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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處筋傷及本處受傷（如脫臼、骨折、韌帶肌腱撕裂、割

傷、刺傷、燙傷等）是直接產生疾病症狀的因，而寒性體質又是

他處筋傷及本處受傷的因，故緣會影響寒性體質，進而影響他處

筋傷及本處受傷；但亦有緣直接造成他處筋傷及本處受傷而產生

症狀。

骨頭會引起痛嗎？

常聽人說我膝蓋痛、腰痛，那麼痛又是從何而來，會是膝蓋

退化或腰椎骨移位壓迫引起的嗎？骨頭到底會不會引起疼痛？

疾病由來

緣如同陽光、空氣、水分、土壤
緣會影響因

果如同芽
果不會生果

因如同種子
因會影響果

 他處筋傷與本處受傷
是症狀的因，同時也
是寒性體質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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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來探討骨頭本身會不會痛，如果會，每個人全身都有

骨頭，則每個人全身都應該痛，而且注定要從一生下來就要痛到

老死才對。可是在真實的人生裡，卻沒有這種事發生，可見骨頭

本身是不會痛的。進一步再來探討骨頭移位會不會產生痛，既然

骨頭本身不會痛，那麼骨頭移位時，骨頭本身還是好好的，骨頭

本身既然好好的，自然就不應該痛。即使痛，那也與骨頭無關，

所以把痛歸結到骨頭移位，是毫無道理的。

再就臨床上來看，如果骨頭移位是因，痛是果，可是在現實

的世界裡，卻有很多人脊椎骨正常，但每天卻痛得要命，甚至去

醫院檢查骨頭位置也沒有問題。那麼他的痛，很顯然跟骨頭移位

無關，如果真的還硬要說骨頭移位會引起痛，則很多人脊椎嚴重

移位變形，身體卻沒有任何疼痛，這又該怎麼說呢？可見骨頭移

位不是痛的必然原因。而且骨頭移位，從慢性病的角度來看，本

身就是一種症狀，也就是果，因此把骨頭移位當作是痛的因，就

有倒果為因的味道了。

或許有人會問，急性脫臼或骨折，病人痛得要命。怎能說骨

頭移位或受損，跟痛沒有關係呢？如果脫臼的痛，是骨頭移位所

致，當我們把骨頭調整回來，痛會立即減輕，但不會立即消失，

需經一段時間才會慢慢消失，而這段時間，不就是在等受損的組

織（筋）慢慢地恢復嗎？再說調整回來的骨頭，真的會回到原來

的位置而絲毫不差嗎？難道連零點零幾的移位都不會發生？那麼

現在與原來的位置還有毫釐之差，就應該有毫釐之痛，但事實並

非如此。即使脫臼或骨折移位沒有處理好，依然移位變形，但最

後痛也會消失，否則骨頭移位，痛就一直持續著，這對脫臼及那

些長期脊椎移位變形的人，豈不是一場大災難？誰還有勇氣活在

他處筋傷及本處受傷（如脫臼、骨折、韌帶肌腱撕裂、割

傷、刺傷、燙傷等）是直接產生疾病症狀的因，而寒性體質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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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不歇的痛苦中呢？

脫臼或骨折雖然使骨頭移位過大，但不是痛的原因，而是嚴

重拉扯筋，造成筋的組織受損，才會產生劇痛。因此要解決痛的

原因，就是讓筋不再嚴重地被拉扯。故處理骨頭其實就是為了處

理筋。而筋是很堅韌的，在急性病，若非移位到連肉眼都看得出

來的脫臼或錯位，是不會使筋傷而產生痛的。此時才須使用到整

復手法。不過筋如果長期處在錯誤的位置上，已經造成受損及變

形，即使用整復手法去矯正骨頭也沒有用。縱使你可以讓骨頭移

動，但很快又會被變形的筋拉回來，根本就是白忙一場。

至於一般痛的因是在筋，不在骨，只要精準地按在筋上，痛

即可緩解，何需用到很複雜的整復手法，結果又無法精準地處理

到受損的筋。總之一般慢性勞損的疼痛，與急性外傷的骨頭移位

無關，更不可把他處筋傷當作是本處受傷在處理。

臟腑損傷會痛嗎？

骨頭本身不痛，同理五臟六腑本身亦是不痛的，那麼臟腑損

傷會痛嗎？先就臟腑的損傷是由誰來論定，如果是以患者感覺的

疼痛部位去推測某臟某腑是否損傷，這是不能成立的，因感覺痛

是果，而痛在某臟腑的部位也是果，果如何去推測另一種果呢？

就如同蘋果跟葡萄之間是沒有因果關係，既然沒有因果關係，怎

能以蘋果甜不甜來推測葡萄呢？

再就損傷的說法來看，如發炎、潰瘍、沾粘、萎縮、硬化、

纖維化、穿孔……以上如果是醫師的論斷，也不能成立，因為體

內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即不可知，醫師又如何能做此論斷呢？縱



17

使能成立，以上症狀亦屬果，也與痛無關。假如是經儀器照出來

的，那也是果，不是發病的因，因為發病的因是照不出來的，譬

如膝蓋痛的因在臀部，手腕痛的因在手肘，小腿肚痛的因在上胸

椎，一般都是哪裡痛照哪裡，可是誰會想到膝蓋痛、手腕痛、小

腿肚痛要照臀部、手肘、上胸椎呢？因此照出來的是果，而痛的

症狀也是果，既然都是果，就不能說發炎、潰瘍、沾粘……會產

生痛，如果會產生痛，那就變成果可以生果，果生果可以成立，

則蘋果可以生葡萄、香蕉，這還像話嗎？

再就臨床來看，如果臟腑損傷會痛，就舉胃來說，輕者破皮

發炎，重者穿孔出血，要是破皮會痛，則穿孔出血更應該痛才

對，可是很多出血卻沒有痛，只因便黑才知出血，穿孔必破皮，

穿孔都不痛，怎能說破皮會痛呢？如果還硬要說破皮會痛，則

破皮是因，痛是果，只要用原始點在筋上按推及溫敷，痛立即

減輕，甚至完全消失，這時破皮不可能那麼快修復，既然破皮還

在，痛就應該繼續下去才對，可是事實卻非如此，這已足以說明

破皮與痛的因果關係是不能成立的。

再說胃缺損會痛嗎？如果會痛，是手術後被切除的部份會

痛？還是留存在體內的部份會痛？如果是被切除的部份會痛，既

已被切除，如何知痛？即使知痛，既已在體外，又與我們何干？

如果是留存體內的部份會痛，則手術切除一小部分，就應該痛一

小部分，切除大部分，則應該痛大部分，全部切除，豈不痛死

人？可是切除後，除了患者更加虛寒，痛也沒有繼續發生，可見

臟腑損傷及缺損，亦非痛的因，其餘臟腑應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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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細菌病毒：

因為感染細菌病毒才會生病，如果這話成立，那麼就可以

說，細菌病毒是因，生病是果。不過這種說法真的能夠成立嗎？

我們就來進一步分析。

一、在體內未病前就有細菌病毒，如果細菌病毒是因，生病

是果，在當時就應該生病才對。可是在臨床上卻有很多案例根本

就不發病的。因此形成有因而無果。既然無果，相對的因也就不

能成立。就如同沒有生過孩子（果）的女人，也就不能成為母親

（因）一樣。因此細菌病毒是不能被說成因的。

二、如果是生病後才有細菌病毒，可見細菌病毒是果不是

因，因為生病後而產生的統屬果。

三、如果細菌病毒與生病是同時產生的，那這樣細菌病毒也

不能成為生病的因，就如同牛角同時生，彼此不能互為因果。

四、細菌病毒是被儀器檢測出來的，在臨床上原始點療法已

經證實除本處受傷外，凡被儀器檢測出來的統屬果。

從以上推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細菌病毒不是導致生病的

因，它只不過是生病的其中一種果、症狀而已。

從臨床上觀察如果感冒而有細菌病毒，不管有沒有吃藥，結

果都是一星期左右會好，可見是自身體質處理好的，根本就與藥

物無關。從原始點來看，感冒症狀是果，服溫熱藥就是要改善寒

性體質而間接醫果，抗生素是寒藥，必定會傷害體質，而使症狀

加重，怎麼還敢妄稱能殺死細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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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疫苗：

在西方醫學認為，疫苗可以成功地防治各類傳染病，如天

花、小兒麻痺、Ｂ型肝炎等。不過從現在的傳染病來看，如

SARS、禽流感、H1N1等，沒有一種是經由藥物或疫苗而控制

下來的，根本就是無藥可醫。不過隨著時間，這些傳染病終究都

會自然消失而歸於平靜，可見傳染病的消失，與西藥及疫苗無

關。要不然古代沒有西藥及疫苗，傳染病又是怎麼消失的呢？以

今視昔，現在的傳染病都無法處理，怎能說疫苗對過去的傳染病

有防治之功呢？

現代醫學對病毒是無藥可治，可是卻宣稱未來還沒出現的病

毒是有疫苗可以防治。以此推論，依照現代醫學的觀點，疫苗是

對過去及未來的傳染病有效，可是卻沒有辦法處理現在的傳染

病，也就是看得到的現在不能處理，看不到的過去及未來卻可以

處理，這跟國王的新衣又有什麼兩樣，可是這種荒謬的觀點，真

的卻有很多人相信。

既然已經知道細菌病毒是果，也就是影子，不但不是要處理

的對象，而且也是無藥可治，病之所以會好，都是因自身體質處

理好的。所以之前的天花、小兒麻痺、Ｂ型肝炎等，如果照現代

醫學說是因病毒引起的，那就更可以證明疫苗可以防治過去及未

來的病毒，根本就是背離事實、一派胡言。而且疫苗屬寒涼藥

物，又從冷藏取出，施打後除了使人更加虛寒，抵抗力變得更

差，不要出問題已經是萬幸，怎麼還說會有防治之功呢？因此所

有疫苗根本不能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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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如果不改變思維模式，一味在果上研究，終究是一

場空，因為影子裡是找不到正確答案的，不只是現在的愛滋病

毒、SARS、禽流感、H1N1等找不到答案，以後新型的病毒出

現，也終將是無解。在臨床上的觀察，打疫苗有些人會出現不適

症狀，甚至產生重大副作用，花了那麼多錢研究，及宣導民眾要

打疫苗，除了壞處，實在看不出對人類有什麼貢獻。

「果、影子」包括所有疾病症狀（因生病而產生的狀態，又稱訊

號）、醫學之病名及病因、儀器之檢測：

1. 身體感受或出現的：疼痛、痠、麻、癢、脹、悶、刺、暈、抽

筋、口乾、口破、口苦、口臭、發燒、潮熱、灼熱、腫、煩

躁、譫語、目赤、出血、紅腫熱痛、多汗、盜汗、紅斑、疹、

流鼻涕、耳流膿、咳、喘、腹瀉、便秘、小便困難、嘔吐、白

帶、肌肉跳動、下墜感……以上症狀皆因他處筋傷所致，而患

者全屬偏寒體質，至於症狀出現的部位亦屬果，如五臟六腑、

頭、頸、四肢等部位。

2. 儀器檢測的：X光片、斷層掃描、潰瘍、沾粘、發炎、骨刺、

椎間盤突出、脊椎移位、各種結石、瘤、腎萎縮、腦萎縮、肝

硬化、肺纖維化、血壓、癌指數、肝指數、腎指數、細菌、

病毒……以上種種全屬果，並非要處理的對象，就算是大如腫

瘤、肝硬化、骨刺、結石、椎間盤突出或小如細菌、病毒等衰

敗、變形的狀態，也是一種從生到老自然變化過程所產生的

果，而果是不會生果的，就如同髮白不會生出頭痛、頭暈，面

皺不會生出膚癢、潰爛，肝硬化不會生出腹痛、腹水，肺纖維

化不會生出咳嗽、氣喘，高血壓不會生出腦中風，腫瘤不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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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倦怠、暴瘦、疼痛，只有因才會影響果，假如果生果可以成

立，則不需父母，孩子本身就可生出弟妹來，如此蘋果也可以

生蘋果、香蕉、葡萄，這豈不是天下大亂？因此果是不會生出

各種不同症狀來令身體難受的，處理果反而有害，要使生命得

以延續，唯有改善因，也就是偏寒體質及他處筋傷一途。

果、影子非治療的目標：

凡屬他處筋傷所致之症狀、訊號處、病名、病因及儀器檢測

的，統統不可處理，但可溫敷。

「因」可分他處筋傷、本處受傷及寒性體質：

三者最簡單的區別方法就是找到原始痛點按推後──
一、症狀改善明顯，則屬他處筋傷，此類患者在臨床上占絕大多數。

二、若出現他處不適症狀：

1. 屬局部的，如頭暈、胸悶、嘔吐、腰痛等，則偏向他處筋

傷引起；

2. 屬全身性的，如怕冷、無力、麻、抽筋、抽搐等，則偏向

寒性體質影響他處筋傷所致。

三、症狀雖有改善（屬他處筋傷），但進展緩慢或一天內反覆發作，

甚至近乎24小時，則屬寒性體質影響他處筋傷所致。

四、症狀改善並不明顯：

1. 屬本處受傷，其臨床症狀來得又急又重，稍微動作更加劇

痛，最令患者難以承受，體質修復本處的時間：

A. 一般扭傷患者其本處受傷，修復時間約需三至七天，即

可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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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腰背肌肉腫脹變形、指骨受損，或肌腱撕裂，修復時間

約需一至三個月。

C. 脊椎骨旁之筋嚴重受傷，修復時間約三至六個月。

D. 如果患者體質變寒或受傷部位不斷使用，就會使修復時

間變長。

2. 屬症狀24小時持續發作，在臨床上最難處理，經按推及

內、外熱源溫之：

A. 有改善則屬他處筋傷，而24小時則意味著受極寒體質

嚴重影響；

B. 沒有改善則屬本處受傷，而24小時則意味著受傷的程

度更加嚴重，故需再以按推及內、外熱源溫之，由體質

來修復本處受傷，經一段時間：

甲、症狀消失，則屬較易復原的本處受傷；

乙、症狀仍在，則屬不易復原的本處受傷，如植物人、

癱瘓病人。

● 中性體質：在任何時間及環境下，都處於一種平和、寧靜、舒適

的狀態，既不怕冷也不怕熱。

● 除了中性，人的體質只有寒多及寒少，根本就不存在有熱性體

質。 寒性體質會使筋傷進一步惡化，造成患者感覺錯亂，而出

現假熱之症，如怕熱、灼熱感、發燒、潮熱、口渴喜冷飲等。

寒象明顯的體質	(體質：未病前身體的狀態)：

●	顴骨以上到額頭面色青白、黃，黑眼圈。黃色屬寒，如膚黃、苔

黃、涕黃、帶黃、尿黃；紅色亦屬寒。

●	舌質淡白，舌胖有齒痕，舌潤、白苔。舌頭紅亦屬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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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神、倦怠、嗜睡、懶言、少氣。

●	鼻子過敏，早晚症狀較嚴重，怕冷，冬天四肢冰冷，肌肉僵硬，

受風寒及食涼症狀即加重，口淡，口甘甜，流口水，不喜歡喝

水，就算想喝也喜歡熱的，痰多，大小便頻繁。

飲食及用藥的觀念：

寒性體質患者勿食酸、甜、酒、茶葉、冰品、生冷蔬果及海

鮮等，日常飲食宜少水、少油、少鹽、少加工品，因為寒性體質

才是致病的重要因素，故答案不在酸鹼平衡及缺少各種營養素的

問題，只要把寒性體質改善了，身體各種功能就能自動調整回

來。生病後寒性體質會趨向更寒。所謂藥性必有所偏，就是要把

過寒體質調整回來，進而達到治病的目的，故藥物只不過是改善

偏寒體質的一種內熱源罷了，而非真的能治病。

沒有藥可以治病而不經過體質的。如果不透過體質，當人因

病毒或風寒而感冒，然後喝了熱開水、薑湯或熱粥，甚至用吹風

機或蓋棉被把汗逼出來，病也好了，就會得到熱開水、熱粥、薑

湯，甚至棉被、吹風機都可以驅風寒、殺病毒的結論，這樣大家

能接受嗎？若能接受，當你頭風痛，喝了熱參湯，或用木棒、手

肘按推，而把病治好了，能說人參、木棒或手肘有驅風止痛的作

用嗎？若能接受，那麼你也可以說跑步、爬山、打太極拳、瑜

珈、拉筋、柔軟操可以治百病，這樣我們還談什麼是醫療呢？如

果不談體質，就會出現以上荒謬的結論，闊而言之，不談體質，

而宣稱藥可以驅風濕、清熱解毒、以毒攻毒、熄風鎮痙、利水、

安神、開竅、止血、固澀……都屬妄念，或說藥可以治高血壓、

糖尿病、腫瘤、憂鬱、失眠、細菌、病毒……亦屬戲論。更進一

步說，既然沒有一種藥物可以直接治療某一種病，那麼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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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沒有一種藥物可以直接造成某一種病。治病沒有特效藥及

偏方，唯有改善體質一途。

論寒涼傷人：

寒性體質，如果誤用寒涼藥，當體力不錯，仍可容許各種

人為的錯誤，而能善盡體質自我修復的任務，讓我們遇到各種疾

病，都能化險為夷。譬如生病打點滴、吃抗生素、消炎止痛、退

燒藥、類固醇、疫苗……全是寒涼藥，對於寒性體質的人來說，

無異是雪上加霜，但除極少數的人熬不過去，才會死亡，絕大多

數都會活得好好的。

很多寒性體質的病人，剛開始吃寒涼藥，病卻好得很快。因

此讓病人及醫師都深信不疑，誤以為用對了藥。甚至有些病人吃

生機飲食，一開始身體也有輕安、舒適的感覺。可是在不知不覺

中，病人的體質變得更寒，面對疾病的侵襲就會越來越吃力。在

長期的錯誤下，即使擁有強健的身體，也無法容受不斷地摧殘與

傷害，重大疾病於是就這樣慢慢地形成了。

中醫的溫病學派，善用寒涼藥，就如同西藥一般。可是病人

都屬寒性體質，根本不能用寒涼藥。但問題是，即使用錯藥，病

人最終也都會好轉。然而這不但不是在幫助病人，從長遠看，根

本就是在傷害患者。一旦病人的體質差到無法容受時，即使小到

如感冒、各種傳染病、胃腸病，都會變得很危急。亦有可能突發

重病，如腦中風、心肌梗塞，而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癌症之

重症患者，則會迅速惡化，甚至危及生命。世人不察，從開始滿

足於症狀的好轉，忽略了體質的惡化，終至難以挽回。

試看人之已死，身體體溫驟降，體內的熱源不見了，而這熱

源正是維持生命力的主要因素。當人的歲數增長，身體走向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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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體質也會變得更加寒涼，能夠提供身體的熱源就會越來

越少。如果要延長壽命，縱使無法改變體質趨寒的事實，但起碼

也要延緩趨寒的速度。故日常生活不管是飲食或用藥，一定要盡

量避免使用寒涼。

致病之緣：

1. 內緣：壓力、焦慮、生氣、憂煩、不眠、勞累、飲食過冷、服

藥不當……

2. 外緣：環境污染、外傷、外感風寒、中暑、姿勢不正、過度使

用、敷藥不當、手術不當……

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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