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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

正見新知

在 2004 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
中心暨物理學館舉辦了以「建
立文化﹑物質與精神的橋樑」
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這兩日各國
專家學者共計有 230 餘人齊聚一
堂，進行學術交流。內容涵蓋：心
物合一的科學觀﹑身心靈的分析
與探索﹑宇宙時空的奧秘等。研討
會上，東華大學醫療經濟學助理教
授胡玉蕙發表一項針對法輪功學
員的研究報告。報告顯示，修習法
輪功的人，煉功前平均一年看病
12 次，煉功後降至平均 6 次，且七
成以上的人成功戒除煙、酒，顯示
法輪功對健康确有幫助。
胡玉蕙教授 1996 年畢業於美
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經
濟系，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目前
在台灣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暨國
際經濟研究所任教。她的專長之一
是 「 健 康 經 濟 學 」（ H e a l t h
Economics）
。胡玉蕙教授在 2002
年底抽樣全台一千多名法輪功學
員，由受試者填寫衛生署設計的國
民健康調查問卷，再將結果與衛署
公布的“2001 年國民健康調查”
相比，發現，一般民眾健康得分平
均七、八十分，法輪功修煉者則在
九十分以上。
清流記者為此採訪了胡玉蕙
教授﹐請她具體談一談這項調查
研究的經過。
記者﹕這項研究很有針對性。是什
麼促使你開展這項調查研究的﹖
這是你學術研究的一部份麼﹖
胡教授﹕由於我從事健康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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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觀察到目前經濟較為
落後的國家中，如印度、衣索比亞
等國民健康狀況非常不好；而已
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國民健康水
準雖然因為醫療技術的進步而略
有改善，但是卻都面臨醫療費用持
續而加速上漲的困境。難道日益昂
貴的現代醫療技術是改善健康的
唯一途徑嗎？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與一位
修煉法輪大法（法輪功）的同事交
談，得知他因為修心煉功，使得多
種嚴重的痼疾不藥而癒。我心中對
這種修煉能改善健康的現象感到
很好奇。雖然我陸續得知好多位台
灣的法輪功學員也有類似的經驗，
但是仍然不能排除這些只是個案 圖﹕胡玉蕙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言
現象的可能性。後來大陸傳出部分
法輪功健康調查的統計數據，顯現 到 20 萬人。因此，我產生了調查台
出法輪功的健康效益不是個案的 灣法輪大法學員健康狀態的動機。
現象，通過大規模群體調查也顯示
由於研究影響人群健康之決
出能達到顯著的健康效果。
定因素本來就是我的專業領域，尤
很可惜，由於中國大陸的江 其國人健康水準對國家醫療費用
氏政權迫害鎮壓法輪大法及其學 的影響甚巨，在制訂經濟政策上有
員，使得研究者無法取得那些原來 很重大的意義，因此這個研究發現
由大陸體協所保管的健康調查原 也是屬於我和其他數位公共衛生
始資料，無法進一步的作更細緻的 領域的學者的研究成果，會將之投
統計分析。有趣的是，自從大陸鎮 稿到國際專業期刊上發表。
壓法輪大法之後，使得法輪大法在
記者﹕能不能具體談談問卷調查
全世界的知名度大幅提高。值得注
開展的情況﹖
意的是，即使在江氏政權傾其全力
胡教授﹕由於這是一份學術研究
抹黑造謠之際，在台灣修煉法輪大
的計劃，我們從一開始就是以極為
法的學員，短短三年間竟然就成長
嚴謹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問卷設計上——我們為了要
能夠和台灣一般人民的健康狀態
作者：心明
相比較，採用了部分台灣 2001 年
全國健康訪問調查的問卷中，自評
增加收入，當然會考慮答應。其實 健康狀態的『shourt form 36』的
不是這樣，也就是說，如果老板信 問項。除此之外，詢問的題目還包
不過我，我沒退休，我經濟不需 含個人在修煉前後的醫療使用量
要，我身體欠安，我不適合此工作 變化情形、疾病變化情形、生活方
等等，您說去任職會是一件很容 式變化情形，以及個人屬性等等﹐
對受訪者的健康狀態做全面的調
易的事嗎？
我們再仔細想一想，要促成 查。
抽樣設計上——我們採取的
老板信得過我、我決定退休、我的
方法是全國分層比例集群抽樣﹐
經濟有困難、我的身體沒有更年
期的病痛、我適合這個工作，你想 也就是說，先將全國的鄉鎮市區級
這其中要牽扯多少人、地、事、物 的行政區，按照都市發展程度分為
及時間的因素，還有它們之間會 十層，在每一層中抽出 20％的鄉
有多少錯綜複雜的關係？請問這 鎮市區後，對該鄉鎮市區的所有法
些 條 件 要 匯 齊 ， 是 個 簡 單 的 事 輪大法的煉功點和讀書會的學員
（在
嗎 ？ 是 某 人 有 辦 法 獨 力 成 就 的 發出問卷。回收率大約是 75%。
抽樣時碰到一個困難，
那就是法輪
嗎？這就是冥冥之中有定數。你
說，“緣”這個字的背後是不是很 功學員都不立名冊，所幸其煉功點
複雜？凡事絕不是單一個體或單 和讀書會的聯絡方式都公開在網
一事件所能成就的！包括今生你 站上，又為了考慮城鄉人口的差異
會與誰結為夫妻、與誰當父子、與 性，為了能夠抽到煉功點較少的鄉
誰成為親戚、和誰結交朋友或成 村地區的樣本，故採用按城鄉分層
。
就什麼事業，都在冥冥之中由因 的集群抽樣方法）

淺談「因緣」

清流記者﹕辛迪
胡教授﹕結果分析方面我們分為
不同的類別。
醫療使用的影響——法輪功
學員在修煉前，平均一年約看 12
次醫師，與台灣一般的人民相同；
修煉後，一年平均看病次數為 6
次，幅度降低了一半，其中還有許
多人只用過洗牙的保健服務而已。
這與台灣一般人民一年看病 12 ～
14 次相比，對降低國家的醫療支
出有很大的貢獻。
疾病的變化——總共問了 16
種國人最常見或是屬於十大致死
原因的疾病。以心臟病為例，修煉
前，有 19%的學員有心臟病，和台
灣人民的 7%相比，超過了 12%。修
煉後，這些心臟病患，約有 90%的
人完全康復或是大幅改善，效果十
分卓著。其他疾病的變化情形也很
類似，顯示出修煉法輪功，不是僅
針對某類疾病有幫助，而是全面的
使身體恢復正常狀態。
身心健康的自我評估——除
了降低生病機率之外，若將法輪功
學員 SF36 的指標（常模，norm）和
台灣一般人相比，發現不論在身體
或是精神健康方面的八項指標，法
輪功學員都顯著的高於一般人，其
中尤以 65 歲以上的群組更為明
顯。隱含了修煉法輪功不僅使身體
健康，同時在心理健康方面也很有
幫助。從分析中也發現，修煉年數
愈長的學員，身心健康狀態就愈
好。顯示修煉法輪功對身心健康的
正面效果，不僅是剛剛開始煉功才
起作用，而是隨著修煉時間愈久，
效果愈來愈好。
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是，當
調整了個人性別、年齡、社會經濟
屬性、患病狀況和煉功年數後，學
員通讀「轉法輪」的次數愈多，身
心健康就愈好！「轉法輪」的內容
是指導學員們修煉心性的法理，顯
示出修煉對身心健康的效果，主要
是來自心性提高的程度，而不是單
單靠煉動作而達到的。
生活方式方面——在修煉前
有菸癮的學員，近八成的人在修煉
後完全戒菸；有酒癮的人，則有近
七成四的人在修煉後完全戒酒﹐
而且大多是集中在修煉後一個月
之內戒除的。法輪功對戒除人們不
良健康行為有極大的幫助。

萬般都有其因緣。我在教育
研究所進修時，就修了一門課叫
做“緣”，教授沒有深度解釋何為
“緣”？但說明東方人類社會許
多行為或事件，是靠對“緣”的認
識而改變或化解的。
“緣”是因緣的簡稱，也就是
任何行為或事件，其先前一連串
牽動的因素。不要小看每一個行
為表現或決定，其背後都有很深、
很复雜的因素在左右著。就縱面
看，可能涉及到久遠年代，也許上
輩子或上上輩子或更遠的事﹔就
橫面看，可能與周邊的人、地、事、
物都有著錯綜复雜的關系。
就以我上班為例。幾年前，我
意願頗高，想去一家公司，非常努
記者﹕社會各界對此項調查的結
力﹐結果還是去不成。等我五十
果有什麼反響﹖
歲退休，我認為一來年紀大，二來
胡教授﹕當這個研究報告於 2002
該公司在裁員，壓根兒就沒有想
年底在台灣立法院記者會中發佈
到能去得了。結果老板一句：
時，現場的立法委員，工作人員和
“來吧！就算來幫我的忙！”我
竟然答應了，順利成行。表面上看 緣所定。有好多人會怨天尤人，是 記者﹕具體的數據分析結果是否 採訪記者們，都被修煉法輪功對健
康的卓著貢獻感到驚訝！立委甚
來，退休閑著也是閑著，上班還可 因為他們不知道“因緣”的道理。 能顯示整體情況﹖
至請求法輪功學員現場教功，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