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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心念百病除 
 

林清峰(緒裁) 

嘉義縣初院 
 

有一位坤道年紀三十歲，是嫁來台灣的韓國人，透過一位鄰居找我，她是鄰居的房

客，她有心臟病、長期失眠，身體外觀有些浮腫，第一次替她做炁功調理時，身體相當

虛弱，常會中斷調理，因虛不受補，爾後，在數次調理閒談中，得知此人在生完第二胎，

也就是嫁到台灣第二年後，公婆待其態度極差，甚至動手打她，導致心理壓力大，常失

眠，內心怨恨公婆也數次詛咒他們，甚至想帶著兩個孩子自殺一起了結生命。 

他的先生是一位乩童，曾數次開符令想改變這樣狀況，但仍無效果， 後決定帶著

她自行在外租屋生活，暫時和公婆分開住，孩子由公婆協助照顧。此人經過炁功多次調

理，身體不佳的狀況依然沒有改善很多，我建議她改用跪拜懺悔，並請她誠心默念「我

錯了！我要重新做人！」。持續這麼做了一陣子，有一天，這位坤道向我提及先生要帶

她回公婆家，我提示她記得帶兩樣東西，也就是一個紅包及一些水果或買衣服送公婆。 

在她抵達家門尚未將準備的禮物取出時，突然感受到公婆對她說話的態度有很大的

改變，和以前大不相同，她和公婆的關係越來越好，彼此的心結也因此打開，而她的身

體健康也漸漸轉好，僅僅兩個月的療程，此個案身體狀態經由持續的懺悔一段時日後，

精神從極差抱病的情況，到容光煥發滿心喜悅，提著水果來向我道謝。 

我個人發現『誠心懺悔』，是恢復健康的關键點，可見『端正心念可以百病除』，心

念轉善，態度隨著轉，行為表現及周遭的氣場也跟著轉化，身體自然健康。所以說天人

炁功是鍼心調理的不二法門，配合省懺更有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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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公與天人炁功 
 

高蘭(敏垠) 

台北縣初院天人堂 
 

民國 79 年因先生工作關係舉家居住杭州，結果我持續在杭州住了四個月，不太適

應當時的環境，就帶著兩個女兒回台灣，先生留在大陸繼續奮鬥。民國 90 年我和先生

及女兒再度赴大陸於上海定居，小女兒就讀於上海中學國際部，大女兒隨後則安排到澳

洲上大學。 

我的公公他是老上海，年輕時外出遊玩遇戰亂而回不了家，隨公司來到台灣，直到

晚年才隨著我們返回上海定居。安排公公住處並請一個專門照料他的阿姨，打點生活起

居，公公生活倒也過的悠閒安適，那年他已 90 歲，偶爾會聽到有些小病痛，尤其在每

年春夏交替季節全身關節酸痛，幫他做過天人炁功後就沒再聽他說過不舒服，隔幾年只

要聽他說不舒服時，再用天人炁功調理後就康復。 

記得民國 94 年那年初冬即使外面的溫度很低，他卻在房間開著電風扇說沒空氣，

眼睛視力極速衰退，連哄帶騙的帶他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是老化，拿眼藥水回來點，他

又表示身體很多地方都不太對勁，再到醫院檢查身體，醫生表示急速退化現象，如要住

院每天必需打很昂貴的針藥維持他的生命，或者回家休息靜待 後時日，我們考慮的結

果還是讓他回家過安心寧靜 後的生活。回到家後，老人家每天就一直昏睡不醒，持續

一個星期後，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即打電話回台灣請教我的哥哥(光際樞機)他提醒我施

予天人炁功，我即先到上海家中親和室向 師尊、師母祈禱，如果他壽元已盡，祈求無

形安排帶往天上修行，若壽元未盡祈求天醫院院士幫助讓他早日康復。 

做完炁功後原本躺在床上昏睡一個星期的人，居然張開眼要起來，家人大吃一驚，

急忙將他扶起坐在床邊，他說的第一句話：”我好餓，要吃小籠包”…….及平常愛吃的那

些上海點心，我先生光申急忙跑去外頭買，我的公公一直謝謝我，說要請我喝咖啡，我

們都很高興，他清醒後意識清楚，買回來的點心吃了幾口後表示好累，躺下繼續休息，

我們即返回家中，想等第二天再去幫他做天人炁功，沒想到隔天凌晨大姑來電，公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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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呼吸，就在 2004 年 12 月 25 日平安夜安詳辭世，享年 94 歲。 

在上海告別式的當天，天空中飄著雨雪，所有上海的親朋好友都來到送他 後一

程，並安厝於幾年前即在上海買好的墓地，與他的上海前妻安葬在一起，圓滿他一生的

後心願。 

感言：天人炁功有箴心治病、安定心靈的特殊效果，即使陽壽已盡救不了肉體，也

可救他的靈魂，就在他的器官退化衰竭後，利用天人炁功將正炁灌入，激發身心靈平衡

快速恢復靈識，我的公公或許壽元已盡，但是在金光的加持下，靈氣活絡、靈能充沛而

表現出迴光返照現象，之後又快速安詳的離去，我相信他的靈魂已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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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門關救回弟弟 
 

  鄭春香(鏡不)口述 / 宋慧真(靜貴)整理 

桃園縣天鎮堂 

 

97 年初我很幸運的參加天帝教第七期傳教班閉關，回來後家中卻發生大事，我弟弟

因腦血管腫瘤，開刀三次，而我運用天帝教所教的各項法門去救我弟弟，很奇蹟也很感

恩的，將我弟弟從鬼門關救了回來！ 

我弟弟 46 年出生，很孝順，父親中風，他辭去工作專心照顧父親好幾年，可能是

太累而生病，有一天他突然昏倒，趕緊將他送去長庚醫院，檢查結果是前腦血管腫瘤，

更不幸的是前後開了三次刀，第二次開刀，是因為腦中水倒流，所以自腦部牽一個管子

至胃部，引水而下，第三次開刀，是在腦血管內嵌上支架。腦部開刀，已經是個大手術，

而他在二個月內連續動三次刀，至今能夠平安正常生活，只能說是奇蹟中的奇蹟！ 

我出關後，弟弟已經開刀了，我每天去醫院替他做天人炁功，不久之後，也替他代

辦重病皈師儀式，而且每天念一本廿字真經迴向給他的冤親債主。這段期間，他整個人

迷迷糊糊的，親朋好友的名字，有時會叫錯，炁功做了約二個月後，他的精神有較好，

走路本來要人扶，後來可以自己走，但是人很懶散，不願走動。 

炁功做了二個月後，有一天，我突然有一個靈感，我為了照顧弟弟，已經有二個月

沒有上光殿誦誥，應該要去誦誥，所以我便開始誦誥了，我在光殿向  上帝發願，若是

我弟弟好了，我會帶他上光殿叩謝。弟弟本來起床、翻身都要人幫忙，我誦誥約一週後，

有一天，弟弟突然自己從床上坐了起來，整個人好像突然清醒過來，他說：我怎麼會在

這裡？隔壁病床的人直說：真是奇蹟！真是奇蹟！ 

我依願帶弟弟上光殿叩謝，行完四跪八叩禮後，又發生另一件奇蹟，弟弟開刀後尿

失禁，本來要包尿布的，可是，上光殿回家後二天，發現尿布都是乾淨的，他的尿失禁

已經痊癒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弟弟二個月多月便出院了，我便帶他上光殿誦誥，約持續誦了有半年，後來，因為

母親身體不適，他照顧母親而中斷，但是，我還是經常念廿字真經給他，至今，他能過

正常的家居生活，照顧母親及自己，讓我能在天帝教安心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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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助己的天人炁功 
 

曾永森(朗種)口述/ 沈正文(元親)採訪/ 黃敏芳(凝育)整理 

高雄市旗美親和所 

 

我是正宗靜坐第 30 期畢業的朗種，之前左眼視網膜微血管破裂，經過開刀，還是

一直出血，由華培介紹，到吉東活動中心接受天人炁功服務，做完天人炁功感覺很不錯，

原本開完刀的兩三個月還會出血，做完天人炁功之後，都沒有再出血過了，睡覺也比以

前好睡，過去也許是睡眠品質不好，才會引發的視網膜微血管破裂吧！ 

就在這樣的因緣下進入天帝教，參加「靜心靜坐班」，「自然養生靜坐班」，「正宗靜

坐班」。個人覺得學習「天人炁功」不管對自己或對別人都有幫助，所以才會一步一步

的從靜心靜坐進修到正宗靜坐班，學成了「天人炁功」之後，也開始加入天人炁功服務

的團隊。 

為了回饋吉東社區，現在每週四也都會在吉東社區活動中心，以天人炁功服務居民

也常做居家服務，因為大部分被調理者身體都有改善好轉，因此也渡了一些人來皈師，

並也參加 32 期正宗靜坐班。天人炁功可以幫助自己也可以幫助別人，可以改善身體狀

況、減緩病痛……等，天人炁功真的是鍼心渡人的方便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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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功引進門 
 

王泰安(雪普)  

美國洛杉磯掌院 
 

先生和我都是癌症患者，都已 70 多歲，雖一把年紀，但在天帝教內還是初學者，

現將我倆走過的心路歷程，說來和大家分享，有不周密之處請多多指教。 

接觸天人炁功 

先生患喉（聲門）癌，2003 年手術，術後聲音沙啞低沉。2007 年我被診斷出患甲

狀腺癌，2007 年底手術，預定 2008 年初放療。要等待放射治療期間，不能吃甲狀腺素

調節，導致內分泌失調，我連續摔了兩跤：一跤尾椎骨受傷，第二跤輕微腦振盪，使左

耳失聰。雖按時做放療後，補充了甲狀腺素，但身體仍然特別虛弱，步履蹣跚。 

有一天，正是洛杉磯的阿罕布拉市舉行“四海同春”的園遊會，女兒帶我到園遊會現

場，讓我散散心。我信步走到炁功義診的攤位，“炁”字吸引了我，詢問“炁”字的含義，

接待的人（後來才知道是郝光聖樞機）非常熱心地講解，並介紹了天帝教的有關知識，

又給我做了炁功，當時就感覺到：腰部一股股的熱流、左耳朵轟轟作響，頭部也舒服多

了，感覺非常神奇。另一位接待人（朱敏隱開導師）就問我願不願意免費學習靜坐，並

向我介紹了有關靜坐的知識。就這樣，我和先生就開始走進了天帝教的大門。 

學習靜坐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在洛杉磯掌院聽課，猶如走進知識的殿堂，從“靜心靜坐”到“正宗靜坐”學習“炁功”

種種有關知識……，一路學習下來，就像打開了一座嶄新的知識寶庫，使我們受益良多。

每次課後，我們夫婦倆都接受“天人炁功”的調理，我們的身體有了明顯的改善，我的腰

部疼痛緩解了，左耳的聽力也漸漸恢復；我先生說話聲音也清楚了許多。由於認識了靜

坐的好處和天人炁功的神奇，我們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並按照師尊的要求，努力做好

五門功課。凡人都會生病，“癌症”也是一種疾病，更何況我們都已是古稀之年了。在學

習和修煉當中，我們感覺到不單是身體變得健康了，心胸也開朗了許多，人也變得樂觀

了。人要積極的面對人生，活一天就要有一天的價值，要努力奮鬥，努力修煉，培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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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為天下蒼生同時也是為自己。 

炁功初試 

我們在正宗靜坐班期間，學習炁功原理和實地操作，經過老師的耐心輔導和糾正，

雖然有了初步的理解，但對自己沒有信心。只有我們倆人互相試做，有些感覺就欣喜若

狂。2009 年春天， 我回北京探望年邁老母，發覺照顧母親的小妹妹身體不適，我問她：

「我剛學了炁功不久，妳願不願試試？」經她同意後，我就按照老師教的程式流程認真

的做了一遍，她感覺很舒服，但我覺得我的手在她的上右腹部位時，有麻和刺的感覺，

我問她有什麼毛病，她說做體檢時發現有膽結石，是穩定性型的，無大礙。我要她再醫

院去檢查，結果檢查發現石頭已懸浮，還伴有細沙狀物，需要及時手術。趁我還在探親

期間做了膽囊切除手術，這樣，我既可陪老母也照顧她，全家皆大歡喜。 

從被做炁功到能為別人做炁功 

自從走進天帝教的大門，我和先生的身、心、靈，都有很大的改變，每次對外義診，

我倆都積極參加，剛開始做些接待工作。2009 年秋，經過考核測試，我倆都拿到炁功修

士證後，不論在與教院內還是在外義診都積極參加，懷著愛心為每位求診者施作炁功，

當受診者感覺良好並向我說謝謝時，我倆馬上向他(她)解釋，“我只不過是個導體，而是

天醫在給你做炁功，咱們一起感謝天醫”並行三鞠躬禮。每次做完炁功後，我們都感到

非常欣慰，也希望這些被病患纏身的人們，感受到炁功的神奇後，也和我們一起到帝教

奮鬥。所以，一有機會，我倆就會把我們的切身體會向別人講述。 

施作炁功的體會 

1. 必須認真做好五門功課，才能提高自己的正氣，正氣盛，熱準才能提高，熱準高才能

引來上帝的靈陽真炁，施作炁功才能有效果。 

2. 自己只不過是個導體，是天醫在做，千萬不能妄自尊大，自我膨脹。 

3. 觀察老同奮做炁功的效果，盡力學習些中醫的經絡知識，使引來的“炁”更能發揮作用。 

4. 要有愛心，做炁功時，心裡就想這位求診者，就是當初的我，多需要別人的愛心來為

自己解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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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無形心存敬意 對人生抱持新希望 
 

關聖棟 (道名：化新) 

美國洛杉磯掌院 
 

一、基本資料 

當事人：關聖棟 (道名：化新) 美國正宗靜坐特訓班第十五期學員，今年 65 歲 

口述人：關聖棟 (道名：化新)                所屬教院：美國洛杉磯掌院 

撰寫人：Stephanie Lee (道名：李鏡安)           所屬教院：美國洛杉磯掌院 

訪談時間：2011.09.05 

二、報告內容 

入教因緣乃因妻子梁雪開同奮極力推薦。雪開 15 年前不幸得了乳房癌，需切除腋

下淋巴，從此雙臂浮腫難舉，經常得用繩索捆綁，到夜晚時才鬆解，於洛杉磯掌院做了

一年多天人炁功之後得到解脫。 

化新於 62 歲時患了高血壓，得定時服用藥物，導致身體經常感到疲累虛弱，對人

生抱持負面想法，自信心低落。去(2010)年 9 月到教院由光凜傳道師(今已升任預命開導

師)作天人炁功，初次體驗炁功的效力，感到高血壓的症狀都降低了，且光凜也鼓勵他

要對人生有信心，回家後逐漸停藥，之後參加了靜心靜坐班，對當時的緒煉預命開導師

極為崇敬，對其親和輔導的用心及犧牲奉獻精神極為感動，於今年 4 月參加了正宗靜坐

班，在原靈合體時有了生平第一次靜坐入定的感覺，感到肉身不存在了，並看見蓮花在

身前出現三次，色彩非常漂亮，還見到如來佛與濟公，印象非常深刻。 

經過了半年勤勞誦誥及偶而的炁功調理，高血壓已消失，由之前的 165/120 到現在

非常穩定的 138/95，人生計畫因此獲得正面改變，對無形心存敬意，並對人生抱有新的

希望，願多鑽研養生之道，助人助己，如同光中樞機在課堂上說的，修持帝教法門，下

乘乃求個人利益；中乘乃求學習聖人之道；上乘乃求成真成聖。真的非常感激天人炁功

引渡他入帝教的因緣，身心靈均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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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例報告 
 

容雪冰(靜心) 口述 / Stephanie Lee (鏡安) 撰稿 

美國洛杉磯掌院 

靜心家人的三個案例： 

容雪冰(道名：靜心) 美國正宗靜坐特訓班第二期學員 

三個案例的主角皆為靜心的家人 

案例一 

靜心的外甥女，10 歲時有一天突然開始不進食，並表示吃不下飯，連續一個禮拜如

此，身體暴瘦，氣若游絲，進了醫院檢查也毫無所獲，家人正束手無策之際，聽四兒子

(葉金典)學校的同學說有位郭守堯先生(道名:光廓)可用三指治病，於是趕緊帶外甥女去

見郭先生。約 20 分鐘的天人炁功調理之後，竟然直嚷肚子餓，馬上願意進食，第二天

又再做一次，感覺完全好了，病症也消失了。讓靜心對天人炁功的療效感到非常神奇!! 

案例二 

靜心的長子--嗣定同奮，患有偏頭痛多年，常無法專心課業，病發時常向母親抱怨

說頭顱漲如大氣球，且疼痛點左右飄忽不定，一陣子之後才會固定於某處。靜心趁著 嗣

定接送外甥女給郭先生治理時，也讓嗣定順道一起做炁功，郭先生特別囑咐他要放輕

鬆，別讓症狀給自己更多的精神壓力。施作過幾回合之後，不但偏頭痛完全消失，還能

順利完成學業，讓靜心感激不已。也讓她下定決心自己也要好好學習炁功，造福更多被

不明病痛折磨的人。後來靜心還如願當了炁功中心的執事，助人無數。 

案例三 

靜心的大女兒「葉秋雲」2008 年於家中分娩而難產，助產士束手無策急欲送醫急救，

否則恐有生命危險，靜心毫不遲疑的馬上於女兒手掌心上灌氣，稍後氣息才恢復過來，

並順利產下一名健康的男嬰。此事讓靜心了解到無形仙佛是多麼慈悲，而天人炁功更是

同奮救人的法寶，但千萬記住炁功調理有效並不是自己的功夫厲害，一切都是無形的運

化，絕不可因此自我貢高，產生我漫心，那麼親和熱準將無法產生，就無法有好的效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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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例報告 
 

  陳碧雲(敏功)口述 / 謝孟儒(凝播)撰文 

台北市掌院 
 

一、天地正氣－正氣足則邪氣不侵 

2011 年 08 月正值民俗農曆七月期間，一般人若是沒有親身經歷過，可能總是無法

相信這種特殊的求超靈問題。一名正值 39 歲屬牛的壯年男士，住在土城與板橋交界(亞

東醫院附近)，他認識一位住在泰山的朋友，彼此往來密切，所以常往返泰山與土城間，

該男士因為選擇較短路程的緣故，所以總是經由新海橋路線回家，朋友相勸：「民俗七

月期間，盡量不要選擇新海橋回去，因為新海橋緊鄰著第二殯儀館。」該名男子回應，

他從不信那些，他自己是個鐵齒的人。 

一天他送泰山朋友後欲返家，當時時間已經超過午夜 12 點，連續多日上班的壓力，

加上晚睡，身體十分疲累，在午夜的時間，連續兩天走新海橋的路程回家，該名男子返

家後，開始發生全身痠痛，如同萬隻螞蟻鑽身，全身打寒顫，肚子疼痛拉肚子，隔天也

無法上班。 

隔日泰山的朋友，得知該名男子生病後，勸他找敏功同奮作天人炁功服務，可是該

名男子，身體已虛弱到無法自行開車，只好搭計程車前往泰山。 

施治天人炁功過程： 

該名男子至敏功同奮家中，施治前親和時臉色蒼白，神色驚恐，訴說全身如螞蟻鑽

身很痛苦，無法端坐無椅背的椅子，需要朋友幫忙，扶著接受天人炁功服務。 

敏功請求監護童子幫忙將受治者身邊的有緣求超靈帶到教院等候超拔，然後採用師

母傳授的收驚方式幫受診者先行收驚，先用點燃的黃表紙幫該男子前三下、後四下驅除

陰濁之氣，並呼叫男子本名三次令其回神，然後再幫他施作天人炁功。在施作天人炁功

剛加金光及打金針於性竅時，受治者兩眉不斷地抖動，頭部不斷的點頭並且搖晃，施作

炁功約 10 多分鐘後狀況才和緩下來，然後幫他祈求靈丹妙藥及甘露水，施作完畢後，

受治者休息半小時，整個臉色也恢復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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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媽媽不是名醫－但是她有天人炁功 

敏功大女兒淑芳從事房屋買賣事業，因為工作關係常去看房子，有一次去看一間位

於四樓的房子，走到三樓，有個黑影，阻擋在前，無法上到四樓，全身起雞皮疙瘩，心

想如果無法前往看屋那就作罷，只是返家後，開始拉肚子並且狂吐，身體極為不舒服，

先生緒許要帶淑芳到醫院就診，淑芳堅持要去找媽媽敏功，而不去醫院，緒許只好載淑

芳找媽媽敏功作天人炁功。 

淑芳先打電話告知媽媽經過情形，也擔心十多分鐘的路程在拉肚子身體虛脫的情況

下，不知是否可以順利抵達媽媽家裡？敏功在電話中教導淑芳先行誦唸三～五遍的廿字

真言，誠心祈禱一定可以順利抵達，淑芳依照媽媽的交代誦念，果然平安抵達媽媽家，

並隨即到廁所拉了肚子，然後才開始施作天人炁功。 

由於這是屬於外靈入侵所造成的不適，所以敏功先用黃表紙幫淑芳收驚後，再施行

天人炁功，並求甘露水給淑芳飲用。做完天人炁功後，腹瀉及想吐的症狀終於停止，稍

作休息，臉色恢復正常，回程甚至可以自行開車載緒許返家了。 

三、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我家有個魔法阿嬤 

敏功有三個孫子、孫女，三個外孫、外孫女，平常在家舉凡家裡大小受到驚嚇、感

冒、晚上睡不好、或是附近鄰居有喪事求超…等，她都以天人炁功照顧著一家大小成長，

所以（外）孫子、（外）孫女總是叫著敏功為＂魔法阿嬤＂。 

一次剛搬家到學校旁邊，敏功兒子及媳婦的房間因位於房子 內側且沒有窗戶，所

以較為陰暗。新家的空間較大，於是他們兩夫婦想把原本較小的床墊及床座換掉，就直

接使用放置在新家較大的床組，第一晚要睡覺的時候，半夜媳婦神色緊張的來找敏功，

表示丈夫似乎變了另外一個人，半夜一直狂叫，說完全聽不懂的話，整個臉的神色都不

對，連她都不認得，敏功進入他們倆的房間，發現兒子大聲對媽媽說：你是誰？ 

敏功心裡知道大事不妙了，她也對兒子以更嚴厲的斥責：那你又是誰？走開！敏功

看到兒子臉色不對，眼神也不對的狀況下，請媳婦攙扶著她丈夫前往前廳，在廿字真言

匾前，點燃檀香準備幫兒子收驚並施作天人炁功，兒子到了廿字真言匾前，一直不敢正

視著匾額，在躲躲閃閃的時候，嘴中也念念有詞，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是兒子極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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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的不想面對天帝教 師尊所贈的墨寶及廿字箴言匾額，並且身體往側邊倒下。 

敏功判斷這是受到外靈侵擾的狀況，所以先施以天帝教 師母所傳授的收驚方式，

採用黃表紙幫其兒子收驚並一直呼喊兒子的本名，招喚其三魂七魄回來，並驅趕外靈，

當時兒子還是鬼吼鬼叫的狀況下，敏功持續使用黃表紙薰其兒子的周邊，由於他不肯面

對廿字真言匾，敏功請媳婦及女兒兩邊扶著兒子面對廿字箴言匾，敏功即同步採以金針

及金光施打的方式進行天人炁功施治，施打金針到手發酸的狀況下，兒子還是無法面對

廿字箴言匾額，並且仍然持續口中唸唸有詞，敏功同奮感覺外靈附體十分嚴重，當下請

媳婦及女兒趕緊在一旁同步誦唸廿字真經各一本迴向給兒子，然後再施作天人炁功，兒

子還是無法面對廿字真言匾，雖然口中唸唸有詞的狀況有較為小聲，敏功仍不放心，再

追加誦唸一本廿字真經迴向給兒子。經再次誠心祈禱監護童子，將其兒子身邊的有緣求

超靈帶到教院等候超拔，等到狀況緩和後，兒子才去睡覺。 

兒子睡醒後，認得媽媽了，敏功才得以放心，之後敏功也到台北市掌院，申請廿字

真言匾重新加光及家庭親和聚會，蕭光藹掌教帶領多位同奮到敏功家中親和，並幫她新

家重新安置的廿字箴言匾加光、灑淨、親和…，從此之後家中得以安寧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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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例報告 
 

林文義(光清)  

天人堂 

 

九十五年我從職場退休並參加當年的閉關後，開始積極投入炁功服務。天人堂所在

地士林、北投地區的大醫院有台北榮總、振興、陽明、新光、淡水馬偕、關渡等醫院，

求助的同奮及其親友很多，所以我經常進出這些醫院，這幾年平均每年服務約三百人次

左右，雖然忙碌，但助人為快樂之本，身為帝教同奮擁有天人炁功法寶，就應不吝付出

救人、助人，何況天人炁功還是弘教的利器。底下列舉幾個親自服務的炁功案例： 

一、腦瘤開刀 

九十五年九月接到光聖樞機通知，有一位花蓮坤道同奮，罹患腦瘤在榮總開刀，住

加護病房，希望我們派人去作炁功療理，加護病房一天只有兩次探病時間，早上十一點

及晚上六點，而且只有半小時，接到電話隔天早上立刻去幫這位同奮作炁功，剛動完手

術還呈昏迷狀態，此後每天都去作一次炁功服務，連續作了三週還是呈昏迷狀態，不過

已經開始有一點反應，我們持續做下去，終於在第五週甦醒過來，不但家屬高興，我們

也很欣慰，再過一週就轉到普通病房，我們還是持續做下去直到出院，出院前我們特別

交代出院後一定要上光殿叩謝無形天醫的幫忙，而且一定要持續奮鬥下去。 

二、中風 

九十八年五月金門外島一位警察隊長突然腦中風，呈昏迷狀態，用直昇機直接載運

到台北榮總就醫，他太太的朋友認識我們天人堂靜曠同奮，知道天帝教有天人炁功的法

寶，向我們這位同奮求助，我們就接下這案例，開始每天派人到榮總加護病房幫這位病

人作炁功，因是重症，所以必須每天作，除了我以外還有靜曠、緒誡二位同奮輪流去作，

連續作了二個星期，未見起色，他太太也非常著急，到處去求神問卜，有二處神明還告

訴他太太說她先生陽壽已盡，要有心理準備，不過我們建議他太太是否能皈師或幫他代

皈師，他太太同意先皈師，我們就先幫他太太辦皈師，皈師後因要照顧病人所以仍然沒

辦法誦誥，但可以天天誦廿字真言及廿字真經迴向，我們亦安排一個晚上在天人堂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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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唸廿字真經，我們約有十位同奮參予，他們家屬亦來了八位(包括他親哥哥、弟弟、

嫂嫂、弟媳、妹妹、妹婿等)，誦完廿字真經迴向給病人，身體早日康復，到了第四週

時，有一天我按時去加護病房作炁功服務，約十分鐘左右，病人眼睛突然微微睜開看著

我，當時心裡很高興，我就跟他點點頭，然後他眼睛又閉起來，他太太看了亦很高興，

我心想應該是有救，我們持續去作炁功，到了第四十二天病人終於醒過來，隔幾天就轉

到普通病房，我們還是持續去幫他作炁功，希望病情快速復原，不過突然有一天他太太

留了紙條說她先生的同事已幫他先生在基督教受洗，希望我們不要再去作炁功，我們也

只有祝福，隨順因緣，不需勉強。 

三、腦惡性腫瘤 

一百年四月，有一天台東一位同奮打電話告知，他有一位朋友姓蕭罹患腦惡性腫

瘤，不能開刀只作化療，在台北榮總附近租房子就近治療中，希望有空去幫他這位朋友

作炁功，這位蕭先生，年紀七十五歲，是一位退休醫師，夫妻篤信藏傳佛教，能接受天

人炁功服務，所以我開始每週去作二次炁功，每一次去施作炁功後，病人臉色紅光煥發，

約一個月後已請專人做復健，病情已有明顯改善，五月底有一次作完炁功，他太太送我

到外面電梯，告訴我 近去作一次檢查發現腫瘤縮小很多，她非常高興，認為不可思議，

本來他們不抱太大希望，現在又燃起一股希望，她一直感謝我們的天人炁功，我亦趁此

機會與她親和，談及罹患此腫瘤疾病，大部分與個人之業障因果有關，她亦認同這個說

法，我同時告訴她我們帝教內許多同奮，因罹患惡性腫瘤，施作天人炁功後皈師，個人

持續奮鬥，把病治好的例子實在是很多，同時告訴她只要你們不介意，我們帝教是不會

要您們放棄原來信奉的宗教，經過幾天思考，她還是覺得要用他們宗教方式去處理，我

亦尊重她的決定，嗣後我還是繼續每週二次炁功療理，七月中旬，病人突然全身無力，

手腳亦不靈活，說話亦不太有力說出口，我覺得非常訝異，據他太太說不知為何如此，

只知 近剛作完標靶治療就變成這樣，此後病情急轉直下，八月初就住進榮總，八月三

十日又轉進安寧病房。這又是一則與道無緣的案例，殊甚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