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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大自然提供了难以置信的各种必需的营养素让我们变得健康，并保持健康。在本指南中，我想让你们熟悉

其中的一部分，洞悉这迷人的天然必需营养素世界以及它们治愈的力量。

天然营养素的力量

在本手册的第一部分，我将描述一些植物和物质。营养素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遵循种类丰

富且均衡的饮食，我们就可以受益于其疗愈的能力。在这种方式下，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素可以被

身体优化的吸收。为了保持健康，我们需要运动锻炼，食用大量的水果，蔬菜以及充足的食物纤维。更进

一步，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心理及精神上的健康可以使人与自然保持沟通。

变得健康，保持健康 

在本手册的第二部分，我将解释一些疾病是如何使用自然方法来治疗，并且有很好的机会被治愈。这并不

可以作为代替医疗咨询或治疗。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咨询你的医生。

我衷心的祝愿你身体健康！

医学博士 Heinz Lüscher 先生

医学博士 Heinz Lüscher
注册医生

注册自然医学治疗师

联系方式：

Praxis für Vitalstoffmedizin
Bahnhofplatz 10, 9100 Herisau  黑里绍，瑞士

www.vitalstoffmediz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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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nia  野樱莓

 

野樱莓原产自美国，这些黑色的浆果目前已经在欧洲及瑞士广泛种植。

主要成分

野樱莓含有多种抗炎，抗氧化和抗过敏多酚（其含量显著高于覆盆子，草莓以及蓝莓）。其中的物质被称作 

OPC(Oligomeric Proanthocyanidins低聚原花青素)，它被称为已知的最强抗氧化剂之一，OPC在野樱莓中广泛存

在。并且，野樱莓含有除了维生素B12和D之外的几乎所有维生素（主要为维生素C和K），以及叶酸及可观的

钙，镁，钾和铁元素。

什么是抗氧化剂？

在细胞正常呼吸作用中，有一些称为自由基的物质被释放，这些自由基对身体有害并且会导致体内多种疾病，

促进癌细胞生长或加速衰老。抗氧化剂就是一类可以捕捉并抵消这些自由基的物质。

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野樱莓*

• 心血管疾病，例如动脉硬化（动脉钙化）

• 心脏病，心绞痛，中风或者高血压，血栓形成，双腿肿胀（水肿）或静脉曲张

• 慢性炎症， 但不是由风湿病或关节炎引起的炎症

• 过敏，哮喘及花粉热（过敏性鼻炎）

• 疲劳，健忘，注意力低下或职业倦怠（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

• 运动后快速恢复（消除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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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 

以Aronia提取物含量为500-600mg的胶囊为例 

• 每天一至两粒（预防），或者三至四粒（治疗），在饭前与水一起服用 

• 服用期间：症状消失后持续2个月，或长期服用 

• 副作用：无 

注意事项 

建议采用具有高含量活性成分的野樱莓提取物。不要与仅仅经过干燥处理的植物粉末混淆，这些粉末中活性成

分的含量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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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ia  青蒿
 

青蒿（又名黄花蒿）是一种一年生植物，可以在夏季生长到大约二米的高度，并且可以在温带气候下生长。二

千多年前，青蒿已经用于中国传统医学。

 

主要成分  

截至目前，已经有245种不同的成分在青蒿中被发现并被提取出来。这种植物含有很多抗炎多酚(Anti-inflam-

matory Polyphenols) 和青蒿素。在与铁离子接触后，青蒿素拆分为两种有侵略型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可以损

伤病原体，直至使其死亡。因为疟疾寄生虫和癌细胞的铁离子含量是健康细胞的10-20倍，青蒿素发现这些细

胞并毁灭这些细 胞的几率就非常高。青蒿对于对抗病毒也是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青蒿胶囊

•	 病毒或细菌感染

•	 流行性感冒  

•	 由病原体引起的一般炎症

•	 疟疾

•	 癌症 

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青蒿作为茶饮料

•	 感冒、流行性感冒或咽喉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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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含有青蒿成分的乳膏

• 粉刺，皮肤瑕疵，疙瘩 

• 湿疹（或使用澳洲鸵鸟油） 

• 热病性疱疹 

• 疣，肛裂，痔疮 

• 牛皮癣，酒糟鼻  

• 皮肤，脚，指甲等真菌感染（与肉桂及辣椒提取物共同使用） 

用量 
以含500-600mg 青蒿叶粉末的胶囊为例 

• 在感冒症状刚开始时，每日四次，每次二个胶囊，饭前1小时与水共同服用 

• 服用周期：青蒿胶囊不适合作为预防性使用，在一般情况下（例如病毒性感冒），青蒿胶囊不应连续服用超

过1至2个星期

禁忌症：青蒿不应被用来治疗胃溃疡或胃酸

注意事项： 

不是所有品种的青蒿都有相同的功效。某些品种的青蒿素含量比其他品种高20倍。这种植物有时被宣称为供动

物使用的食物补充剂。就我个人服用或病人使用经验而言，从没发现任何对人体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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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yenne  辣椒

 

辣椒属于一年或有限多年生草本植物。目前有大约400多种辣椒，但他们的功效差别很大。辣椒起源于南美

洲。

主要成分

一种叫做辣椒素的物质在辣椒中起到“辣”的作用。当辣椒素与口腔的神经末梢接触，人体就会分泌一种导致

细血管扩张的化学信使，从而改善了血液循环，并使血压下降。大脑将“辣”翻译为疼痛，促使身体分泌内啡

肽，所以辣椒又被称为天然的止痛药。辣椒粉也可以刺激胃并产生更多的有保护作用的胃粘液，促进脂肪燃烧

和增强免疫系统。

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含有辣椒成分的胶囊或乳膏 

• 疼痛 例如由带状疱疹引起的疼痛 

• 胃灼热，胃溃疡，反流 

• 循环系统疾病，心绞痛，栓塞

• 风湿，风湿性疼痛 

• 关节炎，肌肉骨骼疼 

• 真菌病害（与肉桂及青蒿共同使用） 

• 职业性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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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 
以每胶囊含量为500-600mg辣椒粉为例

• 每日一至二粒胶囊（最多三粒）

• 逐步增加用量：首次与食物一起服用，当适应后再增加计量并在饭前与水共 同服用 

• 服用周期：在症状消失后的2个月后停止服用

• 副作用：对眼睛或粘膜引起灼烧感。在使用辣椒乳膏时，避免接触此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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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nzym Q10  辅酶 Q10

 

Q10 是一种辅酶。辅酶是体内所有细胞在其内部制造能量所必须的物质。

功能 

Q10对生成腺苷三磷酸(ATP)至关重要，腺苷三磷酸是体内细胞的一切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直接来源。如果体内

Q10缺乏25%以上，就有可能损伤线粒体（线粒体是细胞中生成ATP的结构），从而造成身体显著的能量缺

乏。Q10可以由我们自身体内产生，但是这个机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减。Q10作为一种抗氧化剂，加强细

胞壁，增强免疫系统，同时保护神经及心脏细胞。 

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Q10

•	 50岁年龄以上人群补充自身体内产生的Q10

•	 补充Q10，作为导致Q10被掠夺的治疗（降低胆固醇药、beta-受体阻滞剂）的营养补充

•	 慢性疲劳，疲劳，职业倦怠

• 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心绞痛

• 阿尔斯海默氏症，帕金森病，老年痴呆

• 多发性硬化 

用量
以每胶囊含30mg辅酶Q10为例 

•	 每天一至四粒胶囊，饭前服用

• 服用周期：对严重疾病，请遵医嘱。以预防为目的而补充Q10，一般服用3-6个月 

•	 副作用：每天服用2400mg内的Q10并不会产生副作用。如果服用更高的剂量，并不会产生医学效果，并可

能会引起恶心或腹泻 

适用产品 

液体Q10（例如软胶囊）与粉末状形态比较，液体状Q10更容易被肠道吸收。强烈建议服用液态状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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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 Oil  鸸鹋（澳洲鸵鸟）油

 

鸸鹋是一种无法飞行的鸟类，仅在澳大利亚内陆生活。它长得看起来像非洲鸵鸟，但实际上两物种并无关系。 

特点

在鸸鹋背上有一个小的存储油脂的驼峰。鸸鹋油被提取，提纯后进行消毒。这种油含有多种饱和和非饱和脂肪

酸，并富含维生素A和E，矿物质，卵磷脂和抗氧化剂。鸸鹋油非常温和，并且可以快速的渗透进入上层表皮，

从而其可以作为优秀的肌肤保湿挤使用。同时，鸸鹋油也可以于消炎，抗菌，阵痛，并促进伤口愈合。

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鸸鹋油  

• 关节炎 

• 尿布疹 

• 肌腱炎症，运动损伤

• 擦伤，烧伤，开放性伤口 

• 湿疹，牛皮癣  

• 痤疮，皮疹

用量

在涂抹区域每天3次轻缓均匀擦拭。鸸鹋油不适合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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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Coffee Bean  绿咖啡豆 

绿咖啡豆是已经成熟但未烘培的咖啡豆。有些品种的咖啡豆是不含咖啡因的。 

重要成分 

绿咖啡豆中含有绿原酸，15种氨基酸，完整的维生素B族，维生素C以及多种矿物质和酶。 绿原酸被发现具有

减少体重的属性，它通过降低在进食后体内血糖的提升，从而减少脂肪的形成。因此，绿咖啡豆中的提取物可

以有效地帮助降低体重。

用法与用量
以含200-250mg绿咖啡豆提取物的胶囊为例

•	 每日二粒，早晚饭前30分钟服用

•	 服用周期：6-9个月 

•	 副作用：因为摄入绿原酸的原因，可能会引起高胱氨酸的升高。可以通过服用叶酸，维生素B6和B12纠正此

状况

合适的产品
建议使用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豆作为原料。此外含有褐藻粉末或左旋肉碱的产品都可以支持减少体重。

关于减肥的一般性提示 

为了减少体重，建议每日食物的摄入热量是标准摄入热量的90%，身体将自动使用脂肪存储来补充另外的1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面食，土豆，面包和米饭的摄入量减半，将蔬菜的摄入量提高一倍，同时避免食用任何

含糖的零食和饮料。

夜晚上不应食用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提高整晚胰岛素的含量并且抑制体重减少。锻炼和体育活动同样

非常重要，但不会完全减少体重。上文描述的咖啡豆提取物可以帮助减少体重。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导致任何

体重降低，就需要进行黄体酮含量的唾液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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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nga  辣木
 

辣木（又称奇迹树），含有90种重要营养素，被誉为世界上最有营养的植物之一。它的根，叶子，树皮，花和

果实都可以食用。 

重要成分

辣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其具有高含量蛋白质（25%），钙（比牛奶高17倍），钾（比香蕉 高15倍），铁（

比菠菜高20-25倍），以及维生素A（比胡萝卜高25倍）。此外，辣木叶含有18种氨基酸，几乎所有的维生素

（A，B1，B2，B3，B5，B6，B7，B9，C，D和K），和许多微量元素（钙，锌，铁，镁，铜和锌）。最

后，这种植物还含有多种植物营养素，抗氧化剂和茶多酚。

因此，辣木可以被描述为天然复合维生素。

在如下情况下建议使用辣木 

•	 营养缺乏，营养不良	

• 疲劳，疲惫 

• 高血压 

• 睡眠障碍 

• 黄斑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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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 
以含辣木叶粉末500-600mg的胶囊为例 

•	  每天二到三粒饭前与水一起服用 

•	 服用期限:症状消失后2个月停止服用，或长期服用 

•	 副作用：无

合适的产品 

确保辣木是在有机环境下生长的。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干燥的叶子中水分含量小于7%。很多劣质产品

的水分含量远大于此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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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3 Fatty Acids   

欧米伽-3脂肪酸

欧米伽-3脂肪酸对于很多代谢都非常重要。两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欧米伽-3脂肪酸，EPA和DHA在鱼和磷虾油中的

含量非常高。

功能

欧米伽-3脂肪酸具有多种功能。他们保护我们远离心血管疾病并且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两种最重要的欧米

伽-3脂肪酸是EPA和DHA。它们被发现于大马哈鱼，金枪鱼，鲭鱼，贝类和磷虾中。没有任何植物可以提供

人体所需的欧米伽-3脂肪酸。

鱼类还是磷虾？

营养研究人员建议每周2次食用鱼肉。考虑到过度捕捞的威胁，这个建议并不总是易于执行。南极磷虾中提取

的磷虾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目前每年磷虾的捕获量仅占总量 的0.1%。另一个有利因素是磷虾中提取的

欧米伽-3脂肪酸是水溶性的状态，这与在鱼油中的状态是不同的。所以，人体对磷虾油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吸收能力是鱼油的2-3倍。最后，磷虾油中含有虾青素（Astaxanthin)。这种红色的物质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

剂，可以消除体内自由基，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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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况下建议使用欧米伽-3脂肪酸

•	 保护细胞结构（一般性保健）

•	 心血管疾病，例如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硬化）、心脏病发作、心绞痛、血栓和栓塞

•	 神经系统疾病（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氏症、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

•	 增强免疫力 

用法与用量

•	 磷虾油：每日0.4-0.8g欧米伽-3脂肪酸

•	 使用周期：症状消失后2个月，或长期服用

•	 副作用：如果您有血液疾病，请第一时间咨询你的医生。对于过敏症患者，磷虾油可能含有来自贝类的蛋

白质（甲壳类动物）

适合的产品 

建议使用从可持续生产和控制的来源生产的产品。磷虾被捕捉后立即提取磷虾油，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使用

鱼油，请确保不含任何重金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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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en  花粉

花粉存在于植物的花朵中。花粉由外壳包裹，其内部含有所有在自然形态下的营养素。

重要成分 

花粉含有所有维生素，所有矿物质，所有微量元素，所有重要的氨基酸，所有重要的脂肪酸，几乎所有已知的酶

和黄酮类化合物。因为花粉的外壳很难被消化，往往直接排除体外。花粉外壳经过特殊工艺被打开后，壳内的营

养物质才能被人体吸收。花粉可以作为抗 过敏，抗抑郁，减少充血，以及消炎剂使用。 花粉是纯天然的食品。

在以下情况下建议使用花粉

•	 疲劳，失眠障碍 

•	 压力，抑郁 

•	 良性增生前列腺，慢性前列腺炎 

•	 过敏 

•	 更年期，月经失调

用法与用量 
以含有300-400mg花粉提取物的胶囊为例 

•	 每日二粒（预防），每日三到八粒（治疗） 

•	 全天饭前与水一起服用。如果有睡眠障碍，胶囊应在每日上午或下午服用

•	 使用周期：症状消失后2个月，或长期服用 

•	 副作用：因为花粉外壳经由特殊工艺打开并剥离，含有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的风险非常低。然而某些花粉产品

可能含有引发过敏的物质 

合适的产品 

为了保证花粉来自于来受控且没有使用过杀虫剂土壤和植物，建议食用由机器收集的花粉而不是被蜜蜂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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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Wine Extract  红酒提取物 
 

在红酒提取物中，除了有害副作用的酒精，所有健康的营养成分都会被保留。

重要成分

葡萄的表皮和籽中含有大量的原花青素（OPC）。原花青素是已知的最强抗氧化剂之一，并且还含有维生素C

及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具有有效的癌症抑制作用，同时也对真菌感染非常有效，同时还可以加快脂肪燃烧速

度。葡萄还含有多种黄铜类化合物。

在以下情况下建议使用红酒提取物

•	 心血管疾病例如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硬化），心脏病，心绞痛，中风或高血压。此外血栓，栓塞，双腿肿

胀（水肿）或静脉曲张

•	 疲劳，健忘，注意力不集中或职业倦怠

•	 癌症

用法与用量
以含有300-400mg葡萄酒提取物的胶囊为例

•	 每日二至三粒，全天餐前服用

•	 使用周期：症状消失后2个月，或长期服用

•	 副作用：无 

备注 

葡萄籽或红酒提取物被认识是天然化妆品，是真正的天然抗衰老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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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estrols  植物化学物 

 

“Salvestrols“是一种在浆果、草本植物、水果和蔬菜中发现的植物化学物。植物使用他们来保护自己防止细菌，

病毒，真菌及害虫的侵害。

重要特性

Salvestrols对癌细胞有特殊的药理效果。他们可以与只在癌细胞中发现的一种酶相连接，这种酶叫做细胞色

素CYP1B1，而这种新建立的连接可以毁坏癌细胞。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食用有机生长的水果和蔬菜可以起

到抑制癌症的作用。

水果和蔬菜必须在有机的环境下种植，否则在传统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将消除给植物生长带来的威胁，从而阻

止植物产生Salvestrols植物化学物。

为何使用Salvestrols植物化学物

使用Salvestrols的治疗基于一个记点系统。为了预防癌症，每天最少摄入100点Salvestrols，当然这个目标不是

很容易达到。因此，有一些特殊的Salvestrols产品出现，例如含有350点的Salvestrols胶囊用来预防癌症。根据

不同的癌症，患者需要持续每天高剂量2000-6000点Salvestrols摄入。癌症的治疗方案需要由专业医学认识确定

和监督，他们可以针对不同个案进行评估。

用法与用量 

•	 预防： 每天一粒350点含量的Salvestrols胶囊 

•	 癌症治疗：请咨询肿瘤学专家 

•	 副作用：无

合适的产品 

建议使用每个胶囊含量350-2000点 Salvestrols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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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meric  姜黄 

 

姜黄起源于南亚。虽然它属于姜科，但和我们日常使用的生姜不同。 

重要成分

姜黄（又称黄姜）含有大量姜黄素。姜黄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抑制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的生长。同时

可以消炎，解痉挛。它促使胆汁的分泌，从而降低胆固醇，阻止肿瘤 的生长，并可以修复受损的DNA。

如何使用姜黄 

• 癌症 

• 溃疡性结肠炎 

• 克罗恩病 

• 消化系统问题，肠胃胀气 

• 阿尔兹海默氏症，老年痴呆 

• 慢性炎症

用法与用量 
以含量为500-600mg姜黄粉末的胶囊为例 

•	 每天2粒（预防），每天3-4粒胶囊（治疗） 

•	 每日间隔服用此胶囊，饭前与液体共同服用 

•	 使用周期：症状消失后2个月 

•	 副作用：极少情况下，姜黄可能引起轻度恶心或腹泻

合适的产品 

就其自身而言，姜黄很难被肠道吸收。然而如果混合少量黑胡椒（活性成分-胡椒硷）后，姜黄被肠道吸收的

能力增长1000倍。因此，好的姜黄产品应该含有合适比例的黑胡椒。另外，产品应该还有高含量姜黄素（最

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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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min D  维生素D

维生素D在钙和磷酸的代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牙齿，骨骼和肌肉的健康非常 重要。

老年维生素D缺乏容易导致摔跤或骨折。 

维生素D缺乏

如果我们的身体受到足够的阳光照射，自身在皮肤细胞中就可以产生维生素D。但是因为我们现代的生活方

式，人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暴露在阳光下，或者过多的使用防晒霜以至于 身体无法生成维生素D。尤其在冬天，

生成维生素D更是几乎不可能。目前保守估计，最少70%的人口会是维生素D缺乏。

使用维生素D治疗骨质酥松症

骨质酥松症是与年龄相关的多发的骨骼疾病，患这种疾病容易造成骨折。通过使用维生素D和维生素K12，可

有效治疗或预防这种疾病，并增加骨骼再矿物质化。同时足够的镁元素的供应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检查荷

尔蒙密度是否正常。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正常的饮食中，我们通常摄入过量的钙。

用法与用量

•	 对于之前提到的骨质增生的治疗：每日3000-4000IE 维生素D3，200mcg维生素K2以及400mg镁

•	 使用周期：症状消失后停止使用。也可以作为预防进行长期服用 

•	 评价来讲每天最大使用为4000IE。在冬天，可以摄入5000IE，而在夏天3000IE就可以满足要求。为了保持血

液总维生素D含量，每天应该摄入2000IE

•	 副作用：无如果摄入维生素D 5000IE之内都不会产生维生素D过量（或维生素D中毒）

适合的产品 

我们推荐使用维生素D3（胆钙化醇）。D3可以最好的被身体吸收并转化为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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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治疗方案

很多疾病都可以通过多种营养素治疗。以下清单就是补充营养素对常见疾病的效果。当然建议的治疗方案需要

依据不同的病人进行调整。

一般信息 

除非特殊说明，营养素都应该全天均匀的在饭前服用。以下推荐的用量是基于前面所述的胶囊含量。

 

过敏
例如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疹

• 尽可能避免接触过敏原 

•	 野樱莓Aronia或红酒提取物每日三至四次服用，每次1粒胶囊。（最大不要超过6-8粒胶囊） 

•	 或者使用 花粉没日次，每次一至两个胶囊 

•	 欧米伽-3脂肪酸（1-2g鱼油，0.4-0.8g磷虾油） 

•	 维生素C(1g), D(4000IE), E(500-1000IE)和锌(20mg) 

• 如果效果不明显，增加增加服用斜发沸石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多发性硬化请参考神经系统疾病） 

•	 野樱莓每天三至四粒胶囊，每次1粒 

•	 维生素D(4000IE) 

•	 Bioidentical激素

•	 尽可能不含麸质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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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炎，尿路感染  

•	 大量饮用液体，例如蔓越莓汁 

•	 野樱莓: 每天三至四粒胶囊，每次一粒

•	 青蒿: 每日四次胶囊，每次两粒饭前或睡觉前30分钟服用 

贫血 (铁缺乏)   

•	 主要饮食为素食  

•	 辣木: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野樱莓: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慢性疲劳,疲惫 

•	 接受食物过敏检测(例如Imuscan) 

•	 接受激素唾液检测 

•	 饮食应对应的食物过敏反应或激素检测结果 

•	 辣木：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野樱莓：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姜黄：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辅酶Q10(100-600mg) 

•	 	身体疲劳：补充重要氨基酸 

•	 精神疲劳：补充花粉胶囊每日3-4次，每次一粒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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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疾病 
例如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憩室炎，肠易激综合征 

•	 接受食物过敏检测(例如Imuscan)，饮食应参考食物过敏反应的结果。 

•	 斜发沸石：每日三次，每次两个胶囊饭前30分钟服用。

•	 姜黄：每日三次，每次一个胶囊 

•	 野樱莓：每日三次，每次一个胶囊 

•	 维生素D(4000IE) 

糖尿病二期 

•	 饮食不含糖分，最少的碳水化合物摄入，尽可能多的蔬菜 

•	 桑叶：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绿咖啡豆：每日二次，每次一粒胶囊 

•	 辣木：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辅酶Q10：100-300mg

循环系统疾病 

•	 欧米伽-3脂肪酸（1-2克鱼油；0.4-0.8g磷虾油）

•	 红酒提取物或野樱莓 每日2-4次，每次一粒胶囊 

•	 辣椒：每日两次，每次一粒胶囊 

湿疹 

•	 进行过敏源检测  

•	 服用维生素D（4000-5000IE)  

•	 分别使用青蒿乳膏和鸸鹋（澳洲鸵鸟）油，比较哪一个效果更好 

•	 使用素食或尽可能的生的食物 

•	 也可使用可的松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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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处炎症（关节炎）

•	 野樱莓或红酒提取物：每日3-4次，每次1粒 

•	 花粉：每日2-3次，每次1粒 

•	 玫瑰果：每日2-3次，每次1粒 

•	 维生素D（4000IE) 

•	 欧米伽-3脂肪酸 （1-2g鱼油 或 0.4-0.8克磷虾油）

心血管疾病 

例如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硬化），心脏病，中风，高血压，静脉曲张，水肿（双腿水肿）  

•	 欧米伽-3脂肪酸 （1-2g鱼油或0.4-0.8克磷虾油） 

•	 野樱莓或红酒提取物：每日2-4次，每次1粒 

•	 辣椒：每日2-3次，每次1粒

•	 辅酶Q10(100-600mg)

•	 由医生建议的钾和镁

高血压 

•	 减少体重，饮食主要以素食为主 

•	 野樱莓或红酒提取物：每日2-4次，每次1粒 

•	 辣椒：每日2次，每次1粒 

癌症 

•	 需由专业人士治疗，可能的选择是：姜黄，Salvestrol，红酒提取物，青蒿，绿茶提取物，大麻二 酚（脑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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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Disease 肝脏疾病
例如：肝炎，肝功能障碍，脂肪肝 

•	 花粉：每日两次，每次1-2粒胶囊 

•	 姜黄：每日三次，每次1粒胶囊 

•	 在医生建议下食用青蒿

•	 食用富含苦味的食物，菊芋

神经系统疾病  
例如：老年痴呆，艾尔兹海默氏症，帕金森症，多发性硬化症，肌萎缩侧索硬化,亨廷顿氏病，癫痫   

•	 生酮食疗法 

•	 椰子油2餐勺  

•	 大麻二酚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姜黄：每日三次，每次2粒胶囊 

•	 欧米伽-3脂肪酸（1-2g鱼油或0.4-0.8克磷虾油） 

•	 辅酶Q10(100-600mg) 

•	 维生素D(4000IE) 

•	 野樱莓或红酒提取物：每日2-3次，每次1粒胶囊 

骨质酥松  

•	 维生素D(3000-4000IE)和维生素K2(200mcg) 
•	 镁(4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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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感染  
皮肤真菌：青蒿或辣椒乳膏  

肠道或阴道:

•	 接受食物过敏测试，使用针对食物过敏源测试结果的膳食

•	 姜黄：每日三次，每次一粒 

•	 （野樱莓：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辣木：每日三次，每次一粒） 

•	 同时食用益生菌或牛初乳

前列腺疾病
良性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 

•	 南瓜子，棕榈果

•	 花粉每日二次，每次四粒胶囊

精神疾病 
抑郁，注意力低下，疲劳，健忘，职业倦怠 

•	 辣木：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野樱莓：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花粉：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辣椒：每日二次，每次一粒胶囊 

•	 辅酶Q10(100-600mg)

•	 温和型精神分裂和焦虑：CBD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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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 (慢性) 
例如：神经痛，偏头疼，肌肉痉挛，关节疾病

 

•	 CBD:每日三次，每次一至二粒胶囊 

•	 维生素B族 

•	 补充辣椒（1-2粒）或者姜黄(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病毒或细菌感染 
例如：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 

•	 青蒿：每日四次，每次二粒胶囊，饭前或睡觉前30分钟服用 

•	 辣木：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易感人群：接受激素的唾液检测，补充欧米伽-3(0.5-1g鱼油或0.2-0.4g磷虾油)，维生素C(1g)和维生素

D(4000IE) 

 

减轻体重

• 绿咖啡豆：每日二次，每次一粒胶囊

• 桑叶：每日三次，每次一粒胶囊 

• 辣椒：每日二次，每次一粒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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