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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身念處「四威儀」養生法── 

以「風界」特性改善姿勢性疼痛之應用為例＊ 

 

釋性廣  

        

 

筆者溯源佛教典籍，活用「四大調和」與「身念處」的修行概念，

以佛教「身念處」中姿勢的「四威儀」、呼吸的「持息念」與色身的「四

界觀」，設計一套簡易具體的健身療病養生功法。此功法經過一段時間

的練習操作後，許多學員在身體的疼痛方面得到顯著改善的效果。 

此功法是應用「四大」之特性：「地界」是其它三界之依靠與基礎，

「火界」之熱暖、「水界」之流動、「風界」的支撐與推動，分別都在代

表「地界」的骨骼、肌肉與內臟等臟器中起作用。身體處於靜態時，「風

界」的表現為「支撐」，例如：肌肉筋膜的張力或拉力。動態運作時需

先有支撐，才能有「推動」的作用。「風界」在作用時推動「水界」的

流動與「火界」熱暖的上升，使得「地界」的緊繃、僵硬、粗糙等地大

                                                 
＊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兼任副教授 
    

本文初稿曾於「第十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2018 年 5

月 26-27 日）研討會上以同題發表，會後經增刪修潤為本文。承蒙兩位匿名

審查者的指正，提供寶貴之建言，疏漏之處皆已增補修改之，謹向兩位審查

者表達謝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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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得到舒緩，轉為「四大調和」之象。 

在佛教對物質特性的理論基礎之上，本文進一步應用「風界」之特

性與作用推動身體四大調和，運用現代西方醫學之解剖學及肌筋膜的知

識概念為輔助性的學理依據，說明「風界」如何在人體上產生作用。最

後，筆者透過教學實證所得到的成果，提出因練習功法而使得姿勢性疼

痛獲得改善之實際案例為佐證。 

 

 

 

 

關鍵詞：身念處、風界、佛教養生學、肌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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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Comportment Fitness Programme of Kaya 

Mindfulness： 

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Wind Element’ to 

Relieve Postural Aches as an Example 

 

Shih, Shing-kuang  
 
 
 
 
 
 

ABSTRACT： 

The author extensively consulted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used concepts 

of four element harmony and kaya (body) mindfulness to create a simple 

practical fitness programme with the aim to reduce physical aches. The 

practice employs from Buddhist kaya mindfulness, which includes tools of 

the four comportments-(controlled movement and behavior), body 

mindfulness, breathing mindfulness, and meditation on the four elements 

(earth, water, fire and air). After a period of practice, many student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to relieve body aches. 

By appl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elements, the programme 

alleviates tension, rigidity and roughness of the earth element and furthers 

the blending of the four elements. The earth element is the basis and 

foundation of the other three elements. The warmth of the fire element, the 

flow of the water element and the support and promotion of the wind 

element influence bones, muscles and internal organs of the earth element. 

When the body is in a static state, the wind element supports the tension 

(push and pull) of the fascia (fibrous connective tissue) around the muscle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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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a dynamic operation, the body requires support before it can achieve 

a pushing activity. The wind element promotes the flow of the water element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fire element into heat during the exercise. This 

recovers the earth element and balances the four elements harmoniously.  

    Based on the Buddhist theory of material properties, the article further 

characterizes and analyses the function of the wind element in promoting the 

four elements for body harmony. By applying the modern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of muscle fascia,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effect of the wind 

element on the human body. As a result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from 

practical teaching, the author provides real-life cases in suppor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cessful utilisation of the practice programme to remedy 

postural pain. 

 

 

 

Keywords：Kaya Mindfulness, Wind Element, Buddhist Healthcare, Muscle 

Fas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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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長期教導禪修，觀察到初學者常因身體僵硬、循環不好，導致

無法長時間靜坐。對於初學者而言，疼痛是導致他們對禪修卻步的主要

原因之一。長久修行者雖較易克服腿部疼痛的問題，但由於專精禪修時，

常是鎮日禪修，時間長達七、八小時以上，這樣久坐而多靜少動的修行

狀態，常因長期姿勢的偏差，產生肌肉扭力的失衡，禪修期間雖可靠意

志力與禪悅法喜來支撐，但肌肉的偏差扭力與骨骼錯位所引起的種種疾

病與疼痛，往往也使禪修者深受其苦。 

緣此，筆者思索如何能夠使禪修者不受疼痛之苦，得現法樂住，最

終能達到順向涅槃之終極目的。近年來所發表之著作〈從「四大」原理

談佛教養生法〉1、《佛教養生學》2，溯源佛教典籍，活用「四大調和」

與「身念處」的修行概念，以佛教「身念處」中，姿勢的「四威儀」、

呼吸的「持息念」與色身的「四界觀」，設計一套簡易具體的健身療病

養生功法。此功法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操作後，許多學員在身體的疼痛

方面得到顯著改善的效果。在《佛教養生學》的理論基礎上，本文進一

步提出以「風界」之特性改善姿勢性疼痛之學理，運用西方醫學解剖學

以及肌筋膜的知識為輔，做為案例分析之依據。 

、 ──

   佛經指出：「色法」（即一切有形物質）的基本組成特性，可以歸納

為四類，也就是「四大」或「四界」。如云： 

                                                 
1
  釋性廣，〈從「四大」原理談佛教養生法〉，《玄奘佛學研究》第二十五期，

2016 年，頁 129-163。 

2
  釋性廣，《佛教養生學》，台北：法界出版社，2017 年。 

3
  為文章論理之完整性，本節舖陳之佛學基本概念，部份文字援引筆者前作。

詳參《佛教養生學》〈第三章 物質的原理〉「物質的四種特性」，頁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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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知色？謂四大及四大造為色。4
 

諸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是名為色。5
 

 

  意指所有色法──物質，都具備四種特性──四大，並以此為基本

質素而組合成各種物體──四大所造色。 

  「四大」的具體內容是：地大、水大、火大與風大。經中說明「地

界」的特性是「堅（硬）」，其作用是做為「支撐」的基礎；「水界」的

特性是「濕（攝）」，其作用是「流動」、「聚合」；「火界」的特性是「熱

（煖）」，其作用是「熟成」、「變化」；「風界」的特性是「推（撐）」，其

作用是「推動」、「撐持」。如云： 

 

所謂地為堅性、水為濕性、火為熱性、風為動性。6
 

 

  以現代語言來說明，物質的四種特性，即：一、「地界」是物質的

「密度」，從身識觸覺的感受，而得知物質有軟、硬，細、粗、輕、重

等特性；其功能是作為水、火、風界的支撐體。二、「水界」是物質的

「黏度」，這是物質收攝聚合的特性，黏度大者聚合成團，黏度小者流

散而不成形；它有將物質加以黏合、聚集的功能。三、「火界」是物質

的「溫度」，低者身觸感知為冷或涼，高者則為熱或溫；熱度的本身有

成熟變化的功能。四、「風界」是物質運動的「速度」，運作速度快，身

觸感知為「推」力；運作速度慢，則可感知其繃緊或支撐力；所以它是 

物質中推動、運作、撐持的功能。 

                                                 
4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第一冊，頁 463 下。 

5
 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第二冊，頁 342 下。 

6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大正藏》第十一冊，頁 32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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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從別相四界的角度觀察色身，則骨骼與肌肉是地界的別相呈現，

有硬軟、粗細、重輕的特質；血液與體液是水界的別相呈現，有流動與

黏著的特質；體溫是火界的別相呈現，有熟變並消化食物的功能；呼吸

與體內組織間空隙的氣流，則是風界的別相呈現，有推動與撐持的功能。

如云： 

 

四大，地水火風。髮毛骨齒，皮肉五藏，斯即地也；目淚涕唾，

膿血汗肪，髓腦小便，斯即水也；內身溫熱主消食者，斯即火也；

喘息呼吸，斯即風也。7
 

 

  「四大調和，眾病皆癒」8，這是核心而根源性的指導原理，「調和」，

是調理和順義。身體「四大」倘若回歸到調和狀態，疾病就能痊癒。所

謂的「調和」可以說是地、水、火風四界的平衡均等，如果有哪一界過

於增盛或是過於耗弱，就會因為失去平衡、無法調和而產生病相。 

  「四大調和」的身體狀態，可從三方面以言之9： 

  一、整體的調和：如身體中「地界」（筋、骨、肌肉等）的密度適

中，其軟硬、細粗與輕重適當，不過度僵硬，也不會軟弱無力。「水界」

（血、髓、脂肪等）的黏度適中，不太稀薄也不過於黏稠。如若血液過

於黏稠，輕者輸氧量與代謝變差，重則引起血栓和部份組織的壞死。「火

界」（身體各部位的體溫等）適中，不太冷涼也不過於燥熱，體溫過高

或過低，都有致命的危險；「風界」（身息）柔暢通達，例如，呼吸不暢， 

會影響細胞的含氧量而降低細胞品質與活力；心律不整，會導致頭暈、

昏厥、呼吸困難或胸痛，這些都是風大失調的現象。 

                                                 
7
 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大正藏》第三冊，頁 41 上。 

8 秦錄•佚名譯，《大乘悲分陀利經》，《大正藏》第三冊，頁 260 中。 

9
 參見拙作《佛教養生學》〈第三章物質的原理〉「四大調和則病癒」，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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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界與界之間的調和：「地界」須與「風界」調和，否則會有身

體沉重、頭重腳輕、頭脹欲裂、癱軟無力等現象；「火界」須與「水界」

能夠調和，否則會有體溫失調或水腫瘀滯等等情狀，不一而足。 

  三、功能的調和：所謂的「調和」狀態，若從功能的角度來理解，

以「支撐」作用為主的硬結構，如骨骼，就要緻密堅實；而以「運作」

功能為主的軟組織，則要柔韌綿滑。該硬的地方不夠堅硬，例如骨質疏

鬆，支撐整個架構都很吃力，一旦外力撞擊，就很容易骨折。該軟的地

方不夠柔韌，例如肌肉僵硬，會導致動作費力，強行拉扯還容易產生撕

裂傷。 

  「四大」調和則色身柔軟通徹，輕安暢快；「四大」不調，輕則痠、

痛、腫脹，重則麻木、病變。有情色身是依因緣條件，而生成散壞的聚

合體，所以說它是「四大假合」，如此暫有還滅的存在狀態，有如幻影

般不實在。而只要稍欠保護、調理，就容易發生疾病，多有苦惱。 

  本文基於「四大」之特性，論以「風界」的特性與作用改善身體的

姿勢性疼痛，其理據如下:「地界」是其它三界之依靠與基礎，「火」的

熱、「水」的流、「風」的支撐與推動都是在代表「地界」的骨骼、肌肉

與內臟等臟器中起作用。身體處於靜態時，「風界」的表現為「支撐」，

例如：肌肉筋膜的張力或拉力；動態運作時需先有支撐，才能有「推動」

的表現，「風」作用推動「水」的流動與「火」熱上升，方能使「地界」

的緊繃、僵硬、粗糙等地大現象舒緩，轉為「四大調和」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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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據《中阿含經》〈念處經〉10中所說「四念處」11之首，「身念處」

的觀察方法，如實觀察身體的「四威儀」──行、住、坐、臥等四種包

涵所有靜態、動態的姿勢內容。如云： 

 

云何觀身，如身念處？比丘者，行則知行，住則知住，坐則知坐，

臥則知臥，眠則知眠，寤則知寤，眠寤則知眠寤。如是比丘觀內

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

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觀分

別，屈伸低昂，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

寤語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

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經文中詳盡列出行止出入的各種姿勢內容，首先是行進與住止，站

立與坐臥的四種姿勢歸類；再者則說明眠寤語默、正知出入、屈伸低昂、

著衣持缽、威儀庠序等，涵蓋日常所有靜態、動態姿勢的內容。 

在佛教經典中，常以行、住、坐、臥之四相，涵蓋靜態與動態姿勢

的所有內容，並以「威儀」──威德與儀則，提醒佛弟子（特別是僧侶）

                                                 
10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第一冊，頁 582 中-583 下。 本

段落所引經文內容，皆出於此。 

11
 佛陀曾說：「比丘們！對於凡夫只有一條路可以導致清淨，克服憂愁哀傷，

怯除苦楚悲痛，得到正當行為的準則，體證涅槃，這條路就是四念處。」佛

陀教導禪修的方法講「四念處」──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 。 出

自：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第一冊，頁 582 中-58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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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注重日常的行止進退，要有莊重嚴肅的容止與儀態，故名其為「四

威儀」。這四種體態儀表，常聽到的描述是：「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鐘，

臥如弓。」也就是：行走時不要拖遢、懶散、怠慢，要像微風一樣輕快；

站立時不可關節屈曲、體態萎靡，要像松柏一般挺拔直立；趺坐時不可

拱背塌腰，掉動不安，要像大鐘一般穩固而莊重；躺臥睡眠時，不可七

仰八叉，張揚失態，而是右脅而臥，像彎弓一樣柔屈而安穩。可知佛教

對於良好姿勢的要求，有其倫理判準。這是從社會禮儀的角度，來要求

修行人的「威儀」，期許他們在入眾、處眾時，要有端嚴莊重、諸根寂

靜的儀態，讓互動者自然生起歡喜心，從而感受到修行者的安穩、寧靜。12
 

  《楞嚴經》有云：「三千威儀，八萬微細，性業遮業，悉皆清凈，

身心寂滅，成阿羅漢。」13佛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皆不出行住坐臥

四者，此四威儀，正是行者日常舉止所應遵循的儀則。具足威儀，身端

行正，非僅限于佛門之行者，而是人人應具備之禮儀。我國素稱「禮義

之邦」，即是由于尊崇禮義、注重威儀之故。古德言：「威儀乃無言之教，

堪發有情之信。」行住坐臥具足威儀，不僅身心得以寂靜，亦可感化衆

生。為佛弟子，于舉止言談、行住坐臥，若能具足威儀細行，以此身體

力行，不僅能表顯個人風範，更是落實佛法自利利他的實際教化。14
 

                                                 
12

 本段引自拙作《佛教養生學》〈第四章健身基礎：威勢──四儀正姿法〉頁

77、82-83。 

13《楞嚴經》卷五，《大正藏》第十九冊，頁 127a。阿難尊者即是以身念處證得

阿羅漢果，他正要躺下來的一剎那，觀照微細的動作時開悟證果的。 

14
 引自網站「『佛教常識』行住坐臥四威儀」，原文網址：http://blog.xuite.net/   

aaa123779/twblog/363756050-%E3%80%90%E4%BD%9B%E6%95%99%E5%

B8%B8%E8%AD%98%E3%80%91%E8%A1%8C%E4%BD%8F%E5%9D%90

%E8%87%A5%E5%9B%9B%E5%A8%81%E5%84%80（查詢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 

http://blog.xui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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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節，佛經中闡示之「四威儀」──端正姿勢為養生第一功。「姿

勢」是指身體表現出來的各種狀態與樣貌；從具體構造來說，是指骨骼、

關節與肌肉各部位之間，總體的排列與組合狀態。依據身體靜止與移動

的狀態，可以分為靜態與動態的姿勢，此中，「靜態姿勢」是身體在一

段時間內維持靜止的狀態，如站立、席坐與躺臥等；「動態姿勢」是依

於活動內容的需要，各部位的相對排列，一直處於變動之中，比如步行、

疾走、跑步或跳躍等動作。 

  人體四大的平衡與否，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受到各種姿勢的

影響；姿勢正確，則身體的四界調和，姿勢倘有錯誤，將導致身體的四

界失去平衡。拙著《佛教養生學》中論及良好姿勢之四大判準：1、真

理判準。2、倫理判準。3、美感判準。4、效益判準，侷於篇幅不加贅

述。15
 

筆者累積多年禪修教學之實證經驗，推出一套極簡易的養生功法，

簡易的招式不僅可以矯正身體姿勢，強筋健骨，亦可達到改善因不良姿

勢引起之疼痛。其學理主要是以四大「風界」的「支撐」特性與「推動」

作用為基礎，在說明上乃借用西方解剖學的肌筋膜概念，具體指稱實際

的筋膜肌肉群。為與筋膜肌系統的「深前線」有所區隔，筆者暫以「中

軸肌筋膜」稱之。 

    「中軸肌筋膜」做為正確姿勢及「風界」的運作，目的是為解決禪

修者久坐疼痛以及禪修帶來身體不適的問題，縱然不是禪修者，也可以

藉此觀念與功法的操作，得以改善姿勢不當而引起的身體疼痛等問題，

功法的附加值是達到幫助眾生保健身體，帶來身體樂受，得現法樂住的

效果。 

                                                 
15

 詳參拙作《佛教養生學》第四章第二節，頁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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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筋膜是貫穿身體的一層緻密結締組織，包繞著肌肉、肌群、血管、

神經，延綿不斷貫穿身體器官、肌肉及骨骼。西方醫學直至晚近才開始

注重人體肌筋膜之研究，並廣泛運用於身體的傷害預防與筋骨肌肉的鍛

練。根據西方解剖學之研究，肌筋膜系統遍佈人體表裡上下，人體內共

有七大筋膜線16，其中有一條稱為「深前線」（deep front line）是人體的

核心肌筋膜。（參見圖一） 

 

 

 

 

 

 

 

 

 

 

 

 

 

 

 

 

                                                 
16

 人體筋膜系統有幾條筋膜線，各家有不同的見解。本文採用王朝慶等譯，

Thomas W. Myers 著，《解剖列車：針對徒手及動作治療師的肌筋膜筋線》，

台北：台灣愛思唯爾公司，2016 年第三版。之說，人體筋膜系統可分為淺

背線、淺前線、側線、螺旋線、手臂經線、功能線及深前線等七條。 



 

論身念處「四威儀」養生法——以「風界」特性改善姿勢性疼痛之應用為例  205 

 

 

 

 

 

 

 

 

 

 

 

 

 

 

 

 

 

 

 

 

 

圖一：人體深前線17
 

 

  在說明「筋膜中軸線」之前必需先有身體正面與左右側面的平衡中

線的概念18，這兩條表面平衡中線是：正面平衡中線指眉心（雙眉中間）、

                                                 
17

 圖一出處：Thomas W. Myers 著《解剖列車》，頁 186。 

18
 請參見拙作《佛教養生學》第四章第二節，頁 79-87。本文為節省篇幅，恕

不贅述。 



 

206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一期 2019/3 

 

 

人中、鎖骨連結、膻中（雙乳連線之中點）、肚臍、恥骨聯合連結而成

的一直線。（參見圖二）左右側面平衡中線是耳洞、肩峰、髖關節外大

轉子，若是站立姿勢，則此中線下延至腳踝外側。（參見圖三） 

 

 

 

 

 

 

 

 

 

 

 

 

 

 

 

 

圖二：正面平衡中線圖19
 

 

 

                                                 
19

 圖二出處：《佛教養生學》2017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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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側面平衡中線圖20
 

 

 

此二平衡中線在身體內交會：從頭頂的交會點（大約頭頂之百會穴），

往下貫穿內身，達至會陰。中間經過頸椎與腰椎的前曲部位，稱為「內

身平衡中線」。「內身平衡中線」是一條身內虛擬的線，而趨近於「內身

平衡中線」。具體對應在「中軸肌筋膜」，從上而下分布的途徑是，從頭

部左右兩側的顳肌、嚼肌，進入頭臚底部支撐頭點，接下來分為三條支

線，由前往後分別是：前支線從下頷骨至胸骨柄沿胸骨內側而下；中間

支線從頭臚底部沿縱膈腔而下至心包膜；後支線是從頭臚底端沿脊椎而

下，這條緊貼頸椎胸椎內側的後支線才是「中軸肌筋膜」的路徑，力量

要循此而下來到橫膈膜，橫膈膜腳連結到腰椎，再循與連結腰椎的腰大

                                                 
20

 圖三出處：《佛教養生學》2017 年，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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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向下走到骨盆內側的髂肌，結合成髂腰肌連結到股骨內側的小轉子上。

接下來力量循左右大腿內收肌群往下連接到膝蓋後側的膕肌──銜接

大腿與小腿，再從小腿深層的脛後肌、屈趾長肌、屈拇長肌向下從腳踝

內側穿入腳掌，再向前延伸至腳趾，平均分散來自全身的重量，使腳底

與地面的反作用力接觸面積最大化。 

上述是「中軸肌筋膜」對應在人體內身中線的肌肉與筋膜。身體有

了正確的表面正側兩方位的平衡中線定位，加上內身的「中軸肌筋膜」

定位後，由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可知，地球上任何物體皆由於地心引力

的吸引，會產生有一股垂直下墜的重力，即重量，人體亦不例外，所以

保持正確的姿勢，身體的力量自然下傳，由地面的反作用力承接，此乃

最省力的端正姿勢。「中軸肌筋膜」在人體扮演的是關鍵的中流砥柱角

色，然而卻被我們忽略了，身體角度偏差，便會增加中軸以外其他肌肉

骨骼關節等額外的負擔。 

「中軸肌筋膜」的推力（即「風界」的作用）走向是：頭部是由兩

側的顳肌、嚼肌像用兩隻手左右托住，然後由頸椎承接頭部的重量往下

傳送，頭的角度要擺正，下巴往內收，力量才不會走偏向下疏導；如果

頸椎向前傾，頭部力量便會往前移，會造成頸椎很大的壓力，此時肩頸

乃至背部的肌肉便會出現「代償作用」，久之便會僵硬而疼痛。 

  力量接著往下到傳肩膀，肩胛，兩肩胛輕輕地向後夾住脊椎（夾脊

的動作），這個動作有助於將頭部傳導下來的重量疏導到後肩胛，靠背

部支撐力向上提，便可以使頭部的體感重量減輕。頭部肩頸僵硬時也可

以如此做：頭擺正，收下巴，輕夾脊。接著繼續往下到胸椎，這裡除了

貼著胸椎前側的一條肌筋膜以外還有兩條中軸肌筋膜支線，身體不要往

前傾，身體重量要微靠後面胸椎前側的肌筋膜。接著來到腰大肌連結著

骨盆的髂肌合為髂腰肌連接到股骨內側的小轉子，形成像三角形支撐著

腰部與骨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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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正的站立姿勢，能將肌肉的收縮、舒放運動，調節安置在較好的

範圍之內，有效平衡並減輕身體各部位的負擔，藉助地心引力的反作用

力支撐身體的重量。因此，中軸端正是最佳的站立姿勢，就力學角度而

言，身體重心線越貼近支撐面的中心，重心越穩，身體的重量便能有有

效地向下傳導，避免啟用代償作用的力量來協助支撐，肌肉不當使用的

結果會造成筋膜扭曲糾結，久之便會產生壓力，使得身體僵硬疼痛。  

、

由上述可知，「中軸肌筋膜」是支撐人體的主力，它是靠「風界」

之作用支撐起著全身的肌肉骨骼。骨骼的位置是靠肌肉來定位，肌肉的

強度是靠筋膜來支撐。一旦「風界」作用不彰，肌肉沒有張力無法支撐

身體骨架，身體更難以維持端正之姿，原來扮演輔助支撐力的肌肉筋膜，

必需負起代償性作用，代替身體的中軸以支撐身體。原本只是暫時性的

任務在姿勢不良的狀況下，形成惡性循環，累積產生各種局部性疼痛，

如：腰背肩頸之疼痛、膝蓋疼痛、足底筋膜炎等等。此即為筆者所謂的

「姿勢性疼痛」。 

有情生病的原因，佛經指出，是因為「四大不調」的緣故。如云： 

 

四大假合，虛幻不實，稍乖保調，即生苦惱，此名為病。21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風增氣起，

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22
 

                                                 
21

 法天譯，《毘婆尸佛經》，《大正藏》第一冊，頁 154 中。 

22
 吳‧竺律炎共支越譯，《佛說佛醫經》，《大正藏》第十七冊，頁 737 上。 

file:///E:/Users/釋性廣/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B=T&V=01&S=0003&J=1&P=&414014.htm%230_2
file:///E:/Users/釋性廣/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B=T&V=01&S=0003&J=1&P=&414014.htm%230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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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

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浮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

大不調，舉身倔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23 

 

  四大不調之相，分別是：地大增盛，則全身沉重；地大耗弱，則舉

身癱軟。水大增盛，則全身或局部出現水腫現象；水大耗弱，則喉頭焦

渴，皮膚乾燥。火大增盛，則全身發燒，或是局部燥熱；火大耗弱，則

舉身寒顫，手或是足冰冷。風大增盛，則因氣息衝擊，局部感官或肢節

脹痛欲裂；風大耗弱，則全身僵直，毛孔閉塞。 

  姿勢不良會導致身體的四大不調，久而久之便累積造成疼痛。例如：

長時間低頭滑手機、操作電腦等不良的姿勢會導致肩頸僵硬疼痛；長時

間以固定的姿勢操作機械或農具會導致手臂或是腰背等疼痛問題。 

  當姿勢偏離了身體的中軸線時，身體重量無法有效地向下傳導，肌

肉筋骨為了保持身體的平衡會產生所謂的「代償作用」。「代償作用」原

本是身體的一種保護機制，當身體有部分肌肉無法正常運作，或因身體

姿勢不良而引起肌肉不當的使力時，會藉由其他的肌肉進行「暫時性」

的協助運作，「代償作用」應該是在身體恢復平衡之後就應該消失的，

可是當我們在工作、運動或是持續的錯誤姿勢時，就會讓「代償作用」

一直處於協助支撐身體的狀態，若是一直持續這樣的狀況，肌肉筋膜會 

扭曲緊繃，輕則會產生肌肉酸痛，重則可能造成受傷。24
 

因此，要避免肌肉筋骨的疼痛，首先要從正確的姿勢（四威儀）著

手，日常生活在行住坐卧中，乃至工作、進食、靜坐時，皆能保持端正

的姿勢，平日加以練習「鬆肩柔胯」養生功法，透過活動兩大關節啟動

                                                 
23

 東晉錄‧佚名譯，《佛說五王經》，《大正藏》第十四冊，頁 796 中。 

24
 參考資料出處：網站「運動星球」，https://www.sportsplanetmag.com/ 

sportwiki_16051315512092306.aspx（查詢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https://www.sportsplanetmag.com/sportwiki_160513155120923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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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的「風界」，揉風入筋帶動身體的四大調和，使疼痛得以解除。 

    如本文第一節所述，四大中「風界」的特性是：「支撐」與「推動」。

所有的姿勢都與「風界」有關，靜態時表現為「支撐力」，動態表現為

「推動力」，只有「支撐力」被彰顯，才有「推動」可言。台語中常形

容一個人極度疲憊而癱軟無力的狀態為「消風」（台語），就是指身體裡

「風界」不足，以致於無法支撐身體，沒有氣力。 

  「柔胯鬆肩」功法是筆者在千迴百轉中，親身實驗，深刻且反覆體

驗，才把這套功法設計出來並確定下來的，可說是筆者多年來在禪修觀

照與功法練習下，親身實驗出來的心血結晶。「柔胯鬆肩」25是以四大的

「平衡」或「調和」原理，作為獲得健康、遠離疾病的法則，並提出具

體調整與鍛練的方便法門，作為具足佛教理念的養生功法。透過「鬆肩」

與「抬胯」，讓色法在雙肩雙胯四個大關節處碰觸、延展，可增加四界

特性中，地界的輕軟綿密，水界的流暢滋潤，火界的溫煦化瘀與風界的

推動去滯等正向功能，正好可以對治現代人的色身麤重、氣瘀血滯之病。

功法以簡馭繁，招式動作並不求多，而是以累積數量，達到改善品質的

實際效果。從主要的關節下手，透過簡單的動作，鬆柔綿軟地重複轉動，

就能從重要關節牽引身體四界──四大調和，使其回復平衡，身體的不

舒適，也就能夠解除。 

  筆者常作如下的生活譬喻，以助學員理解：要加熱一鍋從冰箱拿出

來的濃稠米粥，若用猛火加熱，鍋底的粥會因為熱能的傳導性慢而迅速

燒焦。使粥不被燒焦的方法，即是加水稀釋，持續攪拌，並且緩慢加熱。

                                                 
25

 功法之具體內容及操作說明，請參見拙作《佛教養生學》〈第五章健身加行：

養生功法──柔胯鬆肩〉第五節，頁 148-166，有詳細的分解動作圖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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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稀釋，即是增益水界；攪拌，即是增益風界；緩慢加熱，即是增

益火界。「燥性體質」，也就是上熱下冷體質，不是不能進補，而是要運

用「加熱濃粥」的原理──稀釋、攪拌、緩慢加熱。此中稀釋即是適度

喝水，攪拌即可採用柔胯鬆肩功法，加熱即在功法施作過程中產生熱能，

或是運用適切療具來作保溫、加溫。 

  一個人身體的熱能過多，是好或是不好呢？如果他體內的地界僵硬，

水界黏稠，風界又推不動，這時他身上的火界就名之為「燥」。但當地

界疏通，水界清澈，風界推動流暢，則這時的熱能，成為溫煦之火，可

以通透全身而帶來活力。 

  身體如果有一些緊繃、僵硬、不通透的部分，若不透過功法讓「地

大」從堅硬變成柔軟，讓「水大」從黏稠變成疏通，讓「火大」的體溫

降下，讓「風大」作適切推動，那麼，無論吃什麼藥，效果都是很有限

的，此即是「硬土不吸水」原理。盆栽的土壤若是堅硬不鬆軟，這時即

便澆水，大部分水都會直接流失，無法滲入土壤裡層。但是倘若將土壤

挖鬆，再行澆水，水就會滲入土壤裡層，受到充分吸收。 

  以「四大」平衡的學理來說，脊椎（骨骼）是由肌肉固定的。由於

平常姿勢不良，肌肉的扭力不當，將脊椎（骨骼）扭歪了，壓迫到神經，

而產生疼痛的感覺。透過柔胯鬆肩，把肌肉、筋絡拉鬆，姿勢再擺正後，

脊椎（骨骼）就會自然地復位。脊椎（骨骼）復位以後，肌肉、筋膜業

已鬆開，就不會壓迫神經而產生疼痛的感覺了。 

、

    近年來筆者將「柔胯鬆肩」調身功法納入禪修之重要課程，乃是立

基於佛法教理──「身念處」與「四大調和」之體現，本意是為禪修而

設想，初學者常因身體僵硬、疼痛無法長時間靜坐，導致對禪修生畏怯

步；久修者則是鎮日靜坐時間長達七、八小時以上，常處於多靜少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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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雖可靠意志力與禪悅法喜來支撐身體，但因長期姿勢的偏差，產

生肌肉扭力的失衡與骨骼錯位，所引起的種種疾病與疼痛，往往也使禪

修者深受其苦。有感於上述問題，筆者多年來一直思量著解決或改善的

方法，因此在禪修期間同時教授「柔胯鬆肩」，許多學員在經過一段時

間的練習後，身體的疼痛果然得到改善，靜坐安住時間得以增加。不僅

如此，有些學員告知筆者身體其它病症（如：胃食道逆流等）26竟然也

獲得改善，筆者稱之為附加值。既然功法的成效如此顯著，且有附加的

效果，於是筆者開始蒐集成效案例，進行歸納與分析，以實證做為印證

學理之依據。 

  由於訪談的個案為數眾多且症狀多元，本節針對本文所討論的主

題——姿勢性疼痛，挑選較為嚴重之疼痛疾病為採樣27，作為案例解析

之對象。為避免個案陳述過於冗長，內容擇其重點彙整製表（見表一）28
 

以便與解析對照參閱。由於訪談內容仍具有情境與脈絡上的意義，故保 

留全文置於文末【附錄】中。 

表一：成效案例 

案

例 

性

別 

年 

齡 
症 狀 練習功法歷程 改善成效 

A 女 61 

脊椎稍有側彎的毛

病，長期以來腰酸

背痛，劇痛時曾服

止痛藥。 

每天做約 20～30 

分鐘，鬆肩 81 下，

抬胯 200 下。 

疼痛狀況大幅減

輕。血液暢通，筋

骨變得活絡，全身

柔軟度提高。近一

年已不曾再去做復

健也不需再服藥。 

                                                 
26

 參見拙作《佛教養生學》，頁 204-208，台北：法界出版社，2017 年。 

27
 採樣案例多為 2013 年開始接觸調身功法，訪談時間為 2015 年,練習期間約兩

年。 

28
 基於個資保護原則，表一案例皆以英文字母為代稱，不出示受訪者真實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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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女 50 

下背痛的問題看西

醫打針，吃藥後，

數日即可痊癒但一

再地復發。 

2013 年接觸到養

生功法後每日練

習。 

練習經過二至三週

後，感覺體力、腰

力都增強了。 

C 女 60 

患五十肩及腰痛，

需要綁束帶。 

2013 年學習功法

後每天做鬆肩抬胯

超過 600 下。 

疼痛的症狀都好

了，感到身心輕

安。 

D 女 50 

多年的失眠與雙膝

疼痛，西醫判退行

性病變。 

2 年前開始學習功

法與禪修，每天做

功法 600 下，靜坐

2 小時。 

現在已痊癒。 

E 女 73 

失眠多夢。右後肩胛

處有凸起會酸痛，西

醫判斷是氣結。 

2013 年開始練習鬆

肩抬跨，每天約 45

分鐘，靜坐 1 小時。 

肩胛的氣結，疼痛

都不見了。失眠也

得到解決。 

Ｆ 女 53 

30 年前膝蓋曾受

傷，歷經西醫骨

科、中醫國術館之

治療依然酸麻無力

無法痊癒。 

2013 年學習功法

後每天練習 200～

300 次。 

爬樓梯較有力，酸

痛減輕很多。禪坐

從無法坐到現在可

坐到 30 分鐘，有顯

著的改善。 

G 女 53 

左腳跟疼痛到無法

著地。 

剛開始斷斷續續沒

有固定次數。後來

鬆肩抬跨漸能各做 

36下，約費時 40 分

鐘。三個月後，可

以各做 54 下，1 小

時至 1 小時 20 分。 

下床時的疼痛已減

輕許多，可以快速

一腳踩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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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男 65 

右手五十肩。中醫

師告誡縱然康復也

只能到回復 8 %的

程度。 

4 年前參加禪修課

程學習功法後，每

天打坐及做功法，

鬆肩抬跨可以連續

各做 108 下中間

不休息。 

現在右手可以後抬

到和左手一樣的高

度。 

I 女 68 

腕隧道症候群，退

化性關節炎，左肩

周炎。 

2013 年學習功法

後，早晚各做一

次，時間不一定。 

頭暈狀況改善。左

臂肩周炎改善良

多，現在左手已可

以劃大圈圈疼痛也

消失了。 

Ｊ 女 50 

有軟骨刺，椎間盤

突出。尾椎處有一

點贅肉（因神經發

炎當要癒合時）而

導致壓迫到神經以

致發炎，下半身因

此無法行動持續二

個月，無法正常行

走。 

學習功法後，每天

做鬆肩各 200 下，

抬胯各 300 下。 

一段長的時間後回

診照X光軟骨刺消

失了，感到身體比

較輕鬆。 

   

    從學習禪修與養生功法的學員取樣結果，發現最普遍的是疼痛問題，

以身體部位而言，又以腰背疼痛多，肩頸膝蓋次之。從筆者多年來的體

驗與觀察，發覺許多的疼痛問題，最初都是因姿勢不良，造成「風」的

支撐力不足與推動方向錯誤，長久積累成了慣性偏差，年輕之時尚可透

過休息很快得到修復，但是等到年紀漸增沒有體力了，或是因為工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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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關係造成的勞損，就會在身體各部位造成肌肉扭曲糾結，而引起各

種疼痛。這類因姿勢性偏差而引起的疼痛問題，是本論文主要討論的對

象，以表一所列舉的十個案例為樣本，探討並解析姿勢性疼痛的原因，

主要有兩種： 

  一、因身體中軸定位偏差直接導致疼痛，案例 A、B、C、J 即屬於

這種類型。由於身體中軸的偏差，於是在脊椎的肌肉、韌帶、骨骼和關

節產生增加不必要，以及過多的壓力，而引起腰背的疼痛。 

  二、遠端牽扯與糾結。中軸定位偏差是根源性的肇因，由於根源性

的錯誤而牽扯遠端的肌肉、韌帶、骨骼和關節所引起的疼痛。例如：案

例 E、H、I 的腕隧道症候群、關節炎、肩周炎等問題，以及案例 D、F、

G 的膝蓋、足底疼痛問題亦是。 

身體中軸的支撐力主要根源是在骨盆關節的髂腰肌，這裡若無支撐

力便無法承上啓下，承載上半身的重量，將上身重量傳導到下半身，由

地表引力及反作用力承接之。中軸肌筋膜無力則導致身體其他部位產生

代償性作用（參見本文第三節、「風界」改善姿勢性疼痛之原理），牽扯

到遠端的肩、頸、手腕或是膝蓋、足部，導致遠端部位的疼痛乃至發炎。

西醫所謂的腕隧道症候群、肩周炎、關節炎、足底筋膜炎等，皆可能是

起因於根源性的中軸定位偏差或中軸無力而導致。手腕的筋膜發炎與上

手臂、肩膀的「風」產生糾結有關，這都是因中軸偏差或無力支撐而引

起的遠端牽扯。 

  除上述兩種類型之外，案例 D 與 E 的失眠問題，在西醫診斷是屬於

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之一。在「四大」的分析體系中，神經系統是屬於

「風界」的特性，「風」的錯誤走向與疼痛有關係，所以案主在做了功

法之後，症狀也可以得到改善的附加效果，但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不在

本論文的討論範圍內，暫且不表。案例 F膝蓋受傷是因外力傷害所引起，

雖然燒燙傷、外力傷害不在調身功法對治的範疇內，亦非本文所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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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但是外傷後遺症的復健階段，依然可以應用中軸力量之使用原

則，運用「風界」之特性與作用來調理身體改善症狀。也就是說，骨盆

底部承接上半身重量，下傳到左、右大腿內收肌群，再傳到小腿深層的

三條屈肌筋膜，接著向下傳導到足蹠部，如此可避免大腿骨四頭肌的力

量向下壓迫膝蓋，可降低膝蓋的疼痛與耗損。 

以上案例多因為案主有定位異常與偏斜的姿勢，造成脊柱和重心線

的對應產生扭曲變化，使得肌肉、韌帶、骨骼和關節增加不必要與過多

的壓力，這是造成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身體力量如果是正確地循中軸

肌筋膜向下傳導，各部位便不會因姿勢的偏差而產生糾結造成局部的壓

力，也就不會產生姿勢性疼痛。 

 

、

  佛法非常強調智慧，是以智慧的抉擇來選擇生命的方向，所以縱然

是為了身體健康而提倡養生觀念，設計養生功法，筆者依然希望，養生

觀念扣合佛法，連功法背後的設計原理，也必須具有佛法的理論基礎。

因此，筆者溯源佛教典籍，活用「四大調和」與「身念處」的修行概念，

以佛教「身念處」中，姿勢的「四威儀」、呼吸的「持息念」與色身的

「四界觀」，設計簡易具體的調身功法。筆者常云：「正確的姿勢是養生

第一功」。所有的姿勢都與「風界」支撐的特性有關，姿勢不良易導致

身體內「風」的阻滯與糾結，多數疼痛的原因乃是源自於此。靜態姿勢

是「風界」支撐力的表現，支撐力的根源在臀部骨盆內側的髂腰肌，有

了支撐力之後才有「推動」可言。筆者所設計的功法其主要作用是啓動

「風界」推動力作用，帶動身體中軸線上兩大主要關節的肌筋膜「水界」

的流動以及「火界」的溫度上升，進而使得「地界」柔軟、不緊繃、不

僵硬，如此以達到「四大調和」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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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並非主張以功法替代就醫治療，因為疾病的發生有各種因緣，

只要是能夠直接有效、最少副作用或徹底改善的方法，都可以列入治病

療養的考量。學習本套養生功法的人，大都是以此作為日常保健之用。

有很多學員，是先已採用了中醫或西醫療法，或因無效，或因藥去病回，

情非得已，才建議他們不妨試行此養生功法，將身體姿勢調整回正確的

位置，讓身體各部位的重量得以平均且有效地向下傳送，不再與地心引

力對抗，得以解除姿勢性疼痛之原因，改善症狀。 

本文引據佛經闡示的身念處「四威儀」，於日常行住坐卧皆保持「端

正姿勢」，以四大「風界」的「支撐」特性與「推動」作用為基礎，作

用於「中軸肌筋膜」，具體對應於在身體的姿勢角度與力量的運作，如

此可以矯正因不良姿勢引起的各種疼痛，而且可以預防疾病維持健康的

身體狀態，最終目的在於可以幫助禪修者久坐不疼痛，在修行道上減少

障礙阻力得現法樂住之利益，其附加效益則是讓功法修習者能因此改善

姿勢性疼痛與疾病，得到身體健康之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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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常識」網址：

http://blog.xuite.net/aaa123779/twblog/363756050-%E3%80%90%E4

%BD%9B%E6%95%99%E5%B8%B8%E8%AD%98%E3%80%91%E

8%A1%8C%E4%BD%8F%E5%9D%90%E8%87%A5%E5%9B%9B

%E5%A8%81%E5%84%80，查詢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 

「運動星球」網址：

https://www.sportsplqnetmag.com/sportwiki_16051315512092306.aspx，

查詢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女，61 歲。脊椎稍有側彎的毛病，長期以來腰酸背痛，劇痛時曾服

止痛藥。平時常在做復健，或看中醫以針灸、熱敷治療。 

    在 2013 年上過養生功法的課程後，每天上班前，下班後，各操作

約 20~30 分鐘，鬆肩 81 下，抬跨 200 下，睡前再熱敷 30 分鐘，如此一

來，疼痛狀況已大幅減輕。當事人證言道：做功法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加強末梢循環使得血液暢通，筋骨變得活絡，全身柔軟度也提高。從每

週一次打高爾夫球當中獲得驗證，肩膀、手臂、腰部、雙腳連成一體，

揮桿達到巧力應用上的力與美，身心非常愉悅。近一年已不曾再去做復

健、針灸，也不需再服藥了。 

 

http://blog.xuite.net/aaa123779/twblog/363756050-%E3%80%90%E4%BD%9B%E6%95%99%E5%B8%B8%E8%AD%98%E3%80%91%E8%A1%8C%E4%BD%8F%E5%9D%90%E8%87%A5%E5%9B%9B%E5%A8%81%E5%84%80
http://blog.xuite.net/aaa123779/twblog/363756050-%E3%80%90%E4%BD%9B%E6%95%99%E5%B8%B8%E8%AD%98%E3%80%91%E8%A1%8C%E4%BD%8F%E5%9D%90%E8%87%A5%E5%9B%9B%E5%A8%81%E5%84%80
http://blog.xuite.net/aaa123779/twblog/363756050-%E3%80%90%E4%BD%9B%E6%95%99%E5%B8%B8%E8%AD%98%E3%80%91%E8%A1%8C%E4%BD%8F%E5%9D%90%E8%87%A5%E5%9B%9B%E5%A8%81%E5%84%80
http://blog.xuite.net/aaa123779/twblog/363756050-%E3%80%90%E4%BD%9B%E6%95%99%E5%B8%B8%E8%AD%98%E3%80%91%E8%A1%8C%E4%BD%8F%E5%9D%90%E8%87%A5%E5%9B%9B%E5%A8%81%E5%84%80
https://www.sportsplqnetmag.com/sportwiki_160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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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50 歲。下背痛的問題一直很困擾，看西醫打針，吃藥後，數日

即可痊癒但一再地復發。經同學介紹 2013 年接觸到養生功法，練習經

過二至三週，感覺體力、腰力都增強了。 

  女，60 歲。多年前患五十肩及腰痛，需要綁束帶，中西醫復健都曾

做過，也曾經做過民俗刀療。在 2013 年參加禪修營時接觸到養生功法，

之後在家做鬆肩抬跨，每天超過 600 下，現在疼痛的症狀都好了，感到

身心輕安。 

  女，50 歲。多年的失眠與三年前雙膝疼痛，下樓梯時更痛，西醫判

退行性病變。兩年前開始學習功法與禪修，每天堅持做功法 600 下，靜

坐 2 小時，現已不治而癒了。 

  女，73 歲。失眠，多夢。右後肩胛處有一個凸起，會酸痛。西醫判

斷是氣結，曾做過中醫針灸治療。2013 年開始練習鬆肩抬跨，兩年下來

每天約 45 分鐘，靜坐 1 小時。肩胛的氣結目前摸不到，疼痛也不見了。

此外失眠也得到解決，容易入眠且無夢一覺到天亮。 

  女，53 歲。30 年前，從高處往低處跳造成膝蓋受傷，歷經西醫骨

科、中醫國術館之治療，依然酸麻無力無法痊癒。2013 年學習功法後每 

天早晚練習大約 200~300 次，爬樓梯比較有力，酸痛度減輕很多。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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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從無法坐，現在可坐到 30 分鐘，有顯著的改善。 

  女，53 歲。以前每日早晨下床時，左腳跟疼痛到無法著地。經操作

家事等活動後，疼痛會減輕許多。但是日復一日循環著，除了身體的不

適，心情亦大受影響。經傳統整復治療 2~3 年，治療當下感覺舒適，隔

日仍然疼痛，雖經整復調整，卻無法恢復錯位之處。整復師說是因為肌

肉無力。 

    2013 年上禪修課程學習功法後，開始做運動。但有時照顧小孫子，

無法每天做。剛開始因體力不佳，斷斷續續盡力而為，沒有固定次數。

之後，鬆肩抬跨漸能各做 36 下，約費時 40 分鐘。三個月後，可以各

做 54 下，1 小時至 1 小時 20 分。不知不覺中，下床時的疼痛已減輕許

多，可以快速的一腳踩在地上。 

  男，65 歲。右手有五十肩。中醫師告誡縱然康復，也只能到回復 8

％的程度。4 年前參加禪修課程學習功法後，每天打坐及做功法，鬆肩

抬跨可以連續各做 108 下中間不休息。現在右手可以後抬到和左手一

樣的高度。 

  當運動後，再做鬆肩抬跨，可以放鬆筋骨。全身均勻活動效果，放

鬆僵硬的肌肉。長短程的自行車活動，雙手因長時間握把手有僵化的感

覺。安排騎 1~2 小時車中間休息時做鬆肩抬跨，對身體的靈活度，舒適

感效果很好。 

  女，68 歲。腕隧道症候群，退化性關節炎，左肩周炎。曾經針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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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用中藥。2013 年學習功法後，早晚各做一次，時間不一定。靜坐

感覺非常好，使心得平靜，頭暈狀況改善。鬆肩動作使得左臂肩周炎改

善良多。現在左手已可以劃大圈圈，也不會有格格的響聲，疼痛也消失

了。 

  女，50 歲。有軟骨刺，椎間盤突出。因尾椎處有一點點贅肉（因神

經發炎當要癒合時）而導致壓迫到神經以致發炎，最後下半身因此無法

行動持續二個月，無法正常行走。剛發生時行走間突然無法走動，自己

不是很在乎，次日要起床時，下半身卻沒法動，經友人介紹到民間整脊

所，經過整脊的治療很神奇的居然能動了，殊不知隔日下半身竟失去了

知覺。照 X 光、核磁共振、分子醫療診斷後，才知因為外力的影響，導

致神經發炎。 

  學習功法後，每天做上下拉肩、左右擴肩、內外叉肩、前後轉肩各

200 下，正向抬跨、側向抬跨各 300 下。每天做完運動後，再到醫院做

拉筋抬腿的復健 3 小時。如此周而復始一段長的時間後，再回到醫院回

診，照Ｘ光那塊軟骨刺亦消失了。自己在當中有感到身體比較輕鬆，但

也不敢直說是因為做此運動之最大原因。可是現在可大聲告訴家人，這

套功法是如此之好，不需輔具，不佔空間，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做久就

賺到了身體健康，且又不花錢，不需任何工具。 

 

 

 

（責任編輯：呂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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