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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揭示討論重點在於參考帝教閉關靈體醫學作業資訊，提出運用靈體醫學觀念與

人間中醫醫療結合模式之探討；全文從認識靈體醫學之定義觀念與作業及診治原理，並

提出中醫醫療之診療與觀念，從而認識帝教特有的中醫觀念，再經由靈體醫學觀念與中

醫觀念的結合，再互相結合運用於診療人間各種可能病症，甚至人間之重症與憂鬱症之

醫療。全文旨在提出另一種醫療模式之探討研究，以利未來靈體醫學之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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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靈體醫學觀念與人間中醫醫療結合之探討 
 

賴文志(緒照) 
 

 壹、前 言 

1999 年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因應整體閉關之需要，對此期學員進行靈體醫學四

大作業調理，此乃人間靈體醫學之作業中，調理最為完備資訊最為豐富的一次作業。筆

者能參與此期閉關學習，實屬有幸。其中作業中有二篇聖訓引起筆者的注意，以個人角

度而言彌足珍貴。此二篇之部份訓文為： 

(一) 1999 年 7 月 21 日先天一炁流意子老前輩所示：「此一作業規劃是以【天命換人命】

為基礎，配合靈體醫學同步施治，屬於後天生理之部分則由華陀仙翁與孫思邈院長

配合，以此程序分擔首任首席使者，天人教主於『調教』之負擔，更能達到六階段

修煉之成效。」1  

(二) 1999 年 7 月 26 日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所示：「『療』已有醫治之意，治療凡靈使

之增強生命力，可以延長後天身體之壽命，目前大多採用治療凡靈方式，是從排除

凡靈受後天凡體病症、業力干擾著手，強化凡靈的靈命機能，靈體帶動肉體，活絡

肉體生活機能，自然達成延命的目標，步驟很簡單，但非有高超的靈體醫學技術，

不足以勝任，華陀與孫思邈二位院長均全程密切注意接受療靈者之後天肉體變化，

運用五行相生相剋之醫理，保持靈肉間的平衡，藉由五臟六腑之互動穩定生理，有

些凡靈受損的情形相當嚴重，吾等於療靈之時必須特准使用御醫院之天藥…。」2個

人認為此二篇訓文透露三大訊息： 

1. 天命換人命 

2. 靈體醫學作業 

3. 後天生理之穩定 

四大作業之醫靈，天命換人命之部分，如訓文所示，乃非高超之靈體醫學技術不足

勝任。此乃非吾人所能涉及，然此文中透露了作業中由華陀與孫思邈院長穩定後天生理

部分，卻給了筆者無限的啟發與價值，多年來筆者運用此種觀念多方實際運用與研究，

認為此種醫療模式與觀念足以重視與推動，不只可運用於人間病症配合天人炁功（靈體

醫學的一部分）的治療，提昇病症之病癒，亦可作為部分接受天命換人命靈體醫學作業

的基石，提升其靈體醫學作業的成功率。此文即是以此觀念出發，探討如何以此觀念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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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間中醫醫療以提升所欲達到之目的。 

貳、靈體醫學之觀念與診療 

一、觀念與定義 

靈體醫學是本教特有的法寶，誠如師尊所言『無形中已有一套獨特完整的「靈體醫

學」』，可見此一法寶乃為特具有理論性與作業性之完整系統。雖然無形已具有，然受限

於人間熱準與時機性，此法寶並未直降人間。現有的作業與資訊皆來自閉關時聖訓所

示，雖不完整，然已可窺出其玄奧與珍貴，皆足以作為吾人研究與突破的憑藉。在靈體

醫學的作業中，由於牽涉範圍甚廣，甚至複雜，所以大部分施行於五十五天之閉關中，

或者神職同奮，如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所言：「現階段之靈體醫學實施對象，局限於

神職同奮，主要是因為參加這五十五天閉關的四階段修煉，無形中已對這些同奮相關之

主要體質、靈質與靈肉之間反應詳細記錄，此為適用靈體醫學之先決條件。」3由此也

可看出靈體醫學實是一項甚為嚴謹玄奧之作業，亦有別於一般同奮所認知；雖然吾人所

說人間天人炁功是為靈體醫學之一部分，然其作業之層次仍有其分別，此即為靈體醫學

博大精深之處。亦如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所言：名為「靈體醫學」，主要要以「醫治

靈體」為對象，但非一成不變，乃因應時空、施治對象等條件而有所制宜，由於診治的

對象不同，必須設計一套專用、適用的靈體醫學，以達「醫治靈體」之目的。3所以天

人炁功與靈體醫學的關係，亦由此而延伸出來，二者一體而不是全等，天人炁功是因應

時空對象所成的人間靈體醫學的媒介。 

靈體醫學的定義為何呢？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如此定義：『宇宙帝教之「靈體醫

學」是綜合診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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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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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實謂之靈體醫學就如玄福子老前輩所言所定義：是以「醫治靈體」為對象，

以達到「醫治靈體」為目的，簡而言之，就是治療靈體。而治療靈體在空間層次上是有

其複雜度的，如何言之？靈體在無形界與在有形界是有其分別，從定義上觀之，姑不論

靈體醫學尚能醫療生機體，就其無形靈界與有形界之生命體，再縮小範圍至人的部分，

其治療就顯得有層次上的不同。無形靈界的醫療不是吾人所能涉及，然就人的角度而

言，其靈體與肉體的結合後，涉及身心靈的病痛，再由靈體醫學針對身心靈的病痛進行

醫治靈體醫療，以產生診療的變化或療效，其間過程產生的種種變化有些部分即是吾人

所不能掌握者。此為人間與無形靈界醫治靈體之差別性，亦為靈體醫學作業在人間治療

靈體的過程中，牽涉到肉體身心靈不同程度互相影響，而增加了治療靈體複雜的部分。 

故針對靈體醫學「醫治靈體」，筆者將之區分為無形靈界之靈體與有形世界人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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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體，而非人類之生命體與生機體暫時不在討論之內： 

(一) 無形靈界之靈體：此等作業在宇宙靈體醫學的作業中，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

言：靈體醫學---這種先天炁可醫治的對象，不僅僅只有地球上的生命體、生機體，

也包括了無形靈界之所有靈體，例如：佈施靈炁甚鉅仙佛、菩薩等神媒，已證二級

鐳胎熱準以上之靈體，已證聖果之原靈、封靈、聖胎陽神…等。5換言之，只要在

無形靈界存在之靈體，皆可接受靈體醫學治療受損之靈體，至於如何治療？則不是

吾人能力所能為及所能涉及，但有一事可知其治療之憑藉，與人間天人炁功所承接

之先天炁為同一能量。以人間角度而言，無形靈體之治療並無肉體的層面，與人間

相較應會較為單純，當然其治療靈體之複雜度仍應不在話下。 

(二) 有形人間之靈體：人體生命結構含有身心靈三部分，身心靈一體結合成生命現象，

單純醫治靈體已經夠玄奧，再牽涉人體肉體身心部分則更增加其複雜度。所以以人

體為例，靈體醫學之診治人間靈體的作業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1）診治原則：視聽言行，有如中醫之望聞問切 

（2）診治過程：分身心靈三部分之診、調、治、煉，即身心靈三部分皆同時交互進行

診斷分類，調合修補，治療運化，修煉變化四個過程，按理目前所實施之人間靈體

醫學作業皆必須經過此四大過程。 

（3）診治原理：即外力與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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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間在接受靈體醫學治療時，身

心靈任何一方之變化皆會影響其療效，其重要者，肉體之生理是維持在有形世界生

存之憑藉，而肉體與靈體之間的依存關係又甚為緊密與重要，此即為本教和子電子

體之間之互動關係，亦即本文欲揭示之重點，穩定後天肉體生理機能，在人間的靈

體醫學中佔有非常重要的關鍵。 

二、人間之靈體醫學作業 

目前人間所實施之靈體醫學作業，如前文所述，其實施對象之先決條件為參加閉關

之神職同奮，故靈體醫學之實施並非為普遍性，然筆者認為靈體醫學在人間仍有其廣狹

之分，筆者按已經實施過或正在實施者分列如下： 

(一) 天命換人命：此為在第四期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所實施之靈體醫學，此即是

以「天命換人命」之人間俗世名稱應世。3 

(二) 「診、療、護、補」四大作業：此為在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實施之靈體醫

學。此一作業規劃是以「天命換人命」為基礎，配合「靈體醫學」同步施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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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靈體醫學乃實質性之靈體醫學作業，全體作業皆在閉關時實施，而施治團隊

皆在無形，筆者稱之為「靈體醫學醫療團隊」，被治者皆為同奮。 

(三) 天人炁功：筆者以為天人炁功乃屬人間廣義性之靈體醫學，其為靈體醫學的一部

分，但非全等。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言：「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之間，

究竟有何關係？就炁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是一體的，但就施

行的方法、對象而言，天人炁功實為靈體醫學在療理有形世界之生命體與生機體的

一種媒介。其實天人炁功達到相當好的狀態，一樣可達到靈體醫學補充靈體、靈能，

修補靈質或機體之破損，甚至具有換命、延命、加命、添命等不可思議的改造力量。
5與上述二種作業差別在於醫療團隊加入了「人」這個角色，對象非一定是神職參

加閉關的同奮，適用於一般同奮或非同奮。 

以上三種靈體醫學即為目前我們所熟知且已經使用或正在使用者，當然，靈體醫學

使用於人間或同奮，應該尚有我們所未知悉，且目前仍在進行未公布於人間者。 

三、靈體醫學作業診治原理： 

靈體醫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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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欲

討論之重點在於人體之治療，故無形靈界之靈體與有形界之生機體不在討論之內。以人

體為例，靈體醫學可說是綜合診治人的身心靈之整體醫學，其診治原理，主要在以外力

（即神力）的顯應，配合受治者於平日加強身心靈的調整與鍛鍊，方能克竟其功。5筆

者以為在人間不管任何靈體醫學作業含天人炁功，以人為例，其診治皆不離二個重要環

節。 

(一) 診靈療體：藉由靈體獲得適時的能量調節，將有助於體內陽質能量不斷增長，加速

肉體陰氣（濁氣）病氣的排除，這種療理過程，即為「靈體醫學」中針對有形人類

在「診療靈體」時之重要環節。5此過程均是先以金光抑制靈體病源，藉由診靈轉

化成療體。6 

(二) 診體療靈：是先從診治肉體之機能著手，間接癒合受損之凡靈靈體。6即一旦身心

獲得適時改善，靈體帶動肉體的負擔立刻減輕，亦「大腦皮層」有助靈體的修補功

效，這種療理過程即為「靈體醫學」針對有形人類在「診體療靈」的重要環節。5當

進入對於性靈之修補仍是以金光為主。6 

當然靈體醫學之作業過程中變數仍多，誠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言：靈體醫學

由於已涉及到求診者個人因果業力、功德大小、修持成果，以及各人在發揮使命或承擔

天命時的整體情況，因此變數仍多。5但總體而言，這二類療理方式均為「靈體醫學」

中針對有形人類在靈體醫學作業過程時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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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筆者所欲連接本文的重點，即是靈體醫學作業乃在「醫治靈體」為目的，

然以人類為例，診治原理主要在以外力（即神力）的顯應，配合受治者於平日加強身心

靈的調整與鍛鍊。醫靈非吾人所能醫，然受治者身心靈之平衡，可賴吾人之調理與鍛鍊，

甚者人間醫者可如華陀孫思邈二位院長之作業過程中，擔任穩住後天生理之醫療角色，

以增強靈體醫學作業之效能。如此後天生理之部份，即是吾人在接受靈體醫學作業不可

忽視之環節，亦即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利用中醫之調理，猶如四大作業中華陀孫思邈

二位院長穩住後天生理之作用之醫理一樣，協助強化穩固後天生理，藉由增進肉體生理

功能，減少靈體負擔，以達到「診體療靈」「診靈療體」之「醫治靈體」的目的。 

叄、中醫學觀念與診療 

人間中醫醫療在人間靈體醫學中是否有其扮演之角色？從前言兩篇聖訓中，華陀、

孫思邈兩位院長皆是古代中醫聖賢，無形中由他們負責靈體醫學中照護後天生理功能之

角色，筆者認為人間中醫醫療在靈體醫學作業中必定有其存在價值，雖然無形界之醫學

觀不一定與人間完全相同，然其醫理應當有相關性。以往之聖訓中，亦有篇聖訓中透露

傳統中醫學與本教中醫學（筆者稱之為「帝教中醫學」）之差別性與相關性（下文討論），

個人認為此可能為靈體醫學與人間中醫學相通之橋樑，故欲討論中醫醫療在靈體醫學作

業中欲扮演之角色，可先認識其基本觀念，以了解其與靈體醫學之相容相關與差別性。

以便於銜接。茲簡單闡述傳統中醫學觀念。 

中醫是人在長期的生存對抗疾病中，從醫療實踐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它主要有二觀點： 

一、大自然觀： 

(一) 人稟天地之氣而生：《素問‧寶命全形論》說：「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以天地

之氣生，四時之法成」。《難經‧八難》說：「氣者，人之根本也。」氣是構成人體

的基本物質，也是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此氣之觀念與本教的氣在層次上

有些微差別。 

(二) 形與神俱，不可分離：簡而言之，若與身心靈一體之觀念相較，其實同一道理，身

心為肉體形體，神其實是身心靈的反應狀態，靈體醫學強調身心靈一體之綜合醫

學，與中醫形神俱在之生命現象，乃同一道理。中醫認為形神相合生命存在，形神

相離生命乖危；與本教靈體醫學靈為帶動生命之根本同理，靈在身心存，靈命不在

身心亡矣。 

(三) 疾病可知，又可防治：此乃中醫認為疾病必病出有因，人的疾病可從外在自然界及

內在機體去尋找疾病的根據。而亦認為疾病可預防，提出治未病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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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證觀： 

中醫學不僅認為一切事物有著共同的物質根源一氣，而且還認為一切事物都不是靜

止不變的，各個事物不是孤立的，他們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此即為中醫的辨

證觀的基礎。 

由此二個觀點誕生了中醫學的二個基本特點： 

(ㄧ) 整體觀念：中醫學的整體觀念實際上即是人體本身的整體性和人與自然的整體性，

它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在中醫學中的體現，它貫串中醫學的生理、病理、診法、辨

證和治療等各方面。 

（1）人體是ㄧ個有機的整體：中醫學在闡述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以及對疾病

的診斷和治療等，都貫串著人體是ㄧ個有機整體的基本觀念。 

（2）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性：中醫學非常重視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認為”人與天地相

應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所以《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又說：「所以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遂其根，則伐其

本，壞其真矣」，這即人與自然環境既對立又統一的基本機理。 

(二) 辨證論治：辨證即是通過四診（望聞問切）搜集得來的所有臨床現象，包括症狀和

體徵，在中醫基礎理論指導下，進行分析、綜合，辨別其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

以及邪正之間關係等，然後作出辨證結論。論治，即是以辨證結論為依據，確定相

應的治療原則與方法。7 

整體而言，中醫學即是在上述的觀念下，指導著中醫的診斷、治療，而其內容，則

包含陰陽五行學說、臟象學說、氣血津液、經絡學說等，其中內容不贅述，筆者概述中

醫學觀念，便於銜接本教靈體醫學中的特有中醫學概念。 

肆、帝教靈體醫學之中醫概念 

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靈體醫學作業中，由華陀與孫思邈二位院長擔任後天生理部

分的照護，應可推知其作業與中醫觀念與診療有密切關係；在筆者多年的揣摩研究中，

認為本教在靈體醫學的觀念下，有特殊的中醫學概念，然此中醫學概念，與傳統中醫有

別。這種差別到底孰是孰非，就如先天ㄧ炁玄福子老前輩所言：「只是所持因素，而各

有殊論，其因是帝教多ㄧ項靈魂學概念。」就因為這ㄧ項「靈魂學」概念，其實就給了

人間多ㄧ分空間，筆者以為這正是人間中醫可以努力並加以銜接靈體醫學的部分，茲就

筆者之角度簡述本教特有的中醫學觀念。 

ㄧ、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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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為和子中ㄧ種高等電質與靜電軀體交流後所發生的至陽熱流。8此氣之概念即與

傳統氣血的”氣”有所差別。筆者以為此為靈體醫學與傳統中醫相關之處，中醫的氣是

否可以銜接本教之氣，並互為轉換，正是吾人可努力研究之重點。 

二、先後天之氣源： 

以中醫學之觀點，認為人體之先天氣源在腎臟，後天氣源在胃臟，然而就帝教靈體

醫學之論點，則主張人體之先天氣源在於松果體，後天氣源位於腎俞。此項說法，並非

孰是孰非，只是所持因素不同，而各有殊論，其因是帝教多ㄧ項靈魂學概念。9這種先

後天之論點之差異，亦是本教靈體醫學與傳統中醫可以互相結合運用的重點，運用中醫

後天的調理生理，是否可銜接先天氣源的強化，或是先天氣源的強化以帶動後天生理的

強健。 

三、生化系統： 

此生化系統筆者以為在本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舉凡與本教修煉，與靈體和肉體

間有相關者，皆與此有密切關係。（如圖示）（詳文請參考天人文化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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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示 

筆者欲揭示者乃其與中醫及靈體醫學相關之處，圖中 

（1）肝心脾肺腎：代表五臟之象，此與中醫之臟象系統相同。 

（2）木火土金水：代表五行氣化轉運的能量作用，此與中醫五行學說相同或相容。 

（3）精氣神魂魄：代表五臟之象的能量聚合及轉化的表現部份，是五種不同能量聚合

效應之無形氣能聚合場，此系統乃帝教特殊論點，其能量表現能銜接氣化系統，

產生氣之變化。其與氣化系統形成人體整體電力引合網路。 

筆者以為此為肉體加上靈體以後，所產生靈體與肉體之間的ㄧ種橋樑，亦為人體第

二座發電系統（第ㄧ個乃為和子-靈體）。由上所述，即可觀出生化系統與中醫及靈體醫

學之相關性。 

此系統中之五臟、五行，與中醫無異，中醫講究臟象，臟象分屬五行，五行相生、

相剋、相乘、相侮而產生生命臟腑生理之平衡。而此臟象五行所凝聚與轉化之氣能，則

形成精、氣、神、魂、魄五大能量區，此五大能量區亦產生互相之間與靈體、肉體之間

之相化、相損、相乘、相耗之作用，維持整體生命之正常運轉。 五大能量區會與體內

各臟腑氣能產生二種互動關係： 

（一）直接間接的通貫關係： 

1. 直接通貫層面：是指含存於五大能量區內的氣化能量，ㄧ旦經由各類氣化途徑，進ㄧ

步與體內各臟腑氣能產生作用時，如就五大能量區ㄧㄧ對應於體內各臟腑之象的功能

而言，具有刺激臟腑氣能跟隨著產生變化的通貫結果；反之，當體內各臟腑氣能熱準，

ㄧ旦能夠提昇至與五大能量區內的氣化能量主動交互作用時，如依照體內各臟腑所ㄧ

ㄧ對應於五大能量區的特性而言，也具有直接影響五大能量區內之氣能發生變化的通

貫結果。 

2. 間接通貫層面：是指含存於五大能量區內的氣化能量ㄧ旦在過程，已產生氣化上的刺

激力量時，也同時具有刺激體內各臟腑功能，使之發生能量上的間接性變化。反之，

當體內各臟腑氣能的熱準，假設能夠在前述與五大能量區作用的過程中，也產生氣化

上的影響力時，則該氣化之力同樣影響其它能量區，隨即發生連鎖式的變化。 

(二)直接、間接的互補關係： 

1. 直接互補層面：是指含存於五大能量區內的氣化能量，ㄧ旦經由各類氣化途徑，進ㄧ

步與體內各臟腑氣能發生作用時，若就五大能量區所ㄧㄧ對應於體內各臟腑之象的功

能而言，此刻所產生出來的互補效應，假使是以陽質能量為主，將具有直接淨化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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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臟腑氣能內的陰電精與陰電渣的作用成效。反之，當體內各臟腑氣能熱準，ㄧ旦能

夠提升至與五大能量區內的氣化能量主動交互作用時，所產生出來的互補效應，如果

是以陽質能量為主，也將具有直接淨化含存於五大能量區內其陰電力與陰電荷的作用

成效。 

2. 間接互補層面：是指含存於五大能量區內與各臟腑間所形成的氣化能量，在經由直接

互補的過程中，即自然具有刺激其它臟腑或其它能量區產生間接性的互補作用。10 

當然生化系統與體內臟腑能產生上述之互動關係，其與靈體部分（即氣化系統）亦

能產生”變化”或”收納”的互動作用，這些內容不再贅述（詳見生化系統全文）。筆

者簡述此生化系統之部份作用，即是揭示可能與本教靈體醫學有關的生化系統，與中醫

臟腑有著極為密切之互動關係，不管靈體作業中對靈體的各種修補或者受治者進ㄧ步調

理修煉，皆會直接間接影響臟腑功能，甚至臟腑功能影響到氣化系統（靈體），如以整

體通貫路徑（如下圖示）即可明白其關係。這種關係正是本教靈體醫學中與中醫有關之

部分，且極為密切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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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靈體醫學觀念與中醫醫療之結合 

一、靈體醫學觀念與中醫醫療觀念之結合 

綜合上述靈體醫學與中醫學之觀念，靈體醫學之觀念有那些可適時與中醫醫療結合

呢？筆者以為適時運用下列靈體醫學觀念與中醫學結合，有助於達到整體醫療療效。 

（ㄧ）整體觀念：靈體醫學是綜合診治身心靈之整體醫學，此種觀念與中醫整體及形神

合ㄧ之觀念有其相通及異曲同工之妙，而靈體醫學如先天ㄧ炁玄福子老前輩所言，

其中多了ㄧ項靈魂學概念。筆者以為中醫來自古老醫學，而本教靈體醫學更是更古

老的宇宙醫學，人間靈體醫學作業由天醫院之中醫大老執行照護醫療與觀察人體肉

體之生理變化，亦可見其中醫之醫療於人體或與靈體醫學作業必定有其需要性或重

要性。也許兩者皆注重生命體之整體性應是兩者醫療的前提。若再將靈魂學概念融

入中醫醫療，講究身心靈之整體醫療觀，將有助於中醫進入另ㄧ層之醫療，亦是另

一種突破。此乃二種醫學結合之重點。 

（二）「診體療靈」「診靈療體」之觀念：人間靈體醫學不管診靈療體或是診體療靈，其

目的皆在治療靈體，而最終目的乃是希望藉由靈體之能量恢復，以達到延續帶動肉

體生命繼續於人間行使生命之任務。最終還是與肉體脫不了關係。其觀念與中醫醫

療結合，乃是藉由後天中醫醫療，猶如靈體醫學作業中先天天醫大老護住穩定後天

生理功能一樣，以後天中醫藥之理，依五行陰陽辯證論治之醫術，去除後天生理病

痛，進而增進五臟六腑之功能，希望能藉由後天生理功能之強化，亦能達到診體療

靈，減輕靈體之負擔，或者在診靈療體中，加成肉體功能之迅速回復，達到診靈療

體之雙成效果。當然須值得一提者，後天生理之中醫醫療醫術是一大關鍵，若無高

超之中醫技術與觀念，欲達到肉體起死回生之效，亦非平凡之輩所能為之，此點亦

是筆者多年來之心願與ㄧ大挑戰，如師尊於筆者進修博士學位前之訓示：「中醫醫

理博大精深，後者學實未得精髓。」10筆者終生服膺學習，並深深以為中醫醫術乃

人間靈體醫學醫療之重要根本，亦是結合靈體醫學重要的基礎。 

（三）生化系統與整體通貫路徑觀念：筆者以為此生化系統乃靈體與肉體在自然結合下

所產生靈肉之間的橋樑，由通貫路徑之圖可知臟腑肉體生理機能與生化系統及氣化

系統（靈體部分）形成一個聯貫的網路並維護著生命的生存，以本教教義而言，生

命現象的發生乃基於和子帶動電子體之條件，而生命現象的維繫基於該電子體內的

生化系統，得以源源不斷轉運來自於大腦皮層中和子帶動電子體的能量部份，是故

和子帶動電子體扮演生命的主要維繫功能，生化功能則扮演次要維繫功能。11 

而此處生化系統在靈體醫學的觀念裡，應是為肉體與靈體銜接之重要橋樑。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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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系統涵蓋了臟腑臟象五行相生相剋之理，並形成精氣神魂魄五大能量區之相化相損

之機能，並能與氣化系統（靈體）形成互相貫通的轉運，基於此種觀念與中醫醫療結合，

乃是運用此種機理結合中醫之醫療，以陰陽五行相生相剋及辨證論治之學理，利用中醫

藥之歸經藥理，使得後天生理更一步強化，減除身體之病痛，若情況良好，能藉由臟腑

生化系統之相化相損相乘相耗之理，與氣化系統形成貫通，藉由後天之能量，進一步影

響氣化系統（靈體）能量，增強靈命，減少靈體負擔，或進一步藉由後天生理機能之恢

復，減輕靈體負擔，增強靈體帶動肉體的功能，間接再強化肉體或藉由靈體之功能能量

去除肉體之病痛，達到延長靈命壽命之目的。在此仍須值得一提者，此生化系統通貫之

機理運用，如何使用中醫藥？或者以何種中醫藥能量進入五行臟腑經絡中？再進而使得

藥物能量能順利進入相對應的生化系統或情況良好再轉入靈體，達到有助靈體醫療的效

用，筆者多年來仍在持續研究實際運用中，但尚無具體定論，回到基本面仍在於後天醫

術與本身熱準之關係，故持續努力中。 

二、靈體醫學與中醫醫療互相結合 

基於以上靈體醫學與中醫醫療之觀念，筆者以為二者在後天應可以試著結合，而筆

者也常在有些病症上運用靈體醫學之觀念與中醫醫療實際臨床結合，試著能解除更多之

病症病痛，下列幾種狀況下筆者以為可運用二者互相結合。 

（一）在接受天命換人命之對象： 

在接受天命換人命之對象，其實是實際已正在接受靈體醫學之醫療中，如閉關之聖

訓所記載，按理，在靈體醫學之作業中其實已有天醫對於後天生理進行照護與觀察。天

命換人命是靈體醫學作業中另一種名稱而已，狹義乃指第四期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

班所施用之靈體醫學。筆者以為廣義則是人間同奮由於肉體生命既將終盡，而無形為其

能繼續為天行使使命，而對其靈體進行治療換修謢補的作業，進而使肉體繼續延續生機

與生命。不管狹義或廣義，實際上乃是人本將”無命”，而上天將之延壽延命。而且現

下有很多同奮都是在進行式中，此種狀況筆者認為亦會出現二種情況： 

（1）肉體生機將毀壞，然尚有生機：此種狀況，無形定有醫療團隊為其肉體生機進行

維護與觀察。在各種因緣俱足下，若此時對象能進一步適切結合中醫診治，適時維

護後天生理機能，當是加成無形天醫護住穩定後天生理之效。有助於診體療靈，甚

至進入診靈療體之適時功效。 

（2）肉體生機已不堪使用：肉體生機若不堪使用，則使用靈體醫學之作業，有時仍是

無力可回天，即使再好之作業仍無法換到人命來。筆者親見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

進行靈體醫學四大作業中，原本應是最實際及最有效之醫療，然仍有同奮在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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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肉體已不堪使用，而在進行靈體醫學的作業中仍回歸自然。此點在筆者而言，相

當震撼！故此筆者有一個定論，為行使使命或天命換人命，同奮皆應對自身肉體好

自為之，尤其是天命換人命之對象，在肉體生理尚有生機之時，應好好維護，進行

醫療照護，當然若能適時找到技術高超正派之中醫醫者適時調理，結合中醫醫療，

應可增進”天命換人命”之成功率。當然天命換人命牽涉範圍，仍屬複雜，後天醫

療應只是其中ㄧ環而已，而不是全部。 

（二）接受天人炁功醫療之對象： 

天人炁功乃是靈體醫學在人間的一種媒介，其實天人炁功亦為靈體醫學之一環，接

受天人炁功亦為接受靈體醫學之醫療，當然此種醫療仍有別於閉關真正的靈體醫學之作

業，但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言：天人炁功可銜接先天炁能，並轉化成有形生命體，

生機體能夠吸收的機體能量，補充靈體靈能，修補靈質或機體之破損，讓生命體、生機

體之原有壽命，獲得相當程度的療理效果，甚至具有換命、延命、加命、添命等不可思

議的改造力量。
（5）

故此，在接受天人炁功的療理，適時加入中醫藥之調理照護後天生理

機能，應當亦可加強後天生理之運轉，適時提供天人炁功在無形療理中，不管其為診靈

療體或診體療靈之作用，增加後天肉體或先天靈體病癒之機率。在此亦須一提者，在接

受天人炁功療理之對象，常是中西醫療效不彰者，故筆者亦以為此可尋求正當專業之中

醫醫療，循中醫五行相生相剋與辨証論治之醫理，循序診療養護，亦不可心急，只要能

以中醫穩定生理機能，再結合靈體醫學天人炁功調護，必有其加成療效。 

除以上二者情況外，筆者亦常在以下之病症運用靈體醫學之觀念進行中醫醫療診療

照護： 

（1）重症患者：此種病患可能是同奮也可能非同奮，在此筆者運用本身所有醫術職能，

旨在穩定後天生理機能，不管其為壽命將盡或是未盡，當其後天生理能藉由中醫方

式穩住生理機能，筆者亦盼在診療中能產生臟腑通貫生化系統並進而進入氣化系統

之作用，情況更良好者能進入診體療靈之狀況。當然此乃個人之思考與作為。然在

中醫診療中，若其有緣，筆者當進而轉介結合天人炁功之調理，以進行靈體醫學之

醫療。結合靈體醫學之作業，進而希藉由靈體之力量能解除病人病痛。在筆者之醫

療經驗中，此為最麻煩難治之診療對象，更為現今筆者在醫療上運用靈體醫學之觀

念於診療上之最大挑戰。 

（2）憂鬱症患者：憂鬱症患者筆者將之區分為身心靈三方面之病變，不管其病為單方

雙方或三方皆病，以筆者這幾年運用靈體醫學的觀念於診療上當屬此症最有成效。

筆者先運用天人炁功之鋮心原理，再配合中醫之醫理診療，再轉介天人炁功實際理

療，可收診療效果。以筆者經驗，以重症憂鬱症為例（真正憂鬱症），筆者以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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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皆已牽涉到靈體病變，在診療中以中醫醫療而言，其肉體症候大多屬虛證，脈下

大多六脈皆虛，其長久處於神耗無神狀態，常有形神不合之象。以五行相生相剋之

理及辨證論治進行中醫醫療，處置以安神養血益氣為主，其目的乃穩定後天生理機

能，避免在身心靈皆病狀況加深靈體病變及靈體的負擔。若其生理機能進一步強化

穩定，氣足當有助於思想情緒之穩定，並進而減少靈體的負擔，讓靈體能進一步稍

解束縛，再增進其帶動肉體的功能。在此人間天人炁功的鋮心過程最屬重要，筆者

常以一針見血之方法針砭其心中癥結，以助其了解其病源與現實，若病患能確實配

合，再以天人炁功幫其調理，則常可收奇效。此症以靈體醫學之觀念配合中醫診療，

常有奇效者，目前筆者仍以此觀念，針對此症進行臨床研究中。 

陸、結 論 

靈體醫學是本教特有的宇宙法寶，其博大精深，複雜而奧秘，其中在人間牽涉的範

圍甚廣，肉體生理機能只是其中之項而已，筆者從研究靈體醫學過程及本身中醫職能出

發，此文只是銜接之部分過程而已，其目的乃在能多一項幫人間減輕病痛的醫療模式，

增加其肉體生理之延續。筆者於民國 91 年進修博士學位之前得師尊訓示「中醫博大精

深，現學者實未得其精髓」，「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靈體醫學在人間之時機尚未成

熟」，「人雖有遠景，仍要務實」，多年來確實遵守師尊訓示，從潛心醫術，增加本身職

能確定醫之根本，希望藉由確定精進中醫醫術的「本」，進而銜接靈體醫學的「道」，本

人以為運用靈體醫學觀念與人間中醫醫療結合，乃是吾人在研究靈體醫學與中醫醫術銜

接的始點，未來靈體醫學的研發是件浩大功工程，當然仍視人間之熱準與機緣是否能得

其機緣與發展。 

所以綜上所述歸納筆者有以下幾點結論： 

一、靈體醫學作業博大精深，牽涉範圍甚廣，人間所能為者乃盡人事-修煉自己，照護

自己，保有好的生理機能，進而聽天命-接受無形靈體醫學的全然作業，希望藉由

自力修練與神力之顯化，延續靈命，再造人命，藉由人命之延續，行使上天交付之

使命。 

二、靈體醫學與人間中醫醫療的結合，乃吾人個人之經驗與思想，正在摸索研究。筆者

以為人間靈體醫學的醫療最終目的，乃在延續靈命，再造人命，其最終還是要回歸

肉體要持續生存於人世，故肉體的保養與醫護是甚為重要之點。若人間靈體醫學作

業對象，能回歸肉體自我養護珍惜，包括日常生活作息、飲食、情緒、修養及人間

醫藥之調養，再再應可增強無形醫療團隊運化之力，增加其成功率。而運用中醫醫

療，只是其照護之一環，亦是輔助靈體醫學之作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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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靈體醫學觀念與人間中醫醫療之結合，仍可應用於臨床上之各種病症，不管受

治者或者醫者，能夠有靈體醫學醫療之觀念，若能運用於醫療上使得肉體機能得到

適切的照護，皆有助於身心靈之病癒之機會。 

四、靈體醫學觀念與中醫醫療之結合，不管是配合靈體醫學作業或是治療人間病症，最

終目的乃是希望藉由中醫治療能進一步穩定強化後天生理功能，希望增進靈體醫學

作業之成功率與後天病症之病癒率，達到延續後天生命，進而達到個人圓滿行使個

人天命，奮鬥不已。 

五、此一治療模式持續研究進行中，筆者希望藉由本文之討論，能期待日後靈體醫學進

一步在人間之發展，以利天下蒼生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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