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50層樓高墜機、死而復生、保住截肢的真人真事！ 

靈魂離體，被死神拒絕入境，載滿超異能譴返人間！ 

這段奇蹟康復的過程教會我：神奇的潛意識自癒術！ 

扭轉自己人生、重遍別人命運，以生命影響更多生命！ 

你不必親歷死亡，就能擁有復生後的重大覺醒與轉變，同創自己的奇蹟生命！ 

 

工作坊對象：對潛意識及自我療癒有興趣人士，正罹患身心症的患者及其家人朋友。 

工作坊費用：RMB3,200  報名及查詢： 潘小姐Penny18507557302 

詳情：www.drbellchung.com 時間：11月8-9日 9:30 am – 5:30pm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2016号深圳音乐厅一楼慈怀∙慢乐生活馆（地铁少年宫站D出

口向右走300米即到） 

鍾灼輝博士 2014 深圳工作坊 

瀕死自癒奇蹟：打開潛意識自癒異能 



	  

	  

	  

打開潛意識強大療癒力量，尋找新世代終極治療良方！ 

	  
 

生命究竟有多大的可能？許多醫學奇蹟，比如罹患癌症末期、器官衰敗的病人，在被宣判醫

療無效的情況下，最後竟能奇蹟地康復！這些奇蹟是如何發生、如何創造的？是純然巧合或是前世

果報？其實每個傷病背後，都隱藏著潛意識想要傳達的重要訊息，如果沒被成功解讀疾病便會一直

在身體裡輪迴。每個人都擁有療癒復修能力，改變你的心態、改變你的生活方式、改變你的思維設

定，可能比任何外科手術、醫藥化療更有效徹底。奇蹟不只屬於我，也不只屬於少數的幸運兒，而

是平等地屬於地球上每一個生命。奇蹟就寫在每個細胞的遺傳密碼上，深藏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我

們都是自己唯一且最好的醫生！	  
 

 

工作坊重點： 

 

◎ 破解自癒能力的祕密，學習以催眠技巧進入潛意識。 

◎ 找出久病不癒的心理「緣」因：個性是如何決定你所罹患的疾病類型？ 

◎ 破解傷病背後的隱藏意義，走出疾病的輪迴。 

◎ 學習以正念化解壓力與負面情緒，別讓情緒病主宰健康。 

◎ 學習「潛醫識自癒療法」的理念技巧，尋找你的潛意識醫生。 

◎ 解構夢境與身體的交互影響，建立夢境的療癒意象。 

◎ 吸引力法則如何引發心念的巨大能量？如何建立念力金字塔，將意念力轉化為自癒異能？ 

◎ 脫離傷病者的迷思，做自己唯一且最好的醫生。 

◎ 仿如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 的現實版，專家自救的真實示範！ 

 

「我以認知心理學專業，透過對潛意識與大自然的解密，創立出一套醫病同源、身心統合的

「潛醫識自癒療法」。這療法並不存於西方醫療或心理系統中，是我總結瀕死經驗與奇蹟自癒後，

所領悟到的一套心理能量療法。透過心理分析、催眠夢境、五感認知、及冥想氣功，把人的意念力

轉化成自癒能量。我謹以這些自癒實例獻給目前正面臨絕望的傷病者，並為需要奇蹟的病人提供最

及時的身心靈救援，在療癒路上相扶持同創自癒奇蹟。」－ 鍾灼輝博士  

8-9/11/2014 深圳2天工作坊：打開潛意識自癒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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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與厭食症把我折磨得夠嗆，腸胃功能徹底紊亂…

二00九年開刀切除百分之八十的大腸，到二0一二年二

月，已發展到幾乎喝水都要吐。我身高一六七公分，只

有三十五公斤，醫生也無奈，表示沒有任何根治方法…

至到二0一二年十一月起練習夢境意象自療整整九十一

天，身心從絕望的深淵重回溫暖的家，我見證著自己的

變化與進步，見證著自己的康復與成長，見證著自己創

造的奇跡…因為相信也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生命奇跡… 

活動結束回家晚上，回想鍾灼輝博

士的分享，眼涙突然出來，他啟動

自己的潛意識能量拯救自己，向我

們證明了生命的無限可能！這段心

靈旅程分享是一筆財富，我很受啟

蒙感恩珍惜！再次謝謝你！ 

生病至今已將近十年(2003~2013)，當初西

醫斷定我只有換肝一途，歷經了好幾次在

急診室的生死關頭…今天我了解了這場病

帶給我的功課， 好好愛自己，說出自己的

心聲，不要過度地在意別人的看法… 學會

了這個課題也該放下它，一步步的邁向痊

癒！我將肝臟想像成兩塊緊緊相連的農

地，呼請宇宙治療的白光籠罩著我的肝

臟，治療受損的部分。 

工作坊對我的幫助很大，自癒的理論由淺入

深，催眠與夢境療法也很容易掌握，我相信

這方法可治療困擾我多年的皮膚濕疹及失眠

問題，令我擺脫對安眠藥與類固醇的依賴。

十分謝謝你把這方法帶到馬來西亞！感恩！ 

我在做催眠及月禪的治療，物理治療師認為我這幾

個星期的進步，讓他感到很有希望！… 我讓溫泉的

泉水靜靜的流動到身體內，再次喚醒深層肌肉，再

次想像腳板在浴池內活動並作畫圈的動作，很自

在，輕鬆並感到快樂… 最近物理治療師考慮要拆掉

輔具，更是一大進步，我會繼續努力的，謝謝你！ 

自癒案例感言 

	  



 

	  

先後以旅者、醫者與死者的三重身分編寫這段奇蹟生命故事！ 

 

旅者 	  ﹣《生命迴旋》 	  
2322日的奇幻旅程，與真實的自己相知相遇，尋找最後答案！	  
《生命迴旋》是一本小說形式的重生傳記，記述我從瀕死意外到尋找答案的

一段奇幻人生旅程。紀錄在旅途中所見所聞：天地、眾生、自己，目的是要

解答瀕死時的人生最後問題。描繪的盡是旅程遇到的風土人情、奇聞軼事，

並沒有既定的目的地與答案。其實人生就好比一場旅程，遇上的人就是旅伴

，碰上的事就是風景，一切的答案都落在沿途的點點滴滴裡。但我必須說明

這終究是一個人的旅程，就如出生、成長、老去跟死亡，都只是一個人的歷

程。如果你願意離開熟悉的陌生世界，勇敢的跟我慢行細品，你便可透過我

的眼睛看見不一樣的天地人心，最後跟真實的自己相知相遇。所以這其實是

一部另類的旅遊工具書，滿載著旅者探索生命的勇氣。 
 

 

醫者﹣《做自己最好的醫生》 	  
144日的夢境療癒，開啟潛醫識的自癒異能，創造醫療奇蹟！	  
《做自己最好的醫生》是一部身心靈療癒實錄，講述我從被宣判終身殘障到

徹底復元的奇蹟療癒經過。我同時以一顆病者與醫者的心，重新經歷自己的

傷痛與療癒。但我必須將經已癒合的傷疤撕開，再次讓骨頭枯萎、內心凋零

。然後以文字、以夢境，再次滋養枯竭的身心，撫平我的十道傷痕。其實療	  
癒就好比一場又一場的成長，受傷停下就是為了走更遠的路，患病倒下就是

為了爬更高的牆。但我必須重申療癒同樣是一個人的歷程，所有的傷口都必

須由病者親自縫合，所有的療癒都是始於病者終於病者。如果你願意卸下內

心的衛甲，勇敢的面對生命中的錯失傷痛，你便可以跟我在平行時空裡，來

一場劃時空的身心靈療癒。最後變成自己唯一且最好的醫者。所以這其實是

一部另類的療癒工具書，滿載醫者珍愛生命的仁慈。	  
 

 

瀕死者﹣《我死過，所以知道怎麼活》 	  
11分鐘的死神相遇，體驗未知死焉知生的智慧，破除輪迴迷思！	  
《我死過，所以知道怎麼活》則是一部死亡解密書，論述我如何看穿死亡的

種種秘密與死後獲得的超常異能。我同時以瀕死者、警察、與心理學家三個

特殊的身份，一同窺探死亡的重大秘密。這次難得的因緣際遇，不僅讓我破

解了死亡的迷思，更令我見證了潛意識的超常異能。在我的人生下半場，我

換了新的步伐、新的視野，不再視別人為我的 競爭對手，不再與天比高，

不再跟命運較勁。我重新面對自己的黑暗影子，尋回自己的純然本心，享受

無常的生命，闊步未知的世界。 

其實，這些轉變都來自我的死亡經歷，有的在死亡當下瞬間發生，有的在死

亡過程中播下種子，在康復過程中萌芽成長，在人生旅途中提鍊完成。但不

管怎麼，死亡都是所有改變的種子與鑰匙。如果你願意放下對死亡的執著與

害怕，無畏懼的跟我走一趟死後旅程，你便可透過我的生命故事，走出生命

輪迴的困局迷思。所以這其實是一部死亡的魔法之書， 滿載著瀕死者重拾

生命的智慧。 
 

被譽為華人世界的奇蹟心理學家：鍾灼輝三部曲 

書藉簡介 



	  

	  

	  

	  
	  

1974年生，土生土長香港人。他是香港大學認知心理學

博士，現為專業心理治療師及暢銷心靈作家。他亦是犯罪心理

學家，曾擔任香港警務高級督察，專責死因調查達七年，處理

過上百宗意外與自殺死亡案件。他的碩士畢業論文是研究如何

運用法證催眠，幫助刑案目擊証人回到案發現場重拾重要記憶

。曾於香港、台灣、北京、日本、義大利學術會議上發表博士

研究論文，是種族差異與臉孔辨認的專家。	  

2004年，他在紐西蘭自駕滑翔機遇上奪命意外，從五十層樓高的摔落，瀕死獲救奇蹟生還後

，年僅30歲的他，被醫生宣布右腳必須截肢才能活下來。他以絕大的生存意志克服劇痛與憂鬱症，

靠自己的心理催眠專業救回自己，從輪椅的傷殘命運中重新站起來，並得到完全康復。他是首位透

過意念力與夢境，成功啟動潛意識自癒能力並把治療過程寫成《做自己最好的醫生》，分享神奇宛

如電影《潛行空間》（INCEPTION）般的親身治療經歷。	  
	  
他是全球唯一集瀕死經驗者、心理學博士、死亡調查官於一身的真實案例，他帶著一個重要

使命而重返人世，希望透過從鬼門關裡回來的體悟分享，幫助每一個人不必經歷死亡，就能擁有瀕

死經驗所帶來的重大覺醒與正面人生轉變，為心理治療與生命教育提供新的啟示與貢獻。他於2013

年創立潛醫識中心，成功開創出一套「潛醫識自癒療法」，為許多的企業領導者和知名人士提供心

理和靈性指導，更為需要奇蹟的傷病者提供最及時的身心救援。 

	  
在生活上他是高級品酒師、咖啡達人，也是茶道、香道、書道等專家，曾旅遊四十多個國家

，會開船、飛機，是滑雪高手與潛水教練，也曾在新加坡國際射擊賽中奪金。2014年，他分別於香

港、上海、台北、吉隆坡開設心靈空間	  Soul	  Room，專注將傳統文化美學結合心理治療，開創出東西

合璧的生活藝術療法「心五道」，推廣正念認知的生活態度	  。	  
	  
他曾於香港經濟日報撰寫專欄，在鳳凰電台＜你的養生坊＞、鳳凰電視＜社會正能量＞、及

騰訊視頻＜夜夜談＞擔任心理專家嘉賓主持，亦於大中華及馬來西亞等地舉辦過百場大小公益及企

業演講，接受過多家報紙雜誌、電視電台專訪，著作包括《生命迴旋》、《做自己最好的醫生》、

《我死過，所以知道怎麼活》。	  
	  

個人網站：www.drbellchung.com	  	  	  	  	  	  	  	  	  	  	  	  	  	  	  	  	  	  	  	  	  	  	  	  	  	  	  	  	  	  	  	  	  個人郵箱:	  drbellchung@gmail.com	  	  	  
臉書粉絲頁：www.facebook.com/drbellchung	          新浪微博：www.weibo.com/chungbell	  	  	  	  
	  

	  

	   

	  

鍾灼輝博士 	  Dr. Bell Ch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