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rse Racing∶ 焉圈商事

西方圃家的勤譬 ,在三十多年前已癸睨中譬针灸同檬能膘用到勤物身上 ,而且瘵效霜著 9勤物针灸亦迅

即癸展成一罔荨檠 ,大孽有罔孽耩授 °否港中文大孽校外莛修孽院兼任耩 gT、 靛册中譬 (针灸)袁康就

博士韶舄 ,根檬中譬的 「天人相瞧」理揄 9人颠舆勤物 (包括猫 、狗 、雀舄和焉匹等)的径貉系统相

若 ,因此人睢针灸同榱封勤物起到瘭效 °

逗用径貉针灸同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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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9袁康就韶舄 9穴位针灸封勤

物的瘭效 9亚不限於治瘭痛症 9封提升

勤物免疫能力 9封抗重疾也能收功效 °

袁氏本身畏期徙事中团丹道夤生的文化

研究和宣躞 9臃 有香港科技大孽宗教文

化哲荸博士孽位 。他指出 ,针灸系钪裎

的径貉荸瓿 9是中囡哲荸裎 「天人相虑J

理揄的膣琨 9将针灸虑用到勤物牲畜 9

亦正是根璩 「天人相虑」理揄 。所捐

「天人相虑」9强 拥人典天地蒿物铳一 ,

人作舄一侗生命咂膛 9舆 自然界的其他

勤物 9表 琨於四肢八骸 9分 另刂只在 9人

是直立 ,上肢丽手典下肢筻唧的功能分

两 ;勤物具刂要用四肢行走 9而 前部雨肢

亦有手的功用 °及至膣内逗行的系铳 ,

人舆勤物亦颇大同小具 9是 故譬治人膣

的径舾行走方位 ,理虑可以施行到其他

勤物身上 9包括焉匹 9以至 日常接髑到

在
外圃 9勤 物针灸已不是新觯事

物 9近十年更是流行 9多 以针灸

舄霏物减靼痛楚 9主 要是针封嗣茚炎 `

腰背痛 `各槿扭惕 9以 及减靼瞀衰竭 `

癌症及退化造成的痛苦 °事寅上 9本 刊

早前靳道焉窨默譬隙倬搛以针灸治瘭焉

匹背痛 ,便是一例 。袁康就博士解榫 9

针治勤物痛症而言 ,就 如人膣针灸一

檬 9只 要封著痛楚位置施针便可 ° 「刺

激痛楚患庭 ,目 的是令微徊的血管 `淋

巴系锍廑生反虑 ,促莛新隙代割 9徙而

连到消痛之效」。

针治雀熹脚镌
袁博士的另一宣例 9是 舄雀舄施

针 。 「那次雀舄风入我家 9旯他行勤棰

扁困觐 9一 拐一拐的 9心想或莳是凤行

中撞到硬物 9受 了重锡 9很容易便能把

他捉起 ,毫煞反抗能力 °」袁博士舄舄

兄追行针灸 ,以治瘭痛症的方法庭理 9

在舄唧的上沿位置 (大腿附近)落针 。

径遇以针刺舄删数次治瘭後 ,再攘舄兄

自然瘭赉 9舄 允最後康徨 9袁博士亦将

他放生 。

96 2007年 3月



的貅 `狗 `雀舄 °

可提升勤物免疫力
袁康就祜充 ,根檬锂络原理 9焉 匹

和狗筻等勤物的血氟逗行形熊 9舆 人膣

内的氟血逼行亚焦二致 。逭徙丽者的身

膣耩造也可旯端倪 ,勤 物舆人一檬 9也

有 「四肢九颠」,「 四肢」是矍手矍唧

(勤 物走默刖是四蔓脚)9「 九霰J舄矍

眼 `舌 `口 、鼻 `筻耳 `前 除 `後 除 °

事宣上 9人艇的逮祖猿人也是以四

肢行走 9锓遇莛化才有睨在的形悲 ,以

簧删站立 ,叟 手提挺 °袁博士葫 : 「以

径舾荸瓿的 『十二正径』而言 9人 膣十

二锂胍走向交接次序兢律是 :手 之三

侩 ,由 胸走手 ;手之三踢 9由 手走殒 ;

足之三踢 ,由 顼走足 ;足之三除 9由 足

走胸 °逭规律套用於勤物亦然 ,只 需将

人膛针灸中的矍手 9祝作勤物的前二

肢 °在勤物身上的相虑位置 ,找 出封虑

的穴位落针 ,便 可虑用人膛穴位针灸之

法 。

针狗笠足三里治流感
在 1987年 曾虑邀速赴南井教授拳

衍和营针灸譬酾的袁博士 9搴 出一次舄

狗雯施行针灸治瘭的宣例 ,瓿 明勤物典

人烦锂舾箱耩相若 9亚且能将人膛针灸

的原理和瘴效颡琨出束 °袁博士葫 :

「那峙我是菖地一家譬院的合徇针灸箸

鲕 9晚上刖兼麒教授拳衍 °有次 ,租住

革位内的小狗感染了病毒 9痫咂大作 9

四肢煞力 。我便带他看默箸 9秸果判靳

是感染了一槿常旯的勤物感冒 ,但 因之

前未有注射稹防针 9默 譬靳定是煞蔡可

救 °」

袁博士旯狗兄一腧病容 9敷 弱煞

力 9便大瞻舄他落针 9宣行以针灸舄狗

蔓治病 °根璩人鹱的觚貉荸瓿 9要提升

免疫力 9最好的施针位置 ,就是刺激其

「足三里J(在膝下三时左右 ,胫 骨附

袁康就曾在南非舄小狗造行针灸治瘃 9刺激其足三
里穴道 (箭咀示)9提升其免疫力 。

近 )° 袁博士便徙狗筻後唧著手 9先找

出膝丽笳 ,向 下摸索 ,沿著脚骨找到足

三里 9针刺雨暹穴位 °

他葫 : 「誉峙小狗已病至敲重地

步 ,即 使以针刺他亦不舍因痛楚而反

抗 9令 我更易於施针 ,第 一晚治瘭逼可

以 『留针』(刺针後Tx即 峙抽针 9藩针

在身膛停留一段峙圊 ,封於提高针刺效

果有重要意羲 9但要麒及被刺者的可承

受程度 )。 第二次施针峙 9小狗封针刺

两始有轻微反抗 9不能再 『留针』9他

懂得反抗 9就是知夤圃始回馒的现象 9

反映他的情沉在好鳟中 °」怨遇三次施

针後 9小 狗已康馒遇束 ,以 後旯到袁博

士拿著针刺走近便逃跑 9典平常舡吴 °

由此可旯 ,勤 物的径貉箱耩舆人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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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 9本刊走前焉鲁罴簧陈僮舔 (上固)9介轺其扁属匹施针治背痛的秘技 ,亦是以人
髓针灸扁蓝本 °他指出 :「人有 363佃穴道 ,焉有 170佃 °他表示针数台因焉而昊 ,但 -
般鲁落 40多针 °而针舄用的针爽人用的分别不大 ,只是较粗 9直征 035毫米 ,畏 4o毫
米 o」 陈倬肃不消 10分锺便耨舄背针得密密麻痂 °施针後驳上鼋源 9是要加强 「氟」的
流勤 ,而 鼋槛亦是揉用扁人颖治瘵的型虢 9鼋流频率也亚舡二致 °由落针到鼋原 ,整悃程
序的需一佃小峙 °

晾倬肃薷迪焉匹针灸原理 : 「根搪中苫理揄 9痛楚感△的廑生是因扁 『血氟』逗行不
惕腰 ,落斜的目的是刺激穴位 9徙而打通 『血氟』流勤 °加入鼋瘵是借助髦流廑生熟力 ,

打通 『血氟』o」 袁康就博士亦有同漾看法 9针治舄匹背痛 ,便在焉背落针 ,针刺其阿是
穴 ,令微锢血管 、淋巴系毓崖生反膳 ,加快促莛新陈代刮 9鹱而消除痛楚 °

陈倬谦的目棵是 ,待 日後针灸的艇黢更鲎富 ,知谶更全面後 ,鲁研究将针灸推展到磨
用於治原其他焉匹病症 9例如番治焉匹流鼻血 ,甚至是脚患 °

黜簧针灸治属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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