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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試圖根據歷年來，無形在師資高教班、傳道傳教訓練班中所傳示有關天人文

化方面的聖訓，來做一種理論性的建構，希望解破皇誥救劫力量的轉化原理，找出皇誥

為何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以化除一般人對皇誥救劫力量的疑慮。作者分別從 1、氣

轉運 2、鐳轉運 3、以氣御心、以氣御物，達到救劫、化劫的目的三方面來分析。並

提出由外推到內轉的能量運轉脈絡。另一方面，透過皇誥的力量，再配合信願行深淺程

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內在生命改造，進而探討人如何由小我生命蛻變到大我生命。依此

而得出結論，當祈禱者能虔誠祈誦皇誥，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一心一意，為

挽救浩劫而祈禱，則透過集體力量逆轉三期末劫的行運的同時，亦減緩或消除個人生命

之劫的運轉速度。而同時逐漸進行內在生命的昇華，解開和子餘習，激發內在潛能，由

外推而內轉，由內轉而外推，兩相配合，則真正轉化個人的人生，得到真正的自由，返

原還本。足證明皇誥不僅可挽救浩劫，亦可成就上聖返先天，其力量真正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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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皇誥救劫力量的轉化原理 
 

周靜描 

 

 

壹、前言 

皇誥是天帝教同奮的五門功課之一，也是天帝教的救劫法寶之一。本師世尊曾說：

「惟有  上帝的皇誥與天曹寶誥，可說是人間救劫的唯一法寶。」1但是面對今天快速

變動的時代，人們追求速食文化，科技日新月異，人逐漸以為可以掌控這個世界。因此，

皇誥相應於這新時代，是否受到了挑戰，受到了質疑，是否已不符合現代人的需求？做

為一個救劫的宗教，在面臨新世紀的來臨，皇誥做為一個救劫宗教的救劫法寶，我們當

然有必要對它做一省思與檢視，看其是否適應這個時代的需求。 

談皇誥不免需要說明其歷史淵源。皇誥之所以頒布，來到人間是為救劫而來，最早

在民國十三年，中國大陸常州地區發生乾旱，三個月未曾降下一滴雨，百姓苦不堪言，

當時即蒙應元上聖高真濟佛祖透過天人交通方式指示過純華小姐（即坤元輔教）：劫難

將臨，但可經由虔誠誦唸  天帝的聖號—皇誥來化劫。常州地方人士遵命行事，三天下

來果然求得大雨，完全解除了乾旱。此為皇誥傳來人間的由來。2民國二十六年本師世

尊謹遵天命，歸隱西嶽華山，感於災難是起，為祈禱抗戰最後勝利，確保關中一方淨土，

祈求  上帝化減災難，於是再度祈誦皇誥。民國六十八年年底、六十九年年初，美蘇對

抗，核武危機迫在眉睫，核戰一觸即發，本師世尊立即親手抄下華山時期之皇誥，親率

當時正宗靜坐第一、二期同奮早早晚晚祈禱  上帝，妙現神通，化延毀滅浩劫…，一直

到現在的長期保臺護國法會。 

吾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做為一個宗教徒，在面對時代的動亂，面對無可避免、控制

的災難來臨之際，他的武器惟有祈禱一途。 

或許有些人會這樣質疑，皇誥，以它外在的形式而言，只是一群人在一個神聖的祈

禱場所，所做的虔誠禮拜而已，會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力量嗎？ 

首先，我們來看〝皇誥〞，全文為〝慈心哀求，金闕玄穹主，宇宙主宰，赦罪大天

尊，玄穹高上帝〞，它是  上帝的聖誥。其意為以己之慈悲心哀求  上帝妙現神通，寬

恕既往，使得大地春回！猶記得本師世尊於光殿上親手題的一首偈，〝聲聲願願達金闕，

吸吸呼呼通帝心〞，即以己之慈悲心與  上帝寬恕之心合而為一，化出一股正氣力量撥

亂反和。 

民國 26 年，本師世尊遵奉天命，鎮守華山，以其精誠之心長期祈禱抗戰最後勝利，

                                                 
1 本師世尊於戊辰年正月初九  上帝聖誕講詞。 
2 參見《皇誥真詮》，天帝教臺灣省掌院編印，民 8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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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誠獲感應，黃河八年不結冰，終能確保關中一方淨土；民國 68 年親率兩期同奮三十

餘人，日夜祈禱，哀求化延核子毀滅浩劫；民國 69 年天帝教奉  上帝詔命重來人間；

民國 72 年在富士山擴大舉辦祈禱化解人類毀滅危機暨減輕日本重大天災大會；民國 73
年甲子年全力響應九千萬聲皇誥，美蘇重開限武談判；民國 74 年持續誦唸九千萬聲皇

誥，以拯救蒼生；民國 76 年持續誦誥二千萬聲以普濟幽冥；同年 10 月，以精誠之心祈

禱，琳恩颱風轉弱，解除威脅；同年 11 月，前往洛杉磯舉行化解世界核戰毀滅浩劫祈

禱大會；民國 77 年，經國先生為國鞠躬盡瘁，全教同奮舉辦百日「保臺護國法會」，百

日內誦滿三千萬聲，以求社會安定；同年 6 月延續舉辦「第二期百日保臺護國法會」；

民國 78 年舉辦為期十八個月的「第三期保臺護國法會」；民國 81 年起長期祈禱保臺護

國法會；民國 83 年 12 月，本師世尊以肉身承擔中華同胞共業，歸證回天；民國 84 年

台海危機，本師世尊於無形以「破天時」行動，配合人間祈安法會，台海危機轉危為安；

民國 85 年，台海上空烏雲密佈，連起大霧，遏阻中共武力犯台；民國 90 年 8 月是逢 55
天閉關，逃芝颱風橫掃台灣，緊接著尚有三個颱風隨後而來，全教同奮緊急加強誦誥，

化險為夷，減輕災難…。 

天帝教透過皇誥的力量化減災難的努力不曾停止過！無怪乎，本師世尊一再地告訴

我們，「只要大家虔誠祈誦皇誥，自然會形成一股正氣的力量，衝破瀰漫台灣上空的暴
戾之氣，可以化戾氣為祥和，確保台灣復興基地。」3又說：「我們帝教同奮虔誦皇誥，
既然能化延核子毀滅劫，解救了世界五十億蒼生的空前災難，怎麼會無法化解台灣兩千
萬同胞的危難呢？」又說：「天帝教同奮要肩負起台灣兩千萬同胞的共業，虔誠祈誦皇
誥，共同哀求  天帝慈悲護佑台灣度過危險難關，直到兩岸和平統一。」4 

「皇誥」既能救天下蒼生，化解核子毀滅戰爭，又可了卻人道。但是有些人還是可

以這樣的質疑，認為「皇誥」只是宗教徒基於宗教上一種虔誠禮敬之心，而認定其具有

不可思議的力量，然而對於未深入其境的人而言，並不能感受到它的力量。因此，本論

文試圖根據歷年來，無形在師資高教班、傳道傳教訓練班中所傳示有關天人文化方面的

聖訓，來做一種理論性的建構，希望解破皇誥救劫力量的轉化原理，找出皇誥為何具有

不可思議的力量，以化除一般人的疑慮。並藉此說明何以本師世尊能夠如此大聲地說： 

「皇誥」不但能救天下蒼生，化解核子毀滅戰爭，而且可以消滅世界各國暴
戾凶殺之氣，促成世界和平，小而可以消除個人業障，增福延壽，同時可使得修
道人早日能夠順利修成正果，促成功德圓滿，了卻人道，回到  上帝左右。5 

首先，要談皇誥救劫的轉化原理，就必須先了解何謂劫？要救什麼劫？師尊說：「劫

由人造，必由人化，劫由心造，必由心化。」何以說，「劫由人造」、「劫由心化」呢？

聖訓曾將劫的起因歸納為三類6： 

                                                 
3 本師世尊於己巳年在主院春節團拜訓詞。 
4 本師世尊於民國七十八年在主院農曆春節團拜時訓詞。 
5 本師世尊於 1992 年 9 月 21 日在日本主院大同堂訓詞。 
6 參見第一期傳道傳教訓練班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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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自然氣運逐一演變。 

這是大自然成、住、壞、空自然演變的過程。 

二、人類迷失顛倒，  上帝震怒爰降浩劫。 

意指由於人類真性的迷失，沉陷在冤孽報復的惡性循環中無力自拔，故  上帝

要以「震怒」、「赫怒」降下浩劫，警惕人心，以挽救蒼生，亦是不忍蒼生繼續沉淪

的至仁至慈的具體做法。 

三、人為的大肆破壞，以致影響天地的清寧。 

由於人類無知而不斷破壞大自然生態、發展，破壞水土或發展高科技，製造核

子武器等，嚴重污染全球生態環境，所遭致大自然的反撲。 

上述三點，尤以二、三點甚於第一點，以去年美國 911 事件、印巴核武衝突、中東

危機、東南亞恐怖攻擊、暴力事件、台海衝突，以及美國可能攻打伊拉克等等事件而言，

其中人所遭受的痛苦、所累積的仇恨不都是人類自己遭致的嗎？據美國系統科學家歐

文•拉茲洛指出，目前全球人口已到達 60 億，而且還在增長之中。飲水、空氣、土壤

等資源被污染、破壞不斷在擴大，城市各種廢棄物在不斷增加，每年失去 500 萬至 700

萬公頃的農業用地，預計 2025 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將處於無法生活的狀態。7除此之

外更有報導指出，美國所研發的核子彈足以毀滅地球 50 次。以這樣的情況來看，人類

不用等到  上帝爰降浩劫，人類就已經彼此自相殘殺而自己毀滅自己了。因此，追根究

底還是人心出了問題，人有了私心、貪心。人心正，則氣正，體內正氣充沛，自然產生

化戾徵祥的氣息，在太空中形成一股祥和之氣。反之，人心不正，沉溺於虛、妄、迷、

執中無法自己，甚至產生凶、殺、暴、虐之氣，此不祥之氣不斷凝向大空，影響天之清

寧，自然形成一股暴戾凶殺之氣、貪瞋癡迷之陰濁之氣。以本地球所遭逢的三期末劫而

言，亦是人類不斷累積冤孽，傷天和，使得大自然氣運的行劫氣數為之提前以降。8 

因此，我們可以說三期末劫是人類自己引爆，換言之，就是大空之中已凝聚過多的

暴戾凶殺之氣，以致毀滅危機迫在眉睫。因此，本師世尊直言：「劫由人造」、「劫由心

造」。 

今日以誦唸皇誥來救劫消除暴戾之氣，是由人以至誠至敬之心，虔誠祈禱，發出哀

求  上帝挽救浩劫之心之念以化除由人之惡念所累積的暴戾之氣，使天得以清，地得以

寧。換言之，正是〝劫由人造、必由人化〞， 〝劫由心造、必由心化〞。但是當我們在

光殿上，虔誠祈禱，誦唸皇誥時，這股念力是如何轉化？並如何將暴戾之氣消除的呢？ 

貳、皇誥的轉化原理 

教義指出： 

                                                 
7 歐文•拉茲洛（Ervin Laszlo）：《巨變》，2001 年出版（中譯本由中信出版社 2002 年 2 月出版） 
8 參見拙著：〈從天帝教的神律系統談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與責任〉，發表於〈第三屆兩岸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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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之思想，即為一種電力之放射。此種思想如任其散亂放出，即投向四方
而歸於虛無。若專心集注凝向一點，則久而久之，即能引起其所集注對象之電力
的反應，兩電相交，乃有和力之發生。9 

皇誥，就是  上帝的聖誥。也就是說，當祈禱者虔誠祈誦皇誥，就是以虔誠之心，

慈悲之心，將哀求之念力，不斷地投向  上帝。專心集注，久而久之，則能引起其所集

注對象—上帝的電力反應。兩電相交，產生和力，透過此和力的運轉，化延毀滅劫。 

惟有  上帝，才能挽救浩劫。因為  上帝是全宇宙最高的主宰者，具有無窮盡的能

量。所以我們要不斷地向祂祈禱，呼喚祂的名。但是  上帝的位階是非常地高，一般人

想要將念力送達到  上帝所居之處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誦唸皇誥是必須集中在光殿

上，光殿是經過  本師世尊的引導而傳入  上帝的光。弘法院教師說： 

光殿是經過首席師尊的引導而傳入  上帝的光，同奮的哀求經過貫念導師，
便可以直接與  上帝的光接通，而哀求之念力，形成化劫的力量。10 

又說： 

天帝教有直屬天帝—宇宙主宰的關係，不須透過人間教主的轉進，乃經人間
首席師尊的引渡，就可以與  上帝親和。這種直屬的關係，只有三期末劫的時代，
天帝教復興的時刻才有的殊遇。11 

換言之，本師世尊以他的修持，將我們與  上帝之間的管道連接起來，因此我們哀

求  上帝的心就能夠直達  上帝。誠如  維生首席所言，師尊一手推開兩扇門，一扇門

使我們看見了 上帝，另一扇門使  上帝看見了我們渺小的眾生。因此，在光殿上，透

過光幕的轉運，人的慈悲哀求的念力即可引動  上帝的和力加持，達到化劫的目的。其

原理依序如下12： 

（一）氣轉運 

第一階段：與司職神媒交感親和 

當祈禱者虔誠祈誦皇誥，念念專注，慈心哀求時，其心境能量與內在意識的熱準13，

將隨著當下念念精純的親力能量，併由天門沖舉而出，經由光幕轉運，釋放於大空之中，

而與大空之中專司能量轉運的能媒，產生能量上的親和交感。若此能量帶有強度的救劫

意義訊息，則此能量再經由原靈或封靈的運作，進入更高次元空間。 

第二階段：經由原靈或封靈的運作，與昊天之產生能上的共振 

                                                 
9 參見《天帝教教義》，南投縣：帝教出版社，1999 年 12 月三版二刷，p78。 
10 弘法院教師講義第一集。 
11 弘法院教師講義第二集，p24。 
12 參見第一期傳道傳教訓練班聖訓。 
13 教義指出熱準即是愛，參見教義第四章生命之究竟，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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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能量帶有強烈的救劫意識，則再經由原靈或封靈的運作，通過各層次元空間（天

界），直接進入昊天之大能場（即金闕  上帝所在之地），引動  上帝之和力，產生

能上的共振。 

此帶有意識訊息的能量，受到先天能的加持後，便具有化的分殊性能，以做為

先天能轉運為適合不同能階的氣化能量所需。 

第三階段：經先天一神媒調和、轉化成救劫團 

這些帶有救劫訊息的氣化能量，再經由先天一神媒，配合自身和力能量的放射產

生出一股反向旋轉的化旋力，經過不斷的氣旋轉，並吸入大空中各類正氣能量，不

斷進行融合與轉化，直到各類救劫訊息內容與顯化強度被解析出來，形成可以持續化

分殊，轉變為不同能階氣能的「救劫團」，以便能夠增強本地球救劫氣運、扭轉天運

的氣化運行效能。 

（二）鐳轉運 

由於本師世尊不忍蒼生於此三期末劫之際同歸於盡，發願為拯救浩劫，不惜靈肉俱

毀。由於有此大宏願，感動兩位聖師祖前來調教，再配合自身精進修持，因而煉就「鐳

真身」。因此，在整個救劫的過程中，「鐳真身」大法之運作就顯得相當重要。 

1、在無形中，本師世尊運用類似「氣運轉」的方式，將瀰漫在行劫區域上空的

所有穢氣、各類負面性的陰質能量加以混合，再配合以陰、陽鐳質的先天能，轉變為

不同能階氣能的「鐳團」，強化原先救劫團針對某一行劫區域的化解力量。 

2、同時，將來自收經神媒初步轉運而來的誦誥能量14，從中加以吸收、調整，並在

其中淬取出更精純的正氣力量，再轉化至救劫團之氣能量場中持續作用，以提供先

天一神媒連續不斷運化出救劫團所需之原料。15 

（三）以氣御心、以氣御物，達到救劫、化劫的目的 

當上述兩個階段完成後，救劫神媒前來吸收「氣轉運」出來的〝救劫團〞後，

再吸收本師世尊「鐳轉運」出來的〝鐳團〞，然後透過本身的靈氣轉運，一方面

將這些能內所挾帶的訊息解讀出來；一方面運用經轉運後的氣能，配合本身正質和力

的放射，進入各次元空間中，或展開各種壓、挾之行動（即與極大願力的自由和子、人

類主動親和交感）以適時控制各種人禍事件（以氣御心），或適時控制各種天災事件（以

氣御物），擴清大空之中的陰霾、凶殺之氣，以達救劫、化劫的目的。 

從上述的轉化原理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透過皇誥的力量來達到救劫的目的，

實際上的運作是一種天人合力共同奮鬥的過程。也就是  本師世尊一再說的「無形運化

                                                 
14 此處指的誦誥能量，應是上述所提到的親力能量，由天門沖舉而出，而與大空之中專司能量轉運的神

媒產生能量上的親和交感中的誦誥能量。應該就是未經原靈或封靈轉運前的能量。 
15 由此可推論，先天一神媒所運化出來的救劫團，其原料有三：1、自身的和力能量 2、帶有強烈救

劫訊息，經原靈或封靈轉運，受昊天之加持的氣化能量 3、師尊鐳大法運作下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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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有形配合無形」。換言之，就是由祈禱者於光殿上虔誠祈誦皇誥，念念專注，以

悲憫天下蒼生之心、不忍同胞毀於一旦，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一心一意為天

下蒼生祈禱，以誦誥力量，經〝原靈〞或〝封靈〞的轉運，再經〝昊天之〞的加持，

經〝先天一神媒〞配合自身和力的加持轉運，經〝本師世尊的鐳運作〞，最後經〝救

劫神媒〞展開各種救劫行動。可說是天人合力，層層運作，作業之複雜非我們所能想像，

但真正是「無形運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在無形公佈的救劫組織、保臺護國組織運

作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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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救劫組織運作： 

 

 

 

 

 

二、保臺護國組織之運作： 

 

 

 

 

 

列出救劫的無形運作組織，主要用意在於說明無形運作之複雜性及天人合力共挽狂

瀾的過程。有救劫組織，相對地亦有行劫組織與其運作模式。由於篇幅所限不再對救劫、

行劫組織各機構及其運作模式多做說明。 

當祈禱者虔誠祈誦皇誥，以一種外推的力量，透過無形的運作達到救劫的目的時，

再此外推的同時，亦內轉到祈禱者體內進行內在能量運轉。 

 

參、內在能量的運轉 

當我們虔誠祈誦皇誥之時，由念念專注，一心一意哀求  上帝妙現神通，化延毀滅，

思慮由雜多逐漸至無，進而無思無念，與經義完全融合，其過程乃由內轉而外推，外推

而內轉，不斷進行內在能量之運轉。換言之，就是當啟動內在心境熱準及釋放出內在意

識能量時，引動大空之的親和調濟，經抱合激盪的過程中逐漸增強元神原有的能量，

並加強元神煉就封靈的轉運基礎。其整體氣化脈絡，簡述如下： 

當內在能量達到引來大空之的標準時，此釋放到大空之中的親力能量會引入大空

之的能（包括神媒之和力電射），此時所引入的大空之依序通過體外之各軌道、

各電力作用區而與「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16產生第一層面似太極狀態旋繞方式的

氣絪縕過程（見圖一），經此調和過的氣化能量再進入「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內產

生第二層面的氣絪縕過程（見圖二），逐次進入體內氣化系統之各電流作用軌道、各

                                                 
16 當和子與電子體結合後，自然會在人身中形成一種無形的「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幫助 X 原素主導其

他三種原素。而「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又包含「氣化系統」、「生化系統」及「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

路」。參見《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恭輯，民 85 年），p58-1。 

無生聖宮→（金闕）首相府→文書府→行政欽院→天德道院→（清虛宮）天樞院→（南天）七政部

 →（中天）天衡府

                        →元帥府→雷霆威武院→（清虛宮）救劫殿→中天→南天→各境主 

 
                          劫務院 

（無生聖宮）一鐳玄主殿→（金闕）保臺護國機構→（清虛宮）護臺主→各境主→地仙         

→帝教各殿殿主、副殿主、總護法           

（先天極院）主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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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反射區中發生第三層面的氣絪縕過程（見圖三），最後進入生化系統中發生第四

層面的氣絪縕過程（見圖四）。此一經過層層調和的氣化能量經由生化系統氣絪縕

作用後，產生的陽氣能量大部分將返回氣化系統，依照圖五至圖六的氣絪縕逆轉過

程，經由熱準點、引合點及各軌道、各電力作用區的能量互動效應等的作用（圖七、圖

八的逆轉過程）後，釋放出親力電射於大空中，強化原先化轉運的效果，如此抱合激

盪，循環不已。17 

簡言之，即： 

親和電力發射→ 引來大空之調和→ 進入「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產生
氣絪縕的過程→ 再進入氣化系統→ 生化系統→ 返回氣化系統→ 再經「靈魂意識交
集引合網路」中的引合點、熱準點及各軌道→ 再釋放親力電射至大空之中→ 再引
入大空之調和。如此循環不已。 

無怪乎，聖訓一再提出： 

藉皇誥與寶誥的力量來修煉元神，得證聖果或封靈等成就。 

在誦唸皇誥的過程中是不斷反覆進行氣絪縕、能量運轉。因此，若能在誦唸皇誥

後，進行靜坐，對於能量運轉的吸收應具有更好的效果。 

其過程如圖： 

 

                                                 
17 參見《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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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小我生命到大我生命的蛻變 

皇誥力量的轉化是一種親和力的相應，當祈禱者以至誠之心為之，精神貫注，念念

集中的同時，其內在電力方達到一定的熱準而發出親力至宇宙大空之中，與神之和力相

感應，即所謂「誠則靈」。在這相感應的同時，除進行上述的氣絪縕過程外，同時亦

逐漸達到淨化靈質、改變體質的微妙效應，亦即進行內在生命的改造，則祈禱者的生命

體驗便逐漸由小我生命蛻變到大我生命。而內在生命的改造又分為靈質部分的改造與靈

氣部分的改造。在生命的改造過程中則又與祈禱者本身信、願、行的深淺程度有著息息

相關的關係。換言之，若要內在生命進行深層的改造，那麼相對地，信願行的深度也必

須相對地提昇。以下以簡表形式來表示彼此之間的相對應關係，基本上分為四個層次的

改造18： 

一、第一層的改造： 

信願行之深淺 靈質部分的改造 靈氣部分的改造 整體上 

疑信、私願、

暫行19 
屬於大腦「意識」層的改

造階段。所能感應到的無形

和力為教義所說的「人類相

互間之親和力」中的和力電

射回應。在意識部分，則產

生連續性的正值親力電力效

應，持續與和子內在的 O°原

素發生電力相引作用，帶動

O°、H°之電流作用軌道，滋

潤意識部分各原素，達到初

步的靈質改造階段。 

達到屬於「氣混合」

改造階段，刺激 X 原素，

影響原有的生理機序，強

化該人原有的生命活力。 

該人極易受到「深

信」之人在信仰真理

上的理念點化與教

導。 

 

                                                 
18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不管其信、願、行深度為何，要進行內在生命的改造，是必須配合五門功課的力

行。尤以兩誥，更能加速內在生命的改造。 
19 疑信、私願、暫行，指的是，對於所認知的信仰或真理尚未全然接受，心中仍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在

其所信仰的宗教團體中，為個人所欲求的願望祈求，並許下如何履行其願的配合方式，踐行不已，直

至私願圓滿達成。參見《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p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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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層的改造 

信願行之深淺 靈質部分的改造 靈氣部分的改造 整體上 

確信、小願、

漸行20 
屬於大腦「靈識」部分層

的改造階段。其親力電射已

達到引合「人與和子之親和

力」之熱準。在靈識部分產

生連續性的親和電力效應，

持續與和子內 H°原素發生電

力相引作用，帶動 O°、電質

等電流作用軌道，滋潤靈識

部分各原素，達到第二階段

的靈質改造功效。 

達到「和氣潤遍」改

造階段，刺激 X 原素，影

響 O°原素形成強度的和

氣作用，強化該人原有的

親善活力。 

該信仰者，易獲得

冥 冥 中 的 靈 感 啟

示，較不易受到低級

和子的魂識左右。 

 
三、第三層的改造 

信願行之深淺 靈質部分的改造 靈氣部分的改造 整體上 

正信、大願、

篤行21 
屬於「靈覺」部分層的改

造階段。其親力電射已達引

合「人與自由神或以上之親

和力」之熱準。在「靈覺」

部分產生連續性的正值親和

電力效應，持續與和子內的

電 質 原 素發 生 電力 相引 作

用，帶動 H°、O°、電質等電

流作用軌道，滋潤「靈覺」

部分各原素，達到第三階段

的靈質改造功效。換言之，

即是強化和子內各原素，使

之產生正面性電射。 

達到「靈氣充溢」改

造階段，刺激 X 原素，影

響 H°原素，形成強度的靈

氣作用，影響該人原有的

生理機序，強化原有的靈

性活力。 

該信仰者，一般可

獲得無形中的護持

與靈感啟發，幫助其

坦然面對周遭生活

與修行上的矛盾、衝

突。 

                                                 
20確信、小願、漸行，意指對於所認知的信仰或真理已經可以全然接受，心中不存懷疑態度。心願逐漸擴

大，許下個人能力所及的善行、善舉，並祈祝能夠獲得無形的配合與護持，且漸進不斷的履行其願。 
21正信、大願、篤行，意指對所認知的信仰或真理，不但沒有任何懷疑之處，甚至能夠幫助同修之人解決

心中的盲點。心中許下個人所應承擔的善舉、善行，保持無畏、無懼的態度，時時正視此一願力，並

以篤行不渝的奮鬥毅力履行之， 



| 59

四、第四層的改造 

信願行之深淺 靈質部分的改造 靈氣部分的改造 整體上 

深信、深願、

深行22 
屬於「魂識」部分層的深

層改造階段。其親力電射達

到引合「人與高級神媒之親

和力」的熱準。經引合後，

在魂識部分產生連續性的正

值親和電力效應，持續與和

子內的熱準點直接發生電力

相引作用，刺激電質、H°、O
°之電流、電力作用軌道，滋

潤「魂識」部分層各原素的

靈質作用能力，使之易於運

用內在原有的靈質、靈氣的

能階，達到第四階段深層的

靈質改造功效。 

達到「陽氣（剛氣）貫

穿」改造階段，刺激 X 原

素影響電質原素形成強

度的陽氣作用，強化該人

原有的剛性活力。 

一般皆可獲得無

形的大力護持與靈

感的壓、挾，幫助該

信仰者坦然接受生

活與修行上的雙重

考驗。另一方面也時

時給予該信仰者多

方面的磨難，藉此激

發該信仰者深藏於

「魂識」部分的原有

潛力。也就是 本師

世尊常說的：「天命

愈大，考驗也愈大。」

祈禱者可以透過此表檢視自己信、願、行的程度與生命改造已進入何種階段，藉此

期許自己再精進修持至不退轉的境界。 

伍、結論 

經過上述的討論，吾人可以知道虔誦皇誥不只可以化除大空中的暴戾之氣，使劫運

消弭於無形，使之將發而未發，達到救劫的目的。相對地又可修煉元神，得證聖果或封

靈。在第一期傳教班公佈的聖訓中，將劫分為四類，為盤古之劫、三期之劫、系星之劫、

性靈生命之劫。並以簡圖示之： 

 

 

 

 

A：表個人之劫 B：表群體共業之劫  C：表各「系星之劫」  D：表小盤古之劫（即

                                                 
22深信、深願、深行，意指除具有「正信」的特質外，已深入自我潛意識中產生「誠」、「敬」熱準的親力

電射，於潛移默化中影響他人。並在心中除許下個人在此生能力所及、理應承擔的善舉、善行外，由

於內心頓然獲得清明意識，則為來生事先許下無比的大願。並以一門深入、精進不已的踐行毅力履行

所發下的願力，並以此生的精誠毅力影響來生之善果，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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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之劫」） E：表中盤古之劫 F：表大盤古之劫 

其中，A、B 兩者合稱為「性靈生命之劫」，D、E、F 合稱「盤古之劫」23 

單由此圖來看，各次元空間彷彿各自獨立，但實質關係，則是層層相疊、交互影響，

如齒輪般，牽一髮而動全身。換言之，這四類劫是彼此相互影響，當其中一個劫難爆發

時，其他三類都免不了要遭劫。也就是說，當三期末劫發生時，大宇宙、小宇宙，個人、

群體都直接、間接地受到影響，加速或增加其果報力量。 

我們以橫切示意圖來看，更能清楚地看出彼此之間的關係24： 

 

 

 

 

                                     25 

 

 

 

                                       26 

                                         

                                        

由此圖可以看出彼此之間緊密的牽動性。三期末劫的行運力量，牽動著其他三者的

運行速度，反之其他三者的運行力量，亦帶動三期末劫的行運。換言之，若太空中累積

過多因人心產生的凶、殺、盜、淫、妄之暴戾之氣，而加速「性靈生命之劫」的業報力

量時，同時則相對地加速三期末劫的行運力量。因此，當我們虔誠祈誦皇誥，為挽救三

期末劫，拯救性靈免於毀滅的同時，則正在以正氣力量配合無形的運作以逆轉三期末劫

的行運速度，在此同時也正牽動著性靈生命之劫的運轉。也就是說，當逆轉三期末劫行

                                                 
23 「盤古之劫」，意指在盤古之歷算時空內，主要是以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作為整體宇

宙氣運之九大循環階段。「三期之劫」，意指在每一小盤古內，自寅會開物生人以來之一大總清過程。「系

星之劫」，意指每一個太陽系內的星球之自然律遭受嚴重破壞，所引起的火山、洪水、山崩、地震、海

嘯、彗星、隕石等天然災難。「性靈生命之劫」，意指居住在系星上的智慧生物，在本地球尤指人類，

所遭遇到的生、老、病、死、苦，以及受到性與慾不斷衝突所產生的業業相因、循環報復的「劫」數，

並以此作為個人或群體之間劫劫相循、相報的整體人運（簡稱人劫）之循環過程。參見第一期傳道、

傳教使者訓練班閉關聖訓。 
24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此圖只是示意圖，並非表示彼此之間各自獨立，仍然是 A 涵蓋 B，B 涵蓋 C，C

涵蓋 D，D 涵蓋 E，E 涵蓋 F。此圖只是藉此說明彼此之間的牽動性，如齒輪般，大齒輪帶動小齒輪。 
25 假定為原來行運之順轉方向。 
26 假定為，因皇誥力量產生的逆轉方向。 

性靈生命之劫 

B 
A 

C D 
E F 

系星之劫 
三期之劫 

盤古之劫 

（逆轉） 

（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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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之時，性靈生命之劫（當然也包含個人生命之劫）也正被相對地減緩速度，甚至因此

而消弭於無形。 

然而這所謂的〝減緩速度或消弭於無形〞具有怎樣的意義？首先我們來看，「性靈

生命之劫」之所以形成，是由於人類落入五濁紅塵中，沉淪於財色、權貴之追逐，無力

自拔，而造下種種因果業力；另一方面，由於和子在累世輪迴中，與電子體結合所浸染

的習性與累世的學習經驗等記憶，部分深藏於 X 原素記憶中，成為和子餘習。因兩者作

用相引，而有不等型態的因果業報。因此，一般人要去突破層層因果輪迴的業力作用是

非常困難而不易的，除非藉由自由神或自由神以上的高級和子的護持與加持、點化，方

能打開深藏於人類大腦內的魂識部分的種種餘習，而激發內在潛能。 

因此，上述所說的，當因虔誠祈誦皇誥，透過集體意識與能量，逆轉三期末劫之行

運速度時，個人生命之劫也相對地被減緩速度或消弭於無形。它將代表著兩層意義，一

則是透過皇誥的力量，將個人外在的因果業力轉化掉；另一方面，則由於內轉於生命的

改造，透過兩誥力量不斷的洗滌，引動先天一的加持，解開和子餘習，激發魂識部分

的潛能，變化氣質。由外在的轉化，到內在的昇華，方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人，身、

心、靈的真正自由，還我本來面目。也就是本師世尊所說的：「斬斷前世業力緣，成就

上聖返先天」。真正是 〝不求福報，自有福報〞。兩誥的力量，不可思議！無怪乎，本

師世尊能如此斬釘截鐵地說： 

萬不可將「化延核子毀滅浩劫，拯救天下蒼生」落為口號、標語，要有實際
行動。而所謂實際行動，最基本的便是虔誦皇誥、寶誥，因為兩誥都是定心之寶、
解厄之器，其先天靈氣至大至剛，無所不摧，無所阻塞，可以破萬邪，可以除萬
魔，可以渡陰魅，可以治百病，可以調心性，可以修先天，可以悟真道，可以了
塵緣，更可救天下災劫，…應珍惜把握，誰唸得多，心願就越大，靈力的加持就
越強，光光相照，吉神隨侍，逢凶化吉，救人救己，願大家仔細領悟，身體力行。
27 

又說： 

天帝教同奮只要虔誦皇誥寶誥，不但可以化延核戰毀滅浩劫，而且還能回到
大宇宙的根源—上帝的身邊，而與宇宙共始終。28 

何其不幸，遭逢此三期末劫！但又何其幸，生於此時，有這莫大的法緣，不僅能挽

救浩劫，又能成就上聖返先天，萬劫難逢，怎能不珍惜！ 

 

 

 
                                                 
27參見《師語》，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出版，民 77，p94。 
28 同上，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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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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