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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勒 博 士 谈
正确的 选 择 食 物
n 潘定凱

在 看 完 史 丹 勒 博 士 对营养的看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史丹勒博士
不能免俗的仍然用了西方现代对人类营养的分析法来讲他对营养的看
法。在史丹勒博士配合现代人对营养的分析方式来说明营养的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在分析之后，还一定要用「整体」的观点来看
这件事。
什么是整体观呢？就是「这个人「需要」什么」才可以消化这项营养
素。每个人需要的条件都不相同。这些例如「蛋白质「」脂肪」的成
份，在消化时，都一定需要其它元素来辅助其消化，这些元素可能是
酵素、矿物质、维生素等，如果你吃蛋白质的同时，并没有吃帮助蛋
白质分解的其他食物，身体要产生这些元素，就当然需要提取体内的
原料来制造。这些原料可能来自血液、体液、内脏、骨骼，所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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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抽取体内其他部份的养料，来完成消化
蛋白质的工作。如果你吃蛋白质的「速度」
和「量」起过了身体能配合的能力，你就会
觉得吃完饭，满足口欲之后，反而很累，并
不是更有精神。长期如此下来，身体当然愈
来愈差。
以骨质疏松为例，现代医学调查也已发现，
摄取蛋白质越高的先进国家，骨质疏松的情
形就更严重。当然，我们在看这种调查报告
时也一样要有整体观。也许并不完全是先进
国家蛋白质摄取过多，而是还可能有其他因

吃得快：

素共同造成的结果。因为先进、文明的国家

因生活步调快而产生的速食业也间接的指出

通常人们吃得多、生活步调快、压力大、动

人们吃得比较快，因为没有耐心等食物，当

得少、污染严重、用脑与感官过度。这些都

然也不会有耐心慢慢吃食物，而消化这种东

会影响骨质。

西，唯有在慢慢咀嚼时才会大量产生。而且
食物通常有其完整性，如果细细咀嚼，其相

吃得多：
身体需要更多消化力和产生消化力所需的原
料。骨中原料不断被过度提取，当然会骨质
疏松。

辅相成完成消化的元素就会被分解出来，就
比较容易消化，但若在没有被分解出来之
前就吞下去了，身体就需要取体内的元素来
「中和」「消化」这种食物了。「中和「或」
消化」时，取用过多骨中元素，所以骨质疏
松。

生活步调快、压力大：
紧张与压力都会令身体降低消化力，因为消
化是属于内部运作，要在身体解决比较紧急
的「对抗外来侵犯」之后才会去做的事。消
化不良，无法填补骨中失去的元素，所以骨
质疏松。

动得少：
运动会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活化身体所有的
细胞，燃烧热量时同时燃烧废物。运动时的
振动，也会强化（包括身体内脏）的所有细
胞。现代医学也已知道常敲击身体的长骨，
有助于增加骨质密度。运动最好是快慢皆
有，因为快的运动会造成快速血流，但是对
整个身体而言有些需要血液做清扫之处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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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液过门而不入的情形，因为身体需要维
持血流速度以满足运动所需。而慢的如中国
的太极拳的运动若做的时间够长就会造成一
种「气」压，将血压入平时血流不够之处，
同时氧气也到了平时不到之处。而氧气不仅
是令我们有精神之物，也是烧掉身体废物
不可或缺之物。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做太极或
瑜珈所流的汗好像是从身体深处出来的，令
人十分畅快。确实如此，我们的身体细胞其
实随时都在死亡与替换，如果血液的品质不
佳，燃烧或细胞吃掉废物的速度慢或是血流
不畅，你可以想像有多少废物累积在体内。
而血液缺氧，更是造成大家都怕的癌症的重
要原因之一。其实癌症可以说只是身体以厌
氧细胞的方式来存活而已，是一种比较简单
的生存方式。正常细胞是一个人要心情好，
情绪稳定，饮食健康才能正常存活的细胞，
而癌症细胞则是你心情不好，饮食不良，身
体杂质很多之下仍然能够继续存活的细胞。
所以运动少，可说是文明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同理，骨质疏松缺乏运动，因此缺乏应
有的振动与撞击，所以当然会愈来愈松，
脆。

污染严重：
体内吸入过多杂质，身体的能力都在应付排
毒，无法维持骨骼正确营养，当然骨质疏
松。
用脑与感官过度：
用脑，用眼或任何感官过度都会燃烧过多血
液，降低血液品质，所以血的质与量皆不
佳，当然无法正常的滋养骨骼。
综合以上，只是以骨质疏松一例来说明现代
许多所谓的病其实都是工业社会的文明病。
所以，饮食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一个「整
体「的」均衡」。既然是看「你」的整体，
任何饮食都没有一定的标准，而是看「你」
的体质与身体状况来决定你应该怎么吃才是
均衡。如果消化系统虚弱，也许就必须要用
果菜汁，稀饭的方式来进食，难以消化的蛋
白质也不能过多，而且一定要运动才有可能
恢复健康，因为一个人如果有脆弱的细胞却
不运动，身体认为没有强化细胞的要求，于
是细胞的生生世世，也就是生生死死都是脆
弱的细胞，怎么吃也不会好。
健康的饮食就是要吃「完整」的食物，什么
是完整的食物呢？例如糙米，有外面的米
麸，才是完整，打掉米麸，剩下胚芽米或白
米，都是不完整。缺乏米麸的矿物质和粗糙
性，肠胃就不容易健康。但是若是肠胃特别
虚弱的人或是肠胃已习惯精制食品的人，也
许会觉得糙米很难消化。此时就可用糙米稀
饭，如果还不行就可用白米加小米、小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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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杂粮稀饭，让肠胃容易消化吸收，再慢慢
的增加全谷的量来达到尽量吃「完整」食物
的目标。
一般而言，精制的食物，特别是「白」化的
食物，淀粉多，通常会迅速的给身体一个糖
份大餐，让人觉得有能量而快乐，但是后继
无力，因为没有真正的营养，就是一般所谓
的空虚热量。人体若要储存养料，矿物质可
说是必需品。我们看自然界，坚硬之物都是
矿物质，例如树木的身体大部份是碳，石头
可说是矿物凝结而成，金属也是归类于矿物
质中，人的骨骼也多是矿物质，蛋白质也是
以碳为中心而建立。所以身体要建立较坚硬
的物质时，就一定要有矿物质。而矿物质多
来自植物的纤维质，所以粗糙的食物在营养
上而言必定是胜于精制的食物的。
精制的食物，多是为了口感细腻而产生的。
细腻就没粗糙性，食物的粗糙性会给予肠道
磨擦力，给予肠胃饱足感，同时清理肠道。
当然精制原因也有可能是为了易于消化。例
如大豆类制成豆浆，豆腐，豆干，豆花。而
就算精制了，粗糙性不同，身体所需要的消
化力就不相同，因此对身体健康所产生的效
应也就不相同。因此我们若要讲究一天要取
用多少蛋白质，则其食用的形式也该列入考
虑。例如豆浆因为形式较粘腻，对有些人而
言也许难消化，所以传统上会习惯加糖，你
可以说这只是为了口味，但是也可说是人们
感觉到可以用糖来给予身体迅速的热量做为
消化难以消化的豆浆中的蛋白质。一般餐馆

说就是古人为了让营养价值高了豆浆易于消
化的一种发明。豆干与豆腐的发明给了大豆
产品有类似肉食的纤维与口感，纤维性也让
人肠胃有饱足感，可说是一项重要的发明。
另外咸豆浆中加的醋，令豆浆变得像豆花，
也是较易被身体吸收的形式。
在美国甚至还可以买到有机黄豆发芽后做的
豆腐，发芽就是开始将种子变成一株植物，
可以说是种子内自行消化的过程被启动了，
要将种子消化变成一株植物。所以这种略发
芽的种子所制的食物当然对人类而言也比较
易消化。
精制的食物还有另一项坏处，就是它们的分
子极细，便容易粘在肠道上，肠道成为未来
细菌与发炎的温床，至于加了漂白与人工甘
味的精制食品，那就又更别提了，因为身体
还要更费工夫去清除这些化学品。以面粉而
言，若是全麦去磨粉，就十分粗糙，因为有
麦麸，也有研究指出，非工业化国家人民的
粗食居多，所以排便量也大，当然也极少
文明病。所以如果用文明病多少来做健康指
数，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将健康与粗食画上等
号。

餐后的甜点也可说是有这项效用。豆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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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饮食工业喜欢精制食品，还有另一项
原因：就是精制食品可以有较长的储存期。
在商言商，当然是架上日期越长，对商人越
有利。但这也同时表示精制食品越容易让你
吃到不新鲜的产品。因为工业就是用量产来
以量制价，所以对生产面粉的工厂而言，如
果白面粉与全麦面粉需求量相同，生产精制

制的食物中，并未吃到身体需要的营养，所

的白面粉时，就可以多生产一些，因为架上

以不断想吃。是一种恶性循环。

日期长。而全麦面粉则不能生产同样多，因
为架上日期较短。这些原因再加上市场供需

（2）刚才说吃精制食品产生的虚糖多，则是

因素，就造成需要较多处理程序与多加漂

另一种造成血糖高的情形。也就是虽然此人

白剂和各种化学物质以增长架上日期的白面

并未饮食过于丰盛，但是所吃食物中没有足

粉价格反而比需要较少制造过程的全麦面粉

够的其它原料将这些糖转化或储存，所以就

低。

立刻释放在血液中了。现代营养学也知道多
吃纤维有助于将食物中的糖抓住，不会立刻

总之，就是希望吃最简朴、完整而非加工、

完全释放于血液中，而是逐渐慢慢的释放。

精制的食物。精制食品造成的现代人另一项

所以营养师会建议糖尿病人注意自己总共吃

常见的「非病之病」就是糖尿病。常听到人

了多少量（卡洛里），注意食品中的碳水化

从验出血糖过高为开始，然后吃药，渐渐恶

合物的量不要超量，注意食品中纤维的量越

化为打胰岛素、洗肾，所以大家都怕这个

高越好。还有一定要运动。就能改善。

病。血糖高与吃精制的食物可说有一定的关
联性，血糖高大致可以归纳于以下几个原

（3）还有就是你的肝脾互动功能已经不行

因：

了，中医所谓的脾脏可说就是现代医学中脾
与胰的共同功能体。中医认为脾造血，肝藏

（1）如果一个人饮食过于丰盛，当然会血

血，脾主管消化，也就是将食物转化为身体

糖高。以现代医学理论而言，血中的糖会被

可用的能量与养料。养料当然以血液为主。

肝转为肝糖，储存为备用燃料。如果吃得过

肝则储藏血液与养料。这与现代医学认为胰

多，当然血中会有身体已经不需要的、等待

岛素主管糖的消化，令肝储存肝糖的功能是

排除的糖。这可说是中医所说的宿食未消，

吻合的。这肝功能也不是看肝功能指数可以

可用山楂消宿食、增强脾胃消化功能。不

决定的，曾看过一个报导：一位著名医院主

过，改善饮食习惯，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治医生过于仰赖肝功能指数检验，结果发现

人们想要饮食丰盛的原因之一，可说是在精

自己有肝癌时已经有10公分大了，但是肝功

36 • Lapis Lazuli Light • JULY – SEPTEMBER 2017

Highlight

特写

能指数一直都正常。这就是史丹勒博士所说

（4）如果心情不好、忧虑过度也都会影响糖

的现代科学的仪器还太粗糙，无法做到真正

的消化。因为心情不好则肝气郁滞，忧思则

的科学。肝脾功能不好的征状很多，与糖有

伤脾。工业社会对脑力的要求高，步调快的
压力大，既伤脾又伤肝，所以人人都想多休
假、早退休，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自
然反应。而因为现代医学认为是胰脏管理体
内的糖的代谢，所以“你可以康复你生命”的
作者路易丝。海（Louise

Hay）女士在书中

说以心理的角度来说，胰脏有问题的人，包
括胰脏癌，都是生活里无“甜美”性，没有令
你觉得“甜蜜”之事而造成的。也就是如果一
个人有才华、有威有怒、批判性高、事事要
求完美，可说是现代人认为的能成就大事业
关的征状是一个人如果爱吃甜的，就是肝脾

的人种之一，却也会是一位无法令肝脾胰共

功能已经不行的征兆。因为这表示身体由肝

同和谐工作的人，身体健康值得担忧。所以

糖转化为血糖的功能差，就会想要有外来的

心理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能快速成为血糖的糖分，快速给予身体能
量。也表示脾胰将食物转化为身体能储存

当然，工业社会的一切，要改变它并不容

的肝糖的能力差，所以身体根本没有可用

易。但是尽量吃有机的、完整食物应该是大

的肝糖。有趣的是，“灵枢五味第五十六”上

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吃，自

说滋养肝，宜糠米饭，脾病者，也是宜食糠

然会减低化学农耕与精制食品业的需求，而

米饭。可说是古人已经指出肝脾功能不佳者

渐渐将农业与食品业导入正途。在美国已经

（血糖高者是其中一种），多吃糙米饭及米

有调查指出，全麦面包销售量持续增加，在

麸，会很有帮助的。而以性味而言，如果只

二○一○年销售收入已经超越白面包。所以

求降血糖值，不管病人适合与否，用苦的药

可见我们的消费是可以改变市场供需现象

草如黄莲就可以降血糖。爱喝咖啡的人也许

的。同样的，如果大家都要吃有机糙米，相

会说，苦的咖啡是否同样可以降血糖？，咖

信假以时日，化肥农药白米就会渐渐绝迹

啡，因为有咖啡因，会令人警醒，进入备战

的。

状态，血糖应该要升高，减低了苦味的效
应，所以如果苦味的效应大于咖啡因，咖啡

取自琉璃光杂志 2012年 5月15日出版

也可以降血糖。其实，现代中药，可用胶囊
装高浓度的科学中药粉，苦的中药应该都不
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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