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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辦理 

第二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華人宗教的醫療與養生文化」 

實施計畫 

ㄧ、宗旨與目標： 

1.近年台灣社會各式之亂象造成社會各階層的人心不安，且嚴重動

搖社會之根層結構，使得家庭倫常大變、社會秩序脫軌，是前所

未見 的社會近況。此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對生命不尊重

所產生的現象。希望藉由研討會、宗教界及社會各界的共同參與

討論，重新建立家庭倫常和社會秩序的概念，重新認識與尊重對

「生命關懷」的重要性。 

2.由於社會急速的發展與轉型，社會普遍對於文化延續的調適有著

斷層的危機，也阻礙了社會整體理性的發展。近年來各宗教團體

將「生命關懷」之課題也成為「文化建設」的主要目標，因此結

合各界的社會力量，來共同有效地推動新時代的文化發展，是值

得嘗試的文化更新運動。 

3.藉由本研討會落實對本土文化的關懷，促進本校與學術界及地方

宗教社團彼此之間的對話，嘗試塑造良善的社會環境。 

二、活動名稱： 

第二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華人宗教的醫療與養生文化 

三、辦理單位： 

正修科技大學、高雄道德院 

四、活動方式：(詳如會議議程表) 

1.邀請各宗教團體負責人及社會各界參加本次交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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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議分成專題演講、論文發表。 

  3.會議時間ㄧ天。 

  4.專題演講：邀請國內知名學者針對宗教生命關懷作專題演講。 

  5.論文發表：每場邀請二位學者發表論文，全天共九篇。 

6.主題座談：主題討論後，安排主題座談，讓與會人士發表高見，

共同分享對生命關懷的新價值的不同詮釋。 

五、邀請對象： 

國內外學術界、宗教界及社會各界約四百六十人。 

六、活動時間： 

2008 年 12 月 19 日，早上八點十分起至下午五點整止。 

七、活動地點： 

正修科技大學圖科大樓十樓 

八、活動經費： 

本項活動共需 296,000 元，由正修科技大學負擔 16 萬元，其餘

136,000 元由高雄道德院協助支應(詳如經費表) 。 

九、預期成果： 

1.藉由本研討會可以讓學術界與宗教界之間增加對話關係，嘗試塑

造良善的社會環境。 

2.藉由本研討會重新認識個體或群體「生命」關懷在於人生價值的

新詮釋。 

3.藉由研討會與宗教界的共同討論，重新建立家庭倫常和社會秩序

的概念，重新認識與尊重對「生命關懷」的重要性。 

十、本實施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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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華人宗教的醫療與養生文化」 

會議議程 
 

時    間 程    序 主持人/演講人或發表人/引言人/討論人

08:10~08:50 報    到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樓 10 樓演講廳

08:50~09:00 開幕典禮 
正修科技大學    龔校長瑞璋 

高雄道德院      三清太乙宗師 

09:00~10:00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 

道教祝聖請神祈安科儀示範 

受邀單位：高雄道德院 

林金鐘主任委員率全體皈依弟子 

10:00~10:10 茶     敘 

10:10~11:10 

專題演講 

從道教養生送死文化 

看道教對生命的關懷 

演講人：國立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 

蕭登福教授 

主持人：正修科技大學何清釧副校長 

11:10~11:20 茶     敘 

論文發表（每場二篇論文，每篇論文發表 20 分鐘，提問 10 分鐘）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論文題目 討論人 

楊濟襄 

國立中山大學

中文系副教授

台灣民間禮俗中的「孕

母守護」圖像群與儀式 

蕭登福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

應用中文系教授
11:20~12:20 

第一場

論  文

發  表

丁旭輝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文化事業

發展系副教授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論《大丹直指》 

的養生功法 

鄭卜五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教授

12:20-13:30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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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程    序 主持人/演講人或發表人/引言人/討論人

金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從民間宗教談 

古代的醫療與養生 

莊宏誼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副教授
13:30~14:30 

第二場

論  文

發  表

蕭登福 

台中技術學院

應用中文系 

教授 
沈武義 

高雄道教學院

院長 

道教日用養生訣要 

莊宏誼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副教授

14:30~14:50 茶     敘 

朱迺欣 

林口長庚醫院

榮譽副院長 

腦科學看打坐冥想 

許洋主 

如實佛學 

研究室老師 

14:50~15:50 

第三場

論  文

發  表

廖宏昌 

國立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教授 

劉得興 

輔仁大學 

比較文學 

博士生 

神恩復興運動 

在台灣天主教會 

的發展及其 

心靈醫療之探析 

蔡振念 

國立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授

15:50~16:00 茶     敘 

謝貴文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文化事業

發展系 

助理教授 

從中元普度祭品看民

間的飲食文化與養生

觀念 

康義勇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系副教授

16:00~17:00 

第四場

論  文

發  表

蔡振念 

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教授 
洪志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近代高僧印光法師 

的養生袪病觀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17:00 研討會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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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教養生送死文化看道教對生命的關懷 
 
 

蕭登福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 

應用中文系教授 

 

摘要 

養生、送死，是人類的兩大需求，也是為政者對人民的基本關懷。《孟子．

梁惠王上》說：「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儒家的養生，是指維持生命

所須的東西，如飲食、宮室等；送死，是指死後的喪埋祭祀等問題，如棺椁、祭

祀等。儒家認為王者的政事，最主要是在處理人民的這兩件大事，使人民生與死

都能無所缺憾，如此即可稱為王道之始。道教在養生、送死這兩方面上，又比儒

家更進一層。儒家的養生，著重在生時能溫飽；儒家的送死，著重在死後有棺椁

可葬埋，有後人來祭祀；這是人生的基本要求與關懷。道教在養生上，不僅注重

溫飽，更須借由飲食、生活作息、藥餌、導引吐納等種種方式，來改善生命品質，

來治病、延生、長生。道教在送死上，不僅是棺椁祭祀而已，還要為亡者薦拔與

超昇；薦拔是脫離地獄苦，超昇是得生天堂樂。儒家注意到生前，道教則兼及死

後。儒、道有這樣的差別，當然是因為一為哲理，一為宗教。哲理注重人生日用，

宗教則兼及死後救贖。 

關鍵字：道教、養生、送死、養形、養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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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濟襄 

國立中山大學 

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台灣民間的傳統觀念裡，認為生死都有一定的神明來主司其事，即便在醫學

觀念昌盛的今日，與出生、育兒有關的神明，在婦女的生育過程中仍佔有重要的

地位，註生娘娘、臨水夫人、七娘媽、花公花婆、卅六婆姐、床母、胎神…等，

對神明的祈求，反映出家庭對育齡婦女的保護以及對新生兒的祝福和期盼。 

本篇論文以〈台灣民間禮俗中的「孕母守護」圖像群與儀式〉為論題，試圖

在當今「老年化社會」、「代理孕母」等方興未艾的議題之外，從禮俗文化的觀

點，觀察台灣在地文化裡，攸關「生命孕育與誕生」的種種信仰與儀式，並試圖

解讀傳統與現代之間，看似歧異、實而同源的文化心理與社會現象，進而為台灣

民間禮俗中的「孕母守護」架構起完整的文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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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大丹直指》的養生功法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一、前言 

延年益壽，長生不老，是人類自我意識覺醒後，提升自我，超越侷限所追求

的理想目標。因此各世界性宗教，多有自己的養生方法，以建構自己的宗教特色，

吸引信眾融入教團。晚近法輪功的崛起，便是以法輪功法健身、養生吸引信眾而

組織開創成教的成功案例。而道教養生功法之隆盛，更勝前者，豈有不提倡之理？

從歷史的觀點看，道教養生的歷史淵源甚古，可以追溯至遠古時代的動物模仿，

如行氣、導引等，它繼承了華夏民族原始先民普遍流行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

神靈崇拜。從養生學的觀點看，道教在這方面尤其突顯，不但有豐富的養生學術，

其養生學的範疇更包括養生觀，養生理論及養生方法等。如道教養生觀包括：道

教生命觀(重人貴生觀1)，元氣觀，人天觀，修煉觀；道教養生理論則包括：(1).

陰陽五行學說，(2).精氣神學說，(3).臟腑身神學說，(4).經絡氣穴學說，(5).病理

認識及醫藥靈療說，和超越死亡的(6).修仙理論等；道教養生方法則包括：外丹、

內丹、服氣、胎息、吐納、服食、辟穀、存思、導引、按摩，乃至於房中等法，

這些方法都能夠教人保健養生、袪病延年。誠如《養生集》所云：「養生大要，

                                                 
1  《太上洞玄靈寶無量度人上品妙經》，簡稱《度人經》，被道教奉為萬法之宗，群經之首，《正

統道藏》中排列為第一。其主題思想主張「仙道貴生，無量度人」。重人貴生，是道教學說中

最重要的思想，亦是其最有價值的理論成果之一。從《老子》強調攝生、貴生，《莊子》說保

生、全生，《呂氏春秋》說貴生重己，到《太平經》主張樂生、重生等，始終貫穿著重人貴生

的思想傳統。《度人經註解．卷一》，見朱越利：《道教要籍概論》(北京：燕山出版社 1992

年)，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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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壹、緒言 

筆者 1956 年生於屏東縣高樹鄉純樸的鄉村。小時候，鄰居供奉著神明劉聖

君，『倫伯』為乩童，舅父為其棹頭，常看到村民身體不適時，會求神問卜。原

來全鄉只兩所醫院，交通不便及經濟情況不好，皆是巫醫存在的條件之一。當時

用過偏方、秘方，喝過符水、抽過藥籤均是對抗疾病的普遍方法。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仍然有人生了重症之病，不信科學的醫學而信鬼神。日前有位女孩患了紅

斑性狼瘡，在現代醫學治療未癒時，放棄了現代醫學，而求救於廟中道士所開的

偏方，最後藥到命除，產生了醫療與信仰間的法律糾紛。即便科學昌明的今天，

巫醫的行為仍然存在，即使在都市化的城市，巷中仍常會看到「收驚斬飛蛇」的

廣告招牌。這種巫醫的文化現象，其實是一種根深柢固的文化習性。這種文化習

性的養成，並非一朝一夕之功。 

數千年前，最早的巫師也是最早的醫生。巫醫同源的現象在中國文化史上表

現得十分突出。原始社會至西周以前，醫術一直是巫術的附庸。西周以後巫醫已

有區分，到了漢代，醫學逐漸從巫術的束縛下獨立出來，至今中醫仍稱作漢醫可

証。東漢道教興起，道教所追求的長生不老的神仙修煉，再加上漢末瘟疫的橫行，

造成「巫醫」、「道醫」、「漢醫」的並行。古代醫學身上始終拖著一根巫術的尾巴，

就是使用巫術咒語治病，即便到了唐代孫思邈的<<千金翼方>>，最末兩卷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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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武義 

高雄道教學院院長 

 

摘要 

談到養生，一般人總愛說做功夫，實則功夫全在日用常行中，不在臨時做也。

養生之要，以能斷緣簡事為上，養生最要知聞斷，習靜尤宜思慮無，能曉鳶飛魚

躍之樂，則自無在而不海闊天空，幽閒自得矣。 

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飲食有節，起居有時，物熟始食，水沸始飲，多食果菜，

少食肉類，頭部宜冷，足部宜熱，知足常樂，無求乃安。 

面宜多擦，髮宜多梳，目宜常運，耳宜常凝，齒宜常叩，口宜常閉，津宜常嚥，

氣宜常提，心宜常靜，神宜常存，背宜常暖，腹宜常摩，囊宜常裹，言語宜常簡

便，皮膚宜常乾沐。食飽徐行，摩臍擦背，使食下舒，方可就坐。飽食坐發痣，

食後曲身而坐，必病中滿。怒後勿食，食後勿怒，身體常欲小勞，流水不腐，戶

樞不蠧，運動故也。勿得久勞，久行傷筋，久立傷骨，久坐傷肉，久臥傷氣，久

視傷神，久聽傷精。忍小便，膝冷成淋，忍大便，乃成氣痣。勿著濕衣、汗衣，

可使人生瘡。夜饍勿飽，飲酒勿醉。醉後勿飲冷，飽餘勿便臥。頭勿向北臥，頭

邊勿安火爐。切忌子後行房，陽生而頓滅之，一度傷於百度。大怒大飽大醉勿交

合，可成癰疽及內疾。疲勞行房，虛損少子，交合觸犯陰陽禁忌，不惟父母陰傷，

生子亦不仁不孝。起勿過辰，尤忌在日出後。睡勿過亥，尤忌子時未寢。臨睡時，

調息嚥津，叩齒鳴天鼓，先睡眼，後睡心。側曲而臥，覺直而伸。晝夜起居，樂

在其中矣。 

關鍵詞：養生、按摩、導引、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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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科學看打坐冥想 
 
 

朱迺欣 

林口長庚醫院神經科 

 

 

我相信，有愈來愈多的人像我一樣，覺得現代神經科學與佛教，可以彼此學

習而獲得很多，兩者皆無法獨自探索出心或身的真相。 

亞倫‧華勒斯－「意識的歧路」，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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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恩復興運動在 
台灣天主教會的發展及其心靈醫療之探析 

 
 

劉得興 

輔仁大學 

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前言 

          神恩復興運動（charismatic renewal）的形成激起了天主教會的內在革命，因

為這個運動源自於基督新教的五旬派教會（Pentecostal Churches）1，天主教會迫

於美國天主教徒與五旬派教會的不斷交流，只能被動地讓這個運動在天主教會內

發展，並鼓勵神職人員以輔導神師的形式來導引這個運動，在不違背教會的教義

及聖統制的架構下發展 2。由於這篇文章係以台灣天主教的神恩復興運動為探討

主題，因此；筆者針對基督宗教專有名詞的書寫，將以天主教會在華人地區所使

用的翻譯名稱為主，而主要文獻的引用，將以香港「思高聖經學會」翻譯或編輯

的文獻資料為主，如《聖經》、《聖經辭典》，因為天主教會非常重視文獻翻譯及

專有名詞的統一性。因此，港、澳、台及中國大陸的天主教會都以「思高聖經學

                                                 
1  華爾希（Vincent M. Walsh）著，徐進夫譯，王敬弘編校，《認識天主教神恩復興運動》（台

北：天主教文物服務中心，1982），頁 7-8。五旬派教會（Pentecostal Churches）也稱神召

會，是一群基要主義教派的總稱，他們的特徵是強調聖化，而聖化除了包括皈化、洗淨罪過

（又稱成義）之外，還有聖神之洗和聖神降臨之特恩，特別是神恩之頂峰的說異語和信仰治

療。 

2  張春申，〈聖統制〉，輔仁神學著作編譯會，《神學辭典》修訂初版，（台北：光啟出版社，1998），

頁 788-789。聖 hierarchy 一詞按照字根，其意義是聖的來源、聖的主權。……根據天主教

會法律而言，聖統是教會的制度，以此規定教會的結構。客觀的意義，聖統是教會結構中的

制度性秩序；具體的意義，聖統是教會中擔負有任神聖權威職務的人。然而教會結構不只是

聖統，同時也是神恩結構。……聖統的兩面：一是神職及神權的秩序方面：一是管理及領導

的治權方面。不過兩者最後在教會的聖統最高權威，即在教宗與世界主教團體上結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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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民間的飲食文化與養生觀念 

 
 

謝貴文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助理教授 

 

摘要 

中元普度是漢人社會由來已久的習俗，每到農曆七月家家戶戶都會準備豐盛

的祭品來祭祀孤魂野鬼，為臺灣民間重要的祭典節慶與信仰現象。本文主要以高

雄左楠地區廟宇常見的普度祭品為考察對象，從其外部形態、內在屬性及特定名

稱等因素，探討背後所隱藏的的飲食象徵文化，並指出普度祭品也反映了個體、

人際關係、自然關係等三個層面的均衡與和諧，這正是民間所追求的最高健康狀

態與養生境界。 

關鍵詞：中元節、普度、祭品、飲食文化、養生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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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高僧印光法師的養生祛病之道 
 
 

洪志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一、前言 

「養生祛病」之說，歷來諸家各擅勝場，而優劣互見。佛法之養生祛病，注

重病根之防治與醫療，絕不在條幹枝葉上議論，如樹之根，水之源，非凡愚可得

而見，而枝葉花果，自然碩茂榮華，可謂窮本溯源，標本兼治，身心靈整體健康

是所專擅。 

    宏揚佛法，醫學之意義為何？蓋現欲了生脫死，剋證佛果，必須假此四大幻

有之身而修，方能剋證，若無此身，即不能修道，所謂借假以修真也，故須四大

調和。若一大不調，則有一百一病；若四大不調，則有四百四病同時俱起，即被

病魔所擾，焉能用功？古人云：「心安則道隆。」若身有病，心不安，則道何能

成就？故吾人對於治病常識，不得略略識知，但不可執著。 

    吾人所秉之五蘊色身，乃四大（即身體組成之要素）所成，有身即是有病。

今所治者，即業報生身，四大不調，互相侵毀所起之病也。若身長病，是禪定之

大障，久染身疾，失所修福，起無邊罪。經云：「破壞浮囊，發撤橋樑，妄失正

念」，即此義也。蓋因病故，毀諸戒體如破浮囊，破禪定如撤橋樑，起邪倒心，

愛惜膿血臭身，破壞清淨法身，名妄失正念，以是因緣，須對治病魔。 

    印光法師處於大患難時代，悲憫眾生，發大菩提心，提倡白衣學佛，居塵學

道，家庭佛化，自行化他，其大主意，人人竭誠盡敬，發大菩提心念佛，現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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