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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宗教象徵物在能量醫學的運用 本論文主旨在探討宗教對人體生物能能量

的影響，分析不同的宗教象徵物、符號對人體生物能能量中「情緒壓力」

的負能量的釋放情形的差異為何？而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對與其信仰不同的



宗教象徵物又有何種反應？宗教象徵物是否能與現代醫學中的「能量醫

學」產生共振，為人類健康醫學有所貢獻。利用詮釋現象學、觀察比較法

與深入訪談法進行本研究，藉由「傅爾電針能量檢測儀」中：心理檢測的

「情緒壓力」項目，作為與宗教象徵物的能量比對依據。透過初測的結果

分析，重新整理資料、修正研究方向及重新設計研究流程後，展開正式研

究。 本研究運用不同的宗教象徵物，透過「傅爾電針能量檢測儀」的

「藥物試驗法」，藉由穴道電檢迴路將宗教象徵物的能量訊息導入人體，

在「雙盲測試」中，觀察同一宗教象徵物對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所引發的身

體生理反應，實驗結果，是可以釋放人體「情緒壓力」所產生的負能量。

再由「非雙盲測試」及「感應 1 分鐘後測試」的結果交叉分析比對，以了

解人的宗教信仰是具備著「合緣共振」與「含混多義」之特性，在各宗派

不斷的相互相容、相互共振下，促使民眾的宗教信仰心態不論是宗教修持

或是宗教醫療，皆能夠在「共振」與「多義」的磁場中被消化吸收，對自

身發生影響的作用。 藉此研究透過使用宗教象徵物的能量訊息傳遞與身

體能量共振原理，建構出一套簡單、快速又有效的釋放情緒壓力的「自我

療癒」方法，幫助人們自我紓解調適身心靈的整體健康，讓宗教象徵物能

在能量醫學的領域中發揮運用的功效。有助於建立能量醫療理論之參考，

並有助於教堂寺廟以醫療傳道、醫療傳佛時之參考。  

摘要

(英) 

Application of Religious Symbols in Energy Medicin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s upon human bio-energy, to analyze 

the release for negative energy of the so-called emotional stress in view of different 

religious symbols or signs, to explore the reactions of a follower of a religion 

toward religious symbols of other religions, and to confirm whether religious 

symbols are able to cooperate with the so-called energy medicine in modern 

medicine, so as to contribute to human health and medicine.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accomplished with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Comparison with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item, “Emotional Stress”, for mental inspection 

provided in “COMPUTRONIX ACUPRO II” is utilized as the basis for the 

comparison with energy of religious symbols. Based on steps of analyzing 

preliminary measurement results, re-arranging data, correcting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re-designing research procedures, the research is formally develop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search, energy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religious symbols is 

guided into human bodies through acupressure-point measurement loop with 

“Drug Test” of “COMPUTRONIX ACUPRO II”. In the “double-blind 

design”, the physical reactions of different religious followers toward one 

religious symbol are observed,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negative 

energy resulting from emotional stress of a human body can be released. Based on 

the intersectio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non- double-

blind design” and the “measurement after 1 minute”, it is understood that 

religious belief of human i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operation” and 

“Ambiguity”. Since every religion tolerates and cooperates with one another, the 

attitudes of people toward religious belief, e.g. religious practice or religious 

medicine, are digested and absorbed under the field of “Cooperation” and 

“Ambiguity” to have influence upon themselv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eory, a simple, instant and effective self-healing method for 

releasing emotional stress is provided. With this method, religious symbols will be 

effective in the field of energy medicine such that people can relax and keep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mselves, which is thus helpful to the energy medicine 

theory and to missionary medicine and Buddhis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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