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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自然之道」與「自然之丹」為架構，梳理《唱道真言》之思想

脈絡，談論先性後命的自然無為丹法，並介紹天帝教靜坐的氣化理論，與《唱

道真言》的丹道思想作會通與探討。最後，歸結「自然為宗，無為為法」之

自然無為頓法，為中國正宗靜坐源起自伏羲、神農、廣成子、天真皇人、黃

帝、老子一脈相承的道統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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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其 楨 (緒 勵 ) 

 

 

一、前言 

  《唱道真言》成書於清代，乃是一部專門談論道家丹道修持的著作。據書中記載，

該書是由青華帝君於無形所傳示，人間由鶴臞子以天人交通方式侍錄而成，在浩瀚眾多

的丹經道書中，《唱道真言》被認為是道教煉心方面的名著。涵靜老人生前傳習靜坐，

從不鼓勵弟子參讀丹經，認為丹經滿紙陰陽五行，後學者容易受其誤導而迷亂，不得其

助而反受其害，但唯獨推薦這本《唱道真言》鼓勵弟子研讀，蓋因其直指丹道之真詮──

煉心，為「千聖總途，萬真要路」，與涵靜老人道統傳承之昊天心法相互一貫。 

  本文先以《唱道真言》內文所言之「自然之道」與「自然之丹」為架構，對《唱道

真言》之思想內容作一梳理，希望能以較簡單清楚的方式呈現出《唱道真言》的思想脈

絡，是故對於內文中有關煉心修持的精華部份並未多作陳述。之後，則以天帝教靜坐的

氣化理論來與《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作會通，希望能從兩種不同的丹道理論表述中，

以交叉比對的方式，能更清楚的認識兩種丹道理論所要表達的意涵。最後，再從兩種理

論內容的差異中探討天帝教靜坐法門之「點道」、「默運祖炁」、「原靈合體」的特殊意義。 

二、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 

（一）丹道的由來 

  《唱道真言》認為丹道的產生是上古聖人有感於眾生陷溺，執著於物質現象，對於

大道虛無的境界，不能有直接之體悟，故以煉丹立說，藉用丹道之權巧以接引眾生返回

虛無大道。 

上古聖人，憫人之不能及于無爲也，故教人煉丹，使之從無爲中討出有爲1。 

                                                 
1 《唱道真言》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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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聖人，著書立說，未嘗著一丹字。丹之說，起於漢代。蓋上界高真，憫衆

生之陷溺，故以煉丹之說，引而掖之於道。後世之人，遂分爲性命兩宗2。 

  上列引文與老子「大道廢，有仁義3。」的思想相近，皆認為人心日漸迷執，不能

體悟大道無為，聖人基於慈悲，便利用有為的方法（丹道、仁義等），在不離道之根本

的原則下，來做輔助性之引導，使人得能日趨於無為的大道。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往往是

「智慧出，有大偽4。」當有為的權巧方法出現，世人往往圖利於有為法的近效，卻丟

棄了根本之大道，然後又以盲導盲，以致各種有為的方術紛紛雜起，迷惑世人，故《唱

道真言》又說： 

太上度人以道，不聞以丹；神仙度人以丹，未嘗離道。其他小小羽流，便誇秘

傳。自古以來，未有以術度人，而可以長生不死，解脫諸趣者。延年卻病，理

或有之5。 

也就是說只有大道才能助人解脫生死而獲長生，有為之術雖效用具體，不過頂多能有延

年卻病之效，不能使人得道長生。因此，能夠不離失根本大道的丹術即稱「丹道」，此

為《唱道真言》主要傳達的思想內容，因此，又說： 

上古聖人千言萬語，只教人惟道自務。 苟明于自然之道，則明于自然之丹矣6。 

 這裡告訴我們，只要明白「自然之道」，就自然知曉「丹」之內涵，以及「煉丹」的方

法。那麼什麼是「自然之道」？什麼又是「自然之丹」？「自然之丹」如何取法「自然

之道」？這些問題將在下文中進一步引說。 

（二）自然之道 

  《唱道真言》如何說明「自然之道」？ 

１、道體虛無：道者，虛無之體也。虛無不可立名，故聖人強以道名之。虛生—，

一生萬；萬還一，一還虛7。 

２、道即太極：道莫大於太極，而丹象之。……清虛洞玄，洪蒙一氣，道之體也8。  

                                                 
2 《唱道真言》卷五。 
3  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4  同上。 
5 《唱道真言》卷四。 
6 《唱道真言》卷三。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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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太極生天地：夫太極之生天地也，陽升於上而爲天，陰降於下而爲地； 故煉

丹者，當知未有天地之先，如何是個太極。 太極者，清虛無爲之

體也。 未有形聲氣數之時，有靈之至而神之極者，太極是也9。 

４、陰陽為道之用：易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陽，道之用也。 若道之體，

則無陰無陽，而爲陰陽根。故曰太極未有陰陽，陰陽者在兩儀將判

之時乎10！  

５、無極即太極：無極太極何以分？ 此中有個玄關一竅，此無極太極所由分也。

無極即是太極，此不易之論也。 吾只言太極，不言無極，意蓋如

此11。 

  由上文（１）至（５）項之引文中，我們可以對「自然之道」作如下之認知： 

  「自然之道」可從「道之體」與「道之用」二層來認識。天地創生之前「清虛洞玄，

洪蒙一氣（炁）12」，其狀靜虛之極，是陰陽不分的單一絶對狀態，此為道之體，又稱

無極。當靜極而動，在將動而未動之霎那，是所謂「動之始」的狀態，是一（一畫闢洪

蒙）而未生二13（分陰陽），則稱太極。太極之後則分陰陽二氣（一生二），陽氣清輕

上升化為天，陰氣濁重下降凝為地，進而陰陽二氣自然引合相交（二生三），然後化生

萬物，此為道之用。當動極則返靜，陰陽二氣自相交而至相融（沖氣以為和），最後合

和為一，返本還原，逆返虛無。如此「虛生—，一生萬；萬還一，一還虛。」透過自然

之力的運作，自然之道即在此一往一返，一順一逆，一闢一闔之運作過程中，完成整個

造化循環。 

（三）自然之丹 

  自然之丹即是取法自然之道，運用自然之力而成就長生大道之丹法；換句話說，就

是運用自然之力，透過精神與肉體交相鍛煉的過程，使二者相互化合成胎（丹），並經

過不斷精煉後脫胎（脫離軀瞉）、陽神沖舉，成就能夠長存宇宙並在宇宙中來去自如的

新生命。 

                                                                                                                                                         
8 同上。 
9 同上。 
10 《唱道真言》卷二。 
11 同上。 
12 如要對表述名詞作進一步的細部區分，此處所指應是尚未落入後天，未有陰陽相對之先天「炁」，而「氣」

則代表後天，已有陰陽之分。 
13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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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人身一太極 

  自然之丹的關鍵基礎即在取法自然、運用自然。因此，要了解自然之丹，首先必需

先明白自然之道在人身中如何展現。 

太極者何也？ 曰混沌以來，一粒金丹也。 生天生地之後，太極無乃煥然而散

乎？ 曰太極可以變化，一變而爲萬，萬具一太極。 萬化而爲一，一仍一太極

也。 此太極也，大則包天地，小則入芥子14。 

若曰太極生天地，天地分而太極遂判 似也；然天地判，太極未嘗判也。 太極渾

淪，原如未生天地以前。 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太極包乎天地之外也；語

小天下莫能破，太極入乎萬物之中也。 合之天地，同一太極，分之萬物，各一

太極，而太極何判之有？ 然陰陽判而爲天地何耶？ 曰：此太極之用，而非太極

之體也；陰陽者，太極之用也。 天地之外，天地之內，猶太極包涵貫注者也15。 

  因為「合之天地，同一太極，分之萬物，各一太極。」因此，人身亦為一太極，自

然之道在人身中之展現就如同在天地間之展現一般，也就因為這樣的道理，所以自古以

來，在中國哲學中有所謂「天為一大天，人為一小天」之天人同構說法。 

 ２、太極即丹 

丹者何也？人中之太極也。 一身可分爲萬身，萬身仍合爲—身。 猶太極之一而

萬，萬而一也16。 

丹，太極也。無極即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也17。 

丹本無形，未嘗無物；分合無端，變化莫測。可分之而貫通於周身，可合之而

靜藏於一竅。一變而成象，再化而爲虛。鬼神莫喻其機，天地莫窮其妙。「神

無方而易無體」，其神丹之謂乎18！ 

  對於「丹」之認知，《唱道真言》明確的指出，所謂的「丹」也就是人身中太極的

另一代名詞：其動則分之而貫通於周身，主宰人身之生命活動；其靜則合之於一竅（玄

                                                 
14 《唱道真言》卷一。 
15 《唱道真言》卷二。 
16 《唱道真言》卷一。 
17 《唱道真言》卷二。 
18 《唱道真言》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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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一竅19），體現太極之虛無本體。然而依此說法，則必需面對一個問題：人身既是一

太極，而太極又是丹，那麼丹豈不是現成於人身之中，幹嘛還需要去做煉丹與結丹之功

夫？對於這個問題，在上文中言及太極有「體」與「用」兩個層面，在「用」的層面是

一順一逆的作用循環，也就是說「虛生—，一生萬」是太極由先天「無」的本體狀態作

用至後天「有」的生命現象，這是順生的過程；而「萬還一，一還虛。」則是由後天生

命現象返歸先天的本體狀態，這是逆返的過程，而「丹」主要就在強調太極的逆返過程。

另外，我們也可從「丹」的字形上來看出這方面的意義，「丹」之字形有「日」與「月」

兩字形結合之象，而日與月分別代表陽與陰，這也透露出「丹」具有從陰與陽的相互對

立作用狀態到合融為一的逆返意義。因此，在《唱道真言》第二卷中有段文字表示如下：  

故結丹者，還太極之體則丹成矣。……丹者，單也。惟道無對，故名曰丹。 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穀得—以盈，人得一以長生。 一者單也，故吾解之曰

單一之義。……然則太極其一乎？其單乎？人身件件皆偶，反乎單則丹矣。所

以反乎單之道何在？曰：致虛守寂則反乎單矣20。 

  在認識了「丹」之涵義後，接下來就要進一步了解「結丹」之法。對於結丹之法，

其實在上引文中已經明白指出──「反乎單之道何在？曰：致虛守寂則反乎單矣。」 

 ３、先性後命 

  在《唱道真言》中談到結丹之法，「致虛守寂」是一主要關鍵，但並不完整，在下

列一段引文中可概略地了解結丹之法的整體輪廓。 

夫吾言玄竅一覺而爲太極，亦何與結丹？不知人見得玄關一竅時，則至虛至靈

之物，完完全全在我方寸。此完完全全者，太極是也，煉神之太極。有此太極，

使陽升于上，陰降於下，結而爲丹，猶太極之生天地也，煉形之太極也21。  

  《唱道真言》將結丹之法分為「煉神之太極」與「煉形之太極」兩個階段，「煉神

之太極」亦即前段所提「致虛守寂」之義，也就是一般通稱之「性功」。當「性功」達

到「煉神之太極」時，則會啟動「煉形之太極」之運作，也就是所謂的「命功」。由此

也可得知《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是先性功而後命功的性命雙修法，這樣的論點，在文

中多次的強調： 

                                                 
19 參見下文玄關一竅。 
20 《唱道真言》卷二。 
21 《唱道真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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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家濟度衆生，先要人見了長生不死之性，而後修長生不死之命，此謂之性命

雙修者也22。 

夫煉丹之說，太上原教人以養性爲至，而復命次之23。 

夫升仙之子，始而從事於性心，繼而從事於鼎爐。 事有始末，不容倒置；理有

輕重，毋可混矣。子能做得聖賢，何患不爲仙佛24？  

仙家煉命之學，補元之藥也；煉心之學，去病之藥也。 欲要煉命，必先煉性；

欲要補元，必疏其雜病而先去之，此一定之理也。 是以精修之士，獨重煉心，

淘得一點元神如水月交輝， 火候到時，胎神圓滿，揭開鼎蓋，跳出輪迴25。 

  至於先性功而後命功的原因，《唱道真言》說明有二： 

  （１）先從命功下手，性功未能虛明者，雖然結胎（丹）而出神，所出之神未能純

淨，仍帶駁雜陰氣，不能成就純粹陽神（聖嬰），無法真正了斷生死，過個幾千百歳月

難免再墮輪迴，而更甚之者則墮入魔道，淪為魔眾。 

性命兩字，如玉連環，分解不開。 今人修道者，畏性功之難，先從命功下手。 沾

沾於坎離水火之際，胎既結矣，神既出矣， 未能蕩滌塵根，直超無漏，則升騰

變化之間，究竟有些滯礙， 清虛玄朗之境，不容站著腳根，欲其遊行太虛，境

同一虛，難矣； 夫人之能斷生死，脫輪迴者，全從性宗了當。 於此有未徹，雖

嬰兒養得長大，到底是一俗漢，是一頑童。 升至半天，恐落下來；或過幾千百

歲，難免墮落。何也？ 不曾曉得虛字，縱使曉得，亦不曾實實到得虛字也。 即

使先做命功，後歸性學，是留難的在後面。 陽神初結之時，胞胎裏必帶些夾雜

之氣，非再加面壁之功，恐難磨洗—清。 是故先命而後性者，殆欲求速效，連

累這孩子，不能成個聖嬰26。 

若心地未能虛明，所結之胎，決非聖眙； 所成之神，原帶幾分駁雜，猶人氣稟

昏濁，多以氣質之性用事。 其神雖出，一見可懼則怖生；一見可欲則愛生。 殆

                                                 
22 《唱道真言》序言。 
23 《唱道真言》卷四。 
24 《唱道真言》卷五。 
25 《唱道真言》卷一。 
26 《唱道真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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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流連忘返，隨入魔道。 此身雖死，不知者以爲得仙坐化，誰知陽神之一出而

不復者，殆不可問矣27。 

  （２）自然之丹強調運用自然之力，以自然之力來帶動身體氣機的運作，不摻雜後

天人為意識之操作，這樣的方式即稱自然無為。而此自然之力發用之根源又稱先天一意

（真意）28，不論丹道中屬命功範圍有關水火之配合、鉛汞之引合，或神功範圍陽神之

脫胎等，皆是藉由真意以運轉。然而真意如何產生？則須在靜坐達到無思無念的虛極靜

篤狀態，也就是性功達至虛明之境，此時，先天性體（煉神之太極）發露，真意之炁能

才能產生，所以命功鍛煉之動能全在此真意上，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先性功而後命功的原

因。 

意原于心而成於性，故有真心乃有真性，有真性方有真意。 此意謂之先天一意。 

 夫先天物象未形，不露朕兆，安得有所謂意？當夫靜坐之際，一心端坐，洞然

玄朗，無渣滓無知識，即先天性體也。 從此空中落出一點真意，如太極一圈，

而陰陽於此孕； 伏羲一畫，而兩儀於此生，故謂之先天一意。 以之配水火，引

鉛汞，用無不靈。 丹道之成，皆此一意爲之運用而轉旋也29。  

水之所以升，火之所以降，誰爲爲之？意爲之也。 意之先無意，意之後無意，

只得中間單單一個真意。 而采陽結胎，蛻體出神，俱藉之，而煉丹之法盡矣30。  

丹家采鉛引汞，亦於心齋坐忘之際，流出一點胎息爲之耳31。 

  ４、玄關一竅 

  真意既然在自然之丹中擔任如此重要之角色，《唱道真言》當然少不了著墨，因此，

本文接下來將進一步探討發露真意之機括──玄關一竅。 

 今人皆氣質之性用事，玄關之閉而不通，自出母胎已然矣。性靜之又靜，寂之

又寂，玄之又玄，空之又空，方得此玄關一竅。此竅也，乃真心真性、真精真

                                                 
27 《唱道真言》卷一。 
28 太極一動所產生之炁能，因帶有靈覺之意識又稱先天一意。又其在煉丹過程具有引合陰陽之妙用，故

於一般丹經中又稱黃婆，黃者中央之色，婆者媒婆也。 
29 《唱道真言》卷一。 
30 《唱道真言》卷三。 
31 《唱道真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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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真氣之所自出，而玄關者爲之機括耳。邵子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此內有個玄關一竅，頃刻不見，須急尋之32。 

  從上段引文內容再結合前文有關真意之敘述，我們可以了解二點：一為先天性體位

在玄關一「竅」內；二為真意自先天性體發露，其控制之機括為「玄關」。而從玄關發

露出來的真意炁能會再進一步轉化成「真精、真氣、真神」三種能量形態，所謂的「真」

即是代表先天性體轉來的能量，用以區別後天肉體產生的能量，如同真意代表的先天靈

覺，區別於後天意識，所以在語言的表達上，「真精、真氣、真神」也就是一般熟知的

「元精、元氣、元神」，不同於後天肉體吸收營養轉化的「精、氣、神」能量。 

  另外，在引文中也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今人皆氣質之性用事，玄關之閉

而不通，自出母胎已然矣。」所謂「氣質之性用事」也就是先天的本性受到後天情識與

物欲的熏染，造成玄關之閉結不通，致使身體中自然之道──太極之體、用之間無法正

常的互相轉換運作，人之天性閉塞而不顯，因此，玄關之闔闢也就與「明心見性」之開

悟有了直接之關係： 

夫玄關一竅，乃諸聖諸仙，特從明心見性時節，提出兩字，以教學者。 心何以

明？忽然而明，此玄關也。 性何以見？忽然而見，此玄關也。 玄關爲明心見性

之靈機，結胎煉丹之妙括。故古人憑空提出兩字以教後學，使其從針鋒上打一

筋斗，電光中立一註腳33。   

  「玄關爲明心見性之靈機，結胎煉丹之妙括。」玄關既是如此之重之又重，那麼在

修煉過程又要如何把握？前文已言真意須在無思無念之虛極靜篤狀態，從先天性體發露

出來，而發露之機括又為玄關一竅，因此，玄關一竅的把握方法已顯然可知，下列再引

《唱道真言》內文段落，當有助於更清楚之認識。 

夫靜觀到一念不起之時，方可用意尋玄關一竅。 既云—念不起，而又何用意

尋？ 不知用意之法有個妙處，在無心中照顧， 如種火者然，不見有火而火不

絕。 萬境皆空，忽然一覺，非玄關而何？ 從此便要認得這個機關清。 譬如有

人乘千里驥，絕塵而奔，吾要認得這個馬上人，暫一經眼，牢牢記著，頰上三

毫，宛在目中，如此玄關方爲我有。 長生不死，超出萬劫之外，全恁此時—覺

爲我主張； 千變萬化，全恁此時一覺，爲我機括。 然此—覺，非易事也。 明

                                                 
32 同上。 
33 《唱道真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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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美玉無價之寶，可以智力求，而此一覺，不可以智力求。 然亦非難事也，走

遍天涯，原來近在這裏，個個人自有的，不費一錢去買34。 

玄關一竅，微妙難知。 以爲在內非在內也，以爲在外非在外也。 雖《中庸》第

一章，亦曾言過，曰「喜怒哀樂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夫

未發非玄關也，既發非玄關也。 惟將發未發，未發忽發之際。 發之者玄關也，

略先一息非玄關矣，略後一息非玄關矣。 故玄關之在人，方其靜時，轉眼即是；

及其動時，轉眼即非。 是直須臾耳，瞬息耳35。   

  ５、煉丹 

  對於煉丹過程，下列引用《唱道真言》內文，分別說明之。 

  （１）丹之爲物也，有神焉，位於通玄達妙之宮。得其神，則丹可成；不得其

神，則丹未可以歲月計也，此神果是何神？此神便是丹祖。……使人心地清明，

氣質純粹，皆此神爲之也。此神惡動而好靜，惡實而好虛；靜虛之至，則其神

自靈；既靈矣，自然顯大作用，管攝五臟六腑一部神王，而爲之攢簇五行，會

合萬象；如船中操楫者然，遇灣則隨灣而轉，遇岸則逐岸而移，永無觸礙棘手

之處。人功夫做過一分，其神便將第二分工夫引你；做過二分，又將第三分工

夫引你。隨時誘掖，多方啓沃，直至九分十分，工夫圓滿，皆其神一力爲之。

子如今好將二字爲供養其神之具。如何是二字供養？曰靜，曰虛36。   

  此處所言之「神」，從文意中可了解即前文所言之「真意」，而文中透露之訊息表

示：ａ、真意能攢簇五行之氣（五臟之精氣）ｂ、引領五氣之運行。所以當真意發露時，

體內氣機就能自然運作，不需任何的運氣導引。 

  （２）前言火候之法，子今日所看丹經，與我意合， 不過主靜內觀，使真氣運行不

止而已； 又謂之抽鉛添汞，不過真水常升，真火常降而已。 古聖懲忿窒欲四字，

是沐浴抽添之要訣也。 忿不懲則火宜降而反勝，欲不窒則水宜升而反瀉37。 

采陽之時忌動。陽之生也，—意融結，靜則陽生，動則陽歇。陽有形乎？以我之意，

爲陽之形。神能化氣，神靜則氣有不生者乎？一動則意止，意止則神不續而陽息矣
38。 

                                                 
34 同上。 
35 《唱道真言》卷一。 
36 《唱道真言》卷三。 
37 《唱道真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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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引文說明火候即透過主靜內觀，真意發露，使真氣運行不止，在真氣運行的過

程中，會攢簇並淨化五臟之精氣，真水常升、真火常降即是攢簇之現象。此攢簇作用會

產生摩擦激盪之運動，從而達到激濁揚清的氣能提升效果，這過程稱為「抽鉛添汞」；

鉛是精的代名，汞是神的代名，抽鉛添汞即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的過程，又名「采陽」。

在采陽的過程中要保持心靜不動的狀態，心念一有所動，真意則息，而火候之氣化運行

也就不能持續，氣能淨化之作用亦隨之停止。 

  （３）煉丹之法，始於煉心，繼以采取，終以火候，如此而已矣。  

煉心之法，靜觀爲宗。 靜中之觀，有觀無物；觀中之靜，以靜而動。 元精溶溶，

元神躍躍，元氣騰騰，三元具矣。 采取之法，真意本於真心，真元由於真意。 引

之而升，如珠之引龍，懦懦乎不蹻不慢； 引之而降，如竹之引泉，涓涓乎不疾

不徐。 如奏笙簧，如調琴瑟，男歡女愛，夫剛婦柔， 兩情和暢，送入黃宮， 而

採取交會之理畢矣。至於火候，以真氣薰蒸爲沐浴，以綿綿不絕爲抽添。 一年

十月，有物如人，從中跳出， 徘徊于太陽之宮，出見於泥丸之府， 而一身之丹

成矣39。   

在五行未兆之先，當三才未判之際，此爲丹祖，太極是也。於此用一點靈機，

靜中作用，結爲黍珠；以太乙祖氣烹之，十月之後，出爲陽神40。 

   煉丹過程大致分為「煉心」、「采取」、「火候」三項要點。「煉心」之目的在發

露先天性體之真意，轉生元神、元氣、元精之真陽（三昧真火），進入身體之氣脈中，

化合後天肉體精、氣、神之真陰，在真陰真陽化合的過程中，由真陽引動真陰循著體內

氣脈（督脈）逐步上升，並在上升的運行過程中產生抱合激盪之摩擦效應，此摩擦效應

一方面具有淨化陰濁能量之功能，如同「沐浴」一般，達到能量提升之效果；一方面使

真陰（女）真陽（男）化合成胎──煉精化氣，進入黃宮（丹田）中哺育成長。所謂哺

育乃謂在火候進行的持續抽添過程中，胎能逐漸轉化至較高能階的狀態──煉氣化神。

此後，再經由太乙祖炁的烹煉，將神還虛，返回性竅本體，成就陽神聖嬰。 

  ６、形神俱妙 

  當煉虛成就，陽神可脫胎而去，遨遊太虛，千變萬化，長存宇宙。然而對丹道來說

並未究境，其後尚有「形神俱妙」一步功夫，亦即將形體進一步煉化為虛。 

                                                                                                                                                         
38 《唱道真言》卷三。 
39 《唱道真言》卷一。 
40 《唱道真言》卷三。 

 498



天人實學之「性功、命功、神功」內涵研究─ 《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 

曰：身外有身之後，還做什麽工夫。 

 師曰：善哉問也。此其道有二： 下士委身而去，其事速； 上士渾身而去，其

事遲。 何以言之？ 陽神透頂之後，在太虛之中，逍遙自樂，頃刻之間，飛騰萬

里。 上之可以摩弄日月，高踏雲霞。 下之可以遨遊島嶼，眺覽形勝。 千變萬

化，從心所欲。 回視幻軀，如一塊糞土，不如棄之； 是以蛻骨於荒岩，遺形而

遠蹈，此委身而去者之所爲也。 若有志之士，不求速效，自肯做遲鈍工夫。 陽

神可出而勿出，幻軀可棄而勿棄。 一味保守元靈，千燒萬煉。 忘其神如太虛，

而以純火烹之，與之俱化。 此渾身而去者之所爲也41。 

  形神俱妙亦即白日飛升，形體可聚可散，散則為氣，充滿於天地間，具備大神通：

「明則爲日月，銳則爲雷電，鼓蕩則爲風，潤澤則爲雨，尋聲救苦，無感不通；握大造

之樞機，爲衆生之父母。」調和天地陰陽之氣，庇護一方，使之風調雨順，年穀常豐，

人物安康不受災亂。 

然則身之爲害如此，仙家何苦要白日飛升？ 曰：此化體，非凡體也。 化體與太

虛無異，真火烹成，形質俱化。 故聚則爲形，散則爲氣，聚散之間，有莫知其

然而然者42。 

煉形之法，虛其身心，去其作用，聽諸天道自然之運行，則久之而化，無質可

尋。末學緇流，往往譏我道門爲拖屍帶骨，以管窺天何足與語天體之大，豈知

我道家精修妙煉，到那形神俱化之時，寥寥太虛，但見紫光玄氣充滿於天高地

厚之間，明則爲日月，銳則爲雷電，鼓蕩則爲風，潤澤則爲雨，尋聲救苦，無

感不通；握大造之樞機，爲衆生之父母。其所造，豈不光明俊偉哉43？  

三、天帝教靜坐之氣化理論44 

（一）基本認識 

  人身由和子（性靈）與電子體（肉體）組合而成，和子內含四種組成原素──Ｘ元

素、電質、Ｈ°（氫之精華）、Ｏ°（氧之精華）。Ｘ元素即佛家所言之阿賴耶識，為諸

                                                 
41 《唱道真言》卷四。 
42 《唱道真言》卷四。 
43同上。 
44 《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天人研究總院，1996，頁 58 至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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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本體，超凡入聖之門45。當和子與電子體結合後，會在人身中自然形成一種無形的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幫助Ｘ元素導引其他三種原素，影響人身之氣化活動。 

（二）無形的整體電力引合網路介紹(參見下頁圖一)                      

  無形的整體電力引合網路由三大系統組成，其內容與效能如下： 

  １、氣化系統：(參見下頁圖三) 

   內容：和子各原素在身體中所形成的氣化運作系統。 

   效能：帶動並強化生化系統之運行。 

  ２、生化系統：(參見下頁圖三) 

   內容：肉體之五行氣能在運作過程中，所形成彼此間相生相剋之互動系統。 

   效能：（１）可淨化心靈的感受與境界。 

      （２）具有改善生理機能、強健體魄的實質功能。 

  ３、靈意網路系統（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參見下頁圖二) 

   內容：和子之靈識與電子體大腦意識相互形成的交流系統。 

   效能：引合大空之炁調濟親和。 

                                                 
45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2000，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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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圖示：  

 

                                                

 

 

 501



第十屆天人實學研討會 

 502



天人實學之「性功、命功、神功」內涵研究─ 《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 

（三）氣化系統之機括 

  當一個人經由靜坐不斷調整身、心的過程，內在的心境能量亦將隨之逐漸收歸於

內，此時由於體內的心境能量(內在意識能量)已相形提高，經刺激Ｘ原素釋放出較多炁、

氣混合能量，此一能量會影響Ｏ°、Ｈ°、電質三原素分別釋放相應之和氣、靈氣、剛氣

能量，強化氣化系統運作。 

（四）生化系統激濁揚清之動力 

  當氣化系統的陽質氣能轉入生化系統，會在身中形成一股氣能動力，引合生化系統

之能量，完成「以氣引精」46，發動交流，抱合激蕩，過關通節，貫通全身，使精氣的

運行達到排除體內陰氣，增加陽氣。 

（五）生化系統之陽氣逆回氣化系統 

  經由身中精氣之運行，排除陰氣、增加陽氣，而增加的陽氣會從生化流程逆回氣化

系統，再入生化系統，如此循環作用，使體內陽氣逐漸增加，而輸運全身的氣能動力也

將越來越強。 

（六）結胎 

  當生化系統的氣血循環經常可以維持在氣能動力平衡狀態，逆回氣化系統的陽氣能

量會逐漸累積，並凝聚於下丹田而形成「胎」能。而透過體內不斷的激濁揚清的氣化運

行過程中，陽氣能量會從初始之較低能階屬性，逐漸向較高能階屬性蛻變，其凝聚之胎

能亦由初始之氣胎逐漸提升至電胎、聖胎。 

（七）強化靈質 

  體內陽氣能量達到電胎階段時，其中部份能量已可進入「靈質能量改造區」的熱準

時，此部份陽氣能量會進入「靈質能量改造區」產生化合反應，強化靈質。 

（八）引合大空之炁 

                                                 
46 「 精 」 代 表 生 化 系 統 內 的 陰 質 電 精 的 氣 能 表 現 部 分 。「 氣 」 代 表 氣 化 系 統 內 的 「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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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胎階段之陽氣能量，在上行進入靈質能量改造區強化靈質後，其中部份更高階的

陽氣能量，可再進入「靈意網路」，引合大空之炁進入體內，提昇體內激濁揚清的氣化

運行力量，淨化少量未完全純化的陰質，使體內陽氣能量朝向更高能階（含有鐳質成份）

轉化。 

（九）五氣純化為一 

  達到聖胎階段，生化系統內分屬五種不同能量型態之五行氣能，將上行至神能量區

並純化為一，此氣能在轉入氣化系統並進入靈質能量改造區強化靈質後，會再回歸至生

化系統的精能量區，進行生化系統新一輪的氣化運行。 

（十）物質化能力的陽質氣能 

  經由長期引合大空之炁與聖胎之陽氣能量激蕩化合，含鐳質的陽氣能量在轉入生化

系統作用後，會影響生化系統各能量區產生極其特殊的質、能轉換效應，產生物質化能

力的陽質氣能。並於聖胎後期的圓熟階段，將帶動個體的生理機序發生非常性的特殊改

造，例如：「長生不老」。 

（十一）靜坐過程之氣化流程 

 氣化系統 生化系統 

 
築 
 

基 

Ｘ原素釋放出的炁、氣混合能量，一旦影響及電質原素釋放出強度的陽質電荷，

此陽質電荷會傳入體內中樞及自主神經系統，強化原有神經傳導特性，促進該

生命機體之生理循環（經絡）功能，同時亦將傳入生化系統，初步達到強化各

能量區中所應有的相生相剋效能。 
 
 
 
 

氣 
 
 
 
 

Ｘ原素釋放出的炁、氣混合能量，影響Ｏ°釋放和氣能量，改變Ｏ°相應之電流

作用軌道，轉變為圓形環繞並上提，，強化Ｏ°與Ｈ°的電流作用軌道間之引合

作用，Ｏ°軌道上提與Ｈ原素電流作用軌道產生幾近重疊的引合現象，使兩者電

力反射區的引合能量增強，帶動生化系統中的「精」、「氣」能量區產生同化（共

振）效應，達到提昇「精」能量區的能階（煉精化氣），以淨化內在的至陰電渣

（陰精）。此種引合現象也會同步強化「魂」、「魄」、「神」各能量區與「氣」能

量區的引合作用。 

                                                                                                                                                         
電 質 」 部 分 。「 以 氣 引 精 」 在 隱 喻 由 氣 化 系 統 轉 入 生 化 系 統 的 能 量 順 行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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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 當氣化系統的陽電質氣能轉入生化系

統與其間的各能量區產生間接性的引

合或化合效應時，會在身中形成一股氣

能動力，完成以氣引精，發動交流，使

精氣的運行達到排除體內陰氣效果。 

經由身中之精氣運行力量，排除陰氣、

增加陽氣。使增加的陽氣從生化流程逆

回氣化系統，再入生化系統，如此循環

作用，陽電質氣能逐漸增加，會自然凝

聚於下丹田，形成氣胎。 

Ｘ原素釋放出的炁、氣混合能量，影響Ｏ°、Ｈ°釋放和氣能量、靈氣能量，增

強Ｏ°、Ｈ°與電質軌道之引合作用，使Ｈ°與Ｏ°軌道形成同心圓的繞行並上提，

與電質軌道產生幾近重疊的引合現象，使生化系統發生「精氣魂魄」能量區形

成同心圓環繞並上移，與神軌道產生幾近重疊的引合現象，提昇「精、氣」區

的能階，以淨化內在的至陰電質（氣）、至陰電精（精），同時產生將「神」軌

道向下移位的特殊氣化效應。 

 
 
 

電 
 
 
 

胎 

返回氣化系統的陽氣能量走向有二： 

（一）、一部分會逐漸凝聚成較高能階

的「電胎」，下降到丹田之處。  

（二）一部分會上行至「靈質能量改造

區」產生化合反應，間接刺激靈意網

路，引合大空之炁調濟親和。 

增加內在陽氣能量，其走向有二： 

（一）﹕一部分停留在生化系統中以利

持續淨化各能量區內之陰質能量。 

（二）一部分返回至氣化系統中。 

Ｘ原素釋放出的炁、氣混合能量，影響Ｏ°、Ｈ°、電質釋放和氣、靈氣、剛氣，

增強Ｏ°、Ｈ°與電質軌道之引合作用，Ｏ°、Ｈ°、電質軌道形成同心圓的繞行方

式，繼續上提，與Ｘ原素軌道產生幾近重疊的引合現象，促使生化系統「精氣

神魂魄」軌道形成同心圓環繞，淨化內在的至陰電氣（神）、至陰電質（氣）、

至陰電精（精）。 

 
 
 

聖 
 

胎 
 

初 
 

期 

經生化系統返回氣化系統的陽氣能量

走向有二： 

1 在直接刺激「靈質能量改造區」強化

靈質後，大部分再轉入生化系統中作

用。　 

2 在直接刺激「靈質能量改造區」強化

靈質的同時，少部分將會進入「靈意網

路」中，產生引合上的特殊作用。 

經由與引入的大空之炁交互激蕩、不斷

化合的作用中，使得內含鐳質的成分漸

漸被析出凝聚於丹田之處。 

當「精氣神魂魄」軌道形成同心圓環繞

時，會在原本「神」所在的能量區進行

淨化其他四個能量區的原有陰質能量

後，逐漸向下移，最後停留在原本「精」

能量區所在之位置，再次進行能量的變

換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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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Ｈ°、電質、Ｘ軌道形成四合一同心圓的繞行方式，繼續上提，與「靈意

網路」的 b4 軌道產生幾近重疊的引合現象，造成Ｘ軌道發生改變軌道的效應，

可直接影響到「靈質能量改造區」內的氣能，產生較前一時期更強烈的變化。

 
聖 
胎 
中 
期 氣化流程大致同於前期。 

經由中期階段的溫養過程，逐漸將聖胎

內未完全被純化的陰質部分一一盡除。

生化流程皆承續著初期階段的變化，唯

其功能與成效均較顯著。 

Ｏ°、Ｈ°、電質、Ｘ、ｂ4 軌道形成五合一同心圓的繞行方式，繼續上提，與「靈

意網路」的 b3 軌道產生幾近重疊的引合現象，造成 b4 軌道發生改變軌道的效

應，直接影響到「靈質能量改造區」內的氣能，產生較前一時期更特殊的變化。

 
 
 

聖 
胎 
後 
期 
 

氣化流程大致同於前期。 
內在的鐳質不斷受到來自大空之炁於

體內與之產生連續性的激蕩反應，影響

生化系統各能量區產生極其特殊的

質、能轉換效應，達到聖胎後期的圓熟

階段，將帶動個體的生理機序發生非常

性的特殊改造，例如：「長生不老」。 

生化流程皆承續著初期階段的變化，惟

可以產生物質化能力的陽質氣能。 

 
四、唱道真言丹道思想與天帝教靜坐氣化理論之會通與探討 

（一）會通 

 １、會通基礎： 

  《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與天帝教靜坐之氣化理論雖為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但基

於人有相同的生理構造及功能，且兩種理論同為表述靜坐之機理，其間自有其共通的原

理可尋。因此，只要把握靜坐過程不變的機理，排除因功法與體質的不同所造成的差異，

自然可以達到會通之目的。 

  《唱道真言》對於體質不同之所造成的差異，其實已作排除： 

張紫陽丹經後段，以日中十二時，配左右分數，或其自歷之境，亦未可知。然

人身脈絡，微有不同，則用火或有不合，各人自去閱歷，自去證驗。而張子欲

以一己律天下之人則惑矣。吾所以教子以煉心習靜，而以火候付之自然者，我

之火候如此，子之火候未必如此。我自有心得，必欲強而同之，是膠柱鼓瑟矣47。 

                                                 
47 《唱道真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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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質不同在靜坐過程中所造成之差異即為「火候」，解決之道即「付之自然」，而

在這一點，兩種理論都採取相同方式──「自然無為」，只是表述語言不同罷了。至於

功法上所產生之差異，將在下文中探討。 

 

 ２、名詞會通： 
 

唱道真言 天帝教靜坐氣化理論 

先天性體 Ｘ原素 

真意（真元） 炁、氣混合能量 

元精、元氣、元神 和氣、靈氣、剛氣能量 

真陽 陽質氣能（氣化系統） 

真陰 五行氣能（生化系統） 

黃宮 丹田 

 ３、火候 

  《唱道真言》對火候之相關敘述如下： 

火候之法，子今日所看丹經，與我意合， 不過主靜內觀，使真氣運行不止而已； 又

謂之抽鉛添汞，不過真水常升，真火常降而已48。 

至於火候，以真氣薰蒸爲沐浴，以綿綿不絕爲抽添49。 

  所謂火候「主靜內觀，使真氣運行不止」，也就是持續保持氣化運行的動力，此動

力來自何處？來自氣化系統的陽氣能量；而氣化系統的陽氣能量來自何處？來自Ｘ原素

發露的炁、氣混合能量影響Ｏ°、Ｈ°、電質三原素釋放和氣、靈氣、剛氣能量；又Ｘ原

素的炁、氣混合能量如何發露？需從不斷收攝心境能量的心性功夫下手。 

  火候過程中含及「沐浴」與「抽鉛添汞」之作用。「沐浴」即淨化之意，在「以氣

引精」的氣化過程中，因摩擦效應產生淨化陰質的作用。「抽鉛添汞」即生化系統在「以

                                                 
48 參見前註 38 內文。 
49 參見前註 40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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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引精」過程中，逐漸將「精、氣、魂、魄」等能量區之能量淨化並提升至「神」能量

之位階，將五種氣能純化為一。而當此純化為一之能量上行至「靈質能量改造區」產生

化合效應，即丹經所稱「五氣朝元」。 

 ３、采陽 

采取之法，真意本於真心，真元由於真意。 引之而升，如珠之引龍，懦懦乎不

蹻不慢； 引之而降，如竹之引泉，涓涓乎不疾不徐。 如奏笙簧，如調琴瑟，男

歡女愛，夫剛婦柔， 兩情和暢，送入黃宮， 而採取交會之理畢矣50。 

  所謂「采陽」可以上引文「兩情和暢，送入黃宮」為說明：「黃宮」即黃庭、丹田，

「兩情和暢」即真陰真陽相互和合。來自氣化系統之真陽氣能，進入生化系統帶動五行

之氣能（真陰），摩擦化合，淨化後之陽氣逆回氣化系統之丹田，此過程即是「采陽」；

並在不斷的采陽過程，會逐漸在丹田中積累陽氣而成胎。 

（二）探討 

 １、玄關一竅 

  在《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中，玄關一竅是很重要的關鍵，其涉及真意能否發露，

進而影響自然之丹的運行，所以必須先做煉心之功夫，使性功達到無思無念的無為狀

態，才能啟動玄關發露真意。但在天帝教靜坐的氣化理論中，雖亦要求性功，但是在心

境能量內攝的過程中，就能使Ｘ原素發露炁、氣混合能量，並無玄關開啟的問題，其間

的差異就來自功法的不同。 

  因為天帝教的靜坐功法──「中國正宗靜坐」，必須經過師承「開天門」、「接傳

祖炁」及「原靈合體」三項道法。天門51就是玄關一竅，所以玄關一竅在學習「中國正

宗靜坐」的起始即已開啟，也就不存在上述的問題。 

 ２、直修還虛 

                                                 
50 同上。 
51 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 

 頁 49：「直修的條件，必須先打開無形天門（玄關一竅），然後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默運祖炁），這

是帝教修煉昊天心法最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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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關煉精化氣者，……中關煉氣化神者，……上關煉神還虛者，守一抱元，以

神歸於毗盧性海。 

蓋三關自有為入無為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二關者，頓法也。若逕做煉神

還虛者，功夫到虛極靜篤時，精自化氣，氣自化神，即關尹子忘精神而超生之

旨也。52 

  由上述《性命圭旨》之引文中可以了解，《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即是一種頓法，

是直修上一關（煉神還虛）兼做下二關（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下二關是在自自然然

中運化。而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要能在自自然然中運化，則需功夫到「虛極靜篤」時，

此時玄關才能開啟，產生自然運化的陽氣動力，因此，玄關開啟乃為直修煉神還虛的條

件。除了玄關開啟之條件外，要直修還虛則尚須要有「祖炁」之運化53。天帝教「中國

正宗靜坐」功法亦是直修煉神還虛，因此一開始要先做「開天門」、「接傳祖炁」之傳

法，而由於「天門」是憑藉外力開啟，本身功夫並未達到「虛極靜篤」階段，在「開天

門」、「接傳祖炁」之條件外，必需再配合以「原靈合體」54之助，才得能直修還虛功

夫。 

五、結論 

  對於《唱道真言》的丹道思想可以「自然為宗，無為為法」八字作為歸結，是一種

頓法的丹道思想，是「修上一關兼下二關者」。然而此種頓法是有條件的，是建立在漸

法的基礎上，此漸法基礎非命功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而是性功的煉心。藉由煉

心功夫達到無為的基礎來進行頓法的開展，所以《唱道真言》的自然無為「頓法」是先

性後命的性命雙修法。而天帝教的「中國正宗靜坐」則因三期末劫的特殊時代背景，經

由無形有形共同配合所發展的性命兼修的自然無為「頓法」，乃為銜接「救劫急頓法門」

必需之先期功夫。然而不管是先性後命或者性命兼修，這種自然無為的「頓法」正是中

國正宗靜坐55源起自伏羲、神農、廣成子、天真皇人、黃帝、老子一脈相承的道統正宗56。 

                                                 
52 《性命圭旨‧元集》順逆三關說，自由出版社，1995，頁 69。 
53 參見前註 51。 
54 原靈皆為證道靈，亦即具聖胎圓滿以上境界之精神生命體，屬宗教神秘層面，本文不作進一步介紹。 
5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2：「『正宗』即是昊天金闕傳下來的，因為我們是生長在中國，因而稱為─

─中國正宗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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