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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彙整氣功之內涵與類型，並對天人炁功之特性與價值進行探討，內容共分五
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前言，首先陳明氣功之意義，以利掌握氣功之基本概念；第二部份
談到一般氣功之內涵與類型，其中包括與氣功基礎鍛煉相關之人體經脈(人體十二經脈
與臟腑、奇經八脈、任督二脈、大小週天與氣功或靜坐之關係)、上丹田、中丹田、下
丹田、以及瑜珈七輪之意義，另外辨析外功與內功之意義，並介紹各種氣功及內功，如：
吐納術、觀想術、導引術、守竅法、佛教禪定與氣功、無為法靜坐、廿字氣功、以及其
他各種氣功發放外氣與疾病治療之功法，並綜合分類氣功之類型；第三部份是介紹有關
天人炁功之內涵與特性，包括天人炁功的沿革與目的、介紹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與天人
炁功之原理、天人炁功的適用範圍、天人炁功的操作與炁能交會作用區、天人炁功對應
的無形組織，並探討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之內涵；第四部分是探討有關天人炁功之價
值，先對「天人炁功」與「一般氣功」作簡單之比較，並提出天人炁功之特色以及「天
人炁功」對人間醫學之意義；第五部分為簡單結語，從整體醫學角度看天人炁功對於未
來醫學發展之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氣功、天人炁功、炁、丹田、動功、靜功、靈理學、靈體醫學、整體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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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功之內涵與類型
探討天人炁功之特性與價值
劉緒潔

壹、前言—氣功的基本認識
所謂「氣功」原為古代道家一種調制意念及呼吸，進而運用外氣以鍛煉內氣的一
種修煉功夫。進行氣功鍛煉不外乎希望達到下列幾項主要目的：養生保健、預防疾病、
治療疾病、延緩衰老、延年益壽、甚至超越體能、鍛煉特異功能或是修煉成道…等1-5，
自古以來就有許多氣功鍛煉的方法，各家各派方法皆不相同，也各有長短，但是不論何
種氣功，基本上大致都至少能達到強身健體、養生保健的基本目的，有些氣功鍛煉本身
有治療疾病的功效，有些氣功甚至可以發放外氣替人治病，使得氣功與治病之間，產生
深厚的關係6, 7。
科學研究中將「氣」稱為「生物能」，在實際鍛煉中又將氣分為兩個層次：「氣」
與「炁」，「氣」是較低階、較粗糙的生物能，一般稱為後天氣，而「炁」則是較精緻、
較高階的能量，一般稱為先天炁，
「氣」與「炁」充斥在生命體與大空間之中8。深入探
索氣功鍛煉之過程以及相關文獻，可以看到在氣功鍛煉中所謂之「氣」或「炁」實有內
外的差別，亦即有「外氣(炁)」與「內氣(炁)」之分，仔細推敲、「外氣(炁)」實又有兩
類，其一是指存在於體外並可與人體呼吸動作產生交互作用之氣(一般較為粗糙)，其二
是可經由意念之引導(非經由呼吸動作)而進入體內之氣(較為細緻，一般屬於「炁」之層
次)；而所謂「內氣(炁)」則是指運行於人體經脈之中或更深層次之氣，或經由呼吸動作
或是意念引導進入體內經過鍛煉之氣(炁)。蔡璧名教授在《身體與自然》
〈氣的認識〉中
論述陰陽二氣、自然與人體之交互關係9：
「陰陽二氣之動，纔是形成寒暑溫涼諸現象變
化的原因。自然之氣隨四時的流轉而有寒暑溫涼等盛衰變化，進而制約人身體內之氣的
運行」，並引《素問‧疏五過論》：「治病之道，氣內為實，尋求其理，求之不得，過在
表裏」
，又引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
〈遺文〉
：
「天地間氣為外氣，人身中氣為內氣，外
氣裁成萬物是為外實，內氣榮衛裁生故為內實，治病能求內氣之理，是治病之要也」，
此處論述之重點在於：若能掌握「內氣」之理，才是治病養生的標的。
從上述外氣(炁)與內氣(炁)的意義來看，我們可以對「氣功」下一個操作型的定義
如下：所謂「氣功」就是以「外氣(炁)」為原料，透過意念引導呼吸或動作，使氣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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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運行、鍛煉，以產生較高能量及特殊作用之「內氣(炁)」
。從運行層面來說、高能之
「內氣(炁)」可循人體經脈運行、甚至不循經脈而遍及全身，不只可達四肢體表、神經
未稍，更可遍及腠理、臟腑器官；從作用上來說、高能之「內氣(炁)」可以潤澤筋骨皮
毛、溫養臟腑器官、調和人體組織、調治疾病、發揮人體潛能，甚至發放至外部以治療
他人疾病。古時稱煉氣之術為「吐納術」，今人則稱之為「氣功」，現代「氣功」一詞
包括了古代的吐納、導引、存神、靜功、動功、內功、外功、修煉、打坐(靜坐、坐禪)、
入定…等等，甚至太極拳、武當拳、形意拳、八卦拳…等武術，只要以內功為基礎，都
可歸屬於氣功的範圍。

貳、一般氣功之內涵與類型
進行氣功鍛煉大致需從意念、呼吸、肢幹軀體、氣脈…等層面下手，深入探究各
種氣功之鍛煉功法，可以看到、其入手功夫主要先以調整意念為主，再以意念調控呼吸，
然後再深入到軀體肢幹之經脈或氣輪等層次，因此、在精神與肉體交互作用之下，除了
意念之鍛煉外，經脈、氣脈或氣輪之各種變化，實是氣功鍛煉中之重點。對於有關經脈、
丹田、氣輪…等觀念之認知，為深入了解各種氣功功法及相關內涵之基礎。

一、氣功與人體經脈

10-14

（一）人體十二經脈與臟腑關係
依據中醫的說法，人身分六臟(肝、心、脾、肺、腎、心包絡)、六腑(膽、小腸、胃、
大腸、膀胱、三焦)，其中臟屬陰、腑屬陽，而依其臟腑之功能及循行經脈之陰陽氣質
分類而有六臟六腑經脈之別，六臟六腑經脈又各分二類、每類三條經脈分別行至手與
足，故全身經脈有手三陽、手三陰、足三陽、足三陰、共十二條，十二條經脈其名稱依
其氣血循行之次序分別如下：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
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
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人身有營、衛二氣，衛氣屬陽，散佈在經脈之外，營
氣屬陰，運行在經脈之內，營氣依據時辰配合十二條經脈每日由子時起，每一時辰依前
述之次序，灌注運行全身。
（二）人體奇經八脈
依據中醫的說法、十二經脈屬後天脈，一般稱為十二正經，人自出娘胎後，便由十
二經脈調和臟腑之功能，脈氣與臟腑互相影響，脈氣強則臟腑健、臟腑健則脈氣亦強，
反之亦然。而奇經八脈屬先天脈，它不像十二經脈直接與臟腑相聯繫、也沒有陰陽之表
裏相配關係，八脈中除了任、督二脈有獨立的穴位以外，其餘六脈的穴位皆附於十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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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上，十二經脈有如江河，八脈有如湖澤，若十二經脈之經氣滿溢則流入奇經。此八脈
為陽維脈、陰維脈、陽蹻脈、陰蹻脈、沖脈、帶脈、任脈、督脈。其中督脈自尾椎骨端
之長強穴，經背脊中心線上行至頭、最後至上嘴唇之齦交穴；而任脈則自海底之會陰穴
上至下嘴唇之承漿穴，任督二脈恰好縱向環繞人體中心線一圈，惟其中有二個缺口，一
為嘴、一為肛門。一般進行氣功鍛煉或拳術練習時要求舌尖輕抵上顎及提肛，正是在構
成任督二脈之環形路線上做好預先準備之動作。
（三）任督二脈、大小週天與氣功或靜坐之關係
一般身體健康的人，精神飽滿、精氣充足，其十二經脈之氣通常也十分順暢，若此
人又懂得養生靜坐之道，則其臟腑及脈氣又較一般健康的人更加暢旺，此暢旺盈滿之脈
氣，便可能開始向丹田(氣海)聚集，一旦聚集的能量足夠，首先打通的奇經便是任督二
脈，一般人若依靜坐之有為法鍛煉至任督二脈已通，則此人之生理狀況已十分健康，可
以說百病不侵了。在傳統道家的丹鼎大法及其他有為法來講：打通任督二脈稱為小周
天，是鍛練大周天的基礎，人體手與足的三陰三陽經脈和奇經八脈全都通暢，稱為通大
周天。通了大、小周天，百病痊癒，身體日益強壯，從而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若繼續
修煉陽神，待功果圓滿，而陽神沖舉、真人出現，這是進行氣功或是深入靜坐修煉之上
乘狀態。

二、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
丹家歷來重視「丹田」
，丹經道書中又分為上、中、下三丹田。
《鐘呂傳道集》
〈論
還丹第十三〉
：
「丹田有三：上田神舍，中田氣府，下田精區。精中生氣，氣在中丹；氣
中生神，神在上丹；真水真氣，合而成精，精在下丹」15。古人稱精、氣、神為人身之
三寶，視丹田為儲藏精、氣、神的地方，因此對丹田極為重視，有如「性命之根本」。
下丹田為藏精之府，中丹田為藏氣之府，上丹田為藏神之府。有關上丹田、中丹田、下
丹田之部位如下：
（一）上丹田：
上丹田在兩眉之間橫通間腦的部位16，《抱樸子內篇·地真》謂“在人兩眉間、卻行…
三寸為上丹田”17，仔細看來、上丹田應該位於兩眉中「印堂穴」內部、頭頂「百會穴」
正下方之位置，丹經中稱為「泥丸宮」，為人體存神之處，從解剖學角度看大約為松果
體(pineal gland)區域，松果體是人體內分泌之主控區域，根據吾人先前之正宗靜坐實驗
研究，松果體區域應該是調控人體身心靈之關鍵部位18，綜合實驗及口訣，以及無形有
關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簡稱靈意網路)之聖訓，上丹田在肉體上應該是在松果體位
置，在無形結構則是默運祖炁口訣中之「性竅」或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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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丹田：
中丹田在兩乳之間橫通肺與心臟的部位16，《抱樸子內篇·地真》謂“心下絳宮金闕…
中丹田”17，大致應位於兩乳中間「膻中穴」與脊椎骨第五、六節空隙之連線中間、胃部
上方位置，為人體藏氣之處。膻中為上氣海，是宗氣所聚之處。
《靈樞·海論》
：“膻中者，
為氣之海”21。中丹田與胸腺(thymus)可能有密切關聯，胸腺與T淋巴球(T lymphocyte)之
發展變化有關，T淋巴球首先在骨髓之幹細胞(stem cell)產生然後移至胸腺，某些T淋巴
球會被活化而發展成T細胞(T cell)，T細胞在人體免疫系統之調節作用、以及破壞癌細胞
之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22, 23。
（三）下丹田：
下丹田在臍下橫通腎臟之間與大小腸的部位 16 ，一般稱臍下三寸(關元穴)為下丹
田，丹書中常將下丹田簡稱「丹田」，別稱「氣海」，其具體部位說法不一，《抱樸子
內篇·地真》謂“在臍下二寸四分”17，《醫心方》卷二十七：“臍下三寸為命門宮，此下
丹田也”，又《東醫寶鑒》：“下丹田，藏精之所也” 24，徐華陀先生在《氣功聖經》中提
到：“下丹田是指龍虎竅，人體元炁所在，是太陽神經叢聚集區域，也是能量活絡區域”，
“位於臍下三吋關元穴與脊椎間靠近脊椎三分之一處”，並引《難經》：「臍下腎間動氣
者，人之生命也」23。練武之人常需「氣沉丹田」，內丹家歷來亦重視下丹田，故有“五
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等稱呼24。

三、瑜珈七輪
前面所整理論述之經脈或是丹田之說，主要是中國道家及醫學中之說法，而密宗
或是瑜珈修行者則是注重「三輪七脈」之說法，與道家所注重之「奇經八脈」幾乎完全
不同，所謂「三脈」是指左脈、中脈及右脈，大約分布在軀體正中心及其左右兩側，而
「七輪」是由頭頂上之梵穴到底部會陰的七個脈輪(chakra)，包括：梵穴輪、頂輪、眉
間輪、喉輪、心輪、臍輪及海底輪(另說：頂輪、眉心輪、喉輪、心輪、太陽輪、臍輪、
海底輪，兩者說法略有不同)，南懷瑾先生論述「七輪」之說，應該是：「包括上行氣、
下行氣、中行氣、左行氣、右行氣等五行氣和五方佛的作用」
，並提到：
「魏、晉以前的
道家修煉丹道之說，也最重視五行與五色氣之重要」25。由此看來道家與密宗或是瑜珈
修煉之間似乎有相通之處。除了「七輪」之說法外，無上瑜珈又有「根本四輪」之說，
甚至有「五輪」
、
「六輪」及「八輪」之說法，所謂「根本四輪」是指：頂輪、喉輪、心
輪及臍輪，「四輪」加上密輪(位於會陰之上)為「五輪」，「四輪」加眉間輪及密杵輪(位
於外生殖器根際及末端)為「六輪」
，
「五輪」加上風輪(位於眉間)、火輪(位於喉輪與心輪
之間)及寶輪(外生殖器中段)為「八輪」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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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經脈、丹田、氣脈、氣輪上名稱及實質上之差別，或許來自於因鍛煉方法之
不同，例如對體內無形氣脈之著重點不同(意守及導引方式)，而可能產生身體氣脈氣輪
開發面向或鍛煉結果之整體差異，亦即：由於練功之方式不同，人體氣脈之開發面向及
其結果將可能有異。

四、外功與內功
一般煉功有所謂：「外煉筋骨皮、內煉精氣神」的說法，簡單的說：「外煉筋骨
皮」可歸屬於外功，「內煉精氣神」則可歸屬於內功。一般外功與內功之差異如下：
（一）外功：
外功主要對筋骨皮肉等層次進行鍛煉，一般的體育運動和各種外家武術 (如所謂南
拳、北腿、或是鐵線拳、少林拳…等)歸屬於外功，它直接鍛煉人的軀體四肢，令肢體
強健，筋肉發達。單純練外功的人，應小心避免由於鍛練時強大的能量對內臟造成衝擊
而導致內傷，也應避免激烈運動所可能造成的摔傷、扭傷、拉傷…等。若是配合呼吸吐
納之法，鍛煉筋骨，可屬於「外家氣功」或稱「武術氣功」，亦屬於外功的範圍。另外、
亦有將外功分成「硬功」與「軟功」(或稱「硬氣功」與「軟氣功」)，如硃砂掌、一指
禪、龍爪功、輕功…等屬於「軟功」，而金鐘罩、鐵布衫、鐵頭功、哈蟆功…等屬於「硬
功」27,28。
（二）內功：
內功主要是針對精氣神等層次進行鍛練，特別強調通過意念、調息、吐納等方法，
調動人們的內在潛能，從而使身體內部自我調節、自我修復，達到強身健體、防病祛病、
延年益壽甚至超越體能或是一般人體功能…等作用。內功修煉門派雖然很多，但大致有
共同的規律，一般從精神入靜下手，作到所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各種功法雖異，
但目的和效果則相近。進行內功修煉需掌握要領，否則容易偏差，尤其以意念進行的鍛
煉功法，用意不當就有可能走火入魔。內功功法中之調息、吐納、運氣等方法，可歸屬
於「內家氣功」的範圍；另外、即使是練外家拳，若是能將拳架功法徹底融會，將精神
意念之內煉層面與形體弓架之外煉層面兩者合一，也可歸屬於內功拳29, 30。

五、各種氣功
（一）吐納術：
吐納術即呼吸調息之術，一般呼吸以胸式呼吸為主，但吐納術多以腹式呼吸為主，
有正、逆之別，所謂「腹式正呼吸法」是吸氣時小腹凸出，呼氣時小腹縮入；所謂「腹
式逆呼吸法」則相反，一般鍛煉吐納術多以逆呼吸法為主，其詳細之動作如下：「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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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鼻子自外界吸入新鮮空氣至胸腔肺臟中，同時收小腹將腹部壓力擠向胸腔，緩緩均
勻進行。吐氣時動作相反，將胸腔肺臟中的氣體自口鼻呼出，並放鬆小腹，呼氣時也一
樣緩緩均勻的進行」，其意念與呼吸之對應狀態更有特殊要求：「當進行吸氣動作時，
將意念置於頭頂正中央的百會穴，想像一道無形的罡氣自百會穴循著身體內部的中心線
以意念將之吸入體內直達胸腔。這時身體會自然保持直立，使中心線垂直地面。吐氣時
再將意念集中於小腹丹田，則罡氣自會從胸腔納入丹田。這種呼吸法，第一個吸氣動作
進行時，同時吸進空氣和罡氣；第二個動作則吐出空氣納入罡氣，吐和納同時進行」31。
當靜坐或是吐納功夫隨時間而加深，可能達到呼吸深細，一出一入漸至不知不覺的狀
態，彷彿氣息從全身毛孔出入，可達到調息吐納功夫極深的狀態32。
（二）觀想術：
觀想術(visualization)簡言之、就是透過冥想的方式，在腦海中儘量具體地描繪某種
形象，例如：簡單圖形、山川景色、身體經脈、四肢百骸、到細緻的神佛形像、或是某
種美好的願景…等，然後與之進行某種互動交流，以達到自我醫治、提升自我、改善運
勢、開發潛能…等效果，常在靜坐中作為安定心神的一種方法，或是企業和機關之人員
訓練中，作為提升團隊士氣及人員工作能力之方法。有些靜坐方法使用觀想術來對治昏
沉，嚴格說來觀想術應該只是靜坐修煉中的一個階段，蔣維喬先生提到三種層次之觀想
進階，包括：空觀(練習觀察山河大地、身心內外之空性)、假觀(練習觀察事物之因緣變
化、念頭起落之假象，不可執著)及中觀(離開空假兩邊、心中無依無著、洞然光明之狀
態)32，到了中觀的境界，已經超越了一般觀想術的層次。
（三）導引術：
導引術是中國傳統道家養生法中的典型修煉方法，相傳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且
在歷代皆有發展33。導引術主要以肢體運動為主，呼吸吐納為輔，強調身、心一起鍛煉，
並可用來宣導氣血、調治疾病。傳統的養生原則講究閒心與勞形，所謂閒心是指精神要
優閒，所謂勞形則是指肢體要運動，而導引術的修煉目的即是通過適量運動以放鬆精
神，進而達到身心和諧的境界。導引術以傳統中醫學的治病與養生原理為指導，經典的
導引術套路包含現代時尚健身運動的主要項目，如深呼吸、按摩和有氧運動等；在功能
上、導引術可促進身體新陳代謝，平衡陰陽、調和氣血、疏通經絡、強筋健骨、全面改
善整個身體素質，更可提升到性靈開啟的層次，使心情舒暢、心態怡然。導引術源於上
古的舞蹈動作，到春秋戰國時期獲得長足的發展。1974 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西
漢時期的《導引圖》，記載了 44 種導引姿勢，便是對先秦導引術的總結；隋唐以後、
導引術的主要代表流派有唐代高僧鑒真所創的《鑒真吐納術》、宋代高僧廣渡始創的《廣
渡導引術》和清代曹廷棟創設的《老人導引法》等。傳統的導引健身法在其發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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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形式簡單的宣導舞發展為熊經烏伸、吐故納新的導引術，由術式眾多的散式導引發展
為成套的五禽戲，由名目眾多、形式繁雜的成套導引發展為以簡馭繁的「八段錦」，以
至形成「功理」與「功法」結合嚴謹的「易筋經」和被視為古代導引發展結晶的「太極
拳」33, 34，大致皆可歸類於導引養生之技術。
（四）守竅法：
「守竅」法是利用意識的作用，通過入靜使精神統一並守住人體中之特定關竅，
專心做到「止」，以產生內氣，進而打通經脈。一般守竅可能以意守下丹田為主，亦有
部分功法以意守中丹田或是上丹田。守竅之重要關鍵、依據崑崙仙宗「仙宗要義講記」
144 講所述：「竅穴在腦，守竅之秘、心靜神清，閉於外、慎在內，多知為敗，慎守汝
身，即覺全身空空玄妙出也」。此處談到「竅穴在腦」，即是以意守上丹田之方式進行，
可能達到「靈通天地、性觀宇宙」之境界；又154 講：「靈體也，在靈臺外有個關竅及
百億萬細胞…修道全在靜中守竅，萬不可心亂」，又155 講：「大道全由心靜靈清，靜
中悟參關竅，同電能合而為一，天人自合；六神不靜，心忙意亂，難以純靜，大道難成，
守竅先分前後以求其通，次要堅守於中，目無所視，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多知為敗，
神將守形，形乃長生，無視無聽，抱神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勞汝形，無搖汝
精，乃可以長生，就是純靜才達妙境」35。此處提到靜心、煉心、守竅、靜坐的功夫，
與養生長生的效果。一般有為法靜坐大多以守竅為主，應有名師指點，以免出現負面影
響。
（五）佛教禪定與氣功
佛教大小乘學說之中原本並無相當於「氣功」意義之術語，藏傳佛教密宗無上瑜
珈則有「瓶氣」、「練氣」、「氣瑜珈」等相當於氣功之術語及修練方法，陳兵先生引
用《中華氣功》1984 年第三期中介紹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賈題韜居士在「佛教與氣功」
文章之內容：「佛家所提倡的修持方法，基本上都是氣功家所必由的途徑…佛教小乘『三
學』中之『定學』和大乘行為規範『六波羅蜜』中的『禪定波羅蜜』實質上就是氣功，
而且是高級氣功」，陳兵先生評論這段話，提到：「禪定是佛教宗教修持的一種功夫，
無論從目的與內容而言，與氣功界所講的氣功有質的不同…佛教禪定從現代氣功學的角
度、從客觀上看，包含有氣功的內容或內核，而又有氣功所不能包括的宗教性成分」36，
此評論所述禪定不等同於氣功，兩者本質不同，但與氣功有部分相同的內涵，應屬適宜，
尤其談到禪定的宗教性成分，應該是禪定與氣功根本差異之處。楊贊儒先生傳述禪道修
行方法，教導眾人立禪功37，其內涵亦是由靜坐、氣功之精神意念及氣息導引之修煉入
手，並由此禪功、道功來修道，最終能「入於大化虛無之境，得大自在之禪定」，是一
個將氣功與禪定修持合一的實證例子，並且將禪定視為氣功之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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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為法靜坐
天帝教中國正宗靜坐屬於無為法，嚴格說來、正宗靜坐並不歸屬於一般氣功之類
型，勉強歸類屬於靜功之內功法門，但不強調在肉體下功夫，靜坐時亦不進行調息吐納、
導引、觀想、守竅…等方法，而是經過開天門後，導引先天炁進入天門、囪頂、性竅、
命宮而後聽其自然運化，其功夫由淺入深可能先結氣胎、電胎、炁胎(聖胎)而至鐳胎，
屬於修練元神、甚至再造法身、超凡入聖之修持法門38。
（七）廿字氣功
廿字氣功為天帝教所屬之一項氣功功法，由維法佛王傳下且於無形界主持相關傳
授事宜，廿字各主宰及廿字仙佛為護法，並蒙一炁宗主允予協助。聖訓指示廿字氣功之
功用包括：形成護體磁場，始於健身而及於煉靈，練至純熟、掌氣可以自救救人。廿字
氣功與一般氣功不同之處在於其傳自天界、有仙佛護持、兼具調靈調體之功用。維法佛
王於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之聖訓中提到：「許多人想學氣功，但是常走火入魔，此時
因應時代的要求，由我來介紹廿字氣功，此氣功屬於後天法，以廿字真言諸大仙佛為護
法，經過一炁宗主導師予以協助，綜合武當站樁的法門而發展出來，煉此功必須先修靜
心靜坐法與之配合，則動靜之間，方能調和」。對於有心學習者最好能具備下列條件：
(1)具有基本靜坐常識或經驗；(2)對廿字真言能信受奉行者；(3)初學須在有廿字教化之場
所，爾後之練習則無場地之限制；(4)須經天帝教權責單位核定之人員，依一定之程序，
負責示範講解；(5)高血壓、心臟病患者及心識不清者暫勿練習；(6)未皈師者，需就廿字
真言中，任選二字做為練習之指導39。廿字氣功來自氣天天界，為應元天界應時而有之
方便法門，不在氣感、知覺上下功夫，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於八十五年五月三日之聖
訓中提到：「廿字氣功可考慮於『廿字系統』中發展，配合靜心靜坐靈活運用，對弘教
渡人有極大貢獻，如此種功效能發揮到極致者，得以銜接至『天人炁功』之體系，進入
炁療系統，自渡渡人」
。維法佛王又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聖訓中提到：
「廿字氣功即
在於煉氣與煉靈，且以簡單易學為主，惟如何能轉化成為最淺顯之口語、文字，使之更
具說服性」，可以看到：若是掌握廿字氣功簡便易學之特性，配合靜心靜坐、廿字禮拜
法、廿字煉心步、廿真真經、…等相關法門，組成「廿字系統」或稱「廿字法門」，靈
活運用，不只可以自渡渡人，更可以銜接至天人炁功體系，進入炁療系統。
（八）其他
雷久南博士在身心靈整體健康一書中也介紹了簡單的靜坐、光音修法及外丹功(氣
功)，並提到煉功後對於疾病之正面效益40。另有一種煉功方式稱為自發功，所謂自發功
只是閉著眼睛，身心保持在鬆、靜、自然的狀態下，就可能會引發氣功態，在此狀態下
可能使身體的內氣增強，而且集中在特定經脈中運行，因而產生一股內力帶動身體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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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自發動作，以進行通經脈、治病、採氣、排氣…等作用。另外、還有各種治療疾病之
氣功鍛煉方法，如動意功、內養功、鶴翔庄功法、龜蛇氣功、太極五息功、瑜珈臥功、
鶴步登天、峨嵋甩手功、金剛功…等，各種氣功功法，不勝枚舉，可用於鍛煉身體及治
療疾病41。

六、氣功發放外氣與疾病治療
安邦先生在《氣功治療全書》中提到「穴位發放外氣法」
，是用手掌心之勞宮穴以
及劍指發氣，可以用於治療疾病，另有「意識治病法」
、
「氣功組場治病法」…等有關氣
功治療疾病的方法，而有關發氣的方法又有多種，包括「形體發氣法」
、
「意念發氣法」、
「混元頓促發氣法」、「藉助器械發氣法」、「音符發放外氣法」、「縮影發氣法」、還有所
謂「遙感」
、「遙診」、「遙治」、「仿聲治療」…等特殊感應偵測及治病的方法41。前面提
到「氣功組場治病法」，所謂「組場」是中國大陸地區對「發放外氣」之稱呼，古時叫
作「布氣」(按：「布」同「佈」)。《黃帝內經·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文
曰：
「太虛廖廓，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靈，惚統坤元」
。布氣，張景
岳《類經》註曰：
「布者，布天元之氣，…氣有真氣，化畿是也」
。布，含有佈施、敷佈、
施捨之意。宋蘇軾《東坡志林》指出：「學道養生者，知足之餘，能以氣與人…謂之布
氣」
。意思是說經由自己氣功鍛煉，養氣功夫深厚，可以向他人發氣治病，稱之為布氣；
《黃帝內經．素問．移精變氣論》曰：
「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精變氣，可祝由而已。」
這是遠古時代的「祝由吐音布氣法」
，布氣亦稱為「灌氣氣功」
，用布氣以治療疾病的方
法又稱為「布氣療法」42。

七、氣功的類型
綜合來說、氣功是運用種種方法增強身體內氣的功能，進而對生命(包括身、心、
靈)產生正面的作用，大體上氣功可以分成「內功」及「外功」(如前所述)；也有人將氣
功分成「硬氣功」、「軟氣功」，硬氣功著重在筋骨，軟氣功則著重在心氣；另外、亦
有以「靜功」(如靜坐…)及「動功」(各種內、外家拳術，如太極拳、八段錦、外丹功…)
來分，各種靜功、動功的鍛煉方法都著重在調形(調整姿勢和動作)、調息(調整呼吸)或
是調心(調整心念)之上，而各種鍛煉法中有的以數息入靜為主，有的用止觀、持咒等方
式為主，也有不用意守也不在意呼吸、只強調姿式，因而形成各種功法之差異。由於部
分氣功鍛煉除了強身健體之外，也具有治療本身疾病之功能，在防病祛病方面，有的用
內氣意念攻入病灶，達到減緩或消除疾病的目的，有的則採取疏通經絡、疏通內臟、疏
通病區等方法培本健身，一般說來這些方法都能對身體產生良好的作用，功夫深者甚至
可以發放外氣治療他人疾病。綜合各項文獻及各種實際鍛煉方法，大致可將氣功分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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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幾種類型，有些氣功專屬於所列之一類，有些則有屬於數類：
（一）健身養生型：透過基礎氣功功法之練習，達到怯除疾病、健康養生、延年益壽之
初步目的。
（二）功夫型：透過嚴格的氣功功法鍛煉，達到提升個人體能、甚至超越一般體能極限，
具有特定武功鍛煉目的之氣功功法。
（三）修煉型：以參悟宇宙規律、體證生命意義，達到身心靈與自然調和統一為境界之
氣功修持。
（四）醫療型：不單以養生、功夫或修煉為主，而是發放自已修煉之內氣(炁)或直接引
導外氣(炁)至求治者身上，達到特定療理效果之氣功功法，其中所引導之外氣(炁)
更可能帶有特定信息，而具有特殊之治療效果。

叁、「天人炁功」之內涵與特性
一、天人炁功的沿革與目的
依據天帝教天人炁功相關資料之紀錄顯示，民國初年、蕭昌明大宗師(一炁宗主)得雲
龍至聖之引，至湘西深山修道，經十年而大成，一炁宗主並得雲龍至聖親傳法技，二人
並於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五月十三日發明「廿字真言」，次年(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正
月初一，奉 上帝核定以天德聖教「廿字真言」及「精神治療」為救世渡人寶筏，並通
令三界十方一體遵行。天帝教坤元輔教於《天人炁功淺談》43中指出：「帝教道統第五
十四代天德教主我師蕭昌明大宗師，承五十三代雲龍教主法技以濟世，創廿字真言來糾
正人心、渡化原人，同時發明『精神治療法』，運用廿字真言救人疾苦，並勸人虔誦解
冤往生經咒、陰超陽薦」。民國六十九年天帝教復興，為廣渡緣人，以靜坐為媒介，同
時於靜坐班中傳授「精神治療法」，以為同奮勸世救人之方便法門。民國七十七年元月
十日，為避免與政府醫療法規之混淆及爭議，天帝教首席使者與一炁宗主進行天人會
談，決定順應時代環境，配合人間需要，將「精神治療法」改名為「精神療理法」。民
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無形古佛於聖訓中提到：有關天人會談時，討論「精神療理」之
議題，經金闕會議決案，為配合人間以不違反醫療法之原則下，「精神療理」之名稱正
式更改為「天人炁功」，人間之宏教系統組織並可設立相關部門，並且無形金闕原有之
「精神療理院」無形組織及名稱仍將維持不變，不予更動44。七十九年元旦，首席使者
頒佈第三次修正之「天帝教復興初期宏教系統各級教院組織規程」，原名「精神療理」
一詞更名為「天人炁功」，各級教院之「精神療理中心」亦更名為「天人炁功中心」。
八十三年元月一日，極院奉首席使者手諭成立「天人炁功指導院」，統籌天人炁功制度
規劃與教育訓練。自八十四年維生先生接任第二任首席後，為節省財力和人力，於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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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將將原有的天人文化、天人合一、天人親和及天人炁功四個研究小組整合成「天人
研究學會」，後來為了推廣研究風氣，復將學會改成「天人研究中心」，之後於九十四、
九十五年增設「天人親和院」及「天人合一院」，更在九十五年十月再增設「天人炁功
院」以應實際之弘教需求，統籌全教有關天人炁功之研究及訓練事宜。
從基本之操作層面來看、
「天人炁功」是藉由合格之炁療者以求診者之誠心為基礎，
代為向無形之天醫請求，進行相關病症調治的一種程序，實施炁療者則擔任媒介之角
色，並以其本身之心性修持，接引無形天醫所傳送之炁能及信息，協助進行及完成炁療
程序，因此「天人炁功」乃是一種「天人聯合調體」的治療程序。從調治之層面來看、
「天人炁功」涵蓋靈體與肉體，兼具修補、調整靈體與調治肉體之作用，故其整體調治
之效果較一般治療之層面為廣，為一種涵蓋有形與無形之炁療。對於壽元將盡的人、由
於「天人炁功」兼具調靈與調體的作用，故當求治者生理機能衰弱、肉體即將毀壞時，
此時實施炁療將是以拯救求治者之「靈魂」為最優先，以調養肉體之生理為次要！

二、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與天人炁功之原理
（一）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
人體不只生理結構精微奧妙，靈體之結構及功能更是幽微難測，即使到了科技發達
的二十一世紀初期，靈體結構與功能仍未列入科技研究的範疇，所幸藉由身心靈之修持
成果以及天帝教聖訓之資料，使得吾人可以稍微窺見其堂奧45。嚴格說來、「生命系統」
應該分成「有形生命系統」及「無形生命系統」兩大部分來看，其中「有形生命系統」
是指由後天物質單元所形成之結構體，就人來說就是肉體部分，依據天帝教教義、肉體
部分是帶電粒子之結構體，稱之為「電子體」結構，而所謂「無形生命系統」是指由靈
體(和子體)與肉體結合之後，所形成各類不具有形結構之無形運作系統，包括：
「心性系
統」
、
「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
、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
「臟腑
氣能循環系統」
、
「經絡系統」…等部份。依據聖訓及相關資料針對無形生命系統運作中
之炁進行整理，並分析 首任首席使者(師尊)靜坐修持各階段之現象中無形所傳示的聖
訓，吾人可以瞭解到整個靜坐修持過程中，隨著修持功夫之進階，其內在氣化系統及生
化系統皆有不同的變化及成效，並且可以看到隨著修持功夫之持續，心境能量(內在意
識能量)逐漸收歸於內，使心境能量提高，該能量隨著修持功夫進階之不同，會分別影
響和子體中O0、H0、電質、X原素，分別釋放和氣能量、靈氣能量、剛氣能量及炁氣混
合能量。綜合看來、針對上述所列之五類無形生命系統分別檢視其內涵，並由各項無形
生命系統與靜坐修持各階段現象變化之內容比較來看，無論是其結構本身或是運作內
涵，都不離炁與氣之範疇，即使是其結構本身雖屬非物質之無形結構層次，精微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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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亦為炁氣之無形運作體，運行或是運作於其中之內容物，不論是能量、訊息、或是氣
化內容物，都屬於炁與氣之內涵46。由此看來、欲深入了解生命結構及其內涵，若是不
從「炁」的觀念下手，恐怕難窺其堂奧，同時在整體(包括肉體與靈體)之「炁(氣)能」
調整得宜之情況下，身體自然健康無病，而當身體出現病症時，適當進行「炁(氣)」場
之調整，可有較全面之處置。
（二）炁的本質與廣義定義：46
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傳示有關「天人炁功」的聖訓，其中對於「炁」與「氣」
的本質、特性與運用做了明確的定義，另外對於光、炁與溫度的表現特色也有說明，依
據聖訓內容「炁」大致可區分為五大類：祖炁、先天炁、後天炁、後天氣、元氣（靈氣）
等，這可以視為「炁」的大要分類與廣義定義，這一個分類與定義包含了後天「氣」在
內，而且更加的寬廣，也就是說、廣義的「炁」包括了「氣」。另外、我們綜合聖訓的
資料可知：
「炁」與「氣」分別是先天及後天能量的表現型態，其主體本質是能量粒子，
可稱為「炁粒子」或「氣粒子」
，
「炁」的分類依據、經由分析聖訓資料可以看出乃是根
據能量粒子的兩項特性：其一、能量粒子含藏的鐳質粒性與宇宙訊息之完整程度，其二、
能量粒子往來不同次元空間活動自由度之能量層級。另外、「光」則是炁與氣等能量粒
子間相互作用產生的幻化特性，以光的能量層級大致可粗分為－鐳光、雷光、紫金光、
金光、神光五大類別(按：原資料次序為--鐳光、紫金光、雷光、金光、神光，依「天人
文化新探討(第二集)」之次序及其特性調整)，「溫度」則是能量粒子與性靈和子內的質
性、氣性結合而產生的能量釋放特性。因此、「炁」與「氣」應分別從本體與行為表現
上來看，本體是「炁(氣)粒子」
，行為表現以及交互作用現象則除了「炁」或「氣」的型
態之外，尚有光、溫度以及不同炁化能量層級之種種特性表現。
（三）天人炁功之原理
依據西德醫學博士林助雄(光持)醫師於 84 年台灣省掌院編定靜心靜坐精要之教材
時，撰寫〈天人炁功專論〉一文47，其中提到天人炁功之原理與作用機轉：
「據一炁宗主
指示，天人炁功屬於天帝教『靈體醫學』的一門，以先天之炁經調和運化之『神光』，
透過炁療者為媒介到達求治者身上，經運化後的『神光』，符合天地間五行相生相剋原
理，可以對人體進行適當之調整靈體及調治肉體之作用。其作用機制即是以先天之炁推
動後天之氣，進而使體內陰陽得以平衡來改善身心病情」。這裡談到天人炁功以先天炁
(以「神光」為代表)為媒介推動後天氣，以改善身心疾病。
對於所謂先天炁的部分、林助雄醫師提到：
「從醫學的觀點來看，先天之炁是一種
高級微物質能量流，進入人體後促發體內後天氣血的轉機，使細胞獲得充足的炁能、氧
氣與養分，也使細胞裡的廢物做有效排泄，如此健康自然得以改善，而且這種作用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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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基礎性，所以適用於各種疾病。又因為是透過微循環所做的細胞性的改善，所以以
往醫學界認為不可逆的疾病如：癌症、瘤…等等也能獲得某種程度的改善」。這裡談到
先天炁的特性與對人體生理的作用，從前段炁的本質中看到，炁可在各空間層中幻化成
各階之形態，並有各種炁能之作用，這是天人炁功關鍵之所在。
有關天人炁功實施中使用到的靈丹妙藥，林助雄醫師提到：
「至於蓮花聖境精神療
理院天醫們把天藥煉成結晶成炁提供人間需要，這可不是人間科學濃縮中藥所可以比
擬，藥在氣中，完全吸收，效果迅速不用針藥省掉副作用，實在是超科技的境界」。這
裡提到無形天藥、也就是靈丹妙藥，依據聖訓的說法48、人間的醫藥在天上會先有藥種，
無形蓮花聖境中有開蓮淨土，其中有藥圃及製藥廠，藥圃中之藥種是由宇宙靈秀之炁孕
育而成，依五行之性味對治五行生剋之疾。
另外、在天醫院天醫之聖訓中談到「神光」之製造49，它最初來源乃取之於無生聖
宮之神光原種(炁化之精髓物)，而後由金闕御醫院「天藥研製所」所研究之一套製造過
程，轉至清虛上宮天醫院製造，完全配合人類體質之需要而特製，對於受施者有急速吸
收之功效。清虛宮天醫院孫思邈院長於聖訓中談到「金光」之製造50，金光之施用範圍
較大，可以診心亦可以診靈，金光之原炁乃取之於無生聖宮之極子(高能量精炁之分子)
而後轉至金闕御醫院之天藥研製所，最後轉至清虛上宮天醫院製造，它的運用能隨著人
的體質、靈質而自動轉化，屬於一種高能階的天藥之一。另外、華陀真人於聖訓中談到：
神光專施放後天人體，依五炁化為五氣(金、木、水、火、土)依各種不同體質，對身軀
做治療工作。無形天醫於調治時，依中國醫學治療的理論，採五行相生相剋之理而有調
體上的差別，每一個人的體質不同，自有不同的療理方式。有關神光與金光之施用差別，
則是神光用於調整後天軀殼，是物性的治療，金光則不做分類，是屬於靈性的治法，物
性不調，靈性則無法著其根本51。

三、天人炁功的適用範圍
依據林助雄(光持)醫師所提出之資料，他認為從天人炁功之原理、作用機轉及實施
方式來看，並沒有特定的適用範圍，因此原則上什麼病都適用，不過從醫學的角度來看
療效的反應，仍可以理出一個大概47：
（一）最容易見效的疾病：心理方面的疾病與所謂因果業障病屬之，再透過自己的徹底
懺悔與無形的親和力，心理上的缺陷最先被矯正，所以見效最易。因果病往往在
上聖高真的超拔與感化中獲得立即見效的反應。
（二）比較容易見效的疾病：有關氣方面的疾病屬之，因為無形所加的為浩然元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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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填充後天氣的不足，因此比較容易見效，例如：肺功能不全、久病虛弱。
（三）容易見效的疾病：功能性疾病屬之，因為只是功能紊亂，器官沒損壞，不須等待
器官的矯正就可以得到效果，例如：功能性心悸、功能性腸胃障礙。
（四）不易見效的疾病：器官有明顯變化的疾病，例如：關節已變形、白內障已成熟、
肝已硬化…要再恢復原來的面貌，談何容易？就算能也需要一段時間，也就是需
要耐性，所以說不易見效。
（五）特殊性疾病：疑難雜症屬之，臨床上不是不能治療，就是因難治療，可是實施天
人炁功後往往卻又有戲劇性效果，例如：牛皮癬、腦瘤。

四、天人炁功的操作與炁能交會作用區
（一）第一動作與炁能交會作用區
天人炁功的第一個操作動作是以左手掌心懸置於求診者之頭頂百會穴上方，而右
手食指、中指及無名指等三指併攏以指間對準求診者之兩眉正中印堂位置前方，兩個位
置都離開頭部一小段距離(以不碰觸肌膚為原則，如圖一A)，將無形先天炁能由兩手灌
入求診者大腦中心區域(左手為掌光稱為「金光」、右手為炁針稱為「金針」)，金光與
金針之交會位置是關鍵所在，雖然到目前為止沒有有關對於天人炁功此一動作之大腦影
像技術研究，但是從天人炁功之操作位置與正宗靜坐默運祖炁之引炁位置作一比較，並
根據炁功操作之經驗與靜坐之體驗，我們認為兩者應該是一致的，依據靜坐默運祖炁之
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技術之研究結果顯示18,52，默運祖炁之中心位置大約在大腦松果體
區域。松果體在現代生理學中是一個收集心理與生理需求情報的中心，松果體可分泌褪
黑激素(melatonin)及數種其他類似物質，並經由血液或第三腦室液體進入腦下腺前葉，
抑制促性腺激素之分泌。另外、松果體在控制日週期、免疫功能、細胞生物能量、細胞
調節、抗氧化效應、抗老化、抗癌性、以及性活動及生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透過前述對於靜坐默運祖炁之研究以及參閱前述對於氣功之各項資料，松果體位
置應該正是所謂的「上丹田」，也是靈意網路中之「熱準中心」，我們認為松果體除了
是一個生理與心理之情報中心之外，更是一個身、心、靈的情報中心及調控中樞，並根
據所彙整情報之需求控制下視丘。下視丘是人體內分泌系統之極高控制單位，它是大腦
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的主要控制總部，更掌握著腦下腺(pituitary gland)的分泌活動，
經由分泌各種刺激性或抑制性激素以調控腦下垂體，以分泌各種激素，包括生長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促腎上腺皮質素、催乳激素、濾泡刺激素、黃體生成素、抗利尿激素、
催產素…等各種人體重要激素，進行調整全身之生理活動18,52。
（二）第二動作與炁能交會作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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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天人炁功的第二個操作動作主要是以一手手掌置於求診者之枕部與頸部交接
處，而另一手手掌則置於求診者胸前接近頸部位置，兩手掌位置也都離開身體大約兩三
吋左右距離(如圖一B)，兩手以掌心發放金光，先在上述部位停留三、五分鐘後，雙手
再由上而下，沿著任督二脈發放金光，大約三次左右，此一任督二脈加光動作對於中樞
神經系統有正面之效應53。另外、前面所述之後腦頸部在中醫及傳統丹鼎大法之靜坐修
煉中屬於玉枕穴，是督脈三大穴位之一，胸前接近頸部位置則接近中丹田膻中穴之上
方，應屬於內分泌系統中胸腺部位。胸腺位於胸骨柄及肋軟骨的後方，兩肺葉中間、心
臟之上方，分為大、小不等的左葉和右葉。前面提到、膻中穴與胸腺(thymus)可能有密
切關聯，胸腺與T淋巴球(T lymphocyte)之發展變化有關。人體淋巴組織內之淋巴球有兩
類：T淋巴球及B淋巴球，T淋巴球屬致活性淋巴球，與細胞促成性免疫反應有關，B淋
巴球可形成抗體，與體液性免疫有關。兩種淋巴球都起源於胚胎時期的多功能造血幹細
胞(stem cell)，經過一連串分化作用而形成製造淋巴球的細胞，其中起源於骨髓幹細胞之
T淋巴球在形成致活性淋巴球之前會先移向胸腺進行前處理，在此快速分裂並發展其多
樣性，以便能與特殊的抗原反應而成為T淋巴球，在離開胸腺之前先與體內組織中的自
我抗原混合，有反應者會被破壞或吞噬而不被釋放，最後被釋放者是確定只與外來細
菌、病毒等外來抗原反應之T淋巴球(致活性T細胞)，隨後散佈到全身各處之淋巴組織。
T細胞主要有三大類：助手T細胞(helper T cell)、細胞毒性T細胞(cytotoxic T cell)及抑制性
T細胞(suppressor T cell)，各有其功能，是人體免疫系統之重要組成，細胞毒性T細胞對外
來抗原或癌細胞有直接破壞的功能，抑制性T細胞則扮演調節的角色，避免傷及自身組
織，而助手T細胞則可直接刺激其他兩類T細胞之生長與繁殖，以及活化人體內的巨噬細
胞系統22。胸腺在出生後兩年內生長很快，以後隨年齡繼續增長，到青春期發育至頂峰，
青春期以後則逐漸萎縮退化，成人胸腺常被結締組織所代替。
（三）後續動作43,44
經過前述兩個動作程序之後，天人炁功之第三個操作則是在重點或患處局部炁療
(視需要以金光或金針對患處加強療理，需注意太陽穴及心臟不可打金針)。第一至第三
個操作之時間各約在三至五分種以上，後續還有三個動作則是針對求診者左右兩邊緩緩
操作三次，包括：以金光照頭側至兩肩、雙手肩臂處至手指端、兩側腰腎處至腳趾端等
程序；如果受診者業障或陰氣較為沉重，於右手施金針後，需將此陰氣向外帶出(將右
手順勢，向右邊輕輕彈甩)，左手照光後亦同。療理過程中，每一個步驟皆需全神貫注
默唸廿字真言，同時不可碰觸求診者身體，其中除了第一個動作的金針打性竅，不做距
離限制之外(以不碰觸肌膚為原則)，其他的炁療程序皆要與求診者身體保持約一個拳頭
大小之距離。雙手在四肢發放加光動作，對於末梢神經系統之功能有強化之作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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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天人炁功與靜坐之差異，從炁能貫注之主客關係來看：天人炁功是求診者被
動的接受炁療者引入及灌注炁能，而默運祖炁則是靜坐者主動引入先天炁能；另外、從
引入炁能所含藏信息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所引入之炁能信息主要是以調治身心靈之需
求為主，也就是帶有治療信息之炁能，這一個信息含藏之內容則是由無形天醫視病症之
需求而加以調整的，而靜坐之默運祖炁是以修持及提昇內能為主，雖然在靜坐修煉之初
期，可能有生理調治上之需求，但是整體上還是以提昇內能、甚至再造法身為主，其炁
能之信息應該更為複雜深邃。
A

B

圖一 天人炁功第一(A)及第二個(B)操作動作與炁能交會作

圖二 人體全身主要之內分泌腺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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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人炁功對應的無形組織55,56
依據天帝教聖訓之內容、人間醫療文明乃是由無形應元組織直接負責顯應，而天
帝教之天人炁功文明，亦復如是，其等且各有司職神媒參與作業，無形司職醫療之仙佛
大致有三個層次、包括：御醫、天醫及神醫。其中第一類「御醫」是金闕精神療理院、
金闕御醫院、先天極院天人炁功院所屬之醫護神媒，其所醫療對象主要包括三類：(1)
佈施靈氣甚鉅之佛、仙、菩薩等神媒；(2)已證二級鐳胎熱準以上之靈體及其世間凡體；
(3)已證聖果之原靈及其世間凡體。第二類「天醫」是清虛宮天醫院所屬之醫護神媒，其
所醫療對象包括六類：(1)已證正果之初級鐳胎及其世間凡靈暨凡體；(2)已證正果之聖
胎陽神(如天尊、聖…等)及其世間凡靈暨凡體；(3)已證正果之封靈及其世間凡靈暨凡
體；(4)正培育之封靈及其世間凡靈暨凡體；(5)具有天命之同奮及教外人士之凡靈暨凡
體；(6)具有天命之醫護從業人員與研究人員之凡靈暨凡體。第三類「神醫」則是蓮花聖
境開蓮淨土之醫藥淨土所屬之醫護神媒，其醫療對象包括三類：(1)已證正果之天君及其
世間凡靈暨凡體；(2)具有天命之自由神及自由和子；(3)有心發願濟世救人並力行不輟
之醫護人員與研究人員之凡靈暨凡體。有關各級無形醫療仙佛之醫別及其組織如表一。
表一 各級無形醫療仙佛之醫別及其組織
醫別
組織

御

醫

先天極院 天人炁功院
(院長 先天一炁流道子)

天

醫

清虛宮 天醫院
(院長 孫思邈)

金闕 精神療理院
(院長 無形古佛)

神

醫

蓮花聖境
開蓮淨土之醫藥淨土
(主持 淨蓮元君)

金闕 御醫院
(院長 岐伯)

六、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57,58
天人炁功實施之內涵與層面涉及「靈體醫學」之建構，先天一炁玄福子於民國八
十二年第四期師資高教班之聖訓中提到：「『靈體醫學』是一項綜合診治『身、心、靈』
之整體醫學，其治療對象涵蓋無形靈界之靈體及有形界之生命體與生機體，不僅是人類
未來尖端醫學科技，亦是整合科學、哲學、神學之未來學」。茲以人體為例，將其中包
括之診治原則、診治過程、診治原理、人體組合等四個部分之內涵，彙整介紹於後57：
（一）診治原則：包括「視、聽、言、行」等四項。此四項正如同中醫學所謂之「望、
聞、問、切」之精神。視者，診望也；聽者，耳聞、心聞也；言者，審問、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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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也；行者，實際診斷、檢驗暨醫療也。
（二）診治過程：診、調、治、煉。診者，診斷分類；調者，調和修補；治者，治療
運化；煉者，修煉變化。
（三）診治原理：包括外力與自力兩類，強調外力(神力)顯應與自力(人力)配合，即神力
(神媒)加持靈光及人力雙修性命之綜合作用。
（四）人體組合：身、心、靈一體，有關人體身心靈組合之本質型態與質量變化關係如
表二所示。
表二 人體身心靈組合之本質型態與質量變化

人體組合

解析理論

組合結構

本質型態

生理學
心理學
靈理學

身
心
靈

體質
氣質
靈質

質量變化
私慾執迷 煆煉精華
濁精
元精
濁氣
元氣
濁神
元神

所謂「濁精、濁氣、濁神」與「陰精、陰氣、陰神」之質量比較有所不同；而「元精、
元氣、元神」與「陽精、陽氣、陽神」之性質亦有殊異，以上二點概念不能混為一談。
（五）「靈動」、「氣動」與「體動」58
先天一炁玄福子於民國八十二年第四期師資高教班之聖訓中提到：
「在靈體醫學之
「診、調、治、煉」診治過程中，人體因某因素所致而產生規律性或不規律性振動，或
晃動、或搖動等現象，大致有『靈動』、『氣動』及『體動』等三類」，茲以聖訓內容依
其產生動作類別、致因、傷害狀況、涵蓋範圍及其原理過程彙整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 「靈動」、「氣動」與「體動」之致因、傷害狀況、涵蓋範圍及其原理
產生動作
致因
傷害狀況
涵蓋範圍
原理

靈動
業因
靈傷
靈
靈魂曾於歷劫以來，累積諸多業
因，此業因因無形暨有形之機緣成
熟，而產生業力，形成靈魂本身缺
陷或外靈(如陰靈、精靈…等)侵擾
等業障，進而影響靈魂之靈識，造
成偏觀意識(潛藏意識)或主觀意
識(識神意識)、甚至邪觀意識(靈
變意識)等意識作用，使魂識與魄
識分別產生陰魂力、濁魂力、或邪
魂力；陰魄力、濁魄力，或邪魄力。
最後在陰魂力與陰魄力，或濁魂力
與濁魄力，或邪魂力與邪魄力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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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動
七情六慾
氣傷(靈傷加內傷)
心
身、心、靈受到外在環
境因素與訊息影響而
產生七情六慾之心裡
意識，此意識同時對靈
與身分別造成「靈傷」
與「內傷」，此二種侵
害於人體形成一種「氣
傷」，此乃是靈氣與心
氣鬱結所致；此外亦偶
而會由此種七情六慾
之心裡意識之暗示作
用，均會引起人體表現

體動
生活積習
內傷
身
由於平時生活方式
不適當或生活習慣
不良，經長年日積月
累所致，影響後天生
理機能之正常運
作；或因曾經受到外
傷、撞傷、擦傷…等
傷害，未能徹底治癒
其患部，以致傷氣損
筋傷脈，甚至深入臟
腑，形成「內傷」，
俟凝聚力至某種程

作用之下形成「靈傷」，引動人體 出 規 律 性 或 不 規 律 性 度時，則引發「體動」
規律性或不規律性動作。
之動作。
現象。

肆、「天人炁功」之價值
一、「天人炁功」與「一般氣功」比較
嚴格說來、天人炁功完全是一種箴心治病的心法，而並非一種修煉個人內炁(氣)
之功法，它主要是為了渡化人心而設立的，單純從替人調理疾病的效果來說，如果把接
受天人炁功調理與靜坐修持兩者結合起來，則是一種通過自我心性與靜坐之修持，並引
導高次元的能量進行身心靈整體調治的整合心法與技術，對於身心靈之健康將有極大效
益。前面分別彙整了一般氣功以及天人炁功之內涵，茲將「天人炁功」與「一般氣功」
依據比較列於表四中。
表四 「天人炁功」與「一般氣功」比較
項目

天人炁功

主要功用

－以箴心治病、救人渡人為
主

實施者之基 －需經正宗靜坐首席親傳
本條件
－需經過一定時間鍛煉法技
－正式實施炁功者需經授證
鍛煉方法
實修重點

一般氣功
－以強身、健身、自我修煉為主
－以發放外氣替人療病為其次
－經明師傳授運氣、導引…等方法
－再經過實際鍛煉

－反省懺悔
－修煉初階功法
－修練性功
－進階功法、打通任督二脈、奇經八脈、
－鍛煉法技(金針、金光、靈
全身週天
丹妙藥…)
－修煉元神、陽神沖舉

實施者

－可持續實施炁功調理
－不可收取酬勞

－通常僅能實施數人便需養神調息
－視約定不收或收取酬勞

受治者

－需配合省懺或佈施功德
－有些立即見效(屬於神蹟)

－用於治療本身疾病者需一段時間之鍛煉
－對接受氣療者亦有某種程度之立即功效

無形業力

－由無形組織或發願者承擔
並運化

－由發放外氣並接受酬勞者承擔

整體意義

－安頓交互關係中之生命體

－受治者得到調理

發展層面

－靈體醫學、整體醫學

－中醫脈理、另類醫療

二、天人炁功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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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表四比較表中所列之項目外，茲彙整臚列天人炁功之特色項目於下：
（一）天人炁功開發及傳習之原始目的，即為調整改善人體特殊或疑難雜症為主，協助
眾生解除生理上、心理上或是靈體上之困境，在類型上較屬於前述四種分類之第
四類。天人炁功法門之傳授目的在力行公益，為人箴心治病但並不收取任何費用。
（二）天人炁功在使用時主要是炁療者利用兩誠相感的精神力，自然引導宇宙正炁能量
為人做調理，不需耗用個人的氣力，所以可以連續為多位病患調理而不會耗傷自
身元氣。
（三）天人炁功之效果直接來自於無形天醫之施治與求診者之配合省懺功夫及佈施功
德，若有無形之業力問題，則由無形仙佛或發願者視求診者之用心條件，於無形
協助運化處理。
截至目前為止，尚無針對天人炁功進行深入之科學研究，但從其功效上觀察已有
許多成功之案例，有關其調理上之效用及相關機制，值得進行統計量化及深入研究，並
推廣於社會大眾以善加利用。

三、「天人炁功」對人間醫學之意義
從天人炁功之傳授方式、鍛煉方法、操作實施模式、體內之炁氣運化狀態、身心
靈之療癒效能…等層面來看，天人炁功自成一個醫療系統及操作模式。單純從醫療的角
度來看、天人炁功也可以與各種醫療方式配合，輔助各種醫療方式之效果，尤其當中西
醫療方式已宣告無效之狀況下，天人炁功仍可以依其原理獨立施作，達到治癒疾病的最
終目標，有許多天人炁功實施之成果案例，顯現天人炁功之醫療價值。從醫學原理來看、
尤其前面提到人體「生命系統」之「有形生命系統」及「無形生命系統」兩大部分，其
中「無形生命系統」所包括之各類無形運作系統，如：「心性系統」、「靈魂意識交集引
合網路」
、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
「臟腑氣能循環系統」
、
「經絡
系統」…等部份，除「經絡系統」與部分之「臟腑氣能循環系統」之外，其餘部分已完
全不在目前西方醫學及中國醫學之掌握範疇內，再從其運作之先天炁能來看，更不是目
前 人 間 醫 學 之 操 作 內 容 ， 目 前 「 互 補 及 另 類 醫 學 」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之發展，正是在主流醫學及療法之外，另行開闢途徑，希望尋求人間醫
學之突破，甚至在一些醫學院中已將 CAM 納入正式之課程，包括整脊、針灸、同類療
法、草藥治療及身心靈調合治療…等，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de of
Health)更是撥出大量研究經費，對 CAM 進行深入研究，顯示其對主流醫學技術欲求突
破之用心。
天人炁功在人類醫學上正是扮演者開啟新知的角色，在醫學原理上，目前人間之
88

生理學僅對肉體有研究之成果，「靈理學」之發展為未來必然之趨勢，同時有關「炁」
與「氣」相關內含之深入探索，配合前面提到的人體各類無形運作系統之研究，將可能
發掘氣脈理論之源頭，甚至對神經科學之源頭理論發展亦將有所助益，從天人炁功或精
神治療切入，到「靈體醫學」及相關醫學技術之發展，可以看到未來醫學與「整體醫學」
之前景。

伍、小結—從整體醫學角度看天人炁功
人類從早期醫治傷病之經驗，摸索到建立獨立之醫療模式，包括中醫、西醫及地
區性之治療模式，已有千百年的時間，對於人類身心之治療有著相當之貢獻。而文明之
發展，促使人類生活方式大異於從前，導致各種身心靈疾病叢生，然而受到科學發展對
於靈體研究之闕如，亦直接影響醫學知識及技術之成長。目前發展中之模式為朝向整合
中醫、西醫及另類醫學之方向，這一個方向基本上應該是正確的，但是將受限於人類對
靈體研究的認知程度，換句話說、未來醫學之發展將受到靈體研究之限制或是引導，若
是掌握靈體研究之積極進度，將促使人類醫學躍昇進步。未來醫學發展之模式應該是從
掌握「靈體醫學」
，並整合中醫、西醫、另類醫學…等之「整體醫學」
，而天人炁功之醫
學原理就是「靈理學」、「靈體醫學」與「整體醫學」。
站在生命的洪流中、為病體眾生找尋安身立命的健康基礎，天人炁功有著平實與
深遠的責任；從調和炁運的角度來看，局部生命組群的調和，也將促成整體炁運的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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