇未

加工過的五穀類，如糙米、胚芽麵包這類

的食物；蔬果中含有大量纖維、酵素與營

養素，是刺激腸胃蠕動、代謝酸性體質、

平衡身體養份的重要功臣，理想的飲食應

將蔬果的份量占總量攝取的一半，而在自

然食物的選擇上，避免化肥和生長激素，

盡量選用有機產品或是無農藥殘留的安全

農產品，是對土地與人最友善和平共處的

方式，有好的地力才能生產出對健康有益

的農產品。

蛋白質的攝取，應以蛋、肉類為主，

選擇蛋白質時，避免在飼養過程中參入生

長激素、雌激素、抗生素等的蛋白質來

源。料理時則以滷製或水煮的方式最健

康。食用油的選擇，陳俊旭就建議消費者

能使用遠離精製、氫化或氧化的油品，他

也認為無論是動物油或是植物油，凡是以

油的原始風貌來食用，就是好油，並在攝

取油品的同時，選擇低溫烹調，以不改變

油類的分子來料理，才能讓油品發揮最大

的功能。

另外，對於人工的加工食物或糖類含

量高的食物盡量少碰，由於食物往往在加

工的時候就已經流失了所含的養分，而且

加工過程中必定需要參入某些特定的添加

物，身體必須分解，自然也就多了一份負

擔。糖份攝取過多，容易影響體內維他命

C的功用，身體的抵抗力會變差，身體容

易發炎。

現在就開始 

健康飲食永不嫌遲 

美國自然醫學醫師大衛伍德說，80%

以上的慢性病，不需要吃人工西藥，只需

要用自然醫學的方法就可痊癒。

也許讀到這裡，您會心生恐慌。已經

亂吃這麼多年還有救嗎？「當然有！」陳

俊旭肯定地說：「只要現在開始吃好油 , 

然後逐漸把細胞膜壞油淘汰代謝掉就可以

了。身體的細胞、組織、器官，一直持續

一進一出不斷新陳代謝的活動，今天身上

這層表皮，一個月後就換另一層皮了。表

皮細胞代謝的週期是一個月，有的組織代

謝比較慢，人體全身的細胞更新需7年的時

間。換言之，如果原本身體不好、體質不

佳、甚至罹患癌症，只要有心改善，並能

持之以恆的話，最晚7年的時間就可以脫胎

換骨，把體質調好。」

成立「台灣全民健康促進協

會」拋磚引玉

透過對自然醫學療法的認識與研修，

這個當年有嚴重過敏症狀的少年成功治癒

自己，也正因為陳俊旭以自己為白老鼠，

用一步步走來的理論和實證的精神，讓他

後來自巴斯帝爾自然醫學博士畢業後，順

利考照、開業使在美國的患者與台灣的讀

者們受益匪淺，回到台灣後的陳俊旭今年

（2010年）更成立了「台灣全民健康促進

協會」，透過協會與群體的力量，推廣與

宣導正確的健康概念。

談起甫成立的台灣全民健康促進協

會，陳俊旭說：「在我許多正在默默進行

的事情當中，有一件是在台灣成立自然醫

學協會。這是一個非營利機構，定期辦演

講、辦刊物、辦活動，以促進台灣在這方

面能進步，讓台灣人能認識真正的自然醫

學，並從中受益。」協會成立讀書會，讓

民眾能逐步了解，正統的自然醫學可以做

一些什麼，提供台灣民眾更多正確的健康

保健概念。

▲ 少吃精緻食物，穀類可選擇可以胚芽米
或糙米做為澱粉類的來源

 食用當季、當地的蔬菜，是最環保且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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