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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自癒源於心情 

一念間‧一生命‧一世界 
這是一個「醫師科學家 (e)(e)(e)(e)(e)」以「系統生物醫學 (c)(c)(c)(c)(c)(e)」「分析與整合(c)」的看病時代  

 

重新思考癌症 (視頻)(PD)(PDc)，「治病」讓人

類反思與學習，其實這像極了是一件

人生「歷練」的過程。「一念間‧一生

命‧一世界」，起心動念間，生命已然

决定。一念間，生命健康程度即已成

定，即「健康預算」亦已成定。 

 

一念間‧一生命‧一世界 (1): 不要焦

慮/煩惱/憂慮/擔心，只要開心 /樂觀 /愉

悅 /快樂 (1.1)：積極 /光明 /正面的影響减

少 10 年發生冠狀動脈心臟疾病。  

 

起心動念間，生命已然决定 (2.1)(2.2): 熵

(entropy)，音同：商，指的是體系的混亂的程度，是體系的狀態函數。熵是

不能再被轉化做功的能量的總和的測定單位。低熵 (c)：就是低耗能，低污染。

反之稱爲高熵。一個系統越是有序，信息熵 (c)就越低；反之，一個系統越是

混亂，信息熵就越高。  

 

生命，幾乎就是(細胞)「訊號或信息分子 (c)」

活動的過程，即是我們人類與所有生物體

的所有「一念間」的信息熵 (c)都儲存在生命

體內的遺傳基因中 (c)，繼而啓動(自動化)複

製、傳遞、表達、及其作用 (視頻:1.,2)(c)。 

 

從「奇妙的人體機器 (視頻: 66, 39:11~43:08)」研究瞭

解: (一念間)「謙卑觀想」進入深層冥想狀

態，可活潑神經細胞活動，提升人體免疫

力。 

 

起心動念的「一念間」越是簡單 /安祥 /優雅

/含蓄 /靜心/善心/愛心，生命體系越是低熵

有序不紊；起心動念的「一念間」越是巧言

令色、利益熏心、勾心鬥角、機關算盡、用

盡心機，生命體系信息熵越是高漲/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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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身體 70%是水體(血液 /細胞液 /體

液 /)構造而成的，終其一生活在水的

狀態下 , 科學實驗 : 生命的答案，水

知道 (視頻:1.,2)(c)(c), 證明 : 心情 /情緒 /意念

直接重大影響著我們自己身體的健

康。 

 

精神 /心理 /心情 /情緒高漲 /混亂的高

熵，最終靜默的「高熵→細胞壓力反

應→亨廷頓氏病 (e)」、「高熵→胃腺癌

(e)」、「高熵→癌症 (e)(e)」→形成「細胞

壓力反應 : 細胞存亡 (e)(e)(e)」的「壓力

反應分子生物學 (e)」，並首先擊垮 (e)聯

繫各組織和器官也是維繫生命關鍵

結構的「細胞外基質 (c)(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無緣揭曉「癌症根本

治療 (c)」，「生命新生 ‧再生醫學 (e)」與

「長壽 (e)」。  

 

因此「生病」或想要「保健」的人宜養心養性的不能生氣/情緒/怨憤/陰鬱

再傷己身的加重病情。 
 

於是，由此「起心動念間，生命已然决定」的「生物物理學」科學證明，2013

年度“中國最美的書”:「空度 (1)(2)(3)」的生活哲學:內心寧靜的慢活，將創造成

就人類最高端的「養生健康」。 
 

生物熵 (c)係表徵生命活動過程質量的一種度量。生物熵在醫學研究中的應用

(c)：從熵的角度解釋生命體狀態變化的物

理本質，生命體的各系統在不同的狀態下，

都對應著一定的熵值。疾病狀態時，體內

微生態平衡發生變化，相應的熵值也就發

生改變。在生物學中，生命現象也與熵有

著密切關係，形成了生物熵。生物熵概念

正逐漸引入現代生物醫學的研究之中，成

爲現代醫學研究的一種新思路、新方法。 

 

聆聽「謙卑之音 (c)」，..., 慨然大度帶來喜

悅，誠實則帶來平靜；尊重和傾聽是家庭

和諧的泉源；一顆慈愛的心連我們的憤怒

也能消融，... 人類 /醫師 /病人若願「第一

關」心生謙卑/善心/愛心，造物主就「第

一次」回饋我們提升人體免疫力，因有謙

卑心/善心/愛心，心靈才得以安祥，情緒才得以安心，才容易領會「第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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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與諒解」，就得以彼此解脫，陰霾消

散，避免了「夏蘭的一生 (c)」的遺憾，就得

以轉化心生「第三關」「一念間」開心 /樂

觀 /愉悅，於是造物主再回饋我們「第二次」

减少 10 年發生冠狀動脈心臟疾病，最後

「第三次」賜予開啓癌症自癒源於心情 (視

頻)(hd:第34頁)，引領人類心生謙卑者「過三關 (120)」，

「醫師與病人」兩得利健康，這將成為「轉

譯醫學 (t1)(t2)(1c)(2c)(3c)(4e)(5e)(6e)與治療學 (e)(e)(e)」/循

證醫學 (c)(e)貢獻人類「醫/患」健康絕佳的

「生活方式醫學 (120)」。 

 

起心動念間，生命已然决定 (3): 少焦慮，不

焦慮，多樂觀的愉悅心情，心因激素才會

分泌越多。「抑鬱自評量表 SDS(4): 抑鬱

越嚴重 , 心因激素分泌越低。」。由此證

實心情「開心 /樂觀 /愉悅」「起動/發生 /產

生」了「心臟荷爾蒙 /心因激素 (c)(c)(c)(心臟利鈉肽)」。 

 

 生命的奇蹟 : 大逆轉 3-2 
「由心臟産生的(心因)激素消滅人類癌症 (e)」，

2008 年美國南佛羅裏達大學健康科學研究中

心首席科學家—大 衛‧衛斯理 (David L. 

Vesely)教授研究證實 (e)並向全世界宣布：心

臟可以分泌救人最後一命的荷爾蒙，它不僅

可以在 24 小時內殺死 95％以上的癌細胞，

而且對其他絕症也有極好的治療效果！在細

胞培養 , 24 小時內，從 ANP 激素原的四個心

因激素，减少高達 97％的人胰腺癌，結腸癌，

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和腎腺癌細胞，心

臟細胞肉瘤，黑色素瘤，甲狀腺髓樣癌，腦膠

質母細胞瘤，以及小細胞和肺鱗癌細胞。在長

效利鈉肽，利鉀尿肽，心鈉素各 1 mM 濃度

下，24 小時內，可分別减少 97.4％，87％，

88％和 89％人類前列腺腺癌細胞繼發血管擴

張，在减少後三天，沒有任何的 (增殖)擴散。 

 

經歷更多(23 份)生物醫學的研究證實 (c)，於是「癌症自癒源於心情」就成為

“中國首部醫療勵志電視劇”《感動生命 (c)》的重要內容，並向社會宣揚。造

物主如此恩賜人類的「謙卑療法」到自動轉化成「癌症自癒源於心情」，在

在顯示如此非藥物的意念 /情境形成信息 /電子傳遞 /傳導的「生物物理學 (c)」

主宰着人類健康核心關鍵元素。                        简体 (c) 繁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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