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的民俗信仰與「民俗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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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俗醫療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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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相信個體在下列三個體系中保持
和諧與均衡 即會平安與健康
和諧與均衡，即會平安與健康。
一、個人有機體之體系
A. 個人內在體質：
個 內在體質
對寒燥、冷熱的食物
均衡的吸收。
均衡的吸收
寒 <—> 燥 冷 <—> 熱

一、西方經由科學方法發展出的西醫醫療體系
未
未進入華人社會之前，他們本土早已有一套醫療體系，
華
會 前
本
有
醫療
諸如神農氏嘗百草、赤腳仙的藥方…，
這些體系往往與西醫發生衝突，
身為現代化的醫生，如何化解這項衝突？
二、一般華人的社會存有的三種醫療體系：
1. 民間之醫療體系
以個人或家庭為基礎，對於疾病之概念、對醫療體系之認識，
如：草藥店、祖傳秘方、赤腳仙、接骨師、漢藥房
2. 民俗醫療體系
如：乩童、先生媽、收驚婆、派符令、開藥籤、神壇醫病趕鬼
3. 專業性之醫療體系
有高度科學理論為基礎的西醫 中醫 漢藥店 西醫藥房
有高度科學理論為基礎的西醫、中醫、漢藥店、西醫藥房

B. 個人外在形式：每一個體需要五行因素的相互均衡，
俗信：個人的姓名與五行(金、木、水、火、土)元素
保持均衡，即會健康
1 五行相生相剋之原理
1.
a. 五行之相生

b. 五行之相剋

c. 五行相生相剋

金

金

金

虛 <—> 實

1 個體吸收食物，偏食、挑食、冷熱、寒燥不平衡，
1.
個體吸收食物 偏食 挑食 冷熱 寒燥不平衡
則會導致火氣大、虛、毒、血路不通、風邪、感冒
2. 個體體質因營養不足即需要進補、燉補、補全。
個體體質因營養 足即需要進補 燉補 補全
ex. 漢人產婦食用麻油酒燉雞湯。
3. 華人進補的美食文化造成貪食縱慾、暴食暴飲。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十七22)
身體真正的健康來自喜樂 活潑的心靈
身體真正的健康來自喜樂、活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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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姓名與五行關係
2.
一個人的八字缺五行的某一元素則用姓名修補。
a 缺金→林金生 b.
a.
b 缺木→張茂松 c.
c 缺水→陳清水
d. 缺火→劉火旺 e. 缺土→何錦塗

二、自然關係之體系
A. 時間的體系：尋求個人八字時辰與大宇宙時間的和諧。
1. 自然界時間的段落：農民曆廿四節氣
春：(1)立春 (2)雨水 (3)驚蟄 (4)春分 (5)清明 (6)穀雨
夏：(1)立夏 (2)小滿 (3)芒種 (4)夏至 (5)小暑 (6)大暑
秋：(1)立秋 (2)處暑 (3)白露 (4)秋分 (5)寒露 (6)霜降
冬：(1)立冬 (2)小雪 (3)大雪 (4)冬至 (5)小寒 (6)大寒

3. 巫術性的時辰
a. 十支天干的排列與組合
(1)甲(2)乙(3)丙(4)丁(5)戊(6)己(7)庚(8)辛(9)壬(10)癸
↖↗

↖↗

↖↗

↖↗

↖↗

屬木

屬火

屬土

屬金

屬水

b 十二支地支的排列
b.
(1)子(2)丑(3)寅(4)卯(5)辰(6)巳(7)午(8)未(9)申(10)酉(11)戌(12)亥
(1)鼠(2)牛(3)虎(4)兔(5)龍(6)蛇(7)馬(8)羊(9)猴(10)雞(11)犬(12)豬

2 生理時鐘：
2.
睡眠、飲食、排泄、
時差的調整(出國旅行)
時差的調整(出國旅行)，
規律的生活起居，
有助健康
有助健康。

d. 八字的排列法
根據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
之四組的天干地支推算來組合。
範例 某君出生於民國六十二年正月十日
範例：
下午十二時六分出生，他八字的排列是：
年柱：癸丑 月柱：甲寅
日柱：庚辰 時柱：丙子
俗信：落土時、八字命，人出生的時辰決定他 生的命運。
俗信：落土時、八字命，人出生的時辰決定他一生的命運。
台灣許多產婦迷信生辰八字，盛行占卜良辰吉時剖腹生產。
民俗相信個體的八字時辰是個體小宇宙的時間，
 小宇宙的行事時間，如出殯、 下葬、進房、破土、入宅
與大宇宙的時間即農民曆(黃曆)不和諧
與大宇宙的時間即農民曆(黃曆)不和諧，
即會犯沖、犯煞，帶來疾病死亡
 解圍之道即舉行安斗
解圍之道即舉行安斗、掩運
掩運 (用指甲
(用指甲、頭髮)，
頭髮)
或安太歲星君之神位等儀式

c. 歲次庚寅、六十甲子排列
1924~1984 甲子
1925~1985 乙丑
1926~1986
1926
1986 丙寅
1927~1987 丁卯
1928~1988 戊辰
1929~1989 己已

1930~1990 庚午
1931~1991 辛未
1932~1992
1932
1992 王中
1933~1993 癸酉
1934~1994 甲戌
1935~1995 乙亥

範例：
1894 甲午戰爭
1898 戊戌政變
1900 庚子年之役
1911 辛亥革命

B. 空間的體系：地理風水
求取陰陽 五行 八卦的因素於地理風水上
求取陰陽、五行、八卦的因素於地理風水上
表現得均衡且和諧。
風水的定義：指自然生態環境對人類生理、心理的影響。
1. 形法：地形與氣候 (正確的理念)
強調藏風聚水 四合院住宅
強調藏風聚水、四合院住宅，
坐北朝南，庭前造水池，冬暖夏涼。
2 向法：地氣、龍穴、蛇穴
2.
向法：地氣 龍穴 蛇穴 (巫術性的風水)
a. 四靈：青龍、白虎、孔雀、
玄武(烏龜)，四靈物鎮守四方
b. 禁忌：路沖(正門)，厝角沖(客廳為主)，
將軍路箭(電桿 大樹 煙囪)
將軍路箭(電桿、大樹、煙囪)
3. 日法：行事時間因素牽連到空間的因素，
如：祖先的棺木安葬的時間
要與地理的方位配合(迷信) 。

三、人際關係之體系
A. 以中國傳統倫理關係
重視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強調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敬賢導老
強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賢導老，
家庭成員和諧圓滿會帶來身體健康。
B. 與祖靈的和諧關係
指家系香火的傳承與延續，
孟子曰：「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中國人相信活人與死人共存於同一個社會，
分別位於陰陽兩個世界。
1. 祖靈需要後裔子孫
供給衣 食 住 行 貨幣 娛樂，
供給衣、食、住、行、貨幣、娛樂，
否則會變成孤魂餓鬼。
子孫具有繼承祖產的權利 並得祖靈的蔭庇
2. 子孫具有繼承祖產的權利，並得祖靈的蔭庇，
門第繁榮、光宗耀祖、傳遞香火。

四、如何面對華人之風俗與宗教信仰
A. 認知華人的風俗與宗教信仰，對華人
塑造的「心智地圖」影響他們的想法
1. 一個人從母腹出生之後，
生長在傳統文化背景之下，
不斷地接受許多錯綜複雜的資訊，
不斷地接受許多錯綜複雜的資訊
 這些資訊即編織成一個人的「心智地圖」
 在現實生活遇到某些問題，
在現實生活遇到某些問題
要做一些社會行為反應時，
人就會根據「地圖」的指引而行事
人就會根據 地圖」的指引而行事
2. 這些「心智地圖」因為毫無選擇地
接受某些不正確的傳統思想和觀念
接受某些不正確的傳統思想和觀念，
如犯沖、犯煞造成心靈的不安，
發展不健康
人格發展不健康，
引發日後精神疾病或精神官能症。

3. 厲鬼的世界
孤魂野鬼、
無主家神、
遊路將軍、
七玄九祖、
大眾爺、

義民爺、
百姓公、
有應公、
好兄弟
墮胎的陰靈。

活人與鬼靈世界關係不和諧即會生病，
故需收驚、消災解厄。
聖經：
聖經
啟十二11 信徒勝過魔鬼，是因羔羊的血，

和耶穌所見証的道。
詩卅四7 耶和華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 搭救他們
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

B. 拆毀因這些「錯誤的心智地圖」導向，
使 落 心靈捆鎖的堅固營壘 (參林後十4)
使人落入心靈捆鎖的堅固營壘
1. 黑暗勢力的掌權者會用「虛空的哲學」錯誤的思想、觀念
建立堅固營壘 令人不肯認耶穌為主 (西二8)
建立堅固營壘，令人不肯認耶穌為主
2. 撒旦從牠建立的營壘派出掌刑者來
折磨神的兒女 (太十八34)
C. 用神的真理和詩歌來代替
錯誤的「心智地圖 (林後十4 - 5)
錯誤的「心智地圖」
1. 背記神的話 (詩十九4)
2 用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來四2)
2.
3. 參與教會支持團體，藉著同心禱告
勝過陰間的權柄 (太十六18
(太十六18~19)
19)
D. 尋覓中國傳統習俗、宗教信仰之接觸點，
讓基督的信仰更新中國的習俗與宗教信仰，
讓基督的真理落根於中國文化。

結論
結論：
耶穌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人類生命成長的過程，
有週期的變 與預期的壓力和危機
有週期的變化與預期的壓力和危機
 接受正確的宗教信仰、
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觀，
將會帶來身心的健康

箴九10 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