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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昊天心法的修煉，分為初階段入門修煉方法與進階段修煉方法，初階段修煉

方法指的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進階段的修煉方法指的是「得以運

念力而修急頓法門」，在《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中，有關救劫急頓法門的部分，

師尊講授的內容從「煉元神」、「定靜忘我」進入「修煉封靈」，本文探究救劫急

頓法門修煉封靈，是屬於昊天心法進階段修煉的成果。 

修煉封靈有五項條件：修元神有成、勤修法華靜坐、犧牲奉獻功德、天命（

賜封）、賜紫金光與無形金丹。歸納起來，同奮要做的就是真修實煉與不斷的犧

牲奉獻培功立德。 

修煉封靈的過程，首先要修煉元神有成，因為不斷的奮鬥，無形就有一股正

氣加持在元神上，這股正氣就是無形金丹，經過無形考核、 上帝召見、賜封、

加錫紫金光與封靈原種等過程，同奮就進入修煉封靈階段。 

讓封靈成長的養份就是同奮犧牲奮鬥的熱準，只要能夠持續不斷犧牲奮鬥，

封靈就可以成長，同奮達到「不退轉」的境界，封靈就可以修成，成為獨立自主

之仙佛，封靈成為同奮的身外之身，來往天上人間，負責無面運化有形的任務！ 

因為要完成搶救三期末劫的天命，而有修煉封靈–立地成就仙佛的昊天心法

，封靈的使命就是替同奮負起無形應化有形的任務，完成救劫的天命，所以救劫

與修煉封靈直接連帶的關係！ 

 

 

關鍵字：元神、封靈、原靈、真修實煉、犧牲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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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煉封靈」之初探 

黃藏瑩（緒我） 

 
 
一、前言  
   

師尊將昊天心法的修煉區分二階段： 

 

  初階段入門修煉方法───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 

  進階段修煉方法───得以運念力而修急頓法門1 

 

昊天心法初階段修煉方法指的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以無為為

宗，以自然為法，從「性命雙修」著手，在平時，「一面生活，一面修道；一面

救劫，一面弘教」，在靜坐時，絲毫不用一點人為的力量與意念，秉持著靜坐的

秘訣：一切要自然，身心要放鬆，絕對不要太用力，不要勉強，絕對不能運氣導

引
2。師尊告訴同奮，每天力行五門功課，就是在做「性命雙修」功夫。昊天心法

是直修煉神還虛的功夫，師尊說：昊天心法直修煉神還虛，但煉精化氣、煉氣化

神會在不知不覺中自然運化。
3 

昊天心法的進階段修煉方法，指的是「運念力而修急頓法門」，在《宇宙應

元妙法至寶》有關救劫急頓法門的部分，從「煉元神」、「定靜忘我」進入「修煉

封靈」
4。可以了解，修煉封靈是昊天心法的進階段修煉的成果。 

有關昊天心法進階段的修煉方法，師尊在《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九講、第

十講、第十一講的標題中，皆加上「救劫急頓法門」，為什麼要加上「救劫急頓

法門」呢？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修煉封靈屬於昊天心法進階的修煉階段，修持

目的是為了更發揮運用念力而達到救劫的目的，也可以說，修煉封靈與救劫有直

接連帶的關係，為了救劫而修煉封靈，修煉封靈更能夠發揮無形運化的力量，達

到救劫的目的。二者相輔相成！ 

本文的探討，以《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為基礎。 

 

                                                 
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86頁 
2 《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第 36頁 
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48頁 
4  請參考《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九、十、十一講之標題，前面皆為「救劫急頓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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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解釋 
 
  在本文中會提到元神、原靈、封靈、陽神，所以先對這幾個名詞做詮釋。  

  一、元神：凡靈 

元神就是「凡靈」（凡夫俗子之靈魂），此與天上之「原靈」相對應。5 

教義裡所講的「和子」，就是先天的元神之源，即是元神的種子，元神不經

修煉即是毫無防備能力的陰神，而元神再加以修煉，可以成就物質化的陽神。6 

元神指的就是我們自己的靈魂，如果不經過修煉，靈魂就會沾滿了陰氣，稱

之「陰神」，如果經過修煉，靈魂就可以逐漸增加能量，最後達到「陽神」的境

界。 

煉元神是修封靈的基礎，必需要修元神有成之後，才能夠修煉封靈。 

二、原靈：凡靈的根源 

上帝創造宇宙的同時，即孕育萬性萬靈，運用大自然的法則，將萬性萬靈分散至每

一個有生物體的星球上空，這許許多多的性靈分別依循著自然法則投入生物體，形成生

命的開始，進而成為有智慧的生物（人類），此一投入之性靈即成為此一生物的主宰，

這就是「原靈」，也是千千萬萬億億年以前， 上帝創造的萬性萬靈第一個進入生物體

的性靈，此第一個性靈即稱之謂「原靈」。原靈經過千千萬萬年修煉，有時奉命下凡，

到人間救世救人，也會投在某一個特定的人身上，成為這一個特定的人的性靈（即元神

），成道以後，仍舊回到 上帝左右服務，這就是原靈與原人的關係。
7 

原靈就是我們凡靈的根源，類似肉體生命的父母親，然而原靈還有源頭，一

直不斷的追溯，就會形成靈系，也就是靈魂的炁統，類似人間的祖譜。 

原靈合體是昊天心法的三件大事（殊勝法寶）之一
8，原靈不僅協助同奮的修

煉–調靈調體、煉元神．．．，進入封靈的修煉時，還需原靈來調教，所以可以

說昊天心法的修持，原靈佔有重要的關鍵。 

三、封靈：昊天心法進階段修煉的成果，同奮的身外之身。 

對這次三期末劫「行、清、平、春、康、同」六個階段所需投入的應元救劫

、行劫的仙佛原種太多，而天上原來領有天命之應元仙佛確實不敷分配，因此，

天曹會議上，三期主宰為了適應天人上間環境需要，提議修煉封靈，可以立地成

就仙佛之急頓法門，直降於人間，經奉 無生聖母懿定、 玄穹高上帝頒定，通

                                                 
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69頁 
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96頁 
7 本師世尊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日本第七期正宗靜坐特訓班講述。 
8 昊天心法（正宗靜坐班）三件大事為打開天門、接引祖炁、原靈合體，參見《天人學本》第 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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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三界十方一體遵行。 9 

因為三期末劫戰爭一旦爆發，南天門以下仙佛統要受到劫難，所以 上帝特

別為因應時代環境需要，安排真傳修煉救劫急頓法門，降顯於人間帝教，方便同

奮煉元神、修封靈，在不斷奮鬥過程中，自自然然可以立地成就仙佛，身外法身

無形應化有形，參與人間救劫行動。10 

因為三期末劫的爆發，天上原來領有天命之應元仙佛確實不敷分配，無形上

三期主宰建議修煉封靈，經過 無生聖母懿定、 上帝頒定，才有適應時代環境

需要的救劫急頓法門降於人間。 

封靈是修煉昊天心法的成果，與傳統道家修煉陽神不同。本文會做進一步的

說明。 

四、陽神：丹鼎大法修煉的成果 

修中國道家傳統幾千年來的丹鼎大法，在肉身上用功夫，首先要結聖胎，一

旦功行圓滿，才能陽神沖舉。 11 

傳統道家修煉方法，是在肉身上用功夫，從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一步一步的努力，才能夠結聖胎，再經過培三千功八百果功行圓滿之後，才能

夠陽神沖舉，成為大羅金仙。 

 

 

三、昊天心法煉的成果 
 

同奮的元神修煉有成，在持續勤修苦奮鬥過程中，昊天就有一股正氣加持您

的元神，一旦您得到 天帝召見、賜封、加錫紫金光，無形就有一位封靈形成，

．．．，帝教的修煉急頓法門不以肉身結丹為目的，而是修煉無形金丹，就是無

形這股昊天正氣，加持於您的封靈。
12 

昊天心法不在肉體上下功夫，修煉成果也是不以肉身結丹為目的，修煉的是

無形金丹，成就的是封靈。  

封靈的修煉與傳統道家陽神的修煉不同：  

修元神而元神有了基礎，才能培育封靈，元神只有一個，而封靈可以因「勅

封」形成多位。 13 

                                                 
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67頁 
10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48頁 
1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29頁 
1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25頁 
1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129頁 



第八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124

傳統道家是修煉陽神，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將元神從陰神

煉到陽神，再培三千功八百果，最後才能夠神陽沖舉，成為大羅金仙，然而元神

只有一個，當然只能夠成就一位陽神；但封靈的修煉，不是以肉身結丹為目的，

可以因 上帝的勅封而形成多位，以本師世尊為例，本師世尊一生奮鬥不懈，總

共修證了四十位封靈。  

 

 
四、修煉封靈的條件 
 

師尊歸結修煉封靈，必須具有條件：  

（一）修元神有成 

（二）勤修法華靜坐 

（三）犧牲奉獻功德 

（四）天命（賜封） 

（五）賜紫金光與無形金丹（就是昊天正氣凝結而成之原種）14 

 
為什麼修煉封靈首先須要煉元神有成？打個比喻，封靈等於是元神「生」小

孩，如果元神本身成長不夠，不足以達到「懷胎」的條件，當然無法修煉封靈。 

我們進一步思考這五項條件：有沒有方法可以驗證「修元神有成」？當然不

行！所以同奮必需要持續不斷的力行五門功課、打坐時做深呼吸的煉元神方法，

不斷的修煉元神；「勤修法華靜坐」當然也是要持續不斷的每天打坐；「犧牲奉獻

功德」不是由別人或自以為是的肯定，而是受到無形仙佛、 上帝的肯定；「天

命」與「賜紫金光與無形金丹」這都是 上帝的賜封，同奮都是被動的。所以歸

納這五項條件，同奮要做的，只有每天不斷的真修實煉與犧牲奉獻培功立德。  

進一步分析，修煉封靈的每一項條件都與 上帝有關：如「修元神有成」的

部分，師尊說：最重要的是須得助先天之炁（靈陽真炁、祖炁）加以溫養，還有

原靈來相助，可使凡靈元神逐漸堅強。
15同奮可以「一面生活，一面修道；一面

救劫，一面弘教」的修煉昊天心法，就是因為昊天心法有三件大事：點道–打開

天門、接引祖炁與原靈合體，這三件大事都是為了適應時代環境，蒙 上帝的慈

悲特准才有此無上上品的救劫急頓法門，又如「天命」、「賜紫金光與無形金丹」

，更是 上帝直接的恩賜。所以可以了解，修煉封靈與 上帝有直接的關係，是 

                                                 
14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26頁 
1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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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特別的恩典，如果沒有 上帝的特准是無法修煉封靈的。  

 

 
五、無形金丹 
 

師尊對「無形金丹」的詮釋：  

（一）同奮的元神修煉有成，在持續勤修苦煉過程中，昊天就有一股正氣加

於您元神，一旦您得到 天帝召見、賜封、加錫紫金光，無形中就有一位封靈形

成，與您元神配合，使這股正氣得以運轉，漸能發育形成．．．，由于帝教的修

煉急頓法門不以肉身結丹為目的，而是修煉無形金丹，所謂無形金丹，就是無形

這股昊天正氣。16 

這一段是在師尊於民國七十七年親訂「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與急頓法門靜

參修煉體系總說明」「其四」的內容，說明昊天心法不以肉身結丹為目的，而是

修煉無形金丹，所謂的無形金丹，指同奮修煉元神有成，在持續勤修苦煉過程中

，昊天就有一股正氣加持於元神上，這一股正氣就是無形金丹，等到同奮得到   上

帝召見、賜封、加錫紫金光，無形中就有一位封靈形成。從這一段可以了解，無

形金丹是同奮平時勤修苦煉過程中所產生的。  

這裡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這股正氣如何形成？在《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只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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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您的元神」，並沒有提到這一股正氣的形成來源，個人在自修自證的過程中

，一直有這樣的體會，這股正氣是來自於祖炁（上帝的靈陽真炁），當我們參加

正宗靜坐班，接受師尊的點道–打開天門、接引祖炁（師尊證道之後，人間由首

席使者代表師尊點道，師尊於無形上配合人間首席使者而運化），以後每次打坐

默運祖炁之後，只要能夠心靜到極點，一己真陽之氣上升，就可以吸收祖炁，在

不斷的奮鬥過程中，一己真陽之氣與祖炁調和運化後，慢慢形成一股正氣籠罩加

持在元神上。後來有機會再看《天人學本》才證明自己的想法：  

修煉封靈就是從救劫急頓法門而來，就是修煉無形金丹，無形金丹就是上帝

的靈陽真炁。
17 

我們從師尊的這段話了解，無形金丹就是上帝的靈陽真炁，也就是每天不斷

打坐接引的祖炁，真實修煉後，經過一己真陽之氣與祖炁調和運化所產生的。  

 

                                                 
1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25、26頁 
17 《天人學本》第 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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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煉封靈之救劫急頓法門首先須煉元神（凡靈），奠定封靈的基礎，

同奮在日常生活中懂得自渡渡人、培養正氣、出心、出力、出錢，犧牲奉獻的道

理，對五門基本功課持續不斷的奮鬥，其中的要訣就在「持續不斷」，昊天就有

一股正氣加持在您的元神（凡靈），經過各地教院殿主、副殿主、總護法以及監

護童子的考核，在每年巡天節前，呈報金闕，到了巡天節時， 上帝召見帝教有

功或修煉有成之同奮，．．．，蒙 上帝錫「封號」，加賜紫金光及無形金丹（

就是封靈原種）。18   

這一段是師尊在民國八十年第三期師資高教班中講授，收錄在《宇宙應元妙

法至寶》第十一講「救劫急頓法門之修煉封靈」內，就內容而言，無形金丹（就

是封靈原種）應該是在 上帝召見時才賜封。 

從上面二項所述，師尊對無形金丹的詮釋是乎有所不同，前者屬於平時勤修

苦煉過程中所產生的一股正氣，後者屬於在 上帝召見時所加賜的。個人的認為

，如果將無形金丹做好定義，就可以解釋此二段。無形金丹包含二部分：  

１、無形金丹的雛形：屬於勤修苦煉過程所形成昊天加持於元神的一股正氣

。  

２、無形金丹的成形： 上帝加賜「封靈原種」，無形金丹的雛形因而得以

完整成形。  

 

 
六、封靈的形成 
 

從《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中，可以了解修煉封靈有幾個過程：  

（一）考核、召見、賜封、加錫紫金光  

經過各地教院殿主、副殿主、總護法以及監護童子的考核，在每年巡天節前

，呈報金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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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分之一，功夫差的被提靈成分較少，蒙 上帝錫「封號

」，加賜紫金光及無形金丹（就是封靈原種）。19 

同奮的元神修煉有成，在持續不勤修苦煉奮鬥過程中，昊天就有一股正氣加

持於您的元神。一旦您得到 天帝召見、賜封、加錫紫金光，無形中就有一位封

靈形成。20   

                                                 
1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79頁 
1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79頁 
20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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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二段師尊的講話中可以了解，同奮在日常生活中，一面生活，一面修道

，一面救劫，一面弘教，確實做好「真修實煉」與「犧牲奉獻培功立德」，無形

中就有一股正氣加持在元神（凡靈）上，經過各地教院殿主、副殿主、總護法以

及監護童子的考核，在巡天節前呈報金闕，等到巡天節時， 上帝就會在召見「

有功同奮、各方奮鬥楷模」時召見此位同奮，經過 上帝的賜封、加錫紫金光以

及封靈原種，就進入修煉封靈–昊天心法進階修煉。  

上帝賜封靈原種除了巡天節時，另外還有一個管道，就是參加傳道使者、傳

教使者（早期稱為師資、高教班）五十五天閉關訓練，經過黃榜考核通過之後，

就可以蒙教主 上帝賜予封靈授記。 

就以師尊修煉首位封靈–太靈殿主為例：  

此一「急頓法門」是起源於民國十九年春，在我皈依蕭教主之後，因積極宏

揚德教稍有成就，時逢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中國發生瀋陽事變，天上行劫開始

，是年巡天節，恩蒙 上帝敕封為「太靈殿主」，此位上靈是我先天炁統靈系中

之首位封靈，爾後，於民國二十二年又蒙玉昭賜封為十八真君之一「威靈妙道顯

佑真君」。21 

民國十九年，師尊聽說南京二郎廟芙蓉照相館來了一位高人，在一個星期日

的晚上，從上海搭乘夜車前往南京，隔天（星期一）的早上下車後就直接到芙蓉

照相館，未經通達，就遇到宗主–蕭公昌明說：「玉階！你來了！」師尊當即皈

依宗主，並發願以創辦上海宗教哲學研究社為己任。民國廿一年冬，上海宗教哲

學研究社成立，讓弘揚天德教進入另一個層面。師尊因為發願承擔建立上海宗教

哲學研究社，弘揚天德教有了具體的成就，經過無形的考核， 上帝於巡天節時

召見師尊，賜封為「太靈殿主－威靈妙道顯佑真君」，並加錫紫金光、封靈原種

，師尊就進入修煉封靈的階段。  

 
（二）封靈成長的養份  

得到 上帝的召見、賜封、加錫紫光與封靈原種後，就進入修煉封靈的階段

，封靈靠什麼來成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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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犧牲奮鬥的熱準而決定。
22 

封靈的成長，完全依賴同奮「犧牲奮鬥」的熱準，也就是說，封靈的成長，

完全要靠同奮真修實煉與培功立德的熱準。如果同奮修持熱準不足以滋養封靈原

                                                 
2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30頁 
2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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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或是根本不奮鬥，沒有養份來滋養封靈原種，就會造成封靈原種夭折：  

觀察第一至第三期師資暨高教班結業學員，已有十二位學員奮鬥有成，封靈

成形，隱顯可見，而其餘學員已有二分之一靈種靈氣消失殆盡23。 

如果同奮的犧牲奉獻的熱準不夠，甚至不參與奮鬥，封靈原種不僅無法形成

，更會消失殆盡，所以聖訓就指出，第一至三期師資高教班結業學員，已有二分

之一的靈種靈氣消失殆盡。  

 
（三）封靈的成長  

在同奮日常不斷奮鬥過程中，無形即有一位封靈慢慢形成，和你（原人）當

時的容貌一模一樣，先有形容，再有靈覺。24       

封靈的成長過程，先有容貌，再有靈覺，師尊講過，封靈的容貌就與同奮在

修煉的當時的容貌一樣，不會老化，譬如師尊修證太靈殿主是在民國二十年至廿

六年間，當時師尊三十幾歲，太靈殿主的容貌也就是師尊三十幾歲的容貌一樣。 

修煉封靈有了靈覺之後，必需經過「原靈調教」25，達到封靈能夠達到配合

同奮的念力，負起無形應化有形的任務！  

 
（四）封靈的獨立自主  

什麼是封靈的獨立自主？就是封靈不必再靠同奮在人間奮鬥犧牲的熱準滋

養，已經可以在無形中自己獨立自主了！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中，提到封靈修成–獨立自主有三段：  

師尊說：大家不必去猜想：自己有沒有封靈，只要問問自己是不是在持續不

斷的奮鬥？只要是在持續不斷的奮鬥，您的封靈一定會修煉成功。
26       

只要同奮能夠持續不斷的奮鬥，有承擔救劫弘教的天命、信心、奮鬥，封靈

一定可以修煉成功。  

可以說，修煉封靈自修自證的第一個方法，就是捫心自問，是不是持續不斷

的犧牲奮鬥？是不是能夠承擔救劫弘教的天命？  

封靈養形可以獨立，表示人間的「元神」已經達到「不退轉」的地步，不會

放棄這條奮鬥之路！27 

                                                 
23 《第四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第 325頁 
24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79頁 
2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130頁，原文提到：封靈的修煉，除了依靠「修煉元神」之外，要有「金光
加持」、「原靈調教」、「監護童子護法」，無形之作業比人間還要忙碌。 
2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79頁 
27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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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靈修成，最重要的是代表奮鬥已經達到「不退轉」的地步，不會受到環境

的影響而放棄奮鬥的路，始終對 上帝的信心不變，更不會受到邪魔的迷惑，中

斷正常的修煉，如同師尊講：六十年來，時代在變，一切在變，極院之道心不變

，我信仰 上帝之誠，一天比一天堅定。28 

第二個修煉封靈自修自證的方法，就是問問自己，能不能夠接受考驗？是不

是面對磨（魔）考就退縮不奮鬥？是不是面對救劫弘教的挫折，就想要辭職？是

不是面對壓力，就沒有承擔天命的勇氣？如果是，就還沒有達到「不退轉」–修

成封靈的境界！  

修成封靈，自己會不會知道？一定給您知道，但這種知道，並非想像，因為

成就了封靈就是成就您即地成仙成佛的身外之身，真正得證的人，不敢說，不能

說，不會說，身上有光，光達諸天，假不了！29       

修成封靈不是用想像的，而是自己自然就會知道，而且得證的人，不會說，

不能說，不敢說！  

第三個修煉封靈自修自證的方法，不必問上天，更不用問別人，最重要是問

自己！  

 
（五）封靈的天命  

您仍在奮鬥不懈，您的封靈就成為您的身外之身，來往天上人間，替您負成

無形應化有形之任務！
30 

修煉封靈，主要是為了達到救劫的目的，封靈修成之後，有了具體的身外之

身–封靈，依據同奮救劫的念力，在無形中運化有形，完成救劫的天命！  

 
（六）修煉封靈的注意事項  

１、幻果  

心智不成熟，或妄念太多的人，才會有感覺，若為人宣說，我修煉「封靈」

如何！如何！這種人亦有感覺，因為「精靈」來了，衪們最樂於「親和」這種同

奮，感覺會很強烈！
31  

如果您以此「封靈」修煉來炫耀於人，此時封靈不但很快被收回，而且也引

來精魔作怪，生幻相，結幻果，非常危險！凡修煉「封靈」者易遭來天魔之忌！

德性不足，無法謙虛，好逞口舌，不真心下苦功奮鬥，不但獲罪於天，所召來之

                                                 
28 《恭祝恩節天帝道統第五十四代天德教主蕭公昌明百齡華誕壽文》第 38頁 
2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132頁 
30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26頁 
3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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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障，會讓您苦不堪言！小心！小心！32 

修煉封靈必須老實修煉、老實奮鬥、老實犧牲奉獻培功立德，如果是用想像

、感覺，很容易生幻想、結幻果，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２、夭折  

當封靈還沒有獨立自主之前，必須靠同奮犧牲奮鬥的熱準來滋養，前面已經

說明，如果同奮犧牲奮鬥的熱準不夠，甚至根本沒有犧牲鬥奮熱準的養份，封靈

的原種就會消失殆盡。  

３、切斷關係  

如果修封靈修到半途，這位同奮失去信心為邪魔所惑，而中斷正常的修煉，

此時原靈與監護童子，為保護封靈會切斷封靈與人間的「炁統」，帶回上天培育

，您們要知道培育一位封靈，除了依「修煉元神」之外，要有「金光加持」、「原

靈調教」、「監護童子護法」，無形之作業比人間還忙碌，人間有心魔作祟，天上

有天魔精靈來盜寶！33 

也就是說，如果同奮修煉封靈還沒有獨立自主前，失去信心為邪魔所迷惑，

而中斷正常的修煉時，無形就會切斷封靈與人間的「炁統」，帶回上天培育。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修煉封靈的過程中，除了同奮自己內心的心

魔作祟之外，還會有天魔、精靈來盜寶，修煉封靈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七、結論  
 

修煉封靈與救劫是相輔相成， 上帝為了成全同奮搶救劫三期末劫的救劫願

力，同意修煉封靈立地成就仙佛的昊天心法降顯於帝門，也因為能夠修煉封靈，

立地就成仙佛，成就同奮的身外之身，封靈在無形中運化有形，發揮同奮救劫的

念力，才能早日完成救劫的天命，所以修煉封靈與救劫是有直接連帶的關係！  

修煉封靈是昊天心法的進階段修煉方法，必須具備的條件：修元神有成、勤

修法華靜坐、犧牲奉獻功德、天命（賜封）、賜紫金光與無形金丹。要修煉封靈

，必需落實昊天心法初階段修煉方法–自然無為心法，奠定了基礎，才能夠進入

修煉封靈–昊天心法進階段修煉！  

修煉封靈的條件，歸納起來，最重要的就是真修實煉與不斷的犧牲奉獻培功

立德，融入日常生活中，持續不斷的做，終能有所成。  

                                                 
3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131頁 
3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 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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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煉封靈不是靠想像，而是有自修自證的方法：有沒有持續不斷的奮鬥？能

不能達到不退轉？遇到磨考、魔考也不退志？更重要是問自己，不要問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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