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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從個體小宇宙生命之炁氣鍛鍊內涵，論述其與大宇宙天體系統間統一與調

和之交互關係，全文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前言、提出本文以探索人類生命究竟與

歸宿之內涵，並可提供作為相關研究之素材；第二部分探討小宇宙靜坐修煉之身心靈及

炁氣變化，包括：身心靈與精氣神之交互關係，論述傳統靜坐中所稱「五氣朝元」與「三

花聚頂」之意義，亦論及有關精、氣、神、魂、魄之一般內涵以及中醫、科學與天帝教

教義《新境界》對其內涵之界定，進一步彙整性命雙修之鍛鍊過程，包括性命雙修之原

則、入手處及靜參之「生化原理」與「氣化過程」，並介紹涵靜老人靜坐修持之實證內

涵；第三部分、針對靜參修持層次與大宇宙之時空對應關係進行探討，先論述傳統靜參

修持境界與局部空域的交互關係，並介紹大宇宙五大旋和律結構概念，再針對小宇宙靜

參境界與五大旋和律的互動對應關係進行探討；第四部分論述大小宇宙兩者間之炁氣調

和作用，主要探討念力御心之炁氣運作內涵及程序、念力御心之途徑及效果、以及鐳氣

轉運之時空運化與調和內容；第五部分提出三點結語：其一、個人小宇宙生命透過靜參

鍛鍊，可能提升精、氣、魄、魂、神能階，對永恆生命之存在境界產生正面效應，呈現

生命奮鬥之積極意義；其二、大宇宙高次元時空多元交錯，個體透過靜參修持、其元神

或封靈可能突破次元空間障壁進入與其相應之時空，此為傳統天人合一修持之終極目

標，亦為大小宇宙炁氣互融之統一狀態；其三、大宇宙生動變化不息，大小宇宙生命相

互交感影響，其間之炁氣調和運化為應元諸天神媒與 上帝的基本工作，其目的為使眾

生得以不斷生存、淬煉、與繁衍，展現生生不息之宇宙生命實象。 

 

 

 

關鍵字：靜坐、炁理、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生化系統、氣化系統、五大旋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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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炁氣鍛鍊內涵論大小宇宙之統一與調和 

劉緒潔 

 

一、前言：提供探索人類生命究竟與歸宿之素材 

 

人類生存於大宇宙之中，古今中外有識者不斷探索個體生命與宇宙之奧秘，企圖解

答人類生命究竟與歸宿之大問：生命何來？生命何去？從主觀層面來講、除了修持成就

之大德外，一般人實不易獲得對浩瀚無垠的宇宙內涵得以深入了解的機緣；從客觀層面

來講、科學家以先進科技或數學模式探究宇宙實體，從實際觀測結果與理論模式逐步架

構宇宙面貌，對宇宙之認知雖已有相當成果，但仍礙於觀測技術、生命體驗及思維所限，

無法深入靈性層面，至今尚無法窺見實體宇宙及性靈宇宙全貌，在人類智識高度演化的

今天，豈非缺憾！即使是對於個體生命之構成與內涵，仍有一大部分尚未為至今之科學

成果所能觸及，更遑論解析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之互動關係。 

 

傳統中國道家講究靜坐修持的功法與修煉境界的提昇，對於靜坐過程中的身心變化

有深刻的體認與描述，並認為通過靜坐修煉不只可以打通全身氣脈，提昇內在能階，如

道家內丹學有所謂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的描述，甚至通過靜坐修煉更可以深入宇宙高次

元時空、與大自然合一，這也是自古而來中國人強調的「天人合一」觀念，事實上就是

指小宇宙與大宇宙得以合而為一的境界。所謂小宇宙是指個人身心靈主體，大宇宙是指

整體宇宙天體時空、且包括性靈宇宙，可知、小宇宙是否得以證入而與大宇宙合一、更

進一步的是大小宇宙是否得以調和，應是有志於修道者與胸懷宇宙者終生追求的極致目

標，其中亦牽涉到個體修持層次與大宇宙時空之對應關係。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第二部〈物質之自然觀〉中提及兩大基礎且重要的觀念：靈

體與天體，架構性回答了人類亙古以來的生命大問；其中第一個部分涉及生命的主體結

構問題，第二個部分提供了回答個體生命於所在時空之歷程與歸宿問題的基礎，對於這

些問題的實際內涵，是一個正信的宗教必須要對其信徒或社會大眾交代清楚的基本責

任，同時提供實際修持的方法，使之可以用生命親身實證。 

 

本文彙整相關資訊、聖訓及涵靜老人修持鍛鍊的資料，從炁氣角度探討靜坐鍛鍊與

生命時空的交互關係，試圖針對前面所述之生命主體(從修持角度而言)及生命歸宿(從實

證角度而言)等命題提出部分回應，並論及個體小宇宙對大宇宙之交互作用，一則可能

作為個人修持參酌之用，另外亦可能作為生命科學及宇宙科學探討之前緣命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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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坐之小宇宙身心靈及炁氣變化 

 

此處先從個體身心靈與精氣神之交互關係及性命雙修之鍛鍊過程，探討靜坐修持之

身心靈及炁氣變化，並介紹涵靜老人靜坐修持之實證內涵。 

 

(一)身心靈與精氣神之交互關係 

 

1. 傳統靜坐中所稱之「五氣朝元」與「三花聚頂」 

 

道家內丹學對於靜坐修持過程與境界有所謂「五氣朝元」與「三花聚頂」的描述，

這是靜坐過程中實證天人合一境界的基礎。所謂「三花」(或稱「三陽」)是指精、氣、

神的精華，「三花聚頂」(或三陽聚頂)是指靜坐過程中精、氣、神之能量經由逐階修持淬

煉提昇，通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程序，而將精氣神之高級炁能混一聚於

玄關一竅的狀態，《金丹大成集》1〈金丹問答〉中提到：「問：三花聚頂。答曰：神、

氣、精混而為一也。玄關一竅，乃神、氣、精之穴也。」此處混而為一所在之玄關一竅

是指上丹田，對應生理學中松果體位置之高維度空間2。嚴格說來，在靜坐鍛鍊第二階

段煉氣化神時，陽氣即有會聚於泥丸宮上丹田處之狀態，此時即已出現「三花聚頂」的

初步現象，而煉神還虛則是元神氣能凝聚飽滿而出體的階段，對修煉功果圓滿者而言可

達陽神(元神)出竅，至於其出竅後所能活動之宇宙時空範圍則與個體修持之境界有關，

可見真實的煉神還虛境界更在三花聚頂層次之上，因此、三花聚頂是一個基礎；而「五

氣朝元」則更是三花聚頂的必備條件，所謂「五氣」一般指的是肝、心、脾、肺、腎五

臟所屬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氣，《金丹大成集》3〈金丹問答〉中亦提到：「問：

五氣朝元。答曰：五臟真氣，上朝於天元也。」又《性命圭旨》4：「蓋身不動則精固而

水朝元，心不動則氣固而火朝元，真性寂則魂藏而木朝元，妄情忘則魄伏而金朝元，四

大安和則意定而土朝元，此謂五氣朝元，皆聚於頂也。」又《王禪老祖玄妙真經》5：「心

正而靜，五炁朝元，病患無從以發，六脈調和，惟修道者能之，脈已調和，精神隨之舒

快，故身安命立，則無恐怖，還無顛倒，坐臥起居，泰然自在。不生妄想，久而自然，

蓋道在乎自然而已。」顯示身心寂然不動、五炁自然朝元之安適狀態(此處「炁」與「氣」

意同)；另外，《鍾呂傳道集》〈論朝元第十五〉6中有：「日月之間，一陽始生，而五臟之

氣朝於中元；一陰始生，而五臟之液，朝於下元。陰中之陽，陽中之陽，陰陽中之陽，

三陽上朝內院，心神以返天宮。是皆朝元者也。」又有：「金液還丹以煉金砂，而五氣

朝元，三陽聚頂，乃煉氣成神，非止於煉形住世而已。」整體看來、五臟之氣(五行之

                                                 
1（元）紫虛了真子蕭延芝元瑞述，《金丹大成集》，〈卷二、金丹問答〉，第 42 問。 
2 劉緒潔，〈正宗靜坐之腦部反應現象與生理意義研究〉，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南投，2009 年 1 月。 
3（同 1），第 43 問。 
4（明）尹真人弟子撰，《性命圭旨》全名《性命雙修萬神圭旨》，〈元集．五氣朝元說〉。 
5 《王禪老祖玄妙真經》，禪機山仙佛寺，南投，1995 年農曆正月二版，p.40-41。 
6（五代）華陽真人施肩吾撰，《鍾呂傳道集》，〈論朝元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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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有自然歸元之本性，若是透過靜坐鍛鍊，更能夠逐階而進，先後向下丹田(下元)、中

丹田(中元)、上丹田(上元)聚集，稱之為五氣朝元及三花聚頂；綜而言之、五氣朝元的

最基本層次為五氣歸於本源的調和狀態，配合三花聚頂之逐階修煉，分別又向下、中、

上丹田提昇會聚之不同層次，也就是說、「五氣朝元」與「三花聚頂」是靜坐修煉中透

過五臟之氣逐步歸於本位，且漸次修煉之程序與進階，而「煉氣成神，非止於煉形住世」

所論已屬元神出竅、陽神沖舉之境界，已不是在於追求肉體永存於世之層次了。 

 

2. 精、氣、魄、魂、神之一般內涵 

 

靜坐除了影響生理與心理之外，從宗教或修持的角度來看，深入靜坐修持必然觸及

靈魂的層面，對於此一生命的本然部分，《新境界》對各類生命皆統稱為「和子」。目前

除了科學界所探討的生理與心理層面之外，各宗教大致都有靈魂的相關論述，傳統道家

更有三魂七魄的說法，魂魄(靈魂)結構屬無形，肉體(臟腑)結構屬有形，有關靈魂與肉

體生理、心理(情緒)之交互關係，經由分析來自高次元的訊息，呈現極為特殊的概念7,8：

一般所稱的魂魄實為靈體和子與肉體結合之後所產生(意即魂魄屬後天)，清明的先天靈

體和子與肉體結合後被污染的部分稱為「魂」(此說法與《左傳》中子產的觀點相近9,10
)，

而更受七情影響的部分則化為「魄」，顯示先天靈體和子與受肉體影響後之魂魄已有其

差別，同時清明的和子被擠入大腦的松果體中(稱之為「神」，或稱為個體之「元神」)，

而魂則被肝臟所吸附，魄則藏於肺臟中，此即中醫所謂「肝藏魂，肺藏魄」之由來；另

外、「三魂」指的是「魂」在天、地、人三才的偏屬特性，個體可能因肉體或魄力影響、

或因修持層次差別，影響本身魂的三才比重或屬性，因而影響魂的層次或境界；「七魄」

則是直接受情緒牽動影響，而產生的各類別之陰濁力量與結構體；可知、魂與魄直接受

到體氣所影響，亦即受到生命體之意識或情緒之交互作用而改變其本質與構形，並逐漸

產生個人別具之屬性與特質。 

 

將精、氣、神與上述所提魂與魄的觀念整合，則形成精、氣、魄、魂、神之整體概

念，以能量或次元等級差異來看，精屬於較低層次，氣、魂與魄屬於中高層次，而神則

屬於和子或靈的最高層次；另外、《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二集)》11中提及人體內之「生化

系統」，是指「人身中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內所含藏精、氣、神、魂、魄五大能量區域間，

形成的一種連續性相互制衡與化生的運作內容。」其中「精、氣、神、魂、魄代表五臟

之象的能量聚合及轉化的表現部分。」這裡所提的五大能量區分別代表著五種不同能量

聚合效應之無形氣能聚合場。換言之、「生化系統」是指由五臟(腎、脾、肝、肺、心)

之象所形成的五大能量區(精、氣、魄、魂、神)之整體能量聚合及轉化的運作系統，是

                                                 
7〈魂魄剖析〉，《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台北，帝教出版社，1992 年 5 月初版，p.102-103。 
8 劉緒潔，〈靈理學內涵初探〉，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南投，2011 年 11 月。 
9 李約瑟著，張儀尊、劉廣定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十四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 年 6 月二版，p.162-176。 
10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春秋左傳》，〈昭公〉，http://ctext.org/zh。 
11《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二集)》，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南投，1998 年 10 月初版，p.119-145。 

http://ctext.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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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無形的氣能聚合運作場，五臟與生化系統有著形質與生化上之表裡關係；靜坐中「五

氣朝元」、「三花聚頂」之逐階進程，與「生化系統」之氣炁本質息息相關，甚至可以從

「生化系統」深入探討。由於生化系統之內涵本質屬於無形，因此上述所稱各臟腑之象

似應看成其所對應能量區之較高維度空間或氣性結構較為合理，亦即臟腑位置有其臟象

之無形能量氣場構形(屬較高維度之氣場性結構)，而上、中、下丹田同樣亦屬一種無形

之高維度氣場構形；將此生化系統其所位於身體之相對部位與其特性列於表 1，其中顯

示靈體和子(心或神)屬於較清明之靈覺意識主體，位於道家所謂上丹田(應位於解剖學上

之松果體之高維度空間位置)
2，魂則為依據個體所屬之天地人三才屬性等級差異所形成

之炁性中階能量與構形(藏於肝)，魄則偏屬受情緒影響之炁性低階能量(藏於肺)，氣則

為稍有鍛鍊之材質(位於中丹田)，而精則屬尚待鍛鍊之材料(位於下丹田)，圖 1 整體顯

示人體精氣魄魂神(生化系統)在體內氣場構形之相對位置關係圖。 

 

表 1. 精氣魄魂神(生化系統)能量區氣場構形在體內之相對位置與其特性 6
 

氣場構形 在身體之相對位置 (註) 特性說明 

和子(神) 心神(上丹田)--大腦松果體高維度空間 清明之靈覺意識主體(氣化系統之元神部分) 

魂 肝之臟象--肝臟相應空間部位 屬天地人三才各等級之炁性中階能量與構形 

魄 肺之臟象--肺臟相應空間部位 偏屬受情緒影響之炁性低階能量 

氣 脾之臟象(中丹田)--兩乳對中內部 稍有鍛鍊之材質(氣化系統之陽電質部分) 

精 腎之臟象(下丹田)--臍下三寸內部 尚待鍛鍊之材料(生化系統之陰電精氣能部分) 

註：精氣魄魂神之內涵大致仍屬無形之本質，其在身體內氣場構形之部位應僅表示相對之位置關係，

看成相對應部位之較高維度空間應較為合理。 

 

 

 

 

 

 

 

 

 

 

 

 

 

 

 

 

說明：有關圖中各位置應

看成該相對應部位較高

維度空間之氣場性結

構，例如臟腑位置有其臟

象之無形氣場構形(屬較

高維度)，而上、中、下

丹田同樣亦屬一種無形

之高維度氣場性結構。 

神 

(靈) 

(心) 

 

氣 

(脾) 

精 

(腎) 

魂(肝) (肺) 魄 

圖 1 人體精氣魄魂神(生化系統)氣場構形相對位置關係圖 

中丹田 

上丹田 

下丹田 

肺臟之臟象 肝臟之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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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醫、科學與《新境界》中對於精、氣、魄、魂、神之界定 

 

人身最可貴之處即在懂得善用有限軀體(小宇宙)的自然運行法則，一旦人身小宇宙

運行幅度能巧妙地暗合天機，此時，該元神(二我)部分可依內在「和能熱準」(和子內聚

能量)的提昇程度，選擇所欲或僅能進入的次元空間層中，與該次元天層內的旋和律法

則配合而生變化。無形高次元傳示之聖訓為了提供深入理解《新境界》有關「氣胎」、「電

胎」、「炁胎」、「鐳胎」各項階段內涵的資訊，特別針對中醫、科學與《新境界》中「精」、

「氣」、「魄」、「魂」、「神」等觀念作扼要補充及詮釋12，茲依據其內容分別整理列於表

2。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神」的部分，聖訓指出：目前中醫及科學大致認為「神」體

現為中樞神經系統之功能以及人體的生命活動狀態兩個方面，因此、目前科學學理上對

「神」之概念通常也只能歸納為與神經系統有關的認知範圍；而聖訓提到《新境界》對

於「神」的詮釋方向則為：「『神』除為人身中具有表現個體精神思維之能力外，尚且包

括藉由精神煅煉過程，煉至真我(二我)出現的活潑狀態(即元神出遊之情況)。」這裡提

到宗教上的一個基礎，也是傳統道家修煉的重要境界：「陽神出竅」(真我出現、元神出

遊)，這是在前面提到「五氣朝元」及「三花聚頂」後的重要境界，聖訓更提到：「具體

而言，教義對『神』的界定，其涵蓋層面不僅僅限於目前在單位個體上所能掌握之範圍

特性，甚至也包括生存於各空間次元中的性靈和子所表現於神性部分之媒介統稱(媒介

神)，此種特色，遠超過目前學術上及宗教上對『神』所論述的一般性認知。」一個人

通過靜坐修煉，在身心(生理與心性)兩方面下功夫，當性命(心性與身命)雙修的功夫達

到相當層次，已經成為媒介於一般凡人(眾生)與大自然(無形高次元天界)間之媒介，成

為媒介之神，這也是《新境界》所提「第三神論」13的概念。 

 

表 2 中醫、科學與《新境界》對精氣神魂魄之詮釋 

 中醫及科學之觀點 《新境界》之詮釋方向 

精 「精」是構成人體和維持生命活動的基本

物質，其來源可分為先天之精及後天之

精。「先天之精」是指性腺內的生殖細胞，

其中除包括男性的精原細胞和女性的卵

母細胞外，還包括由性腺分泌之性激素。

「後天之精」則是指構成人體生命大分

子，在此包括核酸(DNA、RNA)、蛋白質、

酯類、醣類等之生命型態表現。 

「『精』之成分為非白非青半陰半陽之質，是陰陽電子

中的至陰精粹。14」此至陰精粹之特性相對於陰、陽電

子，類似於人體細胞中之高爾基體相對於細胞之功能

作用。由於電子是構成物質世界的最小單位，人體中

的每一個單位細胞內(不論先後天精原細胞，或組成人

體各功能器官之特化細胞)，皆存在著所謂「至陰精粹」

的變化藍圖，細胞—電子—至陰精粹，三者之互動原

理有如醫學所謂內外相表裡及一體共存上之組合關

係。 

氣 「氣」有兩種含意：一是指在人體內流

動的一種精微成分，其功能為維持人體生

命活動之基本物質；二是指在神經系統功

能性運作下，各臟腑間所形成的機能活動

「『氣』為和子中一種高等電質與靜電軀體交流後所發

生的至陽熱流。14」此處所言的「氣」尚包括來自於和

子的作用層面。「和子」由於是構成物質世界中另一種

最小單位，因此，當和子與人類的電子體結合的剎那，

                                                 
12 心靈學系列，《人類意識概要(下冊)》，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聖訓手稿 p.222-228。 
13 李玉階等著，《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1997 年 10 月三版，p.100。 
14 (同 13)，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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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人體的氣依來源可分為：元氣、宗

氣、營氣、衛氣、臟腑之氣等五大類，其

體現方式皆為能量轉化和可興奮組織的

活動(例如所謂氣化作用)，就目前較具科

學性的整體觀念而言，「氣」的生理表現

形式可說是一種交感神經衝動及其反應

的結果，「氣」的物理作用則有如生物磁

化的表現一般，「氣」的化學存在形式則

可視為是一種高能物質(例如以 ATP之存

在型態)等多元性的廣義概念。 

雖然和子大部分能量集中於大腦(電子體)內，但此時和

子仍會以其原素中之三分之一量充實每一個原子中之

電核，以司神經知覺之貫通。此現象不難說明出「氣」

何以會在人體內的不同組織、器官中，也能夠顯現各

種型態特徵以及其多樣的變化方式。換言之，「氣」的

變化方式主要亦在配合和子內其「靈氣」部分的參與

情況而有此導向。 

魄 （依中醫古籍論藏象之觀點）認為：「肺

者，氣之本，魄之處也…。15」此藏象學

說主要也是通過古代醫家們，長期對人體

內在現象觀察所得的結果。 

「魄」為和子公式中之電質部分，其功能特性除具有

指揮個體產生生理性運動與知覺功能外，由於電質內

部質地皎潔無翳、其速度迅捷無礙，引力也異常悠久，

但因電質尚具有炁氣傳遞特性，間接使得作用後的電

質原素同時帶有真愛性與怨性的知覺意識，「魄」對生

物個體所產生之作用則具有聽覺及視覺的功能作用。 

魂 （依中醫古籍論藏象之觀點）認為：「肝

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16」此藏象

學說主要是通過古代醫家們，長期對人體

內在現象觀察所得的結果。 

「魂」為和子公式中之 X 原素部分，其功能特性除具

有神明與果決，可導引其他三種原素進行指揮神經之

功能外，由於 X 原素尚具有炁氣轉化特性，並間接使

得存留於 X 原素內的炁氣混合原素，同時帶有執著之

癡性，「魂」對生物個體所產生之作用則具有意欲的功

能作用。 

神 「神」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體現為中樞

神經系統之功能，二是體現為人體的生命

活動狀態。然因人體的生命活動狀態，主

要是在神經系統功能調節下才能完成，故

以目前學理上對神之概念，通常也只能歸

納為與神經系統有關的認知範圍。 

「神」除為人身中具有表現個體精神思維之能力外，

尚且包括藉由精神煅煉過程，煉至真我(二我)出現的活

潑狀態(即元神出遊之情況)。具體而言，教義對「神」

的界定，其涵蓋層面不僅僅限於目前在單位個體上所

能掌握之範圍特性，甚至也包括生存於各空間次元中

的性靈和子所表現於神性部分之媒介統稱(媒介神)，此

種特色，遠超過目前學術上及宗教上對「神」所論述

的一般性認知。 

 

(二)性命雙修之鍛鍊過程 

 

1. 性命雙修之原則 

 

有關性命雙修之原則《新境界》中提到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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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訓針對教義此段之內容特

別說明18：有關性命之學的立論與實踐方法，自古至今無論傳統道家或佛學皆對此一命

題論述甚深，學者亦不難經由多方參考、對照而意會出「性」、「命」之說的一體性與其

間之交互關係，但究其根源處，仍不離教義對「性」、「命」二字所說的界定範疇，換言

                                                 
15《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篇第九〉。 
16 (同 15)。 
17 (同 13)，p.98-99。 
18 (同 12)，聖訓手稿 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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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命雙修」必須在自然與物質相互配合下，人身中的「和力作用」才能發揮促進

人體氣血循環使之通暢，並藉由「電精交流」途徑，達到刺激體內新陳代謝，強化生理

機能作用，繼而達到該個體在性命鍛鍊之每一階段過程中所預期的基本成效。 

 

2. 性命雙修之入手處 

 

有關性命雙修之入手處《新境界》中提到19：「性命雙修…需要向自己奮鬥，培養正

氣，鍛鍊身心，善用本身精氣神混合化煉，按時靜坐，運行氣血，電精交流，持久不輟

便能排除陰氣，疏通瘀濁，使之清者上昇，濁者下降。陰濁祛除，自然卻病延年，陽和

充溢，當可返老還童。」聖訓針對教義此段之內容亦加以特別說明20：教義對性命雙修

所欲論及之重點有二：其一是有關性命雙修的下手方法，例如：由向自己奮鬥→靜坐體

悟→煉就精、氣、神→返老還童之入手要領與注意事項等基礎工夫。其二是論及在鍛鍊

過程上的基本通則，例如：當氣化過程至某一熱力時，則更能加速原本體內循環系統的

作用，亦即藉由排除全身陰濁之氣，達到疏通瘀濁、祛病延年的自然效果。 

 

3. 靜參之「生化原理」與「氣化原理」 

 

靜坐修煉(靜參)過程中體內在不同靜坐功夫深度會有不同之變化階段，正宗丹鼎派

修煉過程必須經由「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階段變化，最後方能進入「煉

虛合道」的境界。有關靜坐中人體內之精、氣、魄、魂、神「生化原理」與「氣化原理」

茲介紹說明於下21： 

 

(1)靜坐修煉之生化原理、過程及結果 

 

A. 靜坐修煉之生化原理：茲將靜坐之生化系統變化關係呈現於圖 2 中，依據圖中

所示序號依序說明如下： 

a. 精、氣、魄、魂、神—此圖示除代表教義之詮釋方向外，亦包括中醫理論對藏象功

能的概念性認知。 

b. 橢圓形軌道—示意出精、氣、魄、魂、神在體內活動時，所產生的和力作用範圍(似

旋和現象)。 

c. 兩橢圓圖形之交集處—示意出精、氣、魄、魂、神各系統間，其和子力與電子力在

質、能轉換上的電力作用範圍層。 

d. 虛線箭頭指向部分(在生化系統五個橢圓上)—示意出人體的內氣作用，可經由鍛鍊

途徑影響臟腑內原有的和力熱準，甚至能迫使各個單元系統發生軌道變化的力量。 

                                                 
19 (同 13)，p.99 
20 (同 12)，聖訓手稿 p.220。 
21 (同 12)，聖訓手稿 p.22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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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喜、怒、憂、思、恐—此處主要示意出各臟腑功能於作用機制失調時，所形成的生

理情緒反應，此情緒反應部分與和子成分內所帶有的癡、怨性有關。 

f. 肝、心、脾、肺、腎—此處僅為抽象性分佈示意之用，其目的除暗示精、氣、魄、

魂、神所司控於有形質的功能器官外，更隱喻出無形、有形間在其形、質與生化上

之表、裡關係。 

g. 小周天之圓形軌道—示意為個體在煉精化氣的階段中，當氣化作用至某一化合熱準

時，五大和力作用區域發生能量提升及軌道共振變化之功能特性，並形成循任督二

脈運轉的橢圓軌道環繞形態。 

h. 大周天之圓形軌道—示意為個體在煉氣化神階段中，已經由小周天運行狀態擴大至

此種旋和力軌道的作用範圍。 

i. 養胎、哺乳—此階段主要作用為溫養元神階段，其特色除可增進個體原有的意識能

力外，更能強化該元神於出遊時，所應具備的意識能量。 

j. 天門部位—指炁氣交流進出的重要通道。 

k. 還虛狀態—此階段中個體內在元神力量因已壯大，故能依照元神所帶有之意識與能

量範圍，突破空間障壁進入物質世界以外的各次元空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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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生化原理運作關係示意圖 

圖說：正中央五個實線橢圓為生

化系統之示意圖(以 X-Z 平面顯

示)，一個點線橢圓為小週天之示

意圖(圖中顯示為與生化系統平

面垂直之 Y-Z 平面)，虛線橢圓為

大週天之示意圖(為立體概念)。 

a 魂 神 氣 魄 精 

e 怒 喜 思 憂 恐 

f 肝 心 脾 肺 腎 

(符號 a, e, f 之對應關係詳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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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靜坐修煉之生化過程及結果：靜坐之生化過程變化順序為：調節臟腑功能，

改善氣血循環玏能，強化奇經八脈功能，增進腦部循環功能。其生化結果如下： 

a. 當個體完成築基階段：此時該個體臟腑功能已獲得明顯的調節。(相當於《新境界》

所謂已達百日築基的成效)。 

b. 當個體完成「小周天」階段：此時該個體「氣血循環」功能已獲得明顯的改善。(相

當於《新境界》所謂已達「氣胎」基礎的成效)。 

c. 當個體完成「大周天」階段，此時該個體「經絡系統」功能已獲得明顯的強化。(相

當於《新境界》所謂已達「電胎」基礎的成效)。 

d. 當個體完成「哺乳、養胎」階段：此時該個體「腦部循環系統」功能已獲得明顯的

增進。(相當於《新境界》所謂已達「炁胎(聖胎)」基礎的成效)。 

 

(2)靜坐修煉之氣化原理、過程及結果 21
 

 

A. 靜坐修煉之氣化原理：茲將靜坐之氣化系統變化關係呈現於圖 3 中，依據圖中

所示序號說明如下： 

a. 下丹—是指下丹田部位。 

b. 中丹—是指中丹田膻中部位。 

c. 上丹—是指上丹田性竅部位。 

d. 斜線部分—是指個體由煉精階段，進入化氣過程時之氣化作用區。 

e. 斜線部分—是指個體由煉氣階段，進入化神過程時之氣化作用區。 

f. 橢圓軌道—代表各功能作用層之旋和律作用範圍(此軌道運作方式，亦會隨著氣化

過程而做不等程度上的變化)。 

 

B. 靜坐修煉之氣化過程及結果：靜坐之氣化過程其順序為煉精化氣，煉氣化

神，煉神還虛等階段，圖 3-1~圖 3-7 呈現此三階段氣化過程之變化情形；其氣化結果

如下： 

a. 當個體完成「煉精化氣」階段，該個體對來自於身、心上的需求及欲望必然降低，

同時也成就出《新境界》所謂「氣胎」之修煉成果。 

b. 當個體完成「煉氣化神」階段，該個體不但因氣化作用已強化了個體在心靈意識上

的敏銳程度，同時也成就出《新境界》所謂「電胎」之修煉成果。 

c. 當個體完成「煉神還虛」階段，該個體不但因氣化作用已強化了個體在靈覺意識上

的靈性程度，同時也成就出《新境界》所謂「炁胎(聖胎)」之修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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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聖訓所示、傳統丹鼎派修煉過程經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之三階段後，

方能進入煉虛合道的境界。茲將靜參境界與生化、氣化之結果及效應等對應關係整理列

於表 3 中。 

 

表 3 靜參境界與生化、氣化結果及效應對應關係 21,22,23
 

靜參境界 生化結果 生理效應 氣化結果 氣炁效應 

完成築基階段 百日築基 臟腑功能獲得明顯

調節 

親力增強 

電光透發 

加強心境能量熱準 

強化親力電射能量 

成就氣胎 完成小周天 氣血循環功能獲得

明顯改善 

煉精化氣 用氣引精、用血行氣 

身心需求及欲望降低 

成就電胎 完成大周天 經絡系統功能獲得

明顯強化 

煉氣化神 強化個體在心靈意識

上的敏銳程度 

成就炁胎 

(聖胎) 

完成哺乳、養胎 腦部循環系統功能

獲得明顯增進 

煉神還虛 

(真我出現) 

強化個體在靈覺意識

上的靈性程度 

成就鐳胎* 五大能量區產生同

化效應，能階提昇 

含高能鐳質成分析

出聚於丹田 

(煉虛合道)
☆
 引得大空含鐳質之炁

交融化合，調和氣運 

*此處「鐳」之意義與週期表之元素鐳並不相同，乃指高能量之炁能狀態。 
☆
就修持角度而言、傳統道家所論「煉虛合道」與天帝教《新境界》所述之鐳胎修煉仍稍有不

同內涵，傳統道家所論應屬證入合一為主，天帝教所述則以調和氣運為主。 

 

(三)涵靜老人靜坐修持實證內涵 

 

綜觀涵靜老人一生，足足有六十八年的靜坐修持功夫，一般人實無法知曉其功夫之

實際內涵，更無由得以窺其堂奧，所幸無形高次元仙佛以涵靜老人一生之修持成果為個

案，將其中精微細緻之內涵透過天人交通方式傳示人間，不只使人間稍能得以知曉其靜

坐之修持境界，更因而對生命結構之本質內涵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依據高次元所傳示有

關涵靜老人靜坐修持各階段現象的相關訊息 22,23，吾人可以瞭解到整個靜坐修持過程

中，隨著功夫進階之五個階段：初學基本智識階段、氣胎階段、電胎階段、聖胎階段及

鐳胎階段24，其內在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皆有不同的變化及成效，茲簡要彙整於下。 

 

1. 氣化流程部分 

 

有關氣化流程部分，大致上會先經過幾個主要程序： 

(1)隨著修持功夫之持續，心境能量(內在意識能量)逐漸收歸於內，使心境能量提高，並

刺激 X 原素釋放出較多的炁氣混合能量。 

                                                 
22

 《第五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帝教出版社，1996 年 8 月 30 日初版，p.263-321。 
23

 《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南投，1996 年 2 月初版，P.58-81。 
24

 (同 13)，p.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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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能量隨著修持功夫進階之不同，而分別影響 O
0、H

0、電質原素分別釋放和氣能量、

靈氣能量及剛氣能量。 

(3)各原素相應之電流作用軌道受到不同對應氣能之刺激，而產生軌道之變化，在不同的

修持進階中分別產生二合一、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六合一、乃至七合一之圓形

軌道，並分別與上一級之軌道幾近重疊，產生強化各軌道及各電力反射區能量之效果。 

(4)完成軌道變化及能量強化之程序後，各原素之電流作用軌道再依次還原。 

 

2. 生化流程部份 

 

在生化流程部份，也大致有下列幾個主要程序： 

(1)氣化系統的氣能轉入生化系統中。 

(2)該氣能隨著修持功夫進階之不同，分別帶動精、氣、魄、魂、神五大軌道之變化由橢

圓形軌道分別產生二合一、三合一、四合一乃至五合一之圓形軌道，而產生能量區之

引合共振，強化各能量區之功能，前述圖 3-1~圖 3-7 亦呈現生化系統在靜坐各階段過

程中之變化。 

(3)完成軌道變化及能量強化之程序後，各能量區之軌道再依次還原。 

 

由於涵靜老人在達到聖胎初果時，受到呂祖(純陽祖師呂洞賓)、雲龍至聖、一炁宗

主(蕭昌明大宗師)、濟佛祖於無形中之指導，改以煉就封靈之急頓法門，配合無形之救

劫顯應，自身已煉就之聖胎成果，並未再繼續精煉成具有物質化能力的修煉威能，而涵

靜老人最後修煉成就之鐳胎，終能夠產生不可思議的調和氣運之大威神力。玆就高次元

所傳示之聖訓，將涵靜老人靜坐修持各階段之現象與原理彙整呈現於表 4 中25。 

 

 

從生命結構及其本質內涵來看、針對前述各類無形生命系統分別檢視其內涵，並由

各項無形生命系統與靜坐修持各階段現象變化之內容比較來看，無論是其氣場結構本身

或是運作內涵，都不離炁與氣之範疇，即使是其結構本身雖屬非物質之無形結構層次，

精微細緻，然亦為炁氣之無形運作體，運行或是運作於其中之內容物，不論是能量、訊

息、或是氣化內容物，都屬於炁與氣之內涵，這已進入「炁理學」之研究範疇。 

 

 

 

 

 

 

                                                 
25 劉緒潔，〈從和子論初步探討人體生命系統〉，第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南投，200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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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涵靜老人靜坐階段的現象與原理 

階段 
氣 化 部 份 生 化 部 份 

流 程 成 效 流 程 成 效 

一. 
初 
學 
基 
本 
智 
識 
階 
段 

1.心境能量收歸於內並提高。 

2.刺激 X 原素釋放較多炁氣混合能量。 

3.影響各原素於各電流作用軌道及電力

反射區之運行，並加強其應有功能。 

增加心境能量熱

準，強化原有親力

電射能量。 

1.X 原素釋放較多炁氣混合能

量，並影響電質原素釋放強度

的陽質電荷。 

2.陽質電荷傳入中樞及自主神

經系統，強化神經傳導特性及

生命機能。再傳入生化系統使

能量區共振，強化相生相剋效

能。 

1.淨化心靈感受與

境界。 

2.改善生理機能，

強健體魄。 

二. 

氣 

胎 

階 

段 

1.心境能量提高，X 原素及 O
o
分別釋放

炁氣混合能量、和氣能量。 

2.O
o
橢圓軌道變成圓形，並上提與 H

o
軌

道幾近重疊，使二者電力反射區之能量

增強。 

3.軌道還原。 

以氣化流程帶動生

化流程，完成以氣

引精，排除體內陰

氣，提昇心境能

量。 

1.氣化系統氣能變化之強度及

熱準提高，帶動生化系統中精

軌道由橢圓變圓形並上提，與

氣軌道幾近重疊，使兩能量區

共振，提昇精能量區之能階。 

2.強化魄、魂、神各能量區與氣

能量區之引合作用。 

3.軌道還原。 

從生化流程返回

氣化系統，完成

「用血行氣，過關

通節，貫通全身」

之能量強化效果。 

三. 

電 

胎 

階 

段 

1.心境能量提高，X、O
o
、H

o
原素分別釋

放炁氣混合能量、和氣能量、靈氣能

量。 

2.O
o
軌道及 H

o
軌道分別由橢圓變成二合

一之圓形軌道並上提，與電質軌道幾近

重疊，使三者電力反射區之能量增強。 

3.軌道還原。 

1.將體內陽氣煉聚

成更高能量之胎

能。 

2.間接刺激靈意網

路，引合大空之炁

調濟親和。 

1.氣化能量轉入生化系統。 

2.精、氣、魄、魂橢圓軌道逐一

形成四合一之圓形軌道並上

提，與神軌道幾近重疊。神軌

道向下移位，使五大能量區共

振，強化五大能量區功能。 

3.軌道還原。 

1.帶動神軌道下

移，增強生理機

能。 

2.大部份氣能返回

氣化系統中，增

強前述氣化流程

之原有成效。 

四. 

聖 

胎 

階 

段 

初期 1.心境能量提高，X、O
o
、H

o
、電質

原素分別釋放炁氣混合能量、和

氣能量、靈氣能量、剛氣能量。 

2.O
o
、H

o
、電質之橢圓軌道變成三

合一之圓形軌道並上提，與 X 原

素軌道幾近重疊。 

大致同電胎，唯能

量較高，功能較明

顯。 

精、氣、魄、魂、神橢圓軌道變

成五合一之圓形軌道。 

1.氣能先在神能量

區中淨化，再下

移至精的位置，

進行能量變換。 

2.(同電胎) 

中期 O
o
、H

o
、電質、X 原素之橢圓軌道

變成四合一之圓形軌道並上提，與

b4軌道幾近重疊。 

大致同初期，唯功

能較明顯。 

大致同初期，唯功能及成效均較顯著。 

後期 O
o
、H

o
、電質、X 原素及 b4之橢圓

軌道變成五合一之圓形軌道並上

提，與 b3軌道幾近重疊。 

大致同中期，唯功

能較強烈且帶有特

殊物化效能之變

化。 

大致同前，唯除特色較劇烈外，亦伴隨可產生物質

化能力之陽質氣能。 

封靈 O
o
、H

o
、電質、X 原素及 b4、b3之

橢圓軌道變成六合一之圓形軌道並

上提，與 b2軌道及熱準點幾近重疊。 

大致同後期，但較

著重在向大空釋放

陽質能量。 

大致同後期，另將生化時產生之陽質能量大部份先

轉入氣化系統中作用後再向外釋放。 

五. 

鐳 

胎 

階 

段 

1.O
o
、H

o
、電質、X 原素及 b4、b3、b2之

橢圓軌道變成七合一之圓形軌道並上

提，與熱準點幾近重疊，強化各軌道及

各電力反射區之能量。 

2.軌道還原。 

1.加速生化系統劇

烈變化，排除陰電

子，增加陽電子之

熔合反應。 

2.刺激靈意網路釋

放鐳質能量於大

空，轉運救劫。 

1.強化精、氣、魄、魂、神各能

量作用軌道之引合作用，使五

大能量區產生同化效應，提昇

能階。 

2.受靈質能量改造區之氣化能

量影響，改變生化系統於常態

下之運轉方式。 

1.生化系統之氣能

在神能量區淨

化，並依次下移

氣、精能量區。 

2.絕大部份陽氣能

量返回氣化系統

中，配合釋放至

陽電射之炁能所

需。 

註：1.和子各原素釋放之氣能：X 原素─炁氣混合能量、電質─剛氣能量、H
o
─靈氣能量、O

o
─和氣能量 

2.聖胎及鐳胎階段之氣化流程中，由於軌道之引合效應，影響到靈質能量改造區之氣能，將刺激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

路產生引合反應，並依靜坐之進階，產生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中不同程度之能量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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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參修持層次與大宇宙之時空對應 

 

本段先探討一般傳統所論靜參修持境界與局部空域的交互關係，另依據聖訓資料概

要介紹大宇宙五大旋和律之結構，並據此探討小宇宙靜參境界與大宇宙五大旋和律的互

動對應關係。 

 

(一)一般靜參修持境界與局部空域的交互關係 

 

一般所論靜坐修持階段(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與大宇宙局部空域之交互

關係究竟為何？平劫主宰曾在《天堂新認識》〈談宇宙旋和系種種現象和靈力的層次〉

中提到：「若煉精化氣者，其和子可以達到本行星大氣層之外，而不能到達別個行星之

大氣層，故須繼續修行，所謂氣天所轄也。若此人已煉就煉氣化神的階段，他是可以出

入行星軌道，但是無法突破太陽系間的旋風軌道。但是若至煉神還虛時，結了聖胎，他

是可以突破太陽系間的旋和軌道，真正逍遙自在了。26」；另外，《新境界》第五章〈第

一節 靈的境界〉中提到：「…自由神可在同溫層以下自由往來，不受引力之拘束。…天

君可以突破各行星間之風力，在本旋和系內自由往來。…聖可以突破一個旋和系。27」

又《天堂新認識》：「…於每個高度旋轉的旋風軌道內緣，則是完全真空之旋風潤滑地

區，這便是所謂同溫層，一般修行至自由神的地位，因為修性不修命的關係，可以在本

身行星之大氣層邊緣自由出入，自由神的宮殿，大多建立在此寧靜地段」26。依據上述

資料並從修持得胎及證得神格等級來看：「自由神」因「修性不修命」，故無靜坐修持功

夫之得胎成果，其在宇宙中之活動自由度為所在行星之同溫層(含)以下範圍(屬象天)；

而靜坐初階、煉精化氣得「氣胎」，其活動自由度可達所屬行星大氣層之外至行星邊界

旋風軌道內之範圍(屬氣天所轄之較低次元空間)，但無法突破本行星旋風邊界到達其他

行星，其證得之神格《新境界》或聖訓中並未述明；靜坐中階、煉氣化神得「電胎」、

並證得「天君」神格，其在宇宙中之活動自由度為所在恆星(或稱為「旋和系」如本太

陽系)內各行星之間自由往來，但無法突破本恆星旋風邊界到達其他恆星；靜坐高階、

煉神還虛得「聖胎」(炁胎)、並證得「聖」之神格，其在宇宙中之活動自由度已可突破

本恆星旋風邊界到達其他恆星，在宇宙中逍遙自在，當然，此種境界果位可以憑藉自身

修持，進入其他恆星所屬行星之內，直接與個別性靈或生命接觸，但從宇宙結構層級來

推敲，這一層次的果位，尚應僅限於所處恆星(旋和系)之上一層旋和律(如銀河系)之內(不

在其外)，如《新境界》所言：「…僅能突破一個旋和系，而不能再行超越（如聖）」，可

知：初階之「聖」果為具備超越更大旋和律之基礎。茲將一般所論小宇宙靜參境界與大

自然宇宙結構的交互關係列於表 5 中。 

 

                                                 
26〈平劫主宰─談宇宙旋和系種種現象和靈力的層次〉，《科學的宗教宇宙觀─天堂新認識》，台北，天帝教始院，1990

年 11 月 12 日再版，p.34-35。 
27 (同 13)，p.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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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般小宇宙靜參境界與大自然宇宙結構的交互關係 

等級 靜坐境界 得胎 神格 宇宙中之活動自由度 

----- (修性不修命) ----- 自由神 所在行星大氣層邊緣(同溫層)自由出入(屬象天) 

初階 煉精化氣 氣胎 ----- 所在行星之大氣層之外(屬氣天所轄之較低次元空

間)，但無法突破本行星旋風邊界到其他行星 

中階 煉氣化神 電胎 天君 所在恆星(或稱為「旋和系」如本太陽系)內各行星

之間自由往來，但無法突破本恆星旋風邊界到達其

他恆星 

高階 煉神還虛 聖胎 

(炁胎) 

聖 可突破本恆星旋風邊界到達其他恆星，在宇宙中逍

遙自在，可以憑藉自身修持，進入其他恆星所屬行

星之內，但從宇宙結構層級來推敲，這一層次果

位，仍應僅限於所處恆星之上一層旋和律(如銀河

系)之內 

 

(二)大宇宙五大旋和律結構概說 

 

大宇宙整體結構依據《天人文化新探討》所提之整體宇宙縱斷面示意圖28，以及《人

類意識概要(下冊)》29所提內容，可獲得整體宇宙初步之聯屬層次關係概念(如圖 4 所示)，

茲說明於下： 

 

1. 整體宇宙旋和律之類型 

 

整體宇宙無量數的旋和系、按照不同的旋和律可依序分成第一至第五共五大類型

(圖 4 中之數字一~五即代表不同類型的旋和律)，上帝所居處為一種調和的中性律，具有

調和一至五類旋和律的力量，第一類旋和律為化炁界天層，第二類旋和律包括電流界、

電準界天層，第三類旋和律為化電界天層，第四類旋和律包括分化界、和合界天層，第

五類旋和律包括天液界、物質界、次質界天層；上帝中性律與與第一、二、三類型旋和

律間的實線，代表兩者的契合關係較為直接；上帝中性律與第四、五類型旋和律間的虛

線，代表兩者的契合關係較為間接；第一、二、三類旋和律與第四、五類旋和律間的實

線箭頭部分，代表一種能量淨化通道，亦即指生存於第四、五類旋和律內的和子，必須

經由此一淨化通道才得以進入較高能量的其他旋和律中(如第三、二、一類)繼續生存；

第一、二、三類旋和律與第四、五類旋和律間的虛線箭頭部分，代表一種能量轉換通道，

亦即指生存於第三、二、一類旋和律內的和子，必須經由此一轉換通道才較易適合於低

能量的其他旋和律中(如第五、四類)出入生存；第一、二、三類旋和律與第四、五類旋

和律間的空間障壁，指旋風軌道的最大能量作用區。 

 

2. 旋和律交集處之旋風軌道區 

                                                 
28 (同 23)，P.99-100。 
29 (同 12)，聖訓手稿 p.19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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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宇宙五大旋和律中各旋和律之交集處，代表空間的質能互換層，各有不同類型之

旋風軌道區，其間具有淨化靈魂能量、增強靈性意識能場的磁化性能30。圖 4 中(a)代表

「炁化旋風軌道區」，其作用具有轉化來自一、二類旋和律內其生命(存)型態之空間層；

(b)為「電化旋風軌道區」，其作用具有轉化來自二、三類旋和律內其生命(存)型態之空

間層；(c)為「分和旋風軌道區」，其作用具轉化和子、電子生命（存）型態之空間層；

(d)為「天液旋風軌道區」，屬一〜六次元天界層交互重疊共存之區域，亦為第四類、第

五類大旋和律以正、反扭合型態存在於幾近完全重疊的空間層；(e)則為「黑暗旋風軌道

區」，其作用具吸入次和子、次電子僅存之微量意識型態的空間層。表 6 顯示大宇宙整

體旋和律中各旋和律、旋風軌道區之名稱、作用與功能之彙總。 

 

 

 

 

 

 

 

 

 

 

 

 

 

 

 

 

                                                 
30

 (同 28)。 

空      間      障      壁 

虛線代表契合關係較間接 

 

實線代表契合關係較直接 

虛線箭頭代表能量轉換通

道 

實線箭頭代表能量淨化通道 

(電流界) 

(電準界) 

圖 4 大宇宙五大旋和律及旋風軌道聯屬層次關係示意圖 

二 
一 (化炁界) 

 

三 (化電界) 

 

五 

 

四 

上帝中性區 

a b 

c 

e 

d 

(分化界) 
(和合界) 

(天液界) 
(物質世界) 

(次質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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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宇宙整體旋和律、旋風軌道區之名稱、作用與功能 

區域 名稱 作用與功能 

最上層 上帝中性區 代表上帝中性律之作用。 

一 第一類旋和律 表示化炁界天層。 

二 第二類旋和律 表示電流界、電準界天層。 

三 第三類旋和律 表示化電界天層。 

四 第四類旋和律 表示分化界、和合界天層。 

五 第五類旋和律 表示天液界、物質界、次質界天層。 

a 區域 炁化旋風軌道區 其作用具有轉化來自一、二類旋和律內其生命(存)型態之空間層。 

b 區域 電化旋風軌道區 其作用具有轉化來自二、三類旋和律內其生命(存)型態之空間層。 

c 區域 分和旋風軌道區 其作用具轉化和子、電子生命(及生存)型態之空間層。 

d 區域 天液旋風軌道區 為 1~6 次元天界層交互重疊共存之區域，亦為第四、五類大旋和

律以正、反扭合型態存在於幾近完全重疊的空間層。 

e 區域 黑暗旋風軌道區 具吸入次和子、次電子僅存之微量意識型態的空間層。 

*a~e 等旋風軌道區域分別對應圖 4 中五大旋和律之個別交集區。 

 

3. 五大旋和律中各級天界層次之型態與特色 

 

依據聖訓所示31，心(和子)物(電子)一元二用之真諦如下：所謂「一元」(一個本體)

是指一種高炁能、高意識型態之本體狀態，此時每一個粒子皆囊括和子、電子一體共融

的特性，亦即無所謂心、無所謂物、心物本為一元之本體；「二用」(二種運用)是指和子、

電子於動、和上之二種運用狀態，亦即當一元粒子一旦幻化至不同時空(如三次元世界)

時，立刻會形成和子、電子兩相配合的運動型態，換言之，即產生了目前人類所見的一

切聲、光、電、化等物質宇宙現象。整體(有形及無形)宇宙之結構即是依據各類和子與

電子之交相變化及配合，因而形成不同次元之天體時空及宇宙萬象，而大宇宙之起源近

似於由虛無狀態剎那間即表現出宇宙體用二面，無所謂先後秩序問題，天帝教教義《新

境界》對宇宙整體之探討角度，亦是由本體部分談起。在此將各級天界層次之型態與特

色彙整於表 7 中32，以方便說明整體宇宙體用，並示意出宇宙天象的大致輪廓，其中顯

示旋和系之型態、天界次元、天界層名稱、天界層之型態與特色、以及其中之主要粒子

等。 

                                                 
31 (同 12)，聖訓手稿 p.165-166。 
32 (同 12)，依據聖訓手稿 p.190-196 內容彙整，另詳：劉緒潔，〈天帝教心靈學之基本內涵與意義探討〉，第十一屆天

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20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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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級天界層次之型態與特色示意表 

旋和系之型態 天界次元 天界層名稱 天界層之型態與特色 主要粒子 

中性能量區，具

調和一〜五類

旋和力(律)之功

能特色 

99 次元以上

之空間層 

無量界 型態：由胚胎芻型狀態→幻化粒子之一元

型態 

特色：能量充填之本體觀 

胚胎芻型 

一元粒子 

由第一類旋和

力擴大而成之

旋和系(律) 

(72≦次元＜99) 

72 次元以上

之空間層 

化炁界 型態：一元本體之天界層 

特色：由炁粒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大定

律 

炁粒子 

由第二類旋和

力擴大而成之

旋和系(律) 

(33≦次元＜72) 

66 次元以上

之空間層 

電流界 型態：具轉化一元←→二用功能之天界層 

特色：由似和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大定

律 

似和子 

33 次元以上

之空間層 

電準界 型態：具轉化一元←→二用功能之天界層

(能階較電流天界低) 

特色：由準和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大定

律 

準和子 

由第三類旋和

力擴大而成之

旋和系(律) 

(7≦次元＜33) 

7 次元以上之

空間層 

化電界 型態：稍具有形象之天界層 

特色：由電和子、似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

之三大定律 

電和子 

似電子 

由第四類旋和

力擴大而成之

旋和系(律) 

(5≦次元＜7) 

6 次元空間層 分化界 型態：已具形象之天界層 

特色：由化和子、輕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

之三大定律 

化和子 

輕電子 

5 次元空間層 和合界 型態：具轉化和子、電子生存型態之天界

層 

特色：由合和子、微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

之三大定律 

合和子 

微電子 

由第五類旋和

力擴大而成之

旋和系(律) 

(1＜次元＜5) 

4 次元空間層 天液界 型態：具轉換和子、電子生存型態之天界

層(能階較和合界低) 

特色：由液和子、汽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

之三大定律 

液和子 

汽電子 

3 次元空間層 物質世界 型態：心物一元二用配合之有形天界層 

特色：由和子、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

大定律 

和子 

電子 

2 次元以下之

空間層 

次質界 型態：類似平面組合且具形象之天界層 

特色：由次和子、次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

之三大定律 

次和子 

次電子 

註一：基本上一〜六次元空間為重疊共存之型態特色，而七次元以上之空間則是以交集的幾何型態相互共存。 

註二：次元空間之數據，在此僅為假設整體宇宙天界層為一百次元單位時，則在各天界層中所佔的空間(能階值)

分佈情形。 

註三：由此表格中已不難看出，整體宇宙天界層於分化上的型態與特色。吾人亦可由各天界層之次元數據中推知

各天界層內的能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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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宇宙靜參境界與大宇宙五大旋和律的互動關係 

 

綜合前述靜坐鍛鍊與大宇宙天體系統之訊息，吾人可以從靜參境界中體察人身小宇

宙與天體系統之對應關係。在小宇宙中絕對的靜在個體生理上將會產生幾個效應：首先

在靜中、原先內在可能紊亂之氣場運轉系統會逐漸歸回本位(回到正常且調和的模式)，

一股股微細能量將向各別中心匯聚(五氣朝元)，匯聚的中心點是一個能量集中源，周邊

形成盤繞的環狀結構體，並逐漸匯聚能量提升能階，匯聚之能量除了在一般生理活動上

提供動力能源之外，若是每日持續不斷的進行靜坐修持，則其能階氣場會逐步由低階層

次漸次向上提升(三花聚頭)，當元神溫養飽滿，最後可達到陽神出竅的狀態，配合心性

修持與奮鬥功果之層次，將與大宇宙天體產生對應相融的統一關係；天體宇宙之反宇宙

中心33，是大宇宙聚能之所在，所匯聚的能量也如同人身一樣，在正宇宙中產生推動及

調和運行的功能，前述個體靜參之氣能匯聚狀態正類似小的反宇宙中心。有關大小宇宙

兩者較完整之對應關係，依據前述所介紹《新境界》中有關靜參境界之五個階段34：初

學階段、氣胎階段、電胎階段、炁胎(聖胎)階段、鐳胎階段等，以及依據《人類意識概

要》聖訓內容，針對靜參境界與生化結果、氣化結果、突破之旋風軌道層次及大自然(大

宇宙)中五大旋和律之互動對應關係，分別匯整敘述於下35： 

 

1. 初學階段：當個體內在身心能進入無人無我、似覺不覺的活潑境界，此時內在元神部

分即會由和能(和子內聚能量)之力，感應到自然界第五類旋和律的運行狀態，同時也能

帶動個體周身的氣血運行功能，以便順利進入修煉氣胎之階段，其生化結果屬百日築基

階段，氣化結果部分則在加強心境能量熱準、強化親力電射能量。另外，有關《新境界》

所提相關內容，由於此部分修煉原理與天帝教現行修煉(昊天心法)系統(指「直修煉神還

虛」)稍有不同，在此僅做為個體與大自然間的互動比照之用；就個體與大自然之互動

對應關係圖示為圖 5-1。 

 

2. 氣胎階段：當個體修煉至「氣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力，感應到

第四、五類旋和律的運行，由第五類旋和律突破天液旋風軌道層，進入第四類旋和律之

範疇，並時與該層天界之時空能量或生命個體間相互親和交流，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靈

識甦醒而漸具有引入大空之氣調濟親和的能力，以便順利進入修煉「電胎」之階段，其

生化結果屬完成小周天階段，而氣化結果屬煉精化氣(得「氣胎」)；另外，有關《新境

界》所提相關部分同前述說明；就個體與大自然之互動對應關係圖示為圖 5-2。 

 

3. 電胎階段：當個體修煉至「電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力，可引入

第三、四、五類旋和律中大空之炁(氣)調濟，依次由第五類旋和律突破天液旋風軌道層，

                                                 
33 劉緒潔，〈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南投，2011 年 11 月。 
34 (同 24)。 
35 (同 12)，依據聖訓手稿 p.235-244 內容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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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四類旋和律，再突破分和旋風軌道層，而進入第三類旋和律之範疇，(或直接突

破各層旋風軌道，進入第三類旋和律中)，並時與該層天界之時空能量或生命個體間相

互親和交流，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識能力的增強，而具有與該處天界層內之神媒產生

親和力，以便順利進入修煉「炁胎」之階段，其生化結果屬完成大週天階段，而氣化結

果屬煉氣化神(得「電胎」)。另外，有關《新境界》所提：「引來大空之炁調濟親和」36，

當學者修煉至「電胎」階段，該個體雖同時也能引入第四、五類中大空之氣的調濟親和，

但因此種「氣」的作用對人體之影響程度較小，故在此處主要是針對引入第三類旋和律

中其空間之「炁」的調濟親和而言；就個體與大自然之互動對應關係圖示為圖 5-3。 

 

4. 炁胎(聖胎)階段：當個體修煉至「炁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力，

可引入二〜五類旋和律中大空之炁(氣)調濟，依次由第五類旋和律突破天液旋風軌道

層，進入第四類旋和律，再突破分和旋風軌道層，進入第三類旋和律，再突破電化旋風

軌道層，而進入第二類旋和律之範疇，(或直接突破各層旋風軌道，進入第二類旋和律

中)，並時與該層天界之時空能量或生命個體間相互親和交流，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

識能力的增強，而具有與該處天界層內的神媒產生親和交往之能力，以便繼續進入修煉

「鐳胎」之階段，其生化結果屬完成哺乳、養胎階段，而氣化結果屬煉神還虛(得「炁

胎」或稱「聖胎」)。另外，有關《新境界》所提：「繼續引來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
37，在此處主要是針對引入第二類旋和律中之大空之「炁」而言；就個體與大自然之互

動對應關係圖示為圖 5-4。 

 

5. 鐳胎階段：當個體修煉至「鐳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力，可引入

一〜五類旋和律內的大空之炁(氣)調濟電子體，依次由第五類旋和律突破天液旋風軌道

層，進入第四類旋和律，再突破分和旋風軌道層，進入第三類旋和律，再突破電化旋風

軌道層，進入第二類旋和律，再突破炁化旋風軌道層，而進入第一類旋和律之範疇，(或

直接突破各層旋風軌道，進入第一類旋和律中)，並時與該層天界之時空能量或生命個

體間相互親和交流，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識能力的增強，而具有通行於宇宙各天界層

的能力，並能與該處天層的生命個體交相親和；「鐳胎」之生化結果為強化精、氣、魄、

魂、神各能量作用軌道之引合作用，使五大能量區產生同化效應，提昇能階，而氣化結

果加速生化系統劇烈變化，排除陰電子，增加陽電子之熔合反應，整體應尚可歸屬「煉

虛合道」之個體修持圓滿狀態，惟傳統道家所論「煉虛合道」與天帝教《新境界》所述

之鐳胎修煉仍稍有不同內涵；傳統道家所論應屬證入合一為主，《新境界》所述以運化

調和為主；就鐳胎階段中個體與大自然之互動對應關係圖示為圖 5-5。 

 

另外，有關《新境界》所提：「鐳胎若再繼續鍛鍊，範圍不斷擴張，其放射能將難

                                                 
36 (同 13)，p.95。 
37

 (同 13)，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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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必須進入宇宙主宰之一定場所修煉」38，此修煉場所主要是指位於無量天層內之

能量幻化區域而言39，已超越人間修持之極限範疇。茲將前述有關各階段靜參境界與生

化結果、氣化結果、突破之旋風軌道及其與五大旋和律之對應關係，彙整列於表 8 中，

各階段靜參境界與五大旋和律互動對應關係整體顯示於圖 5 中。 

 

表 8 靜參境界與生化氣化結果、突破之旋風軌道層次及五大旋和律之互動對應關係 

靜參境界 生化結果 氣化結果 突破旋風層次 與大宇宙五大旋和律互動對應關係 

初學階段 百日築基 親力增強 

電光透發 

----- 可感應到第五類旋和律的運行狀態。 

氣胎 小周天 煉精化氣 天液旋風軌道(d) 完成「氣胎」鍛鍊，元神可進入第四類旋和律之範

疇，除可感應到第四、五類旋和律的運行外，同時

也會因個體內在靈識甦醒而漸具有引入大空之氣調

濟親和的能力，以便順利進入修煉「電胎」階段。 

電胎 大周天 煉氣化神 天液旋風軌道(d) 

分和旋風軌道(c) 

完成「電胎」鍛鍊，元神可進入第三類旋和律之範

疇，除可引入第三、四、五類旋和律中大空之炁(氣)

調濟外，也會因個體內在魂識能力的增強，而具有

與該處天界層內之神媒產生親和力，以便順利進入

修煉「炁胎」階段。 

炁胎 

(聖胎) 

哺乳、養

胎 

煉神還虛 天液旋風軌道(d) 

分和旋風軌道(c) 

電化旋風軌道(b) 

完成「炁胎」鍛鍊，元神可進入第二類旋和律之範

疇，除可引入二〜五類旋和律中大空之炁(氣)調濟

外，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識能力的增強，而具有

與該處天界層內的神媒產生親和交往之能力，以便

繼續進入修煉「鐳胎」階段。 

鐳胎* 五大能量

區產生同

化效應，

能階提昇 

(煉虛合道)
☆

 天液旋風軌道(d) 

分和旋風軌道(c) 

電化旋風軌道(b) 

炁化旋風軌道(a) 

完成「鐳胎」鍛鍊，元神可進入第一類旋和律之範

疇，除可引入一〜五類旋和律內的大空之炁(氣)調濟

電子體外，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識能力的增強，

而具有通行於宇宙各天界層的能力，並能與該處天

層的生命個體交相親和。 

*此處「鐳」之意義與週期表之元素鐳並不相同，乃指高能量之炁能狀態。 
☆
就修持角度而言、傳統道家所論「煉虛合道」與天帝教《新境界》所述之鐳胎修煉仍稍有不同內涵，傳

統道家所論應屬證入合一為主，天帝教所述則以調和氣運為主。 

 

 

 

 

 

 

 

 

 

                                                 
38

 (同 13)，p.98。 
39 (同 12)，聖訓手稿 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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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靜坐各階段中個體與大自然五大旋和律間之互動關係圖 

空    間    障    壁 

二 
(電流界) 

(電準界) 

一(化炁界) 

 

三(化電界) 

 

五 

 

四 

上帝中性區 

(分化界) 
(和合界) 

(天液界) 

(物質世界) 

(次質界) 

圖 5-0 大宇宙五大旋和律 

交互親和 

五 

四 

三 
二 

* 當個體修煉至氣胎完成，此時體內元神部分即可由內在「和能」之力，

由第五類旋和律突破天液旋風軌道層，進入第四類旋和律之範疇，並

時與該層天界之時空能量或生命個體間相互親和交流。 

* 特色：可突破一個旋風軌道 (指天液旋風軌道區域)。 

一 

上帝中性區 

元神 

 
第四、五類旋和律 

元神 

圖 5-2 氣胎階段 

五 

三 

四 

二 

元神 

 

* 元神可由第五類旋和空間進入至第三類旋和空間，「引來大空之炁調

濟親和」在此主要是指引得第三類旋和律中其空間之炁相調濟親和。 

* 特色：可突破二個旋風軌道區(天液、分和) 

* 炁之引導方式有二：直接，間接。(如圖中點虛線) 

一 

上帝中性區 

元神 

 

 

圖 5-3 電胎階段 

五 

二 
三 

四 

元神 

 

* 元神可由第五類旋和空間進入至第二類旋和空間。 

* 特色：可突破三個旋風軌道區(天液、分和、電化) 

* 炁之引導方式有二：直接，間接。(如圖中點虛線) 

一 

上帝中性區 

元神 

 

 

圖 5-4 炁胎(聖胎)階段 

五 

一 

四 

元神 

元神 

 

  

* 元神可由第五類旋和空間進入至第一類旋和空間。 

* 特色：可突破四個旋風軌道區(天液、分和、電化、炁化) 

* 鐳炁之引導方式有二：直接，間接。(如圖中點虛線) 

二 
三 

上帝中性區 

圖 5-5 鐳胎階段 

圖 5-1 初學階段 (在第五類旋和律之內) 

第五類旋和律 

圖中出元神之狀態顯示： 

*「似知不知、似覺不覺」的活潑境界。 

* 質能互換而得合一之狀態。(昊天心法部分) 

親和交流之狀態 

《出元神》 

先後天元精、元氣 

、元神合一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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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小宇宙之炁氣調和 

 

從大宇宙時空及整體生命的角度來看，評判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應在於此個體生

命與大宇宙整體生命之間是否存在著良性的交互關係，我們甚至可以說此一良性互動關

係之層面越廣、越深，則此一個體生命之價值越高。當宇宙局部空域出現不調和之現象

時，個體可能透過某些途徑使之調和，就炁氣或念力運轉之方法而論，此調和之法實為

「念力御心」(包括御物)之運化操作內容。茲就「念力御心」之炁氣運作程序、途徑、

流程、效果以及鐳氣轉運時空運化調和之內涵介紹說明於下： 

 

(一)念力御心之炁氣運作內涵及程序 

 

所謂「念力御心」依據高次元聖訓的說法是指：「以念念專一之精神力量御使人心

趨向從善，達到救劫顯化的目的」40，此處所述之「救劫顯化目的」即是指達到局部空

域調和之成效，以天帝教之「念力御心」而言是指「能夠在無形中產生強大的力量，扭

轉天運、氣數」，而「念力御心」之操作內涵則與炁氣運作相關，其程序大致為：以氣

引氣、以氣引炁、以炁運氣、以氣御心、以氣御物等五種不同層次之運化過程，實質上

看來此處所論之念力不只是御心而已，尚包括御物。茲依據聖訓內容41將其彙整說明於

表 9 中，另以圖 6 顯示一般念力御心及御物之氣炁運轉程序關係。 

 

表 9 念力御心及御物之氣炁運轉程序及內涵 

程序 內   涵 

1 以氣引氣 當一個人發出帶有意識訊息的陽質電射至大空中時，如此種意識訊息所含的能

量能階尚未達到「以氣引炁」的轉換能力，該親力電射會先進入符合該能量頻

率的能量區域中，與該區域內之「大氣能場」產生共振或與其間之和力親和交

感。 

2 以氣引炁 當一個人發出帶有強度意識訊息的陽質電射至大空中時，由於此種強度意識訊

息的能量極為特別，故能經由能量之不斷轉換過程，通過各層次元空間(天界)，

直接進入昊天之「大炁能場」中產生共振。 

3 以炁運氣 當昊天之炁與帶有意識訊息的能量產生共振效應，該意識訊息受到先天炁能的

靈炁加持，便具有炁化的分殊性能，以作為先天炁能運轉為適合不同能階的氣

化能量所需，之後，這些氣化能量會轉入各次元空間中進行減緩各次元空間層

內推動劫運的氣化運行效能。 

4 以氣御心 當某一次元空間層中劫運的氣化運行被上述氣化能量減緩時，由於該氣化能量

內含有來自先天炁能的靈炁訊息，故在該次元空間中進行氣化推移(動)的同時，

會引來週遭相等頻率的和子與其產生共鳴，並將此氣化能量轉換成足以駕御人

心歸向從善的力量。例如：施以「媒壓」或「媒挾」之神力影響人心。 

5 以氣御物 同「以氣御心」，所不同者在於引來的和子在產生共鳴後，將此氣化能量轉換成

得以駕御自然律的力量。例如：調和地球磁場、調和各星系間之自然運行…等。 

                                                 
40 (同 23)，P.92。 
41 (同 23)，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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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念力御心之途徑及效果 

 

「念力御心」可能經由封靈配合、誦誥力量、鐳氣轉運等三種途徑來達成，其個別

之實質轉運過程及效果彙整說明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念力御心」之途徑、主要關鍵、轉運流程及效果 

途  徑 主要關鍵 轉運流程 效  果 

1.經由封靈配合： 

原人在人間奮鬥，配合

精、氣、神煆煉，無形

中自有一股昊天正氣

(封靈原種 )加持在其

元神中，如該原人能一

秉初心奮鬥，其所釋放

出的親力電射能量自

然會滋潤此股正氣，逐

漸成長，使得封靈能獨

立自主參與救劫行動。 

以氣引氣 

以氣御心 

當一原人的封靈已能獨立作業，一旦原人在奮鬥的過程

中遭逢各種困難與瓶頸，只要原人放射的祈禱親力達到

熱準進入大空之中，其能量電射首先與封靈產生「以氣

引氣」之共振，封靈便會在無形運用靈體所存聚的氣能，

先轉換成能改善周遭人事環境的顯化能量，才得以運用

此種氣能配合神力的靈感啟示或夢示等途徑影響人心，

改變對方原有的成見意識(以氣御心)，使得原人所遭逢的

困難環境能夠逐漸化解，合乎無形中的救劫行動。 

原人與封靈之間

以念力交感，通

過「以氣引氣」、

「以氣御心」等

過程，達到感召

人心從善，念力

化為救劫行動的

正面性效果。 

2.經由誦誥力量： 

一位虔誠誦持皇誥之

人，在念念專注精神合

一之際，會將此刻內在

的心境能量藉助誦誥

精誠意識的引導，釋放

於大空之中，與熱準相

符之正氣力量結合，或

與負責轉運能量的司

職神媒產生氣氣相感

的現象。 

以氣引氣 

以氣引炁 

以炁運氣 

以氣御心 

以氣御物 

當一原人在不斷精誠誦誥過程中，一旦其親和熱準應合

於天，此時其放射出親力電射所獲致的效果，將隨其元

神修煉程度而有顯著差異。大體上，元神強壯之人可隨

當下念念精純的親力能量，伴同內在意識與心境能量的

熱準，併由天門處沖舉而出，並與大空之中專司氣氣能

量轉運的神媒產生能量上的親和交感(以氣引氣)，再經由

原靈或封靈的運作，繼續進入昊天之大炁能量場中，產

生炁能上的共振(以氣引炁)，此種帶有靈能的炁化能量將

會依內在炁能之強度，先後轉換成能夠增強本地球救劫

氣運、扭轉天運(指整體宇宙大循環的運行力量)的氣化能

量，此二類不同作用之氣化能量又會隨著內在炁能上的

訊息分殊(差異)轉換成適合不同次元空間能階的氣化能

原人所發射的陽

質電射，會通過

「以氣引氣」、

「以氣引炁」、

「以炁運氣」、

「以氣御心」或

「以氣御物」的

過程，達到感召

人心從善，影響

自然現象的正面

性效果。 

(昊天)大炁能場 

(神媒)大氣能場 

(元神)氣

能 

心 物 

以氣引氣 

以氣引炁 

以氣御心 以氣御物 

以炁運氣 

註：各類能場引合關係間之氣炁交流皆帶有意識訊息。 

圖 6 一般念力御心及御物之氣炁運轉程序示意圖 



第十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從炁氣鍛鍊內涵論大小宇宙之統一與調和 

 148 

量，產生不等幅度的顯化威力(以炁運氣)，這些氣化能量

均會再經由無形神力的靈氣轉運過程，轉換成能夠改善

周遭人事環境的顯化能量後，才得以靈活運用此種氣能

配合神力的「壓」、「挾」力量以及操控自然律之方式，

影響人心、改變人類慣有的不良習性(以氣御心)，改善原

本惡劣的自然環境(以氣御物)，達到變化個人氣質、體

質，改造週遭自然環境的實質效果。 

3.經由鐳炁運轉：* 

就鐳炁運作途徑而

言，首任首席放射出極

強親力電射至昊天之

中，將鐳炁引入體內轉

運，再放射至大空之

際，即會在無形中形成

一強大的鐳炁能場。 

以氣引炁 

以炁運氣 

以氣御心 

以氣御物 

當首任首席由昊天之中引來含鐳質的陰陽炁能(以氣引

炁)，進入體內不斷精煉成可以釋放出能量極高的親力電

射，由於此種親力電射含藏極高的鐳質能量，一旦釋放

於大空之中，立刻又能感應到更多混合鐳質成份的陰、

陽炁能與之共振，此種鐳質炁能逐漸擴大，形成一種新

的鐳炁能場，此時不但具有吸引較低能階的和子進入該

能量場中淨化靈質、提升靈能之效能，而且在特殊情況

下可感召同質頻率的神力護持(以炁引氣)，同時此鐳炁能

場內另一部份炁能會換轉換成能夠改善救劫氣運、扭轉

天運之二股氣化能量，經由前項之氣化性能的分殊特性

與運作流程(以炁運氣)，一方面著重在加強調節地球氣運

的顯化威力，另一方面配合皇誥御心的運化過程，以淨

化人心強化正信意識，達到變化人類氣運，減輕天災迫

害的奇效。(更詳細之鐳氣運轉內容詳后段) 

此新鐳炁能場可

淨化瀰漫於大空

中的陰霾之氣，

轉化人心思變凝

聚而成的暴戾之

氣，同時可感召

無形中的神力配

合，通過「以氣

引炁」、「以炁運

氣」、「以氣御

心」、「以氣御物」

的過程，達到淨

化人心、調和地

球氣運的正面性

效果。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在人間時鍛鍊成鐳胎並得以操運鐳炁，相關內容詳第二之(三)節及表 4 所述。 

 

(三)鐳氣轉運時空運化與調和 

 

誠如高次元聖訓所示：「鐳炁大法的修煉實為宇宙一大天機之所見，在此引述鐳炁

轉運的部分過程，是為了讓後學之人有機會經由理性途徑認識首任首席修煉『鐳炁真身』

之事實，其目的不在煅煉長生不老的身軀，也無意求全個人的道功與內果，純粹是配合

化解三期災難、搶救三期劫運才如此精勤不懈地修煉。42」有關鐳炁轉運之程序較前述

一般「念力御心」之程序稍為複雜，大致為：以氣引炁、以炁調氣、以炁運氣、以炁引

氣(配合特殊情況)、以氣引氣、以氣御氣、以氣御心、以氣御物等，圖 7 顯示鐳炁轉運

之基礎流程示意圖，圖 8 顯示鐳炁轉運時空運化範圍圖，有關鐳炁轉運之時空運化內涵，

依據聖訓內容43彙整於表 11 中。 

 

大宇宙本有成住壞空之生滅變化，更可能因個體生命之生存繁衍及不當之運用甚至

破壞、而增加其毀壞速度，反過來說，亦可能因個體之念力佈施，而對局部空域產生調

和淨化之效果，因而部分或整體調和了宇宙之運行狀態，延長該局部空域之存在時間，

增加生存於其中各類生命個體淬鍊提昇之機會；大小宇宙之間交互影響，形成整體宇宙

生命繁衍、生生不息之宇宙生命實象。 

                                                 
42 (同 23)，P.97-98。 
43 (同 23)，P.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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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間接影響 

之作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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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間      障      壁 

 

圖 8 鐳炁轉運時空運化範圍圖 

一 

 

三 

 

五 

 

四 

上帝中性區 

首先產生運化 

之作用範圍 

 

以炁調氣 以炁引氣 

以氣引氣 

(新)鐳炁能場 

(神媒)大氣能場 

(元神)氣

能 

物 心 

以氣引炁 

以氣御物 以氣御心 

以炁運氣 

註：各類能場引合關係間之氣炁交流皆帶有意識訊息。 

圖 7 鐳炁轉運之基礎流程示意圖 

(昊天)大炁能場 

(形成) 

(特殊情況下) 

以氣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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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鐳炁轉運之時空運化內涵 

狀況 轉運內涵 

一般鐳炁

轉運程序 

■當首任首席由昊天之中(上帝能場處)引入含鐳質的陰、陽炁能(以氣引炁)通過四

種層面炁氣絪緼過程44，經由體內不斷抱合激蕩，精煉出含極高能量之鐳炁，藉

助感官意識的引導，將此鐳炁能量釋放於大空之中。 

■此種極高的炁能在釋放至大空中時，首先是在第五類旋和律的次元空間中產生

能量上的化合激蕩，在這過程中此種鐳質炁能與大空之氣產生同化效應，吸引

更多混合鐳質成分的炁能與之共振，形成一種新的鐳炁能場，這種能場不但有

利於在第五類旋和律範圍內進行特殊性的能場改造，同時由於此種混合能量的

同化效應，一部份鐳炁能量會進入第四、五類旋和律之交集區中作用，使得此

一新鐳炁能場具有吸引(入)較低能階的和子進入其間淨化靈質、提昇靈能的洗煉

效能(以炁調氣)。 

■其次，那些未進入交集區中作用的鐳炁能量，一部份會轉換成能夠加強救劫氣

運的氣化能量，並進入第五類旋和律運行中心產生共振效應，減緩原有行劫氣

運的氣化推移速度。另一部分則會轉換成扭轉天運的氣化能量，通過第五類旋

和律進入第四類旋和律的中心產生共振反應，減緩原有的運行速度，以配合漸

調為緩和的第五類旋和律之氣化運行速度，而不致有所影響。至於第一、二、

三類旋和律，由於與第四、五類旋和律的關係較為間接，因此此種新的鐳炁能

場一般來說對其影響力亦屬於間接關係。 

特別緊急

的情況 

■例如：人間突然對某一特別事件做出關鍵性的抉擇，將影響行劫氣運的推動力

量時，首任首席仍將如常地把已轉運過的鐳炁能量釋放於大空之際，同樣會先

在第五類旋和律中產生能量上的化合激蕩，再經前述一般的運化過程，調和第

四、五類旋和律之氣運。 

■然此處所不同者在於大空中已產生新的鐳氣能量場的某一部份能量，當要進入

第四、第五類旋和律之交集區中進行吸引(入)較低能階的和子進行淨化靈質、提

昇靈能的洗煉效能之前，由於所形成的新鐳炁能量場挾帶著急迫性的意識能量

訊息，將感召與此一能階相符的神媒(包括原靈、封靈)前來親和，經由意識訊息

交流過程，前來親和的神媒會吸收該鐳炁能場內的能量，進入神媒和子中進行

靈能調整，並提高神媒內在質能之轉運能力，其後這些神媒配合的方向有三： 

■其一、有者進入急迫性意識訊息所顯示與有形相應的能量區域中，將此調整過

的鐳炁能量再進行能量轉換的程序，之後即可利用此能量直接在無形運用操控

「自然律」的方式，輔助鐳炁大法顯化於有形人間的實質效益(以氣御物)。 

■其二、有者會通過第五類旋和律進入第四類旋和律，甚至三、二、一類旋和律

中，與其間的神媒再進行同質相聚的意識親和(以氣引氣)，達到藉助各旋和律中

之其他神媒之力，間接改造該次元空間層內的原有能量效應，如此種能量效應

逐漸擴大，將會影響到第三、二、一類旋和律的運轉速度。甚至當引來 上帝中

性律的能量調節時，即可強化改善五大旋和律在無形運轉方面的應有協調性(以

氣御氣)，達全面調和宇宙天運、氣數朝救劫的方向推移。 

■其三、有者進入急迫性意識訊息顯示與有形相應的能量區域中，將所吸收運轉

的鐳炁能量再進行能量轉換的程序，之後即可利用此能量直接在無形中經神力

「壓」、「挾」的方式，輔助鐳炁大法顯化於有形人間的實質成果(以氣御心)。 

 

                                                 
44

 (同 23)，P.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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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介紹從炁氣鍛鍊之角度，探討個體小宇宙靜參修持境界與大宇宙時空實證合一

與運化調和之交互關係。茲提出下列三項內容作為本文之結語： 

 

一、個人小宇宙生命不單純只是肉體層面，更有精神靈體之真實存在，透過靜參修持鍛

鍊，可能逐階提升其精、氣、魄、魂、神之能階，此種借假修真的鍛鍊功夫，對個

體永恆生命之存在產生直接促進之功能，呈現生命奮鬥之積極意義。 

 

二、大自然大宇宙呈現高次元時空、多元交錯存在之本然，一般物質結構或生命體實無

法直接進入高次元時空；透過靜參修持，其元神或封靈可能突破次元空間障壁之限

制，依據個體修持之進階層次，進入與其能階相應之高次元時空(或可能藉由其他

神媒接引至高次元天界層繼續進修，此屬「他力」修持部分，本文未論及)，此為

傳統天人合一修持之終極目標，亦為小宇宙持續精進修持鍛鍊而與大宇宙炁氣等地

相當、得以實證互融之統一狀態。另外、就修持之終極而言，傳統道家與天帝教所

論稍有不同內涵，傳統道家屬證入合一為主，天帝教則以調和氣運為主。 

 

三、大宇宙生動變化不息，由於眾生戾氣之累積可能加快宇宙自然生命之衰敗毀壞速度

與程度，然而亦可能因個體生命佈施其修持之心念或氣(炁)能，而對局部空域產生

調和淨化之效果，此一佈施之心念或氣炁能量，亦將視其訊息內涵及能階高低，對

不同空域與人事產生影響；大小宇宙生命相互交感影響，此一炁氣調和運化之工

作，是應元諸天神媒與 上帝的基本工作，其目的為使眾生得以不斷生存、淬煉、

與繁衍，呈現大宇宙生生不息之宇宙生命實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