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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药师佛：建立东方传统医学特色的身心灵合医新局面
吕应钟
【摘要】近年欧美人民花费在自然医疗的费用已经和常规对抗医疗相当，显示出自
然医疗的市场已被接受。然而本论文认为自然医疗本来就是数千年来的东方医学瑰宝，
不仅具有无数具体治疗成果，理论架构与治疗实务亦远比西式现代对抗医疗更为完整博
大，绝对不是当今西式对抗医疗所能比拟。因此为了在二十一世纪开创新的回归传统自
然健康正道，本论文认为必须将东方传统医学（包含中国传统医学、印度阿育吠陀医学、
穆斯林医学等）为理论基础，做去芜存菁的整理，再结合现代西方辅助与替代医学项目，
融入现代生物物理、量子物理、场导理论与灵性科学，进行理论层次的提升，然后在疗
法操作上区分为生物性（分子矫正医学、营养医学、基因营养疗法等）、物理性（脊柱
整复、经络按摩、气功疗愈等）、精神性（心理健康、灵性健康、灵性扬升等）三方面，
建构出符合现代人健康需求的身心灵合医（Trinity Medicine）新局面，便于现代人实践，
也才能与西方对抗医学平起平坐，真正协助人类回归健康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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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健康正道?
何谓健康正道?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于一九八九年定义“健康”为：“完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
福祉，不只是处在没有疾病的状态。”[1] 世卫组织又对健康写上十条细则，包括(1)充
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的担负日常生活和繁重的工作而不感到过分紧张和疲劳；(2)处
世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事无大小，不挑剔；(3)善于休息，睡眠良好；(4)
应变能力强，适应外界环境中的各种变化；(5)能够抵御一般感冒和传染病；(6)体重适
当，身体匀称，站立时头、肩臂位置协调；(7)眼睛明亮，反应敏捷，眼睑不发炎；(8)
牙齿清洁，无龋齿，不疼痛，牙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9)头发有光泽，无头屑；(10)
肌肉丰满，皮肤有弹性。
由这十细则来看，似乎现代人都无法符合健康标准，先不说前四则心理方面，光是
生理方面的后面六则就无法做到了。然我们应该省思，现代医学如此发达、医疗仪器日
新月异、药物发明越来越多，却无法使人类健康，问题出在何处？本论文认为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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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展的医疗方式只是设法用有副作用的药物（毒药）来对抗疾病，走向“只看器官
不看人”的地步，只会在治疗过程中将人体免疫力越治疗越低下，尤其是癌症治疗方法
（化学治疗、放射线治疗、手术）没有一样能够让细胞健康，难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尼克松总统宣布对抗癌症以来，已经消耗数千亿美元以上，却只见癌症病人越来越
多，足见现代西式医疗方法是无效的。
本论文认为要让人类健康，必须摒弃现代西式对抗医疗，回归“整合性自然医学”，
此为数千年来的东方医学瑰宝，包括中国医学、印度医学、穆斯林医学、西藏医学、蒙
古医学等，都是已经拥有数千年临床实践经验的有效医疗，其理论架构远比西方对抗医
学更为完整博大，不仅涵盖生物医学、矿物化学、植物药学，也涵括生物能量场、能量
医学以及灵性医学，其丰厚的内涵绝对不是当今西式对抗医学所能比拟。
因此，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想要让人类回归健康的境界，必须建构一个以东方传统医
疗为理论基础，结合现代西方辅助与替代医学所定的项目，再融入新进的生物物理、量
子物理、场导理论与灵性科学，方能建构出现代人健康需求的“身心灵合一”的健康需
求，本论文独创称之为“身心灵合医（Trinity Medicine）”，便于现代人实践，也才能
与西方对抗医学平起平坐，协助人类回归正确的健康大道。

二、现代对抗医学的困境
现代西式医疗已经成为例行的“检查、抽血、开药、开刀、化学药物治疗、放射线
照射”的末端疗。医师每天疲于诊治疾病、开列药方；医院不仅耗费庞大资金购买各种
昂贵仪器，用药浪费也已造成医疗界的庞大开支，然而花费如此庞大的西式医疗体系实
际上却治不好各种慢性病，使得医师成为中国古籍所说的“下医”的窘境。[2]
以台湾为例说明，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表面上看来非常成功，事实上医疗现况可谓
每下愈况，面临极大的困境与危机。在此举最近几种台湾知名杂志制作的封面专题，即
可明了实相：
《今周刊》杂志 776 期封面专辑＜消失的医生＞，刊登七篇文章，包括“连台大医
院也招不到妇产科医生”、“医疗纠纷不断 台湾医生犯罪率世界第一”、“每周工时 123
小时 看诊医疗质量低落”、“一位实习医生的血泪告白：连续工作 52 小时 坐下休息都
没时间”，光是看这些篇名，就令人触目惊心。[3]
《康健》杂志 164 期封面专辑＜台湾医疗大崩盘 病人谁来顾＞，提到：
“五大科医
师短缺，四成护理师出走”、“全台湾仅剩 800 个医师还在为产妇接生”、“132 乡镇没有
小儿科医师”、“急诊医师 44%集中在北部，金马 11 万居民没有急诊医师照护”等现况，
但是也问到：“为什么大医院仍然一号难求？急诊挤得像难民营？病人找不到病床？”
[4]
《天下》杂志 487 期封面专辑为＜你可以说不的十大医疗＞，提到：“台湾的医疗
成了商品，就像买东西刷条形码一样，当医生拿着扫描仪，为你开出一样样药品、检查、
治疗，却可能同时刷掉你的健康与荷包，也浪费健保资源”。又说“台湾人看病多、吃
药多、检查多、开刀多，已造成过度医疗的扭曲现象。面对鼓励医生冲量的健保制度、
营利导向的医院、有钱一起赚的药商／仪器商，你要如何才能聪明自保、减低风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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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又要如何改变？”[5]
《新新闻》杂志 1325 期封面专辑＜医生跑 护士逃＞，有五篇文章，分别是：“不
甘当血汗护士，陈玉凤号召护理人员站出来”、“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叫医院把获利吐出
来”、
“急诊医师大撤退，谁来救命？”、
“医院评鉴是医护崩盘罪魁祸首？”等，也是相
当令人伤心的台湾医疗现况。[6]
《新新闻》杂志 1311 期封面专辑＜贱药伤身！＞提到：
“12 年来，台湾健保局共砍
掉 572 亿元的药费，但整体健保药费支出不减反增，还出现药比糖果便宜的不合理怪象！
放任药价黑洞吞噬国民健康，图利财团法人医院，更局限本土制药产业发展的方向。”
[7]
近年台湾多种知名杂志制作检讨医疗问题的专辑不只这些，但光看以上例举就足够
令人体会到现代西式医疗在台湾已经呈现极大困境，其实早在二○○八年十二月 412 期
《天下》杂志就以＜自然疗愈＞做过封面专辑，提过二○○七年西医领取证照的人数比
四年前少掉二成二，然而包括草药、冥想、瑜珈、按摩、脊椎矫正、针灸等都有成长，
连台湾主流医学殿堂台大医院，也让出台大医院旧址四 C 二楼给另类医疗，正式成立“辅
助与整合医学中心”。
可见人们自我寻找辅助疗法是世界趋势。主要原因是病人对现行主流医学的失望，
而且越来越多忙碌的现代人体认到：健康要靠自己，要激发自体的疗愈与免疫力量，要
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是正途。[8] 所以我们看到一九九七年世卫组织称二十一世纪人
类会发展四个医学，一是现代西方医学的对抗疗法；二是顺势疗法；三是自然疗法；四
是传统疗法。[9] 后三者正是本论文所言的整合性自然医学的观念与方法。因此现代西
式医学若是能够虚心放下身段、澈底改变对抗的观念，转型为＜尊重自然＞与＜回归传
统＞的医学，就能从“下医”迈向“上医”的境界。

三、何谓东方传统医学精华
传统中国医疗在台湾并不受政府的重视，执业者也没有时间继续提升自己的学术水
平，有的只能守着祖传家业任其慢慢没落，其实传统医学人士要进入新世纪的整合性自
然医学领域要比西医更为容易。
本论文认为传统医疗执业者除了朝向医疗技术现代化的方向努力之外，第一步必须
进行古老医典的新研究与科际整合，组成团队，将汉医、梵医、藏医、蒙医、回医等浩
瀚古籍去芜存菁，落实现代化的诠释与整合，找出既符合现代医学理论又符合“人体宇
宙学”的医疗方向，摒除各派门户之见，整合出古典医学现代版，方能方便培育年轻的
医疗从业人员，否则浩瀚的古老医学典籍在各门派支撑下，必定慢慢失传，诚为数千年
来东方医学智慧的大损失。
3-1. 中医系统方面
传统中国医学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以及自然的一部分。要想保持健康，就必须在身
体机能内部以及身体和自然界之间维持一种和谐。当这种和谐被打破，人就会生病。这
个理论极为正确，却是现代医疗所忽略的。
中医的基本概述是阴阳以及五行学说。这两个概念解释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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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现象的变化。而中医理论的要素包括气、血、体液、脏腑（内脏）以及经络（用以维
持平衡的气血在人体循环所通过的经络系统或主道）。这些理论解释了人体如何维持其
活力以及生理的健康状态。以上的中医立论基础必须用加入现代宇宙论、物理学、人体
能量场、灵性医疗的角度做新的诠释，方能为现代人所理解与接受。
《黄帝内经》应该是最重要的典籍，从中延伸出来的穴道经络学问更应该是现代能
量医学[10] 必须重视的领域，而中医理论里“气”的观念也正是无形生物能场的具体
呈现，也是本论文提倡“身心灵合医”所该深入研究并将之科学化的重要主题。除此之
外，“道家养生”甚至“佛家养生”也是必须融入的项目，但也必须做现代化的精华整
合，而非各派各家各自主张。
3-2. 梵医系统方面
印度阿育吠陀医学（Ayurvedic medicine）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疗系统之一，
Ayurveda 意思是“生命知识”或“生命科学”，也就是整体性的人体宇宙医学，以达到
幸福、健康、预防疾病的平衡为目的，具体做法是清洗会导致疾病的物质身体，重建能
量和谐与平衡。
阿育吠陀医学视人的体质（prakriti）和生命力（doshas）有关。认为人与人之间，
以及健康与宇宙均有相互关联，亦即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都是连结
在一起的；每个人含有的元素都可以在宇宙中发现；当一个人的心身和谐，并与宇宙的
互动是自然和完整的，就是健康；当一个人与宇宙的和谐中断，身体、情感、心灵或三
者组合不再协调，就发生疾病。
在自然医学领域里，阿育吠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也被西方医学界重视，认
为在未来有很光明的前景。本论文相信二十一世纪医疗将会整合东方和西方中最好的精
华，因此学习阿育吠陀医学可以给予西式医师额外的医疗工具，更能帮助病人改善身体、
心智和意识。
3-3. 回医系统方面
回教医学就是穆斯林医学，事实上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知识，他们正确地
诊断糖尿病、痛风、癌症和瘟疫，也懂得解剖学。穆斯林医生也是最早发现传染病的医
疗方法，在进行手术时使用麻醉药，用冰块和冷水来止血。
著名的医生药剂师伊本西那（Ibn Sina；拉丁文 Avincena，980-1037）的著作
《Al-Qanunfi-Tibb（医典）》，集阿拉伯医学的大成，叙述了 760 种药物和各种影响身
体的疾病，直到十九世纪，还被医学界采用。他认为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体内的四
种因素：干、冷、热、湿不调和引起的。也认为天花和麻疹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原体所致。
还说致病物质可通过饮水和空气传播。这本书在隋唐时期便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中国医
学对伊斯兰医学的认识。因此也必须精研阿拉伯医学大成的《医典》，再用现代理论加
以诠释与发扬。
3-4. 藏医系统方面
西藏医学至今也有两千多年历史，《四部医典》是最重要的古籍。比起中医，西藏
医学对“天文”“地理”及“时令”之重视及研究可说来得更为深入，藏医讲求的是自
然与人体的平衡关系，而其使用的矿物类药材比中医还多，与当今西方医学的诊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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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有极大的差异。
西藏医学理论最重要的部份就是“三元理论（triadic theory）”，根据这个理论，
西藏医师能够判断患者的身心类型，藉此预防、诊断、治疗疾病。三元理论所根据的哲
学观念在于：任何形式的存在都依赖其他的因素，而它必要的元素有三：Chi（与中国
所谓的气不同，代表空间元素）、Schara（代表能量元素）、Badahan（代表物质元素）。
近年由于其对于慢性病及文明病的治疗有着优异的疗效，让西藏医学一跃成为世界
传统医疗体系研究的热门之一。但是如何整合中西医界，发展出整合且现代的西藏医疗
系统，是今日医疗界里提升医疗服务系统的必要条件。[11]
由以上四项主题可知，各民族传统医学都有含有“能量医学”的理论与疗法，因此
也必须用现代“能量医学”的理论来研究，以中医的“经络理论”与“气血理论”为基
础，融入现代的“生物能场”与“量子医学”[12]学说，再撷取回医、藏医与蒙医的人
体能量学说，方能创造出新世纪的医疗正道。

四、现代辅助与替代医学
现代辅助与替代医学项目
辅助与替代医学项目
按照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定义，CAM 是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亦即“辅助与替代医学”的简称，有人又简单地称之为“另类医学”，然而
本人非常不赞同此简称，因为永远将自己视为另类，如何成为主流？
辅助与替代医学是指“一组不同的医疗和卫生保健系统、做法和产品，通常不被认
为是常规医学的一部份。常规医学（又称现代西方医学或对抗医学）是由拥有正式学位
的医师、骨医和专职医疗人员如物理治疗师、心理咨商师和注册护士共同执行。辅助与
替代医学与常规医学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具体的辅助与替代医学做法可能随着时间
的推移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医疗。”[13]
辅助与替代医学中的“辅助医学”是指与西式治疗有相辅相成的成果，如使用针灸
是来辅助舒缓疼痛。而“替代医学”是指用来替代常规医学的治疗。“中西医结合”是
指结合常规西方医学和已有证据表明安全有效的辅助与替代医学疗法。不管如何，辅助
与替代医学都是处于配角的地位。
二○○七年美国国民健康访问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 38%的美国成年人使用辅助与
替代疗法。而隶属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美国“国家辅助与替代医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也认为：“许多美国
人用辅助和替代医学在追求健康和福祉”。[14] 到了二○一○年，美国人使用辅助与替
代医学的百分比已超过 50%，显示补充和替代医学已经不容忽视了。
本论文依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网站分类，以及其出版的《辅助与替代医学精要》
一书[15]，做综合性整理，列出辅助与替代医学的五大类：
1.天然产品
1.
天然产品（natural products）：指的是使用各种草药（也称为植物药 botanicals
或 phytomedicines）、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和其他天然产品做特殊摄取的疗法。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定义里，在柜台销售的一般膳食补充品如满足每天最低要求的
多种维生素，或促进骨骼健康的钙营养品，并不被认为是辅助与替代医学产品[16]。
2.心身医学
心身医学（mind-body medicine）：侧重于大脑、心理、身体和行为之间的相互
2.
心身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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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试图用心灵影响生理功能来促进健康。包括生物反馈、冥想、放松、团体支持、
瑜伽、针灸、吐纳、导引、催眠、气功和太极拳等。生物反馈目前已经整合在常规医疗
中，用来治疗大小便失禁、吞咽障碍和慢性疼痛，包括头痛。
3.以身体为基础的手法
and body-based practices）：包括“物理
3.以身体为基础的手法（manipulative
以身体为基础的手法
治疗”和“整脊手法”的按摩。主要侧重于身体结构和系统，包括骨骼、关节、软组织、
循环系统和淋巴系统。常见的治疗方法有二种，一是“脊柱矫正”，二是“按摩治疗”。
4.能量医学
能量医学（Energy Medicine）：可以分为二类，一是西医比较懂的项目，有生物
4.
能量医学
电磁应用，包括脑电图、心电图、透热疗法、激光、射频手术。二是西方医师比较不懂
的，像是不同能量场（energy field）对健康的影响，如电磁场中的磁疗和光疗，或是
被称为“假设能场（putative energy fields）”的生物场，像是气功、灵气、触疗。
这些都涉及生命力。
5.全医疗系统
medical systems）：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传统里，具有完整
5.全医疗系统（whole
全医疗系统
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但西方常规医学比较难以理解，例如古代的印度阿育吠陀医学、
传统中医，以及近代的顺势疗法和自然疗法。

五、开创整合自然医学新局面
东方传统医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书籍太多，项目太过浩瀚，导致门派太多，莫衷
一是，各成一家，各自标榜，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17] 环视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
方，自然疗法市场都非常混乱，这是面对西方自然医学兴起的最大隐忧。因此为了提倡
有数千年历史经验的东方传统自然医疗，必须先有个具有整合能力的单位来担任此重责
大任，先做古典医书的精粹选择，去芜存菁地整合，再做系统化的新理论建构，并加以
推广，以培育现代药师佛的胸襟，方能和西方自然医学平起平坐。
本论文认为要建构出东方自然医学具体理论与发展方向，首先必须将现行各种疗法
做整体筛选，因为“自然疗法”不全然等于“自然医学”，东方自然医学自古以来就是
讲究“整体性”而非器官单一性的治疗，现行各种自然疗法都是单一操作手法，都有其
局限性，且安全性也受到存疑，少数个人的成功例子不必然表示其普遍适用性。尤其是
美国近年提倡“实证医学”，更是严格。因此我们可以拿美国辅助与替代医学的分类为
骨架，加以调整，融入东方整体宇宙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拟定出东方整合自然医学的
强项，即可做为我们建构东方自然医学现代重点发展方向的参考，做为培育现代整合自
然医学人才（现代药师佛）的重点学习科目。
以下就是本论文首度提出身心灵合医(Trinity Medicine)理论的架构与内容：
5-1.基础理论
1.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即辅助与替代医学列出的“全医疗系统”，再加以调整。
(1)中国医学----以《黄帝内经》
《道家养生》为基础，撷取易学易行的精华，建立现
代理论系统。
(2)回教医学----以穆斯林《医典》为基础，撷取易学易行的精华，建立现代理论系
统。
(3)印度医学----以《阿育吠陀》为基础，撷取易学易行的精华，建立现代理论系统。
(2)西藏医学----以《四部医典》
《佛家养生》为基础，撷取易学易行的精华，建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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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论系统。
这一项是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必须分别集合上述古代医典研究者，做新时代思
维的重新整合，任何研修自然医学者必须视此为共同必修课程，以建立个人扎实的东
方整合性自然医学学术基础。
5-2.操作实务
2.操作实务：
操作实务：
(1)生物性
生物性：
生物性：即辅助与替代医学的第一项“天然产品”，将传统草药及植物药做科学化
萃取，这本来就是数千年来东方医学强项，但必须结合 196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萊納斯包林博士提出的“分子矫正医学（正分子医学）”[18]、“大剂量营养素治
疗”[19]、“营养生物疗法”、1989 年美國創新醫學基金會主席狄菲立斯醫師提
出的“营养医学（Nutraceutical）”[20]、“营养治疗（Nutritional Therapy，
即必需胺基酸、必需脂肪酸）”[21] 等理论与方法，做有效整合。
(2)物理性
物理性：即辅助与替代医学的第三项“手法操作”，包括经络调理、整脊、整骨、
(2)
物理性
足疗、按摩、针灸、磁疗、触疗等。很多项目本来就是东方传统的疗法。
以上都只是针对“身体”的部份加以调整，还没有办法做到世卫组织健康的定义：
“完
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福祉，不只是处在没有疾病的状态。”因此必须加上“心理
健康”与“灵性健康”，这二方面在二十一世纪是相当重要的。
5-3.最高境界
3.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1)心理健康
M.）
(1)心理健康：在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中，美国心理学家杰哈塔（Jahoda,
心理健康
的“心理健康”定义最为著名，他提倡“积极的精神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包括六个方面：①自我认知的态度。②自我成长、发展和自我实现
的能力。③统一、安定的人格。④自我调控能力。⑤对现实的感知能力。⑥积极
地改善环境的能力。[22]
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内心世界”与“客观环境”的一种平衡关系，是自我与他人
之间的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的维持，即不仅能获得确保自我安定感和安心感，还
能自我实现，具有为他人的健康贡献、服务的能力。
(2)灵性健康
灵性健康：即“心灵疗愈（spiritual healing）”或称“心灵医学”，包括气功、
(2)
灵性健康
冥想、瑜伽、灵性治疗、灵性扬升与转化等。这些主题是近年西方极多高级知识
分子热衷的项目，
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人是理性的动物，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副血肉之躯，其实以
现代量子理论来看，人体却是一连串“智能电磁信号”的组合[23]，也是“灵性
存有（spiritual being）”。近年量子物理学家已经提出“意识是物质的基本特
质”[24]。
因此我们深信廿世纪的“生物化学、生物机械”时代必定转向为二十一世纪的“生
物物理、生物能量场”的时代，也就是在“量子物理微观”下的生物能量场相互作用的
时代，而逐渐进入更高层次的光时代。这个境界的到来，必然兴起“灵性疗愈”与“灵
性健康”的风潮，我们由近年西方出版非常多高级专业人士所写的与灵性觉醒、灵性扬
升相关的书籍，即可看出端倪。[25]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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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本身是一种“身体”与“心灵”的完整旅程，二者都需要得到适切的滋养，我
们于七年前就在台湾提出“对身下营养”及“对心下营养”的观念，除了给予身体能够
矫正疾病的正确的、活性的天然营养素之外，若能够凡事心存感恩、正面积极，倾听心
灵的指引，思想正面积极，身体自然和谐健康，毫无疾病。若是只着重于物质层面身体
的健康，无视于心理、灵性的负面影响，必然无法达成健康的基本要求。
本论文提出全新的身心灵整合自然医学系统思维，是以现代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辅助
暨替代医学（CAM）为骨架构，以东方传统自然医学基础理论为核心思想，以＜身（精）、
心（气）、灵（神）＞的传统医学思维为本质，建构出符合现代人所需的身心灵全然健
康的学理与疗愈方法，也才能够回归“上医治未病”的最高医疗境界，带给人类“回归
自然，拥抱健康”的健康正道。
本论文认为＜身、心、灵三字可以换用现代语词＜生理、心理、天理＞三个层面来
诠释。不过依重要性而言顺序应该调整为＜灵、心、身＞，因为身体的健康不只限于物
质肉体，负面悲观压抑的心理状态绝对会导致身体发生疾病，而更高层次的灵性更是主
导所有人健康的源头力量。当今是个科学发达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古代用语转
换成科学语言，因此＜身心灵＞或＜精气神＞就必须转换成＜物质、能量、信息＞三个
物理名词，方能用高等物理、量子论及宇宙论来做新的诠释。因此我们认为“灵”就是
“宇宙信息场、意识场”，“心”就是“生物能量场、念力场”，“身”就是“物质体”。
所以未来能够促进人类真正健康的完整医学应该包含现代医学、古典医学和灵性医
学三者，缺一不可。现就以这三种领域做先导性的观念架构如下：
灵-> 神-> 天理层面-> 意识、宇宙信息 ->
心-> 气-> 心理层面-> 心念、生物能场 -> 心
身-> 精-> 生理层面-> 肉体、物质体
-> 物

天

合
一

合
一

人

->灵性医学
->传统医学
->现代医学

由此可知中国自古讲“心物合一”就是要达成“心理和生理层面合一”，亦即物质
肉体和自身生物能场（bio-energy field）能够合一；讲“天人合一”就是在讲“天理
与生理层面的合一”，也就是每个人的肉体意识能够达到与自性（本性、空性、本我、
元神）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也正是新时代思想所言的＜高我与小我＞的合一，或是佛教
所言的＜空性与肉身＞的合一。
最后将本论文的旨意及架构以简单的图形表达如下，就教于各界医疗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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