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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老 ,病 ,死 」一直以来都是人颏必缜面封又煞

法解脱的罔题 °羝揄你富或箕 ,好舆壤 ,都逃敲不了逭锢

生命的轨道 °自古至今 ,追求 「畏生不死」仍然是-侗遥

不可及的箩想 °雒使科孽家已不断地去探索生命之奥秘 ,

弑圄打破逭佃生理定律的模式 ,愿蓍先迄的科技 ,在基因

和殪傅因子挛的研究已有多嗄突破 ,但距雕成功之路遗颇

遥遍 °

「道」教可以锐是屉史上追求 「畏生不死」衍的先

锋 °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道家思想-向葺辙的理念 ,而

辱找 「健康畏薷」之道是一佃寅跷 °因欲 「畏生」 ,所以

渴望追求 「成仙之道」 ° 「道」教之 「丹道」亦因此随之

衍生 ,究竟何薷 「丹道」 ?

「丹道」是包含了以熔媸皤檠桶主的 「外丹」舆氧功

修觫柄主的 「内丹」 °要以常人之根基修觫成仙 ,寰在今

人有黠匪夷所思 °但勤觫氟功可令人强身健鹱 ,稹防疾

病 ,延年益薷刽是不孚的事寅 °最好的例子莫如香港霓混

麇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爵士雎届百葳之龄 9仍精神奕

奕 ,步屐稞健 ,腰背廷薹 9此乃多年来勤觫氟功所赐 °邵

爵士快缲消遥 9财富臾健康兼惰 ,能不令人羡慕乎 !

扁了攮籀者亻F号更莛一步嘹解 「氟功」舆健瞍的翮保 9

琨荨馘邀淆了中文大孽荨檠造修擎院 「内丹氟功寅跷」之

莆肺袁康就博士舄我亻F:耩解一下 ° (袁傅士曾任香港道教

孽院太桠拳及内丹 「氟功」攀酾 9南井圉俯德舍博擎及氟

功教觫 ,睨柄太桠内丹孽鲁勰教觫 9敲册针灸酾 ,武 富十

五代弟子 ,道虢宇踢 ,肺通 )

袁博士 ,您好 !每富我亻卩:骢到 「氟功」 ,焉 上

鲁胼想起武侠片内的角色 9例如强三丰等 °究

竟何捐 「氟功」呢 ?

袁博士 : 「氡功」是近篾十年的用静 ,古代封棘氟改燮

身心的工夫叫 「内丹」 ,Tx叫 「氧功」 °「氟

功」是由黑白武侠片 、武侠小甑等催谷出柬的

祠静 °「氟功」只是 「内丹」修棘的一部分 °

「内丹」耩性命筻修 ,除了棘氧 ,遗要修心性 °

「内丹」有完整的哲孽 、宗教 、衍敷 、畲孽及

具瞠的修棘程式 °

是否任何一lE人都可以修棘 ,热组特别根基

效果也是否因人而吴 ?

袁博士 : 「氟功」是任何人都可以修棘的 9亦虑骸修棘 °

修棘到甚麽境界或得到甚瘿效果 9就祝乎你下

的工夫有多少 °由於每佃人的膛簟不同 9大 淄

慢常逗作及储存记镱都不一榱 ,所以觫功效果

一定有巽 °-般而言 9它 由三悃僚件泱定 :-
日信心 、二曰茜悚 、三日明酾 °没有信心 ,身

膣内在的燮化不碓定 °不苦棘 ,内 氟 (真汞 )

不生 `踢神不就 °不遇明肺 ,你可能枉黉一生 °

《黄帝内铿》有云 : 「恬静虚怨 ,真氟徙之 ,

精神内守 9病徙何束 ?」 是否真的可连到 「病

徙何束」的境界 ?可否以科孽一黠的角度来解

释 「氧功」令人强身健膛的原理 ?

袁博士 : 「氧功」下但可以治病 ,更高一叙的神通也可

以悚出来 °氟 ,其寅是封能量的一佃概括 °它

是徊胞活勤的描述 ,包括了神怨系钪 、血液系

铳 、淋巴系锍 、内分泌系锍及大瑙的活勤 °以

中篝的蒂言茕之 9氟不通则病 ,逭悃 「氟」的

「不通」 ,可能是神铿傅凛韶息出琨阻滞 ,引

致血管下能输送管春 ,或孩匡未能 「如意」地

完成其工作 ,疾病便出琨 °我亻卩:棘氟 ,就是把

「不通」的部分回徨原来的通蜴 ,连到健康正

常的逗作 °所以中罟锐 「氟到病除」 °大瞄是

身瞍一切内外活勤的德榧伽 七情六煞可以耗

掼五嬲之氟 ,例 如薰恐傍胃 ,是臂上腺素分泌

遇多 ;怒傍肝 ,是去甲胃上腺素分泌迢多 °富

我亻F号打坐日久 9辰期保持恬静虚热 `精神内守 9

不必要的内分泌如臂上腺素 `去 甲臂上腺素都

减至最少 9肝胃氟榴嗣和 ,自 然鲁健康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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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丹氟功」有分 「鄢功」和 「勤功」 ,丽者

之固有甚麽分别 ?那一颊人遍宜修悚 「静功」

而那一颊人迪合修棘 「勤功」呢 ?

袁博士 : 缎揄做 「勤功」或 「静功」 ,都以棘得 「真汞」

耗好 °静功即以打坐的姿势棘氟 o勤 功则透遇

肢膛活勤束提升内氧的簟素 ,徙有形的氟澧取

燕形的 「真瓦」 °只是 ,很多人觫勤功峙 ,忽

略了封 「氟」的修棘 °燕错 9活勤翮茚和肌肉 ,

是可以加强氟血的逗行 ° 「流水不腐 、卢榧下

朽」 9每天勤-勤 9自 然可以狻身健瞍 ,凤潺

翮茚病也鲁减少 °不遇 ,我们遗可以用 「氟功」

的方式来做勤功 °例如 「八段锦」 ,我亻卩:可 以

覃矩地活勤肢膛 ,也可以把肢睢活勤看成是悚

氟的手段 °方法柄何 ,堂然要明酾指撙 °

勤功行氟较怏 、较猛 、较急 9通合一般鹱弱 、

但仍活勤自如的人 °静功行氟缓慢 、微徊 `但

较稳定 、持久 ,逦合畏速的 、慢性的治病策略 °

急则治其镖 ,勤 功较快受益 ;锾刖治其本 9静

功方旯效腧 °煞揄有病舡病 ,或甚麽病 9我都

鲁建嵩勤静功兼修 °

5,   一佃普通人每天要如何修棘 `要持箱多久才可

连到稹期的强身熙病效果 9例 如一年 `三 年或

更久 ?

裒博士 : 如果打坐棘氧 ,持而行之 ,每 次打坐亦有高度

的荨注的萧 9刖 一雨星期便有 「氟感」 °至於

病癫畴圊有畿畏 ,便要看那是甚麽病 ,及富峙

身瞍的簟素 °治失眠最快 9一 丽天的工夫便可

安睡 °赐骂不迪 ,相信要觫上一两悃月 °癌症 ,

就要花-雨年的畴茼 °

6,   如果身睢已槛出琨了毛病或不幸地患了筢症 ,

是否遗迪合修棘 「氟功」 ?追佃情况瞧遘挥 「静

功」遗是 「勤功」 ,甚至是否丽者皆倩 ?或者

甚麽情况下不宜觫功 ?

袁博士 : 筢症在内丹修棘鲔囤是不存在的 °揄效果 ,小

乘内丹可以治病强身 ;中 乘可以楝出踢神 ,形

缬臾脯腑有突破性的箕燮 ;上乘更可以出神入

化 °鲎人患上所捐 「筢症」 9睨代篝孽又束手

热策的峙候 9可以耆虑内丹修棘 °内丹韶柄一

念可以起死囵生 。生命是黉夤的 ,逞快由一念

趄修吧 。古代有不少内丹高人 ,也 曾瞍腧遇死

亡的呼唤 9最後全懑不死的意志修棘成功 。患

上 「艴症」的病人 ,要 勤静功芰修 ;而勤静功

之中 ,又 以静功舄主 、勤功耦辅 °

7 封於一佃病患 ,修棘的畴固或遇程是否需要加

强 ?做得不富 ,鲁否影警病情加深 ?

袁博士 : 要治病 ,必缜毽挥一悃相封瞧的方法 ,然後持

而行之 °每次打坐都要荨注力 °我亻F:重簟不重

量 9不要以耦每次打坐三小峙畲比二十分锺好 9

倘若三小峙的打坐都在昏沉中度遇 ,那根本就

没有效果 °如果你每次打坐二十分锺 ,茴中只

有三 、五分锺入定 「到位」 ,鲁比三小畴的昏

沉好得多 °我亻卩:下虑少觑逭短短的敷分锺 ,你

膛内的燮化是薰人的 9是你想像下到的 !

一念可生 、一念也可死 9刍面的改燮富然存在 °

氧功出俑 、病情惠化也峙有旯之 °所以 ,明 鲕

(Tx是名酾)的指尊是必需的 °

8.   可否筒略蒂解一下觫 「氟功」的忌薷及需注意

的事项 ?例如觫得不掌是否有所捐 「走火入魔」

的情况出琨 ?

袁博士 : 忌薷就言之太遇 ,需 要注要的地方是有的 ,例

如 :匏腹下宜棘功 ;女 子径期到馑用 「舡柄

功」 ;情锗病患者必缜注意功法的毯用 、及入

定出琨的景像的虚理等等 ° 「走火入魔」情况

多旯於精神病患者 ,幻 簟耦多 ;也 有棘功入魔

的 ,火氟乱蠹 °明肺的指尊筢封有需要 °

9.   自孽 「氟功」是否鲁有危禳出琨 ,遗是需要有

名骊指黠 ?

袁博士 : 最好不要自孽氟功 ,我 碰遇很多自孽氟功出镉

的人 9他亻F:到来找我 9求 我柄他亻卩:婧正 °覃善

孽功夫是不可能的 ,尤 其是酮乎封 「神」 (精

氧神的神)的修悚 °有些鹱腧及功法是不能旯

於文字的 ,蔷本上所舄的有限 ,作者亦不舍把

每侗徊茚舄出来 °坊罔内丹蔷不多 ,亦 多由孽

者膈膈辑辑的弄出来 9多 没有棍身膛鼢 °不看

蔷 ,靠 人云亦云的功法来觫罾 ,更是危除 !何

况每佃人的膛簟下同 ,淄袋各黑 ,效黢自然就

不蠢相同 °又是那一句 :找明肺啦 !但要记住 :

名蛳不一定是明肺啊 !

很多榭袁博士抽空耦我亻Fg解 笞了很多有酉氟功的疑

固 9希望可以有梭鲁再作更深入的探封 °蒯蒯 !

基庶就博士芮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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