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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癌―台湾医師的処方箋」（並木書房） 

林建良 

 

序文 

 

 中国到底是危機還是転機？到目前仍是衆説紛云、議論不休。以筆者来看、這種議論、等於是在

争辯癌細胞是対身体有益或有害一様。如果有人主張説、癌細胞対身体有益的話、此人一定会被当

成笑話。但主張中国是世界経済的救世主的政治人物與学者却相当多。 

 

 為什麼到現在還有政治人物或学者主張中国是転機呢？ 

 

 我寧可相信、他們不是被短期的利益蒙蔽了目光而無法看清楚中国的本質、而是因為他們没有従

生物学的観点来看「中国人的本質」之故。也許你会問「真是這様嗎？」、只要従生物学的観点来

看中国、你也会很清楚、中国就是「癌細胞」。 

 

 為什麼中国是「癌細胞」？答案就在本書。筆者従中国人的本性、環境問題、経済問題、犯罪実

情、巨大公共建設的三峡大壩的危険性等等、以各種実例検証。 

 

 這個「中国癌」如同其他的癌細胞也会転移到遠方去、相当悪質。中国癌細胞透過移民、留学、

投資、偸渡等管道、拡散到全世界。也在世界各国引起種種的問題、破壊了当地的社会文化。 

 

 而諷刺的是、中国人本身也受到中国癌細胞的折磨。由於癌細胞的増殖、中国的大地厳重地汚染、

砂漠化持続進行、水與農作物都被農薬、重金属、化工廃棄物等有毒物質汚染。貧富差距超乎想像

的厳重、貧困層的不満與怨恨一日比一日升高、這也引発各地頻頻発生暴動。其結果、是集名誉権

力財富於一身的中国政府高官們争先恐後地要逃出海外。身為国家掌舵的高官、居然也無法信任自

己国家的将来、這不是癌症末期症状是什麼？ 

 

 為何自誇有五千年悠久歴史、應該是很聡明的中国人没有辦法医治自己的癌症呢？其実這就是

癌細胞的宿命、癌細胞有着本身無法克服的魔障。 

 

 正常的細胞会遵守 apoptosis（細胞自殺）的自我犠牲之生命法則、来保持全体的均衡。然而癌

細胞完全没有這種自我犠牲的精神、只会一味地拡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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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癌細胞本身也知道、無限地自我拡張、有一天也会置自己於死地。但是癌細胞的理性敵不過

其本能。 

 

 而当我們無法理解癌細胞的特有「本能」時、我們也無法撃退癌細胞。 

 

 治療癌症最好的方法是将它完全切除。但是中国癌已大到無法切除的地歩、並且転移到世界各個

角落了。現在僅存唯一的治療手段就是将中国癌無害化。 

 

要如何無害化？簡単一句話就是分割中国這巨大的癌細胞、譲它互相牽制消耗其力量及悪性度。 

 

要分割中国其実並不困難。只需要求中国政府民主化並支援中国内部民主運動、就可以分割。原

本中国分裂的状態就比統合的状態来的長久、分裂状態是中国歴史之常態、統一才是不正常的状態。 

 

 人体之中、有做為生体防禦以撃退癌細胞的 NK淋巴球（natural killer lymphocyte）之免疫機

能存在。現在、世界各国都積極研究如何活化 NK 淋巴球以撃退癌細胞。要撃退中国癌也是一様、

活化存在於中国内外的 NK淋巴球等免疫機能是相当有効的作法。 

 

 幸運的是、中国国内也存在着種種的 NK 淋巴球。那就是有良心的媒体工作者、人権活動家、法

輪功学員、天安門事件的犠牲者家属等、再加上海外的支援勢力。 

 

 雖説中国是共産党専制的独裁国家、只要持続不断地要求其実施民主自由人権的政策、在中国経

済也走向全球化的今日、中國不可能不動揺。同時、日本與台湾等民主国家如以国家的力量来支援

中国民主運動的話、其効果将大到譲中国受不了。 

 

要做到這様、日本必須先抛棄「不可刺激中国」的強迫観念。如果有着「不可刺激小偸」的心理

而不関緊門戸、結果不只是取悦了小偸、而且還譲自己受害。要撃退中国癌、首先必須抛棄這種不

正常的心理、日本必須自己的心理先健康、才談得到去治療癌症。 

 

 日本應該是対自由民主與人権最重視的国家、但很遺憾的是、日本人対独裁国家中國的民主運動

與人権問題毫不関心。不僅如此、甚至日本的左派経常讃美或在言論上支援中国。左派原本應該是

対人権問題最敏感的人種、却與独裁国家並肩站在一起、這是一個很怪異的現象。這種思想上的錯

乱、在日本却理所当然地存在、這也是「日本病」之一。 

 

而即或如此、日本還是在亜洲唯一有能力與中国対抗的正常国家。日本有時会突然発揮別人想像不

到的力量。就好像乖乖牌的日本、居然会創造出「怪医秦博士」這種完全不按牌理出牌、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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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生一様。 

 

 而這套漫画「怪医秦博士」全集、也収蔵在日本最高学府東京大学医学系図書館的一楼。我把這

解釈為是東大向日本所発出的訊息、如果人材輩出的東大有此決心、日本就有可能打破旧習開拓新

的時代、日本人的冒険心與正義感也将再度復蘇。 

 

 要治療中国癌、必須有像「怪医秦博士」一様、不受既成的固定観念限制又有独創力的医生。 

  

我仍然相信日本是台湾人所憧憬「武士道国家」、所以才会寫下這本書。希望従這本書中、日本

人可以警覚到自己視而不見、或根本没有去想過的「中国人的本質」。我也期待着日本人能従睡夢

中醒過来、発揮其應該有的領導力、尽其應該尽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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