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天帝教經典探討能源的新境界 

從天帝教經典探討能源的新境界 
 

 

林哲宇（緒致） 

天人親和院副研究員 

 

 

摘  要 

 

 

能源議題近年來已真正成為大多數地球公民所付諸關注的議題，並已逐漸催生出

各個國家內政或外交相關的重大決策。在能源議題之中，其實我們可以簡單歸納出兩

個基本議題： 

1、現在以及未來，人類可以掌握哪些能源？                                          

2、這些能源被運用之前、後，有何副作用？                                           

筆者將不僅由物質科學來探討此議題，並將由天帝教經典所揭櫫的物質科學與 

精神科學合流的新科學來探討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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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代能源應用實例                      

能源即能量的來源，能量在科學上被定義為作功的能力，亦即： 

             Energy = Work = F．S  = 施力*施力方向的距離                                

釋例如下：人們付出體力踏著腳踏車上坡，就是人體在作功，就是在消耗人體的能

量。體能的來源是食物的能量所轉換，而食物能量的來源是其生長的環境所賦予，但

皆脫不出宇宙間三種能量轉換的範疇，即重力能、電磁能以及核能。茲列舉一些應用

的實例：                                                                

一、重力能                                                                          

水力發電是 常見的利用重力能的例子：水壩中的水由壩頂受重力的吸引下墜 

至壩底，衝擊發電機組，重力對水作功轉換成發電機組的電能，而輸送至消費者端。

以三峽大壩為例，其年發電量約為 900 億度電，相當於 6000 顆廣島原子彈的能量。

全球水力發電廠約提供人類一年能源總使用量的 6%。 

二、電磁能 

(一)磁懸浮列車：在軌道與車廂之間，裝置電磁鐵，利用電磁同排異引之力，克

服車廂及乘載物之重力而懸浮於軌道之上，因之無須車輪也免於車輪與軌道之間的摩

擦力，時速可達 500 公里以上，相當於懸浮於地表上的飛行器。目前上海浦東機場擁

有全球唯一一條商業載客用之磁懸浮列車線。 

(二)化石燃料：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氣是目前人類 主要的能源，約提供一年能

源總使用量的 85%以上，因其生成之來源為遠古動植物遺體深埋於地層之中所轉

化，故普遍皆翻譯為化石燃料。其能量之來源為遠古植物行光合作用吸收太陽能及二

氧化碳，將碳及太陽之電磁能儲存於體內，後經人類開採，再藉由燃燒將所儲存的電

磁能及碳化物釋放出來以資利用。 

三、核能 

(一)核分裂：運用鈾 235 之核分裂連鎖反應釋放出的熱能，加熱鍋爐產生水蒸氣

以發電，目前全球約有 500 座核分裂發電廠，約提供一年能源總使用量的 6%。台灣

目前共有三座運轉中的核分裂發電廠，年發電量約為 400 億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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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融合：運用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釋放出能量以發電。但因存在種種技

術難題，目前尚在實驗室階段，歐盟與美國均已宣誓將會興建核融合發電廠。 

大強子對撞機(LHC)：先利用電磁能將環狀軌道內的兩束氫原子核加速，再導引使其

對撞，因兩束氫原子核皆加速至趨近於光速，因此相撞的能量非常大，足以深入核作

用力的幽深精細部份，而將受核作用力束縛的原子核分解並重組成數百萬次各種不同

的核作用粒子，再經由精密探測器的捕捉而顯像出來，成為研究核能的 先進儀器。

目前天人親和院的大然同奮正在參與設計此種探測器的研究計畫。 

    以上為人類目前所掌握的些許應用實例，若從生產日常用電的經濟效益，也就是

每度電的發電成本來看，平均而言，是以水力發電為較低，化石燃料較高，核分裂發

電又更高一些。水力發電須在大川大河上興建，其在總量上無法滿足人類的需求，而

化石燃料有釋放溫室氣體的嚴重後遺症，因此近年來，許多國家又轉回建設之前因懼

怕核廢料而停止興建的核分裂發電廠，但人們心中皆明白，核廢料造成放射性污染的

問題依然存在著，且興建愈多核分裂發電廠，核廢料的問題愈嚴重。其他較為少量的

新興替代能源，如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等，會因身處海濱或內陸等不同環境，日曬

多或日曬少等不同區域，造成應用或成本上的較大差異，在總量上也無法滿足人類的

需求。 

 

貳、從物質科學看向新科學 

    宇宙中所有行星系的太陽，如同我們這個行星系的太陽，他的光與熱來自於前文

提到的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由四個氫原子核融合成為一個氦原子核，而一個氦原

子核的質量小於四個氫原子核的質量，減少的質量以能量的形式釋出，成為光與熱的

來源。在所有的能量產生方式當中，核融合具備將質量轉換成為能量的 佳機制，並

且是天文數字級的能量，因為那正是天文中、宇宙中 大、 穩定的太陽能源，即是

「在天曰日，為上帝之憑恃」1 的上帝級的能源！因此近百年來，人類莫不希望能掌

握核融合能源，更勝於掌握核分裂能源，除了核融合能源更大、更無窮無盡之外，在

此刻更顯得益形重要的一點是：核融合能源並不會產生任何核廢料，所有的氫原子核

將只融合成為乾淨、穩定的氦原子核。目前全球有兩個主要的核融合能源興建計畫，

一是美國的 NIF 計畫，另一是歐盟的 ITER 計畫，美國的 NIF 計畫在初階段是一個核

融合與核分裂並行的計畫，雖然不如單純核融合之能量巨大，但可以減少核分裂的大

量核廢料的產生並降低技術門檻，預計在二十年後可能將此初階段發電廠真正納入美

國之供電網絡之中；而歐盟的 ITER 計畫目前則是希望直接建造單純核融合發電廠，

預計至少數十年後方可能納入供電網絡之中，由此可知「巧奪天工」誠非易事，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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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煉不也是如此？所謂「順修生人，逆修成仙」，「修道者車載斗量，成道者鳳毛麟

角」，無論是在科學上或是宗教上，理性上或是靈性上，欲實踐宇宙大道皆非易事。  

    「如何運用智慧使『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的精神科學與現代自然科學長期合流

發展，如何配以有形軀體與無形靈界媒介貫通，促使『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形而下者謂

之器』互相協調，亦惟在善能把握科學與哲學之相配原理與自身之修持功夫。」2。

站在現有物質科學的高度，眺望未來精神科學與物質科學合流發展而成的新科學，將

會如何地看見核融合能源的遠景呢？方法即存在於「善能把握科學（現代物質科學）

與哲學（天帝教經典）之相配原理（無形創造有形，無形涵蓋有形，有形配合無形）

與自身之修持功夫（五門功課）。」。 

 

圖一 旋和系生成圖 3 

 

一、旋和力    

    教義新境界內許多章節闡述了旋和系的形成以及太陽的發光與行星的環繞，為核

融合能源開發提供了良好的視野： 

首先，這兩幅圖解並非僅僅由物質界（化電界）的望遠鏡所能夠建構完全的，因

為這兩幅圖縱觀了天液界、化電界以及化炁界，乃是站在新科學的視野，亦即無形仙

佛的精神科學與有形世界的物質科學相結合的視野，所構造出來的示意圖，他揭露了

許多重大的訊息。首先，旋和力的生成、太陽的發光與行星的環繞乃是緣起於由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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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的層面，而非僅僅是在物質界（化電界）的層面；其次，本系旋和力的形成與他系

的旋和力之間有關鍵性的交互作用；其三，稜形電炁凝體盤旋自轉能階降落釋放出來

大量的能量。由當代物質科學可知，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發生於氫原子核長時間緊

密的聚集在高溫的環境之下（因此又稱之為核聚變），站在新科學的角度看來，稜形

電炁凝體將飛逸的電炁體緊密的聚合，能階降落釋放出來的能量大幅提升了此凝體的

溫度，而盤旋自轉降至由電化炁之高度時，遭遇由下而上繼續上升之電質因而固定於

此高度並帶動電質旋轉產生了旋和系中心（旋和力）以及太陽的光與熱（氫原子核融

合連鎖反應）。 

此一形成機制可以分成兩階段來看，一是旋和系中心的形成，二是氫原子核融合

連鎖反應。對於第一階段旋和系中心的形成，當代物質科學已經從哈伯望遠鏡等天文

儀器觀測到太陽誕生於氫分子雲為主要構成物的原始星雲之中，原始星雲溫度低但密

度高，充斥著帶電氣體的擾動，密度高的區域因重力塌陷釋放出巨大的能量而逐漸演

化成太陽，此為從目前的觀測數據推測出來的大概模型，但背後的物理機制大多未

知。對於第二階段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則是已有相當瞭解，但以目前人工技術實

現的門檻實在太高。站在新科學的角度，對於第一階段是發前人所未知，對於第二階

段則是視為旋和律形成後之自然結果，未多加以描述。而吾人所重視的是，如何從當

代物質科學對此形成機制的理解，進步到新科學的理解方式？換句話說，新科學對此

形成機制的理解能否幫助當代物質科學真正瞭解太陽系形成的真實全貌進而掌握氫原

子核融合連鎖反應？為了解答此一問題，筆者在此先試著歸納出天帝教經典對於旋和

律的闡述，暫稱之為旋和運動定律，並將個人之演繹置於附註： 

定律一：宇宙中的旋和系共有五種不同的旋律，和子體與電子體可以身處於其中

一種或一種以上之旋律，但不能在此五大旋律之外。 

定律二：兩旋和系之交接處位於兩者之化炁界，並間隔一旋風軌道。旋風軌道內

含旋風力，穿越旋風軌道即可抵達另一旋和系。 

定律三：旋風力具有將炁體剝陰化陽並凝為電炁稜體旋轉降回化電界（物質界）

之作用，也具有將和子體剝陰化陽集團降回化電界（物質界）之作用，

即為「以炁（氣）御物」之作用。 

註一：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和子體與電子體不受五大旋律之規範。 

註二：兩化電界（物質界）之交通可透過穿越化炁界之旋風軌道實現之，此即星際旅行可行之處，否

則以宇宙之無窮無盡，縱以仙佛之速，亦不可能在兩化電界（物質界）之間往來矣。 

 

依據此三項定律，吾人可對上述問題作一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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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學對於此形成機制可以簡扼陳述如下：氫分子雲之炁體經過旋風力之作用剝

陰化陽凝為氫原子核稜形電炁體，帶著旋風力賦予之角動量盤旋自轉降至由電化炁之

高度帶動電質之旋轉生成旋和力，氫原子核稜形電炁體降為氫原子核凝體在能階降落

造成之高溫下形成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當代物質科學可在此得到許多啓發：首

先，人工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的 大技術難題在於氫原子核是帶陽電的，為了使其

聚集在一起，必須克服巨大的電磁力「同排」之作用，直到其聚集程度能接近到核作

用力的作用範圍，才會因比電磁力「同排」之作用更大之核作用力「同引」之作用而

融合成氦原子核並釋放出能量，因此一方面須加熱到數千萬度的高溫使其有足夠的能

量克服彼此之間巨大的電磁力，一方面須保持巨大而複雜的磁場將其束縛在一定範圍

之內，而新科學所描述的機制：凝為氫原子核稜形電炁體之後降為氫原子核凝體，卻

一舉解決了上述兩大難題，關鍵在於何為「化炁」？何為「旋風力」？一言以蔽之，

何為「以炁（氣）御物」？ 

 

二、以炁（氣）御物 

「以炁（氣）御物」在教內並非一常見的探討題目，主因在於昊天心法之威能展

現於「以炁（氣）御心」，而非「以炁（氣）御物」，「以炁（氣）御物」只能顯化

於一方，但對於人心沈淪引發之末劫，卻無力挽狂瀾之足夠炁（氣）能。因末劫之關

鍵在於人心，在於炁（氣）運，而非凝為物質之後的顯化。昊天心法能「以炁（氣）

御心」，再以此救劫之心聚炁（氣）能，方足以形成此心炁（氣）之正向循環而改善

炁（氣）運進而拯救末劫。雖是如此，但對於「以炁（氣）御物」的探討，在科學上

還是極具價值的，特別是本文所探討之核融合能源，更是造福國計民生的大利。對於

當代物質科學而言，可以從何方向去思考「化炁」、「旋風力」及「以炁（氣）御

物」？至少當下就有一個絕佳的思考方向：旋和系中心的形成以及氫原子核融合連鎖

反應的當代物質科學研究成果。既然新科學陳述了緣起於「化炁」，結果於旋和系中

心的形成以及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的機制；從對於結果的研究，必然也可以反推回

「化炁」、「旋風力」及「以炁（氣）御物」。 

（一）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 

    氫原子核融合連鎖反應的技術上困難點在於將帶陽電的氫原子核聚集在高溫之

下，這需要強大複雜的磁場束縛，近半世紀以來，科學家設計了數種磁場裝置以滿足

此條件，但出乎意料的是，近年來科學家發現了一種簡單又常見的磁場 能滿足條

件：地球磁場！地球磁場長期以來就是地球生命的守護罩，他讓宇宙中的高能粒子不

會直擊大氣層及地表，而是盤旋在地球周圍，太陽系中其他沒有磁場保護的行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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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層早已被高能粒子摧殘殆盡，遺下如同月球坑疤的表面。關於盤旋在地球周圍的

高能粒子，照常理來判斷，他們應該是處於高速擴散的紊亂狀態，並且由於太陽風的

吹襲，大部份都分佈在地球背對太陽的那一面，實際情況也大致是如此，但科學家還

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高能粒子密度有隨著愈靠近地球愈增加的趨勢，為了更加瞭

解此現象，並將此應用在核融合的研究上，科學家試圖在實驗室內模擬地球的磁場，

除了使用超導線圈製造巨大磁場之外，並將此線圈利用磁力懸浮於真空腔之中，不加

以實體的支撐座，如同地球磁場懸浮於大空之中。如此一來的確發現愈靠近超導線圈

的氫原子核密度愈高，並接著比較了加以實體支撐的結果，發現密度較低 4： 

 

 
圖二 氫原子核密度圖 4 

    懸浮著的超導電流帶動著超高溫度的氫原子核旋轉，類似於一個小型的旋和系

統。超導電流是電準界之下的電流體，而到達千萬度高溫的氫原子核電漿，已經等同

於太陽核心的溫度狀態，雖然在此無法說他已「化炁」了，因為我們不知「化炁」的

科學定義，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趨向「化炁」，因為已比「化電界」高上了千萬度，

而溫度愈高，愈接近「化炁」。再根據旋和運動定律一，此小型的類旋和系統，必與

地球的旋和系統相交，而根據定律二、三，相交之處必有一類旋風軌道且能凝聚氫原

子核電漿，且愈接近超導線圈之處，旋風軌道曲率愈大，凝聚愈多。   

在此種組合下，「化炁」與「旋風力」的存在，事實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

在「化炁」，根據定律一、二，必存在「旋風力」；存在「旋風力」，根據定律二，

必存在「化炁」相交接。因此上述這個當代物質科學實驗系統，是一個極有潛力朝向

新科學研究「化炁」、「旋風力」及「以炁（氣）御物」的系統，至少可以嘗試數種

先進的實驗： 

1、可再提升溫度、磁場，觀察能否凝聚更高密度的氫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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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改變溫度、磁場的條件之下，將超導線圈更換為原子動能更高的 YBCO

（釔鋇銅氧高溫超導體），觀察能否凝聚更高密度的氫原子核。 

3、架設兩個同上的實驗系統，其一充填氫原子核，另一充填氦原子核，並使兩

系統相鄰置放，觀察在何種條件之下，氫原子核能穿透至氦原子核系統，實

現定律二穿隧旋風軌道之傳輸，奠定虛空傳輸物質之基礎。 

（二）旋和系中心的形成 

    宇宙之大無窮無盡，人類活動範圍卻如此有限，如欲觀察旋和系的形成，只能將

望遠鏡朝向深邃的星空中搜索，即使恰好能發現一旋和系可能生成之處，又能積累多

少觀察數據？因此至目前為止，如前段所述，對於旋和系形成的機制大多未知。在科

學上除了利用哈伯望遠鏡等天文儀器進行觀測之外，更有利的認知來自於愛因斯坦的

廣義相對論，由此而開啓了人類宇宙學的研究。廣義相對論這一百年來揭示了人類諸

多的宇宙驚奇：宇宙的擴張，黑洞的存在，時間流動的變化，星光的彎曲，在在都已

得到清楚的解釋與驗證。廣義相對論並沒有試圖解釋宇宙是如何形成的，旋和系是如

何形成的，但他成功解釋了宇宙存在後是如何運動的，而後人則試圖由此運動規則結

合量子力學反推回宇宙形成的 初狀態，即所謂大霹靂等種種理論，但尚未得到驗

證。人類在宇宙學的研究當中，發現了星球運動的軌跡，受到了不知名物質的影響而

改變，此種物質目前通稱為黑暗物質，因為他無法被任何儀器直接偵測，只因他改變

了星球運動的軌跡，科學家才發現了他的存在。科學家同樣發現了在原始太陽賴以形

成的氫分子雲當中，某些區域的凝聚程度遠超乎正常計算，亦即旋和系中心形成之

處，無法以現有的科學完整解釋，必須期待新的發現。 

廣義相對論的核心基於慣性力作用完全等於重力作用所建構的四度時空流形，重力被

化為宇宙本體的形狀，簡如下圖： 

 
圖三 旋渦般扭曲的宇宙實像圖. 

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在如旋渦般扭曲的四度時空體中活動，這才是宇宙本體的實

相，我們人類住在旋渦邊的一個小區，在日常生活中感覺不到時空的彎曲度。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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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與圖三的相似度無須筆者提醒，想必各位也能注意得到。當代物質科學尚未針對

化炁界、天液界等做研究，也完全沒有旋和力、旋風力等概念，但卻得出了與旋和系

相同的宇宙本體形狀座落於物質界（化電界）的部份，因此從廣義相對論向上推，必

然可以更加瞭解「化炁」、「旋風力」及「以炁（氣）御物」。 

    相對論的能量公式為： 

                                

當物體運動速度為零時，依然有 mc²的能量，這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 為人所知

的一個科學公式了，mc²的能量蘊藏在質量之中，相對的說法，質量就是能量所凝

成，根據旋和運動定律三，炁體的旋轉與凝聚同時進行，旋轉就是慣性質量，凝聚就

是重力質量，其本質為一即旋和，故云宇宙時空的本體為旋和，此為愛因斯坦等效原

理－慣性質量完全等於重力質量的源頭。當代物質科學已經可以藉由核分裂或核融合

將質量釋放為能量，也可以藉由能量的撞擊產生正反基本粒子對的質量，但尚未具備

以能量凝聚質量的能力，因根據廣義相對論，能量密度必須要接近無窮大方可能凝聚

質量，目前科學尚未創造出如此密度的能量。眺望新科學，旋風力是如何凝聚質量的

呢？很明顯的，旋風力並不是在化電界（物質界）凝聚質量，而是在旋風軌道中凝聚

炁體，再使所凝聚的炁體降回化電界與化炁界的交界處而成為質量，因此根據定律

三，可以推廣愛因斯坦的等效性原理，暫稱之為旋風軌道曲率原理： 

                      旋風軌道曲率 ＝ 愛因斯坦張量曲率 

 

愛因斯坦張量曲率取決於質量及能量的大小，也決定了化電界的曲率。旋風力之

所以能凝聚炁體並使之降回化電界與化炁界的交界處而成為質量正是由於化炁界的旋

風軌道型塑了化電界與化炁界的交界處，正如化電界的質量及能量型塑了此處的愛因

斯坦張量曲率，兩者完全是等效的，若非如此，由化炁界觀察交界處的質量及能量將

不等於由化電界觀察此處的質量及能量，不符合能量守恆及愛因斯坦等效性原理。 

    科學家長期觀察先鋒十號及先鋒十一號太空船的飛行軌跡，發現兩者均有異常大

的朝向太陽的加速行為，尚無法以現有的科學解釋 5，若根據上述旋風軌道曲率原

理，我們可以得知，朝向太陽的加速行為，除了受到太陽質量的影響，也同時受到旋

風軌道曲率的影響，而此旋風軌道曲率，又受到相交他系旋風力之影響，根據重力史

塔克效應，此朝向太陽的異常加速行為，在理論上可以太陽本身也在進行加速來解釋 

6，雖然現在科學無法解釋太陽何以也在加速？但由上述原理可清楚的理解此加速應

來自於他系旋風力。同理，科學家在化電界觀察到的黑暗物質或其他種種不明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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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質量，其可能源頭之一應為旋風軌道所形成的旋風軌道曲率效應。所以若欲穿越

旋風軌道，較理想的座標位置顯然是恆星周圍曲率較為平坦亦即旋風力較小之處。然

而穿越之後將到達何處？根據旋風軌道曲率原理： 

    本系恆星愛因斯坦張量曲率 = 旋風軌道曲率 = 相交他系恆星愛因斯坦張量曲

率必將到達相交他系恆星周圍曲率較為平坦之處。而穿越的方法為何？首先必須根據

旋和運動定律三反向操作，讓太空船上升至本系旋風軌道處，再根據旋和運動定律三

正向操作，讓太空船下降至相交他系之化電界， 

 

三、以炁（氣）御命 

    「此整個宇宙中之 大的自然律，為『旋和律』，次之，則為『萬有引力』。旋

和律之下又有間隔各個行星間之公轉軌道上之旋風力；萬有引力之下，又有各種物體

相互間之異引的吸力，及 微細之電子間的同引的吸力。是故神佛之生存條件，即須

適應此種自然律之條件，並進而運用之、媒介之。」7。高級仙佛之所以能運用「以

炁（氣）御物」以及「以炁（氣）御心」等技術，乃是由於其對於旋和律及其下各律

有極深的領悟及掌握，且其對於自然律所能夠掌握的精細微妙程度是遠超乎人類想像

的，就以同奮們熟知的《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為例：「為人得正準其時刻，有諸

宿吉凶祥孽之星氣，下合是身，是名定命」8，一言以蔽之，人類一生的遭遇，吉凶

祥孽，福祿壽喜，劫禍災厄，都可以藉由仙佛之引動星氣而調整之，進而將此技術授

權開放給人類以進化之：「誌有脩士芸徒，謂善平等奮鬥大法，勱履大進，得名大

同。雖為體凡，亦為超凡，脫是五行三界，突紀定命，自具一切福德壽，長智慧

等。」9。 

而根據旋和運動定律以及旋風軌道曲率原理，吾人也可以瞭解到為何星氣能夠成

為調整人類命運的工具，顯然地，北斗群星的旋和系統參與了本旋和系的生成，而人

生的旋和系統與本旋和系統以及北斗群星的旋和系統相交，使得仙佛可以利用旋風力

調整人生旋和系統對於各項人生遭遇（吉凶福禍）的引力、斥力，以及維繫人生旋和

系統的運轉長度（壽），進而引導人類走向修行之路，這完全超越了當前物質科學的

認知甚至想像。地球現任的北極星，位於地球自轉軸正北方的小熊座 α 星，也就是中

國人尊稱的紫微星，距離地球約四百三十光年，亦即九兆五千億公里再乘以四百三

十，以現在民航機的速度大約需要五億年的飛航時間，雖然算是距離地球很近的一顆

恆星，但若缺乏對於以上定律的理解，是不可能在理性上產生任何連結的。綜上所

述，人類距離掌握「以炁（氣）御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躋於新科學的境界，不

應掛礙於路途的長度，而應奮鬥於前進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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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 語  

人類對於能源的渴求，已經從量的追求，進化到能同時考慮量大所造成的副作

用，因而亟欲利用如核融合等較無副作用的能源。如能再加以因勢利導，一方面藉由

核融合的研究，逐步邁向「化炁」等領域，另一方面藉由靜坐、針灸、氣功等醫學上

的研究，讓人們瞭解到能源除了有量的大小之別，也有質的分別，所謂「質以清濁，

衡以微重」10，循序漸進，一窺精神修煉能量之堂奧，那才真是人類之福！不至於因

為物質科技高度進步，甚至能穿梭虛空進行星際旅行，但在精神上卻不及自由神之境

界，自外於真正的無形精神故鄉，一旦劫運臨頭，逃不出物質崩壞的本質 11！ 

    在天帝教應元系統內，具備強大「以炁（氣）御物」能力的，是應元的地仙系

統。筆者個人以為，在春劫的發展過程當中，未必不可能出現地仙以其「以炁（氣）

御物」的能力協助人類科技發展的階段，不過須在兩大時代使命成功之後，方有足夠

穩定的人類文明提供其伸展的舞台，「蓋因宗教思想和精神領導確有激發人心創造文

明之功能，故宗教之產生是適應時代之需要」12，同奮們默默而行的每日基本功課，

將創造人類璀璨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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