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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何處尋？
健康何處尋？
香港人的壽數(Life Span)不斷延長，男性已達
79 歲，女性 85 歲，這是曆法年齡。換句話說，
香港人生活在世的年歲是可觀的，這是好消
息。從另一角度看，對社會資源的要求，對政
府財政的負擔，卻是一個壞消息！何解呢？
香港政府對醫療的公共開支一直很煩惱，二零
零六年百分之廿二的公共開支用於醫療，而且
不斷上升，礙於人口老化(壽數不斷增加)，醫
療的開支只會直線上升，倘若醫療融資問題不解決，廿五年後的 2033 年醫療開支會超出
公共開支的一半！
這個結論是因為壽數增加而健數(Health Span)不增的結果！
何謂健數？
健數是人過著健康生活的歲月，無病痛而得健康終老，一般顯現於以下的徵兆：
1.活動能力強：體能與腦力方面都強
2.生產能力高：對家庭及社會都有貢獻
3.快樂指數高：擁有健康的情緒生活
4.精神生活好：靈性超脫(如莊子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
影響健康的因素包括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多方面因素，前者不受我們的控制，後者因素
主要包括如下：
飲食：
飲食：「病從口入」，所以談健康需先從飲食著手，大原則是如何使身體偏弱鹼，pH 值
7.4 左右，酵素充盈及抗氧化高，如此身體的免疫力便強，這就是為何養生學會鼓吹清淡
飲食、多吃蔬果、盡量減少肉類及奶類，而代之以果仁及種子類的植物蛋白質。The China
Study 有詳盡研究解釋動物蛋白質對心血管病及癌病的影響。 (Ref. The China Study by
Colin Campbell)
養生學會(I S LT )

1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古人設計「醫字」已說明若在「酉」時「5-7pm」不開始減慢我們的生活步伐，
違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生活，我們遲早要看醫生！可惜，很多現代人是顛
倒日夜的：太陽下山，宇宙時鐘已減慢下來，而我們偏偏加快身體生理時鐘的操作，如
此違反自然生活，不病才怪呢！
環境：
環境：今時今日我們生活的周遭環境已受無線電波的輻射污染，空氣、水、食物的污染，
化學物的污染，要自救需懂得排毒及多到郊野、海灘、大自然以及勤練功增強免疫。
心情：
，即是負面情緒引發的內分泌，
心情：環境污染是毒素，但還不及人體產生的「內毒素」
真是會「激死人」的！可謂「含恨而終」！我們不難在周遭的人或社會名人找到好例子。
以上影響健康的因素其實可歸納在兩個字：「失
衡」，就是體內失去某種平衡。
現代人的飲食嚴重失衡：由於奧米加
3 對奧米加 6
現代人的飲食嚴重失衡
的吸收平均達到 1 對 20，正常應是 1 對 3，這種失
衡影響到體內產生的 Eicosanoid 荷爾蒙組羣的失
衡，即好的 Eicosanoid 不足而壞的 Eicosanoid 太多，
結果引發很多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心腦血管病及癌
症。(Ref. The Age-Free Zone by Barry Sears)
另一種飲食失衡是酸性飲食
另一種飲食失衡是酸性飲食(
飲食失衡是酸性飲食(如肉類、
如肉類、奶類、
奶類、汽水)
汽水)太多，鹼性飲食不足，身體過酸發病
太多
易，影響健康。人體消化系統有 500 多種細菌包括益菌與惡菌，牠們的存在製造出一種
平衡，而失衡會引起消化方面的疾病。
此外，人體盛載毒素是有一個限度的，當我們的排毒能力減弱
排毒能力減弱，
排毒能力減弱，而毒素(包括內毒素，即
而毒素
壞荷爾蒙的分泌)不斷增加達至失衡
不斷增加達至失衡的階段，我們亦會致病。
不斷增加達至失衡
生活方式的失衡最明顯不過的是「顛倒日夜」，即是生理時鐘與宇宙時鐘的失衡
生理時鐘與宇宙時鐘的失衡，「日
生理時鐘與宇宙時鐘的失衡
出而作」變成「日出而睡」，「日入而息」反變成「日入而作」。宇宙的能量减慢，人
體生理反而要加快，這是違反自然，這是失衡的現象，故此生病。
一些癌症研究證實凡有致癌基因就有相應的抑癌基因
凡有致癌基因就有相應的抑癌基因，它們互相制衡，身體則健康，但
凡有致癌基因就有相應的抑癌基因
當它們失衡(即致癌基因被啟動而抑癌基因被禁制)時，癌病就發作
癌病就發作了。現時癌症基因研
當它們失衡
癌病就發作
究專家正致力於如何令抑癌基因(如 p53，RB 基因等)更活躍，這是未來醫學的希望。
「上頸脊椎醫療」
上頸脊椎醫療」(Upper Cervical Chiropractic Care)認為人體健康是建基於身體的平衡
Care)認為人體健康是建基於身體的平衡，很
認為人體健康是建基於身體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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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疾病源於脊椎骨第一節(C1)的移位，脊椎軸(Spinal Cord)受壓，神經系統的信息傳遞受
到障礙，人體的各項功能是受制於這些信息的傳遞，當這些信息傳遞不流暢或阻塞就會
產生各式各樣的疾病，下圖說明每節脊椎傳遞的信息網會影響身體的某部分(見圖 A)，
並可能引起各種疾病徵兆(見圖 B)。(Ref. www.nuc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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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疾病就是平衡與失衡的界別。這個健康平衡理論
健康平衡理論還可以引申於很多方面如下：
健康平衡理論
體溫：
體溫：一般人體體溫是攝氏 37.8 度，過熱人體會排汗，過冷人體自然關閉毛孔，僵硬起
來，長期過熱或過冷也會令人生病，甚至死亡，還記得「鐵達尼號」電影的男主角是如
何死的嗎(冷死)？
動與靜：
動與靜：老子說：「流水不腐」，人需要活動，血氣行則不易病，人亦需要靜止、休息，
休養生息，「今日疲勞今日消」。人的動與靜達至平衡，如此身心健康矣。
正與反：
正與反：一些病症包括肌腱炎就是因為重覆某一動作令到肌肉勞損，很多家庭主婦、傭
人、打字員及電腦一族都有這病症。防止這病症的產生其實很容易，就是在肌肉勞損前
選相反的動作或找方法令肌肉得以鬆弛。瑜珈很著重每一姿式配以相應的反姿式(Counter
Posture)就是這個道理。這是正與反的平衡。
基於以上的分析，治病方法首先找出失衡在哪一方面，然後「對症下藥」！例如現代人
飲食一般是奧米加 3 不足，可以多吸奧米加 3 食物或補充劑(如亞麻子油丸)。其次是多
吃蔬果令身體弱鹼，吃乳酪增加益菌，二便必須通暢，多喝水及食纖維素高食物，早睡
早起，坐姿站姿端正，注意天氣變化及衣服的保溫，最後是動與靜及正與反的動作平衡。
以上的平衡是建基於身體的層次，真正的健康是身心靈三方面的。那麼心的平衡與靈的
平衡又如何達至呢？
心的平衡
心情起伏不定，大上大落如過山車，這就不太平衡了！某些人生活艱苦，但心情開朗、
快樂指數高，何解呢？心是內在的，物質及身體是外在的，一些修行高的人懂得調心，
「天
蹋下來當被蓋」，「處變不驚」，「物物而不物於物」。
靈的平衡
「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小我溶於大我，小宇宙與大宇宙的結合，人體後天的氣
與 大 宇 宙 元 氣 的 結 合 ， 智 者 Meister Eckhart 稱 謂 自 我 意 識 溶 於 宇 宙 意 識 (Cosmic
Consciousness)，道家稱謂「天人合一」，這是靈的平衡、靈的提昇！
養生學會推廣內丹養生以達至身心靈的平衡，特別適合生活於高壓社會、生活節奏急促
養生學會推廣內丹養生以達至身心靈的平衡
的香港人。通過「練腎生精」的簡易內丹功法，迅速回復身心靈的平衡，配合「跟太陽
走的生活方式」
，從大自然吸收好能量，崇尚自然，不強求，“不為天下先”，自身自有
靈丹藥，人體內有健康的百寶箱，內丹功令人「內外安靜、神定、氣和、元氣自降」
。又
用內丹精神(時隱時現)節約能量，進行持久戰而屢戰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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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生活及工作擔子多重，壓力多大，身心靈應付有餘，今日疲勞今日消，一覺醒來又
是梁山好漢，甚麼事情也難不倒。兵來將擋、見招拆招，更難的事情，今天解不了，明
天解。內丹功幫助練功者
內丹功幫助練功者「
內丹功幫助練功者「清靜身心」
清靜身心」、「神不離身
「神不離身，
神不離身，身乃長健」
身乃長健」，百歲不衰。

上頸脊椎醫療理論

健康

身體平衡

疾病

身體不平衡

「脊椎 C1(或稱
C1(或稱 Atlas)正中
Atlas)正中，
正中， 「脊椎 C1 不正，
不正，脊椎軸受壓」
脊椎軸受壓」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Ref. www.nuc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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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與內丹動功

學員何建基

內丹動功以煉腎生精，養生回春，而整套動功以自
然呼吸，腰膝活動為主。
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女子七歲。腎氣
盛，齒更發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
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
而長極；四七，筋骨堅，發長極，身體盛壯；五七，
陽明脈衰，面始焦，發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
面皆焦，發始白；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丈夫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
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
氣衰，發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
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發去。……”說明腎的系統是主宰人的
一生活動能力，而肝腎氣竭盡，人的生命就完結。
黃帝內經《素問‧脈要精微論》“夫五藏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
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
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
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說明腰不能動，膝不能屈伸，乃肝腎虧損所至。所以
練習內丹動功有增強肝腎臟功能。
中醫藏象學說：腎的主要功能主藏精，溫煦，納氣，在體合骨，其華在髮，開窍於二陰，
在液為唾等等。
《素問‧上古天真論》“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
乃能瀉。……”
說明腎的功能正常，人的身體自然健康。而勤練內丹動功，最明顯見效是大小二便。
《素問‧刺法論》(遺篇)“…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嚥甚硬
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吞津如同吞嚥很硬的東西一樣。因精氣血津
液在中醫角度全都是屬於氣的一種物質。引頸吞津是要將口中含有氣的津液從丹井和石
泉兩穴引回腎中。
因此練習內丹動功，當是一種柔軟體操運動，也能令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如果當是氣
功來練習，功效明顯，不過需時較久。現時我以氣功方式練習，需要 40-45 分鐘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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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式，加上按摩頭頂頸項及打小腿，差不多要 50 多分鐘。所謂氣功方式練習，只不過是
呼吸自然深長，動作輕鬆緩慢，以心運氣，氣走全身，非常簡單。
氣是人體不可缺少的一種物質，有氣則生，無氣則死。老子：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
為和。」

內丹治前列腺肥大病

西醫譚維仁(
西醫譚維仁(新加坡)
新加坡)

我在 06 年 7 月開始不能排尿，經檢查後被診斷為前列腺
肥大病，PSA 超常兩倍、前列腺超重三倍，至 07 年 5
月因搬屋勞累加上睡得晚，每月差不多要吃廿多天中
藥，才不致於每晚兩點、四點、六點尿急，當時每次要
用上十至三十分鐘才可以分批「尿完」
，更「谷」到滿身
大汗，日間精神大受影響，光是每月的中醫藥費亦至少
花上九百港元。
07 年 12 月 1 日我特往香港，在三日內的 21 小時，練會了內丹一步及二步功，兩週後開
始完全不用吃中藥，都可每晚只起來尿一至兩次，最重要是不用摸黑起床，五分鐘便可
尿完，所以相信內丹確有神效：補腎、健身、回春。
我用了三個月的中藥費即可學會內丹一、二步功，但要切記一定要每天堅持練，且練功
要慢。若要回春、保健，學內丹確是不二之選。
譚維仁於新加坡 2008.2.24

麥飯石 ─ 蘊含豐富微量元素
麥飯石，是石頭表面突出來一顆一顆白色的像麥粒的東西，其外
觀，是在淺黃褐色或淡灰色的石基中散佈白色長石的斑晶和呈灰
色的石英結晶，貌似麥飯，因以得名。早在公元四世紀初的<<小
品方>>、<<圖經本草>>、<<淪海錄>>等歷代醫藉己有記載。
麥飯石標榜純天然而無任何化學成分，它以硅酸、氧化鋁為主要
成分，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微量元素、宏量元素、痕量元素等達 40 多種以上，其中 30
幾種是人體所必需的；如鉀、鈉、鈣、鎂的含量特別豐富，而這些元素是血液和各種體
液的必需成分，在機體代謝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麥飯石還含有磷、錳、鐵和硅，這
養生學會(I S 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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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也是有機體生命活動的重要成分。
麥飯石的特性多孔和具有某種程度之離子交換能力，能夠吸附水中的雜質、重金屬和細
菌；消除水味、異味、惡臭；把水調節成為適於飲用的酸鹼度，使硬水變軟水;並可溶釋
出大量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具有淨化和礦化水的效用。
長期飲用麥飯石浸泡過的水，可調節人體新陳代謝，促進血液循環，達到健胃保肝、延
長衰老。在日本、韓國等國家，麥飯石則被譽為“健康藥石”，“細胞洗劑”。

健康小貼士 ─ 健康洗頭脫髮少！
健康洗頭脫髮少！
有些人，因為是油性發質或頭皮屑較多，就頻繁洗頭。殊不知，
這樣頻繁的刺激竟是導致脫髮的原因之一。
現時市面上很多的洗髮水大多含有去污性較強的鹼性成分，如果
經常洗頭，洗髮水會對皮膚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加上髮型屋的
理髮師長時間對頭皮按摩、抓撓等，很容易使這些鹼性成分進入
到發根毛囊中，從而刺激頭皮，出現頭皮發癢、頭皮屑增多等情
況，嚴重者還會出現脫髮。
要避免脫髮問題，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髮質，根據髮質正確選擇洗髮劑。專家指出，使
用去頭屑洗髮水並不是對付頭皮屑的良方，過於頻繁地使用強力去屑洗髮水，會對頭皮
產生刺激作用。濫用去屑洗髮水不僅不會給頭皮帶來滋潤，反而會分解剝落那些乾燥、
疏鬆的皮膚表面，使頭皮屑更加嚴重。
其次，洗髮次數不要太多，根據自己的情況，兩三天洗一次為宜，用溫水洗髮
溫水洗髮，
溫水洗髮，並要控
制洗髮劑在頭上的保留時間，最好不要超過
5 分鐘，以減少洗髮劑中鹼性成分對頭皮的
制洗髮劑在頭上的保留時間
侵蝕。還有，洗髮時要輕揉輕洗，減少對頭髮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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