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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論對外稱「中國正宗靜坐」或對內稱「帝教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

為心法」，若以「丹」的角度考察，則本教所謂的「無形金丹」直接聯繫了中國歷史

上淵遠流長的「外丹」、「內丹」道脈，尤其對照研究後發現，三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

的複雜關係，這些複雜關係主要體現在宇宙觀與人生觀當中，本文將從「天人同構之

順與逆」、「爐鼎、藥物、火候」分別探討外丹、內丹、無形金丹在宇宙觀、人生觀方

面的理論與實踐，並且基於「援道入術」「道術合一」的丹道特徵，以及天人實學「崇

實務本」的一貫理念，參考外丹、內丹之「證驗文化」，對無形金丹之證驗方法提出

建議。 

本文在教務繁忙之際匆促完成，引證不夠詳細，論述亦未嚴謹，尚祈各方學人、

同奮予以賜教，同時關於天人炁功系列之「靈丹妙藥、表丹、布丹」均未予討論，冀

望未來有志者共同研究。 

 

 

 

 

 

 

 

 



第六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08 

 

 



從外丹、內丹之理論實踐與證驗文化淺論無形金丹  209

從外丹、內丹之理論實踐與證驗文化淺論 

無形金丹 

呂 賢 龍 (光 證 ) 

 

 

 

一、前言—證驗之需要與基礎 

從先秦時代對不死藥的追尋，到漢唐茁興的外丹文化，一變為唐末五代以降蔚為

主流的內丹修煉，筆者考察其中流緒演變，在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提出一個觀點
1
，

認為在當今廿一世紀人類科技文明即將進入四度空間的轉捩點，無形金丹將有可能成

為金丹道脈第四階段的主流。 

本文研究動機肇始於無形金丹之證驗需求，由於這法門在世上已廣傳廿六年餘，

有緣習得的人數不下一萬，在丹道歷史上如此廣開門戶的前例可說絕無僅有，究竟這

法門的實際效驗如何？本師在民國八十一年曾指示應該要「自修自證」，自己證驗自

己的工夫究竟做到哪裡；另一方面，由於本教靜坐班系列的定位、課程極需全盤檢討，

希望明確訂定各級班別的靜坐標準，這也牽涉到「證驗」問題。 

「證驗」是天人實學之所以為「實」而非「虛」的必要條件，若從天人實學四大

領域—天人文化、合一、親和、炁功作檢討，「證驗」有「科學性實驗」與「宗教性

檢驗」兩種，前者在教內已有初步發展，歷屆研討會也發表不少此類研究成果，然而

「宗教性檢驗」目前只有天人親和領域的「天人交通」發展出檢驗的程序與標準
2
，

並以此維繫天人交通管道的可信度。就此而論，天人合一領域開始研議靜坐功夫之「宗

教性檢驗」，已不僅是個人自修自證或團體辦班之需求而已，更是天人實學之旨趣所

在。 

「證驗」必然要根據其理論基礎與生命實踐，不同的理論基礎與生命實踐發展的

證驗文化也有不同，尤其本教靜坐修煉的指標—無形金丹看不到、摸不著，涵蓋形而

下肉身與形而上靈體之交互作用，影響因素甚為複雜，然而無形金丹既有淵源於外

丹、內丹長期發展的道脈血肉，那麼考察外丹、內丹之理論基礎、生命實踐與證驗文

化，梳理釐清，必然有助無形金丹「證驗」方式之建立。 

                                                
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整體分析〉一文，呂光證撰，民國九十六年一月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發表。 
2 天人交通的目的在於傳遞天上訊息，檢驗的方式是由正式侍生先接下訊息，送首席核批後，於檢驗

時送呈光殿，再由受測練習生接傳，將結果與原訊息對照，即知檢驗成果。這是首任首席使者時代即

建立的檢驗方式，分三階段進行訓練、檢驗，統由天人親和院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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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從「天人同構之順與逆」、「爐鼎、藥物、火候」分別探討外丹、內丹、無

形金丹的理論基礎、生命實踐， 後再就外丹、內丹之「證驗文化」，提出對無形金

丹證驗方法之建議。 

 

 

二、宇宙形上論—天人同構之「順」與「逆」 

如果以現代科學的唯物思維觀察外丹與內丹，那麼外丹充其量只是一門原始的、

嘗試錯誤的化學技術，內丹則是一種養生方法而已。的確，現代學者評論丹道文化價

值時，多著墨在外丹對中國早期科學及其後來對歐洲的影響，而內丹之養生保命及心

性論述，則是被認為信而有徵，可以對現代人有所助益。至於兩者共同追尋的仙道思

想，大半被認為迷信或是古人的幻想寄託而已。 

若以哲學角度觀察外丹與內丹的仙道思想，其實都屬於形而上之宇宙論，而丹道

之所以不同於原始科學或一般養生保健，正在於其所源出、所追求的俱為宇宙之境

界，在道家而言即是「道」。老子論道，曾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段講的是宇宙演化之順行生成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復。夫

物云云，各復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復命。」描述的是宇宙演化之逆返歸道觀。然

而「道如何生一，一如何生二，二如何生三」以及如何「致虛極，守靜篤」以求歸根

復命，老子只提出了抽象的原則性思維，正是外丹與內丹以其獨特的理論、方法，將

老子抽象性概念化為具體的生命實踐。 

外丹與內丹共同的基礎是天人同構，皆認為整個大宇宙的運行演化，都可以在一

個比較小的範圍內經由人為意識的模仿，使之暗合呼應，所不同的是外丹在爐鼎中模

仿宇宙，內丹則在人身中模仿宇宙，正因這個基本差別，外丹文化表現出參與天地造

化之順行特徵，而內丹文化 鮮明的色彩卻是我命由我造的逆行主張。 

 

（一）外丹顯「順」—「鼎室中自是一天地」 

唐朝是外丹鼎盛之朝代，其中有一派「自然還丹」
3
之說 能反映出外丹彰顯宇

宙順行之道的特徵，自然還丹認為天地之精華在日月天火照耀之下，經歷四千三百二

十年自然可結為金丹，惟有上界仙人才能服用，下界凡人只能運用燧人氏發明之火，

在爐鼎中模仿天地自然還丹之過程，煉出金丹。《丹論訣旨心鑒》：「有上仙自然之還

丹，生太陽背陰向陽之山。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之地。自然還丹是流汞抱金公而

孕也。有丹砂處皆有鉛及銀。四千三百二十年丹成。」 

                                                
3 有關此派觀點見諸《正統道藏》松帙《丹論訣旨心鑒》、蘭帙《通幽訣》，參考金正耀著《道教與

煉丹術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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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金丹是天地運行自然孕結的產物，其過程分成四階段：
4
 

１、在天符照耀下精化為丹砂，需時一千零八十年。《通幽訣》：「精化為砂，色

稟南方丙丁火，外陽而內陰，主男，日之陽魂。日月之華氣照耀天地，太陽、太陰沖

和之氣交騰受氣一千八十年，結精氣丹砂。」。 

２、第二階段在天符照耀下，精氣丹砂變為朱砂，需時一千零八十年。《通幽訣》：

「天符照耀又一千八十年，成丹砂，名朱砂也。陽中陰，曰太陽朱雀石，主水，元和

之氣未足。」 

３、第三階段在天符照耀下，朱砂化為天然還丹，需時一千零八十年。《通幽訣》：

「天符運動照耀丹砂，養育又一千八十年，天火化為太陽造化，陽氣受足。陰氣衰，

陽氣盛…名曰天鉛之精，黃芽之祖，是日月之華氣化為天然還丹。」 

４、第四階段在天符照耀下，天然還丹變為天鉛自然還丹，需時一千零八十年。

《通幽訣》：「天符又照耀一千八十年，合四千三百二十年，元氣足，…成天鉛自然還

丹。」 

《通幽訣》指出這種自然還丹是天地間之造化，經由日月運行自然結成金丹，「金

丹是日月運動自然成丹。因燧人改火，后聖用之，同于天火造化。」
5
人類無緣服食

此種天火燒煉的上界金丹，於是改用燧人氏發明之火，並製造爐鼎以模擬天地造化，

其效力同於天符照耀，此稱為「盜」—盜天地造化之機，意指發現天地造化的原理，

取而用之，另外尚有「奪」—奪天地造化之利，意指爐鼎一年之火候可等於天地四千

三百二十年之火候。「后聖用火喻爻象，月計三百六十時，年計氣候四千三百二十時，

合四千三百二十年。氣候喻合天符，自然還丹。」
6
這裡是採用《周易參同契》之說，

一日有十二時辰，一月計三百六十時辰，一年計四千三百二十時辰，可奪天地四千三

百二十年之造化之利。 

既然爐鼎有盜、奪之機與利，爐鼎的形狀、尺寸當然與天地造化有關，非只是玩

弄工匠技藝而已，在這裡可以清楚看到「天人同構」的觀念使得爐鼎從形而下的器具

聯繫了形而上的宇宙觀。《九轉靈砂大丹資聖玄經》：
7
 

「鼎有三足以應三才，上下二合以象二儀，足高四寸以應四時，爐深八寸以

配八節，下開八門以通八風，炭分二十四斤以生二十四氣，陰陽顛倒，水火交爭，

上水應天之清氣，下火取地之濁氣…。」 

三才、二儀、四時、八節、八風、二十四氣等，都是古代形容天地節氣變化的術

語，可見爐鼎被視為一個縮小的宇宙。 

                                                
4 同上註 3。 
5 同上註 3。 
6 同上註 3。 
7 《正統道藏》清帙《九轉靈砂大丹資聖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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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火候、爐鼎外，藥物是另一重要指標。早期一些煉丹用藥，多對應天上星宿，

認為是其精氣所結，故煉之能使人成仙，比如漢代流傳下來的五石丹方，所謂「五石

者，五星之精也。丹砂，太陽熒惑之精。磁石，太陰辰星之精。曾青，少陽歲星之精。

雄黃，后土鎮星之精。礬石，少陰太白之精。」
8
又《太清金液神氣經》所記載用藥

「凡二十八物，象二十八宿星之靈符也。」
9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用地黃等七物

「上應北辰七星，日月、五行俱在此中矣。」
10
 

雖然自漢朝以降，外丹家如葛弘也主張要配合行氣、守一、辟穀等養生方法，以

輔助煉丹之效，唐末五代內丹興起至外丹內丹交替參證之時，也有外丹家假借內丹觀

念用在爐鼎鍛燒，但是從大方向看，外丹家所關注的焦點側重在爐鼎裡面藥物、火候

如何對應天地的變化，以仿效自然還丹，至於金丹入口後在身體的作用很少提及，通

常以白日飛昇、返老還童等概括性說法帶過，惟《周易參同契》有一段比較詳細的說

明：
11
 

「金砂入五內，霧散若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落

生舊所。老翁復丁壯，耆嫗成奼女。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前四句著重在身體內在的反應，後四句旨在描述外在形貌的改變，這些反應與改

變都被視為自然還丹的結果。 

 

（二）內丹顯「逆」—我命我造，逆行成仙 

嚴格論之，內丹之有別於外丹而凸顯了順與逆的區別，主張「順行生人，逆行成

仙」，此種哲學思想與修持功夫之轉折並非一夕間產生，而是經過一個漫長演變的過

程。 

影響內丹衍流極大的鍾離權、呂洞賓在這一問題上仍秉持外丹思緒，著重在

「順」，《鍾呂傳道集》第一論真仙，談到仙有五等，依次為鬼仙、人仙、地仙、神仙、

天仙，而人「念以生死事大，敢望開陳不病不死之理」走上修仙之道，雖屬「果然由

我不由天」之自修自創，然而前提仍是「我命從來本自然」之順應思想。是以《鍾呂

傳道集》提出成仙之道，從第二章論大道起，以迄論天地、論日月、論四時、論五行

諸章，皆在陳述天地運化之機制，以為後續「人如何順天修仙」而鋪路。 

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鍾呂則

對天地之所以長久有不同的解釋：
12
 

                                                
8 《正統道藏》興帙《太清石壁記》卷上 
9 《正統道藏》興帙 
10 《正統道藏》之帙 
11 《周易參同契》〈巨勝尚延年章第三十二〉，劉國樑注釋本，三民書局出版。 
12 《靈寶畢法注釋•匹配陰陽》，沈志剛注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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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得乾道而積氣以覆于下，地得坤道而托質以載于上。覆載之間，上

下相去八萬四千里，氣質不能相交。天以乾索坤而還于地中，其陽負陰而上

升，地以坤索乾而還于天中，其陰抱陽而下降。一升一降運于道，所以天地

長久。」 

天地分隔八萬四千里，天屬陽地屬陰，陰陽若不相交，則天地不相往來，生機必

將滅絕，天地要如何往來？天之陽負陰而上升，地之陰抱陽而下降，故天地之間即因

陰陽二氣相索而循環不已，這是天長地久的道理。人體內也有這種同構的功能，鍾呂

說：
13
 

「人之心也腎也，其相去八寸有四分，陰陽升降與天地同，氣液相生與

日月同。然天地也，日月也，年之后有年焉，月之後有月焉。人也不究交合

之時，損不知補，益不知收，陰交而不知養陽，陽交而不知煉陰。月無損益，

日無行持，而吾之年之月則有限矣！」 

鍾呂認為人是一個小宇宙，可以與天地相匹配，人之心比天，人之腎比地，然而

天地之壽無限，人壽卻為何有限呢？主要是因為人「不究交合之時，損不知補，益不

知收，陰交而不知養陽，陽交而不知煉陰。」因此人只要學習天地交合損益之道，自

能不病不死，長生久視矣。 

這種天人同構的形而上觀念與外丹以爐鼎象天地保持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仍以

自然順生之道為成仙之不二途徑，但是到了譚峭的《化書》則有了微妙變化：「道之

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

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14
整理如下： 

    道之委：虛→神→氣→形  形生而萬物所以塞 

    道之用：形→氣→神→虛  虛明而萬物所以通 

顯然譚峭以形、氣、神、虛四個觀念建立了一套模擬老子之順生與反復的系統，

但他並非採用順、逆的觀念來解釋，而是以委、用二字形容，然無可置疑的，譚峭的

確為後世「順行生人，逆行成仙」開拓了先驅。譚峭又謂：「是以古人窮通塞之端，

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
15

這

段逆行之工夫論與陳摶的無極圖極其相似，事實上陳摶隱居華山，譚峭隱居終南山，

二人互為師友，這種相似性是有地緣脈絡可循。黃宗炎解說陳摶的無極圖，指出：
16
 

「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丹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

                                                
13 《道樞•傳道上篇》或《鍾呂傳道集注釋•論四時》，沈志剛注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這部份

觀點請參考張廣保著《唐宋內丹道教》。 
14 《化書•道化》 
15 同上註。 
16 《中國道教史》第七章，卿希泰主編，中華道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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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其最下圈名為『玄牝』，…稍上一圈名為『煉

精化氣，煉氣化神』，…中層左木火、右金水、中土相連絡之一圈，名為『五

氣朝元』，…又其上…之一圈名為『取坎填離』，乃成聖胎。又使復還于無始，

而為最上一圈，名為『煉神還虛，復歸無極』，而功用至矣。」 

朱彝尊在《太極圖授受考》也有一樣的描述。若按照黃、朱二人的解釋，則陳摶

採用「精、氣、神、虛」並以「煉」「化」二字建立了一套宋元以後內丹修煉的主流

體系，即是一般所謂的三部曲：「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而且此圖一開

始就強調「自下而上」「逆則成丹」，這已與譚峭的道之用有明顯的區別了。 

元代陳致虛在這基礎上重新以精、氣、神詮釋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中之「一、二、三」實義，並提出完整的順逆觀：
17
 

「是皆不外神氣精三物，是以三物相感，順則成人，逆則生丹。何謂順？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虛化神，神化氣，氣化精，精化形，形乃成

人。何謂逆？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怡神守形，養形煉精，

積精化氣，煉氣合神，煉神還虛，金丹乃成。」 

《性命圭旨》也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所謂順去生人

生物。今則形化精，精化炁，氣化神，神化虛，此所謂逆來成仙成佛。」 

順逆觀表現在人身上與「顛倒」有直接聯繫，所謂「顛倒」是指將本來順生的事

物打破原來的位置關係，以人為方式將之重新安置，使得生命獲得新的變化。陳致虛

說道：
18
 

「聖人以離坎顛倒而用之，謂之水上火下；以乾坤顛倒用之，謂之地上

於天；以夫妻顛倒而用之，謂之男下女上。浮沉者，火炎木浮而在上為主，

水降金沉也，此謂順五行也。今焉木火難浮，使之就下而反為賓，金水雖沉，

使之逆上而反為主，此之謂仙道也。是出世間法也。是謂水火既濟也，是謂

五行顛倒也。」 

腎精為水，水性下沉，卻要使其蒸發於上，心神為火，火性炎上，卻要使其薰射

下照，水上昇，火下降，猶如火煮開水，稱為水火既濟，又稱坎離交合，這就是內丹

的「顛倒」之理。由此可見宋元之後內丹的順逆、顛倒觀，主要體現在人體之實踐方

面，並且是以有為的方式，達到復歸虛無之境界。 

 

（三）無形金丹以自然為宗，無為為法，晉證大同 

近代學人或有謂內丹之「逆行成仙」與老莊道家之「自然無為」存在著「逆」與

                                                
17 《上陽子金丹大要上葯卷之四》，參考《道教內丹學溯源》戈國龍著，宗教文化出版社。 
18陳致虛《悟真篇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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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的矛盾，並視為內丹在道家學術上的深刻反省與變革，但也有學者認為內丹之

強調逆，是要逆人道之不自然（偏離自然）重返天道之自然，逆只是手段是工夫，目

的是要回歸順，並無本質矛盾。
19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道在老子的理解是「周行而

不殆」，道的本身就是循環反覆的變化，老子又說：「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大、逝、遠」是形容道之廣大無邊、流傳不止、遠之又遠

後卻歸根復命，這就是「反」了。是故「反者道之動」，「反」本來就是大道流行的

一環，在人身上，「反」是虛極靜篤的工夫，是塞其兌閉其門以求清心寡欲的下手處，

這種修養斷欲的工夫在老子來講不是什麼逆的思想，而是「常道」，故老子講：「復命

曰常」、「是為習常」。 

很明顯的，以順逆觀點來考察老子之「常」當然是順，然此順為「大順」，「大順」

之中已包含「造化生人」與「歸根復命」，兩者皆為周行而不殆的自然趨勢，外丹之

「自然還丹說」在這方面比較接近老子思想，但內丹若以陳致虛為代表，其力主的「順

行生人，逆行成仙」意境比「大順」低一層，「順」則「造化生人」，「逆」則「歸根

復命」。兩者層次既然不同，自無矛盾可言。有意思的是，早期內丹如鐘呂仍較接近

老子的「大順」思想，何以到了元代綜合南北宗之長的陳致虛，會有這麼旗幟鮮明的

「順逆」觀呢？再者同樣是煉丹成仙，何以外丹文化中沒有像內丹一樣出現「順逆」

這樣鮮明的主張呢？ 

恐怕關鍵仍是在關注的焦點不同所致。老子將天人同構的焦點關注在「道」自身

之自然無為，描述了它的循環反復，外丹將天人同構的焦點放在身外爐鼎，意圖模仿

「道」之自然還丹，此二者之實踐功夫與「大順」之超然境界並無矛盾；但內丹從元

代伊始到明清之際，不論北宗、南宗、東派、西派俱都以有為法從事內丹修煉，天人

同構關注的焦點是在人己身之爐鼎，是把老子之道內縮到人身中來處理，講究如何規

範人心理上的慾望四奔，如何顛倒人生理上的五行生剋，因此「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煉神還虛」之天道事業便無法避免與人道之「神化氣，氣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

產生衝突，《無為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有云：「順其天道則逆于人道也，順於人道

則逆其天道也。」
20
點出了人道與天道在順逆間的對立，因此「大順」之超然境界在

這裡無甚用處，反倒是「順行生人，逆行成仙」的思想才能準確的反應出內丹有為法

「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哲學基礎。 

據此考察無形金丹，筆者發現有幾項重要特點： 

                                                
19 比如郝勤在《道教內丹術》主張這是「內丹對傳統道家和道教思想的重大變革與突破」，但戈國龍

《道教內丹學溯源》為文斥其非，認為逆只是求順之手段，並無本質矛盾。 
20 《正統道藏》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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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無形金丹所相應的修法是「自然無為法」，強調不在肉體下工夫，與一般

有為法在肉體下工夫不同，其主張「直修煉神還虛」、「無形中仍會『自然而然』經過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個步驟」，更與內丹用人為意識欲顛倒離坎、既濟水火以求煉

精化氣、煉氣化神大不相同，這二步驟在內丹中是「逆返」的主要關鍵，但在無形金

丹中強調的卻是「自然而然經過」，是在無形中「不知不覺」通過，淡化了「逆返」

的色彩。無形金丹雖然沿襲煉精化氣等三部曲的修煉次第，但在下手功夫的精神裡，

卻迥異於內丹之逆返顛倒傳統，反而逕與老子之自然無為契合。
21
 

第二，關於天道、人道對立的順逆觀，本師的教導向以「先盡人道，再修天道。」

為旨，人道圓滿了，天道才有基礎，所以人道與天道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互補的關

係，「先盡天人貫通的人道，再盡人性圓融的天道。」便有此意。且入手次第雖有先

後之別，但並非人道修完了才修天道，而是「一面修人道，一面修天道，兩者兼而顧

之，進而得之。」 

第三，無形金丹天人同構的理論基礎見諸於《新境界》一書，其中「旋和系之形

成」一節勾勒出「天」從混沌到有序的過程，「精神的鍛鍊」一節闡述「人」從渾渾

噩噩蛻變到鐳胎的過程，二者暗合呼應，絲絲入扣。 

《新境界》對於旋和系之形成描述如下：
22
 

甲、混沌之初象─嚴格而論，宇宙間實無永恒固定之混沌現象。混沌者，

不過某一個旋和系消失其旋和力而已，在某一個旋和系消失其旋和力時，該

旋和系附近範圍內之空間即為充滿洪大之液體的場所，而逐步依其自然之演

化以形成宇宙間之新的旋和系統。 

乙、電與炁之演變─在此洪大的液體世界中，因液體中之電子常相激盪

之結果，即磨擦生熱而生濃厚之蒸氣，此種蒸氣即離液體而上升，站在客觀

上應以中央為上，前後左右上下，莫不為下，即是一種向心運動。至適度之

空間時，復發生無數之電質（同時發光），此種電質既較蒸氣為輕，遂又繼

續起昇，終至化為一種不含水分之炁體（電氣體），即所謂先天之炁是也。 

丙、稜形炁體之凝成─炁體一直上升至極大之高度將與其他旋和系之空

界相接觸之程度，因受其他旋和系中旋風力之影響，乃逐漸化為一種稜形之

凝體而盤旋自轉下降，同時發出大量之光與熱，如人間慣見之流星。 

丁、旋和力之發生─此稜形之光熱凝體降至先前乙段所論由電化炁之高

                                                
21 不可否認，本師在正宗靜坐班講課（尤其是天帝教復興初期）中常強調「凡道是順行」、「仙道是

逆行」、「逆修」等觀念，主要都是針對「精」是要下流還是逆返來講，但實務上本師只要求百日築

基時斷欲，一般時刻節欲即可，等到功夫深到某個程度，自然而然斷欲，一點都不勉強，與內丹有為

法仍有差別。 
22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第二部〈物質之自然觀〉，帝教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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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時，因與由下而上繼續上升之電質相遇，因而交相推磨大旋不已，旋和力

遂告形成。 

戊、旋和律之運行─旋和力初步形成之後，因受繼續上升之炁體不斷之

推動，遂自成一種以高速度旋轉之光熱炁體，並由於炁體不斷抱合沖擋之影

響，由大而小，由無律的公轉而成為有律的公轉，終至形成為一種橢圓形之

圈狀運行不已，而旋和律於焉告成。 

《新境界》對於精神之鍛鍊描述如下：
23
 

氣胎─「精」之成分為非白非青半陰半陽之質，是陰陽電子中的至陰精

粹。「氣」為和子中一種高等電質與靜電軀體交流後所發生的至陽熱流。是

故精氣的運行在排去人身中的至陰之電渣（陰氣），自然交流運轉，用氣引

精，用血行氣，過關通節，貫通週身。此即是陽電質（氣）來引陰電精（精）

輸運全體，發動交流，抱合激盪，經過多數的電化湊合，久而不懈，循行復

始，自然凝聚成為一種氣胎。蓋因其已成為一定的循行常規，故此平時氣血

流行，亦復如是。 

電胎─氣胎的運轉，全憑電質電精的驅轉輪迴，相互磨擦，自然交通，

不急不緩，陰氣漸消，逐步化為電胎。同時心意純一，靜極生動，歛神伏息，

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始能真水常升真火常降，氣炁絪縕，循環升降，常

濟於中，自無化有。惟此個中奧秘，不可以言語形容，必須躬親體驗，自覺

自悟耳。 

四、炁胎（聖胎）─炁胎結構要素，即如佛家的舍利，道家的金丹，分

析化驗其中皆有鐳質。蓋電胎與大空之炁相引而行，即起變化。此因大空之

炁內中含有熱性與多陽電性，而本身所化電胎之內亦含熱性與電性，然此電

性與多陽電性相比，即復變降而為陰質，二性異引交相磨擦，由熱化沸，由

沸化炁，即含鐳質。由此鐳質凝為多數小丸聚於丹田成為炁胎，亦曰聖胎。 

惟此炁胎自凝結成形之後，力量尚覺孱弱，因其本體尚含有少數電質仍

為靜態，不能健全發生作用。故須時加溫養，以排其電質，使其成為純陽，

助長形成　胎的發育。但此鐳質本身含具引力及一種剛中之銳炁，無所不

化，輕清上昇，速度迅疾，繼續引來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雙方立起作

用化成鐳體，形神俱妙。一旦豁然貫通，即從泥丸沖舉而出，收縱在我，來

去自如，道家則曰「陽神出胎」，佛家則曰「明心見性」，此乃真我（二我）

之出現，亦即原來軀體氣炁孕育之化身。從茲煉神還虛，真火自焚，瓦解肉

體，真我常存。此乃鐳之威力，亦為物質而返自然之妙用。 

                                                
23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第三部〈精神之人生觀〉，帝教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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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鍛鍊在氣胎之前有一段初學基本智識，強調「渾渾噩噩，順其自然之運行，

以合天體。」「以合天體」即是要順應天體的運行機制，也就是「旋和系之形成」機

制，粗略而論旋和系形成的五個主要階段是：「混沌之初象→宏大液體產生蒸氣→蒸

氣昇化為電質→電質昇化為炁體→炁體下降復與電質抱合沖擋，形成旋和系。」相對

應的，人體透過精神鍛煉過程中也有類似五階段：「渾渾噩噩→生成氣胎→生化為電

胎→昇化為炁胎→化為鐳體，真我出現。」混沌對應渾噩，蒸氣對應氣胎，電質對應

電胎，炁體對應炁胎，旋和系對應真我。這並非文字上的巧合而已，而是將旋和系視

為一個大人體，將人體視為一個小旋和的同構理論，此其一也。 

前述旋和系形成之五階段體現的是一種不斷「脫去水分」的過程，「水」並非吾

人日常引用之水，而是代表宇宙混沌之初象中的宏大液體，它是宇宙生成的原始材

料，也是要不斷淨化的開始點，「脫去水分」意味著宇宙自體淨化的過程，而在精神

鍛煉中，各種胎的成就也是透過不斷排除「電渣」、「陰電」來完成，電渣與陰電源自

人體生成的原始材料，等同於「水分」。此其二也。 

旋和系形成的原則是「輕重快慢」，輕與清相應，重與濁雷同，輕者快，重者慢，

在混沌之初象中之所以能逐步形成有序，便是依賴輕重與快慢之法則區別炁體與電

質， 後兩相「抱合沖擋」，遂生旋和。精神鍛煉的原則是清者上升，濁者下降，在

靜坐渾渾噩噩、無人無我之際，陰電精與陽電質、陽電質與大空之炁兩相「抱合激盪」，

旋和（胎）內生，真我出現。此其三也。 

更有意思的是，旋和系之中心在科學上被稱為太陽者，在《新境界》中被認為依

靠上帝之鐳炁來激盪，使之發光發熱，而精神鍛煉之炁胎（含鐳質）進一步化為鐳體

時出現之真我，亦具有超越太陽拘束的能力。兩者在鐳之概念上若合符節，實非偶然，

皆是天人同構的理論所致。此其四也。 

《新境界》認為旋和系生滅滅生，永無止時，誠老子所謂周行而不殆也。天人既

然同構，《新境界》對於人之修煉所隱含的宇宙形上論，遂提供了一個更寬廣、更超

越內丹「順逆」，甚至賦予外丹及老子「大順」新意的理論—「第三神論」，其內涵如

下：
24
 

先有自然，後有物質，最後方有神。 

自然為自然本身所創造。 

物質為自然所凝成。 

神為物質進化之變相。 

在這裡，「自然」指「道」之源，「物質」指「道」化天人之萬生萬物，其中以人

尊貴，而神是人「進化」之變相。人進化為神 後要歸於何呢？《新境界》說：「天

                                                
24 《新境界》第五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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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好還，大道循環，仁生萬象，誠息不已。…修道者，即係合精炁為一體，由物質而

返自然…。」
25
人既為物質中之 尊且貴者，「由物質返自然」就指出了人進化為神之

目的在於「回歸自然」。筆者要說明的是，這完全符合老子對「反者道之動」的體認，

然而老子只是樸素的提出歸根復命是道之既存事實，老子只是從「萬物並作，吾以觀

其復。」提出觀察所得，《新境界》卻進一步賦予了道之循環反復的意義在於「進化」。

故人要修煉成為神，是道之正常發展，也是生命進化之必然結果，「修煉」意味著某

些特殊發展，而「進化」彰顯的卻是普遍的過程，《新境界》所追求的確實不僅僅是

個人的「天人合一」，更是全體人類的「天人大同」，「天人大同」乃第三紀的宗教文

明，超越了第一紀的「渺冥文化」、第二紀的「神化文化」，而進入第三紀的「自然運

行文化」，此時人人之修養已進化為神聖之修養，天人界線打破，熙來攘往，極樂逍

遙，這是人類回歸道體的終極境界。
26
 

總而言之，無形金丹在生命實踐上走的是自然無為法，直修煉神還虛，因此不受

限於伴隨傳統內丹有為法而起的順逆對立觀；無形金丹所同構的宇宙形上論，揭櫫的

是一種全體進化的自然之道，又賦予了外丹大順之新意。比較無形金丹與外丹、內丹，

三者雖都屬於天人同構的範疇，但因其宇宙形上論與生命實踐方法之差異，所形塑人

與天的關係便有不同，無形金丹「以自然為宗」形似外丹卻不似外丹，「以無為為法」

接近內丹卻不同內丹，不宜採用大順或順逆的觀點來強加解釋，宜採天人大同之義才

能精確的反映出無形金丹在太空時代全球文明晉昇宇宙視野的文化價值。 

 

 

三、生命實踐論—爐鼎、藥物、火候 

爐鼎、藥物、火候乃源起於外丹操作之術語，被視為核心的三要素。內丹興起後，

大量假藉外丹既有之術語、觀念，轉移為人自身生命之操作，故仍沿用此三要素之說，

無形金丹廣傳至今，因其強調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主張修煉從「簡而易

行」下手，不談爐鼎、藥物與火候，但實踐上雖不明講，實質上仍有脈絡可循。 

 

（一）外丹、內丹之爐鼎 

一般而論，爐是起火、升火的器具，鼎置爐內，是承放藥物產生變化的反應室。

在外丹操作中，首先要選擇名山吉地，遠避塵囂，按嚴格尺寸方位建築房屋，以供煉

丹之用，通常稱為「作屋」；接著是「立壇」，壇又稱為丹台，其上所置便是爐鼎，丹

台通常分三層，象徵天地人三才，其尺寸方位亦有嚴格規定。 

                                                
25 《新境界》第九章。 
26 《新境界》第六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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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才是安爐與置鼎。爐又稱為灶，除了生火之外，也是承納鼎的器具。「爐

安置在壇上，樣式較多，有偃月爐、既濟爐、未濟爐、百眼爐、八卦爐等，為煉丹時

生火加熱之用，近代多用鐵、泥、陶質的火爐。」
27
既濟爐與未濟爐是依其內水鼎、

火鼎的位置不同而區隔，水鼎（供冷卻用）在上火鼎（承放藥物）在下者，為既濟爐，

反之即為未濟爐。百眼爐、八卦爐、偃月爐等基本上是根據通風口的多寡、位置、樣

式，配合天象或八卦等等作區隔。 

鼎依製作的原料不同，可分金鼎、銀鼎、銅鼎、鐵鼎、土鼎等等，又依承納物之

不同，有水鼎、火鼎之別。火鼎是煉丹設備中核心的部份，一般即指藥鼎，藥物置放

其中，其外以火加熱。水鼎中盛水，其外圍大約是灰土之類。二鼎有管相通，水鼎另

有一管貫通，以供給冷水和引出蒸氣。 

內丹取外丹爐鼎之象徵用在人身，且因內丹各派殊異之修煉方法而發展出不同的

爐鼎說。比如： 

鐘呂一派採納中醫對於心腎之認識，以心屬火為神火，腎屬水為真水，以神火照

射薰蒸真水，即為坎離交、水火濟、龍虎會、陰陽合，在此以心為爐，以神為火，以

腎為鼎，以精為水；南宗張伯端《青華祕文》看法不同，認為「黃庭為鼎，氣穴為爐」，

黃庭位置歷來各家說法多少有些相異，大體上可指人體臍內三寸左右的一個部位區

間，這個部位是聚氣煉丹之處，也就是鼎，而氣穴一般指丹田，是起火烹煉之源；明

清伍柳派強調人身沒有固定的爐鼎，隨神炁昇降而定，神炁「昇乾首以為鼎，降坤腹

以為爐」，晚清千峰派趙避塵贊同此種爐鼎觀，他說：「以形言之，神炁動在丹田曰爐，

神炁上升於頂曰鼎。無神炁即無爐鼎之可言。」另《性命圭旨》有大小爐鼎之說，大

爐鼎類似伍柳派，以「坤腹為爐，乾首為鼎」，煉精化氣時採用，小爐鼎同於南宗張

伯端，以「黃庭為鼎，氣穴為爐」，煉氣化神時採用。此外尚有內外鼎說、陰爐陽鼎

說，均牽涉到雙修派隱晦之處。
28
 

 

（二）外丹、內丹之藥物 

藥物是產丹的原料，外丹所用的藥物繁雜而多，各有其理論，主要的三個流派分

別是：
29
 

金砂派。主張服食黃金與丹砂，這個流派的思想與醫理相通，認為服藥既然可以

治病，可以保命，必有某種藥物服之可以成仙不死。所以葛洪說：「金丹之為物，燒

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入身體，故

                                                
27 《道學通論•方術篇》第四章〈外丹黃白術〉，胡孚琛、呂錫琛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8 參考郝勤《道教內丹術》第三章〈內丹理論•內丹生命觀〉，大展出版社。 
29 有關此三流派介紹，參考金正耀《道教與煉丹術論•外丹黃白術》、李國榮《帝王與煉丹》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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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人不老不死。」
30
丹砂的特性是燒煉會變回原樣，象徵返老，亦即不老；黃金的

特性是燒之不變，象徵不死。故服此二物，可以不老不死。 

古人又相信丹砂與黃金之間存在著某種轉化關係，漢朝李少君對漢武帝說：「…

事化丹砂、諸藥劑為黃金」，《皇帝九鼎神丹經訣》：「山下有金，其上多有丹砂，轉變

不已，還復成金，歸本之質，無可怪也。」因此，煉丹與黃白之術又有相關，黃指黃

金，白指白銀，透過煉成之丹製造出黃金白銀，稱為藥金、藥銀。 

鉛汞派。可溯源於東漢魏伯陽，以鉛、汞為至寶大藥，《參同契》：「只論鉛汞之

妙，龍虎之真，去四黃之大非，損八石之參雜。」四黃、八石是雄黃、硫黃、硝石等

礦物之類，金砂派雖以黃金丹砂為藥物，卻也不禁四黃八石之礦物或草藥、靈芝之植

物類為輔佐，但鉛汞派力斥其非，《金丹祕要參同錄》宣稱：「一切萬物之內，唯有鉛

汞可造還丹，余皆非法也。」 

硫汞派。硫是硫黃，汞是水銀，這一派在技術上與金砂派甚有淵源，他們相信硫

與汞合煉可得到神仙不死的大還丹，因「硫黃是太陽之精，水銀是太陰之精，一陰一

陽合為天地。」 

相較於外丹藥物之繁雜多端，內丹之藥物較有整齊的說法
31
，基本可歸之於人身

「精、氣、神」三寶。精氣之說早在先秦時已有，《素問•移精變氣篇》指出：「余聞

古之治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移精變氣與巫醫治病有關，《易傳繫辭》：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指出精氣是生命的根基，神魂是精氣的集中體現與變化，

以上是早期精、氣、神各自獨立的源頭觀點，真正將精氣神視為合煉的三要素是《太

平經》：
32
 

「夫人本生混沌之氣，氣生精，精生神，神生明。本於陰陽之氣，氣轉

為精，精轉為神，神轉為明。欲壽者當守氣而合神，精不去其形，念此三合

為一，久則彬彬自見。」 

這一生命生成的觀點源於莊子「人之生也，氣之聚。」生命本於天地陰陽之氣交

合為精，精轉為神，神轉為智慧，生命於是誕生，故氣、精、神為人生命之三要素，

「神、精有氣，如魚有水，氣絕神精散，水絕魚亡。」
33
內丹便是採用此三要素作為

煉丹的原料，有別於外丹採身外的黃金、丹砂、鉛、汞、硫黃、硝石等等物質。至於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部曲，要等到北宋初的陳摶無極圖上方始奠立。 

「精」有先天精、後天精之分。先天精亦稱為元精、真精，秉受於父母交合之一

點真陽，具決定生命盛衰和生命繁衍的功能，藏之於腎，以下丹田為本；後天精是靠

                                                
30 葛洪《抱朴子》上篇卷四〈金丹〉。 
31 同註 28。 
32 《太平經佚文•道典論》卷四〈災異〉篇。 
33《太平經鈔癸部》〈還神邪自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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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水穀等營養運化而成，其功能是維持生命活動與機體代謝，藏之於五臟，以腎為

本。另又認為，先後天精與性慾關係密切，性慾發動而施洩於外者為後天精，不因性

慾發動而充固於內便是先天精。內丹修煉的藥物是先天精而非後天精，但在實踐中仍

要從固煉後天精下手，以產先天精。 

「氣」（炁）是精之功能態或能量形式，精氣本為一體二用，故丹書上有時不用

「精、氣、神」，只講「神、炁」二者，因為「以精在炁中，精炁本是一故也。」精

既有分先後天，氣亦有先天氣、後天氣之別。內丹創造了「炁」字代表先天氣，認為

它是先天精的功能態或能量形式，而後天氣是指呼吸和營養之氣，靠後天水穀運化而

成。先天氣（炁）是藉後天精氣滋養轉化成各種氣機敷佈全身，推動臟腑經絡與器官

組織的活動，一個人老化衰竭的原因便是此一推動力耗損，內丹要不斷增強充實先天

氣以求長生，才有煉（先天）精化（先天）氣之逆返主張。 

「神」一方面被視為人的精神因素與思想系統，另一方面又是具有宇宙形上意義

的神祕本體，前者可視為後天神（欲神、識神），主要是後天習得與發展而來的，後

者被視為先天神（元神、元性、真性），虛靈空明而能與宇宙本體相通。內丹以元神

為藥物，從滌除識神矇蔽入手。但元神在內丹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它不僅是藥物，也

是鍛煉藥物的離火，一般說來元神有「化」「馭」「煉」三種功用，《金仙證論》：「元

精不能自熔，在元神熔之」，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之「化」的火力來源就是元神；《天

仙正理直論增註》：「修行人能以神馭炁，即神入炁穴，神炁不得隔閡，則謂之內神通。

能以神大定，純陽而出定，變化無窮，謂之外神通。…故神通即馭炁之神所顯。」馭

是駕馭、引導，神之所以能由無中生變化，就是因為能馭炁之故；「煉」指煉神或煉

心，《性命圭旨》以太陽比做天之丹，以心為人之丹，太陽受烏雲矇蔽猶如人心被慾

望遮掩，故人要煉去陰霾之物，方能成丹。 

 

（三）外丹、內丹之火候 

煉丹 難在於火候，「萬卷丹經祕在火候」「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 

外丹之火候具體講，就是丹爐溫度之控制及與時間掌握之關係，透過添減燃料和

調節通風量來達成。談火候須先了解「火」與「火法」，外丹用「火」來源不外用炭

火、馬通火、牛糞火、糠火等等，以炭火為例尚有講究，《丹房須知》有造炭法，將

炭木粉碎，以糯米擣為丸，晒乾用。「火法」指的是加熱用火的技巧，有養火、頂火、

燠、炮、煅等等，養火是指用文火燒煉，文火是溫火、小火之意，與武火為大火、猛

火相對，煅就是用武火，一般多用在須將藥物迅速熔解的場合；若將炭放在鼎之頂上

煅燒，叫做頂火，反之在鼎之底部者稱為底火。
34
 

                                                
34 同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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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候」 難的是要如何配合天符運行，這就是外丹的「直符」理論，牽涉到陰

陽消息、周天時間、方位、策數等，陽長陰消要進陽火，按斤兩加添燃料，陰長陽消

時則要退陰符。陰陽消息與周天時間息息相關，根據《參同契》若以一日為周天，子

刻一陽生為進陽火，午刻陽轉陰為退陰符；以一月為周天，五日為一候，震卦表初三，

兌卦表初八，乾卦表十五，稱為望前三候，象徵陽長陰消的過程，配合進陽火，望后

三候分別是十六巽卦，廿三艮卦，三十坤卦，象徵陰長陽消過程，該用退陰符；以一

年為周天，採十二消息卦象之，十一月起火一陽生，到隔年四月，為陽長陰消，係進

陽火，五月開始轉為陰長陽消，直到十月，係退陰符。 

內丹之火候具體講是以意念控制呼吸與精炁藥物的運轉烹煉過程
35
，《金丹四百字

注解》解釋火與候的差別：
36
 

「火之為物，太大則炎，太小則冷，要在調和得中，故火必曰候。一時

有六候，候者，吾身之節候。…吾身靜極而動，在月即為冬至，在日即為子

時，迎此極而與之俱動，則火候在此矣。」 

「靜極而動」蓋指人身一陽初生，其「候」在月是冬至，在日是子時，顯係援自

外丹對周天陰陽之觀點，係皆出自《參同契》。同時，上述之「火」與意念有關，《真

詮》道：「若用意緊則火燥，用意緩則火寒。」此「意」非一般思維之意，而是元神

真意，故《金仙證論》道：「火者神也，…皆我之真意。」 

一般說來，內丹之火候理論基本同於外丹，只是操作的工具由爐火轉為元神真意

之火，鉛汞藥物在鼎內的昇降變化轉為精氣神藥物在臟腑經絡之搬運流變而已，故內

丹講火候牽涉到十二經絡、奇經八脈、三關三田等人體生命之學，尤以任督兩脈 被

重視。督脈在後，自下而上依次有尾閭、夾脊、玉枕三關，屬陽，炁由督脈逆昇，撞

破三關，是為進陽火；任脈在前，由上而下依次有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屬陰，

炁從任脈而降，納歸三田，是為退陰符。進陽火用武火，乃相對強力之呼吸，退陰符

用文火，乃相對輕微之呼吸。 

 

（四）無形金丹之爐鼎、藥物與火候 

本師修煉無形金丹之理論記載在大經《新境界》，實際操作方法整理為大寶《宇

宙應元妙法至寶》，而修煉證道之案例記載則見諸《寶誥》、《清靜資糧編要》二書。

今日要研究無形金丹之爐鼎、藥物與火候，除了必須精研《新境界》的天人同構觀外，

對於《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亦須有自修自證之體會，然僅此仍為個人一偏之見，一隅

之得，尚必須研究本師實修證驗之案例經過，方不為偏頗。 

                                                
35 同註 28。 
36《金丹四百字注解》，彭好古注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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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師 後所煉的二尊封靈首席督統鐳力前鋒、首席正法文略導師為例，查其寶

誥誥文，敘述其證道之來源，如「上秉清虛無始之炁，下承極初涵靜之化」、「上承虛

無之炁，下啟極涵之化」，「虛無」二字拆開即「清虛、無始」，乃清虛真人與無始古

佛，皆是本師的原靈，「極涵」拆開為「極初、涵靜」，都是本師的名號，這顯示了一

個非常重大的意義—修煉無形金丹是天人合力、天人雙修。天的涵義很廣，除了原靈

為代表外，來自上帝的祖炁、其他上靈的調教等等先天炁統，都可歸納一起，而人即

指修煉者。本師所開創的無形金丹法門，特徵便是原靈先天炁統與原人相互配合修

煉，與外丹固然迥異，與內丹也有不同。因此若說外丹的焦點在於身外的爐鼎，內丹

的焦點在於己身性命，無形金丹一開始的焦點應該落在「天人」，把握這個原則，就

不難看清此中微妙之處。 

無形金丹本質是什麼？在〈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整體分析〉
37
一文中引證資料指出，

無形金丹即為封靈原種，是修煉封靈的丹種，本質乃昊天正氣之凝聚，「昊天正氣」

意指其來源既非原人本身的精氣神，亦非原靈所分化，而是直接來自昊天上帝所賜

封，「凝聚而成」實指已結為金丹一粒，只待發育形容與靈覺，而非原始、分散的藥

物。本師說：
38
 

「同奮的元神修煉有成，在持續勤修苦煉奮鬥過程中，昊天就有一股正

氣加持於您的元神，…使這股正氣得以運轉，漸能發育成形，只要人間努力

奮發，就可產生靈覺，不過這位封靈的成長是要依賴您個人在人間犧牲奉獻

的熱準而決定…」 

換言之，此一「昊天正氣凝成的原種」即為修煉封靈之藥物，對於修煉者而言，

此藥物是身外之物，是外來的，與外丹相似，但其本質又不像外丹藥物一樣屬於五金

八石之類，反而較接近內丹的精氣神藥物，但又與內丹不全同，一來內丹藥物源自己

身，二來內丹藥物尚未化煉凝成丹的層次。 

封靈是為了應付劫運的急頓之法，屬於身外之身，而吾人本身之凡靈元神一面要

自我修煉，一面要養育封靈，備極辛勞，不似傳統內丹先成就己身之元神化為陽神，

反而像母親（元神）養育嬰兒（封靈），等到嬰兒長大成人，母親方得功德圓滿，自

修前程。因此「昊天正氣凝成的原種」應視為「先天藥物」，吾人「精氣神」作為「後

天藥物」，無形金丹法門係先燒煉「後天藥物」，以其所得溫養「先天藥物」，後者為

目的，前者乃過程，等天命完成時元神方得以在天界繼續晉修，功果圓滿。以本師為

例，駐世人間修煉成功的四十尊封靈，都得到上帝賜封，而能獨立運化於無形，然而

一直到民國八十三年本師為應付劫運，靈肉佈施，透支元神，遽然歸證後元神於無生

                                                
37 同註 1。 
3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之〈靜參修煉體系表〉，帝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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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宮繼續修煉，歷經世曆十二年方受封「極初大帝」，初步達成了本師「三位一體，

何時能與宇宙共始終」之心願。 

將無形金丹之「先天藥物」與外丹、內丹藥物相比較，可略窺無形金丹在修煉上

之殊異點：比如因其非出於己身，所以修煉者沒有年齡、性別、體質的限制，內丹則

有許多講究；又因其已為丹的狀態，並非原始藥物，故修煉者可以直修煉神還虛，逕

行養丹煉神，形式上超越煉精化氣之三歸二，煉氣化神之二歸一，且適合人道、天道

並修；另外，此藥物本質上非五金八石，沒有外丹須講究合煉、解丹毒的副作用。 

無形金丹之「後天藥物」則與內丹藥物種類相同，惟定位不同，這使得無形金丹

之修煉者在身心變化方面，雖有似於內丹過程，但不能完全類比，以本師為例，本師

雖享九十五歲高齡，精神體力健旺頗異常人，但歸證時油盡燈枯之事實，正反應出與

傳統內丹得道者不同景象。 

藥物已辨，接著論火候。 

不論外丹、內丹，火候都是燒煉藥物的能量來源，從此種思維出發，問題就轉變

成「無形金丹是靠什麼發育成長？」根據天人雙修的原則，遍查大寶一書，筆者認為

「修持時不用絲毫人為的力量，全在修一己之陽炁，以接上帝靈陽真炁，就是配合本

教特有的默運祖炁…」即已點出兩種主要的火候：「後天火候」—一己真陽之炁、「先

天火候」—上帝靈陽真炁。 

就一己真陽之炁而言，內丹的火候是以意念控制呼吸及精炁的搬運，無形金丹則

強調「不用絲毫人為的力量與意識」，也就是不用意也不調息，那麼一己真陽之炁如

何發動起來呢？本師說：「必須心要靜到極點，自然出現『真火』。」「把握住『心無

所住，一切放下，放下一切；心無所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的大原則」、「虛極

靜篤」、「定靜忘我」。陽炁從哪裡發動呢？本師說：「從尾閭骨間經督脈慢慢昇起…」
39
。可見一己真陽之炁這種火候與內丹有為法講究的火候過程相彷，但入手不同，較

接近文始派之無為法。 

上帝靈陽真炁是燒煉溫養無形金丹的另一大火候，這部份的火候以祖炁為首，但

也包括了其他的先天之炁，比如紫金光是原種成長發育的關鍵能量，又比如原靈之炁

機亦與原人之陽炁共同煉養原種。如何能接引得下這些來自先天的火候呢？本師說：

「依賴個人在人間犧牲奉獻的熱準而決定。」「發大願力，引來先天一炁…」
40
，換言

之，也就是修煉者在信願行三要的奮鬥熱準。 

將無形金丹來自天、人的二種火候與外丹、內丹火候相比較，外丹中之自然還丹

派所提及的「天符（火）照耀」與無形金丹之「先天火候」似有雷同，值得深入研究；

                                                
39 以上諸說見《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之〈靜參修煉體系〉及第四、七、九、十講，帝教出版社。 
40 同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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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內丹中不論靠意念、呼吸或經由臟腑經絡引導、守竅等等實踐方法，都與無形金丹

「後天火候」不相同，更遑論「先天火候」所帶來的變數。故當可理解，修煉無形金

丹時之身、心變化與每個人的靈質、體質有密切關係，修證經驗差距很大是自然的，

不似內丹有較一致的脈絡可循。比如說，某修煉者信願行的熱準極高，而定靜忘我的

功夫普通，引來的先天之炁遠大於一己陽炁，從該人身心判斷也許性命功夫尚不足，

但無形中其無形金丹已經發育成形，偶而靈覺頓發，可應化於有形，這在傳統內丹是

難以想像的。 

後論爐鼎。 

爐是起火的器具，在天人雙修的無形金丹系統中，火候既然有先天、後天的區隔，

爐也對應有「先天爐」與「後天爐」。後天火候始於尾閭骨的陽炁上昇，然而尾閭骨

的陽炁又從何昇起呢？本師雖然沒有明言，但為了彌補同奮們命功基礎不夠的問題，

本師後來傳了「深呼吸」的煉元神功夫，重點之一是要「鼻吸氣送入丹田」「氣在丹

田溫養一會兒」，這裡指的是下丹田，本師所傳的這種加強命功鍛鍊的方法，與張三

豐的蘆芽穿膝法極其相似，不同者是蘆芽穿膝法不讓氣從湧泉穴出去，還要收納回尾

閭骨，進行小周天運轉。可見加強鍛鍊命功的目的，是在培育一己之陽炁以運轉周天，

因此與下丹田息息相關，筆者認為下丹田即為「後天爐」，與內丹南宗講的「氣穴為

爐」、伍柳派「坤腹為爐」雷同。 

先天火候中以祖炁為例，來自法華妙天之浩然元炁，經過層層化合轉降至人身，

法華妙天即為「先天爐」；若以原靈之炁機為例，則「先天爐」置於原靈內，範圍比

太虛縮小的多。宋末元初李道純論內丹 上一乘也有「太虛為鼎、太極為爐」的主張，

與無形金丹類似，然而語義抽象含糊，無可操作性，不若無形金丹之具體。 

至於鼎在何處呢？筆者認為應在上丹田處，包括了性竅與命宮的範圍。鼎是承藥

反應的器具，無形金丹之藥乃昊天正氣凝成之原種，依附在該人之元神上等待發育成

長，元神是經過鍛鍊、淨化的和子，根據《新境界》理論
41
，和子指揮大腦，大腦指

揮生理，是以和子主宰場所即為大腦。《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進一步指出，未污染之

和子存在大腦松果體中代表先天之性，暗指元神應存於大腦松果體
42
，而其位置對應

在兩眉中心。 

兩眉中心謂性竅，兩眼中心為命宮，性竅乃先天，命宮為後天。以後天論，本門

心法的淵源之一—宗主傳授之〈入定捷徑〉指出「命宮即陰陽之母，守此而周天動矣，

周天動而丹爐形，而鼎定矣，鼎定則道成…」
43
，而默運祖炁之終止點也在於命宮：「

                                                
41 《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 
4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附錄二第六篇聖訓〈魂魄之剖析〉。 
43 《闡教法乳》，天帝教極院印行。 



從外丹、內丹之理論實踐與證驗文化淺論無形金丹  227

後落至命宮，若有若無，不即不離，聽其自然運化。」周天運轉屬於後天火候，祖炁

默運屬於先天火候，兩者交集在命宮，可見命宮作為承載藥物之鼎器，是有其根據的。 

然而據前所述，元神應居於性竅之中，無形金丹依附於元神，當也不離性竅。究

竟鼎是在性竅亦或命宮？或許兩者都對，因為在宗教上講，一為先天一為後天，先後

天本是相互依存，在科學上講，根據劉緒潔實驗觀察，祖炁默運口訣過程中松果體變

化明顯，口訣默運完後「聽其自然運化」則下視丘效應顯著，松果體位置對應性竅，

下視丘位置對應命宮，松果體與下視丘二者有著密切關聯，反應出性竅與命宮的微妙

聯繫。
44
 

丹田二字的本意，取其播種於田中，自然生苗結實，丹圓始成，故名為丹田，種

就是指藥物，故丹田為鼎，也是內丹許多派別所共認的，尤其上丹田，在煉精化氣階

段是還精補腦之處，在煉氣化神階段為陽神上遷之處，在煉神還虛階段為陽神遊駐之

處。無形金丹從煉神還虛下手，故以上丹田為鼎，鍛鍊無形金丹為封靈出入之地，也

不悖其理。上丹田一般認為是在兩眉之中，稱為泥丸宮，等於本教講的性竅，惟三丹

田之精確位置各有其說，不盡能統一。是以筆者綜合教內文獻、科學實驗與內丹諸派，

採上丹田統攝性竅與命宮之範圍，以為鼎說。 

 

 外丹 內丹 無形金丹 

爐

鼎 

․起火為爐，承藥

為鼎 

․心為爐，神為火，腎為

鼎，精為水 

․黃庭為鼎，氣穴為爐 

․乾首為鼎，坤腹為爐 

․後天爐：下丹田 

․先天爐：法華妙天與原

靈炁統 

․鼎：上丹田 

藥

物 

․金砂、鉛汞、硫

汞 

․精、氣、神 ․後天藥物：精、氣、神

․先天藥物：昊天正氣凝

成之原種 

火

候 

․炭火之溫度、時

間、通風、陰陽消

息、方位等之控制 

․以意念控制呼吸與精炁

藥物的運轉烹煉過程 

․後天火候：一己真陽之

炁 

․先天火候：上帝靈陽真

炁、紫金光、原靈炁機…

表一：外丹、內丹、無形金丹之爐鼎、藥物、火候之對照表 

 

 

                                                
44 〈天帝教中國正宗靜坐的大腦反應現象研究及生理意義初探〉，劉緒潔報告，《旋和季刊》33-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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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驗 

（一）外丹、內丹之證驗 

不論外丹、內丹、無形金丹， 終的目的都在超越生死大限，成仙作神，於是丹

法有無效果，其證驗如何，理論上端視 後的結果便知，但實質上神仙蹤跡飄緲難測，

或雖留形駐世卻又不欲人知，或已返歸虛無人眼難見，故希冀能有神仙顯蹤於大眾前

為某一丹法做證驗，自古以來未曾有過。葛洪在《抱朴子》中就指出：
45
 

「豈況仙人殊趣異路，以富貴爲不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

以聲譽爲朝露，蹈炎飆而不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虛，風駟雲軒，仰淩

紫極，俯棲崑崙，屍行之人，安得見之？假令遊敖或經人間，匿真隱異，外

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若使皆如郊閒兩瞳之正方，邛疏之雙耳出

乎頭巔。馬皇乘龍而行，子晉躬御白鶴，或鱗身蛇軀，或金車羽服，乃可得

知耳。自不若斯，則非洞視者安能覿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

不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益潛退。」 

葛洪描述傳說中的仙人郊閒長著一對正方形的眼珠，仙人邛疏的雙耳高出頭頂，

仙人馬皇乘龍而行，仙人子晉駕著白鶴飛升，如果神仙都像這些仙人一樣以特殊形象

出現在「屍行之人」（指凡人）面前，那麼凡人當然都會相信成仙之道不欺妄了，但

真正仙人是不屑於這樣做的，因為一般有傑出見識的學者尚且不樂意與淺薄之人為

伍，何況遨遊清虛的仙人呢？ 

仙人作證既不可行，以服食結果作證亦不可行，因為外丹煉成後，入口立見分曉，

不是白日飛昇，便是中毒而亡，欲以服食結果做證驗，並非萬全之策。《神仙傳》記

載東漢煉丹大師魏伯陽一則有趣的故事，魏伯陽率三弟子於山上煉丹，知其中二弟子

心中不誠，故丹成後故意以狗試探，狗當場斃命，弟子問魏伯陽是否還要服食？魏伯

陽嘆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

於是服丹身亡，其中一弟子亦跟隨之，剩下二弟子見狀信心動搖，相約下山，魏伯陽

及其弟子、白狗隨即復起，成仙而去。
46
 

魏伯陽以身試丹的故事除了警示意義外，對於一般外丹煉家並無實質幫助，尚須

尋求其他較客觀的證驗方法，葛洪在《抱朴子•金丹》卷有提到一種證驗方法： 

「金成者藥成也。金不成，更封藥而火之，日數如前，無不成也。」 

這種證驗法源於先秦對於丹砂與金的共生觀念，《管子•地數》篇：「上有丹砂者，

下有黃金。」這是從自然界礦脈中觀察所得，到了漢代逐漸演變成丹砂可以化成黃金

的說法，東晉時葛洪引用《仙經》一段話：「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

                                                
45 《抱朴子內篇》卷二〈論仙〉，三民書局版。 
46 《神仙傳》卷二〈魏伯陽〉，三民書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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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因此丹煉到一定火候，判別它是否成功的證驗法，就是拿

丹來點化銅、鐵等普通金屬，看是否能化為黃金，歷史上外丹術與黃白術常相提並稱，

是有此理。黃白是指黃金、白銀，把銅鐵等金屬點化為黃白者，即稱為黃白術。 

內丹之證驗理念與外丹差異頗大，因內丹以人身為爐鼎，在鍛鍊過程中身心是持

續變化著，不似外丹在 後一著才見分曉，然而內丹亦重視證驗，《鐘呂傳道集》

後獨列〈證驗〉一篇，呂祖向鐘離老祖提出問題，呂祖說由於修道的人是淡泊寧靜與

世隔絕者，一心一意痛下功夫，所以不容易知道自己功夫的方法、深淺何時必須調整，

故必須要有一步一步的證驗，才能持續做下去。鐘離老祖回答只要有明師、正法、火

候，不愁沒有證驗，也不怕證驗後沒有效果，接著便依照修煉的十二法一一講授其證

驗，比如第一法匹配陰陽，證驗「口中有甘液」「時時腹中聞風雷之聲」，第二法聚散

水火，證驗「丹田夜則自暖，形容晝則清秀」，第三法交媾龍虎，證驗「居暗室而目

有神光自現」…第十法朝元煉氣，證驗「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頂外下現金光罩體」
47
…。 

托稱呂祖降傳的《太乙金華宗旨》一書，享譽中外，翻譯成德文、英文、日文本，

二十世紀初為歐洲心理學大師榮格所推崇，該書第六章專講「回光證驗」，首先提出

證驗應有的心態：
48
 

「證驗亦多，不可以小根小器承當，必思度盡眾生，不可以輕心慢心承

當，必須請事斯語。」 

內丹不尚紙上談兵，著重證以驗修，但是焦點既集中己身，不是容易陷於自小天

地，以小小證驗為滿足，就是失之武斷貢高，我行我素，這都是證驗心態沒有正確之

故。正確的作法是要以「度盡眾生」之寬宏視野，「請事斯語」之謙恭謹慎態度，自

我檢視功夫做到哪裡，以求究竟，方是正路。《太乙金華宗旨》提出「回光法」之三

種證驗，「神在谷中」「虛室生白」「神歸頂天」，原文如後：
49
 

「一則坐去，神入谷中，聞人說話，如隔里許，一一明瞭，而聲入皆如

谷中答響，未嘗不聞，我未嘗一聞，此為神在谷中，隨時可以自驗。」 

「一則靜中，目光騰騰，滿室皆白，如在雲中，開眼覓身，無從覓視，

此為虛室生白，內外通明，吉祥止止也。」 

「一則靜中，肉身絪縕，如綿如玉，坐中若留不住，而騰騰上浮，此為

神歸頂天，久之上升可以立待。」 

呂祖認為這三種是修煉者隨時可以自我證驗者，使自己知道功夫做到哪裡。當然

                                                
47 《鍾呂傳道集注釋》第十八〈論〉，沈志剛注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8 《太乙金華宗旨注釋》〈回光驗證章第六〉，杜琮、張超中注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9 同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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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他的證驗標準，惟隨著根器不同，各有殊勝。 

 

（二）無形金丹之證驗 

無形金丹主張自然無為，不在肉身上下功夫，靜坐時不假絲毫人為力量及意識，

所見所聞所感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切不想，不想一切，既不可能像外丹一樣假外

物之變化作證據，也不像內丹一樣適宜專注在身心變化的檢定，造成著相。因此講證

驗，似有其先天矛盾。然而本師在民國八十二年針對天人研究學院、修道學院學生上

課時，強調：
50
 

「…今天在座的同奮對靜坐所下的功夫，最少的也有二、三年以上，多

則超過十年以上，究竟功夫做到了什麼程度？道家所謂『自修自證』，就是

靜坐功夫到了某種程度自己要有體會，自己要有考驗，雖然天帝教『直修昊

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是直接從第三步『煉神還虛』下手，但是並不表

示沒有第一步『煉精化氣』、第二步『煉氣化神』，只是這兩步功夫在無形中

不知不覺運行而已！」 

「自己要有體會，自己要有考驗」是本師主張證驗的原因，但其對象並非初學者，

而是當時在鐳力阿道場親受調教、靜坐多年的弟子，初學者在自然無為的掌握上還未

入門，若談證驗，極易走入歧途，從本師的開場白可以窺見這個份際。無形金丹之修

法分性功、命功與神功，筆者遍查本師文獻、講話紀錄，佐以實地經驗判斷，整理出

本師公開講的證驗法如下： 

１、性功之證驗法： 

性功是從煉心下手，煉心的方法很多，也因人而異，本師公開提出證驗煉心的方

法是華山式誦誥，可以考驗自己昊天心法功夫到了什麼程度。 

「我所以提出華山模式的誦誥方式，主要就是因為同奮誦誥時不能專

注，我用華山模式誦誥來煉同奮的心。」「今天也要求同奮們在光殿集體誦

誥，採用華山模式誦誥，考驗同奮誦誥的『心』，希望唸到『一條心』、『一

心不亂』、『不動心』，這就是帝教的『昊天心法』。」
51 

２、命功之證驗法： 

命功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階段，從己身之精氣下手，但又不著意去煉，只在奮

行五門功課當中自然經過。本師公開提出證驗命功的方法，先是「內呼吸」，後是「馬

陰藏相」（乾道）或「斬赤龍」（坤道），這是證實自己命功有否到達程度之客觀標準。 

「我曾告訴大家：『該呼時要呼，該吸時要吸，不摒氣，順其自然。』

                                                
50 〈法華上乘正宗靜坐之修證〉，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本師於天人研究學院、修道學院講授。 
51 〈道在人心〉，民國八十二年六月本師於天人研究學院、修道學院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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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靜坐一開始時，往往都是呼吸急促、粗重，時間久了，呼吸慢慢深長，

逐漸細勻，最後鼻息（外呼吸）自會完全停止，但是內呼吸仍舊照常，等於

胎兒在母體中的胎息，以母體之吸為吸，以母體之呼為呼，胎息又名『真息』，

所謂『返本還原』，在此地就是要從後天的假呼吸（外呼吸、鼻息）回到先

天的真呼吸（內呼吸、胎息）。一旦外呼吸停止後，乾道自然可以『馬陰藏

相』，坤道可以『斬赤龍』，有了這個現象，到了這種境界，就可以證實自己

的功夫到了某一程度，如果沒有，那就是功夫下的不夠深，惟有靜坐功夫不

能取巧，不能斷斷續續，想坐才坐，必須每天至少兩坐，一坐自有一坐的效

果，最重要還要做到『不漏』，少則三、五年，多則八年、十年，一定可以

達到這個程度。」52 

３、神功之證驗法： 

神功是煉神還虛、煉虛合道階段，屬於煉靈層次，先煉元神，再煉封靈。元神之

證驗法本師從無明確指出，但在大寶裡面有幾段本師親述的經驗，筆者認為勉強可作

為元神之證驗。 

其一，本師說： 

「…心定下來，定到極點，進入渾渾噩噩的狀態，然後首先感覺兩手、

兩腳頓然消失，再出現身體胸、背無存之意感，最後連頭部豁然化為虛無，

身心內外一切皆蕩然不存，只覺得『一靈（元神）常照』，此即為『忘我』

的階段。」
53 

本師另外也用「金光籠罩元神」「清明在躬」來形容元神之狀態。 

其二，巡天節上帝召見提靈，此靈即是人間之元神。 

「到了巡天節時，上帝召見帝教有功或修煉有成之同奮，功夫好的同奮

被提靈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功夫差的被提靈成分較少，…」
54 

上帝召見不一定是元神修得好的，有犧牲奉獻功德、正氣的教內外人士都可能被

召見提靈，但唯有元神修煉好的才提的多，身心也才會有明確知覺，而非幻想也，其

餘功德提靈者多是無知無覺。同巡天節類似提靈者，尚有每月朔、望提靈上升，參與

天機造化，元神有成功德亦足者，位列人仙，不假外證，自知耳。 

封靈比元神更隱晦難測，本師在《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中一再強調「不必多去猜

想自己有沒有封靈，只要問問自己是不是在持續不斷的奮鬥？」然而，本師也數度公

開聲明「等到本教復興十五週年，金闕第一批封靈天榜一定會公佈，為期不遠，不再

                                                
52 同註 50。 
5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十講〈救劫急頓法門之定靜忘我功夫〉。 
54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十一講〈救劫急頓法門之修煉封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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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家失望。」因無形金丹法門修持證果的標的就是成就封靈，本師也感受到必須堅

定同奮對修煉之信心，方足以鼓勵後進，故有此宣稱，然而復興十五週年時本師卻已

歸證無形，人間無人可以確認一公佈案，勉強行之，徒增紛擾。民國八十四年九月海

峽兩岸發生中共飛彈演習事件，情勢異常嚴重，本師在無形發願「破天時」，需要人

間龐大支援力量，本師降傳聖訓：
55
 

「奉準於此三天內對封靈修煉有成之同奮，採提靈方式參與破天時之無

形作業，以此暗示方式公佈封靈天榜，一面肯定修煉封靈之實質意義，一面

圓滿了結此案。在這三天之中，同奮遇有不安、昏沉、恍惚、倦怠、難過等

種種不適，甚有嘔吐或其他生理異常現象，不必驚慌，只要多作休息，一切

以平常心待之。」 

所謂「暗示方式」指自知，也就是自修自證，因為封靈修煉有成，自己一定有自

覺，什麼樣的自覺因人奮鬥熱準而異，聖訓 後提及的注意事項只是列舉，並不宜簡

單的移作判斷標準，而有失平常心。 

搜羅本師公開陳述之證驗法非常重要，因為無形金丹此一法門是本師奉天命傳授

人間，也是本師親證七十年以上的實地功夫，無第二人經驗可以取代。然而近三十年

來晉修此法的人數不下一萬餘人，究竟功夫作得如何，尚無系統的調查，流于眾說紛

紜，各執一端，《旋和季刊》曾開闢「應元妙法」專欄，實地訪查教內長期靜坐不斷

的乾坤同奮各十人，隱其姓名，擷其心得，流傳於基層，普獲迴響。要釐清的是，筆

者認為這二十位同奮的經驗之可貴，並不在於它是對是錯，而在於它是「實地」的經

驗，筆者不鼓勵初學者看重證驗，初學者 重要的是「坐將去」，根據本師標準，筆

者建議靜坐至少三年持續不斷者，再來研究證驗，較不會迷失。筆者將二十位同奮的

實地經驗參照本師對性功、命功、神功公開的證驗法，羅列於下，以資研究： 

１、性功之「皇誥」證驗 

․「我深深體會到，誦皇誥就是在學習上帝的精神，誦寶誥就是在學習

仙佛的精神。持誦當下的感受越深，就越能帶到光殿外面去面對人事，就會

比較有定力與智慧處理各種糾紛。」56 

․「許多人只知道誦誥是救劫的利器，不知道誦誥也是修持的心法，當

我們專心一致誦誥時，心也能達到定靜的狀態，無形的浩然元炁一樣會進入

我們體內，自然運化…」57 

․「…誦誥的體驗是沒法用言語來形容，勉強說跟煉元神有關…」58 

                                                
55 《天帝教教訊》第 141 期。 
56 《旋和季刊》第 28 期〈應元妙法 6〉。 
57 《旋和季刊》第 24 期〈應元妙法 3〉。 
58 《旋和季刊》第 22 期〈應元妙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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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曾講打坐時氣機發動，背部會有壓力，我誦誥時也感覺背部

氣機發動；現在誦誥時後腦會霹靂啪啦響，這現象從民國八十二年左右到現

在一直都有，且越來越明顯…」59 

２、命功之「內呼吸」證驗 

․「講到呼吸，人原本是一呼一吸，但是像現在我在講話，講很久可以

不呼吸，偶而呼吸一下也不急促，很自然。早期不同，那時雖然也好像可以

不呼吸，但在一吸一呼的時候，速度會不規律，現在不會了，現在偶而呼吸

的時候很順暢，很舒服，而且整個人好像沒有了肉體的束縛。」60 

․「我那時打坐到後來，坐到有胎息，可是我不清楚什麼是胎息，只知

道坐的時候丹田地方有種起伏的感覺，其他外在、肉體的感覺都沒有了，忘

我了。」「我講的胎息，是精進打坐時不知有呼吸，而不是知道沒呼吸，忘

我了。」61
 

․「於居家閉關期間，偶有坐至安詳之境，忽覺已無呼吸，稍加注意，

呼吸即起，變化分明，始知外呼吸停止須自然而然，若加人為意識，或刻意

觀察，即落入後天。」
62 

３、命功之「馬陰藏相」「斬赤龍」證驗 

․「我在靜坐班結業四年左右，有一階段在靜坐上很下功夫，有一陣子

幾乎是四坐。那段期間以我自己的瞭解，大概有一年、二年天癸沒有來了，

應該是斬赤龍的現象，師尊講三年有成的確不是亂講的。但是看到一些聲色

的東西，心一波動就是漏，天癸就回來，所以馬陰藏相、斬赤龍不是說你有

那個現象就永遠是這樣，只要一動心，就馬上恢復原狀。」
63 

․「…專職第三年起生理上開始有了印證，有馬陰藏相的徵兆，陰莖收

上去，陰囊縮上來了。像我因工作需要到各處跑，消耗體力、精力，但回來

之後若好好打坐一段幾天，這種現象又會出現。」64 

․「那一陣子，亦發現陰莖上提，只剩拇指末端指節大小，陰囊緊縮，

雖未到師尊講的『全部上去』，但此異常現象生平未曾有過。」「師尊曾講只

要一動男女之情即恢復原狀，竊以為那是對已有相當火候者而言。以我初入

門經驗，只要內氣一不足，生殖器官即恢復原狀。內氣不足原因包括連續幾

                                                
59 《旋和季刊》第 25-26 期〈應元妙法 4〉。 
60 同註 58。 
61 《旋和季刊》第 23 期〈應元妙法 2〉。 
62 同註 56。 
63 同註 61。 
64 同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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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坐不好，動氣，勞心、奔波等等，氣不足就不可能馬陰藏相。」65 

４、神功之「煉元神」證驗： 

․「煉元神時的吸氣，只能將氣吸到肺部，那什麼東西到達下丹田呢？

是意念把無形的氣以及五臟六腑的氣引到下丹田，貫通兩腳，接著默運祖炁

才能讓祖炁佈滿全身，再去打坐，先後天的氣才能契合。因為煉元神之後，

後天氣裡含有先天的質了，再接引祖炁才能同質相引，如果不煉元神，除非

後天氣本身已經非常的純，或心真的已經虛極靜篤，靜到了極點，否則與祖

炁不容易契合。師尊也講：雖然祖炁已經幫你們接引下來，但你們能吸收多

少，還得要看各人的功夫了。」66 

․「我有印象，師尊當時並不太願意傳呼吸吐納的這個煉元神，因為唸

皇誥就是最上乘不知不覺的煉元神，自然無為的，何必去傳這個有知有覺、

要去吸呼吐納的煉元神？實在是因同奮們普遍命功鍛鍊不夠，信心不夠。」
67 

․「我個人的現象在煉元神的深呼吸過程中，發覺後腦會有聲音（如同

誦誥時所發出的聲音，只是沒那麼明顯），而事實上我並沒有把氣引到後腦

啊，所以我會如此的認為。」「元神充足了，神識清明了，思念容易集中。

我懷疑煉氣化神的結果是，整個神識很清楚，有一種『清明』的感覺，沒有

夢，也許是一個指標。」
68 

․「我有幾次一靈常照的經驗，第一次在清虛妙境，坐在那裡靈覺很清

楚，一晃三個小時就過了，完全進入到寧靜中，沒有任何物體存在，非常清

楚。第二次在天安太和道場，環境是亮的，也是一下子三小時過去了，旁坐

的同奮抱怨說有許多蚊子，我眼睛半閉，也似乎瞄到有蚊子，可是感覺牠在

外面，沒有進來。」
69 

５、神功之「修封靈」證驗： 

․「要感受自己封靈有無修好，從平常為教奮鬥就感受的到，當你需要

的時候，你在人為力量沒辦法達到的時候，你的靈覺會感受到冥冥之中有人

在跟你配合，自然而然靈覺出來，想做什麼會很順利，重要是那一句話：『為

教奮鬥』。所以封靈究竟修得成不成，講實在話，以現在情況來說，要到回

                                                
65 同註 56。 
66 同註 57。 
67 同註 58。 
68 同註 59。 
69 《旋和季刊》第 29-30 期〈應元妙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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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一剎那，才知道究竟如何。」70 

․「對於封靈，我只能說：當我碰到困境、逆境時都能理性、冷靜處理

事情，而且都會有些靈感。」71 

․「封靈種子剛形成胎兒時，形貌長的就像小時候的自己，個人體會，

是師母代授，師尊在旁督察，封靈一樣會像人間小孩慢慢長大，七、八歲的

形貌長的就像自己七、八歲的樣子，但氣質多少仍有不同。」72 

 

 

五、結 論 

長期以來，許多同奮不自覺會引用內丹之觀念與經驗來證驗無形金丹之修煉過

程，至於外丹部份比較少引用， 多是有關「靈丹妙藥」、「表丹」、「布丹」等天人炁

功部分可能與外丹有所淵源。 

本文分別就「宇宙形上論」、「生命實踐論」比較無形金丹、內丹、外丹，可以了

解到三者不管在天人同構的發展趨向以及爐鼎、藥物、火候的實踐上，有相同處也都

有相異處，因此不經選擇的把內丹理論與證驗之法搬到無形金丹，顯然流於粗率與偏

頗，應該回歸到本師所公開講授的證驗法，自修自證，從理論、實踐到證驗，體系一

貫，忠於師傳炁統，方合乎大道常軌。 

後要補充說明，筆者認為本師公開的證驗法屬於「化」的境界，是無形金丹已

煉到一定火候的標準，但對於許多精進修煉但火候尚不足者，另有「補」的層次，亦

有許多可以自修自證的經驗，足以讓修煉者信心不惑，堅持坐下去，此一課題與天人

炁功的「靈丹妙藥、表丹、布丹」，都留待日後再行研究。 

 

 
70同註 58。 
71同註 57。 
72同註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