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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禅医▪ 古老起源



德才禅医·济世之本



达摩禅医

1500余年的积淀，30代人的传承，

31代达摩禅医传人——德才禅医精通禅、功、医，

发掘达摩禅医文化，实现达摩禅医脑心身三修与脊柱康复之功效，

用通俗语言阐释达摩禅医深邃的智慧，让初学者快速掌握真谛，

达到精气神倍长、强身健体、养身养心、摒除百疾、延年益寿之健康目的

。

才拿脊柱康复内功推拿点穴法
       禅医传人·德才禅医

德才禅医·济世之本



发展和弘扬“中国国粹”精华    

传承和推广“达摩禅医”精髓

深化和落实“一带一路”精神
    

德才禅医侨居海外的30余年期间，他始终谨遵师训，不忘初心，将中华达摩禅医文

化精髓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其学员遍及世界各地，师父薪火相传，不断传承和弘扬

中国文化，被尊称为“禅心妙手-爱谛LI·德才禅医”！

2013年，德才禅医应相关机构盛情邀请，荣归故土。德才禅医将毕生所学少林达摩

禅医脑心身三修与脊柱康复绝学回馈同胞，让中华儿女共享打磨禅医的恩泽。

   

德才师父·毕生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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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达摩禅医讲学活动

中国各地达摩禅医讲学活动

      香港达摩禅医研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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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禅医·传承足迹



        西医通过手术实现脊椎修复，德才禅医集

“中西禅”三医之长，不动刀、不用药的玫瑰

掌内功推拿点穴自然疗法修复受损脊柱，在椎

体关节水平面上施加引导力，适用范围广，老

少皆宜。

       德才禅医修复脊椎，科学、安全、简单、

无创伤、无副作用。

达摩禅医·医学精髓



使机体内刚外柔，是醉非醉，达到“意气力”“精气神”的结合。此内功将完成100多个动作，

主要起到闻香纳气，通关开窍，祛除疾邪，纳天地阴阳之气入体，以练气、化气、导气、提气为目的，

使全身每一个部位的任何一种疾患，用双手所练到的内功之气进行全身自我推拿点穴的修炼，又帮助家调理疾患，

实属德才禅医亲传秘要中最为精华的练气养心养身内功推拿点穴秘要。

德才禅医玫瑰掌内功推拿点穴方法的传承，对于中风半身不遂、腰腿疼痛、头痛、脊椎和骨关节、痛

经和产后康复方面的少林绝技，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玫瑰内功推拿点穴康复的方法，



德才禅医玫瑰掌内功推拿点穴秘籍是基于《禅宗少林达摩祖师内功推拿点穴》，并结合了中西医临

床实践内容、心理学、病理学等各学科专著编著。

《德才禅医玫瑰掌内功推拿点穴》是由中西禅医专家德才禅医编著而成，

德才师父是禅宗少林第31代皈依弟子(法名德才),祖籍中国河南。

德才禅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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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与脊髓神经是人们物理和生理功能的基础，脊椎及脊髓节神经直接关系到内脏的健康。

儿童在生长发育期最容易受损伤的就是脊椎骨和脊髓神经，95%的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脊

柱弯曲现象，即脊柱弯曲症。

脊柱是人体骨架的主轴，是人体活动的控制中心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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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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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与脊髓神经

患者的年龄和骨骼成熟程度
儿童的脊骨比较容易变形，因为他们的骨骼还未发育成熟和稳定，最容易弯曲和恶化。

患者的性别
女性较男性容易患上脊柱侧弯，除扭伤、拉伤等损伤以外，还因为女性本身发育机能与男性不同有关。

为此，我们提醒大家早一点为你的孩子做一个X光检查，如有弯曲我们的专家会帮助你们。

达摩禅医治疗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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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课时

课程模式：直播或录播+线下实操

                  课程内容

内功



擦法
用手掌、鱼际等部位紧贴体表一定的治疗部位，做直线来回摩擦，使产生的热能深透到深层组织的手法，称为擦法。

一．掌擦法   
以全手掌紧贴体表治疗部位，做直线来回摩擦，使产生的热能深透到深层组织的手法，称为掌擦法。

1.单掌擦法(1)
2.双掌擦法(2)

3.单掌助力擦法(3)

二．鱼际擦法    
以手掌鱼际部位紧贴体表治疗部位，做直线来回摩擦，使产生的热能深透到深层组织的手法，称为鱼际擦法。

1.单掌鱼际擦法(4)
2.双掌鱼际擦法(5)

3.单掌助力鱼际擦法(6)

三．小鱼际擦法   
以手掌小鱼际部位紧贴体表治疗部位，做直线来回摩擦，使产生的热能深透到深层组织的手法，称为小鱼际擦法。

1. 单掌小鱼际擦法(7)
2. 双掌小鱼际擦法(8)

3. 单掌助力小鱼际擦法(9)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三）平推法
    以指或掌、肘等部位着力于施术部位上，做单向直线推动，称为平推法。

一．拇指平推法  
以拇指罗纹面着力于施术部位或穴位上，余四指并拢前按助力，拇指及腕关节主动用力，拇指延经络循行路线或肌肉纤维平行

方向，做向示指端单向直线缓慢移动的手法，称为拇指平推法。
1.单指平推法(10)
2.双指平推法(11)

3.单指助力平推法(12)

二．掌平推法  
    以手掌面及手指紧贴体表治疗部位，以掌根部为着力重心，肩关节为支点，上臂主动施力，延经络循行路线或肌肉纤维平行

方向做单向直线推移的手法，称为掌平推法。
1.单掌平推法(13)
2.双掌平推法(14)

3.单掌助力平推法(15)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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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拳平推法  
    手握实拳，以示指、中指、环指及小指四指的近侧指间关节的凸起部位着力于治疗部位上，延经络循行路线或肌肉纤维平行

方向做单向直线推移的手法，称为拳平推法。
1.单拳平推法(16)
2.双拳平推法(17)

3.单拳助力平推法(18)

四．肘平推法    
    屈肘，以肘关节尺骨鹰嘴突起部着力于治疗部位上，延经络循行路线或肌肉纤维平行方向做单向直线推移的手法，称为肘平

推法。
1.单肘平推法(19)
2.双肘平推法(20)

3.单肘助力平推法(21)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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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搓法  (22)
    用双手掌面夹住一侧肢体，做动作协调的交替搓动或往返搓动的手法，称为搓法。

五．抹法  
    用单手或双手罗纹面或掌面紧贴皮肤，做上线、左右、弧形、曲线或任意往返推动的手法。

以单手或双手拇指罗纹面或桡侧面紧贴施术部位上，余指置于相应的位置以固定助力。以拇指的掌指关节为支点，拇指主动运
动，做上下、左右方向或直线往返、弧形曲线的抹动。

1.单指抹法(23)
2.双指抹法(24)

3.单指助力抹法(25)

二．掌抹法   
以单掌或双掌面置于施术部位上，以肘关节和肩关节为双重支点，前臂与上臂部协调用力，腕关节适度放松，做上下左右方向

直线往返或弧形曲线的抹动。
1.单掌抹法(26)
2.双掌抹法(27)

3.单掌助力抹法(28)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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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振动类手法
以较高的频率进行节律性的轻重交替的振抖运动，持续作用于人体，使受术部位产生振动、颤动或抖动等运动形式，称为振动

类手法。

（一）抖法
    以双手或单手握住手术者肢体远端，做小幅度的连续抖动，称为抖法

一．抖上肢法    (29)
    受术者取坐位，肩臂部放松，上肢伸直。施术者站在其前外侧，用双手握住其腕部，慢慢将被抖动的上肢向前外方抬起至

45°~60°，然后两前臂微用力做连续的小幅度的上下抖动，使所产生的抖动波似波浪般地传递到肩部。或以一手按其肩部，
一手握住其腕部，做连续不断的小幅度的上下左右抖动。此类手法称之为抖上肢法。

二．抖下肢法    (30)
    受术者取仰卧位，下肢伸直放松。施术者站在其后端，用双手分别握住受术者一侧足踝部，将下肢略微抬起上肢协同用力，

做连续的上下抖动，使其下肢及臀部有舒适轻松感的手法，称为抖下肢法。

三．抖腰法    (31)
    受术者取俯卧位两手拉住床头或由助手固定其两腋部，施术者两手握住其两足踝部，两臂伸直，身体后仰，与助手相对用力
，牵引其腰部片刻，待其腰部放松后，身体前倾，以准备抖动。其后随身体起立之势，瞬间用力，做大幅度的抖动，使抖动之

力作用于腰部，使腰部产生松动的手法，称为抖腰法。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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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振法
    以掌、指或拳附着于体表部位，施以高频率的快速震颤动作的方法，称为振法。

一．掌振法    (32)
以手掌面按压在体表的一定部位或经络穴位上，掌、臂肌肉强力的静止性用力，做有意识的连续不断地快速震颤，使深部组织

有震动感和温热感。

二．拳振法    (33)
施术者重心向前，两臂伸直，手指屈曲，突出四指指节，并按压于施术部位，强力的静止性用力，做有意识的连续不断地快速

震颤，使深部组织有震动感和温热感。

三．指振法    (34)
    以中指罗纹面按压在体表的经络穴位上，也可用示指叠压在中指的背面，运用前臂及手部有意识的静止性用力，集功力于指

端，做连续不断的快速震颤，使深部组织有震动感和温热感。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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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法
用指、掌或肢体其他部位垂直按压或对称挤压体表一定的治疗部位或穴位的手法，称为挤压类手法。

用指、掌或肘等部位按压于一定部位或穴位上，逐渐用力深压，按而留之，称为按法。

一．指按法   
用手指按压于一定部位或穴位上，逐渐用力深压，按而留之，称为指按法。

1.单指按法 (35)
2.双指按法 (36)

3.单指助力按法 (37)

二．掌按法   
用手掌按压于一定部位或穴位上，逐渐用力深压，按而留之，称为掌按法。

1.单掌按法 (38)
2.双掌按法 (39)

3.单掌助力按法 (40)

三．肘按法   
用手肘按压于一定部位或穴位上，逐渐用力深压，按而留之，称为肘按法。

1.单肘按法 (41)
2.双肘按法 (42)

3.单肘助力按法 (43)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二）点法
以指端或关节突起部点压施术部位或穴位的手法，称为点法。

一．拇指点法   
    手握空拳，拇指自然伸直，以示指中节部紧贴拇指扶持用力，以拇指着力于施术部位或穴位上，前臂与拇指主动发力，逐渐

用力，持续点压到一定程度的手法，称为拇指点法。
1.单拇指点法 (44)
2.双拇指点法 (45)

3.单拇指助力点法   (46)

二．屈拇指点法 
拇指指关节屈曲，利用指关节突起部分着力于施术部位或穴位上，前臂与拇指主动发力，逐渐用力，持续点压到一定程度的手

法，称为屈拇指点法。
1.单拇指点法   (47)
2.双拇指点法   (48)

3.单拇指助力点法   (49)

三．屈示指点法   
示指第一指关节屈曲，利用指间关节突起部分着力于施术部位或穴位上，前臂与示指主动发力，逐渐用力，持续点压到一定程

度的手法，称为屈示指点法。
1.单示指点法   (50)

2.双示指点法    (51)        3.单示指助力点法   (52)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四．指节跪点法  
施术者重心向前，两臂伸直，手指屈曲，突出四指指节，并按压于施术部位，利用体重带动身体向下压迫施术部位，逐渐用力

，持续点压到一定程度的手法，称为指节跪点法。
1.单指（节）跪点法   (53)
2.双指（节）跪点法   (54)

3.单指（节）跪助力点法   (55)

五．肘点法   
    屈肘，以尺骨鹰嘴突起部着力于施术部位或穴位上，以肩关节为支点，用身体重量传至肘部，逐渐用力，持续点压到一定程

度的方法，称为肘点法。
1.单肘点法   (56)
2.双肘点法   (57)

3.单肘助力点法   (58)

（三）拿法   
    拇指罗纹面与其余手指指面相对用力，提捏或揉捏受术部位或穴位，称为拿法。一．五指拿法

    以拇指罗纹面与其余四指相对用力，提捏或揉捏受术部位或穴位，称为五指拿法。
二．四指拿法  

    原理同上。三．三指拿法 ,原理同上。四．四指拿法,原理同上。   (59)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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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捏法
用拇指与其他手指相对用力，在施术部位做对称性的挤捏肌肤的手法，称为捏法。

一．五指捏法    (60)
以拇指罗纹面顶住脊柱两侧的皮肤，余四指前按，指腹与拇指罗纹面相对用力，轻轻捏提肌肤，随捏

随提，交替快速捻动向前。

二．三指捏法    (61)
以拇指桡侧面顶住脊柱两侧的皮肤，示、中指前按，指腹与拇指罗纹面相对用力，轻轻捏提肌肤，随

捏随提，交替快速捻动向前。

三．二指捏法 (62)
    ①手指屈曲，以示指中节部分的背面紧贴脊柱两侧皮肤，拇指前按，其罗纹面与示指中节部相对用

力，轻轻捏提肌肤，随捏随提，交替快速捻动向前。
    ②拇指指面顶推皮肤，示指与拇指相对用力，轻轻捏提肌肤，随捏随提，交替快速捻动向前。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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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捻法    (63)
 用拇、示指相对捏持治疗部位，适度用力，进行快速的捏揉捻搓动作，称为捻法。

（六）拨法   
以指、肘等部位深按于治疗部位，进行单方向或来回拨动的手法，称为拨法。

一．拇指拨法    (64)
以拇指指端着力于施术部位，余四指置于相应位置以助力，拇指下压至所需治疗部位，做来回拨动动作。

1.单拇指拨法
2.双拇指拨法

3.单拇指助力拨法

二．屈拇指拨法    (65)
屈拇指，利用拇指的直接关机突起部着力于施术部位，下压至所需治疗部位，做来回拨动动作。

1.单拇指拨法
2.双拇指拨法

3.单拇指助力拨法

如何从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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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指拨法   
用示指、中指和环指的指端着力于施术部位，下压至所需治疗部位，做来回拨动动作。

1.单手三指拨法 (66)
2.双手三指拨法 (67)

3.单手助力三指拨法 (68)

四．指节拨法    
施术者重心向前，两臂伸直，手指屈曲，突出四指指节，并按压于施术部位，利用体重带动身体向下压迫施术部位，进行单方

向或来回拨动的手法，称为指节拨法。
1.单指节拨法 (69)
2.双指节拨法 (70)

3.单指节助力拨法 (71)

五．肘拨法   
屈肘，利用肘尖部着力于施术部位，下压至所需治疗部位，做来回拨动动作。

1.单肘拨法 (72)
2.双肘拨法 (73)

3.单肘助力拨法 (74)

踩法 (75)  
    以足掌前部按一定的技巧踩踏肢体的一定部位，并做各种动作，称为踩法。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用手掌、手背、手指等部位有节奏的叩击、拍打体表的方法，称为叩击类手法。
（一）拍打法    (76)

用手掌或手指各部位拍打受术体表的手法，称为拍打法。
一．双掌侧掌拍肌法
二．双掌合十拍肌法
三．空拳双拳点肌法

四．十指点肌法
五．双拳空心点肌法

六．双拳分点肌法
七．双掌背点肌法
八．单爪型点肌法
九．双爪型点肌法

十．双掌空拳扣肌法
（二）叩法   (77)

    以手指的小指侧或空拳的底部击打体表一定部位的手法，称为叩法。
（三）弹法    (78)

以一手指的指腹紧压某一手指的指甲，用手指连续弹击施术部位的手法，称为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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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课时

                 线下实操

课程模式：直播或录播+线下实操

                        课程内容

内功



一.大幅度摇肩法    (1)
    患者取坐姿，肩部放松自然下垂，施术者站立于其侧前方，以一手轻握其手腕部，另一手用掌背将其腕部缓慢向上托起，托
至140°~160°时，该手随即反掌握住腕部，原握腕手改做循手臂滑移至患肩上部按住，稍停顿一下，此时按肩手下压肩部，
握腕手向上提拉肩部，使肩关节充分伸展，随即握腕手向后、向下摇转，使肩关节形成360°的环旋摇转。如此周而复始，两

手交替协作。

二．摇腰法    (2)
    患者端坐位，腰部放松。施术者半蹲于身后，用一手按住其腰部一侧，另一手扶住对肩侧，两手协调用力将腰部按前屈、

侧屈、后伸的次序摇动，使腰部旋转运动。

三．摇髋关节法    (3)
    患者取仰卧位，患肢屈膝屈髋，施术者立于患侧，用一手按住其膝部，另一手按住其足跟部或足踝部，两手协同用力，使髋

关节最大范围内做环转摇动。

四．摇踝关节法    (4)
    患者取仰卧位，下肢自然伸直，足踝部放松。施术者立于其足后侧，用一手托起其足跟，另一手握住其足趾部，先做适度拔

伸牵引，使踝关节放松，然后在拔伸牵引的基础上，做环转运动。

五．摇腕关节    (5)
    患者手腕自然伸直，施术者一手握住患肢前臂下端，另一手握住患腕的掌指部位，先做适度拔伸牵引，使腕关节放松，然后

在拔伸牵引的同时，做环转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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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背法    (6)
    施术者与患者背靠背站立，术者将患者背起使其双足离地，对腰椎进行牵引、抖动和摇晃的方法，称为背法。

七．扳法   (7)
用双手向同一方向或相反方向用力，使关节瞬间受力，做被动的旋转、屈伸、内收外展运动的手法，称为扳法。

主要有颈椎斜扳法、颈椎侧扳法、颈椎定位扳法和寰枢关节扳法4种，临床应用时应根据不同需求和具体病情，合理选择应用。

1.颈椎斜扳法   
    又称颈椎旋转复位法。患者取坐位，颈项放松，颈前屈或后伸约15°，施术者站于其后侧方，用一手扶住其头顶部，另一手托住
其下颏部，两手协同适度用力，使头向一侧缓慢旋转，当旋转到一定幅度时（有明显阻力感），稍作灵顿，随即做一个快速而又控
制的扳动，此时常可听到“咯嗒”响声，随即松手。扳动幅度控制在5°~10°内。根据治疗需要，可选择单侧扳法或双侧扳法。

2.颈椎侧扳法   
患者取坐位，颈项放松。施术者站于其后侧方，用一手扶住其头侧部，另一手按压同侧肩部，两手协同用力做相反方向的推压。以

增加颈部侧向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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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颈椎定位扳法   
患者取坐位，颈项放松，颈前屈约15°。以向左侧旋转扳法为例：施术者站于其左侧后方，用右手拇指指面顶推患椎棘突或横
突部，左手托住其下颏部向左侧旋转至有明显阻力时，再施巧劲做一快速而有控制的旋转扳动。在扳动的同时，顶推棘突（横

突）的拇指使劲向右侧推压。此时常可听到“咯嗒”响声，随即松手。

4.寰枢关节扳法   
    患者坐于低凳上，颈微屈。以向右侧旋转为例：施术者站于其右侧后方，用左手拇指面顶按患椎棘突或横突部，右手以肘部
托住其下颏部，手掌绕过对侧耳后扶住枕骨部，逐渐用力使颈椎沿脊柱纵轴方向上提拔伸，并使颈椎向右侧旋转至有较明显阻
力时，用巧劲做一快速而又控制的扳动，同时顶推棘突的拇指施巧劲顶推棘突向左。常可听到“咯嗒”声响或有拇指下有棘突

错动感。

八．腰椎扳法      (8)
    主要有腰椎斜扳法、腰椎后伸扳法、顶腰后伸扳法、直腰旋转扳法、单人腰椎旋转复位法、双人腰椎旋转复位法六种。

1.腰椎斜扳法 
患者取健侧卧位，健肢在下自然伸直，患肢在上并半屈髋屈膝放在健肢上，腰部放松。施术者面对患者站于诊疗床边
，以一手（或肘部）按住患者的肩前部，另一手（或肘部）按住其臀部，同时做反方向的缓慢用力扳动，使腰部被动扭转，当

旋转到一定幅度时（有明显阻力感），再做一个瞬间增大幅度的扳动，此时常可听到“咯嗒”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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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双人腰椎旋转复位法   
    患者取坐位，腰部放松。以向右侧旋转复位为例：一助手立于患者左前方并用双腿夹住其左大腿，两手按压左大腿根部以固
定，施术者坐于患者右后方，以拇指顶推偏歪棘突右侧，右手自患者右腋下穿过，用手掌按住其颈后部。嘱患者缓慢主动弯腰
，当术者拇指端有棘突活动时，嘱患者身体向右侧侧屈至一定幅度，施术者用按颈椎之手向下压，肘部在腋下向上抬，使患者

上身向右旋转，同时同时左手拇指向左顶推棘突，是腰椎左最大幅度的旋转。此时常可有拇指下棘突跳动或有“咯嗒”声。

九．胸背部扳法     (9)
    分为扩胸扳法、胸椎对抗复位扳法及扳肩式胸椎扳法等。

1.扩胸扳法   
患者取坐位，双手手指交叉抱于枕后部，施术者立于其背后，两手分别握住患者两肘部，并用一侧膝部顶住患者脊背正中，同
时嘱患者主动做俯仰活动，并配合深呼吸，做缓缓的前俯后仰被动运动。即患者前俯呼气时，术者将其两肘向前推；后仰吸气

时，试着将其两肘向后拉。膝部顶压其背部，使其胸部得到扩伸的同时，胸椎小关节也得到调整。

2.胸椎对抗复位扳法  
    患者取坐位，双手手指交叉抱于枕项后部，施术者立于其背后，用一侧膝部顶住其胸椎病变节段，两手分别从患者腋下穿过
并握住其前臂下段。此时嘱患者做前俯后仰数次后，在其略前倾时，施术者握住前臂的两手用力下压，前臂同时上抬将患者上
臂抬起，使患者脊柱向上牵伸，同时顶压患椎的膝部要向前下顶压形成对抗，做瞬间用力，是胸椎得到松动。常客听到“咯嗒

”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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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扳肩式胸椎扳法    (15)
患者取俯卧位，全身放松。施术者立于患侧，用手掌根按于胸椎偏歪棘突旁，另一手从患者腋下穿过托住对侧患肩并向后上抬
扳，使胸椎扭转至有明显阻力时，手掌根下压，另一手上扳协同用力，做一个有控制的稍加大活动范围幅度的瞬间发力扳动。

常可听到“咯嗒”响声。

十．骶髂关节扳法
    分四步完成。

1.自体牵引势    (16)
患者取俯卧位，在患侧髂前部垫以枕头，患侧下肢悬挂于治疗床外，自然下垂，不能足着地支撑。此法利用患侧肢体自身重量

做自然牵引，牵引时间约10-15分钟.

2.屈膝屈髋势    (17)
    继上势，在自体牵引的姿势上，施术者以一手托起患侧膝部，做极度的屈膝屈髋运动，另一手按压患侧骶髂关节处，按压与

屈膝屈髋同步进行，一按一屈重复三次。

3.屈膝屈髋外展势    (18)
    继上势，在上述极度屈髋姿势的基础上，施术者托膝关节的手用力做“蛙式”外展扳动，按压骶髂关节部之手同时向下用力

按压，再回到极度屈髋的姿势做重复外展法。按压与外展同步进行，共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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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展后伸扳势    (19)
继上势，再上述极度外展姿势的基础上，转为后伸扳法。施术者一手托起患肢膝部用力抬腿由外展姿势转为后伸扳法，另一手

同时向下掀压骶髂关节，再回复到屈髋屈膝极度外展姿势做重复后伸扳法。掀压与后伸同步进行，共三次。

十一．髋关节扳法    (20)
    分为屈髋屈膝扳法、髋关节后伸扳法、“4”字扳法、髋关节外展扳法、直腿抬高扳法等。

1．屈髋屈膝扳法
患者取仰卧位，健侧下肢自然伸直，施术者立于患侧，以一手按于患肢的膝关节，另一手握住其足踝部，使患肢屈髋屈膝并向

下按压，使大腿前部尽可能贴近于胸腹部位，至最大限度时，做一个稍加大限度的加压动作。

2．髋关节后伸扳法
    患者取俯卧位，施术者立于健侧，以一手按住患侧臀部，另一手托住患肢膝部，两手协同用力扳动，使髋关节充分过伸，至

最大阻力时，再做一个瞬间过伸扳动。

3．“4”字扳法
    患者取仰卧位，患侧下肢屈膝，并将足踝放于对侧下肢膝上，形成“4”字状，施术者站于患侧，一手按压膝部，另一手按

住对侧髂前上棘部，协同用力下压，当有明显阻力感时，做一个瞬间的稍大幅度的下压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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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髋关节外展扳法
    患者取仰卧位或俯卧位，下肢自然伸直，施术者立于患侧，一手按住患侧髋部以固定，另一手握住小腿部向外扳动，两手协

调用力使下肢外展，当有明显阻力感时，做一个稍增大幅度的快速向外扳动。

5．直腿抬高扳法
    患者取仰卧位，下肢自然伸直，施术者站于患侧，将患侧下肢置于肩上，两手同时按住膝部，缓缓上抬下肢，当抬至有阻力

感时，做一个稍增大幅度的快速抬扳。

十二．肩关节扳法 (22)
    包括上举扳法、内收扳法、后伸扳法、外展扳法和肩关节杠杆扳法5种。

1.上举扳法
    患者取坐位，施术者半蹲位立于其患侧方，患者将患侧手搭在术者肩上，施术者两手合抱患肩部向下压，同时缓慢起立使患

肢逐渐向上抬举。一抬一放重复3-5次，抬举幅度以患者能忍受为限。

2.内收扳法
    患者取坐位，患肢置于胸前尽量内收，施术者立于其背后并紧贴患者背部，以一手扶患肩，另一手从健侧肩上越过并握住其

肘部，做肩关节内收扳动。重复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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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伸扳法
    患者取坐位，手自然下垂。施术者立于患侧，用一手按住患肩，另一手握住其腕部向背后缓慢扳动，当扳至最大幅度时，再将

患肢屈肘置于其背后，并做向对侧拉动，向上抬举扳动。重复3-5次。

4.外展扳法
患者取仰卧位，施术者立于患侧，以一手按于患者肩部，另一手握住患肢肘部，做向外牵拉扳动。可配合做肩关节内、外旋转动

作。重复3-5次。

十三．关节杠杆扳法 (23)
    利用杠杆原理作用于关节，对关节进行扳动的手法，称为杠杆扳法。主要有肩关节杠杆扳法、肘关节杠杆扳法和膝关节杠杆扳

法3种。

1.肩关节杠杆扳法
患者取坐位，肩部放松，肘关节屈曲约70°~80°于胸前。施术者立于其患肩侧，以一手的前臂置于患肩腋下作为支点，另一手
托住患肢的肘尖部，并缓缓用力向对侧推动，置于腋下之前臂同时上抬肩关节，利用推动力使其关节内产生松动。一般重复3-5

次。

2.肘关节杠杆扳法
    患者取坐位，患肢放在治疗台上，肌肉放松，施术者与其对面而坐，以一手的前臂主语患肢肘弯部，另一手握住其腕背侧，使

肘关节屈曲并用力向下按压，此时置于肘弯部之前臂做向外对抗牵拉，利用推动力使肘关节内产生松动。一般重复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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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膝关节杠杆扳法
    患者取仰卧位或俯卧位，半屈髋屈膝位，患肢放松。施术者立于患肢后方，以一手的前臂置于患膝腘窝部，另一手握住其踝上

部用力向内推按，置于腘窝部之前臂同时向外对抗牵拉，利用推动力使膝关节内产生松动。一般重复3-5次。

十四.  拔伸法 (24)
    术者将患者肢体或关节的一端固定，在关节的另一端做持续牵引，使其得到牵拉拔伸的方法，称为拔伸法。

一．颈椎拔伸法
    患者取坐位，头部保持中立位，颈部放松，施术者立于其侧后方，用一肘弯部托住患者下颏部，手扶其对侧头部，另一手虎口

托住其枕后部，肘部与虎口同时用力向上拔伸、牵引颈项向上。当拔伸至一定阻力时持续一定时间再缓慢放松，再行拔伸。

1．肩关节拔伸法
    患者取坐位，患侧上肢放松，施术者立于其后外侧，以双手握住其腕部缓慢向上牵引拔伸。

2．腕关节拔伸法
    患者与施术者均取坐位，施术者双手握住患侧手腕掌部，逐渐用力牵引拔伸，同时嘱患者身体略向后仰，形成对抗牵引。或施

术者一手握住患者前臂下端，另一手握住其手部，两手同时用力缓慢牵引拔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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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腰椎后伸扳法
    患者取俯卧位，屈肘两手放于头前。施术者站于诊疗床边，用一手按压其腰部病变节段，另一手托起其一侧或两侧下肢，用

力向上扳拉，使腰椎向后过伸。

3.顶腰后伸扳法
    患者取俯卧位，屈膝两踝交叉，施术者以一侧膝关节顶住其腰椎病变节段，两手握住交叉之踝部，并用力缓慢向上提拉，使

腰椎向后过伸。

4.直腰旋转扳法
    患者取坐位，腰胸挺直，施术者立于其侧后方，用双腿夹住患者一侧下肢以固定，以一手抵按其近术者侧肩后部，另一手自
患者对侧腋下穿过攀住其肩前部，两手同步用力，做相反方向的缓慢推扳，使腰部旋转，当旋转到有一定阻力时，再做一个有

控制的瞬间用力扳动，以增加腰部旋转幅度。

5.单人腰椎旋转复位法
    患者取骑坐姿势，双手手指交叉抱住脑后部，腰部放松。以向右侧旋转复位为例：施术者弯腰立于其右后侧，用右膝腘窝部
钩压患者右侧大腿固定，以左手拇指顶住患椎棘突右侧，右手自患者腋下穿过。越过胸前用手掌按住其左肩部。嘱患者慢慢前
屈至拇指感到有棘突活动时，嘱其再向右侧侧屈至一定幅度，此时施术者按左肩之手用力向右扳拉，并用头部右侧顶压患者左
侧上背部以加大旋转力量，拇指同时用力向左侧顶推棘突，使腰椎做最大幅度旋转。此时常可有拇指下棘突跳动或有“咯嗒”

声。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6．指间关节拔伸法
    患者与施术者均取坐位，施术者用一手握住患者腕部，另一手捏住患指指端，两手同时做相反方向牵拉拔伸。

7．踝关节拔伸法
    患者取仰卧位，下肢放松，施术者以一手握住患者小腿下端，另一手握住其足跖部，两手同时做相反方向牵拉拔伸。

8．足趾关节拔伸法
    患者取仰卧位或坐位，施术者一手握住患者足趾部，另一手捏住其足趾端，两手同时做相反方向用力拔伸数次。

十五．提拉法 (25)
1．单提拉法
2．双提拉法

3．背拉颈椎法
4．侧身全拉法

5．左右侧身全拉法
6．双提向上全拉法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运动关节类手法
对关节作被动性活动，使关节产生伸展、屈伸或旋转的一类手法，称为运动关节类手法。

十六．  摇法 (26)
    以患肢关节为轴心，引导肢体做被动环转的手法，称为摇法。

1．摇颈法

    患者取坐姿，颈项部放松，施术者站立于其侧后方，用一手扶住其头顶后部，另一手托住其下颏部，以托住下颏部的手主

动运动，双手协调配合缓慢摇转头部，使颈椎随头部摇转而产生被动摇转。

2．摇肩关节法

    主要有三种，临床应用时根据肩关节疾患的具体病情而导致的活动功能受限程度，合理选择。

1.握手摇肩法

又称小幅度摇肩法，患者取坐姿，肩部放松自然下垂，施术者站立于其患侧方，以一手扶住其肩关节（拇指按于肩前部，其余

四指按于肩后部），另一手虎口交互互握住患者手部，做小幅度的缓慢摇动。

2.托肘摇肩法

    又称中幅度摇肩法，患者取坐姿，肩部放松自然下垂，同时屈曲肘关节。施术者站立于患侧方，以一手扶住其肩关节（姿

势同上），另一手拖住其肘部，做中等幅度的缓慢摇动。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第一步：指抿法
1.两手大拇指按压抿揉眉间印堂穴。反复三次

2.将印堂穴到上发髻分为三段，两手拇指从印堂穴开始向两侧直至耳尖上位置抿揉，在分好的三段上依次进行。反复三次。
3.两手拇指从印堂开始至发髻抿揉，至发髻后，向两侧耳尖上位置缓慢上下抿揉过去，反复三次。

第二步：十指揉法
两手拇指位于印堂，其他手指横向依次排列，加力按压，正三圈反三圈按揉，按住加力点压，缓慢放松。十指向发髻方向换位

置，再依次进行十指揉法动作。
第三步：指跪揉法

两手十指中指弯曲成指跪状，按压于太阳穴，正三圈反三圈大手法按揉，手法要轻要慢，加力点住，缓慢放松，作掌，两手鼓
掌心贴近太阳穴。
第四步：耳部推拿

1.两手食指大拇指从两侧耳垂位置开始，沿耳廓向耳尖使劲按压转揉过去，上下反复三次。
2.两手中指按压耳屏，左三圈右三圈，加力点压，缓慢放松。

如何从心做自己

内功



3.两手中指无名指按压耳道周边位置，左三圈右三圈揉，加力点压，缓慢放松。
4.中指堵住耳道，快速向里抖动，快速拔出，听抽真空的声音。

5.两手抓住耳朵，使劲捏住，上下拽拉三次，里外拽拉三次。
6.双风灌耳，左右手心鼓出来，手心对准耳道，用力向里压，快速拔出来，听抽真空的声音。

7.贯气，两手十指紧靠耳根将耳朵对折捏住，加力，感觉到捏不动为止，两手使劲向里按压，缓慢松手。
第五步：颈部推拿

1.两手除拇指外四指按压风池及周边穴位，正三圈反三圈转动，加力点压，缓慢松手。反复三次。
2.单手按压风府穴，加力左三圈右三圈转动，加力点压，缓慢松手。

第六步：敲打穴位
两手合掌，十指分开，依照从印堂开始到左侧耳尖上位置再到右侧耳尖上位置敲打，再向上挪动，继续向左侧敲打过去，如此

反复，敲打直至头顶百会穴。

如何从心做自己

禅医内



独一玫瑰仙丹掌根脉传承人

 



人体80%以上慢性疾病都与脊椎错位、脊神经被压迫有      

关，但脊柱病患者甚至是专业医生对脊椎错位了解不多。

长期伏案工作，疲劳工作、坐姿歪扭都易患脊柱病。

脊柱错位是如何形成的？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一、什么是脊椎弯曲？

人体90%以上慢性疾病都与脊柱错位脊神经被压迫有关。

以上脊柱弯曲诊断法从1995年至2014年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

十多个国家采用。共经数十万名1岁至9岁的儿童用此法诊断准确率为

98％以上。使用达摩禅医养心身法矫正率为95％以上，10岁到14岁以

上矫正率为50％－90％。

达摩禅医治疗脊柱

脊柱与脊髓·对周身损伤理论



什么是脊椎弯曲？

得了疾病的人，几乎没有人去找过疾病的真正原因——脊椎弯曲错位，

即便是医生自己也知道的不多。

大量临床科学研究证实

达摩禅医治疗脊柱



什么是脊椎弯曲？
人老脊椎先老

如果五脏六腑都正常，而脊椎先退变，甚至“退休”，那等待你的晚年将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无限的烦恼。

大量由脊椎问题造成的病患者，都和童年阶段脊椎损伤有关，再加上成年后长期处于某种不良姿势，如伏案工作等

所致慢性劳损等，使脊椎病成为白领阶层的第一健康杀手。

达摩禅医治疗脊柱



二、为什么儿童脊椎会弯曲，会引起什么后果？

儿童在生长发育期间，最容易受损伤的就是脊椎骨及脊髓神经，在儿童中占85%有脊柱弯

曲现象，这叫脊柱弯曲症。脊柱弯曲又分为C字形和S形，此症在外观异常并不明显，父母

不易被发觉，经X光片后才知道自己的儿童脊柱弯曲，此弯曲多发生在以下情况：

脊椎弯曲高发阶段？

脊柱侧弯15° 脊柱侧弯20° 脊柱侧弯35°

达摩禅医治疗脊柱



三、脊柱弯曲有什么方法诊断？

1  X光透视及X光片，是否有脊柱弯曲。

2 正常身体经络直线定位法；

3 正常身体肩肋髋平线定位法；

达摩禅医治疗脊柱

脊柱弯曲诊断法



四、脊柱弯曲如何矫正？
以上脊柱弯曲诊断法从1995年至2014年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采用。

共经数十万名1岁至7岁的儿童用此法诊断准确率为98%以上。

使用达摩禅医养身心矫正率为95%以上，7岁到14岁以上矫正率为70%—90%，14岁到21岁以上矫

正率为50%—70%。

尽早发现脊柱弯曲，使用达摩禅医养心身法，矫正的年龄越小越好，康复也越快。

达摩禅医治疗脊柱



  24个脊柱保护着身体全部神经系统

C1—不眠症、神经系统疾病、半身不遂

C3—耳聋、鼻病、眼疾、肩部酸痛

C5—颈部扭伤、支气管气喘、咽喉病

C7—动脉硬化、胃痛、支气管炎、心脏病

D2—心脏病、动脉硬化、乳汁缺乏症

D4—肝脏病、胃酸过多、糖尿病、肩痛

D6—胃病、血栓、肾脏病、消化不良

D8—肝脏病、糖药病、消化不良

D10—肾脏病、风湿病、贫血、小便失禁

L1—肠胃病、神经性疲劳、便秘皮肤炎

L2—贫血、不孕症、肝脏病

D4—便秘、腰痛、坐骨神经病、步行困难症

C2—头痛、斜肩、尿毒症

C4—三叉神经痛、弱视、牙病、扁桃体发炎

C6—甲状腺肿、哮喘、突眼性甲状腺肿

D1—胸肌、头部痛、心脏内膜炎、肺气肿

D3—肺结核、肺炎、肋膜炎

D5—胃病、痢疾、恶寒、胰脏炎

D7—胃病、胃溃疡、食欲不振

D9—小儿麻痹症、胆结石、下肢麻痹

D11—

D12—

L1—卵巢病症、月经停顿、生殖器疾病

L2—风湿、局部麻痹、直肠出血、子宫病

痢疾、热病、白带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源自希腊语“skol”一词（意思是扭曲和转动）并由此引发脊骨成

 C字形 或 S字形 弯曲。

由脊柱侧凸导致的弯曲和扭曲是驼背形成的主要原因。

脊柱侧凸（Scoliosis）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什么是脊椎弯曲？

它是一种脊柱的三维畸形，包括冠状位、矢状位和轴位上的序列异常。正常人的脊柱从后

面看应该是一条直线，并且躯干两侧对称。

如果从正面看有双肩不等高，从后面看有后背左右不平症状，就应怀疑是“脊柱侧凸”。

如果此时拍摄站立位的全脊柱X线片，正位X线片显示脊柱有大于10度的侧方弯曲，即可诊断为

脊柱侧凸，即脊椎弯曲。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危害一：影响体形   高低肩、驼背、含胸以及“肋峰” 都是脊椎深度弯曲的表现。      

危害二：影响心肺  脊柱侧弯多在胸腰段，可能会压迫肺脏，引起肺功能障碍，并跟随侧弯的加重而加重。

危害三：影响发育  在临床病例中，有个小女孩12岁时， 脊柱侧弯达120度、身高仅140厘米，经过测量，她几

                               乎“绕道”生长了13厘米。

危害四：影响生育  脊柱侧弯引起脊柱两侧受力不平衡，导致凹侧产生骨刺，压迫脊髓或神经，导致不孕不育。

危害五：影响寿命  脊柱中大量的神经源和人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旦受损，必然导致身体健康下降，

                               影响人体寿命。

脊椎弯曲有什么危害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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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 lonegan spinal three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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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弯曲在X光下无处遁形

脊柱侧弯20° 脊柱侧弯30° 脊柱侧弯35° 脊柱侧弯45°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脊柱侧凸的征兆和病状特征：

肩膀或肩胛骨凸起 ，一侧肩膀向另一侧倾斜，即一肩高一肩低。

衣服不平坦，一侧肩膀挂着衣服，另一侧肩膀挂不着衣服。

显著的姿势异常 或无外观体形弯曲的变化。

脊柱向背部的一边倾斜或脊柱向另一边高起。

------------ --------------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肩膀和/或髋部不平衡，高低脚走路或走路时上身左右摆动。

背部疼痛或肌肉痉挛， 不能久坐、久站、久走。

经常疲劳，神经紧张，全身时常无力，打不起精神。

征
兆
和
脊
柱
弯
曲

Zen lonegan spinal three a m
edical and health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脊柱病变▪ 百病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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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病之痛▪ 身心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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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弯曲15度以内的，每天早晚各练习达摩禅医矫正法一次。脊
柱
弯
曲
如
何
矫
正

Zen lonegan spinal three a m
edical and health

这摩禅医▪ 医学精髓



（二）弯曲25度以内的，每天练习两次，外加儿童推拿引位弯曲脊柱（由父母

帮助进行，我们会传授给父母方法）。
脊
柱
弯
曲
如
何
矫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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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弯曲35度以上的，需要我们的脊柱弯曲矫正机构进行专门矫正。脊
柱
弯
曲
如
何
矫
正

Zen lonegan spinal three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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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身健体  百病远离

改善体型，解决驼背、体型弱小等脊柱问题

改变性格，解决胆小、懦弱性格，增强自信心

改良体质，解决体弱多病，增强体魄

改进观念，掌握调理心身健康的法门

达摩禅医儿童篇

这摩禅医▪ 医学精髓



独一玫瑰仙丹掌根脉传承人

达摩禅医能让你收获什么？

成人脊柱弯曲矫正篇



脊椎挺拔  人生赢家

这摩禅医▪ 医学精髓

达摩禅医成人篇



达摩禅医养心身，修身养脑，让你立刻忘却过去的难言痛苦，循序渐进，用自然的疗法祛除陈旧的病痛，

从此让你永久的掌握调理身心健康的法门。

 达摩禅医能让你收获什么？

德才师父现场传授采宇宙能量之光用内功推拿点穴的方法

回归生命本能，开启重生密码。
和谐修养身心，迎接全新自我。



达摩祖师四十二手眼内功叫你立刻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并立刻可以感受到的宇宙之能量



达摩禅医与宇宙能量

宇宙能量遍及宇宙，无所不在。它连结着银河、地球、人类和分子，它是众生万物之间的空间，它是使整个宇宙井然有序的连结键。宇

宙能量就是生命的势能，宇宙能量是维持生命秩序和扩展意识的要素，宇宙能量是所有行动和生理功能的基础。我们在深睡和完全的静

默中接收到一部分的宇宙能量。

再运用这个能量从事日常的心灵活动。例如，观看、说话、聆听、思考和所有的身体活动。在睡眠中获得的有限能量，并不能满足这些

活动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会感到疲惫、倦怠和紧张不安的原因，这些现象导致了身、心的压力和各种疾病，克服这些压力和疾病的唯一

之道，就是获得更多的宇宙能量。

宇宙能量是维持生命秩序，活出健康和快乐的要素，它让我们全心地专注在当下的情境，它让我们获得知识，让我们扩展意识，只有透

过坐禅的动静结合调天地之气，我们才能汲取到充沛的宇宙能量。

人体阴阳与宇宙 人体阴阳与天地人体阴阳与易经八卦

什么是达摩禅医？

主持人讲：



达摩禅医与宇宙能量
我们使用接收到的宇宙能量进行观看、说话、倾听、思考等身、心活动，

这些功能都靠着我们接收来的宇宙能量才能运作。

我们获得充沛的宇宙能量，

宇宙能量在能量体内的所有能量管内流通，宇宙能量强大的流势可以清洗所有体内的疼痛，

以宇宙能量清洗干净以后，我们就摆脱了疾病。能量开始在身、心内流动的时候，我们的头部或全身会有沉重的感觉某一特定区域的

能量管清洗干净的时候，身体会有刺痒或疼痛的感觉。有时候，身体的不同部位都会感到疼痛，

这种疼痛不须要吃药，多做一些打坐之后，所有的疼痛感会自然消失。

透过打坐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可以让我们摆脱所有的身、心疾病，我们称为无念的状态。

这是一个静心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开始接收源源不绝的宇宙能量，打坐的时间越久，我们接受的宇宙能量就越多。

宇宙能量在我们的能量体内流动。

达摩禅医入关禅坐

主持人讲：



采宇宙能量之光

 

入地千丈中

达摩禅医强脑养身心术



《宇宙中的磁场锁定了你的命运》

人如何享这美好的宇宙 人如何享这美好的宇宙

什么是达摩禅医？



采宇宙与大地之气修脑心身

如果我们真的看懂了上面的东西，你就得到了健康长寿的百分之七十，

另外心态、饮食、及时调理各占一成，唯独睡觉占七成。

我们现在经常丢了西瓜捡芝麻，花了大量的钱财和时间在人力、药力上，殊不知，人力、药力，不及天力，

人在天地之间只是一粒微尘而已，微尘只有和自然融为一体，才会“长生久视”；

当微尘脱离自然时，就会瞬生瞬灭。

主持人讲：



    采宇宙能量之光早修《达摩祖师强脑养心身术》

找一处明亮、宽阔的地方，室内练习需面向窗外明亮的地方。

两脚并拢，自然站立，吸气，脚跟起来，越高越好，停止呼吸，全身放松，收腹提肛，呼气，脚跟落下，反复做。

身体下蹲，迈步，松静站立，两脚与肩同宽，两手抱球于会阴前，收腹提肛两手加力，快打，越快越好，慢慢减速，两手左右展臂与肩平，

体会手上的感觉，手加力，想你的手，手放松，想地心，越深越好，将身体内的浊气排到地底。

引掌托天，加力想手，放松想宇宙。两手继续上升托天，继续加力想手，放松想宇宙。

两手伸直高举过头顶，两手固定，向后拱腰，面向天空，两手与额头呈三角形，想象双手抱的宇宙就在眼前，吸气手加力动一动手，

呼气想宇宙，观察是否有小水珠和颜色在眼前飘。如果看到黑色的表示你前两天太疲劳了，去寻找白色亮点。

慢慢直腰起来，将宇宙之气灌入上丹田，双手立掌紧贴面前，想整个头，想整个手，头手是连在一起的，两手紧贴着自己的脸，闭眼，由内向

外快速旋转搓你的脸，这时候你眼前会出现很红很红的光，红多的时候两手旋转着离开面部10公分，还是有红光，再贴近脸。反复做，做21次

。

达摩禅医强脑养身心术

主持人讲：



主持人讲： 德才师父13_15年在嵩山少林寺达摩洞和学员们在修炼
采宇宙之气，纳宇宙之能量调天、调地、调自己~



独一玫瑰仙丹掌根脉传承人

达摩禅医能让你收获什么？

      修男強女缩洗髓术篇
《详细内容为秘传文字和视频不对外》



德才 传   口传心授

修男強女缩洗髓术篇

这摩禅医▪ 医学精髓

印尼学员在修练男強女缩洗髓术



修女缩洗髓术

这摩禅医▪ 医学精髓



男性由于长期脊柱与脊髓神经受压 神经紧张，疲
劳过度，情绪不稳定，压力过大导致的性欲低下，
阳痿和早泄，大脑无法指挥阴部，使阴部的神经越
来越麻木。只要有腰痛和颈肩背痛，有大肚子的人
就会出现阳痿早泄这些情况，所以一定要放松神经。

调整任督二脉及脊髓神经，加快全
身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达到活血化淤， 十二正
经和奇经八脉得到正常的阴阳平衡，使心身放松进
入更深的层次，

修男強洗髓术篇

这摩禅医▪ 医学精髓



独一玫瑰仙丹掌根脉传承人

禅医坐禅入关、修关、闭关秘要

 入关3天、修关5天、闭关7天禅医秘要



(修关)用心观察修筋骨，壮脏腑除

病疾，改造体质，修神养精。

(入关)参悟禅机修皮肉，开脉络接天地，

激活潜能，强心健身。
第一入关

(闭关)闭者空修经髓，通百脉调未病，

心平气和，养生延寿。
第三闭关

注:  以上入修闭三关是达摩始祖禅医智慧中"初关修皮、中关修骨、高关闭修髓"的禅宗精华。

达摩禅医能让你收获什么？

第二修关

修达摩祖师入关3天、修关5天、闭关7天禅医秘要 

什么是达摩禅医



达摩祖师坐禅入关、修关、闭关秘要

修炼达摩祖师禅医坐禅入关、修关、闭关，内功是形体动与静、意气力、精气神、内刚外柔、以及阴阳、呼吸吐纳的多方调整。

采宇宙之能量，吸天地之精华，纳气入体内，呼体内废气释放出去，吐故纳新。

用意气力调运五脏六腑及周身经络、骨络之气，接雨水为溪，自溪至河、至江、归海，此气为上神、中气、下精三丹田之气，

如先天之肾气弱需调下丹田之精气练内功；脏腑弱练中丹田之气。

先天之本的脑不强者又固之，调上丹田之神气练内功，故三焦不合及周身疾病，需调天、调地、调自己之精气神。

修炼达摩祖师神医内功与静坐完全不同，此法最高境界就是三焦聚一点，天地精气与先天之本合二为一，便练成此内功。

练此内功的基础很深，必须有师父亲传。

不是功夫高会打拳，而是要博学。在专师亲教下读懂中医，周易,内经，道德经,熟本草，知万物，运气之法，

在天地万物大自然中去找，细心观察会有收获,有收获有天赋者是修练本内功之才。

此时经3天，

7天，21天之后，

正式完成入关阶段的修炼；

修关则是在入关的基础上继续修炼中三关，

经3个月，7个月，21个月之后

将会修成不同的内功感觉；

闭关，高三关的修炼，

经3年，7年，21年之后方能出关，

此时内功必可达到极高的层次。

入关 修关 闭关

什么是达摩禅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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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cal

初阶
三天

(入关)

学员

达
摩
禅
医

1. 达摩禅医内功自我诊断闻香振场调阴阳平衡

2. 达摩禅医来源、什么是达摩禅医、禅医的特点介绍

3. 宇宙中的磁场锁定了你的命运

4. 达摩祖师坐禅入关、修关、闭关秘要理论介绍

5. 达摩禅医的调阴阳、丹田与七情理论

6. 洗脑、清心、换身秘训七情回忆篇

7. 达摩禅医内功阴阳、丹田与脊柱、脊髓对周身损伤理论

    （采天地之、心身与宇宙、四十二手眼及白红紫玫瑰掌）

8. 卧虎扑地洗髓术(第一套路)的修炼（介绍男强女缩秘训特点）

9. 修禅静秘要-禅坐(达摩祖师四十二手眼第一套路)

10. 采宇宙能量之光早修《达摩祖师强脑养心身术》(第一套路)

11. 男强女缩养心身洗髓术秘训(第一套路)的修炼

第一阶段入关《意气蓬发》3天 2夜：调意气   开膛调气

注：  1、2、3、4、5、6、7项为第1天上午、8项为下午。9项为第1、2、3天晚上。10项为第2、3早上。11项第2、3天



1. 达摩禅医内功的禅坐调天地人、同门疗伤炼丹与理论介绍

2. 达摩玫瑰仙丹掌闻香开关及采天地之气修心身秘要

3. 修禅闻香吐纳秘要及大小周天养心身术

4. 修禅闻香吐纳秘要（1）禅站（2）禅卧(第一套路)

5. 修达摩祖师禅医《动静强壮秘要》(第一套路)

6. 动与静内外的修炼《缩腹术秘训》(第一套路)

7. 男强女缩养心身洗髓术秘训的修炼(第二套路)

8. 卧虎扑地洗髓术的修炼(第二套路)

9. 调天调地调自己的修炼(第一套路)

10. 采宇宙能量之光早修《达摩祖师强脑养心身术》(第二套路)

11. 修禅静秘要-禅坐(达摩祖师四十二手眼第二套路)

第二阶段修关《内刚外柔 内外双修》5天 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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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3、4项为第1天，5项为第2天，6项为第第1天，7项为第4天，8、9项第5天，10项为第2、3、4、5天早，11项为第1、2、3、4、5天晚上。



1、达摩禅医内功的禅坐调天人地、同门疗伤炼（考试）

2、达摩玫瑰仙丹掌闻香开关及采天地之气修心身秘要（考试）

3、修禅闻香吐纳秘要及大小周天养心身术（考试）

4、修禅动向天地发声、发意气力秘要              

     （1）修达摩祖师禅医《动静内刚外柔强壮秘要》(第二套路)

     （2）男强女缩养心身洗髓术皈依弟子秘训的修炼(第三套路)

     （3）卧虎扑地洗髓术的修炼

     （4）调天调地调自己的修炼

5、禅闻香内功秘要(第二套路)                         

     （1）禅站（2）禅卧（3）同门疗伤练气、排打。

6、禅医点穴推拿秘要，二十多种手法秘训（考试） 

7、德才师父给闻香、灌顶、皈依为达摩祖师32代，发行字辈弟子证

8、采宇宙能量之光早修《达摩祖师强脑养心身术》(第三套路)

9、修禅静秘要——禅坐(达摩祖师四十二手眼)(第三套路）

第三阶段闭关《刚柔并济》7天 6夜：

注：1、2、3项为第1天，4项为第2天，5项为第3天，6项为第4天，7项为第5天，8项为第2、3、4、5天早，第1、2、3、4、5天晚上，9项为第6、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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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修禅养者，要求穿着宽松衣物，全神贯注，进入禅房闻全世界最好的印尼巴布亚沉香，同时由中西医专

家德才师父用达摩祖师四十二手眼及玫瑰仙丹掌为每一位修禅养者进行灌顶点穴，目的是将玫瑰仙丹掌的

白玫瑰、红玫瑰、紫玫瑰的颜色及掌心仙丹灌入修禅养者头顶并传入体内，达到身心彻底放松，十二正经

及奇经八脉找到修炼内功的感觉，同时修炼达摩祖师卧虎扑地回头望月术，此望月术是调整任督二脉及脊

髓神经，加快全身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达到活血化淤，消除疾病的目的，并使修禅养者十二正经和奇经

八脉得到正常的阴阳平衡，使身心放松进入更深的层次，最终达到真正养心养身的目的。修炼以上内功辅

以闻香纳气可使修禅养者镇静安神，行气理气运气时更为通畅。

纳气闻香

Learning harvest

达摩
禅医

高阶
7天

(修关)
(闭关)

学
习
收
获

此内功是将修禅养者通过灌顶点穴及修炼卧虎扑地回头望月术所得到的内功运功的感觉，通过一系列独特动

作将内力从丹田运于手上，并修炼达摩祖师四十二手眼及玫瑰仙丹掌的动作，修炼此内功可使体内废浊之气

及病痛排出体外，使身心得到放松，清除机体神经血管的阻滞，达到扩张血管，全身血液循环加快的目的。

内功引气术



达摩禅医养心身，修身养心，让你立刻忘却过去的难言痛苦，循序渐进，用自
然的疗法祛除陈旧的病痛，从此让你永久地掌握调理身心健康的法门。

（1）体型恢复，魅力提升

          拉伸扭曲脊椎，纠正体型，快速消除女性大屁股、大肚子、大腿赘肉等肥胖症状，恢复完美体型；

（2）产后修复，身心平衡

          快速恢复女性产后子宫下垂、产后忧郁、心烦意乱、全身疼痛等综合征，修复生命机能。

（3）自我康复，健康法门

          达摩禅养养心身，短期内可使女性月经不调、痛经等症状得以好转，通过后期持续的练习， 可增强身体各方机能，

          开启健康法门。

女学员学习

（1）缓解疲劳，轻松静心

          达摩禅意养心身采用动静结合的方式，能快速缓解精神压力、疲劳过度、全身痛疼等症状，让你轻松得以静心安神；

（2）增强体魄，再现雄风

          对阳痿早泄、前列腺炎等男性疾病有较好的改善，若能坚持持续练习，则能增强体魄，自我修复弱化的器官和机能，

（3）减脂瘦身，改变形体    

        改变体型快速消除男性大肚子、身体肥胖等症状，改变体型，增强男性内在气质；

男学员学习

Learning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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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玫瑰仙丹掌根脉传承人

达摩禅医能让你收获什么？

全民公益传承
 使人人受益 
 自我疗痛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