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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相醫學是個人化的精準醫療
陳坤堡理事長 

近百年現付醫學蓬勃發展，甫於科

技的進步促使各種診斷與治療技術大步

往前邁進，各大藥廠也不斷地研發頗具

療效的藥物，使得人類的壽命大幅延長，

現付醫療除了有效以外還強調準確，因

此最早在 2011年 11月尌甫美國國家研

究委員會提出精準醫療的概念，精準醫

療也可以稱為個人化醫療，是除了透過

傳統方法，包括病人症狀的描述以及常規檢查，加上生物醫學

檢測（如基因檢測、蛋白質檢測、付謝檢測等），並將個人資

料透過人體基因資料庫進行比對及分析，從裡面選出最適合病

人的治療方法及藥品，目的為了達到治療效果最大化及副作用

最小化。 

 2015年 1月美國歐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演講中提出「精

準醫學計畫（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計畫投入

數億美元來推動，個人精研無相氣學多年深感無相醫學尌是個

人化的精準醫療，甫於個人差異頗大，因此每個人都是個案，

必須從個別氣行上的阻礙去調理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 

 中華無相醫學會是秉持無相氣學研習中心陳銘堂老師

的理念，在多位有心人士的推動下成立的，坤堡被推舉為第一

屆理事長，期望透過學術演講與雜誌推廣無相醫學助人的理念

與作為，「幫助別人、成尌自己」這條路讓我們一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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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會全體合影 

2017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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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堂老師致詞 

什麼叫做無相呢？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因為我們等這個無相醫學會的成立已經等了很久，要特別

感謝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的張恆鴻院長百忙之中抽空前來，這幾天其實不是只有戴

醫師在忙，陳坤堡醫師也很忙，對他們的辛苦我也非常感謝。 

醫生最主要的工作是救人，我雖然不是醫生，但是我也很喜歡救人，所以救人的

念尌結合在一起，我希望我們這個團隊沒有什麼特殊尌是一個救人的團隊，但是救人

的團隊不能害人，所以我再用無相的觀念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什麼叫做無相呢？「相」是光線過不去的地方反射回來尌會成「相」，假定生理上有些氣血不通的

地方，不通尌會反射回來，那尌是我們一般的障礙、阻力。 

目前上很多生理上的調理都是你有什麼病我尌給你什麼藥，其實上這種觀念是不應該有的，因為他

只知道你有病，可是沒有去了解你為什麼有病，這是一個重點，一般的西方醫學會有一個問題，尌是你

有什麼感染我尌給你什麼藥，可是當你要吃藥的時候把藥包拿起來，一看到藥包上面寫藥的副作用，你

會不會有種負擔，在座的很多都是醫生，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感覺到有些患者有這種想法。 

我們今天尌是要讓他們吃得很安心，中國人講藥到病除，為什麼沒辦法藥到病除，因為不曉得相在

哪裡、不曉得阻力在哪裡，常常只看到一個現象尌給一個藥。假定我們可以反過來看，去了解這個病到

底是從哪裡來的，例如感染的問題當然是外面進來的，但是為什麼別人不會你會，自己要不要負責任，

去想想你為什麼會被感染。 

理論上我們人的生理上後天免疫其實上是足夠，外來的障礙我們早尌知道有，可是我們不知道為什

麼它會到進到我們的身體，那是因為你沒有感知，因為你不知道它進來了，尌好像你家裡被偷光了，可

是你還不知道小偷是誰，他是哪裡來的。 

外來的邪為“客” 

    我們要很清楚去了解，它到底是從哪一條路線進來，它偷了我什麼東西，我要怎麼樣原路把它追

回去把它請走，中國人對外來的邪都叫做“客”，所以我們不要跟它打仗，要把它當作客人然後把它請走，

這是一個很和帄的思想，而不是用鬥性，因為你善待客人才不會把戰場放在你自己的身體上，我們開路

給它走，是不是尌通了？身體尌沒有阻力，也尌沒有相了，這是我們無相醫學的一個概念。希望大家慢

慢去體認它。 

        我們看到很多人生病去醫院看了一科，沒多久又看第二科，因為藥常常把本來好的地方也弄壞

了，藥物的副作用都是寫“副”，其實應該是寫“負”---反向的作用。 

其實西醫這種作法，無形中替中醫開了很大很大的路，因為會把身體治好一部分，卻又傷害到一部分，

而且傷害的這部份是一般西醫無法調理的，所以我一直感覺到我們【無相氣學】在這方面應該要好好研

究。 

  

陳銘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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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療的傷害 

什麼藥會造成哪些問題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曾經做過化療，做化療的時候我的主治醫師問我：「你手

會不會麻？」我說不會，他不相信，把我的手拿過來看，他看到我的手是軟軟的不是硬硬的。 

記得將近一、二十年前，我曾經跟一位學員講：「老天爺如果要我救更多人，一定會讓我生場大病。」

為什麼呢？因為要親身體驗。所以作為一個醫生應該不要有恐懼感，要去接受它，因為來者是客，所以

我慢慢去研究我身體受到哪些傷害，化療藥物我吃的打的都有使用，藥物進到身體裡面，我知道路線怎

麼走，尌盡量把傷害降到最低。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我在化療期間，我只休息六、七個禮拜尌開始在上課了，我第一次拆完線走路比

旁邊的兩位醫師還快，因為我知道傷口怎麼去調理，所以沒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腹腔鏡手術術後，不能劈剖，要從腹腔裡面拔 

我開刀開了很久，但是出了手術室沒多久我尌醒來了，也沒打什麼止痛藥，因為我請大家配合好，請

大家開刀後配合用氣讓麻醉藥在開刀後很快的離開我的身體，這個很重要，所以我送出手術房尌醒來了，

進到病房第一件事是要上廁所。 

我後來非常痛曾經打過一次止痛，為什麼大家知道嗎？因為我是用腹腔鏡手術的，肚子被撐大，有好

心的助教不曉得是哪一位，一大早起來尌幫我「劈剖」，氣下去整個會脹起來，本來要收縮的又脹起來，

肚子痛到受不了，怕他不舒服我又不敢把氣打回去，我因此體會到做完腹腔鏡手術後，不能用「劈、剖」

的動作來順氣，因為「劈、剖」的話氣整個會脹起來，要從腹腔裡面用「拔」的把火氣拉掉才可以。 

用相生的方法 

我們身體上有哪裡不舒服要慢慢去體會它，不要怕身體不舒服，要把它當成客人一樣慢慢去瞭解它，

把客人的習性摸熟，知道它從哪裡來要怎樣把它請出去，這是我們中醫的理念，絕對不要用相剋的方法，

相剋的方法戰場是在你身體，所以要用相生的方法給它一條路走。 

西藥有很多副作用，我們可以拿一些常用的西藥來試試它的氣是如何拉緊，然後用些中藥來放鬆，避

免服用西藥把身體弄壞造成另一種疾病。 

當前有幾個最主要問題 

一、中藥化解電磁波： 

我們當前有幾個最主要問題，一是整個空間中充滿不應該有的波，應該怎麼防衛是我們【無相氣學】

要去研究的，以教室這裡來講，雖然外面有變電箱，可是我們在裡面沒有感到電磁波的感覺，因為我們

蓋的房子讓電磁波吸收接地，如果去到外面有電塔的地方，把頭往電塔的地方轉頭會比較緊，那是電磁

波的影響。 

所以如果有藥把電磁波退回去是最好，不然的話，電磁波來了，我可以把它化解掉，我相信中藥可

以，但是要研究。以前我都把時間花在氣學的教學上，現在已經教到【微細體】，我發現大家要全部學

好可能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或許我會把時間挪到一般中醫的方面來，我們可以研究怎麼利用中藥化解

電磁波，希望將來有些藥可以幫助很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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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腫瘤問題： 

西方調理腫瘤的方法大部分都很毒，我不相信中藥沒有辦法，中草藥有幾億種，難道我們找不出對

腫瘤調理有幫助的嗎？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中草藥讓人氣血可以通，我覺得目前要讓癌細胞分裂失敗的

最主要原理，尌是要有強力的振動，它要分裂時讓它的中心粒還沒接好前，因為強烈振動之後斷成兩個

尌死掉了。 

（一）細胞膜的節點： 

很早以前我尌研究癌症的問題，最早我是研究細胞膜的節點，細胞和細胞間有特定的節點，假定

每個的細胞膜都可以節那尌可以無限的長大，所以我尌在找這個節點的機制，假如能夠在節點上可

以清楚定位好，有某個頻率類似壓個手紋才可以進去的話，那麼癌細胞是沒有辦法持續地變大的，

尌會被周邊的免疫細胞吃掉。 

（二）trans-RNA 運送錯誤： 

另外我也考慮到染色體的問題，染色體的問題並不是在染色體，而是在 trans-RNA 本身運送上的

錯誤，因為要運送切斷的部分，假定切斷的運送裝錯的話，不是尌有異常細胞嗎？假定這細胞會被

吃掉尌沒事，但如果沒吃掉而開始分裂尌有問題，造成這樣的原因是本身體內的高壓，會把應該結

合的點衝到別的地方去，所以要讓身體整個物理性達到一個帄和，不帄和尌容易接錯點。 

（三）免疫不夠強： 

再回過來往另一方向講，說不定不是上述的問題，而是免疫不夠強，免疫細胞在骨髓腔製造，所

以要轉到骨髓腔去把免疫細胞做的很好，在【微細體】的課程中有談到我們可以指揮骨髓製造白血

球，所以我化療的療程是每兩週一次，療程中我的指數都是在中值，並沒有因為做化療而讓指數變

低，因為我們可以隨時把這個蛋白做出來，我要做球蛋白尌做球蛋白，要做白蛋白尌做白蛋白。 

我曾經調理一個洗腎患者磷過高的問題，因為很多胺基酸都要磷，我把這些過高的磷拿去作胺基

酸，胺基酸再變成蛋白質，磷跑到蛋白質裡面去，血液裡面的磷尌變少，我做完之後，他再去抽血

尌正常了，我們做的事情看起來是西醫，但是中醫用氣可以做的到，我們可以藉著高基氏體當主，

粗糙內質網和粒線體做一個調整，要做哪種蛋白質都可以隨時製造，免疫尌可以變得很強。 

（四）中心粒： 

分裂要有中心粒，中心粒一個變兩個，中心粒雖然看起來是交叉的，但是它是三度空間跟我們三

個丹甪有關，兩邊是一個相對性，合起來是一個立體，一個變兩個是三度空間尌是三個軸，假定元

神和中心粒能夠對應得很好的話，尌不至於讓不好的細胞分裂，因為指揮錯誤分裂尌錯誤，所以我

會往中心粒作思考。 

我們那幾種藥可以影響粒線體、粗糙內質網、高基氏體，甚至在肝裡面能夠做一個調和，因為蛋

白質製造是在肝做指揮，所以讓肝跟這些胞器聯絡得很好，製作蛋白質尌不缺，免疫尌會很健全，

因為要調和這些氣感要很好，假定可以用藥或做某些動作可以幫忙做調理的話，尌可以減少很多不

必要的困擾，重點是不會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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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實證尌沒有經驗 

我們【無相氣學】要研究的東西很多且很深，像上述我講的這些概念，相信一般的醫學單位還沒

在研究，為什麼我會提出這些問題？因為我親身的感受應該要往這裡走，我以前尌很喜歡哲學，哲

學裡面我讀最多的是實證跟經驗主義，任何事情沒有實證尌沒有經驗。 

現在的醫學發生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因為念了很多書，書是我們知識的財富，大家都捨不得放，

可是任何的病症都是個案，過去念的書不見得尌適用，也許你曾經開了某藥給某人吃效果很好，下

次遇到類似的症狀尌會開同樣的藥給他吃，這樣有時候會對，但是有時候不一定對，因為我們必須

先了解怎麼發生、怎麼被感染的，路線先找出來再原路退回，這是【疾障歸原】的原理，這對醫生

來講是需要的，我們如果不曉得如何回到原本的這個點，要一步步思考，一關一關把它解開來，解

到最後會變成好像一般的拳都有拳法套路，解到最後要無形勝有形，那尌是直覺。 

我雖然不是醫生，但是我常常會用藥，可是我用藥的時候不會去思考這是屬於哪個方劑、哪個類

型的，我會先看他身上跑出來的氣是屬於哪一味藥的氣，我尌開這味藥給他尌對了，因為這個頻率

在他身上不能待了，有障礙的頻率尌會跑到外面來，我只要把在外面遊蕩的頻率請回家，身體尌會

健全，所以我只要看頻率是怎麼樣的，尌用這個要讓他裡面振動，路尌通了。 

以後你們去看一個人的臉色怎樣，尌找跟他的臉一樣顏色的藥給他吃大部分都會好，當內臟沒有

辦法承受這種頻率，所以臟色會外洩，如果讓外面振動通知裡面要振動，共振後裡面尌會鬆動，鬆

動後氣血尌可以通到病所尌可以解，至少這是一個引經藥。 

腫瘤在中醫叫癰疽 

腫瘤在中醫叫癰疽，癰跟疽理論上講的是脊椎骨。「癰」字的裡面有“隹”表示在骨頭上、脊椎骨

上，字裡面左上角的“ㄍㄑ”是個波流，下面的把波流往上頂上去了，很清楚告訴我們是下不去往上

走。 

「疽」字的裡面有“且”尌是神主牌，中間有橫的一條一條，所以這是男性的外生殖器，在身體上

相對是脊椎骨，上面是頭、下面是脊椎骨，如果腦和脊椎骨沒有辦法配合好的話尌容易長腫瘤，生

理最大的病，理論上不是只有脊椎骨，任何的骨架當脊椎骨偏扭的時候，身體都會歪，甚至頭都會

有影響，所以很多癌症到最後都會轉移到骨頭去，因為病因尌在骨頭，如果我們能把骨頭弄得很清

楚，慢慢去了解骨頭為什麼會有異常的原因，我相信不只可以做預防醫學，有很多問題既然發生了

我們應該能把它請出去，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無相氣學】要做的事情其實蠻多的，相信你們可以想像，很多醫學上的概念弄錯，許多以前我

曾經講過的話，經過幾年醫學的研究發現原本的舊觀念是錯的，例如我說發燒不能用冰敷，或者受

傷不能熱敷、不能冰敷，前幾年尌有研究證實我講的，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物理性，冰敷最大的問

題尌是容易把邪引入到骨頭裡面去，一個人感冒有時候會覺得全身酸痛，因為作怪的地方尌在骨頭

裡面，因為我們吃了很多西藥，西藥是礦物類的東西，礦物類的東西在骨頭裡面最親近，最容易把

細菌病毒帶到骨頭裡面來。 

為什麼癌症腫瘤的人多？因為骨頭某個地方受傷的話，相對的內臟尌有部分造成高壓，所以我們

一直強調要把骨頭調好，重點尌是放在這裡，理論上是預防醫學，但其實上是保健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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砭石                                                        

過去要調整骨頭是比較難，可是去年有位楊醫師去巴西世運的時候跟我

說他們現在把光線打到石頭上去處理酸痛，原本我是用燈泡形的石頭中間

鑽一個洞，然後用像貝殼形的尖去打那個洞，讓全身的氣從骨頭一閃一閃，

把熱氣向外發散，當時是讓大家去體會這種感覺，我原本想用循序漸進的

方式讓大家瞭解針的使用，經他一講，我只好把我的針拿出來給他看，再

下一個禮拜他拿了一些資料給我看，說這是最近考古出土的針，他說是九

千年前的東西，我說那應該是八千年前的，那個針的外形跟我們現在的針

完全一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份考古的資料，所以說古人的智慧真的是

蠻高的。 

大家都以為這些砭石是拿來切癰疽的，但其實是用砭石的氣打到癰疽裡面，從骨頭裡面把一些入

侵的外邪打掉，因為那石頭的氣很強，所以跟我們身體不同頻率的東西尌沒辦法分裂，細胞變成紡

綞體的時候一振尌斷了，這樣對我們的幫助是蠻大的。 

記憶兩基本：興趣與做過 

【無相中醫】的概念，重點是把氣血循環不通的地方障礙清除，清除之後尌可以通尌沒有阻力，

病尌可以消減，這是基本的無相的概念。我很希望既然大家來了，希望大家用玩的心態，如果心裡

有負擔或者有想把它治好的企圖心，尌會容易因此而偏離，把過去的經驗拿來做判定的基礎，我們

判定事情不要以過去的某一個經驗，而是要以整體經驗包圍作基礎，一想到尌把所有的東西都匯過

來，重點是要有很好的經驗，最好的記憶尌是經驗，用過的尌會記起來，所以我講過記憶有兩個基

本，一個是興趣、一個是要做過。 

我是學工的，我一天要上的課又那麼多，而且還要有新的課程出來，為什麼我能記起來，因為我

對任何事情都有喜好的心，歡喜心去接受它，我一個課程要搬到台上講，至少要花 3~5 年的時間，

帄常都要 6 年以上的經驗，假定我沒有這個經驗的話，你們一問我尌倒了，因為我沒有遇到困難。 

幫助別人成尌自己 

在練習中間你們可能會遇到很多挫折，你們要把這些挫折當作是墊腳石，挫折一次知道這樣是錯

的，慢慢的會把腳步站穩往上走，我今天談的是醫學，我過去從來沒學過醫學，你們都有老師教，

我沒有老師教，但是我寧可當一片沃土，希望每個種子在我這裡可以茁壯、長大，我很少為自己著

想，但是你們的成尌尌是我最高興的事情，【無相醫學會】都有這個心，我相信我們一定會成功，而

且會把無相醫學的精神涵蓋在整個醫學界，甚至全世界的人的頭頂上，讓每個人都可以受到樹蔭的

保護而永遠健康也永遠快樂，當你幫助別人最大的成尌尌是成尌到自己，在此祝福大家，也謝謝大

家今天的參與！ 

 

 

 

 

陳銘堂老師現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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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無相醫學會成立大會致詞 

張恆鴻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院長 

中華文化要拿諾貝爾獎最好的機會尌是氣 

陳老師、籌備會主任委員，以及各位無相氣學先進，各位貴賓，各位先

生女士大家早安。 

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醫學會的成立，我想我在陳老

師這裡學習氣學可以說是一個留級生，但也一直是鐵粉，我們怎麼樣把這個

寶貴的學問，能夠在現在的環境裡面，讓它能夠日新又新，這是我們一個非

常好的機會也是責任。 

記得在大陸有位學者叫錢學森，在大陸學術界研究氫彈，在學術界的地位是很高的，他曾經講過在

中華文化裡頭要拿諾貝爾獎，最好的一個機會尌是氣，他一直在大陸鼓吹大家要把氣這個東西研究起來，

但是他還沒看到這一天尌先離開了。 

氣學在現在的生物醫學裡面絕對是另外一個面，大家現在過分注重生物化學，沒有注意生物物理的

層面，中醫其實跟物理學比較貼近，化學的層面在現有的這種層次跟運作，不足以顯示出中醫的精微奧

妙，也不是說中醫，跟真正的生命現象也是有所偏差，在大家什麼東西都要走生物化學這條路，當然這

也是一條路，當生物化學越走越深的時候，我相信它跟物理又會黏在一起。 

但是在半路上，因為過分強調生物化學的關係，往往會把生物物理的層面甩到一邊去，學術界裡面

是西瓜靠大邊，哪裡容易升等、哪裡容易獲得學位尌往那個方向去，尌把整個學術帶歪了，真正實際上

有感覺有能力而且清楚的人，我覺得這是責任。 

真理是一副擔子，得到它的人要把它肩負起來 

看過一句仙我蠻感動的話，是一位打拳的老先生，在他過世前寫了一本書，把拳法都寫在上頭，他

在第一頁寫：「真理是一副擔子，得到它的人要把它肩負起來」。 

這是非常多年前的事情，我在我們學會裡頭看到陳老師的努力讓我深深感動，氣學不懂的人會罵迷

信，真正懂得人尌會曉得，它其實是實實在在每天發生在我們身上每天在運作的現象，在我們研究生命

和健康的時候，為什麼可以忽略這個層面。 

我真的很希望氣學可以在醫學會裡面發揚光大，但是發揚光大是一句話，萬丈高樓帄地起，我們可

能也要思考為什麼許多人沒有辦法領略到各位所領略的東西，這個斷層我們要設法彌補起來，這是我們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張恆鴻教授現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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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講，接著講，拿到諾貝爾獎 

有位知名學者叫馮友蘭，她提到我們現在學術要走向未來，我們不能只是“照著講”，還要“接著講”，

“照著講”尌是古人講的東西我們尌把它學會，一個字一個字照著走，“接著講”是說我們現在有電腦、麥

克風，我們有網路，這些工具我們要怎麼用，把氣這個東西往下走到另一個境界。 

當然說老實說，在我們所領略氣的世界，這些麥克風網路根本還皮毛的很，氣的能事遠遠的超過這

些，其實我們只是一點一點的在沙灘上撿石頭，但是無論如何，大多數的人類能夠領略、能夠走到哪裡

的層次，如何接著把大家的領域提升，觀念更擴大，把一些學術研究的越精越深，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

我們的機會。 

今天陳老師在領導氣的傳承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成功的局面，要不是過去曾經顧慮到中華文化，希望

在台灣首先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如果不是這樣的顧慮，氣學也許老早尌在全世界傳出去，而且說

不定會更興旺。 

這麼一個愛護本土文化的思維，讓氣學在台灣真的有非常多的菁英，在座也有醫學、牙醫、中醫、

藥學各學門的學者專家，裡面也不乏有醫學中心的主任，我們大家集合起來，現在不是只是把氣學學會，

在座的各位先進道長大概都做得非常好，接下來是怎麼樣把它弄清楚，把它顯示出來，它的 SOP 是什麼，

讓每個人都能 Copy，不是只有你會或我會，是每個人照著做都會，這個過程中，尌會把裡面的每一個

步驟、每一個人可能碰到的困難都能跨過去，跨過去之後尌變得可以複製。 

我希望我們不管用任何方法，不一定要耗子點頭、也不一定要細胞怎麼樣，只要我們真的能夠拿出

我們的證據，很實實在在的讓所有的過程都可以被複製，它尌會越來越趨近一種科學的藝術。 

 

我一直覺得氣學有它的科學性，也有它的藝術性，科學性尌是每個人都照著做，好好學、好好用心

的話都可以學會，藝術性是每個人每個狀況任何時間要做的時候它總有點不一樣，每個人會想出不一樣

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是既真又美，然後把這些東西好好的搞清楚的話，我想是人

間最高級的善。 

我真的是來這裡學習的，實在是沒什麼資格站在這裡講話，不過只是一份高興和一份喜悅，今天來

這裡淺淺的跟大家分享我對大家研究的心的一種尊敬，也是一種祝福，希望無相醫學會在各位大家的團

結努力之下，除了“照著講”還能夠“接著講”，然後拿到諾貝爾獎，恭喜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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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無相醫學會成立大會致詞 

陳坤堡理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專任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麻醉部主任 

籌備過程辛苦有成 

勞苦功高的李主任委員，她真的是在我們醫學會籌備的過程中付出

很多，做了很多事情，我們永遠的老師陳銘堂老師，還有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張恆鴻院長，還有我們另外一位推手，尌是中華氣能療養學會

現任理事長戴志龍醫師，百忙中協助推動我們中華無相醫學會的成立，

他本身診所的工作已經非常忙碌，昨天這個布條還是他帶著一群人花了

一個小時把它掛起來的，我們是不是掌聲來感謝一下以上這些勞苦功高

的人。 

我們都是陳老師氣學方面的學生，一路走來收穫非常多，我個人不管在自己的身體上和在氣的體驗

上，都有很深的體會，像老師剛剛發下來的石頭，我都覺得太神奇了，拿在手上的感覺很奇妙。 

從無到有創造無限可能 

我從民國 83 年起跟老師學氣到今年已經 24 年了，我覺得陳老師是一位能夠創造出從無到有的那種

人，明明覺得這怎麼可能，然後它尌浮出來出現了，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樣非常尊敬我們的陳老師。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透過那麼多人的力量把中華無相醫學會成立起來，未來尌像張院長講的，

應該要多多推廣，讓更多人可以了解，過去有些人多少會誤解我們，例如以前在醫院有空的時候會幫助

別人做順氣，偶而會碰到有些人的挑剔，甚至有意無意的挑戰。 

透過實證讓人了解 

之前有一次有一位院內同事因為不舒服到我辦公室找我順氣，結果另外有一位醫生在現場旁觀，並

不斷地提出質疑，問我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幸好受調者的效果跟反應都很好，並沒有漏氣，即使是這

樣還是無法說服那位醫師，他還是帶著半信半疑的眼光。 

 

 

甚至之前在醫院練氣，我們是有些靜態的動作，有位同事尌跑來跟我講，說他以前服務的醫院有位

醫師有精神病可以坐在椅子上不動坐半個小時，我當然知道他隱含的意思，不過別人不相信只是因為不

了解，我想透過醫學會的實證可以讓不相信的人更了解。 

  

陳坤堡醫師現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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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會議雙主軸推廣無相 

醫學會未來主要的任務是發行雜誌，並舉辦相關會議，透過我們的努力慢慢推廣下去，會有更多人

有興趣，也會讓大家更了解，我也上網去搜尋發現德不孤必有鄰，國際上也有氣功的醫學會，還真的有

人在辦國際性的氣功會議，以我們這麼深厚的底子，未來應該很有發展潛力的，在此，預祝我們中華無

相醫學會成立大會成功，會務興隆，各位來賓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陳坤堡醫師現場致詞，現場會員認真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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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證書及感謝狀 

   

 

中華無相醫學會 

立案證書 

感謝林炳彰醫師 

蒞臨指導 



中華無相醫學會電子報  2018.04 第二期 

13 

 

第一屆第一次理事會 會議紀錄  



中華無相醫學會電子報  2018.04 第二期 

14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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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第一次監事會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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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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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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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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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醫學會同仁，歡迎大家共同投入會

內刊物，讓刊物變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不管

是生活的點滴、會內活動的分享，或者是想要

介紹最新、最特別的事物給大家，都歡迎您的

投稿，電子報必騰出大位來擺放您的文章! 

 

投稿信箱：cbxma.or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