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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輪功的病業論與疾病解釋權 

 

法輪功的宣傳品上有一句經常出現的話「法輪功使上億人，人心向善、身體

健康」，這句很短的宣傳詞很傳神的描述了法輪功現象，一是人數很多，二是講

究人心的改變，三就是使人們身體健康。 

關於法輪功的人數多寡的問題，本文在第三章討論法輪功的組織時已有討

論，而講究人心改變的部分，在本文第四章討論修煉後的改變也有提到，因此，

本節將要討論法輪功的另一特點，就是讓人身體健康的部分，本節將從法輪功訪

談資料出發，探討所謂的治病與健康的真正意指，進而歸結出法輪功的病業論與

身體觀，並且試圖解釋這套說法如何影響學員。 

 

第一節 法輪功的病業論 

法輪功宣稱是佛法八萬四千法門當中的一個法門，因此許多觀念與詞彙都與

佛教有密切的關聯，所以在談法輪功的病業論之前，有必要先了解佛教是如何解

釋疾病的。這裡筆者從佛教的經典《大智度論》整理佛教對於疾病的分類與理解，

接著再從當代的佛教法師、居士的演講與文章中分析佛教徒如何將經典的觀念落

實到日常的生活。 

在《大智度論》提到： 

病有二種。先世行業報故。得種種病。今世冷熱風發故。亦得種種病。今世

病有二種。一者內病。五藏不調結堅宿疹。二者外病。奔車逸馬堆壓墜落。

兵刃刀杖種種諸病。問曰。以何因緣得病。答曰。先世好行鞭杖拷掠閉繫種

種惱故。今世得病。現世病不知將身。飲食不節臥起無常。以是事故得種種

諸病。如是有四百四病。以佛神力故。令病者得愈。(T25, p0119c) 

在《大智度論》中先將病分為先世病與今世病二種，再將今世病分為內病與

外病二種。先世病是因為前世所造業報所導致的，內病則是因為人體基於種種的

生理活動所造成的病痛，外病則是因為意外、氣候、戰爭、飲食等等外在因素所

造成的作害，總共可以細分為四百四十種病，而不論是先世病、內病、外病都可

以透過佛力的加持而得到治癒。 

同時《大智度論》還提到所謂的心病「般若波羅蜜亦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

四病貪瞋癡等分。婬欲病分二萬一千。瞋恚病分二萬一千。愚癡病分二萬一千。

等分病分二萬一千。」(T25, p0478b)共八萬四千種由人類心靈活動所造成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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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而佛法正如「寶珠能除黑闇」能夠治療這些煩惱疾病。 

以上是佛教經典對於病的分類與態度，而經典落實到平常的生活之中則有了

些許的轉化，變得較為簡化與單純，根據淨空的演講記錄，他將疾病簡單地分為

三種1： 

一、生理病：將身體視為小宇宙，人體中的器官、血管、細胞，若能隨順自

然，就可百病不生。反之，若不隨順自然，就會導致生病，這是屬於生理上

的病源。解決的方法是在生理與心理上完全的隨順自然、回歸法性，沒有執

著、妄想，自然能夠身體健康。 

二、冤業病：就是冤家債主纏身，人在生生世世中與他人結怨，欠下無法計

數的冤仇，而在這一世當中冤親債主便會來討債，而這個討債的結果便有可

能以生病的形式來展現。這種疾病的解決方式是以誦經、念佛所累積的功德

迴向給冤親債主，以這種方式來調解，冤親債主如果接受，生病的問題才能

夠解決。 

三、業障病：這種病不屬於生理病，也不屬於冤業病，是當事人所造作的惡

業太多。這種病，使用醫藥沒有效果，誦經、拜懺、迴向也沒有效果，只有

真誠懺悔才有用。也就是要修懺悔法，才能消除這種病苦。 

綜上所述，佛教先將疾病分為心病與身病二種，心病又可再分為八萬四千

種，身病可以分為先世病與今世病，總共可以分為四百四十種。而引起疾病的原

因則有生理、冤業、業障三種。 

對於疾病的看法，李洪志在《轉法輪》當中有提過幾次，但是都是零零散散

的談，而不是一種有系統、有主題的介紹，直到後來在《法輪佛教(精進要旨)》

中，李氏在書中的一篇文章才完整說明了法輪功對於疾病發生的原因與治病的方

法。在這篇文章中提到為什麼人會生病的原因： 

其實人生生世世不知有多少世了，而每一世人都欠下了很多業力，百年

後轉生時，一部分病業就壓進了身體裡面的微觀中了，當轉生時，新的表面

物質肉身是無病業的（但也有業大而例外的），那麼上一世壓進去的會往外

返，返到表面肉體時人就來病了，但病發時往往都會有一個表面物質世界的

外因條件的觸發。這樣它就符合了我們表面物質世界的客觀規律，也就是符

合了世間的理，常人也就無從知道病來源的真相了，也就迷而不悟了。但人

一有病就吃藥，或採取各種方法去醫治，那麼實質上就是把病又壓進身體裡

                                                 
1 淨空，http://tommyjamebuddha.members.easyspace.com/sick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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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去了，這樣上一世幹壞事留下的病業沒有還成，那麼這一世又會幹一些不

好的事傷害到別人，從而又會有新的病業出現，得各種病。但是人就吃藥或

採用各種醫治方法，把病又壓進身體裡邊去了，手術也只是摘掉了表面物質

空間的肉而已，而另外空間裡的病業根本就沒動，現代的醫學技術根本也動

不著，再發病就再治，百年後再轉生，有病業再壓入身體裡邊去，循環往復，

一世一世不知有多少病業留在了人的身體裡面，所以我說現在的人都是業滾

業滾過來的，除了病業還有其它業力。(李洪志 2000) 

在以上的述敘可以歸納幾個重點，可以說明法輪功對於疾病的看法與解

釋： 

一、 人是不斷輪迴的，因此人的今生必須為前世或是前幾世所造的業負

責，而且因為人可能有許多的前世，因此造下的業也就多到不可勝

數。 

二、 生病是一種業力的償還形式，各種疾病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為業力的

作用，當然還有其他各種的還業的形式。 

三、 有一個其他的空間，這個「其他空間」的概念相當地重要，在法輪

功的教義當中，多次提及其他空間的概念，或者當李氏在解釋事物

的時候，也經常使用這個概念來做說明。 

所謂的「其他空間」是指除了我們肉眼可見、可感知的空間之外，

另外還有無限多個空間存在，一般人是無法看見的，但是有修煉的

人就能夠感知或者看見這些空間的存在，而能夠感知有多少空間存

在就端看個人的修行，修行的境界越高就能看見越多的空間。人的

身體就是存在於我們的感官所能感知的這個空間，但是同時間，在

另一個肉眼不可見的空間當中，也有一個對應於我們這個肉體的

「靈體」2存在。所謂的對應關係是指，我們的肉體之所以生病，

其實是因為靈體生病的緣故，所以就算我們吃藥、開刀把肉體的病

治好了，但是因為靈體的病並沒有得到解決，所以在李氏看來這樣

子的治療並不徹底。 

這裡所指出的另一個空間的靈體，聽起來很新鮮，但是實際上只是

                                                 
2 其實在法輪功當中並不使用「靈體」這個名詞，在《轉法輪》當中使用的是「另外空間裡那個

身體」，意指這個身體存在於常人無法感知的空間中，但是這個身體和我們的肉體是相互對應的，

例如，「另外空間裡那個身體」如果長了一個瘤，則我們的肉體也會因此長瘤。而為了行文方便

起見，筆者以「靈體」一詞來代替「另外空間裡那個身體」，「靈體」一詞雖未完全等同於「另外

空間裡那個身體」，但在通常的理解上應不致造成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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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傳統概念的小變化。在台灣民間有一種「探花叢」的儀式，其

主要的想法是，在陰間有一個花園，所有陽世間的人在那個花園中

都有一株相對的植物，相對於男人的植物是樹，相對於女人的植物

是花。而如果在這個陰間花園裡的植物不健康或是出了問題，那麼

其相對應人便會出現種種不順的情況。例如在陰間的花如果凋萎

了，那麼相對應的女人便可能因此不孕，而這個問題如果不解決，

任憑她再怎麼看醫生、吃藥，也無法治療不孕的問題。 

這個時候便需要進行所謂的「探花叢」儀式，由法師或是法師協助

當事者，透過儀式的幫助，進入陰間花園中找到相應於自己的那株

植物，然後幫那株植物鬆土、施肥、除草、除蟲，以使植物恢復為

健康的狀態。而只要這株植物的問題解決，生長的夠健康，那麼相

應於陽世的當事者所遭遇到的問題便可不藥而癒。 

四、 所謂的病是由一個「表面物質世界的外因條件」來觸發，對於法輪

功來說，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念。因為這個概念的提出，使法輪

功能夠將所有的疾病都納入法輪功的解釋範圍，將世俗性、科學性

的疾病都納入一個宗教性的解釋。 

即使在台灣民眾的認知上原本就有所謂的「因果病」的觀念，但是

「因果病」所指的通常是現代醫學難以治療或是沒有明確療效的疾

病，而不會將所有的疾病都視為是「因果病」。但是法輪功運用「表

面物質世界的外因條件」的概念之後，即能夠把所有的疾病都納入

其解釋範圍，例如感冒這個病，現代人都明白是由感冒病毒所引起

的，很少人會將感冒視為「因果病」，但是從法輪功的角度來看，

真正引發生病的原因是累世造下的業，感冒病毒只不過是所謂的

「表面物質世界的外因條件」，只是為了符合常人世界的障眼法罷

了。 

五、 法輪功並不否認醫療的效用，例如在上文當中，李氏並不全盤推翻

吃藥、開刀等現代醫學治療方式的成效，相反地，李氏認為現代醫

學的治療方式有一定程度的療效。但是，他強調雖然這些治療方式

都會讓人覺得有效，不過其實這都只是治標的方法，只是又把「病

壓進身體裡邊去」，根本沒有把生病的原因解決，也就無法真正地

把病治癒。他認為唯有把人身上所累積的業消掉，去除掉導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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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才是真正能夠治本的方法。 

若將法輪功的病業論與佛教的病業論相比，可以發現法輪功的病業論與佛教

的病業論關連極深，從幾個很簡單的例子可以看得出來，例如佛教認為疾病的根

源有三種，而法輪功認為所以疾病的根源都是源自業的返出。佛教認為業障病必

須修懺悔法才能消除病苦，而如果是生理病或冤業病，則必須隨順自然與積德迴

向才能解決，而法輪功則認為所有的疾病都必須透過吃苦消業才能真正解決。 

 

第二節 法輪功學員的醫療觀念與行為 

病的概念其實應該分成二個方面來討論，一是 disease(疾病)，一是 illness(生

病)。這二個字的概念，是相關但是又完全不同的。所謂的 disease，是指一個人

的身體不舒服的機制，也就是可以用較客觀的生理機制變化來解釋；而 illness

是指帶有疾病(disease)的個人，在經過所處的社會文化消化過之後，所呈現的一

種疾病的變型。換言之，疾病是指一種生理狀態，而生病則是經由疾病所衍生的

一種社會心理狀態。（張苙雲 1998）因此，一個人可能罹患疾病，但他卻沒有生

病的感覺，或是可能感覺生病，但事實上卻沒有疾病。當然這裡所指的疾病，應

該是以西方的現代醫學做為判準。  

疾病和身體觀是息息相關的，而所謂的身體觀並非指單純的生理性的機制，

而是由社會、文化所建構的一種社會性的身體觀。(Freund 1999)疾病也和文化有

關，例如菲律賓的土著將皮膚病細分為 200 多種，但是亞馬遜流域的土著卻不將

皮膚上因為病菌感染的東西視為疾病，(張珣 1989)而有些精神疾病在薩滿教流

行的地區，甚至是被讚許的。可見在各個文化下的疾病觀念都是不同的，當然在

台灣也有特殊的對於疾病的看法。 

因為對於病的看法不同，所以就發展出各種不同的治療觀念與方式。以台灣

為例，有學者認為台灣的民眾具有一個「三元醫療體系」的概念，分別是中醫、

西醫、民俗醫，並且民眾在運用這三種醫療方式時，是可以自由出入而沒有任何

困難的。一般說來，民眾在患病之初，便會自行判斷自身的疾病適用於何種醫療

方式，如火氣大、神經衰弱等要找中醫；車禍、外科開刀等要找西醫；受到驚嚇

則要找民俗醫處理。(張珣 1989)當然這只是張珣對於台灣一個地域的調查而

已，但是卻可以某個程度的反映台灣民間對於疾病的看法。而林富士也認為，台

灣社會存在著多元的醫療體系，而且民眾對於疾病的看法，並非完全依循正規的

醫學。(林富士 2001)不過，其實多元的醫療體系，並非是台灣所獨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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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也有醫學和另類療法並存的現象。（McGuire 1983） 

從前面的討論可以發現，法輪功的病業論和現代醫學對於疾病的解釋存在著

相當大的差異。現代醫學重視物質性、現象性的證據，於是發現細菌、病毒的產

生與入侵，能夠造成人類身體的種種症狀，而治療的重點就在於先消除致病的細

菌、病毒，以使身體恢復健康。而身體若出現不正常的增生，影響到身體正常器

官的運作，則運用外科手術將其切除，以恢復原有的功能。 

法輪功雖然不否認細菌、病毒的存在，也相信細菌、病毒會導致人體生病，

但是法輪功認為，「真正」造成人體生病的原因，並不是細菌、病毒的產生與入

侵，而在於業的返出。人體健康的時候並非因為沒有細菌、病毒，而是因為人的

業還沒有返出，而當人的業返出的時候，也就是人要生病了，此時細菌、病毒的

出現，只是為了配合「常人世界」的道理，使不明白真理的人，誤以為細菌、病

毒便是致病的原因，但是實際上業的返出才是真正致病的原因。 

身體細胞的增生也是同樣的道理，法輪功認為這是因為業的返出，才會造成

身體細胞的增生。而這個增生同時也在另一個空間的靈體發生，因為即使我們在

這個世界使用外科手術將增生的細胞切除也是徒然，因為存在於另一個空間的靈

體細胞增生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所以未來仍然可能再發生細胞增生的問題，或

是轉化為其他的問題再度作用在身體上。 

而佛教與法輪功的病業論雖有不同，但是仍然可以算是大同小異，僅止於枝

節上的不同而已。真正不同的地方在於二者對於醫療行為的看法與接受程度。佛

教雖然將疾病分為生理病、冤業病、業障病三種，其中冤業病、業障病是無法使

用醫學治癒的，但是現代的佛教徒並不傾向將疾病解釋為冤業病或是業障病，而

習於將疾病解釋為生理病，因此醫療的行為是必要。慧律法師在其演講的時候談

到這個問題： 

有人把生病都說成是業障的這個問題。病苦也是一種業力沒錯，但也必須去

看醫生以減少痛苦，才算是一種「智信」…人的病苦分為兩種，一種是生理病，

一種是業障病。有一種病是怎麼醫治都不能痊癒，再吃多少藥都沒有辦法治好

的，看遍所有的大醫院都醫不好，這種病叫作業障病，是無形的業障。到了這個

時候，碰到這種情況，可以禮誦「三昧水懺」化冤結，或持大悲咒、普門品來解

冤釋結，病苦才能慢慢改善，否則是沒有辦法痊癒的。但是生病不看醫生，到頭

來病又好不了而怪罪佛陀無能，這是不對的。因為那是我們自己的業障，我們自

己沒有智慧。所以一方面求佛菩薩加被，一方面還得請醫生診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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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說：有生理病與業障病之分。當你被刀嚴重割傷了，血一直流著，你是

送往醫院（先想辦法止血）呢？還是送往佛堂呢？只是在佛前持咒、誦經，我相

信血仍然照常流著，不會停的。3

 而中國佛教界對於醫療的看法是這樣的： 

可怕的是，其功理曲解佛教的因果報應之說，功友生病，鼓勵他們不去醫院，

靠練功“消業”。事實上，佛教從來沒有這樣的主張，據佛經記載，釋迦牟尼

佛及其弟子生病也是吃藥的；當代佛教界的法師居士，病了也一樣去醫院治

療。4

由此可以發現，佛教徒對於醫療行為實際上是抱持著積極的態度，幾乎完全

接受現代醫學對於疾病的解釋與治療方式。5因此在遇到疾病問題的時候，佛教

徒首先會尋求現代醫學的協助，連佛教的神職人員亦是如此。只有在現代醫學的

效果不明確的時候，他們才會去尋求宗教上的幫助，例如持咒、做水懺等等。甚

至，他們在使用宗教治療的同時，仍然不放棄現代醫學的治療，慧律認為這才算

是「智信」。而中國的佛教徒在批判法輪功的時候，習慣使用「釋迦牟尼佛及其

弟子生病也是吃藥的」的經典記載來證明法輪功的錯誤，而法輪功主張不吃藥也

成為中國方面攻擊法輪功的一個主要面向。 

 而佛教徒的態度其實正好符好台灣民眾的就醫行為，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

本調查計畫》的調查資料，一般民眾遇到難以治療的病症時，有 98.3%的人會去

尋求醫生的協助，而有 5.8%的人去尋求佛教法師的協助，有 5.7%的人會去尋求

乩童的協助，而有 4.9%的人會去尋求氣功師的協助。這表示了幾乎全台灣的人

都認同在生病的時候應該去尋求醫生的協助，而少部分的人會去尋求宗教上的幫

助，但這並不意味著這些人就不尋求醫生的幫助，而是採取雙軌並行的方式。而

這也印證了上述所說的，台灣民眾對於醫療的態度存在著一種「三元」或「多元」

的醫療體系，例如台灣的佛教徒的醫療體系便存在著西醫、中醫、佛教宗教治療

等三元的體系。 

法輪功學員的求醫歷程 

 案例 1 是因為痛風而接觸法輪功，而在修煉法輪功之前，他所進行的求醫歷

程是包括了西醫和中醫的「二元」的體系，但是他因為西醫和中醫都無法有效的

                                                 
3 慧律，〈生從何來，死往何處〉，http://book.b案例nn.org/books2/1857.htm。 
4 淨安，〈從一個佛門弟子的角度看法輪功事件〉，這裡所指的可怕是作者淨安在批判法輪功的醫

療觀念。http://www.xys.org/xys/netters/others/talk/案例alun_gong3.txt。 
5 佛教徒平時可以說是完全接受現代醫學，但在面臨死亡的時候，其態度便有所轉變。例如對於

遺體的處理方式與器官捐贈的問題上，佛教徒即有其堅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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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痛風而感到相當沮喪，他認為「看病像變成一種心理的安慰，我看病那個藥

很少吃，比如痛風的部分，你看回來那個藥，醫生是開給你，可是我很少吃，因

為痛的時候，好啦那天去看回來就吃一包，可是還是痛啊，第二包我就不吃了，

因為什麼，我認為說它，沒辦法好。…不是說他吃那個藥沒有效，有，那一段時

間是有效，可是他沒有辦法斷根，沒有辦法根治啦，那你痛了才去吃藥嘛，那我

痛了以後，大概差不多只有三、四天的時間，(從)痛到不痛，是差不多三、四天

的時間，那我想，痛了以後再吃藥，那還是要痛兩、三天啊，那三、四天跟兩、

三天差不多，那我也不吃藥了。」(案例 1：7)案例 1 只從事過「二元」的求醫歷

程，至於一般台灣民眾會去從事求神這類的第三元醫療，案例 1 認為「我覺得那

個好像沒有什麼效果…我對那個一點一點那個都沒有。我對那些都很不相信（台

語）」(案例 1：26) 

 案例 3 則進行了完整的「三元」醫療，她先是在一般的婦產科診所看病，後

來因為婦產科診所無法治療，於是轉到台北的台安醫院檢查治療，但是案例 3

覺得吃西藥很不舒服，於是她在友人的介紹下，先後看了從大陸來的有名的中醫

和台北相當有名的中醫，但是都沒辦法治療她的問題。後來案例 3 到台大醫院檢

查，證實是卵巢囊腫，台大醫院建議她切除卵巢，原本她的日籍丈夫要帶她回日

本再做治療，但是因為家庭問題未能成行，後來因為友人的介紹，她開始去找氣

功師做治療，只是氣功的治療效果也不彰。 

 案例 7 的求醫歷程和案例 3 很類似，案例 7 因為脊椎的問題，遍尋西醫、中

醫的治療都無法解決困擾，後來西醫建議開刀治療，但是因為當時才發生知名的

演藝人員月亮歌后李珮菁因為脊椎開刀手術失敗導致半身不遂的事情，案例 7

根本不敢開刀治療，於是在友人的介紹下轉往較保守的氣功按摩治療，同時因為

氣功按摩只能緩解疼痛，但效果無法持久，因此案例 7 便開始學氣功以求能夠治

療自己的疾病。 

 從以上三個案例來看，法輪功學員在開始接觸法輪功之前，他們的求醫歷程

和一般台灣民眾的求醫歷程相當類似，並沒有太大的不同，亦即是一種「二元」

或「三元」的求醫歷程。他們一開始都是先看西醫，當西醫的治療效果不佳(案

例 1、3)，或是當西醫提出的治療方式無法獲得自己的信任時(案例 7)，他們接著

就會去看中醫，當然西醫和中醫是可以同時或是間雜著看的，並不一定存在著先

後的次序，而這也是存在於台灣的典型的「二元」醫療體系，但是當西醫、中醫

都無法解決問題時，案例 1 選擇繼續在使用「二元」醫療體系來當成「心理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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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案例 3、案例 7 則選擇進入「第三元」的醫療體系，而他們正好都選擇了氣功。

而民間亦頗為盛行的草藥、神壇等等「第三元」的醫療方法，則沒有進入以上三

個案例的選擇中，甚至，草藥、神壇這類的醫療體系，也不存在於本文所調查的

其他受訪者當中，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 

 一般認為，中下階級、社經教育條件較差的人比較會使用另類療法6，但是

根據美國的調查，這樣的人反而用不起另類療法，只有比較有錢、社經條件較佳

的人才會使用。（McGuire 1983）使用這個調查結果來對照法輪功學員的求醫歷

程也相當有意思，上述的三個案例中，案例 1 是司機、案例 3 是律師、案例 7

是外商公司的小主管，相較起來，案例 3 和案例 7 的社經地位要比案例 1 來得好，

因此他們能夠負擔得起費用較高的另類療法，這個結果和美國的調查結果是一致

的。 

另外本文的受訪者他們在對西醫和中醫失望之後，有的是維持西醫、中醫二

元的醫療方式，有的則是直接尋求氣功作為另類治療的方式，但是並沒有受訪者

轉而尋求神壇、草藥、偏方等另類醫療的管道，筆者的初步推論是因為草藥、偏

方或神壇給人的印象較為負面，亂服草藥或偏方致死或神壇騙財騙色的新聞時有

所聞，亦即這類的醫療方式的負面形象太強，對於要採用這類療法的人會造成比

較大的壓力，也就是說對於受訪者來說，採取這類療法的風險太高，再加上他們

身邊都沒有人推薦這類的療法，再加上受訪者的教育程度、社經地位較高，所以

使用這類療法的成本會變得很高，因此很自然的，在本文的受訪者中便沒有人使

用草藥、偏方或神壇這類的另類療法。 

法輪功學員的醫療觀念與行為 

但法輪功學員對於醫療的態度和佛教徒或是一般台灣人的態度有相當大的

不同，對於法輪功的學員來說，他們已經接受《轉法輪》中提到的疾病的概念，

也就是所謂的疾病其實是業力的返出，而生病是一種消業的行為。因此，一般的

人認為生病必須要看醫生、要吃藥打針，但是因為法輪功的學員並不認為有所謂

的生病的情況，只有所謂的消業的情況，而既然沒有生病的情況，那麼看醫生、

吃藥打針的處置自然也就不需要。以下受訪者的話，很能夠代表法輪功的學員對

於醫療行為的看法與態度： 

所以我們師父講得很清楚，你想看醫生，你就去看醫生，你認為你有病的時

候，你就去應該去看醫生，你認為有病，你就要去看醫生。因為你認為你有

                                                 
6所謂的另療療法即指非正統的醫療，以台灣為例的話，就是指非西醫、中醫以外的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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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時候，你這個心已經在常人的層次，那你就要去看醫生…所以我們從

來，師父沒有講說不要去看醫生，不是，而是說你真正達到修練人的那種心

境、那種標準的時候，你能認識到的時候，你是不用看醫生的 (案例 4：46-47) 

那只是在這邊，他也是高血壓，可是他還是在吃藥，他問我，我說那你就吃

呀，你覺得你想吃，你就去吃藥，沒有什麼不對，這沒有什麼對與不對，而

是在看你個人，對、對，你、你覺得你悟到哪裡，你做到哪裡，但是我只是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很多人有這樣的一個例子，當他把他放下來的時候，他

是沒有事的。(案例 10：22) 

根據筆者的調查，以上的態度的確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法輪功學員的態度，所

以簡單地說，對於法輪功的學員來說，他們並不是反對看醫生、吃藥打針的行為，

而是他們認為自己和一般沒有修煉法輪功的人不同，因為一般人不知道生病是消

業的行為，因此才需要看醫生、吃藥打針，而他們已經知道實際上只有消業而不

存在著所謂的生病，因此也就不需要看醫生或是吃藥打針。而如果其他法輪功學

員仍然持續接受醫藥的話，他們的態度就如同案例 10 的受訪者一樣，並不直接

表示贊成或是反對的意見，而會說「看你個人」，這表示如果該學員認為自己是

法輪功的修煉人，那麼因為不會有疾病的情況，那麼也就不需要醫藥，如果該學

員還不認為自己是修煉人，那麼適度的醫藥當然就是必要的。 

 不過弔詭的是，一般人其實很難判斷自己到底算不算是一個修煉人，因為

判斷的標準在於學員的「心」，但是「心」其實是最難判斷的，如果自己還不能

算是修煉人，卻誤以為自己是修煉人而已經不需要醫藥了，那麼後果當然不堪設

想。但如果接受醫藥，卻又會無法消業，這是法輪功學員的二難。 

而中國出版的批判法輪功的專書中，便抓住這一點來批評法輪功： 

李洪志利用利誘和威脅的手段使法輪功練習者聽信他的「消業」治病論，「練

功的人的功自動就在消滅病毒和業力」，「消業」才能「上層次」、「圓滿」；另一

方面恐嚇練習者，說看病吃藥會把「業力」壓回去，最終「不可救藥」、「徹底毀

滅」。在他的歪理邪說毒害下，幾乎所有的法輪功練習者生病的時候都不願、也

不敢去就醫吃藥。有的法輪功功練習者有病拒醫拒藥，延誤病情，臨死還祈求李

洪志的「圓滿」。更有甚者，在病情加劇、疼痛難忍時，思想崩潰，自殺身亡，

死前手裡還拿著藥而不敢吃。 

據統計，因聽信李洪志歪理邪說，有病拒醫拒藥而致死、致殘的法輪功練習

者已達 1500 多人。可悲的是，這些人並沒有得到李洪志及其法輪功的同情和憐

 10



台灣法輪功研究－理性選擇理論的觀點 
 

憫，李洪志說，這些人在他不知道的情況下非要學法輪功，並不是他的弟子。他

甚至說：有些人為了破壞法輪功，而練法輪功，然後一下子死了，這些人是魔！ 

(俱孟軍編 2001：117) 

 

中國當局向來將法輪功視為政治事件來處理，從各種層面來打壓法輪功，以

上的敘述文字略嫌誇張，但是卻清楚地指出法輪功學員面對醫藥時的二難，就筆

者的調查，中國當局所指稱的威脅、利誘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在台灣，台灣也沒有

發生中國所指的「在病情加劇、疼痛難忍時，思想崩潰，自殺身亡，死前手裡還

拿著藥而不敢吃。」的情況。但是在台灣的法輪功學員也必須面對「就醫或是不

就醫」的選擇難題，在整個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到一個能夠很清楚地呈

現出這種困境的例子：7

 

我有一個朋友，他們也是修練法輪功，因為以前也是我介紹他們學、學這個

氣功，後來我學法輪功以後，我覺得應該把他們介紹學法輪功，然後他們也

回來、回來學法輪功，他們大概一、半年前發生過一件事，你知道什麼叫做

蜂窩性組織炎嗎？…那個會死人的。那麼我這個朋友，他大概半年前得到蜂

窩性組織炎。 

那有一天他太太早上打電話給我、給我太太，一直哭，她有一點慌了，她說

她先生已經昏睡三天了，然後頭痛的非常厲害，然後那個腳腫得，一隻腳像

兩隻腳那麼大，然後已經三天昏睡，她去學校要幫他借柺杖…然後一到學校

去的時候，學校老師問她怎麼回事，結果她一講，人家跟她說那個蜂窩性組

織炎要趕快送醫院，不送醫院的話，會死人、會鋸腿。 

…那個他太太已經有點慌了，不知道怎麼辦，然後打電話給我，憑良心講我

接到電話的時候，我也不知道怎麼辦，因為在修練人來講，我也不能勸她(不)

要去看醫生。我也不能勸她說不要去看醫生，因為我勸她去看醫生，就不符

合修練人，可是我假如勸她不要去看醫生，我又不知道他是真正在修練，還

不是在修練，是不是，假如他不是修練的話，不是真正在修練的話，那就常

人該怎麼樣就該怎麼樣。(案例 4：46) 

 

                                                 
7 這是一個很意外的巧合，本來這個故事是由案例 4 的受訪者在訪問的過程中提到的，但是在二

個多月之後，筆者訪問案例 8，發現他竟然是案例 4 所提到故事的主角。於是有機會透過二個當

事人的敘述來理解法輪功的學員在面對疾病的時候，如何做出就醫與否的決定及其心理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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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案例 8 的自述： 

 

我在去年的十一月，忽然就是整個人發高燒，整個發高燒…就採訪完以後，

採訪完以後整個發高燒，那回家我就想說以前以前，這種發高燒喔，洗個熱

水澡，棉被摀起來，第二天早上起來就好了嘛，就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居然起

不來，全身就非常的不舒服，到了禮拜六的下午，腳就開始紅腫，腳就開始

紅腫，然後就就痛，就不能下床，不能踩地，然後開始拉肚子，那時候發高

燒大概，我不曉得因為我沒有去量，我不知道幾度，但是整個人是屬於那種

半昏迷的狀態，就是意識不是非常的清楚，那只知道自己身體非常的不舒

服，高燒的非常的不舒服，那後來這個腳呢，就開始紅腫，啊，我知道，因

為我媽媽喔，我媽媽糖尿病，她後來傷口不能好，那後來截肢了，原因就是

蜂窩性組織炎，那我知道就是說，我這個表現出來的症狀就是蜂窩性組織

炎，那如果說，我不去治療的話，會有兩種可能，如果沒有好的話，他有兩

種可能，一種就是說，到時候整個組織壞死，必須截肢，第二種情況就是說，

它蔓延到心臟的時候，我變成敗血症，我會立即死亡，我知道我會面臨這兩

種問題，…但是我相信這個是因為我學了這個大法，我業力返出來的一種表

現，所以呢，我沒有把它當成病，我這種苦，這種痛，我願意去承受它，那

時候我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我總共發燒三天…三天發高燒過去之後呢，慢慢

的我就能走路了，十天以後我就正常了，在當時，很痛苦的時候，我曾經動

起來想要去看醫生的念頭，但是那個念頭非常的短暫。事實上來講對我太太

的考驗也很大，因為如果說，我真的沒有挺過去的話，我成了敗血症過世了，

那她必須擔負起很大的一個責任，就是說我的家人會責怪她，為什麼你先

生，這種情況了，你還不送他去醫院，那，她來自於這種家庭的輿論的的壓

力她會非常的大，第二個就是說，她一個人必須面對，必須撫養兩個小孩，

所以事實上我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我個人跟對我太太，都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今天如果說我們不能，我們不相信這個法，不相信法輪功講的是真的話，我

們是，我們是挺不過去的。(案例 8：21) 

 

 從上述的訪問資料來看，可以有幾個相當有意思的發現： 

一、 法輪功的學員認定上的困難：因為法輪功也沒有外在的歸皈等儀式，

同時法輪功認為人的修煉與否全看個人的心，因此除了李洪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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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夠認定其他的人是否為法輪功的學員。所以，即使是帶領人

接觸法輪功的老學員也無法判斷他帶進來的人是否是所謂「真修」的

法輪功學員。 

二、 法輪功的學員閱讀《轉法輪》、接受裡面的內容，但是只有在經過考驗

之後，才能檢驗《轉法輪》的觀念是否能夠真正的內化到學員的心裡。

所謂的生病即是消業，因此並不需要看醫生吃藥，這件事其實說來容

易，但是要真正做到其實非常困難。案例 8 雖然沒有醫院檢查他的腳

到底是什麼問題，而僅憑自己的猜測和詢問案例 4 的意見，即認為自

己是得了蜂窩性組織炎8。但是因為蜂窩性組織炎的外在症狀明顯並不

難辨識，加上案例 4 本身是牙醫師，具備醫學背景，而案例 8 則親自

見過所謂的蜂窩性組織炎，因此，其判斷應不致有太大的問題。 

正因為有可能是蜂窩性組織炎這種算是相當緊急且危險的情況，因此更

能看出學員在選擇上的二難，否則若只是一般性的疾病，便不容易有這

種選擇的困難。  

三、 法輪功的學員平時認為疾病完全是因為業力的返出所造成的，但是當

真正危急的疾病發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時候，還是可以看出其掙扎，因

為現代人的醫學知識進步，很容易可以知道自己罹患疾病的嚴重性，

但是另一方面又覺得這只是消業的過程。因此，在自己長期所接受科

學、理性、醫學的環境中，要想堅持不去醫院看病，其實是一件非常

困難的事，因為如果自己還不算是真正的修煉人的話，那會不會弄巧

成拙？而除了學員本身的考量以外，家屬的處境也是很值得觀察的，

在案例 8 的例子中，其妻子也是法輪功的學員，因此才會有是否要就

                                                 
8 人體的皮下脂肪層是呈現一區區如蜂窩狀的組織，所以如果這個區域發炎了，就稱之為『蜂窩

組織炎』。細菌的感染是主要發生的原因，如果皮膚上有傷口，細菌由傷口進入皮膚後，就容易

產生發炎的現象；但也未必一定由傷口進入，若身體其它部位有細菌的感染，也可能造成『蜂窩

組織炎』。『紅、腫、熱、痛』是蜂窩性組織炎最明顯的症狀，通常發生在下肢和臉部。當細菌造

成嚴重的發炎時，可能已找不到傷口，或是細菌轉移至其他部位而不在原來的傷口處發炎。若不

即時治療，等到患者出現了發燒、全身不適、淋巴腺腫等症狀時，細菌已經侵入血液中，嚴重的

話，造成敗血症就恐有生命危險。若發炎情形不是很嚴重，可使用抗生素治療，但若已形成膿瘍，

就必須由外科醫師做切開引流及清創的處理，通常約一個禮拜至十天即可痊癒。若患部過於嚴

重，醫師將視病情決定是否做重建或植皮等整型手術。(http://www.tzuchi.com.tw/案例ile/HealthIn

案例o/health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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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的考慮，但是真的要支持先生不去看病，卻又要擔心如果有「萬一」

的話，家庭、小孩該怎麼辦，而自己又該如何面對來自親人、社會的

壓力。案例 8 成功的通過這次的狀況，法輪功的學員習於將這種情況

稱為「考驗」，意指是來自李洪志師父的考驗，如果學員能夠通過這一

關的考驗，那麼就是自己修煉的境界又往上提升一層，同時自己的業

力也能夠消掉一點。 

四、 如果學員認為這個病很危險，必須要看醫生、吃藥才行，那當然也可

以，其他學員也不會阻止你，但是他們會認為這個學員沒有通過這個

考驗。 

 

就是，中途承受不住那個消業的痛喔，去尋找一些，常人社會止痛的方

法啊，去導尿啊，導尿一導就止痛了嘛，尿一排就止痛了嘛，就是關，

這個業就沒消好了啊，也，幾乎沒有消成這樣子啊，還在，以後還會再

出來。(案例 2：25) 

 

第三節 關於病「好」的概念與認知 

對於法輪功的學員來說，法輪功才是真正能夠根治疾病的方法，而不僅僅只

是控制疾病的症狀而已。在法輪功的宣傳物品當中，可以看到「法輪功使上億人，

人心向善、身體健康」由此可見他們認為這是法輪功的一個特點，值得拿來宣傳。

 而在筆者的訪談當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法輪功對於他們的健康有絕

對正面的幫助，他們的疾病都因為修煉法輪功而變”好”了，但是在訪談中進一步

發現，這個所謂的”好”其實非常值得深究，因為法輪功學員所指的”好”其實並不

只是字面上的意涵，而是包含著多重的意義，因此仔細考察”好”的意思，便有其

積極的需要，因為至少可以透過考察的過程中，了解法輪功學員對於疾病治療的

認知為何，同時可以發現法輪功是如何發生作用。 

受訪者可以分為四種類型。第一類是曾經罹患難以治癒的疾病，因為修煉法

輪功而得以治癒，並且其症狀完全痊癒，第二類是罹患難以治癒的疾病，後來因

為修煉法輪功而認為已經”好”了，但是實際上其症狀並未完全解除，第三類是未

曾罹患難以治癒的疾病，但是在修煉法輪功之後，認為自己的身體變”好”。第四

類是身體並沒有明顯改變的。 

分析筆者所做的調查當中，屬於第一類的有案例 2、案例 3、案例 4、案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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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12，第二類的有案例 1、案例 8、案例 10、案例 13，第三類的是案例 5、案

例 6、案例 9、案例 11，第四類是案例 5、案例 9、案例 11。 

 

第一類  完全治癒 

案例 3 可以說是第一類型的代表者，案例 3 為女性，36 歲，留美碩士，現

為某証券集團的法律顧問。她因為在報上看到中共打壓法輪功的消息，因好奇而

自行接觸，於 1999 年 4 月開始煉功。她在年輕的時候為解決生命問題而接觸基

督教、佛教、密宗，但是都覺得都不能解決她對於生命的疑問。在 1998 年底的

時候，案例 3 因為腹痛、無法久站，經婦科診所、台安醫院檢查證實罹患卵巢囊

腫，期間遍尋中、西醫、氣功的醫療，但都不能完全治癒卵巢囊腫，而解決的方

法就是開刀將囊腫切除。而在她修煉法輪功之後，當天晚上即有改善的感覺，在

一周後她認為自己已完全痊癒，之前卵巢囊腫所帶來的症狀已完全消失。除此之

外，她認為《轉法輪》雖然文字淺白，但是對於宇宙、生命卻有不同的解釋與看

法，而這樣的解釋完全說服了受訪者，也解決她多年來對於生命的疑惑。因此受

訪者 3 成為法輪功熱情的支持者，除了在法輪功心得發表會現身說法之外，也將

自己的這一段經驗出版做為法輪功的見證。 

第二類  症狀控制 

案例 1 罹患膽結石、痛風，曾經吃過中藥將膽結石排出，而案例 1 在修煉法

輪功不久之後亦排出膽結石，而排出結石的方式就和當初吃中藥的方式是相同

的，同時膽結石的症狀就沒有再復發過。而痛風雖然不是完全不再發生，但是案

例 1 自己感覺，原本痛風的情況已經有了相當大的改善，原本他必須禁食某些食

物，還可能因為天氣的變化使得痛風的情況加劇，造成他相當大的困擾，但在修

煉法輪功之後，原本飲食失當、天氣變化即容易被誘發的痛風卻完全改變，痛風

發作的原因變得完全難以預測，案例 1 表示，從前痛風發作的時候甚至連樓梯都

沒辦法走，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他的生活，也使得他對人生的看法相當灰暗。但是

在修煉法輪功之後，痛風雖然還是會發作，但是他覺得雖然疼痛的感覺仍然存

在，但是卻不會影響他的日常生活，甚至會覺得那種疼痛很好，因為那代表身體

正在進行某種「排出」的行為。他認為這種轉變是基於真實的疼痛程度與型態的

改變，並非他在接受法輪功對於疾病的解釋之後所產生的觀念上的轉變。 

第三類  自覺身體變好 

案例 6 是因為母親的介紹而加入法輪功的修煉的，所以他原本並沒有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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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連感冒等小病都很少發生。但是因為是母親的推薦，再加上他覺得試試看

也不錯，因此就持續的煉了下來。在修煉法輪功之後，即使工作增加導致睡眠時

間減少，他認為自己的精神與專注力卻反而增加。修煉之前很少發生的小感冒他

採取多煉功的方式來處理，他認為這種方式比起原來看病、吃藥的方式要好得更

快。 

第四類  無明顯感覺  

 案例 5、案例 9、案例 11 都是原本身體就相當健康，沒有特殊的病痛，而他

們在修煉法輪功的過程當中，並沒有感到有所謂的「清理身體」的反應，在修煉

法輪功之後，也沒有感覺身體有特別的變化。案例 11 提到，他在煉功之後沒有

上過醫院，偶爾有小感冒他就當成在消業，並沒有特別的注意。案例 9 則是覺得

法輪功的能量場很強，他在煉法輪功的時候可以感覺出有很祥和的能量場出現，

但是他自己的身體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案例 5 是一個較為特別的受訪者，因為在筆者訪問到他的時候，他已經不再

修煉法輪功，而全心信奉基督教了。案例 5 原本就是基督徒，後來為了學習中醫

的需要，他開始練氣功，因為他認為練氣功對於他在治療時會有幫助。經由中醫

師前輩的介紹，他開始修練法輪功，雖然他在修煉的期間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感

應，也沒有感覺身體有改變，但是他仍然認為法輪功是一個不錯的功法。但是後

來他耳聞了有幾個使用氣功幫人治病的人都遭遇到不幸的事，使他對於學習氣功

這件事產生疑慮，後來終於放棄修煉法輪功，全心信奉基督教。 

由此可見，法輪功學員所指的「病好」，並不是單純地字面上的意義，所謂

的病好，其實是代表學員透過學法與煉功的過程，改變了原先對於疾病的認知，

同時將這種改變適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病好至少就代表三層的意義，一是可以

指病真的好了，原有的症狀完全消失；二是病雖然沒有完全消失，症狀還是會出

現，但是對於這個病我已經可以接受、可以與病共存；三是病雖然還是會出現，

但是出現的方式與型態都與原來不同，這是一種往好的方向的改變。 

 

第四節 疾病與身體的解釋權 

法輪功透過業論和另外空間的假設，成功地建立了一個屬於法輪功的宗教性 

的疾病解釋。這個解釋排除了現代西醫所建立的細菌致病論或是中醫的陰陽失衡

致病論，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為人在前世所造的業返出來之後所形成的結果，

因此如果不把業清除，只是使用醫藥的方法，並無法真正地解決疾病的問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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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暫時把眼前的疾病治好，仍然會繼續有其他的疾病發生。 

循著法輪功的疾病論發展，使得法輪功的學員也發展出獨特的身體觀。從台 

灣的連續劇當中，經常可看到以下的情節。老人家身體不舒服，年輕人勸他去看

醫生，結果老人家總是會說「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知道…，暫時還死不了」或

是「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知道…我是沒多少日子可以活了」從這類的情節出現

的頻率頗高，可以推論這樣的論調在台灣還算是滿普遍的觀念。 

另一方面，近年來隨著台灣的醫療水準越來越高，整個西方醫學界推廣健康

檢查的風氣也隨之盛行，不但出現了專門提供健康檢查服務的診所，以「早日發

現、早日治療」的口號為訴求，呼籲民眾應該做健康檢查。而這種醫學趨勢也得

到中央健保局的支持，目前中央健保提供了四十歲以上的國民每年一次的免費健

康檢查。9

 不過這二個觀念其實是衝突的，因為台灣人普遍認為「我自己的身體，我自

己最知道」，因此傳統的的觀念並不認為有所謂健康檢查的需要，因為本來我們

認為相當健康的身體，結果在做了健康檢查之後，卻發現身體有這個病、那個病，

會大大地打擊心情。甚至有一個流傳相當廣泛的「故事」，說是有一個人原本身

體算是相當健康，結果做完健康檢查之後，發現已經罹患很嚴重的疾病，接著沒

多久就去世了，追根究柢的結果就是當初不應該去做健康檢查，於是在傳統上老

一輩的人普遍都有抗拒健康檢查的心理。但是現代西方的醫學卻認為，你以為的

身體健康並不是真的健康，只有透過各種檢查之後，才能說是真正的健康，於是

只有透過各種儀器的檢視、體液的分析之後，才能確定一個人是否真正健康，至

於人的主觀或感覺並不準確也不重要。 

 法輪功學員的身體觀比較像是傳統台灣的身體觀，他們也經常出現「我自己

的身體，我自己最清楚」的敘述，同時他們也不做健康檢查。但是法輪功學員所

建立身體觀的外貌雖然和台灣傳統的身體觀很類似，但是背後的想法和推論過程

卻絕不相同。以下將透過受訪者的敘述來理解法輪功學員的身體觀。 

 

我從開始煉功以後到現在啊，你身體健康了幹嘛要看醫生，我們身體都什麼

                                                 
9 中央健保局規定，40 歲至 65 歲者每三年得檢查一次，65 歲以上者每年可檢查一次。其檢查內

容大致基本理學檢查、抽血和驗尿、血液生化分析共 10 項。其檢查內容當然和專業的健檢診所

所提供的檢查內容有不小的落差，但是其意義仍在於利用有限的經費提供多數的國民健檢，以期

早日發現、早日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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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舒服了，我們才去看醫生啊，…我們這種人就是覺得說，你沒有病，你看

什麼醫生。你，有病的時候去看醫生還不一定吃他的藥啊，對不對。 

我現在是四十七歲哦，但是我現在的感覺，我身體大概差不多三十五歲的狀

態。我現在的感覺是這樣子，也不是說像以前說年輕的時候又體壯啊，或者

是力氣增加啦，不是。只是那個狀態，力氣還是沒有增加啦，肥還是肥，跑

還是跑不動啦。還是這樣子啦，但是，你的感覺，你整個人的那種感覺就是

好像往那種年輕的方向在那個。這個只是你本身的一個感覺，你身體的狀態

的感覺。別人大概也看不大出來，像我們同事說，你現在都比較不怕冷。(案

例 1：18-19)  

 

案例 1 原本有痛風的問題，加上平常控制的情況不佳，經常因為痛風發

作而造成生活品質大受影響，甚至會因而無法出門，為此他感到人生乏味，

曾想過只要活到六十歲而不想太長壽。在修煉法輪功之後，痛風雖非完全痊

癒，但是他認為在修煉法輪功之後，身體雖然還是會痛，但是這種痛不論在

發作頻率、方式、引發原因、疼痛程度都和原本的痛風大不相同。對他來說，

新的疼痛並不影響他的日常生活，因此案例 1 已經能夠和這種新的疼痛共

處，這也讓案例 1 重燃生命的樂趣。 

同時，案例 1 原本因為痛風的因素必須禁食某些食物，例如普林值較高的東

西，同時也必須定時吃藥控制，但是在他修煉法輪功之後，他的飲食便改回一般

人的飲食，不再有特別的食物禁忌，同時也沒有吃藥控制，但是他認為他的痛風

的情況並沒有因此而惡化，反而變得更能夠忍受、更能夠和疼痛共處，他認為「我

的理解不是痛風。因為跟我以前痛的不一樣。」而在疼痛的情況改變之後，受訪

者並沒有再去醫院做檢查，在訪談與之前的引述可以發現，他對於現代醫學並沒

有太大的信心，因此即使看了病也不一定會吃藥，同時因為身體的改變，他自覺

身體變的健康、年輕，因此就更不需要看醫生，所以案例 1 雖然沒有說出「我的

身體，我自己最清楚」之類的說法，但是從引述中來看，可以相信他支持這種說

法。 

案例 3 的例子： 

 

我後來的話我沒有再回去(檢查)，我為什麼沒有回去有兩個理由：第一個，

我覺得說女孩子在做整個超音波檢查那整個那個過程是非常難堪的過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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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男人在你這樣搞來搞去，我憑良心講，我覺得那是很難堪的，我不願意

回去；第二個的話，是我腫瘤真的消下去了，我自己知道，為什麼？因為我

跟它相處了六個月了，我所有的症狀完全都沒有了，所以我根本就不想再回

去了，真的不想再回去。而且我要講的是說，從我發現我自己真的好到現在，

是說在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的話，我完全沒有以前的症狀了，我太了解了，不

過我沒有再回去檢查，可是我從來沒有過問題，然後我的 MC 各方面的話跟

一個正常的女人完全沒有兩樣。(案例 3：15) 

 

案例 3 罹患的是卵巢囊腫，曾經求助於婦產科診所、大醫院、中醫院、氣功

師，但是仍然無法解決卵巢囊腫的問題。受訪者其實並不排斥現代醫學的治療，

她在罹病初期也是尋求各大小醫院的治療，直到治療效果都不明顯之後，才轉為

尋求氣功等另類療法的幫助，但是也都無法有效的治療。 

但是在修煉法輪功之後，她的症狀很快地便得到解決，原本她已經可以用手

感覺到囊腫，同時會因為囊腫下垂而造成疼痛，但是在煉功之後，這種因為囊腫

造成的「下墜感」即得到緩解，接著原本出血、疼痛的症狀也都解決。而在症狀

解決之後，受訪者並沒有回到醫院去做檢查，除了因為檢查會使人難堪之外，主

要還是基於受訪者認為自己身體已經完全恢復，同時也確信自己的身體是完全正

常的，而這樣的認知則是來自於對自己身體的完全掌握。 

案例 7 的例子： 

 

我怎麼從來沒想要回去照。因為，我沒有不舒服，我為甚麼要回去照。假如

我今天、今天很不舒服，可能會回去照，但是我沒有不舒服啊，我從來沒有

想過再回醫院去看過甚麼的。(案例 7：15) 

 

案例 7 因為骨刺造成日常生活的嚴重困擾，但是因為鑒於以往的脊椎手術失

敗率相當高，因此不敢採取手術治療，而採取推拿、針灸、按摩等較保守的治療，

之後也配合氣功的治療，但是治療效果都相當有限，症狀緩解的時間都相當短

暫，而在修煉法輪功之後，所有的症狀都在不知不覺間消失，甚至是經由受訪者

的家人提醒，才發現自己的疾病早已治癒，同時以往經常發生的復發情形也不再

發生。 

受訪者在發現疾病痊癒後，並沒有再到醫院做檢查，因為她認為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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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問題，並不需要做檢查，她強調自己並不是排斥醫院的檢查，如果身體有問

題的話，她還是會到醫院做檢查的。但是這仍然是受訪者對於自己擁有身體解釋

權的表現，她認為她了解自己的身體，而不需要透過醫院的檢查才能了解。 

 在筆者所調查的受訪者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沒有回到醫院去複診，而他

們的理由都很雷同，都是因為原本的症狀已得到控制或已徹底解決，加上自己認

為自己的身體是健康的，所以回醫院複診的動作便顯得很多餘。 

 案例 12 是筆者的調查當中唯一有回醫院做複診的受訪者，她曾經罹患乳房

纖維囊腫，後經由手術切除囊腫的部位，後來在她向保險公司購買醫療險的時

候，保險公司卻將她最擔心的乳房問題除外，亦即假設日後案例 12 發生相關部

位的疾病，保險公司將可不予理賠，這一點讓受訪者相當不滿意。後來受訪者在

懷孕期間發現自己的乳房纖維囊腫有復發的跡象，因為她自己已經可以感覺到囊

腫的存在，同時有逐漸變大的趨勢，後來她在生產後經由朋友的介紹開始閱讀《轉

法輪》，在讀了一百多頁之後，她發現原本復發的乳房纖維囊腫不見了，而她因

為之前保險公司將其除外的關係，特地到醫院去檢查，經由儀器檢查與醫師觸診

確認她並沒有乳房纖維囊腫的現象，她因此把這份報告送到保險公司去為自己出

一口氣。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個案，因為在法輪功的例子來說，不論是筆者自己的田調

或是網路上法輪功學員的心得分享，幾乎所有的人在病好之後都不會再回醫院複

診，他們認為醫院在自己生病的時候都不能治好了，更何況現在自己的身體是健

康的，所以根本不需要再回醫院做檢查。這是一種「煉功人」的心態，他們認為

疾病的解除是因為修煉法輪功的關係，而自己也因為修煉法輪功，所以只存在著

消業的狀態而沒有生病的狀態，所以看醫生變成一種多此一舉的行為。而案例

12 的行為則是一種「常人」的行為，一般人生病會看醫生，即使病好之後，也

習慣再看醫生確認一下以求心安。案例 12 在剛開始閱讀《轉法輪》即發現原本

復發的乳房纖維囊腫消失，她因為才剛開始接觸法輪功，再加上之前曾發生的保

險問題，因此仍然抱持著「常人」的心態，回到醫院做複診的動作，以證明自己

已經沒有乳房纖維囊腫的問題。但案例 12 也表示這樣的行為純粹是因為她當時

對於法輪功的了解還不夠深入，所以才會去做複診的行為，她在後來對於法輪功

有進一步的認識之後，即去退掉當初的保險，因為她認為對於一個煉功人來說，

保險並不是一個必要的行為。 

 法輪功建立一個宗教性的病業論，透過《轉法輪》傳遞給所有的法輪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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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輪功學員則是藉以賦權(empowerment)，他們學習《轉法輪》而有一套標準

的說法，接著用來解決他們所遇到的狀況，因此法輪功的學員對於疾病就不需再

任由現代的醫師、醫學儀器擺布，他們能夠解釋疾病的來源、人生病的原因，以

及徹底治病的方法。他們重新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這對於原本身體有許多病

痛，因而跑遍各大小醫院卻仍然無法解決疾病的人來說，重新成為自己身體的主

人是非常重要而有意義的。 

 

第五節 小結 

 法輪功通過《轉法輪》建立了一個有關於疾病與身體的解釋，而這個解釋和

我們所熟知的解釋大相逕庭，因為我們所熟知的有關於身體與疾病的解釋，都是

偏向物質性、科學性的解釋，但是法輪功的解釋則是屬於超自然、宗教性的解釋，

是二套完全不同的解釋系統。 

 法輪功有關於疾病的解釋系統可以算是相當的完整，從病業論的建構，接著

提供治療的方式，最後發展出法輪功的身體觀。同時法輪功提供了一個很單純的

治療方法，也就是所謂的五套功法，初學者可以完全不用理會教義，先從五套功

法入手，如果能夠體會五套功法的好處的話，再開始閱讀《轉法輪》等法輪功的

經典。另一方面，因為法輪功有經典的關係，初學者也能夠從閱讀法輪功的經典

入手，等到認同法輪功的說法之後，再開始學習五套功法，這種功法與經典交互

運用的形式可以吸引到較多不同層次的民眾。 

 基本上法輪功的病業論與身體觀的解釋能夠被接受，還是必須以有效為前

提，亦即唯有法輪功所提供的方法能夠有效地解決學員的問題，法輪功的解釋才

能真正的被接受。但是從筆者實地的調查來看，原本有疾病的學員他們透過自己

學法與煉功的過程，感受自己原有的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是完全治癒，因此

他們能夠接受法輪功的說法。但是也有人的身體並沒有生病，也沒有特殊的感應

卻仍然能夠相信法輪功的病業論，這是因為透過閱讀《轉法輪》，所有的法輪功

學員都能夠被賦權，即使是自己本身沒有經驗的人也能夠操作這一套病業論，能

夠為自己與他人解釋疾病與治病的原理及方法。這也就是說，特殊的體驗只是成

為法輪功學員的必要條件，認同並相信《轉法輪》才是成為法輪功學員的充分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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