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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涵 靜 老 人 天 人 合 一 思 想 中 「 和 」「 同 」 的
人本關懷精神
蔡 哲 夫 (光 思 )
天人合一院提供

摘

要

本師世尊涵靜老人天人合一思想是人類修練成真成聖的最高境界，也是涵靜老人對
生命科學與生命生生不息永生共生的教義意識。這就是本師世尊為一代大宗師與思想家
對人類生存、生活、生命關懷的人道精神與天道鍛煉。本教教義「新境界」乃以超越傳
統之方式裡的「萬有動力」、「動則有功」、「萬有生命」等所存有之「動」、「合」、「和」
來再淬煉萬有生命，成為宇宙的生命。而更深入去理疏涵靜老人之生命思想時，也發現
到很多的理論與實踐方法中，顯現著「同」與「靜」的理性與智慧，因此，虛極靜篤，
必能萬生萬物大同和諧共生共榮，這是人本的最高關懷精神。

關鍵詞：涵靜老人 天人合一

動

和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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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涵靜老人天人合一思想中「和」
「同」的
人本關懷精神
蔡 哲 夫 (光 思 )
壹、前言
本師世尊涵靜老人天人合一思想是他終其一生親自的鍛煉經驗，而其成就的過程，
必須性命雙修才能奠定其基礎。在天帝教教義─新境界中也有明確的說明。教義：「性
者先天也，神也，和子也。命者，後天也，精氣也，電子也。由無形而至有形，必須自
然與物質適切配合，和子與電子達到相當熱準，把握現實，天人合一，方可澈底征服自
然。由有形而至無形，即要運用物質而返自然，勘透生死，性命雙修，始能達進聖凡平
等。」 1 其意涵皆在教誨人類在有形世界中，如何以生命來媒介物質而達到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之境。這也就是在時代潮流與環境背景中如何去在新世紀、新時代、新科技的社
會中發現新的生命價值與生命意義，來建構創造新生命、造就人類福祉的新體系，以力
求在這渾沌又亂的世界裡，為拯救天下蒼生立命尋找一條拯救的道路。本師世尊即是以
「新宗教哲學體系」的創造，在新的世代裡，除了要給人類「鍛煉精氣神，創造新生命」
外，更能撥亂返正，由正而和諧的太平世界。
因此，維生先生曾說:「師尊以他的生命哲學結合現代生命科學，來解決宇宙，人生
的宗教文化舊問題，提昇為宇宙生命的天人實學新境界。」而這些人生文化的舊問題是
什麼？我們又如何來發揚師尊的生命哲學與其結合現代生命科學的理論來解決呢？！
事實上，我們從過去農業的社會，經過產業發展後的工業社會，經過工業社會的改
變化後，人人已進入資訊瞬息變化的時代，雖能享受科學高技術發展的物質體之方便與
多元功能。而在過程中，時時刻刻就是以時代中人類欲望的需求去創造新的科技。更由
此來評定人的生命價值，人的生存尊嚴，人的生活幸福所彰顯的意義與均衡。這些價值
與均衡正是我們對於人類生命中存在行為與生活均衡所追求的鵠的。本師世尊從其天人
合一思想中教導我們淨化自心到淨化人心所追求與實踐的就是一個均衡的價值。這也就
是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弘揚「自救救人」
「自度度人」
「救劫濟世」
「和諧社會」
「萬世和
平」的宇宙大道，期望喚起人類大我無私的生命意識價值，從宗教的修持與生活中，通
過反省懺悔、認錯改過，真正自新的道德重整、精神重建、淨化人心、社會和諧、世界
和平，人類才有希望 將上帝在天上的天國移到人間建一個萬世太平的「不為自己設想、
不求個人福報」的淨土。
1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三版一刷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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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師世尊說：「天帝教的教化是無私的，一秉大公，天帝的救劫是對整個人類的關
懷而發展。」這正是本師世尊人本關懷的真諦。

貳、涵靜老人天人合一思想
在一個和諧社會中，常言: 「心中有人，人中有愛，愛中有群，群禮聚和，和中如
天，天地日月，我在其中，眾生和諧，不亦快哉。」世間的人與我同在，與累世來說是
一個殊勝因緣，儘管人心多麼不可思議，更不可測的多元變化，我們在這天大的自然裡，
我們仍是合一中的一點點元素成分。而對人性心性的千變萬化，貪婪無厭，自私貪婪。
自以為是、事事相爭、己之所欲唯己自擁，．．．種種有形累無形，累積社會長期不安
之共業，我們在本師世尊的教誨下仍然不會灰心，對拯救天下蒼生出離痛苦與劫數亦決
不退志、退轉，始終堅持奮鬥，更以本師世尊涵靜老人之天人合一思想，來促進天人貫
通的人道，人性圓滿的天道。茲將本師世尊天人合一思想作一綱要擷述。
一、力倡實踐廿字真言「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以
為道德重整及精神重建的起點。」 2 事出在此三期末劫進入春劫行運之階段，正是所謂
春暖花開，百花齊放，百毒齊出，百鳥齊叫，百獸齊出。而宗教文化亦百教齊出，造成
整個世界紛亂不已，處處危機、處處陷阱，亦使人常常在瞬間之一念之轉可能進入泥淖
的惡道。一念之轉化善成祥，發光發熱，則必能引導人類走向康同的康莊大道。
二、師語：「生命的目的與價值在於生前要做一個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死
後即可自救其靈魂；如能先盡人道，再修天道，積極向天奮鬥，向自然奮鬥，而先從向
自己奮鬥做起，以奠其基，要能運用自然與物質相配化合原理，經過精神與肉體的鍛煉
過程，勤修苦煉，終必超脫物理世界的束縛，自自然然，氣化而形神俱妙，長生不死，
進入天人合一的永恆精神境界，回歸上帝的身邊，而以宇宙為家，與宇宙生命共始終！」
3

而這個精神與肉體的鍛煉方法即是「帝教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
，

亦稱為「中國正宗靜坐」。
中國正宗靜坐之修煉，就是自然無為心法。修煉就以人為核心。所謂：「道大、天
大、地大、人亦大。」4 師尊說：
「蓋因人為宇宙的骨幹，宇宙的中心，無人則宇宙萬古
長夜，一切盡空，其所以有宇宙者，因為有人，人既不在，宇宙又在何處？」一炁宗主
人道經亦言：
「．．．．天地之間，以人為天；人本無人，以心為人。」 5 而人的生命有
限，惟有經過正宗法門指導的修煉成就之精神生命，宇宙生命，才能永生長生，中國正
2

同上,頁 33

3

師語,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台北, 1988 年 12 月初版,頁 32。

4

老子,道德經,台南, 和裕出版社, 2008 年 6 月,頁 115。

5

天帝教褅祫大典經典誦本,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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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靜坐就是成就永生大道的修持方法。
師語：「人人都有道根，人人都與道合，人人都能修道，人人都可得道。修道不外
修身，身外無道，修道必先正心，道在人心，只有反求諸己，自己靜坐修煉。」6 中國 正
宗靜坐是我中華民族老祖宗留下來強身、強種，養生長生，天人合一的唯一遺產，也是
自古以來修道之士，鍛煉精氣神，由物質而返自然，以求超越物質世界之束縛而臻形神
妙之方法。
本教在本師世尊的大願悲憫傳授中，更蒙教主上帝慈悲，眷念天人本為一體，及為
挽救三期末劫之天命，乃恩賜「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為中國正宗
靜坐昊天心法，以為號召原人修煉法門，早日返本還原，找回本來面目。因此，傳習中
國正宗靜坐，無域無畛，有教無類，其目的在集中一切力量，以完成全人類的精神總教
育，弘揚上帝的宇宙大道，改造社會風氣，以正世道人心，挽救毀滅浩劫之天災人禍，
通過春劫，進入康同。
三、本師世尊在傳習中國正宗靜坐昊天心法之天人合一大道，乃以人心之鍛煉為
重。師曰：「心無所住，一切放下；心無所注，不想一切。」此乃「一切放下，放下一
切；一切不想，不想一切」之根源。就是在靜坐，全盤放下，身心放鬆，於將睡未睡，
似覺不覺中一靈常照，萬念皆空，天人合一。
四、師尊之天人合一思想，在民國 68 年 10 月 27 日之宗教哲學研究社學術講座演
講時，以「還有一個精神世界」的內涵中說：
「我國古代道家了解天為大天，人為小天，
天有三百六十五度數，人有三百六十五骨節，天有四時八節，人有四禮八脈，天有週天，
人有氣血循環即是週天一轉等等自然之道.人身能運用自然與物質相配化合之理，經過精
神肉體煅煉的過程，終必超脫物理世界的束縛，氣化而形神俱妙長生不死，進入天合合
一的永恆精神境界。道家學術上這種精神與肉體相配合，由物質而返自然的綜合修煉工
夫，經過五千年來千千萬萬人在不斷研究體驗得來的成果，是非常科學的，是合乎現在
經科學上證明「質」「能」可以互為轉化的道理；這不但是中國老祖宗留傳下來的精神
文明，而且更足以說明中國人五千年來一直認為在物質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精神世界的存
在，所以中國思想一直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我們中國人說：
『在天成象，在地留形』，
就是先有精神世界後有物質世界，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精神世界。凡此種種，都是加
強證實中國正宗靜坐和天人合一的關係，由此而知靜坐進修，小而可以却病延年健康長
壽，可以探討宇宙秘奧人生究竟，可以神人交通透露天人消息，可以長久住世救世了緣：
大而可以超凡入聖，長生不死回歸自然！」
6

師語,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台北,民國 1988 年 12 月初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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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尊認為：「人類應該把地球生命擴展到宇宙生命的認知，把肉體生命延展至
精神生命的生存價值。」 7 這是對人類生命的關鍵、關卡、渡口、超越，新生的一種詮
釋，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人類通過這些鍛煉，天人必能一體共同奮鬥，「不為自己設
想，不求個人福報」的精神彰顯，如此必能「天人相感」
、
「天人親和」
、
「天人一貫」
，
「天
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等等皆為天人合一的文化
智慧，救人濟世的生命寶筏。
本師世尊天人合一之思想，乃在擴大人類的思想領域，締造天地清寧和諧的無上妙
法，範疇無遠弗屆，是人類生命的妙法至寶。謹此拋磚引合世人共同研討發揚光大。

叄、和之意涵
一、天帝教同奮的人生守則為：
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
從忠字開始，和字圓滿，每一個字均代表著它深純的意義，更蘊含著各種宗教與人
為善的核心精神。
而在中文大辭典中對和字的意義就有廣泛的包含，例如相應、不剛不柔、和諧、和
合、和平、同和、和順、和協、調和、以和天下、和氣、抱德揚和（以順天下《莊子、
徐旡鬼》，發而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小大嚮和、承風從化《漢書、
王莽傳》
、和一、和人、和心、和反、和中．．．．等等之意。 8 而和字之意涵，總之皆
與人的心、人的生命、人的生活思想息息相關。
師曰：「宇宙天理之真象，在於一『和』字。大而言之，天體太陽系各星球之運行
不得其和，即有渾沌；物質與自然不得其和，即無生機。小而言之，人生靈魂與肉體不
得其和，即有死亡；人類心理感應不得其和，即生仇恨；人與人不和，即爭鬥興訟；社
會秩序不得其和，即有變亂；國與國不得其和，即生戰爭，世界不得其和平；科學與哲
學不得其和，則真理難以追求；是故天地之基、立國之本、做人之道、在於中和。」 9
甚及「道德與知識不得其和，即無和平：天人不得其和，即無大同」
。10 故和乃即奮鬥、
世界大同、自由神聖、聖凡平等之意。反之，亂即為侵略、戰亂循環、偶然和子、輪迴
顛倒之苦。
和與亂之推演，可見宇宙之定律為相對的．．．．惟其因為相對的、辯理的，故必
7

師語,頁 67-68

8

中文大辭典，頁 714-727。

9

財團法人天帝教,天帝教初皈同奮必讀,台北,帝教出版公司, 2007 年 9 月 4 日版,頁 45。

10

新境界,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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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緊奮鬥，以求其和，方足以維人道而極人倫。 11
二、師尊詠和：
明哲保身貴圓通

由高和寡祇自窮

聖人之道龍蛇見

狷者宜膺柳下風 12

三、建立一致正確永久宗教信仰，促進宗教合作宗教共和，組織世界宗教大同聯盟
13

。成立宗教會通、宗教對話的平台。貫通各宗教思想、真理、教義及使命，以利消弭

戰爭。促進宗教合作與宗教共和，組織世界宗教大同聯盟，以經由無形精神祈禱與有形
廿字萬行等行動，實際參與濟世救人和普渡陰陽之任務，其成效不僅完成宗教大同理
想，鞏固教本之外，亦可將上帝宇宙大道，早日普化全球。
四、《周易‧乾卦‧彖辭》：「乾道變化、和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意思是
說，天道的大化流行，萬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滿的和諧，萬物就能順行發展。．．．．
「在宇宙未分化出具體事物之前，宇宙本來就是和諧的，沒有什麼不和諧；在宇宙分化
出天地萬物（包括人）之後，如果不使和諧喪失，這才叫做『太和』。」 14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亦言：
「能得天真，乃得其和。熙熙雍雍，以同太和。太和之初，
乃為廿字．．．．以禮與和，而治侮慢．．．．。」 15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教主曰，道基在奮，奮道必得，和道必行，不行其和，不得
是正，亂危徵起，大道莫行，是奮必自，和道而致，曉命弟子，以傳教嗣。即說偈曰：
以奮必和，大道是羅，否危無亂，斯澄心魔。．．．．天人親和奮鬥真經終

不可思議

功德。．．．．龍飛天漢開太和，人物民康福壽遐，同了三期朝聖躬，天人大同頌法華。」
16

天人親和真經：「親和大道

萬劫共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天地玄宗
域正風

真人洞演

人神斯通

親惟聖教

和膺其中

大執帝道

同

經義無窮．．．．太和振金戈．．．．天命在和．．．．蠲開太和

凜疏少同．．．．氣順天地
和化乂儿

天人無量共大同。」 17

日月光洞悉

以基正本

世運乃進 薄薄蒸蒸

無強無弱

其魄以區

以調其協 天得其乂 人得其儿

無矜無事

11

新境界,頁 113。

12

李玉階,天聲人語,台北,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1980 年 5 月初版,頁 260。

13

天人立極,頁 53。

14

湯一介，我的哲學之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年 2 月第一版,頁 49。

15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南投,帝教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17 日初版（坤元日）頁 26-27。

16

天人奮鬥真經, 1998 年 6 月,頁 20-24。

17

天人親和真經,天帝教始院, 1982 年 12 月,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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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
親民依

萬象正倫
道履大同

老老慈慈

以睦神穆

以沕事物

和協聖基．．．．天人親和

大同有兆

是融是雍

贊曰

以持教義

天地位焉

物

惟凜百誦。」

18

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尊贊：「大哉本師世尊，開天人實學新境界，曰物曰心，曰
和曰動，聖凡平等，天人大同、無所謂物，無所謂心，渾然一體，不休流行，心不離物
而空寂，物不離心而獨成。性善性惡，心物一元二用，密不可分。天地動，致中和，生
生不息，親親無窮，動者自動，靜者恆動。自然充滿生命，生命充滿自然，生命和利，
自然和融。上智下愚根源頭，神聖人凡通，人人與道合，人人有道根，身外無道，道在
心中。」 19
綜合以上僅僅部份對和字的生活啟示，更是上帝宇宙大道所彰顯出來對人類生命的
關懷與護持。本教經典都是教義的延伸與詮釋。這些先天的經典語言中也充滿了本師世
尊對世間的期待。因此，在廿字真言人生守則裡和的涵義具足深遠，因為和字排在最後，
表示終極目標是要世間人事物的現象都能和順、和平、和合、和樂。從基本的有：父子
和、兄弟和、夫婦和、朋友和、宗族和、鄉里和、妯娌和；以至於族群和、社會和、國
家和、世界和。這是本師世尊所期待我們同奮共同奮鬥的意義。但人總是會有自以為是
的意識，自私的心欲、自我的傲慢、貪婪的欲望，泛濫的自由等行為型態。所以，一炁
宗主在和的說明開示說:：「求真實前輩指示過失，即和之意也。何者，目能察秋毫，而
不能自觀其睫。力能舉九鼎，而不能自舉其身。人皆明於觀人，而不能自知其過。誠得
益友以匡救之、輔助之。使我無大過，亦無不及，非中和之道乎」 20 所謂陰陽調和而後
降雨水，時序調和而後生萬物，乃和道也。
但今天下社會間，君子之和道消，小人之亂象長，這是陽衰陰盛，天下紛亂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和了。以致於人與人不和而興頌，國與國不和而發生戰爭，戾氣蒸騰黃染，
演成毀滅浩劫邊緣。令人擔心浩歎不已。因此，念茲在茲為了挽三期核子毀滅浩劫，必
須提倡廿字真言人生守則，用以淨化進化默化人心，以利調和天地的氣化。世間所有人
類性靈，如果能夠了解洞澈明白這個道理，而和諧你的性情，和諧你的氣質，就一定能
修身；與兄弟姐妹、妻子丈夫和諧相處，就能齊家；政治和諧、人人相處和諧自我亦能
調理和解心情，這樣世界必能達到太平。和諧無形鬼神，和諧物質，使得陰陽二氣調和；
這樣就能天地人三才正其位，和風甘雨，萬象回春，必能挽救世道人心成天心，劫運必
能在和風調理下消弭於無形。

18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1998 年 6 月, 頁 11-34。

19

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尊贊,天帝教極院, 1998 年 6 月, 頁 10-11。

20

人生指南,天帝教始院, 1995 年 2 月 25 日 6 版,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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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世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21
今年建國百年，本教復興三十周年，依附國家舉辦：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時，各
種宗教大同承諾：全民共同愛護地球、守護台灣。人人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讓自
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自我和解，共同走向世界和平，使愛在人類
和平的世界裡發光發熱，創造人類無量的福祉。享受上天恩賜的和諧快樂。
和與水應該亦有同樣的現象，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本師世尊透視了我們的心性，
必須要有規定在避免我們錯誤，所以大同戒為：
1、戒瀆先聖而辱道風

2、戒違教令而犯規乘

3、戒弄機心而傷人和

4、戒立門戶而妄排斥

5、戒擅方圓而毀規矩

6、戒逞私心而害大公

7、戒事侵略而碍和平

8、戒悖自然而失和諧 22

這些戒修我們必須藉著打坐，修煉精氣神，改變氣質培功立德，則必能和順平安。
本師世尊無微不至的教誨，不求自己福報，不為自己設想。不求身體健康，但求精神敏
睿，能為更多的人服務；不求平安如意，但求修道毅力勇氣，精進一己道行之奮鬥；更
不求減輕自己的責任與承擔，但求上天賜我們更大的信心智慧力量，能為人人服務中，
使人人充滿喜悅，使人人有感恩的互助心開出綻開朵朵蓮華，人人充滿感恩快樂心靈富
貴；更能慈誠服務，發揚廿字大道之光輝，散發出人間慈悲的芬香，讓我們自己感恩能
為別人服務，更要以最美善的心靈成為我們能做事的因緣，和風和風，飃看世界。並乘
誦誥之寶船，臻化世界，幸福永在。
六、方東美先生說：
「在中國哲學家看來，人與宇宙的觀念，卻是充滿圓滿和諧的。」
23

又說：
「人的小我生命一旦融入宇宙的大我生命，兩者同構交感一體俱化，使渾然同體，

浩然同流」。絕無敵對與矛值，這種廣大的同情很難言傳，所以我願以一首情詞來作比
喻，這首情詞是元代才女管仲姬送給他丈夫名畫家趙夢頫的：
「爾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
把一块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們兩個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再捻一個您，再塑一個我，

21

學庸淺言新注,正一善書出版社,台北, 2003 年 5 月再版, 頁 57-59。

22

李玉階,天帝教教綱,台北,帝教出版社, 1991 年 7 月修訂版,頁 225。

23

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國防部印行,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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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24
試看上面所說的情侶，是何等濃情蜜意，如漆似膠，在中國哲學家看來，人和宇宙
的關係，也正是如此濃情蜜意，毫無隔閡。如：「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乃謂大本大
宗，與天知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謂人之樂；與天和者也，謂之天樂。」
25

因此，方東美先生對太和之義涵又有獨到的心得，
（1）原始儒家：人類參贊化育，浹化廣大和諧的宇宙生命，共同創進不已。
（2）道家：環繞道樞，促使自然和諧平衡，各適所適，冥同大道而臻和諧。
（3）墨子：人與宇宙在兼愛之下和諧無間。
（4）漢儒：天人合一、或人與自然合一的縮型說。
（5）宋儒：人與宇宙對天理的一致認同。
總而言之，天人合一的學說在中國哲學史上有極重要的結果，這些影響是好是壞，

難以定論。若從道德生命的立場來看是極好的。因為應是天人和諧至天人合一的進境。
26

肆、同的理想世界
因此，自誠明，致明誠；自心誠，致誠心，天人合一。
一、 同的意義有很多，茲列舉幾種與我們相關的意義者：同者：齊也。平之也。
等也。合也。共通也。謂協好惡也。猶和也。平也。
《禮記‧樂記》是謂大同。相應也。
謂神人相應。．．．．等，同的意義非常廣泛。
天帝教同的思想主要在第三紀時三同之理。由於師尊的悲天憫人之胸襟與救
劫救人之無量心志，並與時俱進，思想脈絡必須與哲學，科學結合，使宗教信仰能以自
度度人、自救救人的高度，思想信仰教義基礎的深度，哲學形而上學的理論與宗教感應、
天人合一，又能在高度科學技術發展時代，修煉心法可以接受檢驗的心靈學，如此才能
達到同的境界。所以本師世尊在其一生將自己作為生命實驗室所作出來的結論，來提供
我們走最好的路，仰賴最好力量的心靈砥柱，最尊嚴的生命鍛煉。
就是我們教義──新境界之最具足的第三神論（媒介之神，媒介自然）中
24
25
26

同上註,頁 173~174。
同上註,頁 173~175。
同上註,頁 16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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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命由我不由天之聖凡平等的認識，以及對自己奮鬥、對自然奮鬥、向天奮鬥之三種
奮鬥的修煉途徑。「人類即可逐漸進入大同之域。然所謂大同，亦包括三個程序。其限
度則為宇宙之大同，非此彈丸之地球而已也。故大同之進行，共有三段，即『聖凡大同』
、
『世界大同』、『天人大同』是也。『聖凡大同』者，即人人皆有聖的修養足以媲美仙佛
而無愧也。『世界大同』者，即人間之大同也。至其最後之理想，則為『天人大同』蓋
此時人類之修養，皆已達到聖凡平等之境地。而世界大同之後，又有增強其向自然奮鬥
之能力，一切科學之發明皆以窮究真理為唯一之目的，再加以神界之媒介與協助，自能
促成天人交通之接近。天人之際的交通日益頻繁，真理自必日明，而最後全宇宙之大同
成矣。此時期又可名為人類宗教文化之第三紀，蓋第一紀之宗教文化，為渺冥的，第二
紀之宗教文化，則為神化的，至第三紀之宗教文化，方為機械的（自然運行）。屆時機
器一開，即可望見百萬大兵之進軍，或與數千年前之老前輩對坐暢談，樂何知之！」 27
二、大同的思想對於人類的思惟早已存在，如何落實在人類生命、生存、生活中，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是同奮在救劫天命裡必須心懷師志師心，勇往直前努力奮鬥的
使命，就如本師世尊在天人日誦經典重印緣起所言的方向：
然天人教教主李極初氏，默察戰爭雖然獲勝利，和平卻已喪失，而人心陷溺日近頂
點，終將引發同毀末劫，世亂時危，日趨嚴重，允非天人教及先天天帝教道統內現有全
球各宗教所能挽救，惟有哀求

天帝立教真道重來人間，始足以精神重建，道德重整，

化劫救世，重開太平。爰經多次虔誠懇祈，精誠感應，直至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西元 1980 年始蒙宇宙主宰先天天帝教第一代教主

天帝─玄穹高上帝慈悲，

特准先天天帝教於蓬萊仙島復興，而為天帝教復興第一代，人間不再設教主，特敕李極
初氏，為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傳播

天帝真道，上應天心，下化人心，盡人合

天，創造新機，扭轉世運，邁向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聖凡平等，以迄宇宙
為家，回歸自然之最高境界與終極目標。 28
從茲仰瞻，本師世尊涵靜老人的大慈悲願，救劫必須預防劫運之發生是最重要的，
因此以宗教正信的力量，科學的驗證、修持心法的成就等均能在人世間建立理想的烏托
邦世界，就是大同世界。如在《書經》所言之「協和萬邦」
、
「萬邦感寧」
、
「萬邦咸休」，
《舜典》中：「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柔遠能邇．．．．蠻夷率服」等。從共同的心
志「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的關懷中，《禮記》的禮運篇中就正式提出大同的
理想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27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頁 108~109

28

天人日誦重印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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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
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29
由此，我們可以說，大同簡單說就是要：
「天下一家，和美共處」
。這是中國人傳統
嚮往的目標；而也正是人類當前與未來必須追求與遵行的途徑。本師世尊涵靜老人更要
求我們在大同世界前必須以「中華一家」為起點。
所以本師世尊涵靜老人在「天人日誦頒行誌念」時，曾經這樣指示我們：「真經應
化，天人所宗，教躋平等‧奮鬥始終‧日行持誦‧真理貫融‧聖凡懋進‧克蒞大同」。
時在民國 33 年天運甲申年之秋，涵靜老人在長安時提此頒行誌念語。深含大同世界之
路的方向。

伍、本師世尊涵靜老人關懷人類的終極目標
師尊天人合一動靜和同的人類生命關懷思想，是一個具有中華文化傳統的道統傳承
所構建的思想體系，我們必須以終生的生命去思考實踐，依據他老人家留下的法統為：
一、天帝教教旨，也是教化的宗旨。
「本教以生生不息，體天心之仁，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為中心思想。旨在先盡人道，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再修天道，積功累德，救世度人；進而修持身心性命妙道，恢宏
天人合一思想真諦，致力于溝通天人文化，窮究宇宙真理，積極向天奮鬥，揭破自然奧
秘，明瞭生命來源，悟徹人生究竟，守和全形，雙修性命，把握現實軀體，勤參法華上
乘，效法天體運行，向自己奮鬥，以求聖凡平等，而達天人大同之終極目標。」 30
二、天帝教教義─新境界之核心理據：
「天人之間的距離，隨著時代在不斷推進而縮短，天帝于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在
西嶽華山白雲深處，指示涵靜老人窮究天人之學，參悟宇宙境界，從事精神科學與物質
科學相配合，以有形軀體和無形靈界媒介貫通，由天人親和所得超越時代的宇宙人生啟
示，融貫科學、哲學、宗教精義，用科學方法作系統之整理分析，訂為天人合一、聖凡
平等的『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奉

天帝命名為『新境界』，許為本教教義。」

對於人類思想上唯心唯物之爭，得一正確答案，肯定「心物一元二用」是宇宙的本
體，說明宇宙整個生動現象，實為電子與和子兩種基本質素矛盾的統一、對立的調和所
成，電子由于同引律之關係，而結合成陰靜之物體，和子因受異引律之支配，而出入於
任何物體之內，形成心物和合，一元二用的世界。無所謂物，兩者為渾然一體的兩面，
29

張起鈞,恕道與大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年,頁 5。

30

天帝教教綱,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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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離心而獨立，心不離物而空寂，兩者不能須臾而分離，心與物的關係，只如一個手
掌之有手心與手背之分，是一個整體不同的兩面而已。可見此宇宙之中實為心物並存，
統一調和之場所，即和子與電子之一元二用的世界，因此「心物一元二用論」，成為本
教教義的哲學基礎。凡我教徒，咸應共同體認，繼續精研，努力三種奮鬥，達成三期大
同。 31
三、奮鬥之道力求聖凡平等，乃基於：
「聖凡同源
握旋和

向天奮鬥 苦煉艱應 超凡入聖。」

凡聖同基

其基其源

在於旋和把

32

所謂三奮即（1）向天奮鬥者，即向神奮鬥，向天界要求平等之奮鬥。（2）向自然
奮鬥者，即創造人類之文明以達於真理之域也。
（3）向自己奮鬥者，即努力以求掙脫人
類本身上電子之影響的奮鬥也。

陸、結 語：
總之，本師世尊涵靜老人傳習昊天心法，天人合一。以無為為法，以自然為宗，虛
極靜篤，萬念皆空，抱合澈盪，關開竅通。與宇宙合體，與太虛合真，不即不離，若無
若存。修一己真陽元氣，接天地靈陽正炁，虛中有實，無中有真，明心見性，抱道宏仁。
一靈常照，性命雙修，與宇宙共始終。
本師世尊涵靜老人，曠劫以來願力無窮，倒裝救劫，駐世人間，傳播天帝真道，上
應天心，下化人心，盡人合天，創造新機，扭轉世運，邁向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
大同，聖凡平等，以迄宇宙為家，返原返本，就原路回到上帝的身邊為最高境界。

31

天帝教教綱,頁 3~5。

32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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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天帝教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1901-1994）
涵靜老人李公玉階，學名鼎年，字玉階，後以字行，一九三０年師錫道名極初，一
九三七年七月二日，歸隱華嶽時年卅七歲，自署道號涵靜老人。涵靜老人於一九０一年
清光緒廿七年夏曆四月初五日，誕生於江蘇蘇州城內大石頭巷一家平民家庭。一九九四
年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證道於台灣南投縣魚池鄉天帝教鐳力阿道場。駐世九十
五歲。
涵靜老人生於憂患，長於憂患，成於憂患，死於憂患，九十五年的憂患生命，他走
過辛亥革命、列強外侮、軍閥內亂、對日抗戰、兩岸分立，中華民族最危急苦難的歲月。
也走過中國從積弱落後的農業社會，到富裕繁榮的工業社會的社會經濟轉型起飛的關鍵
時期。因之，涵靜老人曾在一九九一年致鄧小平先生的一封信中，感慨地自述：
「我是一個歷經憂患，自始窮究天人之學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我熱愛中華民族文
化的真諦，我希望中國富強、和平、統一。我更祈禱中國人能生活在自由、民主、繁榮、
均富且無虞匱乏、免於恐懼的現代國家，並有尊嚴地迄立於國際社會中。」涵靜老人是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上海學聯的學生領袖，他服膺「民主」、「科學」，他
愛好自由、和平。
一九一八年，涵靜老人十八歲由上海民立中學畢業，婉拒了八十歲老祖母華太夫人
送他赴日深造的慈意，毅然地自做主張，由育才公學轉入吳淞中國公學就讀。這是他在
憂患生命起步時所做的第一次重大抉擇。
中國公學是當時青年仰慕嚮往的革命學府，且是學術自由，校風開放由教授學生治
校的新學府。孫中山先生、黃克強先生、蔡元培先生是該校的校董，在中國公學授課的
胡適先生、于右任先生、王雲五先生、馬君武先生、楊亮功先生、梁實秋先生、張東蓀
先生、羅隆基先生、謝冠生先生，均是一時菁英的學人。
「五四」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共有的氣質，那就是：一、憂國悲時危機敏感的憂
患意識，二、傳承文化熱愛中國的民族精神，三、擇善固執實事求是的進取行為，四、
捨我其誰天下己任的擔當勇氣，因此，不難從涵靜老人的從政、辦報、立業、行道的一
生事蹟，他所執著的、追求的、奮鬥的、與修持的心教、身教、言教的典範中，隨處都
可以感受那一代先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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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一生多一分灑脫的獨立特行的豪情壯志，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讓，有
所不讓。少一分世俗的掙紮瞻顧與阿諛媚世的行為，他淡薄名利與物質生活、重視精神
境界的滿足。
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武進同鄉，他與涵靜老人訂交於抗戰時的西安，逾五
十年的相知。紀忠先生曾在為涵靜老人祝壽的文章中說：「我與玉階先生相識於民國廿
七年、八年間，時玉階兄居西嶽華山，息隱山林，而隱然有天下蒼生之志，卅九年來台，
離亂中故人重逢始多過從，我總以玉階兄為今世之奇人。其秉賦之超塵絕俗，固令人接
之有清新之感。而其以出世的心性，作入世奮鬥之事蹟，尤有多足。言談間每遇忠奸是
非之辨，猶見其熱血沸騰，有凜不可犯之貌，其服膺真理、擇善固執的精神，於此可見
一斑。玉階兄對治事有所爭，亦有所讓。其所必爭者公義，所常讓者私利，此固三十年
代知識份子所以自誇之處，而玉階兄最為顯著，至於決嫌疑而定是非，尊道義而解糾紛，
玉階兄一生所好者比比皆是。最能傳神、印心。」
一九二八年春，涵靜老人應宋子文先生的延攬，入國民政府財政部參與機要密切，
名為機要秘書，實為主任秘書，專替宋子文先生審閱公文，提供建言，分別在上海中央
銀行大樓與南京丁家花園工作。由於涵靜老人曾任上海統稅局長、貨價調查局長、財政
局長，當年上海煙酒稅係包稅制，商人承包後，三分之一繳納政府，三分之一商人自留，
尚餘三分之一乃屬官員之陋規。涵靜老人化私為公，振疲除弊，明知其不可為而為，最
後既不為同僚所喜愛，亦不為商人所滿意，這一段少年從政的經歷。宋子文先生風聞涵
靜老人耿介正直，且對財稅有實務經驗，延為西賓。這是他第二度在憂患生命中所做的
重大抉擇。
三十歲是涵靜老人的生命覺醒期，照破他的迷障，開啟他的本性者，蕭公昌明大師
也。一九三０年夏，涵靜老人初識蕭師於南京二郎廟時，蕭公時年卅七歲，僅長涵靜老
人七歲，蕭師一句：
「玉階，你來了！」直指人心，豁然震醒嚐盡塵勞折磨的涵靜老人，
剎那黃梁夢醒，了悟人生，回首天涯，無意仕進。從茲親承薪傳，放下一切，以身許道，
一九三四年秋，稟承師命，摒棄京滬繁華，自此一門深入，闡教西北，世緣日淺，道緣
日深，入世苦行，隨分報國。這是涵靜老人憂患生命中所做的重大的抉擇。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蘆溝橋七七事變前五日，涵靜老人毅然辭棄財政部陝西甘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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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晉五省鹽務總視察，挈眷歸隱華山。
《清虛集》卷首載有七絕詩存證曰：
「悠悠華嶽幾
經秋，國脈同傳亙古休，萬裏黃河環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風雲變幻誰先覺，烽燧將
傳獨隱憂，我本悲時非遯世，天心早許白雲留。」從茲歸隱山林，先居華山北峰，復遷
深谷白雲峰下大上方。淡泊寧靜，日與天遊，然身在山林，心存社稷，朝夕祈禱，護持
國家。
涵靜老人以絕對信賴

上帝的「信心」
，大慈悲願的「誠心」
，修持不懈的「恆心」，

在華山大上方寂寞八年，洞府壁觀，潛修苦行，松下兀立，玄思冥索，仰觀俯察，反心
內證，建立了天人實學哲學思想，與自修自證昊天心法性心體系，開啟了心物協調、聖
凡平等的《新境界》。
《新境界》是以中國先秦文化的生生不息、積健為雄的生命哲學為中心，首先肯定
「動」的宇宙，生化不息，精神與物質同樣不滅地循環返復，自無至有，從有返無，運
行嬗變。自然係充滿生命的自然，生命亦是充滿自然的生命，是為宇宙的本體。繼而通
過憂患意識指出了「和」的精神是為

上帝的真道。宇宙運行不得其「和」即成混沌，

物質與精神不得其「和」即無生機，人身的精氣神不得其「和」即有死亡，人類心理感
應不得其「和」即生仇恨，社會秩序不得其「和」即有暴亂，科學與宗教不得其「和」
即無真理，國際關係不得其「和」即生戰爭，天人關係不得其「和」即無大同。
涵靜老人以「動」與「和」建構起他的《新境界》的哲學思想，進而他認為宇宙本
體決不是唯神的、唯心的、唯物的或心物並行的，而是心物一元二用的，他說：「無所
謂心，無所謂物，兩者實為渾然一體流行不休的兩面，物不離心而獨立，心不離物而空
寂，兩者不可須臾分離。心與物的關係，一如手掌之有手背與手心之分，是一個整體不
同的兩面。」他提出了「心物一元二用論」解決了唯心唯物之爭，亦解決了性善性惡之
辯。
繼以開擴的視野，從「心物一元二用」論的基礎上，提昇到「天人合一」的宇宙境
界，以宇宙為家，與宇宙生命共始終。在精神與物質層面，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發展
宇宙永恆之生命。並以「第三神論」神學體系建立起以「聖凡平等」的核心理論，以人
人可以成聖成神，人人可以為堯舜，再昇華到把理想的天國建立在人間的「天人大同」
終極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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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憂患的眼光觀照現實世界的道德秩序崩潰，精神文明瓦解，唯物的無神論者使
人類陷入於自殺性屈辱毀滅的深淵。他認為人類今後應該循下列途徑，以愛為出發點，
以非恨為立足點，走向：
—讓一切無神論者，徹悟唯物唯力之罪惡，歸向有神，而非暴力迫害。
—讓一切有神論者，徹悟門戶畛域的偏狹，歸向大同，而非自大自私。
—讓一切大同論者，徹悟平等自由之精神道德，歸向互愛互助，而非仇恨鬥爭。
他睿智正覺，深知在進化歷程中，人類一切世間法的知識學問，與精神道德、文明
進步，關係極為密切，因此，他確認：
—一切知識學問的最高共同目標，在於救人救世。
—一切救人救世的基本共同方法，在於自救互救。
—一切自救互救的基本共同途徑，就是充實提昇救人救世的知識學問。
自救即是救人，救人亦即所以自救，自救互救端在自愛互愛，自助互助。因此，涵
靜老人在復興天帝教時期，提出了「先盡人道，再返天道」
、
「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
福報」的警語。告訴世人：「人人都有道根，人人都與道合。人人都能修道，人人都可
以得道。」「修道不外修身，身外無道，修道必先正心，道在人心。」
一九七八年，涵靜老人成立「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期望以科學而客觀的方
式，研究探討宗教哲學，達到「敬其所異、愛其所同」
、
「宗教大同」
、
「世界大同」的境
界。翌年，開辦中國正宗靜坐傳習班，旨在藉老祖宗留下的天人合一思想，教導弟子：
宇宙觀、救劫觀是昊天心法的入道之基，應秉持「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精神，
為弘揚廿字真言，化延核戰毀滅浩劫、促進世界、兩岸和平而祈禱奮鬥。
一九八八年教師節「中華民國紅心字會」在台北復會，以舉辦社會福利事業、發揚
廿字精神為宗旨，以聘請專業社工、不負傳教目的為原則。同年十一月雲南大地震，立
即指示：「基於同胞愛，紅心字會應有所反應。」十二月，紅心字會代表帶著四百萬元
的藥品，深入耿馬災區賑災。目前主要工作為受刑人家屬服務、設置受刑人子女獎助學
金、老人居家及社區服務、單親家庭服務等。
一九九一年「中華天帝教總會」成立。以發揚「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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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達成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之終極目標為宗旨。主要工作是「宗教會通」，
定期舉辦「宗教聯誼會」。總會承續涵靜老人一九八九年二月與一貫道、軒轅教召開三
教聯誼籌備會之精神，二００三年第五屆涵靜老人學術研討會時，十二個宗教代表與中
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代表，在鐳力阿道場救劫亭旁共植「宗教大同松」以為紀
念。
一九九二年元月，涵靜老人成立「極忠文教基金會」
，會務重點為：
「獎助或舉辦符
合本會宗旨有關之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活動」。同年 8 月，贊助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與中
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西安舉辦「海峽兩岸道家道教學術座談會」，至今仍
持續舉辦，帶動兩岸學術交流。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是一位一生弘揚中華文化、追求和平的老人。
涵靜老人，一個歷經憂患、熱愛中華民族、自始窮究天人之學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以其悲天憫人的襟懷，進而衍伸為對危機的敏感，積極進行增進人類福祉的「立」，
盡力終止人類流血戰爭的「破」。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涵靜老人證道。於天帝教鐳力阿道場清虛妙境留下最後遺寶：
「中華一家」，駐世人間九十五載。
一九九五年一月廿二日弟子門人舉辦追思大典暨祈禱兩岸和平統一大會，以表繼志
述事之忱。
（本文錄自紀念本師世尊 110 歲誕辰，2010 年涵靜老人講座：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
老人李玉階先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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