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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神農氏，讀書時身罹頑疾，曾遍尋中西名醫、嚐盡
靈方妙藥而不癒。直至離開校園，惡病隨即不藥而癒，生
龍活虎，心廣體更胖。後得高人指點，得悉當年所患乃無
藥可救的懶病。

針拮到肉才健康

Y：	上 一 次 聽 你 提 到 年 輕 時
學習中醫的軼事，不如談
談今天社會對中醫態度上
的轉變吧。

C：袁康就博士

Y：梁啟業

Y：香 港的針灸師好像愈來愈多，
其實本港有沒有發牌制度監
管？否則人人都能隨便施針，
後果可大可小！

Y：還記得多年前請你替我施針治療胃病，結果是讀書時積下的
多年胃痛不藥而癒，直至現在也再沒有復發，實在很多謝
你！因此一直也很想向你請教，好想知道到底針灸是否真的
比西方醫學更厲害！
C：我們不能說針灸比西方醫學更厲害，只能說對於治療某些疾
病，針灸效果確實比西方醫學好，尤以痛症明顯。針灸對神
經系統有關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痛症是其一。
Y：你何時開始學習針灸和從醫的？
C：我 在香港中文大學唸第四年時初學跌
打，因為我當時狂練功夫，受傷難
免，很自然就想學跌打來自我治療。
後來發覺跌打是中醫的一部分，便想
深入了解整個中醫系統。
80年代的香港，中醫普遍不受重
視，病人有事只會找西醫。教中
醫的更談不上系統教學，要學中醫
嘛，你只能找個別醫師以師徒制方式
學習，或者在工餘時間到那三兩所中
醫師公會聽課。當時的公會中醫課程
很粗淺，當然不能滿足我這個早期中大
畢業的書生。因此，當我唸完幾年公會
課程，便遠赴深圳、江門等地深造。最
後，我還花了兩年時間留在北京學習。
Y：聽起來很艱辛！
C：說 得不錯。那個年代，交學費、住
宿舍要付美元或外滙券，吃飯還要
用糧票！最後我花光了錢，便冒充大
陸人住進廉宜的地下室（每天5元人
民幣），吃「大鍋飯」。那個時候
吃飯，只要自備一個銻飯盒便可以
排隊輪候1.2元人民幣的午餐，當然
要帶備糧票。回想起學中醫的艱苦
日子，再看現時幾所大學都有培訓
中醫大學生，學中醫是那麼容易！
唉……我學醫是從1980年開始的，
到1989年我正式在九龍城一所舊唐
樓二樓開了第一間診所，計一計，我
一共用了十年時間學習中醫。

C：理 論上，所有醫生都受香港法
例所規管，但只要沒有人投
訴，政府就不會有行動。你說
得對，隨便施針，後果真的可
大可小。有一次，有位中大的
師弟帶了一個年輕女病人上我
診所，病人是由三人合力攙扶
上來的。我問發生甚麽事，他
說她剛被一位仁兄施針，四肢
變得半癱瘓，且神志不清。
我問她事前有甚麼病，在哪裏
插過針。他說，「她只不過
是普通頭痛，那針灸師給她插
了後枕下沿正中點（師弟指着
風府穴），馬上變成半植物
人！」我很驚訝地說：「治療
普通頭痛有很多穴位，用不着
風府穴，那穴位要很小心處理
啊！」他無奈地答：「唉，他
是看書自學的！」我嘆道：
「如果自學可以，那我幹麽要
花十年時間求學！」

Y：明 白了。篇幅所限，下星期才
向你深入請教關於針灸的精深
和奧妙之處吧！

 着西方近年來對中國醫
隨
藥加深了認識，人們對針灸
這種療法的接受程度也愈來
愈高。相對20年前，現在香
港人以針灸作治療和調理已
十分普遍。跟昔日比較，今
天登門造訪的病人，對針灸功
效所抱的態度又有沒有轉變？
C：	有 。現在的病人對針灸功效的
信心大了，應該說中醫針灸在社會教
育的層面較為人所知。這也受益於中
醫註冊制度的推行。不過，現代人知
道可以選擇做針灸的疾病仍是很有限
的。很多人以為中風、腰腿痛、肩周
炎、哮喘等可以找針灸，但當我說
失眠、偏頭痛也可以，他們驚訝地
說「那不是吃西藥好嗎？」當我說
針灸治療耳鳴耳聾效果好，他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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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研究內丹氣功）、香港科技
大學哲學碩士、中國四川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
士等，現職註冊針灸師，同時參與多項社團及學術活動，積
極推廣太極及內丹的養生好處，醫術醫德同樣頂呱呱。

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研究內丹氣
功）、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碩士、中國四川
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等，
現職註冊針灸師，同時參與多項社團及學
術活動，積極推廣太極及內丹的養生好
處，醫術醫德同樣頂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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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神農氏，讀書時身罹頑疾，曾遍尋中西
名醫、嚐盡靈方妙藥而不癒。直至離開校園，惡
病隨即不藥而癒，生龍活虎，心廣體更胖。後得
高人指點，得悉當年所患乃無藥可救的懶病。

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研究內丹氣
功）、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碩士、中國四川
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等，
現職註冊針灸師，同時參與多項社團及學
術活動，積極推廣太極及內丹的養生好
處，醫術醫德同樣頂呱呱。

在尖沙咀施針
愕然地搶着說
「西醫話無得
醫，乜有得
針嗎？」當
我說感冒發
燒也可以，
放血馬上退
燒，他們又
像發現新大
陸似的：
「吓、乜
話 、 咁 犀
利？！」當我說拗柴腳
（踝關節扭傷）找針灸是最好的，他
們半信半疑、搔着頭皮說：「吓，我
一直以為拗柴腳要揾跌打！」
Y：	說的也怪，回想起第一次接受針灸，
當時心裏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反而感
到很興奮，因為終於可以一試被針刺
的感覺了！
C：	每個人對被針刺的感覺都不相同，但
大部分人都怕痛。第一次針灸，最好

施針前做好心理準備。有了準備，
知道被刺，被刺的痛覺就會減低。
其實施針時痛不痛絕對視乎針灸
師的手法，呵呵，我施針病人都
不痛，反而麻痺痠脹較多！此
外，病人要對針灸師有信心。你
當日肯定我的能力，對我有信心，
覺得我一定把你的胃病醫好，期望我
快快給你扎針！那是很好的心理調
節，有此心理準備，針刺便不是一件
害怕的事。
Y：	還 記得小時候，針灸仍然屬另類療
法，而且被描述得很神秘，感覺就像
武俠小說中的點穴神功一樣離奇古怪
— 說胃痛要施針在小腿、頭痛又要
刺手臂，都跟我們的常識和小時在課
本中所學的西方醫學邏輯大相逕庭！
可否簡單為我解釋一下？
C：	針灸是中醫的一門專業，可以類似於
西醫的手術科，因為那些針入骨入
肉。中醫是哲學而不是西方的科學。
中醫理論講陰陽五行、四診八綱。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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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講氣，認為身體患病與否在於氣的
輸布是否順暢。氣所行走的路徑叫經
絡，氣所滙聚的位置叫穴位。氣弱則
病，氣到病除。當針刺入適當的穴位
便會引發內氣行走，從而達到氣到病
除效果。有時針灸師不一定在病處下
針。舉個例，尖沙咀有交通阻塞：由
尖沙咀沿彌敦道塞到旺角；交通警可
以在尖沙咀疏導交通，也可以在旺角
疏導交通。所以頭痛不一定針頭，頭
痛可以針手，也可以針腳。
Y：	用交通情況來比喻針灸的道理，令我
的腦袋也像疏通了一場大塞車一樣，
茅塞頓開了！

現代神農氏，讀書時身罹頑疾，曾遍尋中西名醫、嚐盡
靈方妙藥而不癒。直至離開校園，惡病隨即不藥而癒，生
龍活虎，心廣體更胖。後得高人指點，得悉當年所患乃無
藥可救的懶病。

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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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中 醫 和 西 醫 的 診 症 和 治 病 方 法 如 此 迥
異，跟中西文化差異有關係嗎？
C：絕 對有關係。中醫主張施治於未病，西
醫則有病醫病。有許多病人自覺有病，
當看西醫時，儘管驗這驗那，最後數據
報告全部合乎標準，病人便被診斷為
「沒有病」，西醫便會叫病人回家。當
他找中醫，中醫師以陰陽是否調和，再
作全體考慮，很容易認同病人自覺的不
舒服。中醫師會處方中藥、或施以針灸
調理陰陽寒熱。其實，中西醫採取不同
的觀點，就像看一件事情，西醫會看事
情的結果，中醫看其因由。
Y：所 以，相比起來，像處理末期癌症這類
情況，西醫就顯得較適合和高明了。
C：說 得不錯！理論上，癌症對於中醫來說
是不存在的，因為當症狀不明顯或初起
就得醫癒了！所以，中醫著重養生。平
時注意養生的話，病從何來？當然，我
們都市人大多不聽中醫的話，寧願用錢
解決病痛，也不去運動養生；寧願吃完
肥美的大閘蟹，再去服食降膽固醇藥。
Y：聽 起來，中醫和西醫就好像兩個性格、
作風完全不同的兄弟一樣，其實到底哪
個較為厲害？
C：不能說那個厲害。是
各有各好。好像一條
繩，中醫處理繩頭，
西醫處理繩尾。我們
只能說，如果兩位醫
者同時處理繩頭，必
定是中醫較為高明；
同時處理繩尾的話，
那必定西醫較高明！
不過，繩尾見癌症中
後期，西醫要「電」
要「化」，中醫仍用
較王道的調理方法，
我本人仍覺得中醫
好。但對於一些來得
猛烈的病情，例如腦
膜炎伴隨高燒、肝硬
化伴隨腹水等，交給
西醫處理，是較聰明
的方法。
Y：就 好像有人天生數學
頭腦較佳、有人則較
有語言天份一樣，對
嗎？

天下無敵？
C：可以用這樣的比喻。
Y：近 年人們經常講中西交流，以
針灸為例，針灸有沒有向西醫
的藥物、外科手術、儀器等方
面借鏡，又有沒有雙方可合作
的領域？
C：其 實，這幾十年針灸醫療的發
展已不同於古代。新的輔助器
械和發明彌補傳統針灸醫療的
不足，可說是一種進步。
譬如說，以前拔火罐是用竹筒
在滾水中浸泡一段時間，再拿
出來吸在病人皮膚上，或用
火燒玻璃杯子再吸在病人皮膚
上。這些做法很嚇人，也很容
易灼傷病人的皮膚。現在有氣
槍抽走玻璃纖維杯子的空氣，
取代火燒或燙水的過程。至於
現代人較「錫身、怕戳痛」，
現代又有「管針」可以減輕被
刺的痛楚。針灸醫痛症是非常
有效的，不過，我們不能因此
否定其他治療方法。我認為，
只要沒有帶來副作用，任何綜
合治療方法都應該採用，不要
說中西合璧，還要全球治療方
法合璧。

Y：奈 何 這 個 社 會 不 容 許 綜 合 治
療，那不是醫療本質的討論，
箇中牽涉醫療保護主義、政治
及監管等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