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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還我健康」，首重「還我健康良醫」，即自然療法中的「自癒療能」

（Mdicatrix），它具有如白衣大士觀世音菩薩廣大靈感救苦救難的特質： 

1.具有超常的神奇醫療能力； 

2.不需現有醫藥界任何醫療用品和藥物；  

3.永為全人類全天候第一線的貼身家醫，甚至完全自動化，不請自來； 

4.為數多到難以數計； 

5.默默工作，不為人知； 

6.分文不取，不收任何報酬。 

在「對抗療法」廣泛作用下，「自癒力」與「自體免疫力」等生命力低下，

猶如自解軍裝、自廢武功。再加上「不良的生活方式」與「錯誤的飲食習慣」是

所謂文明病的根源。 

請從「覺」與「自我認知」中，找回人人自我的觀世音菩薩─自己的醫生。 

 

                   Reclaim Medicatrix and Recover Health 

Abstract 

 

  To restore our health we have to reclaim our ‘Medicatrix’（self healing 

capacity and immunity）first.  Medicatrix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immense 

strength and characteristics： 

 

1. magic curing and healing capacity; 

2. non of the conventional medical facilities are needed;  

3. Services are immense and for all; its coverage are always, universal, first-line 

defensive, and autonomic （non of the ‘911’or ‘119’calls are needed）. ; 

4. Providers with the Medicatrix functions are numerous and countless. ; 

5. These health care givers are silent workers and unnoticed. ; 

6. All services are fre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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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allopathy, the vitality （Medicatrix and immunity）is declining ,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behavior of self disarmament.  Together with the improper lifestyle and diet, 

the ‘civilized diseases’are emerged.‘Realization’（awaken oneself）and ‘know 

thy-self’are keys to reclaim our Medicatrix and restore our health. 

 
一、引言： 

本年國內醫界選出了「百大良醫」（商業週刊 1067 期），這是醫界好人

好事的表揚。不過在面對兩千三百萬人口的社會，良醫人數實在少的不成比

例，將來醫病雙方的困難堪慮。 

最可惜的是，在我們人類的世界裡，還有無數良醫竟被遺忘或被埋沒

了，這些良醫都具有下列特異功能和特性； 

（一）、具有超常的神奇醫療能力； 

（二）、不需現有醫藥界任何醫療用品和藥物；  

（三）、永為全人類全天候第一線的貼身家醫，甚至完全自動化，不請自來； 

（四）、為數多到難以數計； 

（五）、默默工作，不為人知； 

（六）、分文不取，不收任何報酬。 

問題是：像這樣的良醫上那裡去找？ 

答案是：遠在天邊，近就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身上。 

怎麼會？因為我們從來都「不認識自己」。                         

譬如說，我們的身體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地突然發生或遭受任何疾患，最先

最快趕來援助或處理或反應的就是我們自己體內外有形和無形的機能和機

制，這一點是天下任何在我們身外的醫生不可能做得到的。 

如果我們能深入思考一下就會發現，包括人類的所有生物根本都不應該

生病的(除非意外受傷) ，因為上天早就賜給我們設計好一套與生俱來的特異

功能和天賦異稟，亦即現代人所謂的「自然療能」、「自癒力」、「自體免疫力」

等種種本能。我們這些特異功能的發源地就是構成我們身體的基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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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 

二、細胞： 

我們身體中的第一個細胞雖然它小到肉眼不能看見，但卻是我們生命的

開始，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受精卵」。不獨人類，幾乎一切生物都是

由此一個單細胞衍生而成。 

細胞的功能非常神奇而複雜，它們天生就具有：生殖力（例如最初從一

個細胞開始，分裂成為 60 兆）、再生力、免疫力（包括防禦力和攻擊力）、

修護力、代償力、遺傳性能（基因、DNA）、辨識力（辨別敵友）、記憶力（預

防注射疫苗即賴此一特性）、全息律等等，以上各種特性為簡化起見總稱為

「生命力」。最不可思議的一點，每一個細胞都是有靈魂的、有靈性的，它

們不是我們的意志與能力所能控制和指揮的，例如：  

（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身體，小至割破手指，大至手術開刀，其傷口

之癒合絕非靠消炎藥粉或藥水或打消炎針或內服抗生素等的效果，所

謂之消炎者只是防止傷口二度感染而已。真正要傷口生肌癒合的機制

乃是在於細胞天生具有的生殖力、修護力、再生力或代償力等特性。

例如小傷口出血時，我們血液中的血小板立刻發揮了凝血、止血作用。

然後傷口附近的細胞開始分裂再生新的細胞，彌補了傷口的空隙，最

後傷口才能癒合如初。 

（二）腦中某條血管即將（或已經）發生病變，此時在患部附近的組織細胞

立即有所反應，並迅速趕赴患處馳援，或發揮修補或發揮代償功能，

例如常見的「一過性腦中風」之所以能「一發即過」暫保平安無事，

就是有賴我們自體細胞的神奇而複雜的特異功能所作的貢獻。 

（三）在流行感冒時節，我們實際是不知不覺地生活在微生物（如細菌、病

毒）的海洋中，它們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每一秒鐘，我們的五官

七竅以及全身的皮膚、毛孔都可能被無數的病菌、病毒侵入，或每一

次呼吸都可能吸入無數有害的微生物，而不自知。為什麼我們不會每

個人每天都因感染而生病呢？這就是歸功於：我們與生俱來的生命力

中的自體免疫系統，特別是專司防禦和戰鬥的免疫細胞（包括 T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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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細胞、巨噬細胞、細網細胞、樹狀細胞）以及體液抗體等等因素。 

前面提過，細胞是有靈魂的有靈性的。我們身體的任何一部發生

狀況，它們就默默地自動地立刻有所反應並經過劇烈戰鬥，及時發動

連鎖機制將外來的有害異物消滅於無形，而我們卻往往還不知不覺安

享太平，實際上在我們身上的神醫(免疫兵團)每天(每秒鐘都可能)不知

為我們打過多少次保衛戰，甚至它們自己也常會與外敵同歸於盡。 

三、按理說，既然上天賜給了我們這麼好的禮物（神秘而完美的細胞）和優越的

自體免疫特性，它們就構成了我們身體上的嚴密、完美的「生命體系防護網」

可以適應任何環境，可以防護、治療，任何疾病和摒絕一切外侵毒害，那麼

我們應該是不會生病的了？但事實上完全不然，現在我們人類不但會生病，

而且病還越來越多，越來越麻煩，有時老病還沒治完，又有新病出現或流行。 

為什麼會如此？檢討原因如下： 

（一）、生病時如果有什麼症狀，例如感冒時的發燒、喉疼、咳嗽等症狀就是

殺手細胞、免疫細胞與病菌病毒作戰時所發生的徵狀和反應，戰鬥越

激烈則發燒體溫越高，發炎越厲害。周兆祥博士也指出，發燒等症狀

是身體藉著提高體溫、咳嗽、發炎、疼痛等自然反應來消滅入侵的細

菌病毒，或咳出被我們的免疫細胞（殺手細胞）消滅了的侵入呼吸管

道或肺部的菌毒異物（如痰液）。 

然而現在壟斷了全世界醫藥界的西方醫學是採用「對抗療法」，

也就是有燒就退燒，有咳就止咳，發炎就消炎，有痛就止痛，一律都

是打針吃藥，那些針藥阻礙或削弱了我們原有的自然療能和免疫機

制。曾有一位學者作了適切的比喻：「這種療法等於是在與敵人作戰

之時先解除了自己軍隊的武裝」。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實際是壓制

病狀而非真正治病，最多只是求得一時的和平而已，，不但容易還會

再來，並且久而之後「不用則廢」，我們天賜的自然療能和免疫功能

就自然退化了。 

（二）、因為很多人身體上的原有抗病機能（生命力、免疫力）不但已經退化

了，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患了文明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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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授之言： 

（一）、有一位生物學家（郗磊峰教授）指出：除了遺傳因素及症狀性（續發

性）因素的病症外，現代絕大多數的疾病，尤其是俗稱的「文明病」，

其最大的致病原因就是現代文明人的「不良的生活方式」與「錯誤的

飲食習慣」。我們在文明社會生活慣了的人，從最高的衛生當局以及醫

界名家無不大力要求「個人」及「環境」的高度衛生和清潔（例如，

要求大家隨時「洗手」就是一例）這種方法雖然不能說不對，但在整

體保健而言，這是下策。因為這種方法是屬於逃避性的方法，我們人

類乃至所有的生物每天都活在天地之間的「微生物（包括各種細菌、

病毒）的海洋中」，不但有空氣的地方就有它們，甚至沒有空氣的地方

也都有它們存在，據專家調查，世界最髒的東西但又是人人愛不釋手

的東西就是「鈔票」，誰敢說，因為它上面細菌太多而不要它，例如商

店店員、街頭小販、銀行、郵局的櫃員、出納員等，它們每一分鐘都

可能經手觸摸數不完的鈔票，要他們「隨時洗手」可能嗎？躲不是辦

法，我們人類是無所逃於天地的，我們現在除了消極的逃避以外，應

該積極地恢復（能強化更好）天賜的特異功能（生命力、免疫力）以

期與大自然萬物和平共存。 

（二）、以上各點，如有疑問的話，不妨向下面的邊疆民族請教。 

在「大陸尋奇」節目中，曾介紹雲南的哈里族，他們的生活都

是接近自然的，只說飲水一項，就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他們飲水談不

到過濾、消毒、煮沸等程序，隨手就在田裡灌溉的水舀起來就喝；又

介紹泰北的那 都族也是如此，就筆者所知，這種情形太平常了，在

邊疆或落後地區飲生水不算新聞，很多地區包括雲南漢族人，連豬肉

都可以生吃，筆者曾旅居雲南且深入不毛，故可為見證，值得研討者，

在那種不講衛生的生活環境下，當地居民仍然自在生活健康如常，人

口並未因而減少。 

（三）、我們身體的免疫細胞和反應機制常常是慢半拍甚至慢更多拍的，有的

人對於侵入的毒害，反應快速，就可消弭外患於無形，自己都不會察



 ６ 

覺，即使知道，往往硬挺就過去了，但有的人，則必須遇到「置之死

地而後生」的環境和機會，他自有的生命力（自然療能、免疫力、自

癒力、抵抗力等等）中的免疫機制才會慢慢地發動起來，實施抗病療

傷的行動，例如 

案例一：台胞李光輝，二戰時期被日軍徵去太平洋戰區，最後日軍戰

敗，他流落在印尼一無人荒島，竟在該島渡過卅一年的魯賓

遜式的孤獨生活。 

在那漫長時期中，他小病不計，曾患生死交關的大病三

次，在無醫無藥的處境下，居然自癒未死。此例即可證明凡

人面臨絕境無望之時，其天賦異稟的自身生命力（身體免疫

力、自癒力、自然療能等）才可能發揮出來而發生自醫自救

的奇蹟。 

案例 2：在 1973 年，以色列發生全國醫師大罷工，不料同時發現，全

國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此事引起學者注意調查發現，此事

無獨有偶，加拿大、美國、哥倫比亞等地均先後發生同類事

件，結果均同。在醫師大罷工期間該地人口死亡率也同時下

降，不過最奇者為以色列。該國醫師大罷工長達 85 天，人

口死亡率竟降低了 50%，允稱奇蹟。 

以上各例。在在証明，人類面臨孤立無援，置之死地的境遇時，

其自身的天賦異稟的自然療能及自癒力始能發顯而獲得無醫而治，不

藥而癒的奇蹟。（註：此類案例甚多，請詳參”2007 年台北傳統醫學

大會特刊”筆者拙文＜從「無醫而治」與「不藥而癒」的案例看醫病

觀念的新啟示＞）。 

     如果是過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或在溫室、冷氣房中長大的人，有

一點狀況就看醫吃藥，他的免疫力「不用則廢」，可能會降低變弱甚

至消失，最近衛生當局也說了：「小小病自己治」。筆者幼時故鄉即有

一例，有一位名醫由於太講衛生，對其孩子過於衛生保護（隨時消

毒），後來患病竟因缺乏自體免疫力而不治。就筆者所知，有些醫師

和藥劑師自己是不愛吃藥的，因為他們都知道「十藥九毒」，最好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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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自癒力”，儘量讓其不藥而癒，但他們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五、結論：最後願以一句話作結 

”天下最好的醫生應該還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自己的生命力才是

天下所有任何醫療方法的基礎。 

敬請多多認識自己、善用自己、建設自己，則幸矣。 

 

本文發表於 2008 年 10 月 23、24 日，台北市召開之第二屆世界自然

醫學學術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