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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 年人類基因體的解讀不僅改變了我們對生命整體的認識，同時它也開啟了
生命科學研究極大的契機與挑戰。“赫爾辛基宣言”對從事以人體為對象之生命醫學
（biomedical）研究，規範了倫理責任，因此醫學倫理也擴大為生命倫理。作者整理
天帝教相關文獻及近年心得從身心靈角度思考生命的奧密，從而充實現代生命科學、
生命倫理、生命信仰發揮生命醫學效用，期望俾益人群。
依據涵靜老人與維生先生體認，人的生命體是由肉體生命完成精神生命回到宇
宙生命。醫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技藝。傳統的醫學是以肉體的治療為主近代的醫
學，則擴充靈性的醫療成為整體生命倫理。天帝教的生命醫學名稱“靈體醫學”是
解除人體肉體與精神的不均衡狀態而發展的技術與學科，除了生理、心理、靈魂層
面之功能特質，對比於精氣神的內涵將有一番新的認識。河洛圖象是一簡明模式，
用陰陽五原素“親和”關係詮釋靈肉與天人變化理念應有一定意義。
固然科學文明帶給人類生存生活進步與健康壽命的維護，但是“完全健康的人”
也應有靈性的感知，生命醫學的目的是讓身心靈得以和諧，使人舒服與快樂，而宗教
的教化更亟帶給人類生死的希望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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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命科學、倫理、信仰)
二、生命醫學的涵義 (身心靈、精氣神)
三、靈肉關係 (天人)
四、天人合力 (醫病)
五、其他
六、結語

一、前言－生命科學、倫理、信仰
2003 年人類基因體的解讀不僅改變了我們對生命整體的認識，同時它也開啟了
生命科學研究極大的契機與挑戰。
希波克拉底（B. C. 460?～377?）<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
，其內容是要求：
應盡自己的知識與能力醫治病人，不得有越分的醫療行為，並堅守品性與道德規範。
唐朝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言：“人命至重，有貴千金，一方濟之，德逾於此，
故以為名也。” <大醫精誠>篇亦有先發大慈側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德術兼備是
醫事人員的要求，隨著生物科技進步所衍生的發展，例如：人工協助生殖術、胚胎
分裂複製法、核移植複製法、胚胎幹細胞株之研究等，由於時空的變異而產生不同
生命型態的區隔。對於 “保護生命”及 “改善生命”發生衝突時，如何找出適當的平
衡點，使得人的群體享受和諧，應是當前迫切需要。 “赫爾辛基宣言”（1964, 1975,
1983），對從事以人體為對象之生命醫學（biomedical）研究，規範了倫理責任，因
此醫學倫理也擴大為生命倫理。近期(96.8.26)媒體披露德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 《帶來光亮》在一封日期不明、署名給耶穌的信中說：我的信仰何在，就
連心底最深處也是一無所有，只有空虛與黑暗，我的主啊，這種不名的痛苦有多痛，
我竟然毫無信仰。常言信仰是力量， 有了堅定信仰至死不渝，這不單給予自己生命
力量更可影響照亮別人。
生老病死是生命體的過程，人類異於其它物種除了思考學習還有不少的能力，人
類的發展是多元化有生存的爭取、生活的苦樂、生命延續、生死選擇。科學的發明進
步與日俱增，產生不少倫理新問題，以致對生命有新認識，從而信仰亦有不同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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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宗教開始有不少對話，作者整理天帝教相關文獻及近年心得從身心靈角度思考
生命的奧密，從而充實現代生命科學、生命倫理、生命信仰發揮生命醫學效用，期望
俾益人群。

二、生命醫學的涵義
生命：涵靜老人《首席師尊精神講話選輯》說明生命包括精神與肉體，維生先生
《首席闡道》指出精神生命起源於上帝，人的生命體是由肉體生命完成精神生命，回
到宇宙生命。亦說: 一元就是生命，二用是心與物。
醫學：醫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技藝。《科學技術辭典》定義：“醫學乃是在保
護和加強人類健康、預防和治療疾病的科學知識體系和實踐活動＂傳統的醫學(中醫
西醫的手段各有擅長)目的為“減輕病痛，醫治疾病，促進健康，預防疾病”，是否
被以經濟為掛帥的一層物質主義思想所籠罩或排斥？戴正德認為：醫學倫理是一種在
醫療情境裡的決定過程以促進真善美的落點，它不但是一種情境裡的抉擇，一種態
度，一種認知，一種關係的學問，更是一種決心。聯合國衛生組織(WHO)1990 年下的
健康定義："一個人只有在軀體健康、心理健康、社會適應良好和道德健康四個方面
都健全，才算是完全健康的人"。因此醫學倫理的目的，讓病人舒服快樂，造福人民。
當前生死學更強調靈性的醫療觀: 轉化以無謂救治(Cure)肉體為本位的傳統醫療
觀，成為以關懷照顧(Care)靈性為本位的新時代醫療觀。(南華大學生死學系課目)
在宗教與倫理上，釋惠敏認為一般社會對於生命科學的認知：(1)侵犯神的領域
（創造權，生死主宰權）；(2)冒犯人的尊嚴（生命“唯物化＂、“商品化＂）；(3)
對傳統生殖與家族關係的挑戰；(4)過度狂妄的優生政策。
天帝教有一套生命醫學名稱“靈體醫學 ”: 解除人體肉體與精神的不均衡狀態
而發展的技術與學科，其內容簡述為：
特徵 知行能覺慧
原則 視聽言行
過程 診調治煉
原理 外力與自力
西方古希臘與希伯文化將人性分為靈肉二元，依鄔昆如說法 “基督教經典啟示有
身心靈(Spirit，Soul，Body)三元理論”，中國傳統亦有形神二元說，三元論則為精
氣神，天帝教以心物一元二用貫通中西心靈哲學，其中心與氣在生命體扮演著中間介
質，配合和子與電子(靈與肉)。
(一)身心靈

天帝教的身心靈思想初釋生命醫學 405

《內經》對形神與壽命(天年)有段描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
數，食飲有節，起居有常，不妄作勞，故能形與神俱，而盡終其天年，度百歲乃去。
蔡壁名於《身體與自然》中認為中國的靈魂觀，不僅早已伴隨其對生命現象的觀察而
出現，更是在探究生命存有的基本前提。
靈體醫學對於身心靈的規律或不規律異動有解釋大致如下簡表(引錄《第四期師
資高教班聖訓錄》198~199 頁)：
靈

心

身

因

業 因

七情六慾

生活積習

傷害狀況

靈 傷

氣傷(靈傷加內傷)

產生動作

靈 動

氣動

致

內

傷
體動

上表中看出心念的變化會有氣動現象將導致身與靈的異常，因此了解身心靈的意
義與特質是有需要的。茲說明如下：
生理、心理、靈魂層面之功能特質(摘錄桑敏接《靈魂意識轉換》64~65 頁)
生理層：指電子體之生理作用及功能層。
以教義觀之，人身中之“電核”因含有和子中部分原素，故能銜接和子內各
原素之特性，貫通電子體發揮各器官及系統之作用與功能。然此電核由於仍屬於物質
部分，因此一旦電子體產生過多之陰電性，即具有影響正常人格發屐之脅迫性。反之，
當和子內陽電性較多時，自然會藉由適時指揮電子體之生理功能，而發展出健全之人
格特徵。
如依一般人格發展之角度而言、在人格成長之各階段中，除內、外在條件及
環境均能改善電子體原有之生理機制外，人格發展亦會受到內在心理因素之影響，促
使肉體改變原有之發展與功能。換言之，人格發展過程對生物個體之生理層面而言，
應屬於單純性個體條件上之發展特徵。諸如:透過學習、成長、成熱、衰退等，屬於
生理機制上所表現於發展階段上之差異。
心理層：指電子體之心理機制作用層。
心理層面之影響，在此乃指由生理循環系統所引起個體上之條件反射與簡易
思考、記憶、學習等，屬理性之思維層面。換言之，即個體於不同生理發展階段中，
所接收到外在知識、經驗、行為等之能力表現，均足以改變人格發展之心理(智)活動
層。故一旦心理機制無法適應外界刺激與需求下，自然會增強電子體中意念及欲望等
負向性(屬陰電性)作用，嚴重者，將導致發展上之心理缺陷。
靈魂層：指和子之成長與變化。
一般心理學，由於尚未涉及至純屬精神之領域層，因而對靈魂之了解，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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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就目前簡易之認知即能窺得其奧。事實上，靈魂之成長與後天人格發展，雖非直接
輔助個體於事業及心智上之成熟，然以整體性能窺之，靈魂層所處之活動空間，除具
帶動電子體發展生理心理之功能，對於較深層之自覺與創意性之思維方式，仍具有尚
直接影響力。因此，後天人格發展之正常與否，部分雖與身、心所面臨壓力有關，但
亦不可忽視來自靈魂層之意識阻礙。換言之，當靈魂層之意識交流區受阻時，所造成
之發展上缺陷，卻遠勝於電子體產生之生理、心理障礙，嚴重時，恐無法恢愎原有和
子之應有功能。
(二)精氣神(濁 元 陽的質能轉化) 生命的熱力光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是中醫的重要醫籍文獻對於精氣神有許多精闢敘述，
可說是“氣醫學”書籍，它不但解說了人體最適合的生長環境和對生命的態度，也
提供了後世對人之生命體的瞭解，有個大的準則，知道人的生命體，包括了精、氣、
神，帝教的人身三寶觀除傳承中國固有思想更發揮進化特色，其間調和三者的層次不
同，使人類展現的生命體本質也有不同境界。
精氣神涵義
“精之成份為非白非青半陰半陽之質，是陰陽電子中的至陰精粹”。
其意為細胞產生能量的基質可供氣化與生化系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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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意為當和子與電子體結合短暫會以和子原素中之部分量充實體內每一個原子
中之電核以司傳遞轉化作用，因此顯示氣的多貌性其變化方式亦配合和子內靈氣部分
的參與而有如此變化。
“神為物質之上，自然之下之造化。故在精之上炁之下者，即是神”。
“神者，具有不受自然律支配能力之高級和子之總稱”。
“神為物質進化之變相”。
其意為人身中能表現個體精神思維的能力外，還有精神修煉到真我出現的活潑狀
況，因此顯示神在個體的至精變化特性，甚至也包括生存於各次元中的性靈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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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引陰電質（精）輸運全體，發
動交流，抱合激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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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者，即係合精炁為一體，由物質而返自然，由後天而合先天，由現實而配
真理，發親力而應和力，故能成神。反之，如神聖不從天理，即生凡心，陽電子渣末
即化熱而加重，遂即下降，復為現實，而成物質。
人之所以能生於後天者，端賴精氣神三寶。氣由精化，精滿則氣充，氣充則神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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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氣足則人思想靈敏，耳目聰明，四體強健。
《師語. 性命雙修》

身心靈與不同意識的質量變化表(摘錄)
生命體

身

心

靈

生機體
意識

產生作用

邪觀

主觀

偏觀

客觀

覺觀

靈變

識神

潛藏

深層

靈覺

破壞侵略

陰私趨炎

易受左右

理性判斷

智慧清明

唯我獨尊

識神頑執

慾念妄動

謙虛包容

靈覺渙發

執惑靈變

夜郎自大

意氣用事

助人行善

濟世利物

樂善好施
質量

精

邪

濁

<…..

陰……>

元

陽

氣
變化

神

三、靈肉關係(天人)：親和模式 同異 親和力
(一)從河圖洛書模式論靈肉(和子與電子)關係
《繫辭》曰︰“是故天生神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見吉
凶，聖人象之；河出圖，洛出書，聖人則之。＂ 中國古代有所謂河洛之學，這是指
《周易》研究中的一個流派。一般所知，
《周易》研究有兩個流派，一個是象數派，
另一個是圖書派，暫不論誰源頭真偽，河圖洛書(爾後簡稱河洛)是河洛之學的要項，
它代表傳統思想以陰陽、三才與五行描述宇宙生化的規律，是中華文化的一項重要資
產。據馮杜熊五行模式說法，它是由陰與陽的兩個五行重疊(生)、轉動(化)引致。個
人引用馮氏五行說法理由：1、該模式“黃土居中”符合傳統說， 現行理化學科亦有
此化合立體結構。2、模式簡單(陰與陽的鏡像關係、天與人的中心不易卻有密切聯繫)
易懂其生(河圖)與化(洛書)關係。
陰陽五原素(五行)親和生人論
西方哲學一些流派的觀點(如馬克思)認為，物質只有簡單的物理化學運動，但是
中國的五行學在中醫上的成功實踐，證明了物質和精神一樣，存在著複雜的生長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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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等運動過程。陰陽為中國古朴哲學的根本思想，陰陽的親和產生多種關係，生命的
生成亦由無形(陽-和子)有形(陰-電子)巧妙組合。
生命親和說
“親和力者，異性相引之電力作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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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兩電相交，乃有和力之發生。電力方能達到一
定之熱準而發射放出，即所謂“誠則靈”是也。“誠”之物理的結果而已。“緣”則
是親力與和力達到熱準的動態平衡，在此誠與緣的組合生命出現。《新境界》有二段
敘述：
“生命之來源必須宇宙間兩種基本質素之調和，即和子與電子之適切配合＂，和
子引合物體之公律─世間各種動植礦物既由電子構成，故即具形而成靜電單位之物
體，具有吸引異性電體之功能，是以和子得按電學上異引之關係而被分別吸入各種物
體之中而開展其生命”。
然而生命的形成有更精細的規律如“生命之來源皆是得自

宇宙主宰之賦予，有

偶然的，亦有因果的。因果的為主動的；偶然的為被動的。主動的具有運用自然律之
條件而達其目的之能力；被動者則唯有接受自然律之支配而輪回不已 ”。因此有二
種現象：
(1)偶然的(自然律)
生命始動為被動的，如“人類初生時，可引入三立方丈以內之和子。
（以上和子
之被引入物體之中，皆以先入者為主）”
(2)因果的(賦予律)
生命始動是主動的，即具有運用自然律之條件而達其目的之能力；
故其公式，可約如下︰
甲 親力┼親力＝親力＝同排
乙 親力┼和力＝親和力＝異引
丙 和力┼和力＝抗力＝抵消
是故人類間親和力之關係，與佛說之因緣，實即一事。
五行生人說
依馮氏五行理論: “1、以正四面體為基本架構的五行立體模型，可正確地類比五
行的生克、制化(制約與生化)、方位等所存的法則和規律，是三度空間中唯一正確的
五行模型。2、五行立體模型具存陰陽對偶性，五行的陰陽對偶模型重合或交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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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類比臟腑表裡，河圖洛書、八卦九宮等更為複雜的陰陽五行的變化”。在該理論中
以 化 學 的 開 庫 勒 模 型 (KEKULE MODEL) 確 立 陰 陽 對 偶 性 五 行 ， 引 證 甘 斯 頓
(GUNSTONE)在《立體化學入門》說：“當四個不同的基團連結於一個碳原子時，這
個碳原子是手徵性，存在兩個對映異構體”及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HILBERT)在《直
觀幾何.投影構形》說：“四面體同自己｀對偶＇……正四面體可有兩種不同的模式
內接于立方體”。因此陰陽五行於理論上應可自然性同時存在，雖說架構相似卻不能
重疊，二者的功能性質亦會不同。
北宋哲學家周敦頤《太極圖說》則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分陰分陽，兩儀立焉。五行一陰一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行之生也，各一其性。……二（兩儀）五（五行）之精，妙合而凝。…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成而變化無窮焉”。前段指出陰與陽的五行沖氣為和，充滿著
生機生命。
李國文於《儸儸的五行生人及其宇宙觀》指出︰“儸儸傳統哲學以陰陽五行為基
本內容，構成類似｀河圖＇的構架和原理，從而為人體本身的架構或構成以及變化同
時包含著類似｀河圖＇的原理，即它也是一個類似於宇宙的結合體” 。說明關於宇
宙起源，天地存在及架構，宇宙運動，萬物產生的宇宙觀，其中同時包含著人類、生
命來源以及人體構成、架構的宇宙觀。雖然李氏把“天人感應”思想，視為一“荒唐
的見解”，但天人一體的思惟仍可接受。
《宇宙人文論.五行為福祿之源》中說，在五
行尚未產生之前，大地上“沒有生命”，“更沒有威榮”。
陰陽五原素(五行)親和說
人類對宇宙萬物現象進行了分類，而且對每類的性質與特徵都做了界定。邡芷人
氏認為五行的意義 “中國傳統文獻如《荀子》
、
《尚書.洪範》
、
《太極圖說》
、
《左傳》、
《呂氏春秋》及《內經.素問》分別有行為原則、物性、生活必須的物質條件、分類
原則及氣的存在形式等說明”。“五行以臟腑各司氣的上升(火生)、下降(水收)、擴
張(木長)、收縮(金收)與穩定(土化)，即體內五臟六腑皆在作氣的運化作用，失一不可，
不偏不倚，不可太過，不可不及”。
五行御五位,其中土的位五最為獨特,故《內經》曰:“脾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
傍”。和子 X 及電子體 Z 原素比如陰陽五行的中土，配合“馮氏陰陽五行對偶性
論”，以“河圖”的構架和原理及“帝教的宇宙偶然律與因果律”，各以中土為介質
接合，“ Z 原素可與和子產生互相引合作用”如此組成“陰陽五原素(五行)生人說”。
依中國早期文獻漢代劉歆〞河圖，洛書相為經緯〞。河圖為體，主常，重合；洛
書為用，主變，重分。河圖(圖 2)與洛書(圖 3)意謂陰陽五原素生人有了常與變，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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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電子親和帶動生命生機，自此激盪不已。“和子與電子同處一軀之內，實為矛盾之
統一，對立之調和，其鬥爭始終繼續不已 ”， 馮氏五行理論中運用五行球杆模型和
五行推演儀,還可直觀地推導出 242 種五行的病理模型 (以盛、衰及平和等三項狀態，
總計 243 種,只一種為正常生理)。
因此作者認為以陰陽五行代表和子(無形)與電子(有形)，各 5 個相對應原素(五
行) ，再配合《河圖》為體，主常(沖氣為和而平衡相引)，重合→心息相通，返本還
原，不易生病；《洛書》為用，主變(和子電子激盪而失衡排斥)，重分→心氣失調，
易生病。
圖 2 河圖

圖 3 洛書

摘錄《新境界》和子與電子各元素的功能與特性，並列一簡表供比較：
電子
1、Z 原素有意識與記憶之能力，可與和子產生互相引合作用
2、電質微粒有引合能力，與其他電子行同引化合作用
3、Ｈ°渣末能引合較高能階之電子，也具改善原子架構之特性
4、Ｏ°渣末維持各原素之作用及電子之應有活動功能
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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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氫為人生精中之渣末，而支配性靈之活動。
2、氧為運轉周身水澤之原素，保持人身溫度而延長和子之生命。
3、電質指揮人生生理上之運動及知覺，並有視覺（明通）與聽覺（聰通）
之功能，即人生生活之基本條件。
4、Ｘ原素具有神明與果決，導引以三種原素而指揮神經，為諸元之本體。
簡表－和子與電子各元素的功能與特性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行

電 質 精 華 溫度*

Ｘ 原 素 具 Ｈ ° 精 華 為 Ｏ ° 精 華 為 和子原素

指揮人生

有神明與 人生精中 運轉周身

生理上之

果決，導引 之渣末，而 水 澤 之 原

運動及知

以 三 種 原 支 配 性 靈 素，保持人

覺，並有視

素 而 指 揮 之活動。

身溫度而

覺（明通）

神經，為諸

延長和子

與聽覺（聰

元之本體

之生命。

通）之功
能，即人生
生活之基
本條件。
神經系統

幹細胞*

電 質 微 粒 溫度**

Z 原素有意 Ｈ ° 渣 末 能 Ｏ ° 渣 末 維 電子原素

有引合能

識與記憶 引合較高 持各原素

力，與其他

之能力，可 能 階 之 電 之 作 用 及

電子行同

與 和 子 產 子，也具改 電 子 之 應

引化合作

生互相引 善原子架 有活動功

用

合作用

構之特性

能

化通(育中)

收引(清固)

藏潤(合下)

生展(發達)

長炎(熱上)

免疫

內分泌

醫學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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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是一種具有自我複製更新與多分化潛能的細胞。幹細胞依據不同分化

能力，又可分為四大類：包括具備｀全分化能力＇的受精卵；具備｀複分化能力＇的
胚胎幹細胞；具備｀多分化能力＇的造血幹細胞、間葉幹細胞，及具備｀單分化能力＇
的骨原細胞。胚胎幹細胞的使用因為可能破壞胚胎，有高度倫理與宗教爭議，且異體
移植可能產生排斥反應。加上胚胎幹細胞分化不易控制，治療效果不彰，甚至有形成
畸胎瘤、產生腫瘤的疑慮。
相較之下，越來越多研究證實，原本被視為配角的間葉幹細胞有極大臨床運用潛
力。間葉幹細胞源自骨髓、臍帶、臍帶血及脂肪組織，可形成骨骼、軟骨及脂肪等中
胚層組織。因為可從病人的骨髓裡取出、培養，臨床運用屬自體移植，較無免疫排斥
反應的疑慮。（引錄台北榮總骨科部主治醫師洪士杰）
和子溫度**：由能量粒子間經與性靈和子內的質性、氣性結合而產生的能量釋放
特性。(《第五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486 頁)其值並非絕對，因此電子的溫度試定為：
“能量粒子間與其內在物性電子結合而產生的效應”，生命體在不同環境體溫會有不
同(如恆溫動物、變溫動物、地熱生物) 。
張其成認為：卦爻、陰陽、易數、五行、干支是“象＂思維的子模型，從屬于“象＂
模型的大範疇。各級“象＂模型其實是同源、同質而且同構的關係，只是有的偏于表
示數理，有的偏向于表示關係，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時間，有的偏于表示分類，把它
們綜合起來可稱為“象＂統一模型。
(二)心氣的關係(心氣的內涵)
古往先賢論氣與內心道德關係者首推孟子，
《盡心篇》指出以平旦之氣視為本心
的原氣在生理作用尚未干擾時間較易自覺，此心即氣。之後另有北宮氏的守氣與孟施
捨氏的使氣認為都不理想，唯 “以志帥氣”，“持其志無暴其氣”，善養至大至剛
充塞於天地間的浩然正氣，並以仁義禮智四項實踐體現此神聖之氣。而管子《內業》
《心術》等篇亦描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又說此氣不可用力或聲止住，卻可用德或
意安制，此種以靜(心)制動(氣)的思想對於中國養生學有重大影響。
若以傳統中國文化定位 “心”是內、 “氣”屬外，應已為大家肯定，但心氣的從
屬關係卻仍有紛爭。天帝教靈體醫學資訊顯示，人體心理內涵的 “組合結構”是心，
其 “本質型態”是氣，當私慾執迷其氣即變化為濁氣，反之經過鍛鍊就可提升質量為
元氣。在中國文化裏心氣以二分法看待 “心” 時，大體上指一般心理意識體及深層
意識體(或傳統三元論的 “神” )。

天帝教的身心靈思想初釋生命醫學 413

《莊子.人間世》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即虛，虛者，心齋也” 其意
無非標示不輕易動心，該氣自然會充凝，師尊提出心息相配的理念以及《天人日誦大
同真經》(後文均簡稱《大同真經》)對心氣關係說明都有進一步闡示。
1、氣的涵義
中國上古哲學家管子《樞言》記載 “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表明
因為人有氣在身才有生命力，氣是構成天地萬物間基本物質也為眾所皆知，其中《白
心》有言 “道者，一人用之，不聞有餘，天下行之，不聞不足”，除了表示道的資訊
具有分享性，更說明道與氣相通特性，此外《內業》
《心術》等多篇及莊子《知北遊》
也都顯示道與氣一致性，劉長林氏《說氣》篇中 “因此氣的內涵是物質、功用與資訊
三者合一” 。
天帝教把氣分為二類，一者為常見的後天氣(簡稱氣)，另者為先天炁(簡稱炁)。
教義《新境界》記載 “真我（二我）之出現，亦即原來軀體氣炁孕育之化身”。因此
人體內具先後天的氣(炁)，身體外也同時存有該二者，炁胎的敘述 “引來大空之間的
大炁與之配合”，經過修持過程鍛鍊，體內外的先天炁可以往來不斷，如 “默運祖炁”
即是。
維生先生於 “天人合一” 講座談到中華文化氣的實質與特性：
(1)氣是宇宙本體。
(2)氣是具有動態功能的客觀實體。
(3)氣是一種元素和物質體。
(4)氣是宇宙中精神和物質的仲介者。
(5)氣是人的生命本質。
綜觀中國氣的歷史，氣的思想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莊子‧知北遊》指出人的
生命因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隨著時間的發展到漢代就產生不同變化，宇宙生成論
與元氣論常被談論著。一般的說，漢代氣的思辯觀念較細緻深化，但是對於身體感受
性卻有著衰退現象。丸山敏秋氏在《中國古代氣的特質》篇的結語 “道家的自然回歸
思想可解釋為回歸氣的感受性” 。
2、心的涵義
引述一段《天人學本》:“人心是什麼？就是凡心啊！道心是就是天心啊！所以因
為我們的人，世界上的人與

上帝的距離愈拉愈遠了。所以才能發現世界上的危機愈

來愈嚴重，因為人心、天心，天心、道心代表

上帝，人心代表凡夫，距離愈拉愈遠。”

又言:“心，就是凡心、人心，也就是舜帝傳給禹王十六字心傳中｀人心惟危＇的人心。
這個人心、凡心是先天本心、真心落入後天，受到七情六慾污染，聲色貨利侵擾，產
生物慾，變成了物性，與先天本心、真心距離愈來愈遠，如果沒有方法擺脫，就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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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海煩惱中顛顛倒倒”。可見心有天心、道心與凡心，一般人生活忙碌多為物質情
慾奔波，本心容易受影響成凡心，稍有靈犀想到有所精進就出現道心，即維生先生所
言初心、赤子心，本心是天心每人先天具有或許就是靈覺之心。
又說 “宗教更是講求心法、心傳，三教聖人都從心字上著手，都講心，儒家講正
心，佛家講明心，道家講煉心。主要由於人類的變化都是從心理上開始，心是人的主
宰，這裏所講的心，不是血肉之心，而是靈覺之心(筆者按:主要是指腦內質能精緻變
化)” 。
至於每個人如何做到天心(本心)再引一段 “以天帝教教義立論，一定要和子與電
子達到適切配合的熱準，靈覺之心才能發生作用，成為人的主宰，所以天帝教主張：
修道即修心，身外無道，道在人心” 。
3、心息相配
“一般道家所謂心息相依，我們叫心息相配，這是我們法華上乘的名稱。你在坐
的時間你的心跳要同呼吸能夠配合，要心靜到極點，你心不靜沒有辦法，配合不上的，
要心靜到極點了就配了，你的心跳同呼吸就能配合”。涵靜老人提出心息相配的靜坐
要則，自然的配合外呼吸不要以意識帶動，時候到了心息會配合。
本段描述心息功夫深者，外呼吸近無感覺轉化為深層心氣作用(或稱胎息)此時具
有保健長壽功能， “只要能夠像我們現在修煉的同奮，煉到沒有外呼吸了，鼻息沒有
了，你的身體就能健康，就可以達到長壽的目的”。
《管子‧內業》有一段文字: “靈氣在心，一來一逝，有細無內，其大無外” ，
說明彼此心氣關係，心主導氣，氣影響心。何謂心？即與身相對者，稱為心。何謂氣？
氣是構成天、地、人、物的精微質體，為靈肉間相互作用時，所產生的一切心知變化，
具有滋養或強化心的作用特性。何謂志？志為心意之所向﹙筆者按：與念力之導向類
似)有導心順氣的作用特性。因此， “志伸，氣則順，達到一定熱準心與氣自然調和；
志之不伸，心與氣自然無法順遂協調” 。
據聖訓所言一切道氣、厲氣、昏氣的起因，皆是由心主宰，人心即刻向善，自然
合乎天心，人的心就能表現出神明果決的一面。心為靈肉間相互作用時，形成“靈”、
“明”、“覺”、“知”等各類心智反應的一切源頭。
王陽明在《答周道通》中談到心、性與氣一致關係“氣性不二，心性不二”，進
一步說明 “若見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
《大同真
經》所言 “心氣相志，心志以道，是氣曰道”。理解所言心氣的關係，可得一結論：
意念專注萬物到一定程度(筆者按：心能熱準)是可以合通的。“人得以常保心、氣、
志的良性互動，關鍵在於人心之清澄與否。氣與心相互作用，心有所得，感應於氣，
於靜坐中貯氣，有一定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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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術。導心順氣”。(｀同＇的字意，名詞：和諧 ，形容詞：樣的，動詞：
(1)會合。(2)齊一 ，單字與他字意義相近，可互為借用者，釋義之後，加注“通＂《國
語辭典簡編本》）假使“心性系統”的轉化速度得以增快，直接影響心理、生理之作
用機制，此時體內的“心”、“氣”受到“志道”的引導與炁氣聚合能量結合，在感、
通、轉的過程反復運作，應可以得到很明顯的良好調靈、調體效果。
大陸人體科學實驗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用意念導心順氣，可改變物質結構與功
用，有 “藥丸穿瓶”，“花生豆起死回生(發芽)”， “晶片微雕”等實驗成果。
(三)天人關係
天人關係意謂天與人之間的往來連繫，其中的天與天，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不在本
次探討範圍，天是無形，感覺觸摸不到，人是有形，可用身體機能感觸(生理性或心理
性)的。人類文明史記載遠古時期人對天的關係是敬畏不可接近，其間的距離是條深
遠溝鴻，隨著智慧知識提高，對於自然災害，重大事故逐漸有了接觸探究能力，其間
的關係與距離變的不是遙遙無期。中國歷史記錄該天人接觸連繫長遠有不少文獻，如
《郭店楚簡﹒語叢》：“《易》所以會天（道）人（道）”《易經》是一部可以交會天
與人的經典，《莊子﹒大宗師》：“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至矣” 能夠知道天與人
的作為應是位大宗師， 《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了解天與人的事務，其
實已知道不同時空的變化。
天人之學是系統研究天人關係的學問，歷代都有許多文人賢士投入該領域獲得豐
、
《洪範》
、
《春秋》為根據推倡其陰陽五行天人
碩成果寶貴資料，其中漢儒以《周易》
之學，以董仲舒、劉向為代表。葛志益以為:只有以《春秋》所載災異為憑借，方可
究明孔子天道性命之說，從而認識天人相與之際的奧秘。董仲舒《春秋繁露》多篇如
＜同類相動＞ ＜王道通三＞認為天地自然與社會人事之間以陰陽五行之氣為媒介而
相互感應交通，即所謂“天人相應”。另本書＜深察名號＞篇亦提出：“天人之際，
合而為一。”而探討天人合一的形式依巨克毅說法：權威性 、道德式、自然式、感應
式與理氣式等五種。
“天人關係”的學說，就是“天人之學”，在天帝教就是名為“天人實學”。呈
現的是文化、親和、炁功與合一等四個系統。一般經典有《天人親和日誦平等 奮鬥 大
同真經》、《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天人親和真經》，標首在在顯示“親和”是天
與人，和子與電子，大宇宙與小宇宙…等的媒介，當同異二者互動達到“和”的程度
就有宇宙萬物出現如 : 二五生人、同衡相衡、陰平陽秘、返本還原、無形應化有形
，簡表如下：

416

第六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同 — 和子者(神) — 陽 —
(衡列)

(生命)

動 —

(平秘)

(旋轉)

異 — 電子者(形)— 陰—

靜—

先天 —天(無形)
(本原)

(化合)

和(宇宙萬物)

後天 —人(有形)

依上述，就地球而言，萬物的生命與生機體的化生是親和作用，以中國傳統思想
該作用即氣，此氣就是力，而心(意識)與氣(力) 二者是可互相轉化，《天人親和日誦
大同真經》有言:“ 大同之術，導心順氣”即可言証，因此“心與氣”是萬物的動力
亦是天人關係親和力的源頭。
小 結
《新境界》有言：自然與物質根本相對 …二者相對而不相離，陽與陰即矛盾的
統一，和子與電子亦對立的調和，河圖洛書的顯示自古以來即有多項揣意，依“馮式
五行模式”理解該河洛圖象是一簡明思維，五行間的生克侮乘是人體系統內的多路微
調，用陰陽五原素親和關係詮釋生人與疾病變化理念應有一定意義。“人體之道，與
天無異”。天是大宇宙，人即為一小宇宙，人與天可以“心與氣相應”形成親和力，
如此天人關係是密切的。天帝教提出天人實學以科學、哲學、宗教學研究天人間的變
化，理論與實務並行假以時日，天人距離縮短應可帶給世人光明遠景。

四、天(醫)人(病)合力
《天人醫案聖訓專輯》(註：尊重提問者名字都隱密)收集近二十年的無形問答資
料(1985~2005)針對本教同奮不易治療疾病，初步研究顯示該類多為業力所致，調理的
方式如下：
1、靜坐－中國正宗靜坐是我國五千年前老祖宗留下來的強身強種、養生長生，天
人合一惟一的遺產，也是古代道家鍛鍊精神，肉體，以求超越物理世界之束縛，而達形
神俱妙長生不老之基本修煉方法。

2、炁功－天人炁功勝醍醐(醍醐灌頂：比喻聽了高明的意見使人受到很大啟發，
也形容清涼舒適。)
3、誦誥－皇誥、寶誥就是引導“心能＂的媒介，由動生靜，由靜生動，無形配合
有形，有形引發無形之靈力。

4、經典：特定經典(皇誥與《寶誥》) 一般經典(《天人親和日誦大同 平等 奮
鬥真經》、《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天人親和真經》)
5、廿字真言－一炁宗主傳示小乘方便法(廿字甘露水：雙手捫心置清水於眼前，持
唸廿字真言，以百遍為基數，則無形靈力可以化凡水為甘露，飲之可消除百病，洗滌陰
濁之氣，然其效力大小，全看施行者正氣之熱準。…… 不及皇誥與寶誥之效力宏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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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真言水與真言禮拜法之力量只及於一家，而皇誥與寶誥之力，可以經由光幕直達金

《清虛宮弘法院教師講義》
闕，化劫救人，自渡渡人，為至大至剛，修行之最方便法門。
第一集 48 講)
6、五門功課－引述涵靜老人兩段話點明五門功課、性命、精氣神三者的關係，
不外性命雙修及存精煉氣養神的功夫：
在帝教靜坐班同奮日常不斷修持奮鬥的五門基本功課中也就包含有性功、命功在
內。
今人不貴性命，浪費精神，消耗電子，是以速死而諉諸大數，不知人生究竟，生
命歸途，需要向自己奮鬥，培 養正氣，鍜鍊身心，善用本身精氣神混合化煉，按時
靜坐，運行氣血，電精交流，持久不輟便能排除陰氣，疏通瘀濁，使之清者上昇，濁
者下降。陰濁祛除，自然卻病延年。
7、我命由我不由天(《首席師尊精神講話選集》)－強調創命論與奮鬥觀。

五、其他：生命的延續 (自然 非自然)
WHO(世界衛生組織 1947)定義“健康”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會上完全安寧美
好的狀態，不僅是免於疾病或虛弱而已。
《內經》理論基礎，敘述調息、導引、攝養
等防病健身的方法和對一些常見疾病傷損的預防，及飲食房中等方面應該注意的問
題，是日後養生預防的指導專書。<四氣調神大論>篇：聖人不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
成而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兵，不亦晚乎！其中治未病的預防醫學觀念是中
醫保健的重要文化。
《素問‧上古天真論》敘述壽命的限制與條件︰
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數保生之法，食飲有節，起居有時，不妄作勞，故
能形與神具，而盡終其天年，度百歲乃去。
今時之人不然也，以酒為漿，以逆於生樂，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
人之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
《靈樞‧天年》亦說明壽命結束的原因及現象：
百歲；五藏皆虛，神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界定老年人的心理變化：
(1)感知覺：遲鈍，明顯表現在距離感受器。如視覺（遠視）、聽覺及其他。
(2)運動方面：由於肌肉萎縮，故肌力減退動作緩慢，精七動作困難，有時產生
震顫。
(3)記憶力：隨著年齡增長，逐步減退。尤其是近事遺忘。
(4)智力：表現為理解力、計算力、判斷力、分析推理、學習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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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智力----與生物過程相聯繫的動力成分。如注意、警覺，反應等，有所
下降。
晶化智力----指通過學習而獲得的知識、經驗、專長等則比較牢固。
(5)情緒：老年人情感脆弱，容易抑鬱、傷感易激惹，暴躁。有些則表現淡漠，
遲鈍。
(6)個性：逐漸由外向轉而內向，容易自我為中心，保守，猜疑，心胸狹隘，愛
發牢騷。
(7)行為：社會生活能力、家庭生活能力和學習能力減退孤僻，呆滯。有些則自
我控制能力差，常常小題大做，衝動，謾駡，喋喋不休。
《素問.上古天真論》描述生命的自然延續是有方法，善於運用自身潛能與周圍
生機生命互相配合即可達到不同境界，如賢人、聖人、至人與真人，摘錄一段：
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精氣，獨立守神，肌肉若一，
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離俗，積精全
神，遊行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益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理，適嗜欲於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
行不欲離於世，被服章，舉不欲觀於俗，外不勞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
以自得為功，形體不敝，精神不散，亦可以百數。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列星辰，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
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益壽而有極時＂。
涵靜老人對於生命醫學(靈體醫學)有段深刻體會並指示“心念”與“物欲”對靈魂的
重要性：
研究靈體醫學就是首先要注重我們這一條正大光明能夠來來往往、進進出出這條
大路啊，這是使得我們的靈體能夠維持我們光明的本體。因為我們一起心一動念對我
們的靈體都有損傷，使得我們的靈體都要受到污染，陰電的污染。所以後天生理上的
病，這是後天我們自己製造出來的，不是我們先天降下來的、不是先天帶來的，先天
是本來一片清氣（清輕之氣），沒有污染的，污染是受了後天物欲的衝擊。

六、結 語
醫學是項預防與治療疾病的科學，對於維護健康長壽有極大的幫助，生命的過程
呈現生從何來？死去何處？老而何用？病何其苦？傳統醫學處理身心的老病問題有
不少經驗，然而生死仍存有許多疑慮與不明，因為靈魂是生死的基本；天帝教提供靈
體醫學的技術，希望帶給人類另類思考，藉由涵靜老人的實務經驗，了解善用本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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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神的鍛鍊達到中古以至上古的養生(賢人、聖人)、長生(至人)與永生(真人)境界應
是能達成的。
生命醫學的目的是讓身心靈得以和諧，固然科學文明帶給人類生存生活進步與健
康壽命的維護，但是“完全健康的人”也應有靈性的感知，中華文化的天人相應與天人
合一的思想開啟人體外的時空觀，精神與物質是可轉換的。天帝教的心物一元二用說，
知道生命的本源歸因於和子與電子的適切結合，彼此的親和力達到一定和諧(熱準)即
可化生萬物，單就人類而言，心氣得以配合(心息相配)就容易掌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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