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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民俗信仰与「民俗医疗」华人的民俗信仰与「民俗医疗」
一、西方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西医医疗体系

未进入华人社会之前，他们本土早已有一套医疗体系，

诸如神农氏尝百草、赤脚仙的药方…，

这这这这这这与西医发生冲突，

身身现代化的医生，如如化解这项冲突？

二、一一华人的社会存存经存存医疗体系：

1.民间之之之这这

以个人或家庭身为为，对对疾病之之之、对医疗体系之之之，

如：草药店、祖传秘方、赤脚仙、接骨师、汉药房

2.民俗之之这这

符如：乩童、先生妈、收惊婆、派符令、开药签、神坛医病赶鬼

3.专业性之之之这这

有高度科学理论为基础的西医 中医 汉药店 西医药房有高度科学理论为基础的西医、中医、汉药店、西医药房

华人相相相这相相相三个体系中中中

和谐与均衡 即即平安与健康和谐与均衡，即即平安与健康。

一、个人有机体之这这

相 内在体质A. 相个内在体质：

对寒燥、冷热的食物

均衡的吸收均衡的吸收。

寒<—> 燥 冷<—> 热 虚<—> 实

1 相这吸收食物 偏偏 挑偏 冷冷 寒寒不平衡1. 相这吸收食物，偏偏、挑偏、冷冷、寒寒不平衡，

则会导致火气大、虚、毒、血路不通、风邪、感冒

相这这个个营养不足即即即即即 炖即 即补2. 相这这个个营养不足即即即即即、炖即、即补。

ex. 汉人产妇食用麻油酒炖鸡汤。

进补的美食文化3. 华个进补的美食文化造造造偏造造、暴偏暴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箴箴22)

身这真正的健康来来喜乐 活泼经的的身这真正的健康来来喜乐、活泼经的的。

B.个人外在形式：每一个体即即五行因素经相互均衡，

素俗相：个人的姓名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元素

保持均衡，即会健康

1 五行相生相克之之之1. 五行相生相克之之之

c.五五相五相五b.五五之相五a.五五之相五

木火
金

水土

金

木火
金

木

土水

火水

木火

土 木

土水土水木火 土水

2 姓名与五行关系2.姓名与五行关系
一个人的八字缺五行的某一元素则用姓名修补。

a 缺金→林金五 b 缺木→张张松 c 缺水→陈清水a.缺金→林金五 b.缺木→张张松 c.缺水→陈清水

d.缺火→刘火旺 e.缺土→如何涂



二、自然关系之这这

A.时间经这这：寻求个人八字时辰与大宇宙时间的和谐。

1.自然界时间经的的：农民历廿四节气

春：(1)立春(2)雨水(3)惊蛰(4)春分(5)清明(6)谷雨
夏：(1)立夏(2)小满(3)芒种(4)夏至(5)小暑(6)大暑
秋：(1)立秋(2)处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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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理时钟：2.生理时钟：

睡眠、饮食、排泄、

时差的调整(出国旅行)，时差的调整(出国旅行)，

规律的生活起居，

有助健康。

3.巫术性经的的

十支天干经的相与的的a. 十支天干经的相与的的

(1)甲(2)乙(3)丙(4)丁(5)戊(6)己(7)庚(8)辛(9)壬(10)癸
↗↖ ↗↖ ↗↖ ↗↖ ↗↖↗↖ ↗↖ ↗↖ ↗↖ ↗↖

属水属木 属火 属土 属金

b 十二支地支经的相b. 十二支地支经的相

(1)子(2)丑(3)寅(4)卯(5)的(6)巳(7)午(8)未(9)申(10)酉(11)戌(12)亥

(1)鼠(2)牛(3)虎(4)兔(5)龙(6)蛇(7)马(8)羊(9)猴(10)鸡(11)犬(12)猪(1)鼠(2)牛(3)虎(4)兔(5)龙(6)蛇(7)马(8)羊(9)猴(10)鸡(11)犬(12)猪

c. 岁次庚寅、六箴甲子的相

1924~1984甲子

1925~1985乙丑

1926~1986丙寅

1930~1990庚午

1931~1991辛未

1932~1992王中

范例：
1894 甲午战战

1898 戊戌政政1926 1986丙寅

1927~1987丁卯

1928~1988戊的

1932 1992王中

1933~1993癸酉

1934~1994甲戌

1898 戊戌政政

1900 庚子年之年

1911 辛亥革革
1929~1989己己 1935~1995乙亥

d.八字经的相经

「年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

之四组的天干地支推算来组合。

范范 某君经五对出出六箴二年出出箴出范范：某君经五对出出六箴二年出出箴出

相午箴二的六下经五，他八字的排列是：

年柱 癸丑月柱 甲寅年柱：癸丑月柱：甲寅

日柱：庚辰时柱：丙子

俗信：的落的、八字命，个出生的时辰决决他一生的命运。俗信：的落的、八字命，个出生的时辰决决他 生的命运。

台湾许多产妇迷信生辰八字，盛行占卜良辰吉时剖腹生产。

出俗相相相这经八字时辰是个体小宇宙经的的，出俗相相相这经八字时辰是个体小宇宙经的的，

 小宇宙的行事时间，如出殡、 下葬、进房、破土、入宅

与大宇宙的时间即农民历(黄历)不不不，与大宇宙的时间即农民历(黄历)不不不

即会犯冲、犯煞，带来疾病死亡

解围之道即举行安斗、掩运(用指甲、头发)，解围之道即举行 斗、掩 (用指甲、头发)，

或安太岁星君之神位等仪式

B.空间经这这：地之地水

求取阴阳 五行 八卦的因素于地理风水上求取阴阳、五行、八卦的因素于地理风水上

表现得均衡且和谐。

风水经决的：指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理 心理的影响风水经决的：指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理、心理的影响。

1.形法：地形与气候 (正确经之之)
强调藏风聚水 四合院住宅强调藏风聚水、四合院住宅，

坐北朝南，庭前造水池，冬暖夏凉。

2 向法：地地 龙龙 蛇龙(巫术性经地水)2.向法：地地、龙龙、蛇龙(巫术性经地水)
a.四灵：青龙、白虎、孔雀、

玄武(乌龟) 四灵物镇守四方玄武(乌龟)，四灵物镇守四方

b.禁忌：路冲(正门)，厝角冲(客厅为主)，

将军路箭(电杆、大树、烟囱)将军路箭(电杆、大树、烟囱)

3.日法：行事时间因素牵牵牵空间的因素，

如：祖先的棺木安葬的时间如：祖先的棺木安葬的时间

要与地理的方位配合(迷信)。



存、人际关系之这这

中 传统伦理关系A. 以中国传统伦理关系
重重五伦：君君、父子、夫夫、兄兄、朋朋；

强调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敬贤导老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贤导老，

家庭成员和谐圆满会带来身体健康。

与祖灵经和谐关系B. 与祖灵经和谐关系
指家系香火经的的与的的，

孟子曰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人相信活人与死人共存于同一个社会，

分别位于阴阳两个世界分别位于阴阳两个世界。

1.祖灵即即后裔子孙
供给衣、食、住、行、货币、娱乐供给衣、食、住、行、货币、娱乐，

否则会变成孤魂饿鬼。

2. 子孙具存继承祖产经的的，并并祖灵经的的，子孙具存继承祖产经的的 并并祖灵经的的

门第繁荣、光宗耀祖、传递香火。

3.厉鬼经的的

孤魂野鬼、
无主家神、

义民爷、
百姓公、

游路将军、
七玄九祖、
大众爷

有应公、
好兄弟
堕胎的阴灵

活人与鬼灵世界关系不和谐即会生病，

大众爷、 堕胎的阴灵。

故需收惊、消灾解厄。

圣经圣经：

启箴二11信徒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
和耶稣所见证的道和耶稣所见证的道。

诗诗诗7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

诗、如如如对华人之风俗与宗教信仰

A. 认知华人的风俗与宗教信仰，对华人

塑造的「心智地图」影响他们的想法

腹出生1. 一相个从母腹出生之之，

五生相传统文化背景之相，

不不地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经资讯不不地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经资讯，

这些资讯即编织成一个人的「心智地图」

在现实生活遇到某些问题在现实生活遇到某些问题，

要做一些社会行为反应时，

个人即人人「地图」经指的的行事个人即人人 地图」经指的的行事
2. 这这「心智地图」个身毫无选择地

不不接这不正确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不不接这不正确的传统思想和观念
如犯冲、犯煞造成心灵的不安，

人格发展不健康，展 ，

引发日后精神疾病或精神官能症。

B. 拆拆个这这「错误的心智地图」导导，

使个的 心灵捆锁的坚固营垒使个的使心灵捆锁的坚固营垒(参林之箴4)

1. 黑暗势力的掌权者会用「虚空的哲学」错误的思想、观念

建立坚固营垒 令人不肯认耶稣为主(西 8)建立坚固营垒，令人不肯认耶稣为主(西二8)

2. 撒旦从牠建立的营垒派出掌刑者来

折磨神的儿女(太箴太34)折磨神的儿女(太箴太34)

C. 用神的真理不诗歌来来来

不错经「心智地图 (林之箴4 5)不错经「心智地图」(林之箴4 - 5)

1.背记神的话(诗箴诗4)

2 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来诗2)2. 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来诗2)

3. 参与教会支持团体，借着同心祷告
胜过阴间的权柄(太箴六18~19)胜过阴间的权柄(太箴六18 19)

D. 寻寻中国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之不之之，

让基督的信仰更新中国的习俗与宗教信仰让基督的信仰更新中国的习俗与宗教信仰，

让基督的真理落根于中国文化。



结论：结论

耶耶耶：「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个人五革造生经过程，

有周期的变化与预期的压力和危机有 和危

接受正确的宗教信仰、

建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将即将来身心的健康

箴诗10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