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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神物質體用同，然而物質文明誘導人心墮落、人性腐蝕，致使生理、心理皆因濁

氣充塞體內而百病叢生，尤其衍生各種精神官能病症，令中西醫療束手無策，亟需融合

宗教哲學精神文明，啟迪人心，天帝教的「天人炁功」與「廿字真言」即為鍼心渡人救

世而傳下，雖已有輝煌之道果，正努力尋求以精神文明的素養融合物質文明的科學實

證，走出以神道色彩為人鍼心、調理疾病的玄虛神秘之境。而產業革命以還，科學家雖

將操控物質的唯物文明發展到相當的極致，然而當其實驗探討對象為人類本身時，以療

癒為例，已不避諱將「與無形宇宙能量或高次元空間的先知交流」視為關鍵因子，納入

其「類炁功科學模式」中，而為了模式的周全性，更發現還必須納入哲學精神層面的「人

類意識」及宗教所倡議之人類的共同天性「愛」，療癒才有效果。爰撰本文從宗教、哲

學及科學融合的角度比較天帝教的「天人炁功」與科學家的「類天人炁功」其來由與基

本觀念之異同，兼論「特定意念印記裝置」指的是什麼？什麼是「親和力與熱準」？其

在量化與實驗驗證上有何困難？為什麼天帝教的「天人炁功」要以「廿字真言」為本？

天帝教與西方精神分析學家是如何區分人類的意識層面？愛、意識、能量、物質之間究

竟關係為何？「人性真愛」何處尋？ 

 

關鍵詞：天人炁功、科學炁功模型、廿字真言、正炁、大愛、無形宇宙、天人親和 

 

 

註：本文引用之下列「求診者、施治者、鍼心治病、炁功醫治、炁功治療、炁功療理、炁功調理、診治」

等名詞，乃天帝教宗教活動之慣用語，非醫療法及醫療相關法律之醫療業務，且與醫療相關法律之醫

療行為無涉。倘身體有任何疾病或不適之情況，仍應至醫療機構尋求專業醫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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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與宗教哲學觀點析論 

以「大愛」為磐石之「天人炁功」 

劉通敏（正炁） 

 

一、前言 

  涵靜老人在致鄧小平先生的兩封信中曾言：「我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宗教徒和『有神

論』者，但我關懷世界、關懷社會、關懷時代、關懷同胞。我認為當前人類最大的苦難

根源，是出自於『恨』而沒有『愛』。所以我服膺天帝教的中心思想就是中華文化的仁

愛思想與王道精神為根本，呼籲世人急起從根自救，擴大人類生存合作之思想領域，袪

除侵略鬥爭之凶暴心理，邁向『精神重建、道德重整』，並以宗教大同、世界大同、聖

凡平等、天人大同為終極目標，以向自己奮鬥、向大自然奮鬥、向天奮鬥為修持的行動

綱領，且以科學的方法去驗證傳統的宗教經驗。」1
涵靜老人師承天德教主蕭昌明（一炁

宗主），天帝教的「天人炁功」是由一炁宗主傳授給涵靜老人，再由涵靜老人普傳給在

台灣復興之天帝教的同奮
2
。「天人炁功」是一種救世渡人的法寶，劫由人心造，渡人即

「渡心」，眾人之心渡了，世界就變得和諧，所以「天人炁功」是一種渡人救世的「心

法」，傳此「心法」的根源可從涵靜老人的信中一窺堂奧，以為借鏡。 

筆者認為「關懷世界、關懷社會、關懷時代、關懷同胞」，就是懷抱民胞物與的宗

教家的大慈大悲大愛；「呼籲世人急起從根自救，擴大人類生存合作之思想領域，袪除

侵略鬥爭之凶暴心理，邁向『精神重建、道德重整』，並以宗教大同、世界大同、聖凡

平等、天人大同為終極目標，以向自己奮鬥、向大自然奮鬥、向天奮鬥為修持的行動綱

領」，就是要世人懂得從「善積己心、寡範己念」
3
做起、學習與自然和諧相依相處以及

升聖成神的三種奮鬥大法
3
，並能勤做修持功課去奮鬥實踐，刮淨陳年塵垢，如《大同真

經》所云：「恆歲之沾，以淨則明」
4
，《平等真經》：「窮潛敏藏」

5
，深入人類哲學思想

領域的精神意識層面，找回人類的共同初心、佛性、真愛，眾生就平等，沒有了分別心、

和諧了，就能「敬其所異，愛其所同」，宗教門戶的藩籬就可以打開，回歸五教本一家；

真愛找回了，就沒有仇恨，根據《新境界—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
6
所開示之「宇宙相對

的真理」，於是撥「亂」返「和」，世界就太平而大同；「精神重建」可解釋為「培養正

氣」，「天人炁功」初名「精神治療」，就是用正氣（炁）來「鍼心」
7
；「道德重整」則為

服膺天帝教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中華文化」，一炁宗主將五教教義與中華文化的精華

歸納成「廿字真言」，亦即《廿字真經》所云：「太和之初，乃為廿字」
8
，來做為「人生

守則」以為世人所力行來善養浩然正氣，裨益「天人炁功」之鍼心救世，而「廿字真言

（人生守則）」是以「和」字結尾，「和」字用於人類生命，則為軀體的陰性、貪瞋癡愛

（私愛）盲動與靈魂的陽性、自覺智慧主動之間的矛盾對立動態折中，這種折中的求其

「和」，《新境界》
6
定義其為「熱準（愛）」，動態平衡折中點愈深入陽性的靈魂層，熱準

（愛）愈高，人與天（無形超人或仙佛）的親和愈容易達到「與天同真」
9（註：歐美近

十年來最重要的心靈導師之一，艾克哈特‧拖勒（Eckhart Tolle）在其《一個新世界 — 

喚起內在的力量》一書中直言：「神就是愛」10），人的正氣就能引合天的正炁，「天人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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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施治就靈驗；涵靜老人不僅是是一位宗教家，也是一位哲學家，然而他在致鄧小

平先生的信中卻不忘記叮嚀世人「以科學的方法去驗證傳統的宗教經驗」，他深知沒有

科學的實證，宗教經驗不論如何前瞻與先進卻易因人心的偏頗而流於神通與迷盲，所以

他倡導「天人實學」的研究與學術研討會。在此前提下，「天人炁功」的實證工作乃成

為有志之士值得一門深入去探索的目標之一。 

威廉替勒（William A. Tiller）11博士是一位材料科學家，他專研物質的材料特性，

因為接觸宗教而養成靜坐習慣，從其持續靜坐冥想的鍛煉中，漸漸對以念力操控物質儀

器的研究發生興趣，從事了一系列科學實驗，更進而嘗試以被念力印記過的電子儀器本

身來改變其它物質的物理特性或化學特性，並企圖從實驗結果歸納出念力操控的科學模

式，身為科學家，其在操作念力印記過程時，已經感應到無名的無形能量在運作，但是

當他的實驗改以人為對象且為療癒病人時，卻發現除了被必印記過的電子儀器以外，他

本人必須加入成為主要的施治者，自己淪為一具導體，施治能量主要來自無形的宇宙能

量，穿過其肉身然後才進入被實驗者的身軀，更奇妙的是在整個試驗過程，參與者必須

極端專注，而且施治者在默唸印記詞時必須灌注以愛心，整個實驗空間必須達到一定的

臨界狀態，宇宙能源才會灌注而下。由此，他建構了筆者稱之為「類天人炁功的模型」，

Tiller博士並且認為當今的科學除了已探討出物質與能量的互換關係之外，應該開始積極

研究，「能量、意識、愛」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他發現物質科學之不足，乃倡議應加

入精神分析學的「意識」與宗教感化之「愛」。有趣的是，天帝教的「天人炁功」源自

於渡人救世的「大愛」，正致力於科學方法的實證；Tiller博士的「類天人炁功」則起源

於念力禦物的科學實驗，後來卻發現需要藉助於哲學與宗教的「意識」與「愛」，來圓

成其科學模式。 

環視本系星地球的現況，當今劫惡的天象乃由人心之「貪、瞋（恨）、癡、私愛」

所造成，在地留形就是天災人禍、地球暖化、地震、海嘯、核變、世紀病毒以及無名的

身心靈疾病，雖仍然不乏少數善心人士付出愛心，然就整體氣運而言，正如涵靜老人所

說的「我認為當前人類最大的苦難根源，是出自於『恨』而沒有『愛』」1，《大同真經》

裡天人教主在與崇仁帝師對談有關「天地寧清、氛魔劫消」之問題時，也喟然而嘆曰：

「天命在綏 天命在和  今氛且清 心氛莫定 焉謂其消 普掠焉平 是心痹難」4
，是人

心出了問題，從根自救之道，自然是找回人類的真愛。同樣地，前述之天帝教的「天人

炁功」與Tiller博士的「類天人炁功」，如果沒有真愛，就不靈驗，如果沒有宗教、哲學

及科學的結合，理論模式或實驗驗證就有不足之缺失。爰本文之動機，即為從宗教、哲

學及科學的觀點比較前述兩種炁功，並且析論為何「炁功」的基石為「大愛」。至於有

關「天人炁功」施治時之炁氣流程與詳細原理，請參閱筆者所撰之先前文獻12‐15與天帝

教之聖訓集錄15, 16。 

 

二、「類炁功調理」的科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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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科學家的「意識」  →「玄妙能量（Subtle Energy）」→「物質」：水的酸鹼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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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隨時間變化實驗例結果（上圖為下降曲線；下圖則為上升曲線）17 

科學家從實驗當中發現我們每個人能經由自身的生物場放射(Biofield Emissions)和

其所攜帶的訊息(Information)或稱能量/意識(Eneregy/Consciousness)放射而影響其周遭

的事物。例如物質的性質，像無機物水的溫度、結晶、酸鹼(pH)值及導電性，能被改變； 

又例如生物體內生化酵素的活性會被改變，進而生化反應的快慢亦受影響，其結果可能

導致生物體生長速度的快慢或特定功能的變化；甚至連電子裝置的功能也可被改變：人

的特定意念可透過靜坐或冥想印記(Imprinted)到電子設備，此被印記的電子儀器隨後能

產生類同人類特定念力的作用功能 (註：類似佛教的大悲咒水、天帝教配合天人炁功調

理後所用之甘露水、黃表等)，前史丹佛大學材料系主任Tiller博士稱這樣的裝置為“特

定意念印記裝置IIEDs (Intention Imprinted Electrical Devices)”， 可以替代人產生特定意

念17。 

 

圖二、特定意念印記裝置IIED 安置於實驗室中遂行 意識→  能量  →  水的酸鹼pH1

值變化實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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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與圖二為一代表實驗例17，這個實驗例已經被證實具有可重複性，亦即在A地

的實驗結果可在B地被重現。於一淨室中，四位資深的靜坐者在約 15 分鐘之深度集體靜

坐（會禱會坐）讓身心進入和諧狀態後，將部分專注力深情地對著接上電源的電子裝置

默唸印記詞（We allowed a portion of our attention to rest lovingly on the electronic devices before us. Then, 

We  read  the  imprint  intention  statement  for  these  devices.），印記詞的內容與特定之實驗目的相

關，以圖一的實驗為例，則為提高實驗時空的能量意識狀態並予維持，以達到降低或提

昇待測試水的酸鹼pH值之實驗目的，默唸過程約持續 15 分鐘，印記效能一般可維持約

3 個月，在默唸過程中，靜坐者每每感覺到是無形宇宙（The unseen universe）在大力提昇

（“Heavy lifting”）  實驗時空的能量意識狀態，而靜坐者基本上只覺得自身處於內在開放

的清靜狀態（To stay open, present and pure with a clear and silent interior state.）。這些被印記後的特

定意念印記裝置IIEDs隨後被安置於Tiller博士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培生

（Payson）地方的實驗室中，如圖二所示共有 6 具IIEDs與 4 個pH值監測台，安置後的

IIEDs開始發揮印記詞的功能，實驗結果如圖一所示，上圖為讓待測試水的酸鹼值（垂

直座標）下降一個pH單位的隨時間增加（橫座標）而下降的曲線，曲線有兩條，代表兩

次分開的實驗，兩條曲線的幾乎重疊，顯現實驗的可重複性；下圖則為讓待測試水的酸

鹼值成指數函數上升一個pH單位的隨時間增加而上升之曲線。 

 

 
圖三、科學家的「類炁功調理」基本原理示意圖17 

 

Tiller 博士利用前述被印記特定意念的電子儀器 IIEDs，另外進行了一系列的療癒實

驗，於 2005 年歸納建構出圖三之模型來嘗試解釋療癒機制，筆者暫稱其為「類天人炁

功」機制，可以圖三與圖四來說明。療癒室中除了安裝有 IIEDs 以外，圖中當施治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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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診者進行炁功調理時，實驗歸納出欲達到有效的療癒效果必須做到下列項目之內容： 

（1） 施治者必須具有同情心（Compassionate Heart）與愛心（Loving Heart）； 

（2） 施治者必須建立特定意念的生物場，並能將其投射與傳輸到求診者； 

（3） 施治者本身必須具備能讓療癒能量/意識順利進出其自身的能力，亦即是一個療

癒能量/意識的優良傳輸通道（參圖四）； 

（4） 如果施治者本身生物場能量很高，高到其專注(Focused intention )時足以將施治空

間 的 熱 準 提 升 至 能 引 入 無 形 宇 宙 高 次 元 空 間 的 能 量 （Higher  dimensional 

energy），便可以疏通求診者阻塞或停滯的氣通道  (註：中醫的經絡氣流 Chinese 

meridian Qi flows 或  瑜珈 Yoga 氣輪生命能流 Chakra‐Nadi Pranic flows)； 

（5） 有時則為施治者的愛心、同情心及奉獻（Devotion）精神念力，引來無形宇宙的

先知，協助提升施治空間的熱準並進行治療； 

 

圖四、科學家的「類炁功調理」療癒能量流示意圖17 

 

  Tiller 博士的「類炁功調理模型」中提及“無形宇宙”、“愛心”、“同情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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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精神”等，這就牽涉到「宗教」領域，而“人類意識”則與「精神分析學」或「哲

學」領域相關。因此，讓我們用下面的表一式子來先點出科學、宗教及哲學三領域在「類

炁功調理模型」中的互動關係。 

 

三、「類炁功調理科學模型」與「宗教」及「哲學」的關係 

 

表一.  愛、意識、能量、物質間之關係17 

Love（愛） 

↑↓ ←————— ？？？ 

Consciousness（意識） 

↑↓ ←————— ？？ 

Energy（能量） 

     ↑↓ ←————— E＝M‧C2 

Mass（物質 質量） 

 

1. 上個世紀 愛因斯坦（Einstein）提供了人類「質」、「能」互相轉換的定量關係式： 

E＝M‧C2，這個關係式經過科學的實驗證實。 

2. 現今的科學家正在孳孳不倦的進行心能實驗（Psychoenergetic  experiment），試圖找

出「意識」與「能量」之間的定量關係，Tiller 博士的 IIED 與類炁功調理實驗，即

為筆者選出的代表例。Tiller 博士個人認為或許在本世紀或下一世紀人類就可推導出

此一關係式，這種邏輯上論證的的可能性，即為哲學的領域。 

3. Tiller博士認為：「愛是一切創造的力量」（Love is the force of all creation.），然而「愛」

與「意識」之間的定量關係，人類究竟還需要花多長的時間才可能找到結果，不得

而知；雖然如此，一個優良的施治者，其進行療癒時如能具備無條件的愛、教育及

照顧等（Unconditional love, nurturing, caring, etc.）的專注意念（Focused intention），

當能使表一中的諸項關係為循由上而下的流程，亦即 愛 → 意識 → 能量 → 物

質，換言之，在充滿愛的意識時空環境中，引入無形宇宙高次元空間的能量（類療

癒炁能）  （註：參後文，涵靜老人指出：先天的炁就是「宇宙能」2
），使求診者產

生能變與基礎構造體的實質改變（Energetic and infrastructure change），而達到好的療

癒效果。由於Tiller博士與其夫人皆為虔乘的基督徒與資深的靜坐冥想者，這一論述

顯然帶有宗教與哲學的意涵；換言之，身為材料學科學家的Tiller博士，已經發現其

科學模式必須輔以宗教與哲學才能有較為前瞻與周全的解釋。 

 

綜而言之，科學的進展，肇始於唯物，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定律，將表一的作用流

程由底部「物質」往「能量」上推了一層，當代科學家冀望再上一層推到「意識」，T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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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在建構其「類炁功調理機制」時，卻發現還要上加一層「愛」。爰追本塑源，Tiller

博士的「類炁功調理模型」在施治者進行調理時，其表一的作用流程則是反過來由上而

下，亦即整個施治過程的根本基礎乃是「無條件的愛」。 

 

四、天帝教的「天人炁功」 

  「沒有宗教的科學彷彿跛腳般」愛因斯坦如是說18，所以愈來愈多的科學家相信科

學和宗教靈性之學是相輔相成的，而非昔日兩個不相容的世界觀，正信的宗教透過天人

親和(有形世界與無形世界的交流) 所獲得的資訊 (天帝教稱之為「聖訓」) 往往領先當

代系星地球之科技數十至數千年，科學家和工程師應懷抱著謙卑與求知的態度，正面大

膽接觸、小心分析及設法實證這些聖訓，從而加速提升系星地球的物質與精神文明以及

兩者間的平衡；而宗教也要“與時俱進”，借由科技的實證，其「聖訓」才不會淪落至

如愛因斯坦所說：「沒有科學的宗教如瞎盲一般」18或被神棍操弄而淪為神通斂財，所以

新宗教哲學思想家涵靜老人要倡議「天人實（證之）學」，每年舉辦「天人實學研討會」，

迄今已舉辦了十屆。那麼以「天人炁功」為主題，宗教哲學能補充提供哪些更為先進的

訊息呢？ 

 

（一） 天帝教「天人炁功」之由來與基本觀念 

天帝教的天人炁功傳下的時間大約在民國十三年(1924 年)左右2，也就是Tiller博士

提出圖三與圖四模型的六十年前，那時稱為「精神治療」（註：這裡的「精神」指的是「正

氣」7），筆者從個人觀點將其由來與基本觀念擷錄如下： 

 

……雲龍至聖和（天帝教第五十四代）天德教主蕭昌明在大陸湘西湖南深山裡面修煉了十年，

修煉成功了、得道了，然而因感嘆世人人情日蔽，人慾日深，致使生理、心理皆因濁氣充塞體

內而百病叢生，故發明二十個字（忠恕廉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禮和），拿這

二十個字準備下來救世、渡人，同時經由天人會談歷經五、六年而發明「精神治療」做為化渡

人心的先鋒，這個是十年來天上人間研究共同奮鬥創造的成果—廿字真言、精神療理。
2
 

 

……天上傳下此一炁功，是要天人合力來搶救三期末劫(註：指本系星地球爆發大規模核子戰爭)

及宏揚 上帝真道…我們知道基督教主當年在世的時候，他也給人看病，但是只能他自己看，不

能透過他的弟子，不能傳給他的弟子，弟子再去看病…」，時空、氣運不同，當今救劫的急迫，

精神療理方法由蕭教主傳給（天帝教第五十五代）天人教主李極初(涵靜老人)，再由涵靜老人

傳授給天帝教同奮（註：天帝教第五十五代之後返本還原，由□天帝指派涵靜老人為天帝教駐

本系星地球人間首任首席使者），天帝教同奮只要生活規律，每日自我反省是否「為學日益 為

道日損」、是否「確實遵守廿字真言人生守則」、是否「勤參法華靜坐直養浩然正氣」，肯執行 上

帝的權柄，就能看病，就能看的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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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精神治療之真諦」非為醫病，實為「鍼心」，並強調「精神」即「正氣」，自己須有

正氣，才能為人治病，……，兩誠相感，才有靈驗」。
7
 

……然而，世風日下，當前科技文明高度發展的結果，使得人類整個生活形態為之急遽改變，

許多人因汲汲於追求日新月異的時麾風尚，不知不覺間造成許多身心壓力，嚴重者不是罹患精

神疾病，就是受到個人心識強烈作用，引來外在靈體的無謂干擾。因此，在當前人類想要一探

「氣功」熱潮的同時，天帝教如何能以一種學理性的探討方式，走出以神道色彩為人鍼心、調

理疾病的陰影？
16
   

 

……科學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證驗、證明，我們給人家看病看得好，這就是證明、強有力的證明

啊，我們天人炁功究竟科學，還是不科學？你們自身先要研究。我相信凡是接受天人炁功的同

奮，正在下功夫靜坐的同奮都有炁，我們這個「炁」是先天的炁，不是後天的氣。我們先天的

「炁」，取之不盡，用之不竭；後天的「氣」是有限。先天炁怎麼來的呢？要靠我們自己本身的

條件啊，生活有規律，當然有正氣，一面修持五門功課，能夠真正替天行道，拿天人炁功作為

天帝教傳教的弘教先鋒，你們能夠發大願、立大志，自然看一個好一個啊。當然也不是說一般

病都能看，所以要隨機應變。將來天人炁功研究所，你們去研究，真正要自己本身的條件夠，

才能接得上無形中的靈力、靈能啊。這個先天的炁就是「宇宙能」。
2
 

 

……「炁」具多樣性，可投射到其想要到的各次元空間……並且隨後幻化出諸多可以被該次元

空間之能量所接收、轉化的妙用，甚至發揮出可與各性靈和子的意識訊息相互作用的妙用……

「氣」可與「較低次元空間」性靈和子的意識訊息相互作用。
16, 19

 

 

……從現代科學的研究觀察：人體的神經系統即為一個電流系統，而於人體自成一個電磁場，

小至細胞內的活動，大而至整個生理、心理的活動，均屬此一現象之作用……一旦電流系統運

作失去平衡，產生偏差，隨即影響了生理、心理之活動而產生病況的癥候，解除之道，可以運

用「兩誠相感」的方法加以調理……此一說法，在《新境界》一書稱之為親力(陰電放射)與和

力(陽電放射)的運用，而所謂「親和力」者，異性相引之電力作用也(親力為陰性，和力為陽性)。

接受對方病人的請求時，我們自己必須要有信心；因為對方病人發出來的電是陰電，我們用誠

心來解除對方病人的痛苦，我們發出去的電是陽電。陰、陽兩電若達到適切配合的熱準，自自

然然天醫院院士的靈力(先天正炁)就加被；若達不到這個熱準，天醫院院士沒有辦法，幫不上

忙啊！無形中的力量用不上啊！ 兩人之親和力，加上與天醫院院士之親和力作用而達到熱準

(可視之為一種適切的臨界變化狀態)，恢復前述電流系統之正常運作而生效也。
19 

 

  上述所節錄之七段「天人炁功」內容實已涵蓋與超越 Tiller 博士「類炁功調理模型」

的大部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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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天人炁功」來自天上人間研究與共同奮鬥創造的成果（「天上」即 Tiller 博士之圖

三中所稱的「無形宇宙」），其出發點是「救世、渡化人心」及「宏揚  上帝真道」，也就是

「大愛」。   

 

□上帝（天帝）真道即天心、仁心，□上帝因應本系星地球的人心狀況（劫由人造），

在不同時代與地域派遣不同的使者（《新境界》一書稱之為「第三神」
6,20 ），例如一般所熟

知之「儒釋道耶回」五教教主，降世以教化人心，其後天德教教主為教化眾生，集儒之

「忠恕仁義之道」、釋之「慈悲喜捨」、道之「清靜道德無為」、耶之「博愛救世」、回之

「清真自律」五教精義，創廿字真言（亦名「人生守則」）21，這二十個字均發自悲憫與

仁愛，這與  天帝教「上體天心之仁，生生不息之德，親親仁民，愛同胞，愛人類，愛

生物」之一貫精神完全符合。因之五教教徒與天帝教同奮一樣，只要選擇廿字真言其中

一字或兩字為各自修養行道基本之準則，融會貫通，身體力行，由於廿字的脈絡與精神

都是一致的，就能如《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所云「注水高隰，集澮一窪」22那樣自

然地匯流向「宗教大同，道本一源」。   

 

「天人炁功」是用「正氣」來調理病人。涵靜老人在闡述廿字真言的「正」字時，詩曰：

「格物化人先正己，方圓祇在規矩中」23。「正己」在「正心」，《大同真經》：「心氣相志」
4與《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心正氣正」22，所以能力行「正心」就可產生「正氣」。

《天人親和真經》曰：「是人之體，感於其正（像文天祥一般善養浩然正氣），其氣發而至

剛，出其玄門，與天同真」9，《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云：「持奮正理，氣介大聖」22。

「與天同真」與「氣介大聖」說的就是節錄文中之“真正要自己本身的條件夠（善養浩然

正氣），才能接得上無形中的「靈力、靈能」啊，這個「先天的炁」就是「宇宙能」＂，也就

是圖四中的「無形宇宙療癒能源」或圖一註解中之「玄妙能量」（Subtle Energy），Tiller

博士將其定義為「有別於現今科學所認知之四種宇宙基本力 （萬有引力、電磁力、弱作用力、

強作用力）的所有其它力能」（All those energies existing in the universe beyond the four 

known to and accepted by present-day science.），服務於台灣國科會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的陳建德院士，其所聲稱研究的「第五力場」，也歸屬於此一領域之中。精言之，在明

白了二十字真言的根源均發自「大愛」後，「天人炁功」的施治者若懂得表一的廿字真

言奮鬥大法並能力行，就可將求診者渡化為施治者，而真正達到天上傳下「天人炁功」

的目的：「渡化人心、救世」及「宏揚  上帝真道」。 

 

（二） 敬其所異  愛其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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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其所異  上開四之（一）“天帝教「天人炁功」之由來與基本觀念”一節，清楚

的顯示天帝教「天人炁功」之由來是肇始於救世與化渡人心的「大愛」，創有廿字真言

來協助施治者力行奮鬥善養浩然正氣以施行「天人炁功」，主要為對求診者「鍼心」調

靈，所以可說是一種「心法」，除此之外亦可兼具調身，更重要的是，求診者在解除病

痛後，使其接受廿字真言為其人生守則，能循表二之「廿字真言奮鬥大法」修持，終由 

 

   表二.  天人炁功之「廿字真言奮鬥大法」能將求診者升勝為施治者 

具大愛之施治者→ 

施治者力行廿字→「正己」→「正心」→「正氣」→「正炁」 

→「鍼心」渡化求診者之心兼及調理肉體  → 

求診者力行廿字→「正己」→「正心」→「正氣」→「正炁」 

→身心靈和諧   

→  求診者  升勝為  施治者  →   

…… 

 

求診者升勝為救世與化渡人心的施治者。相較之下，Tiller博士的「類炁功調理模型」：

第一，沒有類似廿字真言為基礎的心法；第二，其理論部分也未區別調靈或調身的先後

次序；第三，圖四中的療癒能量流程，從天帝教「天人炁功」學理的觀點，求診者具有

「自行性過濾機制」，會依其當下的身心靈狀況，自行判斷是分段接受或抵擋炁能的進

入，而不是照單全收。十九世紀產業革命以還，科學昌盛，物質文明一日千里，所以邏

輯上Tiller博士會先以某些物質為對象，而有電子儀器IIED的使用，而當發生因實驗對象

不同（例如為人療癒），IIED顯現功能不足時，他與大多數科學家一樣傾向於用各種發方

法去補充，於是有了表一的「意識」與「愛」，直到自認這樣才與預期目標吻合或才能

圓滿解釋結果，這種補充有時憑直覺，有時靠不斷的實驗，至於正確與否，往往要經過

漫長時間的體會或新實驗技術與數據的出現而得以揭曉。走筆至此，恰可與筆者多年前

在“天帝教天人實學聖訓之分析與研究─「無中生有」”一文24中所引述的一段文字相

呼應：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論描述所有空間以及所有時間，也就是整個宇宙。很自然的他想要

利用它，以數學方法來描述宇宙，但是愛因斯坦於 1917 年嘗試這樣做時，發現這些宇宙方程式

並不允許有靜態、不變的宇宙（請參閱《新境界》之『萬有動力論』：宇宙間實無一不在動態之

中）。根據他的理論，時空可以擴張，或者收縮，就是不能保持一樣。不要忘記，在那時代的人

們認為銀河系就是整個宇宙，是不變的，沒有人會想到宇宙也有起源與演化過程。愛因斯坦深

深瞭解「如果與實驗不一致，就是錯的」， 所以他就在方程式中加上額外的項目，只為了使他

的模型宇宙能夠保持靜止不變。這個額外的項目就是宇宙常數(Cosmological constant)，後來

愛因斯坦說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因為他試著要做的只是使他的模型能夠與當時最好的實

驗（就是觀測）證據匹配。過了十年之後，因為科學家發現宇宙正在擴張（1929 年『哈伯(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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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定律』），所以宇宙常數就可以從方程式中拿掉了，而愛因斯坦原先的宇宙方程式其實已預測

了「紅移──距離關係」的發現，既使他本人也不相信那會是真的，但是最後，他的「宇宙動

態觀理論」真的與觀測結果(宇宙會隨時間改變和演化)相符。 

這段文字提供了我們在推動「天人實學」研究時應有的態度一個什麼樣的啟示呢？ 

 

愛其所同  科學家Tiller博士在建構其「類炁功調理模型」時，除了物質、能量間之

關係以外，另外加上，如表一所示之能量、意識關係及意識、愛心關係，顯示唯物之科

學必須輔以哲學與宗教，才能邁履大進；而天帝教聖訓開示要其同奮反省：「天帝教之「天

人炁功」如何能以一種學理性的探討方式，走出以神道色彩為人鍼心、調理疾病的陰影？你們

自身先要研究，我們天人炁功究竟科學，還是不科學？」
2就是在強調宗教哲學必須輔以科學

才不至陷於迷盲。因此，科學家的「類炁功調理模型」與天帝教的「天人炁功」，在宗

教、哲學、科學三者應該結合「才能物質、精神一爐鎔，才能窮潛敏藏」的理念上是一

致的。另外一致的是，圖四與圖五皆顯示無形的療癒能量，並非直接傳入求診者，而都

是先經過施治者才傳至求診者的，因此施治者都應該先使自己成為優良的療癒能量傳導

通道，這就需要施治者的日常奮鬥才能有效傳導炁能。 

 

（三） 《新境界—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之「親和力與熱準（愛）」 

涵靜老人在其日記裡寫到：「兩誠相感，才有靈驗。」7朱熹夫子言：「不能感人，

皆誠之未至。」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亦即表二中「正心」前必須先「誠

於中」，可見「誠」的重要性。其實《新境界─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6之理論產生即為

涵靜老人特殊之「精誠」而得天人親和─感應之結晶（民國三十一年），《新境界》書中

即有闡述「兩誠相感」實為親力(陰電放射)與和力(陽電放射)的運用。陰、陽兩電相吸若

達到適切配合的「親和力」熱準（圖五），自自然然天醫院院士的靈力(先天正炁)就加被；

兩人之親和力（誠 1），加上與天醫院院士之親和力（誠 2）作用而達到熱準就能靈驗。

「熱準」可視之為一種適切的臨界變化狀態（註：圖三中英文Physics  Gauge‐Symmetry 

Level  of  the  Space  有類似之意思），所謂熱準者，善之誠心也。真理係根據善之誠心，

一切動念（親力）合乎天理人情，終能獲得□上帝的同情親和，所以「誠則靈」以「熱

準」來橫量。 

 

人身中之電有陰電與陽電之別（註：《新境界》
6
認為人由「電子體」與「和子」所組成。

「電子體」即為肉體，由陰、陽電子組合而成；「和子」亦稱之為「性靈」或「靈魂」，其化學

構成成分為H
o
氫之精華、O

o
氧之精華、電質、溫度、X特種原素），此種電力之放射即形成意

念之動因與性格之表現。如圖五所示，在和子之電質中所射出者為陽電，代表和善與慈

悲之情緒，也含有真愛性；在電子中放射者為陰電，即代表貪瞋癡等情緒，而「愛」則

為折中的情緒，亦即為「熱準」也。基督教以愛為 高情緒之表現，蓋基於此，Tiller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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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為基督徒，其在默唸印記詞時不忘以愛心念念專注於IIED以及會將「愛」列入表一中，

或許亦基於此。 

 

 

圖五、天帝教「天人炁功原理」示意圖與「熱準」說明6 

 

根據《新境界─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6之理論，「熱準（愛）」為折中的情緒，亦

即一種求其「和」之情緒; 換言之，是一種「心」（和子）與「物」（電子體）矛盾對

立下之平衡統一，亦即此種心物協調一體兩用之真道，係以相對之勢而演出矛盾統一之

萬象，始終撥亂歸正，以求其「和」。下面二則引文亦有助於此一論述，爰摘要如下： 

 

……前文提及的艾克哈特．拖勒 是全美最受歡迎的心靈指導老師與紐約時報第一名的暢銷書作

者，他寫的《一個新世界— 喚起內在的力量》
10
，書中有一段話是這樣敘述的：「我們常聽說

『神就是愛』，神就是至一生命，在無數的生命形式之內，卻又超越它們。所謂『愛』，就是

在二元對立的世界中，辨識出合一，而這就是神在有形有相的世界中誕生了。」 

 

……孟曰性善，荀曰性惡，實即為和子與電子之關係。……。若細析之，則「和子便是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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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善的，柔軟的，根本入火不焚，入水不溺的」；「電子則是重的，凶惡的，剛烈的，可以焚

溺的」。一方面和子又是具有「靈覺的，主動的」；電子則是「漫無知覺的，盲動的」。是以

和子與電子同處一軀之內，實為矛盾之統一，對立之調和，其鬥爭始終繼續不已，直至電子最

終達到其勝利之目的，將和子排擠於外（即所謂死）而後已。
6
 

 

是以如能經由修持，例如：靜參、表二之「廿字真言」奮鬥、天帝教與基督教之「祈禱」、

儒家之「祭祀」、道家和佛家之「誦經持咒」等，月渝其年年渝其歲以「至誠之心」為

之，則能「煉魂（和子）制魄（電子體）」提高前述折中時「和子」中電質之陽電力放

射所佔的比率（相對降低電子體之陰電力放射所佔的比率），從而提高熱準為「大愛」。

「大愛」就是有愛人的心，就是仁（廿字真言之一），而非愛情的愛，仁愛是公，愛情

是私，仁、像果核裡的仁，果仁種在泥裡，長起來就結果，果中又有仁，仁種了，又結

果，如是永遠生長不停，所以「大愛」是生生不息的根本，所以「高熱準」即「大愛」，

能增益「天人炁功」之調理效果。 

 

 事實上，《新境界─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6所提出之「熱準（愛）」理論，其應用不

止於此，另一應用例可參見其「電子論」一節所敘述，其大意為：「由無數之陰電子結成為

陰電，再由無數之陽電子結成為陽電，只有當其陰、陽電子達到適度熱準，兩種電力才相引，

方成物質（由電子結成原子，原子成分子，分子成物體（包括人身肉體），即所謂「愛力」之

作用）。」 

 

（四） 「親和力」如何量化與實驗驗證 

 

以圖三與圖五中和子與和子之間的引合為例，「親力」與「和力」皆為電力放射，《親

和真經》曰：「否親無準  否得其和  否親無定  否得其親」9，也就是「親力」與「和力」

除了要有定向、要有一定的投射目標以外，還必須當甲、乙和子雙方之「親力」與「和

力」已達到親和熱準時才能相引形成「親和力」。既然「親力」與「和力」皆為電力放

射，而現今科學已發現電力方面存在所謂「庫倫定律」來描述電荷間之作用力（表三），

法國科學家庫侖（Charles Augustin Coulomb，1736～1806 年）用扭秤實驗得出：「兩個

靜止的點電荷之間的相互作用力與它們之間的距離平方成反比。」雖然這一實驗定律的

發現比牛頓發現萬有引力遲了 100 年，但是兩種作用力都與它們之間的距離平方成反

比。本文的主要問題之一是：“「親和力」同樣為陰陽正負電力之引合，是否也存在類

似的公式？”答案是：「存在，但是量化上需要實驗研究」。  上開（一）中曾引述「炁」

可與「各次元空間」性靈和子的意識訊息相互作用，天帝教天人交通之聖訓傳下表三中

之公式，茲初步分析如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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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式中甲、乙和子內聚電荷量如何定義與度量 

人類目前公開的科學文獻中，未見有任何報導關於靈魂的組成原素，那麼讓我們回

顧「庫倫定律」中的電荷當初是如何定義與度量的。在庫侖做他的著名“扭秤”實驗時，

對電荷的量還沒有明確的定義和度量方法，故在他的研究報告（《法蘭西皇家科學院研究

報告集》第 569 頁）中，只強調了反平方定律，並沒有明確提到電力與電荷的電量成正比

（表三），關於電量的嚴格定義是高斯（Gauss）等人在以後作出的，所以，現在所看到

的庫侖定律是後人在庫侖扭秤實驗結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25。 

 

表三. 電力之庫倫定律與親和力之引和動力公式 

電力之庫倫定律（Coulomb's Law） 親和力之引和動力公式16,19 

 

 

 

引合動力 ＝   

｛甲、乙和子意識總值 × │次元天界差│｝ ×   

│甲和子內聚電荷量 × 乙和子內聚電荷量│ 

（甲、乙和子間投射距離） 

F :作用於兩個帶電粒子間的電力 

[牛頓]  

q1  粒子A的淨電荷 [庫倫]  

q2  粒子B的淨電荷 [庫倫]  

d   粒子A與B之間的距離[米]  

k  常數 9.0 * 10
9
[牛頓‧米

2
/庫倫

2
] 

「意識總值」：甲、乙和子於意識放射時，所產生善、

惡念力的電力總值。 

「次元天界差」：甲、乙和子所處的次元空間數之差。

如處於同一次元空間時，其值為「一」。

「和子間投射距離」：甲、乙和子以意識為主導，彼此

所投射在兩者之間的幻化距離。 

庫侖定律的實驗驗證雖然都是在 10
-2

～10
0
米範圍內進行，但其適用範圍可

擴展到 10
-13
～10

26
米。 

此公式所適用的範圍，必須在甲、乙和子雙方已達

到親和熱準時方足以生效。 

 

 

(2) 公式中甲、乙和子內聚電荷量如何定義與度量 

人類目前公開的科學文獻中，未見有任何報導關於靈魂的組成原素，那麼讓我們回

顧「庫倫定律」中的電荷當初是如何定義與度量的。在庫侖做他的著名“扭秤”實驗時，

對電荷的量還沒有明確的定義和度量方法，故在他的研究報告中，只強調了反平方定

律，並沒有明確提到電力與電荷的電量成正比（表三），關於電量的嚴格定義是高斯等

人在以後作出的，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庫侖定律是後人在庫侖扭秤實驗結論基礎上

發展起來的25。 

 

另一方面，《新境界》6認為：宇宙中構成物質之兩種最終成分分別為和子與電子，此兩

原素瀰漫於大空之間，在人體中和子即是一般所謂的「性靈」，而電子則組成肉體（之所以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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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乃因其與人類原子化學上所發現而依據者略同，即是代表物質中最微小的一般化學變化不

能分割單位）。陰陽電子之運行，因其尚未成為一種盲動不已之氣粒子，故其引律亦與普通之

電異。在普通電學上之陰陽電為「同排異引」；而電子則為「同引異排」，電子同引之時，由

於溫度之增加逐漸必到一定之熱準，在電子達到其一定之熱準時，陰陽電子即相互扭合（異引）

而成為電（包括陰電與陽電），此種電即為大空中之雷電之電，亦即吾人心目中所感覺而得以

實驗之電也，其定律為「同排異引」，如世人所知。是故陽電子與陰電子必至一定之熱準，方

可變電而為異引；反之，該電如失去其一定之熱準，即復原而為陰陽電子，仍為同引矣。此為

物理學上尚未發現之真理。蓋電子之引律若亦為「同排異引」，便不能湊合而為物質單位之原

子，而宇宙間亦無所謂物質矣。故與電學定律「同排異引」相反，而為「同引異排」，是以其

作用在於維繫一種物體之和合，由無數之陰電子結成為陰電，再由無數之陽電子結成為陽電，

兩種電力相引，方成陰靜電子體物質（由電子結成原子，原子成分子，分子成物體）。 

由於陰陽電子達到一定之熱準時，才能相互扭合而成為吾人得以實驗之普通電學上之陰

陽電，而可以「庫倫定律」來計算其作用電力，依此推論個別電子其電荷量必然遠小於

電學上之陰陽電荷量。而「和子（體）」為一種含有陽電之質素與帶陰電之電子（體）

的電性相反，更細微的說，人類髮頂後有一頂旋即為和子旋入之處，和子以其原素（前述之

五原素）中之三分之一量充實每個原子中之電核，以司神經知覺之貫通，故每個原子電核又可

名為「小和子」或「末和子」
6
。「小和子」相對於「和子（體）」其電荷量自然較小，然而

如何定義與度量之，我們目前之處境正如電力科學發展史中之「庫倫定律」一樣，「親

和力之引和動力公式」尚待有志之士鑽研之以探索出和子電荷量的明確定義和度量方法

！   

 

(3) 公式中甲、乙和子間投射距離是d還是d1 x d2 

「甲、乙和子以意識為主導，彼此所投射在兩者之間的幻化距離」出現於表三「引

和動力公式」之分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甲、乙和子所投射之幻化距離d1 與d2 不同，

或者相同（d1=d2=d，d1 x d2 = d2），那麼「親和力之引和動力公式」就與「庫倫定律」

和「萬有引力」一樣，其作用力都與它們之間的距離平方成反比，尤其令K =｛甲、乙

和子意識總值 × │次元天界差│｝，表三中左右兩式就更相似了。然而如果公式中的「幻

化距離」指的是單存的單一距離d，則甲、乙和子間之作用力僅與它們之間的距離成反

比。接下來的是，「幻化距離」如何明確定義和度量？是和「庫倫定律」一樣，採用[米]

嗎？亦有待進一步探討之 

 

(4) 公式中甲、乙和子意識總值如何定義與度量 

聖訓之敘述：「如甲、乙和子分別放射出善念意識，其電力值各為「正值」，兩正值電力相引，

其意識總值為「正」，引合作用為「善引」關係。如甲、乙和子分別放射出惡念意識，其電力值

各為「負值」，兩負值電力相引，其意識總值為「負」引合作用為「惡引」關係。如甲和子放射

善念意識（正值電力）、乙和子所放射的意識已轉為惡念意識（負值電力），此時二者間即會形

成正負值電力相斥，迫使甲、乙和子不再發生原先的意識相感現象，亦即甲、乙和子不結緣」
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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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兩誠相感，才有靈驗。」就是引合作用為「善引」關係，其意識總值

人類意識與「愛力媒介」 

兩誠相感，才有靈驗。」，也就是具備「善之誠

心」

 

在前段的前提下，底下之析論將集中於「靈（和子）」與「意識」之關係。根據《天

人文

六中的「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屬氣化能量，屬先天遺性部分，而「大腦皮層

之腦

「天人炁

為「正」。  而善念意識碰到惡念意識產生正負值電力相斥時，甲、乙和子意識總值為

「零」，所以無法產生引合動力。從後天科學的角度，同樣會問：那如何度量「意識」？

根據表三，「意識總值」即為「念力的電力總值」，如果比對表三中的「庫倫定律」，其

因次單位將類似於[牛頓‧米
2
/庫倫

2
]或[牛頓‧米/庫倫

2
]，其中[牛頓]為力量的因次單位。

究竟真相如何，同樣，尚待研究。 

 

五、 

天帝教之「天人炁功」必須達到「

才能達到「親和力」之熱準（愛），「親力」與「和力」才能有效引合，才能靈驗，

而和子與和子之間的「親和力引和動力公式」中含有「意識總值」與「意識投射」等因

子，Tiller博士之「類炁功模型」雖未提及人之靈魂（和子），但是圖三與圖四中之無形

宇宙與無形宇宙療癒能源，也可視為比凡人和子更高明的和子，其相關之表一也放入「意

識」與「愛」兩因子；另外，涵靜老人在其日記裡闡述：「天人炁功之真諦」非為醫病，

實為「鍼心」7，本文先前已加以析論。此處之「心」，可視為「身、心」二分法之「心」，

即為「靈（和子）」，亦可視為「身、心、靈」三分法之「心、靈」，其中之「心」為「身」

與「靈（和子）」結合後之中介狀態，因此如沒有「靈（和子）」與「身」之結合成為生

命體，「心」就不存在，所以「天人炁功之真諦」為「鍼心」就是「鍼靈（和子）」，換

言之，「天人炁功」實為「靈體醫學」於本系星地球之分支。 

 

化新探討二》26所記載，當和子與電子體結合後，在人類大腦皮層上、下方的空間

處，會產生意識交集與訊息交流的無形電力引合網路，稱之為「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

（圖六中之虛實橢圓線圈），並以此主宰該生命個體的先後天人格發展。「靈魂意識交集

引合網路」就其機能而言，可比喻為人體之小雷達（有接收、發射親力與和力電波的功

能）。 

 

圖

部功能」屬後天遺性部分。每一個人之先天專長，由於受限於「靈魂意識交集引合

網路」與「大腦皮層」先、後天遺性之差異存在，以致於每個人在接收無形靈界訊息時，

所面對的盲點亦不同。圖中之意識狀態為整體性之抽象理念，其間之奧妙關聯著和子與

電子體作用於「意識交集區」後，所產生之反應性功能與結果。當一股能量與意識訊息，

不論來自大空之炁或由體內而來，在進入「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中運行時，假使已

經能刺激到圖六中和子各原素所含藏之「意識」、「靈識」、「靈覺」、「魂識」四大意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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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反應區，就會在其中產生出新的傳遞介質（如愛力、小和子）發揮它應有的傳遞功

能，才足以依照常態性流程由： 

 

「熱準點」（和子層之「魂識」）（圖六灰色部分與右下角放大圖）→   

→

」） 

之作 四大意識內容。 

  和子電力作用區（和子層之「靈覺」）  →   

→  電力反射區（意識交集區之「靈識」）  →   

→  腦部功能反射區（電子體層之「（一般）意識

用發揮，產生具體性「靈」、「明」、「覺」、「知」等之

 

六、人類「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虛實橢圓線圈）與「四大意識層」之運作關係

圖（來回箭頭表示訊息傳遞；實線表示有形個體之訊息電流軌道，虛線表示無形電力

軌道；實與虛四大軌道由外向內分別相應於和子的OO精華、HO精華、電質、X原素電

流與電力作用軌道；實與虛四大軌道之間分別相應於電力反射區與電力作用區；灰色

部分統稱「熱準點」為X原素的作用範圍，經放大置於圖中右下角，又可細分為引合

點、熱準中心、熱準點）26 

 

 

一方面，西方精神分析學家容格（C. Jung）將佛洛依德（S. Freud）原創的人類意識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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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的潛意識概念更深層化而提出有關人類三種意識的論說模型（圖七）27：將人的意

識內涵比喻成一個個島嶼，浮在水面的可見部份稱為「意識」，每個島在海面下的獨立

部份稱為「個人潛意識」，而島與島相連接的底層部份稱為「集體潛意識」。茲將兩種有

關意識的論說比較如下（圖八）： 

 

 

圖七、容格（C. Jung 有關人類三種意識 圖八、天帝教（The  Lord  of  Universe ）

的論說模型27  Church）  的意識論說與西方精神分析學

的三種意識論說的對照表26, 27, 29 

 

一般意識(知)：是指一般心理學、精神醫學所探討之意識形態功能與特徵。其表現特徵，

較偏向於是指一般性之思維、分析或邏輯性之推理能力以及各種情緒反應。

一般意識屬於肉體腦部功能反射區之作用，等同於一般心理學所稱的意識。
28 

 

識意識(明)：其特性為「和子」與「小和子」之功能化合反應層，功能一方面接收來

可分二部分：其一，來自電子體層面的強烈情緒衝

靈

自大腦功能已反應出較具強度之電流訊息。表現特徵：如強度之生理慾求引

發強烈之心理反應，或強烈之情緒衝動而大腦意識功能一時無法處理者；另

一方面接受來自和子層所傳遞之電力訊息。表現特徵：由來自和子層具強度

之「整合性思維活動」等。而當以上兩類訊息處理完畢後，此區之訊息過程，

再轉入Ｘ原素中貯藏。28 

簡言之，其功能作用層面

動，生理慾求引發的強烈心理反應。其二，來自和子層面的整合性思維活動，

如一般直覺的整體概念或印像等，等同於一般心理學所稱的前意識（或個人

潛意識）（圖七）。此區為和子與電子體之交介區：即「心」，即前述和子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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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體矛盾對立與統一的動態平衡或沖和區（註：既然為動態平衡，或許這就

是為何俗語說「人心難測」了！），而《新境界》6指出在變態心理學上有所

謂潛意識者，亦即電子力之反抗作用也。 

 

覺意識(覺)：是指和子電力作用區之範圍。由於此區仍屬和子層，故其間的作用內容

等同於一般心理學所稱的潛意識（或集體潛意識），進入此意識

靈

亦以和子中各原素之活動為主。其功能特性則為：接收來自「魂識」之愛力

引合作用。發揮各原素間之基礎特性，以司影響電力反射區之訊息作用。一

旦訊息作用完畢（包含已交由腦部功能執行命令）仍會將此區作用之訊息過

程存入Ｘ原素中。表現特徵：如深層之精神活動及由靈感而得之創意性思維

想像等。28 

所以靈覺意識

層面，將會發現人類於潛在思想上的諸多共通性與關聯性（圖七與圖八）。值

得注意的是前段中之「接收來自「魂識」之愛力引合作用、交由腦部功能執

行命令」，《新境界》6指出：如以道家或佛教之名詞配稱之，則道、佛所稱之

「魂、阿賴耶釋」與天帝教所稱之「Ｘ原素」相配稱，釋曰：「眾生皆具佛性」，

人人有佛性善根，佛性就是天心、仁心、大愛，深藏於Ｘ原素中，這就是為

何「天人炁功」之施治者必須具有愛心，為甚麼《新境界》曰：「愛就是熱準」
6，心境修持達塵垢之幕漸清，升勝漸進到了深層意識，自能漸化私愛為公愛

為大愛，能產生「愛力熱準」，而「電質」負責「真愛」陽電之電力放射，能

經由人類於潛在思想上的諸多共通性與關聯性之「集體潛意識通道」達到「人

與人親和」的「相感」，炁療自然靈驗。 

 

識意識(靈)：是指和子「熱準點」中之「真愛」及「記憶貯藏」特性。換言之，即曾

《 分時，指出「Ｘ特種原素」，其「Ｘ」

魂

於「意識交集區」反應過之訊息電流，當其傳導功能完畢後，其訊息會經由

「小和子」之媒介傳遞方式，進入此「魂識」區中，以為Ｘ原素貯藏記憶之

資料部分。但屬於「靈覺部分」之記憶傳導方式，則是以「愛力」為傳遞媒

介進入Ｘ原素之記憶體中貯藏。28 

新境界》6在介紹和子的化學組成成

代表某種性靈意識，此「靈魂意識」就是「魂識」，是很深的一層意識，Ｘ

原素具有神明與果決意識狀態，能導引電質、H
O
、O

O
三種原素而指揮神經，

為諸元之本體，超凡入聖之門。此種極深層的潛意識，當處活耀的狀態時，

將會隨著內在魂識的主體意識導向，連結至「大宇宙意識」的靈流中，而獲

得來自大宇宙意識的意識訊息與充沛的宇宙能量，修持到了這一深層意識，

人上通天心的本心已然敞開，「人與天親和」的「相感」，因真愛貫通而水到

渠成，有了充沛的宇宙能量與意識的加持，炁療自然靈驗。。此部分因涉及

靈魂意識的作用狀態，因此一般心理學尚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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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意識：《天人文化聖訓集錄》29對「宇 宙 意 識 能 量 流 」有如下之說明：是指來

 

表四.  愛、意識、能量、物質間之關係 

Tiller 博士之 實學觀點 

大

自宇宙大空間中的集體意識靈流群。其中包括在各次元空間之和子與和子間

在親和往返時的能量傳遞部分，和子以能量型態做為意識投射的能量（靈流）

部分，以及和子欲以意識主導方式，改變該次元空間中的組合型態等之龐大

意識群。 

科學觀點 天帝教之天人

Love（

————— ？？？ 

Consc

 ？？ 

Energ

——— E＝M‧C2

大宇宙意識（心包太虛、無量大愛(神)）

—愛力 

和子 

和子 

—親和力引和公式 

←————————— E＝M‧C2 

愛） 

↑↓ ←

iousness（意識） 

↑↓ ←—————

y（能量） 

     ↑↓ ←——

Mass（物質 質量） 

↑↓ ←———————————愛力 

魂識（和子體：X 原素真愛） 

↑↓ ←——————————

靈覺（和子體：OO、HO、電質） 

↑↓ ←———————————小

靈識（心：和子與電子體交集區） 

↑↓ ←———————————小

意識（電子體大腦） 

↑↓ ←——————

能量 

↑↓ 

物質  

 

事實上，居住在各系星地球上的人類，雖有士、農、工、商等之別，但因每個人的志心

不同，自然凝向於太虛大空之心氣亦有所別，原則上決定各系星地球上人世間安寧或劫

亂及各人身心靈之和諧與否的關鍵，與這些凝於大空之氣因物以類聚所形成之集體意識

靈流群是否祥和或暴戾息息相關，是以《天人日誦大同真經》
4
云：「大觀際宇 咸為漠

漠 是相是士 即祥即戾 以斯而積 別為陰陽 別為怨喜…止心則氣祥 慾潔而氣臻 凝於

太空 是分平善劫惡是謂云。」又云：「一生一祥，芸生凝祥，維於四極，繼於宇宙，

無志之氣不生，劫亂焉萌，是斯者，可云清寧，可進大同。」闡釋的都是「宇宙群集意

識靈流」在氣場上的表徵，以及人之身體為善惡同體、道欲並存、神魔並闡（圖六中之

和子層與電子體層意識交集區 — 靈識意識層），唯有加強奮鬥煉化七情六慾之電子體

層盲動，才能撥亂反正（和），這種因奮鬥求其「和」之情緒，就是提升熱準（愛），由

電子體（肉體）的「盲動（一般意識）」當家，進階到和子層（靈魂）「靈覺、魂識」的

當家，靈覺與魂識之間是以「愛力為媒介」，「天人炁功」為靈體醫學之一部分，當然也

以「愛力為基石、為媒介」。歸本究源，求其「和」的和字為廿字真言的 後一字，求其

「和」就可增其「愛（熱準）」，《新境界》6的結論之一即在強調撥亂反和（「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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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相通），以自救救人救世，蓋因宇宙天理之真象在一「和」字，……人生之電子與

和子不得其「和」，即有死亡；人類心理感應不得其「和」，即生仇；社會秩序不得其「和」，

即有變亂；國際不得其「和」，即生戰爭。推而衍之，科學與哲學不得其「和」，即無真

理；道德與知識不得其「和」，即無和平；天人不得其「和」，即無大同。故天地之基，

聖凡之道，立國之本在一「和」字6。至此，當可領悟雲龍至聖與蕭教主當初悲天憫人、

高瞻遠矚傳下「天人炁功」與「廿字真言」來救世、鍼心渡人的初心與心包太虛的大愛

胸襟，  且可將表一補充為表四來對比，以為本文析論之結尾。 

 

結論 六、 

宗教在本系星地球人間，由於唯物科學發展的巨輪不停的轉動，誘發人類本質上

的貪、瞋、癡、愛，復受酒、色、財、氣的薰染，而變了質，宗教一旦背離了慈悲關

懷的本意，就反生仇恨激盪造成殺伐暴戾之氣與戰爭、疾病，究其原因乃為物質科學

文明凌駕了精神（宗教哲學）文明，使人類走向極端，偏離了仁愛與中庸。所幸人類

不同種族、宗教、文化雖有差異，但本自俱足仁愛天性，經由本文主題之析論，可發

現天帝教之「天人炁功」與「廿字真言」其出發點之真諦為「鍼心渡人救世」，也就是

喚醒眾生流露出被物欲塵垢遮蔽、深藏已久的天性：「真愛」，有了真愛世界才有和平、

才能大同。而一位傑出的科學家 Tiller 博士，長年浸淫於材料物性的鑽研，在與宗教及

靜坐冥想的接觸下，觸發其從單純操控機器（特定意念印記裝置）代工，轉而從事親

身以人類精神意識療癒病人的實驗研究，其結論是「愛是一切創造的力量」，也是圓成

其「類天人炁功科學模式」所必須加入的 後一項關鍵要素，在這裡，本文析論出天

帝教「天人炁功」與 Tiller 博士「類天人炁功科學模式」之起點雖相異，但是同樣認為

「真愛」才是宇宙真理，「神即是愛」，所以透過愛的媒介可以和無形交流，可以感動、

引來無形宇宙能量的灌注，療癒便有效。本文亦強調天帝教之「天人炁功」是一種心

法，由於人之生命為為善（和子層）惡（電子體層）同體、道欲並存、神魔並闡的矛

盾統一之動態平衡，唯有經由「廿字真言」的力行修持，動態平衡的折中點（即親和

力熱準）才會落在和子層的深處，人類始能撥雲見日，打開靈覺、魂識等深層意識內

的「真愛天性」，「真愛」熱準高，一旦主宰人類行為，就能撥亂反正（和），在精神面

也能與大宇宙意識能量流接通，而達宇宙一家，然而「魂識」與「大宇宙意識」涉及

和子（靈魂）內部潛力的開發，目前一般心理學尚未探討。 後本文也析論出欲將唯

物科學所未知之天帝教「天人親和引合動力公式」定量化與實證化之困難點，並以天

帝教天人實學之觀點草構出表四之「愛、意識、能量、物質間之關係與流程」，就教於

社會賢達與專家，同時也將繼續探索此一需要精神與物質文明相融相合、宗教哲學科

學相輔相成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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