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护理工作坊 

= 0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护理 

工作坊 

 

 

健康乐园 Wellness Wonderland 

79, Jalan Lembah Permai, 11200 Tanjung Bungah, Penang. 

Tel: 04 - 890 1279, 04 - 899 9667      Fax : 04 - 899 2514 

http://img.bimg.126.net/photo/16ewLsM-VtHLSez-TSptJA==/3975552571061875695.jpg


家庭护理工作坊 

= 1 = 

 

目录 

家庭护理工作坊宗旨----------------------------------------------------- 02 

什么是生病  ---------------------------------------------------------------- 02 

要健康先要认识导致生病的原因-------------------------------------- 04 

家居日常用品中如洗发液、沐浴露、洗衣液、洗碗液等等的    

清洁剂含有造成环境荷尔蒙的有害化学物质------------------------ 05 

干刷 07、洗鼻耳 08、眼睛 10、耳朵 11 

可舒缓支气管炎、咳嗽和感冒、去痰、保健等的饮料 ----------- 12 

洋葱糖汁，萝卜茶 ，洋甘菊茶 +百里香 thyme，消炎茶、咳嗽茶 ，

消炎水，柠檬腿部热敷针对发烧 ，柠檬胸部热敷针对支气管炎， 

柠檬喉部热敷针对喉咙痛，柠檬片喉部热敷针对喉咙痛  

慢性病的调养与护理 ---------------------------------------------------- 15 

热敷做法，腹部热敷、小洋甘菊、肝 部热敷、蓍草、臀部热敷，

生姜功能(姜汤、姜母红茶、生姜浴、姜泥)，艾草功能(艾草茶、

艾草茶最适合的饮用方式、烹煮)，六和果菜汁、米浆、醎性茶水，

矿物质，海洋矿物质，五台山八部功，足浴（泡脚）柠檬泡脚环

保酵素泡脚  

大光明道上无限的祝福 ------------------------------------------- 34 

超时空的康复方法，防微波与防电磁波的数字组合-------------36 

我们的使命 ---------------------------------------------------------------- 40 
  

资料来源︰琉璃光 

 

 



家庭护理工作坊 

= 2 = 

 

家庭护理工作坊宗旨︰ 

• 学习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准备老祖母日常病痛时的补助

药物。 

• 学习老祖母对病痛时的内服和外用的方法。 

• 学习日常可實用的護理方法， 來調整頭和腹部冷暖的

不平衡。  

• 减少化学药物的污染和伤害。 

• 让每个家庭懂得简单的健康家庭疗法。  

什么是生病？ 

• 生命能受到干扰，症状是身体保护措施的显现。  

什么是治疗（cure）？  

• 照顾（care）即治疗。  

生命力运作法则  

• 生存、维持与恢复的能力。  

生病是生命超越的開始，最好的醫生是協助病人恢復自

然的痊癒力量。  

• 學習 = 健康的重點從哪里開始。  

• 著手 = 自己 DIY 各項排毒和健康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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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问题是要健康，您可以选择解决的方法是治根

本或是治现象。 

 

 

 

 

  

 

 

如果不要只是应急而要选择一劳永逸，那么根本方法就

是养生。 

我们提供的并不是医疗代替品，而是一种能让你重新              

获得健康的良好生活方式。 

癌症： 

• 是不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长期造成。  

• 只要恢复正常，癌症的威胁即消失。  

• 所以不要患上癌症恐惧症，被自己吓死了。   

还好会生病 

• 生命力失衡造成的不舒服(dis-ease)称之为生病。  

• 幸好生命力还可以运作、提供讯息，让我们处理。  

• 恭喜你得到癌症！因为癌症，只要改变为正确的生活方

式健康就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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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不平衡是生病的主因之一  

• 照顾情绪即是最根本的治疗。  

自体中毒是生病原因之一  

• 便秘一定要先解决，否则癌症等慢性病随之而来。  

食物是致病的原因之一  

• 吃什么变什么！  

环境的严重污染是致病的原因之一 

• 健康的身体因为生活在污染有毒的环境而变成疾病。 

 
要健康先要认识导致生病的原因︰  

外在环境︰ 

电磁辐射污染是现代家庭的隐忧： 

• 家用电器为人类带来方便与福利，但也带来危害人类的

健康，凡是电器必要远离 3 尺。 

• 家里安装一台家用無線電話等于安装了一座电讯塔在家，

24 小时辐射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 手机在电磁弱时、充电时、讯号弱时辐射都很强 。 

• 为了安全，避免头部患癌，每通手机电话只谈  6 分钟，

一天最多只能通话 4 次。  

• 世界卫生组织 WHO已鉴定使用手机为 2B 致癌物，每

日用手机超过 30 分钟者患上脑癌机率可能增加三分之

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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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德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研究发现： 

暴露在电磁波辐射 24 小时的癌细胞的繁殖率提高 16 倍

(1600 %)，而且是永久性的。  

•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University of Boston)研究揭露： 

工作接近电脑荧幕的妇女患乳癌率提高 43 % 。 

• 沃尔赛玛博士 - University of Colorado 的流行病理专家

研究：发现住家外多有电柱与变压器 – 儿童罹患白血病，

脑癌，淋巴癌率 提高 2.5 倍。  

家居日常用品中如洗发液、沐浴露、洗衣液、洗碗液等

等的清洁剂含有造成环境荷尔蒙的有害化学物质 

• 环境荷尔蒙会导致海产类 Seafood 变性。 

• 雄鱼变中性鱼 ，男人吃了变中性人精子变少前列腺

肿大，女人吃了会扰乱自体荷尔蒙，容易导致患上乳

房或子宫瘤或癌症。 

• 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里也含有合成化学成分，它会
造成內分泌失調。 

• 化學毒素進入身體后会导致內分泌失調、失眠、燥鬱、
頭痛、水肿、乳癌、子宮肌瘤、月經失調 、不孕、
免疫力下降等…  

 

遠離毒素保護健康 ， 

注意日常生活中潛伏的环境荷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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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刷-清除淋巴废物 

    淋巴系統                全身約有八百個沐巴結              淋巴腫瘤的部位 

     
  

淋巴系统跟大肠一样，都是会沉积陈年的老物。有的是

刚产生的黏液，有的时间一久，就变硬了，它紧紧地附

着在淋巴系统上，造成堵塞、发炎的现象；若是大肠严

重堵塞，淋巴系统所排出的废物，因无处可排，而堆积

回到了淋巴系统，再往身体其它的组织流散，疾病因而

产生。  

清肠是主要关键所在。大肠若不能负起排毒的工作，

肝脏就会接管，大量的胆汁会随着毒素流入胃中，引起

呕吐。大部份的青草都具有清肝、清淋巴毒素的功能，

难怪动物生病时，都喜欢吃草。  

即使大肠能保持干净通畅，干刷皮肤也得花上几个

月，才能彻底将淋巴系统做个大扫除。我们每天若能干

刷皮肤五分钟，连续几个月，身体健康状况会大大改善，

这相当于一天做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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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刷皮肤的方法及步骤如下：  

1. 选择刷子，刷子毛必须是以天然植物纤维
做成的较好，把子要长，绝不要用人工合
成的塑料毛。刷子必须保持干燥，刷皮肤
专用的，就不要拿来洗澡。 

2. 干刷皮肤时，除了脸不刷以外，身体其余的部份至少
要刷一次。刷时像扫地嫲样，只朝一个方向刷。不可
以来回刷，或是转圈式的刷，力量要适中。干刷的方
向如图所 示，刷时以下腹为准，上半身包括颈部与前
胸是朝下刷，下半身也就是脚、大腿、臀部要朝上刷；
手臂虽然是上半身，但刷法与脚的方向一致，是要往
上刷；肩膀与 背部不易触及，可以横着刷，较方便。  

3. 一天可以刷一至二次，每次刷五
分钟。初刷时的头几天，天然刷
子的毛较粗，刷在细皮嫩肉上会
有刺痛之感，此乃正常现象，只
要不是过份用力，力量适中，皮
肤会逐渐适应。  

4. 刷完后过一、二天，若是淋巴的
毒素很多，废物会从粪便排出。
淋巴所排出的废物与大肠内所沉
积的废物略有不同，前者状如胶
质，颜色从透明到深褐不等；后
者的宿便是黏着的，颜色如沥青
般深黑。  

干刷皮肤非常简单，且效果卓越，
它不但能保持淋巴系统通畅，促进新陈代谢，还可清除
皮肤表面的死细胞，恢复皮肤原有的弹性，并增加血液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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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鼻耳 

• 可用生理盐水（saline）清洗或    

       万用酵素滴 

 

 

 

 

有鼻子敏感的人当他摸两边的中隔(Septum) (图一)時。他会

有痛感，为什么会痛？因為里面有黏液，发炎了。一般正

常的人这两边是干净的。 

(图二) 吸气是从上鼻道进去，呼气时是从中鼻道及下鼻道

出来。鼻子的另一个功能是加温器，所有空气进到身体时

会与人体温度相似。如果常用嘴巴直接吸气问题就非常大

了，这很容易让支气管常常发炎。 

透过清洗鼻子将会消除鼻子外围的粘液痰，对鼻子敏感、

鼻窦炎、鼻塞都有帮助。 

洗鼻的方法 

工具︰ 

1.酵素按摩霜   2.酵素万用滴  3.卫生纸  4.小纸袋 

  

图二 

中隔 

过量粘液 
图一 

健康鼻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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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开始时先将一些卫生纸放在对方的手中，当要吐痰时可

用上。 

2. 先将酵素按摩霜涂在对方的额头，两个眉

毛的上端也就是三叉神经处，通常水进去

会觉的痛，所以在三叉神经那儿要先多按

摩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3.按摩后，让对方的头部往后仰大约 45 度，再将万用滴滴

入对方的左或右的其中一个鼻孔大约 13 滴，未滴时请对

方在万用滴滴入时用口呼吸。尽量把万用滴顶住，当不

行时要举手，身体在向侧躺，用手按着起身才将痰吐出

来。如果不小心吞了进去也没关系。 

4.做完了其中一个鼻孔后，依步骤 1~3 在重复做另一边鼻孔。 

(粘液痰)图四 

5.在做的过程，有些人会吐

很多的痰(粘液痰)图四。要

容易吐痰的方法可用 DR. 

ROS 酵素嗽口水、环保酵素

或海盐嗽口。那么痰就很容

易吐出，这样就不会伤到支气管。 

用法︰每天早晨起床后，用酵素漱口水2汤匙(30ml)加入

一杯250ml水漱口 。 

效果：  

1) 杀菌，减少口腔异味。  

2) 减少牙龈出血。  

3) 排痰，清喉。  

 

4) 口腔内毒素排出。 

5) 增加唾液，帮助消化。  

6)活化淋巴系统。 



家庭护理工作坊 

= 10 = 

 

眼晴 

在太阳穴部位的头痛，其实

是眼晴太累引起的。我們眼

晴後面拉着眼外肌和视神经，

當长时间用眼力看東西時会

不舒服，有时头痛是一种症

状，它告诉我们累了要休息，

所以在头痛时把眼晴闭起來，

出去走一下或休息一下就会好了。我们的眼晴常与外界

接触会很多的灰尘，眼睛过度焦点对准用力会得青光眼。
凡是有青光眼、白內障、干眼症，老花，近视，红眼症，

眼线炎。透過滴眼睛將會消炎，舒暖疼痛，把眼睛里的

粘液排放出来，隔天醒来时发现眼旁会有眼屎，这是正

常的。 

用法︰ 

左右眼各滴一滴万用滴酵素，闭上眼睛，舒服了才打开

眼睛。随时可以使用。 

备注︰ 

用后眼睛涩涩或红代表眼睛与身体疲劳。 

尽量避免长时间使用电脑和手机。 

  



家庭护理工作坊 

= 11 = 

 

耳朵功能 

   

常聽手機的人耳朵都會很燒，透過洗耳朵可以将耳内的热

气去除、可以减低电话对耳朵和脑部的辐射。 

洗耳朵 

用具︰酵素霜、万用滴、卫生纸、小纸袋 

步骤︰ 

1. 开始准备卫生纸 2~3 格及小纸袋放在对方身边，小纸袋

方便丢卫用过的卫生纸。 

2. 将万用滴滴在对方的左或右耳，直到耳洞满。在用酵素

霜涂在耳朵外围，在做些按摩，用手拉耳朵及按摩耳朵

外围，轻轻拉拉头发，按摩颈项和肩膀。按摩个 5 分钟，

将准备好的卫生纸放在左或右耳上，再请对方换方向，

在以同样步骤做另一只耳。 

备注︰ 

1.如果耳朵有很多耳屎的人，请先将耳屎清除后才洗耳朵，

以防万用滴进入耳朵被耳屎吸了造成耳朵的不舒服。 

2.鼻子及耳朵完成后，也可用万用滴顺便滴眼睛。 

3. 洗完耳朵再做耳蠋，效果会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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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舒缓支气管炎、咳嗽和感冒、去痰、保健等的饮料︰  

萝卜茶  

白萝卜带皮、生姜、粗茶、热水  

• 对有发烧的感冒很有帮助  

洋甘菊茶 +百里香 thyme  

能帮助止咳、祛痰、可抗支气管炎及舒缓气喘，热饮对

感冒亦有不错的功效。 

耳朵疼痛如中耳炎护理包敷耳朵 

配制和用法︰  

取 1 到 2 只洋葱头(含有维他命 C、矿物质)切成细末，放

在一块纱布中央，将纱布折卷起来，然后卷成比耳朵略

大的圆圈，放在煮锅微开的盖子上，用蒸汽加热。温度

合适时，套住耳朵，用发夹固定住。  

• 淋巴结发炎、腺肿可用洋蔥切兩片，用薄布包著，貼在

发炎或红肿部位可保留二小時。  

• 有痰凝結的部位、如喉嚨或胸部，可用切碎的洋蔥包在

布裡，貼在患部，有化痰的作用。 

• 洋葱外敷，可以阻止炎症。这个热敷可以帮助阻止耳朵

感染、关节炎或韧带的炎症。减轻炎症和疼痛。  

发烧，时常被误解的疾病 

您可能知道其实孩子的发烧是免疫系统在帮忙去除某些感

染。您也明知到如果使用药物，可能会阻碍这个程序，可

是您更担心如果没有给于药物控制发烧可能越来越严重。 

一旦发烧超过 38.5
O
C 就要重视，但是发烧不超过 42

O
C，发

烧其实并不会引起脑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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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是刺激免疫系统活动，并制止病毒或细菌的兹长或压

制淋巴管发炎。 发烧的另一个目的是换掉父母不良的遗传

细胞。 发烧能让孩子发展新的特质，好像一病之后突然长

大了，所以发烧对孩子的成长是有重要意义的。 

不适当使用退烧药的后遗症：  

• 发育迟缓。  

• 免疫疾病如自体免疫疾病、红斑狼疮、 淋巴癌及肿瘤风

险增高等。  

• 皮肤病如疹子、湿疹、干廯、牛皮癣等。  

• 退烧药会降低肾功能。  

引起发烧的某些原因 

• 细菌，病毒感染。  

• 感冒、咳嗽、支气管炎、扁挑腺发炎、腮腺炎、喉咙痛、

流感、中耳炎、淋巴肿发炎、体内器官发炎、伤口发炎、

便秘、被吓到等。  

消炎茶、咳嗽茶 

水果酵素、苹果醋、蜂蜜平等分量  

• 咳嗽和感冒、祛痰、能有效杀菌是很好的天然抗生素、
化痰、任何发炎肿痛引起的发烧、消水肿、抵制病毒性

感染疾病如流感等。 

• 咳嗽痰多可加蒜头和柠檬，增强免疫功能。蒜头加水煮
沸灭火后加柠檬汁、水果酵素、苹果醋、蜂蜜平等分量。  

消炎水  

• 小苦瓜 、蒜头、柠檬加水果酵素、苹果醋、蜂蜜平等
分量。咳嗽痰多可加蒜头和柠檬，小苦瓜能帮助肝脏加

速新陈代谢，消除肝脏热气增强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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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腿部热敷针对发烧  

当患者因为发烧而意识模糊或者情绪混乱时，我们可以

给他进行腿下半部的柠檬热敷，目的是为了让身体的热

量平均在身体分布，把热量带入脚部。如果脚部冰凉，

则在进行治疗之前按摩脚部，让脚变暖。过程约 30 分钟。

准备︰  

• 一碗温水 、半颗柠檬、刀、中毛巾、两双大袜子、两

张毛巾、安全别针  

• 做这个热敷的时候、请务必保持脚部的温暖。没有拧干

热敷布会导致患者的脚变冷。  

• 如果患者在过程中睡着了，可以让热敷布留在腿上，但

是要确保治疗者的脚是温暖的。  

如需要重复做这个治疗的时候，每次请使用新的热敷布

条和新的柠檬，要换水。 

柠檬胸部热敷针对支气管炎和喉嘴痛  

• 一个碗、开水、刀叉、一个柠檬、小手巾和大毛巾、热

水袋、安全别针  

• 在碗里放上一颗宁檬，把烧开的水倒入碗里，用刀在碗

里热水下把柠檬切成两半﹐然后用刀把柠檬切开花，用

杯子或工具紧压，让柠檬汁和柠檬表皮的精油充分地溶

入水中。  

• 把卷好的布放入柠檬水中，留着两头在水外面，充分浸

湿以后，双手握住两边的布料，抓紧时间尽量拧干布，

不让水滴下。如果布太湿，则很容易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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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喉部热敷针对喉咙痛或声音嘶哑 

做法同上的步骤，要注意一点就是围绕喉部缠布的时候

不要太紧。用热敷布缠绕的时候请围绕同一个方向。 

柠檬片喉部热敷针对扁桃腺发炎  

准备︰一个柠檬、小手巾和中毛巾。 

过程︰把柠檬切成片，把柠檬片包裹在小手巾里，蒸热

包裹了柠檬的布，或者用热水袋加热。把包裹了

柠檬的热敷布围着脖子缠绕起来。在外面用一条

中毛巾围起来。  

慢性病的调养与护理 

热敷布︰ 腹部、肝脏、肾脏可加强各系统功能 

 

热敷做法︰ 

准备︰大毛巾，大小足够包裹身体、热敷布，2 条中毛巾，

足够敷在胃部、安全别针、大碗、热水袋 

过程︰烧开 100ml 水，放入材料，盖上盖子等三分钟。  

• 把热敷布放入浸湿。握住毛巾两端，确保热敷布拧得非

常干。热敷布如果不够干，则会很快降温， 让患者觉
得非常不舒服。  

• 热敷，应让越烫越好。但是不要烫伤患者。  

• 整个热敷过程要求热敷布一直保持热量，所以动作要快。  

• 让热敷布持续敷 30 分钟。如果患者睡着了，让热敷布

留在原处，当疗效产生的时候，热敷布会自行变干。  

腹部热敷  

这个热敷是针对肠胃消化系统，如胃痉挛，胃痛，消化

不良，凉胃，腹部紧张，导致腹部消化不良和腹部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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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脑的活动量太多。对于妇女经痛或小腹痉挛和神

经系统疼痛都有很好的帮助。 

材料可以用小洋甘菊、姜、艾草 

小洋甘菊  Chamomile 

对神经系统、胃部的疗效及缓解器官痉挛如今已获得科

学证实。 

• 刺激食欲、平衡胃酸、安抚不好肠胃、减轻肠胃炎，胃

痛、消化不良、胃胀气、胃粘膜炎、结肠炎、胃溃疡、

呕吐、及腹泻、长期便秘等。  

• 可安抚焦燥不安的情绪、能消除紧张、能镇定精神、纾

缓情绪对思绪不能集中、情绪烦躁不安、焦虑、恐惧等

问题都有很好的疗效。  

• 放松不安的身心，在失眠或常发恶梦的晚上饮用可提升

睡眠质量、对失眠者有益。  

• 可退烧及止咳、对免疫系统均有好效果。  

• 洋甘菊热敷有止痛及镇定的功能，对偏头痛、头痛、神

经痛、经痛、耳痛及月经痛都有所帮助。  

• 可规律经期月经不顺、月经痛等常被用来减轻经前症候

群和更年期的种种恼人症状。  

• 饮用热洋甘菊可对抗生殖泌尿管道之异常发炎。  

• 具有强化肝胆功能，对肝胆的问题有帮助，可退肝火改

善黄疸。  

• 可改善持续的感染，因能刺激白血球的制造，进而抵御

细菌，增强免疫系统，改善贫血对抗贫血也颇见效。  

• 牙痛时可当漱口水来缓解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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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改善湿疹、面疱、疱疹、干癣、超敏感皮肤、及一

般的过敏现象。  

• 平复破裂的微血管，增进弹性，可改善过敏的皮肤对干

燥易痒的皮肤极佳。消除浮肿，强化组织，润泽肌肤。 

• 它还可以舒解眼睛疲劳，将冲泡过的冷茶包敷眼睛，更

可以帮助去除黑眼圈。 

食用禁忌︰ 

勿食用高浓度及过量使用。因洋甘菊有通经效果，孕妇

避免使用。发烧引起的腹泻和胃痛，不能做热敷。 

 

热饮洋甘菊茶 (每次大约 10 朵花量，可重复冲泡) 

• 在失眠或常发恶梦的晚上饮用可提升睡眠质量、对失眠

者有益。 

 

肝部热敷–活化肝脏活动、排水、凈化血液 

肝應是最暖的內臟。一般人肝功能都不很好，是因為饮食、

生活习惯、環境污染的關係。如果早上有慢性的鼻塞，都是

因為肝功能差。手、脚、胸、背、臀部会冰冷主要是大量使

用电脑或跟电磁波有关的物质导致的，歐洲有醫生建議每個

人都可每天熱敷肝部。 

材料可以用蓍草 Yarrow，姜，艾草 

蓍草 Yarrow 功 效 

• 蓍草全草具有解毒消肿、止血、可提高免疫系统、预

防感冒、抗炎、抗菌、化痰、退烧、抗痉挛、刺激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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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促进分泌而使脂肪分解消化、利尿、直接影响骨髓

并促进血液的更新。 

• 可平衡油性皮肤、滋润头皮，可刺激毛发生长，进而

改善落发、甚至秃头的问题。 

心灵疗效 

激励、松弛极度的紧张，气力衰退时，能振奋勇气，情

绪低落时，或可提供一些帮助。 

• 肝热敷对任何治疗过程都非常有帮助，可以定期性进行

热敷。  

• 严重的慢性疾病，可以继续几个星期到一个月或更长时

间，每周最好能热敷三次，当然也可以每天做蓍草热

敷 。 

• 保护肝脏也可喝一些草葉茶，如蒲公英、牛蒡、西洋蓍

草(Yarrow)。 

注意事项  

1.长期持续使用会引起头痛，也会刺激敏感性肌肤，要注

意。 

2.孕妇、授乳中和幼儿都不适合使用。 
 

肾部热敷–舒缓情绪、新陈代谢系统、脑神经系统  

材料可以用薑，艾草 

 发炎是新陈代谢过度活跃和神经系统紧张有关。 

 神经系统过度活跃会导致手脚冰凉。(头部活动多) 

 体质或皮肤敏感–新陈代谢有关。(当新陈代谢系统没有

得到很好的过程时，皮肤就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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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痉挛，减轻疼痛，它有舒解疼痛的特性，也可在背

痛、风湿痛及头痛时派上用场 。 

• 肾石、支气管炎、哮喘、肺炎、SLE、关节炎、类风湿

关节炎、频尿、皮肤炎、慢性疲劳、肠燥症、眼睛问题、

耳鳴、手脚冰冷、神经系统高度敏感、抑郁症、烦躁症、

创伤- 新旧-心理或身体。  

• 热敷应该不要超过中午 1 点前进行。  

• 肾脏– 靠星芒体作用。 

 

• 肾不好应该要做肝热敷来加强肝脏对水的调节。（肝热

敷用蓍草 Yarrow） 

生薑功能︰ 

• 治疗感冒、头痛、酸痛、恶心、呕吐和祛风。  

• 能温热身体刺激新陈代谢系统提高循环系统运作。  

• 刺激唾液和胃液的产生和分泌，帮助肠蠕动。  

• 抑制肠胃胀气，消化不良，止痰，缓解痉挛。  

• 对消炎、止血及止痛（生理痛）非常有效。  

• 生薑胸膛热适合塞性支气管炎、持续咳嗽。  

• 疲劳、水肿、失眠、慢性病、减肥。  

姜汤 

老姜 10g 磨成泥、热水、黑糖、蜂蜜，可加入葛粉提升

排汗、保湿、健胃。  

• 初期感冒、姜汤也可帮助体寒症、全身酸痛、头痛、腰

痛及各种疼痛、经期痛、腹泻、肚子痛、肠胃病等都有

效。  



家庭护理工作坊 

= 20 = 

 

姜母红茶 

红茶、老姜 10g、热水、黑糖、蜂蜜  

• 红茶利尿，生姜促进排汗排尿，黑糖滋养强壮  

生薑浴 

任何肿痛、关节炎、类风湿痛  

配制和用法:  

每杯水添加生薑（3 克），煮开后过滤待用。1 杯这种制
剂加到浴水中泡澡。  

水温在 36c 的温度下，大约浸泡 15 分钟  

薑泥 

任何肿痛、关节炎、类风湿痛 

配制和用法:  

薑磨成泥后，用绑带把薑泥绑在患部。薑是很好的止痛
和镇定剂。 

艾草功能： 

艾草可以暖和身体、促进血液循环、镇静发炎症状，改善

低血压、虚冷症、持续发烧、神经痛、风湿痛、痛风、生

理期异常等症状。可作为强身药物、如退烧药、此痛剂、

兴奋剂、胃药、驱虫剂等。 

艾草茶︰  

这是身体健康的人可以当做日常保养，生病的人可以舒缓

疾病的疗法。  

饮用疗法具有①净化血液、②改善调理成弱碱性的体质、

③改善便秘、④分解毒素并排出体外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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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法  

在茶杯中放入 8 公克干燥叶或生叶，倒入热水后焖 1 分半

钟左右，直到香味与茶色出来为止。取出艾草叶，待其自

然冷却。  

艾草茶最适合的饮用方式  

饭前空腹时最能吸收艾草的药效，效果也最好，不过也可

以在自己觉得方便的时候饮用，饮用次数越多，效果越好。

艾草茶一旦冷掉口感就会变差，因此最好放在保温瓶中保

温，或是要饮用时再加热；基本原则就是一定要当天喝完。  

烹煮： 

女人月經不順，艾草薑黑木耳，男人也可吃對肝藏好。风

膜︰艾草煮水放黑豆，可當茶來喝。 

六和果菜汁 

材料︰ 其功效对人体的重要 

细芹菜 2 支 (帮助血液循环和使血管更健康) 

生菜（广东 A 菜）2 片 (有益于肌肉，骨质, 筋和肺) 

青柠檬 1/2 个（连皮子） (恢复免疫能力) 

红西红柿 l 粒（中） (使血球健康) 

大洋葱(白色)1/4 个 (益于心脏) 

苹果 l 个（连皮、子） (给脾提供很高的储备能量) 

蜂蜜 2-3 匙 (提供总能量) 

纯净水（过滤水） 2-4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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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把所列材料放进搅拌机一起搅拌至果汁状，就可倒来喝。

可加入 1 汤匙酵素在六和果菜汁中，可让果菜汁发酵变

成果菜优格（yogurt）可保持六小时在平常气温。一天最

少喝 2 杯。 

好转反应︰ 

腹泻 清理肠道 

呕吐 清理胃 

高烧，出汗，经常排尿 清理血液 

咳嗽、呼出臭气 

并从体内排出痰状物 
清理肺、支气管 

全身疲软 
身体正在排除废物和毒素， 

细胞开始恢复健康 

米浆(谷物奶)   

做法： 

材料︰薏仁，莲子，糙米 

煮熟后拿来搅碎再倒入白开水煮沸待温即食. 

对人体的重要︰ 

喝壳物奶就可以得到身体需要的营养，从莲子和薏仁中

能得到很高的钙质来恢复和增强骨质。 

体质虚弱者可以每小时喝 100cc 米浆和果菜汁来补充体

力。 

天天饮用谷物奶和鲜菜汁后，您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

更健康，抵抗力加强，皮肤，发质和视力比以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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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茶水 

做法︰ 

材料: 班兰叶，香茅叶，九层塔叶，薄荷叶，桑叶 

煮一公升的水放 100 克的以上的叶子，等水沸后才可放

叶去煮，再煮十分钟就可喝。 

如果没有五种叶子可用四种，没四种用三种，以此减法，

最少也要一种。 

家庭护理疗法，预防疾病、让您充分享受生活。 

 

礦物質 

一般人（大人/小孩）壓力大，吃很多垃圾食物和藥，普

遍的年齡層都在老化，這時更需要优良的礦物質。  

海洋礦物質【成份】钠、钾、钙、镁、硫、碳 。  

不需要經過消化、马上可以直接吸收是素食者的良好营

养伙伴。  

在 1 公升的饮用水裡加上 20 滴[1cc]的海洋礦物質，和 30cc

水果酵素，水的味道将会是甜的，也可以補充身體缺乏

的礦物質。  

問：一般人喝多少量合適？  

答：如果有腹瀉時最好減半，也許適應一個星期後再增

加。发烧（38.5），一直不退，试喝天地原素，每小时半

茶匙（2.5cc），连喝五次，烧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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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礦物質對腦癌及淋巴癌的人都很好。沒病 2~3 滴有

病的人 10~20 滴。 

海洋矿物质 

由澳洲无污染纯净大堡礁附近的珊瑚海域由涌升流，将

含丰富矿物质的中层海水带上海面，经过三个月自然的

过程所形成。【成份】钠、钾、钙、镁、硫、碳  。 

海洋矿物质完全是来自大自然的食物，身体的功能也必

须依靠矿物质。优良的海洋矿物质在细胞的作用很多，

包括︰神经系统的激发与放松需要矿物质、促进内分泌

的平衡、神经系统的沟通、身体内二万种酵素的运作，

细胞间沟通靠生物电流，生物电流也是靠矿物质，身体

内的电解质也是矿物质，生物电解质是不可替代的。体

内缺乏矿物质时其它的营养素都没有办法起任何作用。 

矿物质不是用来治病的，而是人没有矿物质时身体活不

下去，因为身体得到所需要的养分时，自然能够运作。

癌症不能光靠海洋矿物质，而是要改变生活与饮食，很

多人生病以后仍然无法舍弃肉与酒，睡眠质量好、改变

饮食习惯对健康有帮助。 

海洋矿物质对孕妇及婴儿非常安全也非常重要。婴儿一

出生就可开始食用海洋矿物质。有些孩子有问题，比如

说有侵略性，如果能够每天补充海洋矿物质 2 至 5 滴，

小孩会变的温和而且有爱心。 

海洋矿物质有三分之一是固体，放十亿年也不会坏掉，

病菌也无法在里面生存，可以不必放在冰箱中，含有加

入植物的海洋矿物质要避免让太阳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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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海洋矿物质可以放在汤中，但是含植物的海洋矿

物质不适合放在热汤中，因为会烫坏植物的养份，有些

人生病的原因是因为太讲求口味了，实际上苦的感觉只

有 4 秒钟而已，只是苦在口里，但会甜在胃里。[编者注：

可以加入果汁，喝时再加上感谢有这么好的东西帮助健

康，因为毕竟健康比起享受 4 秒的美味重要多了，转念

感恩时就不苦了] 

建议晚上喝海洋矿物质，因为晚上睡觉时容易缺镁，晚

上喝可以补充镁，此外晚上睡的第一个小时是修补身体

的，矿物质可以协助修补身体，第二天早上的排便就会

很顺畅。但是纯粹的海洋矿物质就可以随时加入饮水中。

(可每天合着果汁或温水喝一小茶匙。) 

大半的人在服用海洋矿物质产品后，会有腹泻或疲倦等

排毒症状，这些都是正常反应，可减少用量至四分之一

茶匙，慢慢再增加，一段时间过后这些不适即会恢复。 

现在很多人喝的是净化过滤的瓶装水，矿物质都被过滤

掉，可以在 1 公升的水里加上 20 滴[1cc]的海洋矿物质，

这时候水的味道是甜的，这方法很简单，一天只要滴

10 到 20 滴的海洋矿物质到饮水中，就可以补充身体缺乏

的矿物质。 

海洋矿物质对身体健康方面的见证︰ 

1. 恶性脑瘤，血癌，得到了海洋矿物质协助而康复。 

2. 喝了海洋矿物质隔天指甲变硬（原本指甲很容易裂

开）；五十肩的人喝了两个礼拜就可以将手臂举起来；

还有，喝了便可以弯下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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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高烧（华氏 100.5），一直不退，试喝天地原素，

每小时半茶匙（一茶匙 5cc，半茶匙 2.5cc），连喝

五次，烧就退了。为防体温再次升高，我又持续喝四

天、三餐后各半茶匙的天地原素，真的也就没有再烧

了。我的经验是：一般的感冒、发烧，服用天地原素

两小时后病情好转至少百分之八十。 

4. 一位朋友生病，每天都有一点发烧，且没有小便，结

果一喝了天地原素就去解小便，原本腿的肿痛也跟着

消失。 

5. 脑瘤，不时会抽筋，一天抽个几次，而且一抽筋就痛

个几个钟头，根本无法出门。喝了海洋矿物质之后就

不再抽痛，可以出门了。 

6. 腰旁长带状售疹，两侧均有约半个手掌大的区块，并

且起水泡，非常疼痛、也痒。他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办

法，我带了天地原素，要他每天至少喝半茶匙的量，

两三天后，他告诉我说情况已经好多了。 

7. 红斑性狼疮病患，二十年以上病史，已有许多并发症，

如血管炎（腿肿、疼痛、发炎，以至无法行走）、视

力受损、器官受损等。之后我乖乖的每天服用天地原

素（Supa Boost）与日月原素（Hawthorn）两种海洋

矿物质（晚饭后各半茶匙），病情获得非常有效的控

制。 

8. 牙套发炎，导致左半边耳朵、眼球、下巴非常疼痛，

经拔牙后，牙医开给我盘尼西林作抗生素，我没有吃

它，而用天地原素替代，每个小时吃半茶匙，一天吃

六次，三天后递减服用量，这让我伤口止痛兼消炎，

六天之后就完全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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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八十二岁的老婆婆，患有先天性心中隔缺损（心室之

间有破洞），虽经手术修补，但是心肺功能仍然不佳，

有非常严重的咳嗽症状，经服用日月原素（每天晚饭

后半茶匙）一个月后，现在只是零星的咳嗽，而且以

往恶臭的尿味也不见了，医生都追问她到底是吃了什

么药。 

10. C 型肝炎带原者，有十年以上的病史，服用天地原素

一个月（没有按时、想到就吃，约一天一茶匙），病

毒指数从一百多降至十五。 

11. 十岁的小弟弟因流感、发烧，并发肺炎住院，因医院

还要培养细菌，需要时间，于是先服用天地原素半茶

匙，隔日烧就退了，且可下床进食，当天即可出院。

之后一天服三次（饭后）半茶匙，一周内即康复。 

让您的植物长更好 

「海洋矿物质(Sea Minerals)」已经慢慢在世界开始流行

起来了。在澳洲、美国，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例如台湾

与新加坡，都已经有实验报告显示，矿物质对于动植物

的具体帮助，这也再次证明，使用过海洋矿物质的农产

品，确实长的更美、更好、更营养。因为矿物质是植物

制作其它营养的基础。投资少，产量增加很多，收益很

好。种植时调的浓度是 1 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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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八部功 

这是由山上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先生所传授。

他在五年间练八部功消除了各种慢性病，并

且由白发变成黑发。八部功的特色是阴阳同

时调理，头部按摩属阳，脚部泡热水和按摩

属阴，两者同时进行，效果特佳。 

五台山八部功从头做到脚，主要是头上六部，

脚上两部，共八部，全身调理，最后的搓脚

心是重点。一般在睡前做，早上也可以做，

早上可以不必烫脚，换成搓小腿，每次是五

十下。 

方法︰先准备一盆或一桶热水，可加入少许

海盐或环保酵素或柠檬，脚放进热

水盖过脚踝。泡脚的同时即作头上六部功。六部功

作完时，水也快凉了。 

第一部以十指梳头五十次。梳时指尖必须

接触头皮。但轻重要适度，头皮以不痛为

止。 

 
 

第二部以手掌按摩头五十次。用两手掌

主要按摩头皮，方法同干梳头，不过要

稍用些力。 
 

 

第三部以手掌搓后脑一百次。手在

脖后搓右手搓左方，左手搓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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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四部以手掌搓擦耳朵五十次。这是一

种全息疗法。全身各部位在耳朵上都有

反应点。故搓耳朵相当于全身按摩。有

强肾之功。搓耳朵时用两手掌上下搓，

那处有痛点，说明那处的相应部位有病

变，应重点搓以刺激耳部有关部份来防

治病变。  

 
第五部以手掌搓擦太阳穴五十次。用左右两

手掌从太阳穴上方一寸处，往下一直搓到脸

下面。  

 
 
第六部以手掌干洗脸五十次。双手并拢，用

两手掌从百会穴一直搓到脸下面，古时叫注

颜术。 

 
 
 

第七部以手掌擦后腰五十次。 

 
 

 

第八部 

将双脚全部泡在水中，这时将脚拿出

来，但千万不能擦干，必须让它晾

干。  烫完脚自干后，

就开始搓脚心 15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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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掌搓脚底，以「男左女右」先后次序，每脚个一千五百

次（大约十五分钟左右），如果时间有限，至少五百次。 

 
 

 
八部功为什么只意注意两头？即「头部」和「脚部」。

不注意「五脏」和「六腑」？这个问题，应从人的生理

上研究。 

关于头部︰ 

因为头部是属于人体的主宰，为「诸阳所会」与「百脉

相通」。中医讲「发为血之余」，「肾者，其华在发」。

说明头发和肾精与血液密切相关。由于精血关系到整 个

机体，所以「发宜常梳」不仅仅是局部作用，而是「掌

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想强身体健，特别是要想保持

一头黑发，必须梳通头部经络，促进头部的血液循 环，

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增加头发根部的血流量，促进头发

生长，改善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增加黑色素细胞的数量，

使头发常年乌黑发亮。  

头部的六部功，除头发对人的生命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外，

其余按摩头部、搓脖子、搓耳朵、搓太阳穴、干洗脸等，

它们的经络，都是通向全身。「肝开窍于目」、「肾开

窍于耳」、「心开窍于舌」、「肺开窍于鼻」、「脾开

窍于唇」等。特别是耳朵，全身各部位，都有它的反应

点。  

 

关于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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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富人吃药，穷人烫脚」，又说「富人吃

人参，穷人搓脚心」。现在医学界也普遍认为「人之衰

老始于足，足血盈，则身心健」。这是因为人的手脚四

肢，都是末稍神经，血液循环较慢，医学上也有一句名

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人身全凭气血支持。「气

为血之师，血为气之母」。血到气到，那个地方气血不 

通，那个地方必有病痛，「烫脚」、「搓脚心」正是加

速血液循环，改善营养，促进全身健康。  

根据中医理论︰常搓脚心，有补肾强身、延年益寿之功

效。因为中医理论认为︰涌泉穴乃足少阴肾经之开穴，

通足太阴脾经与足厥阴肝经。三条阴经又与全身其它经

络相联。三条阴经既通，可调整其它经络，达到治疗疾

病，治疗脏腑，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  

以上八部功，无论头上六部，还是脚上两部，都是用自

己的手笔，而手上「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

「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

经」、「手少阳三焦经」又与全身经络相通。所以这

「八部功」不但通了四肢和两头，而且通了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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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泡脚） 

为什么要做足浴(泡脚)？现今的快速生活方式，从学校和

社会承受的压力，过度的思考，头痛病，或者上呼吸道

疾病，让大部份的成年人和孩子都非常忙碌，头部被塞

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脚却是冷的，因为脚部的

冷，导致睡眠不好。感冒的时候，手脚冰凉，导致感染。

足浴可以刺激身体的循环，驱散头部压力，重整身体和

四肢的能量分配。同样足浴也有放松和镇静的作用，打

破恶性循环的症状，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修复。  

柠檬泡脚 –恢复体力 

• 在水中放入柠檬，切成两半，用刀或叉子刮柠檬皮，然

后用刀把柠檬切成五瓣但是不要切断。用手紧压柠檬让

柠檬油和柠檬汁挤出到水中。  

• 柠檬有收的功效，發燒的時候可以腳泡柠檬熱水，疲倦時

更好。  

薑泡脚 – 改善慢性疲劳症 

• 薑大约母指般大，磨成泥状，热水冲入再加冷水到

38~42
o
C。  

• 泡完马上擦干双脚，然后用手揉脚心大约 500 下。  

环保酵素泡脚 –排重金属、环境荷尔蒙 

• 半杯 125cc 环保酵素加入半桶 40oC 温热水中。 

环保酵素泡脚、去脚死皮、脚鸡眼、和毒素等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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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不同温度的效果 

 

 

  

 热水(42
o
C 以上) 温水(38~41

o
C) 

自律神经  交感神经灵活（机敏）  副交感神经灵活（放松）  

心搏脉搏  变活跃  变缓慢  

血        压  突然上升  不变或慢慢下降  

胃肠机能  机下(胃泌分泌变少)  活跃(胃液分泌变多)  

心        情  紧张  轻松  

入浴时间  10 分钟以内  20~30 分钟  

适用对象  

胃溃疡、胃酸过多的人

无法早起的人(晨浴)需

要抑制食欲的人  

高血压、失眠、压力多的

人、格雷夫斯病(凸眼性

甲状线肿)、胃肠虚弱、

食欲不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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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明道上无限的祝福 

耶稣基督曾说：「你是世界之光」，释迦牟尼佛看到每

一个生命的「光明本性」或「佛性」，光是每一个生命

都有的。人的思维情感会「染色」自己的光，而光彩也

会影响思想情感，而且观想

的光可以影响肉体。 

祈祷送光的方法详细说明：

先将光充满自己，再从太阳

神经丛区送到四周的环境，

送到整个地球，可以继续送

到宇宙，再观想光回到自己，

重复想到自己是光再送光到

每一个生命。光就是爱，看

到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所钟

爱的。 

我们每天需「无休止的祝

福」，至少在开始时抽出几

分钟的时间送光祝福，送到

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我们

就是地球，地球就是我们，

都是一体的，康复地球也就

是康复我们自己。 

以下是用心念，光的观想保护自己，保护居住环境和我

们的大身体—地球，这只是提供参考，一个启发，每一

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光的指引做调整。 

  

 

太阳神经丛区
Solar Pl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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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蓝色光彩—放下、原谅、博爱 

宇宙圆满无条件的爱以天蓝色的光彩从头顶照进头部、

胸部、腹部，一直到脚指头，骨髓、血液、淋巴液、神

经系统、内脏、内分泌腺、皮肤都充满了蓝光，接受天

蓝色光彩的滋补，弥补一切欠缺、遗憾、内疚、怨恨、

纠缠。让天蓝色的光彩净化气体，星芒体和自我意识体。

从太阳神经丛区将天蓝色的光送到身心记忆所需要的地

方，然后扩散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居住环境，将自己的家、

工作地方、城市和生活在这环境中的生命都被光照着，

让他们都得到爱，化解不和谐的能量，将光送到自己居

住的省、州和国家，再扩大到洲和整个地球，从高山到

海底，到地球的核心，地球变成天蓝色的太阳，每一个

生命都得到爱。由地球再送到整个宇宙。祝福宇宙中的

每一个生命都得到爱、都幸福，然从天蓝色的光，再回

到自己，带回整个宇宙的爱，静静的感受光、感谢每一

个生命、每一个生命的经验、每一个事物。 

2.金光—提升转化智慧 

宇宙圆满的智慧、能量以金色的光彩进入自己的头部，

让身体充满了金光，再从太阳神经丛区送到气体、星芒

体，自我意识体转化提升一切所需转化、提升的。金色

的光让我们的言行、情感、思维都由智慧指引。将金光

送到四周围的人、环境，让每一位金光闪闪，再将金光

送到地球和整个宇宙，金光将整个宇宙的圆满智慧带回

地球，带回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和自己，自己和金光

是一体，静静的享受光。 

 
摘自︰http://www.lapislazuli.org/TradCh/magazine/201102/20110201.html 

~ 05 ~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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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爱

爱

爱

爱
爱

爱爱
爱

爱

爱

爱

爱

超时空的康复方法 

这是这些年来雷博士通过祈求所得到的灵感，希望能够

让我们免受电磁波、微波的伤害，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提
升身心，回归灵性的喜悦。 

在个人照片四周用蓝笔写上「慈悲」「爱」真言至少 7

个以上，在最外圈用蓝笔画三圈以上。也可以试看用

「爱」、「谢谢」、「圣母玛丽亚」、「耶苏基督」、
「Om Mani Padme Hum」或代表慈悲的符号等，可用能

量管测量。 

 

 

 

 

 

 

防微波与防电磁波的数字组合 

只要用绿色的笔将数字组合 

防微波：#95＊59# 

防电磁波：#535000＊5＊# 

写在纸上，贴于手机或家电用品上就可以改善微波、电

磁波的干扰。发现者也建议：将写了数字组合的纸贴放

在窗上或口袋中，也可以每天直接在计算机、电话或传
真机键入防电磁场的数字组合一次，来改善波动的能量；

手机则拨防微波的数字组合一天至少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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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爱自己，爱别人，关心自己，关心别人， 

宽恕自己，宽恕别人。 

 爱就是密码，爱就是力量， 

爱产生光明，爱所向无敌。 

 「爱」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 

 要报答造物主，就必须去施爱。 

 「爱」是宇宙「中心意识」的能量。 

 爱心是宇宙的法律，我们的行动决定了星球的命运。 

物质是身外之物，而幸福则与心灵、与爱心有密切关系。 

 如果你有恐惧，爱是无法散发出来，你不必刻意去爱人，

你只要宽恕，爱便自然流露。 

 我们应该如何爱人呢？爱就是『接纳』。 

完全的接纳就是无条件的爱。 

 当你们成为爱，你们周围的人都将会改变， 

这股爱将会流到你们周遭。 

 心念即世界，心念即力量。 

 愉快、幽默感、乐观、希望、勇敢、心灵纯洁、 

信心、宽恕、负责、乐于助人与真正爱心， 

这些才是人类文明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