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紀念涵靜老人證道二十周年  
 
 
 
 
 
 
 
 
 
 
 
 
 
 
 
 
 

主辦單位：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承辦單位：天人炁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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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鐳力阿道場管理委員會  

會議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週五 )-21 日 (週日 ) 

會議地點：天帝教鐳力阿道場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 4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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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天人實學研討會是總院年度盛會，也是天人文化院、天人親和院、天

人合一院、天人炁功院四院聯合發表研究心得，邀請教內外有志窮究宇宙

真理的同奮們、朋友們共同參與的園地。  

 

本屆天人實學研討會有四項特色：  

 

第一、為提升研討會之質與量，改進「聯合審稿制度」，由四院院長擔

任審核委員，選出具有天帝教獨創價值或與外界學術會通之優質論文，列

為「邀請論文」，安排充裕之發表、討論時間；另外為了鼓勵初學者研究興

趣，亦增列「研究報告」項目，收錄於論文集中，只刊登而不作發表。  

 

第二、訂定「吾師吾思」年度系列活動，從年初開始研究員與講師們，

走遍全教各地，宣揚本師世尊、坤元輔教精神，與大眾親和分享，而於歲

末年冬本屆大會舉辦之際，並撰多篇論文、講題，多元探討，而為呼應。  

 

第三、持續安排「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以科學觀念、方法整理宗教感

應事跡，在唯物偏狹的科學觀與怪力亂神的迷信觀之間，走出一條結合科

學與宗教的大道。  

 

第四、特別制作本師世尊、坤元輔教紀念影音之 DVD，發送與會同奮

及來賓，以響應「吾師吾思」年度主題，同時紀念本師世尊證道廿周年紀

念。  

 

天人實學研討會慣例由天人文化、合一、炁功、親和四院輪流承辦，

本屆由天人炁功院輪值，非常感謝其它三院及協辦單位全力配合，還有大

會工作團隊的辛勞，以及全教同奮熱烈參與！  

 

 

主辦單位   天人研究總院    

承辦單位   天人炁功院    謹誌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4 
 

各教院(堂)天人炁功執事、副執事、專員必須具備「行士」資格 
 
 

「天人炁功」是鍼心救劫、解決眾生疾困病苦及弘教渡人的先鋒，但是……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聖訓傳示：「觀察教院中往往只有少數人在做天人炁功服務，大

多數同奮雖經靜坐班傳授過天人炁功，卻放棄自己責任，希望這些失去信心，不敢施治

的同奮，加強五門功課，尤其是反省懺悔，每日檢討自己有無違背良心，違反廿字，有

錯即改，無則嘉勉，積極培養正氣，重建信心，以達自救救人的初衷。」（壬辰年六月

四日(101)帝極(參)天字第一五五號） 

 

經研究後，發現正宗靜坐班課程中天人炁功之堂數有限，不若道務司儀與靜坐於訓

練期間有經常性的反覆演練動作與口訣機會，同奮因匆促學習天人炁功原理、宗旨、目

的及基本手勢動作（理入），在正宗靜坐班結業後，普獲天人炁功「修士」授證，返回

教院後如無資深教職同奮帶領，大多不敢出手（行入）。 

 

人事資料調查亦顯示現階段各地方教院天人炁功中心幹部與專員，本身沒有獲得

「行士」或「修行士」資格的比率甚高，自身「行入」經驗不足，如何帶領新進「修士」

同奮增加其出手之信心？加以，也有資深同奮，或因不願配合授證制度，或因未能發願

以天人炁功弘教渡人為職志，儘管「理入」、「行入」俱佳，亦獲得「修行士」資格，又

如何增益新手「修士」同奮施行天人炁功？ 

 

復考量「證照制度」已是政府機關對於各種專業技術推動執業的基本原則，另體察

社會各類民間團體及教派之氣功活動，以及一般民眾對於「氣功師」有較為專業之形象

認定，更加上中國大陸已將「醫療氣功人員」列入國家法令規範，要求必須具備中醫師

資格，才可報考進階之「醫療氣功人員」。 

 

~~~~~~~~~~~~~~~~~~~~~~~~~~~~~~ 

 

基於鍼心救劫解決眾生疾困病苦與弘教渡人之實際需要，歷任首席皆十分關注實施

天人炁功人員之教育、訓練、考核與實施成效，「天人炁功院」亦自民國 95 年起著手規

劃及推動授證制度，經過將近五年的授證試行經驗，〈天帝教天人炁功授證暫行辦法〉

於 100 年 3 月 19 日天人研究總院院務會議通過，並於 100 年 5 月 19 日經首席使者簽核

公告實施，其中第二條(天人炁功授證之位階)規定「天人炁功授予證照(簡稱授證)共分

修士、行士、修行士及修行師等四階。有關修行師授證相關內容現階段暫緩實施。」 

 
遵循首席督統鐳力前鋒聖訓之訓勉、本教關懷眾生之慈心、以及考量社會發展趨勢，

天帝教確實有必要加強天人炁功專業人員之訓練素養，因此，「天人炁功院」於 10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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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總院院務會議中提案「各級教院炁功中心執事、副執事、專員必須具備行士資

格」，經首席裁示：提出 103 年 4 月 27 日極院七院會議討論，最後光照首席裁示照案通

過，並指示： 

 
「從下一屆(12屆)人事聘任時開始全面正式實施，本屆(11屆)所有炁功執事、副

執事、專員等，於本屆任期結束前應取得行士證。」 

 

至此各教院(堂)天人炁功執事、副執事、專員必須具備「行士」資格成為定案，「天

人炁功院」為配合推動此一教政，亦持續辦理「天人炁功複訓班」及「天人炁功授證班」，

協助有志於發揮炁功法技以解決眾生疾苦、鍼心解困及發揚弘教渡人心願之熱心同奮，

取得炁功訓練及證照資格。 

 

~~~~~~~~~~~~~~~~~~~~~~~~~~~~~~ 

 

激發天命意識  天人炁功院持續辦理複訓及落實授證制度 

 

「天人炁功院」除了配合「正宗靜坐班」傳授基本炁功課程之外，並每年於全省各

掌院舉辦「天人炁功複訓班」及「天人炁功授證班」： 

 

針對正宗靜坐班結業同奮……… 

複習天人炁功手勢、導正及加強正確觀念 

激發及增強愛心、誠心、信心、願力 

讓有願力的同奮勇於出手、濟世渡人 

 

更期望炁功教職及一般同奮都能……… 

具有正確的修持觀念與擁有弘教渡人的法技 

更有策劃及推動救劫弘教之願力與能力 

確實將殊勝的天人炁功法技帶在身上！ 

 

「天人炁功院」與全教同奮共勉！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6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目錄  

◎ 序   言 ........................................................................................................................................................... 3 

◎ 各教院(堂)天人炁功執事、副執事、專員必須具備「行士」資格 .................................................. 4 

◎ 目錄  ................................................................................................................................................................ 6 

◎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程序表................................................................................................. 8 

◎專題演講 

  張緒炁 － 心物一元二用論與近代物理哲學 .................................................................................... 11 

  劉正炁 － 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 17 

◎天人合一院 

  黃緒我 － 涵靜老人一生靜坐動機之探討  .............................................................................. 49 

  陸光中 － 天機 ........................................................................................................................................ 63 

  劉敏首 － 涵靜老人《清虛集》的天命之路 .................................................................................... 85 

  蔡光思 － 從涵靜老人天人合一談心物一元二用 ......................................................................... 107 

  李敏珍 － 任督二脈初探 ..................................................................................................................... 119 

  謝靜端／邱大向 － 靜坐實修━身心變化探討 ..................................................................... 141 

◎天人炁功院 

  謝緒投 － 養吾浩氣，驅雷役電震天威-從『雷法』與『電子論』探討感應與顯化 .......... 159 

  翁鏡幾 － 性格變異的模式分析 ....................................................................................................... 169 

  劉緒潔 － 從「靈體醫學」觀點建構「整體醫學」療癒模式 ................................................... 185 

  王光我 － 廿字氣功貫氣助人經驗報告  ................................................................................. 211 

  呂緒翰 － 天人炁功與臨終關懷  ................................................................................................ 221 

  張月定 － 天人炁功協助心身症調理初探 ...................................................................................... 229 

◎天人文化院 

  劉正涵 － 《維摩詰所說經》中不二法門之探析─兼論天人實學之不二義  ... 241 

  施靜嚼 － 帝教特定經典之訓詁研究  ...................................................................................... 259 

◎案例發表 

  黃敏書 －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一)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黃香我 －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二) ..................................................................................................... 296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7 
 

  孫素康 －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三) ..................................................................................................... 302 

  陳月壹 －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四) ..................................................................................................... 308 

  孫素康 －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五) ..................................................................................................... 316 

  鄧鏡且 & 孫素康 －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六) ................................................................................ 322 

◎天人親和院 

  呂光證 － 從原靈合體探討 "我是誰？誰是我？ "—以本師世尊、坤元輔教為例  ..... 328 

  黎光蛻 － 《天人醫案》初釋《天人親和真經》人體之道 ....................................................... 344 

  胡緒勵 － 天人實學之「性功、命功及神功」內涵初探─孟子的修養觀錯誤! 尚

未定義書籤。 

  張敏肅 － 天帝教同奮回歸自然後之生命旅程  ................................................................. 372 

  林緒致／賴大然 － 從天帝教經典探討量子力學的完整性 ....................................................... 392 

  劉緒潔 － 真空與炁場內涵初探—兼論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之關聯性 ............................. 402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籌備會工作組織架構圖 .................................................. 450 

 

  

特別聲明 

本書內容所引用之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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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治療、精神療理、精神調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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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身體有任何一般所稱之疾病或不適情況，仍應至醫療

機構尋求專業醫療。另外，本書列舉案例當事人之資料、病歷、檢驗報告等文

獻，均得到當事人之授權同意，並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file:///D:/Temp/Tienti/第十三屆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R4.docx%23_Toc40641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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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程序表 
研討會日期：104 年 12 月 19 日(五)19：30 至 21 日(日)12：00 

研討會地點：天帝教鐳力阿道場大同堂 

時  間 程  序 內  容 備註 

12 月 19 日(五) 報到及親和晚會 

15:00-19:20 報到及晚餐 報到註冊及床位分配(親和樓一樓)、晚餐(餐廳) 親和樓 

19:30-21:30 晚 會 親和之夜 (吾師吾思) 主持人：光膛、敏史、鏡且 大同堂 

21:30- (休息．晚安) 

 

12 月 20 日(六) 開幕式及三院(炁功/文化/合一)發表 

08:00-08:20 開幕式 天人研究總院 總院長 童光照首席使者 致詞 大同堂 

08:20-10:00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親和院) 呂光證 副院長 

講  題：心物一元二用論與近代物理哲學 

演講人：張緒炁 

40 分鐘 

專題演講二 

主持人：(合一院) 蕭敏堅 副院長 

講  題：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演講人：劉正炁 

60 分鐘 

10:00-10:20 (茶敘．點心) 20 分鐘 

10:20-11:35 

天人合一院 

(第一場發表) 

75 分鐘 

主持人：(合一院) 郭光城 副院長 

三位發表人：(論文發表)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1.黃緒我：涵靜老人一生靜坐動機探討 20 分鐘 

2.陸光中：天機 20 分鐘 

3.劉敏首：涵靜老人《清虛集》的天命之路 20 分鐘 

雙向溝通 10 分鐘 

11:35-13:30 (午餐．休息) 115 分鐘 

13:30-14:45 

天人合一院 

(第二場發表) 

75 分鐘 

主持人：(合一院) 黃緒我 副院長 

三位發表人：(論文發表)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4.蔡光思：天人合一探討涵靜老人心物一元二用論 20 分鐘 

5.李敏珍：任督二脈初探 20 分鐘 

6.謝靜端/邱大向：靜坐實修─身心變化個案研討 20 分鐘 

雙向溝通 10 分鐘 

14:45-15:05 (茶敘．點心) 20 分鐘 

15:05-16:30 

天人炁功院 

(第一場發表) 

85 分鐘 

主持人：(炁功院) 呂緒翰 主任 

三位發表人：(論文發表)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1.謝緒投：養吾浩氣，驅雷役電震天威－從『雷法』與『電

子論』探討感應與顯化 
20 分鐘 

2.翁鏡幾：性格變異的模式分析 20 分鐘 

3.劉緒潔：從「靈體醫學」觀點建構「整體醫學」療癒模式 30 分鐘 

雙向溝通 10 分鐘 

16:30-16:40 (茶敘) 10 分鐘 

16:40-17:55 

天人炁功院 

(第二場發表) 

75 分鐘 

主持人：(炁功院) 高緒含 主任 

三位發表人：(論文發表)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4.王光我：廿字氣功貫氣助人經驗報告 20 分鐘 

5.呂緒翰：天人炁功與臨終關懷 20 分鐘 

6.張月定：天人炁功協助身心症初探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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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溝通 10 分鐘 

17:55-19:20 (晚餐．休息) 85 分鐘 

19:20-20:15 

天人文化院 

(第一場發表) 

55 分鐘 

主持人：(文化院) 高光際 院長 

二位發表人：(論文發表)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1.劉正涵：《維摩詰所說經》中文殊不二法門之探析─兼論

天人實學之雙重性與不二義 
20 分鐘 

2.施靜嚼：帝教經典之訓詁研究 20 分鐘 

雙向溝通 10 分鐘 

20:15-20:25 (茶敘) 10 分鐘 

20:25-21:40 

天人炁功院 

(案例發表) 

75 分鐘 

主持人：(炁功院) 劉緒潔 副院長 

六位報告人：(專案報告/ 案例報告/ 案例分析)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1 黃敏書：.紅斑性狼瘡案例 

2.黃香我：精神疾病與無形干擾案例 

3.孫素康：左肺氣胸&呼吸衰竭&機能老化案例 

4.陳月壹：車禍腦傷及心跳停止案例 

5.孫素康：卵巢癌末期案例 

6.鄧鏡且&孫素康：腳趾壞死案例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雙向溝通 10 分鐘 

21:40- (休息．晚安) 

 

12 月 21 日(日) 親和院發表及閉幕式 

07:30-08:00 謁黃庭 主儀人：天人炁功院 劉正炁院長 清虛妙境 

08:00-09:25 

天人親和院 

(第一場發表) 

85 分鐘 

主持人：(親和院) 王光髓 副院長 

三位發表人：(論文發表)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1.呂光證：從原靈合體探討"我是誰？誰是我？"—以本師世

尊、坤元輔教為例 
30 分鐘 

2.黎光蛻：《天人醫案》初釋《天人親和真經》所示人體之道 20 分鐘 

3.胡緒勵：天人實學之「性功、命功及神功」內涵初探—孟

子的修養觀 
20 分鐘 

雙向溝通 10 分鐘 

09:25-09:45 (茶敘．點心) 20 分鐘 

09:45-11:10 

天人親和院 

(第二場發表) 

85 分鐘 

主持人：(親和院) 劉正炁 副院長 

三位發表人：(論文發表) 
引言及結語至多

5 分鐘(另詳註 1) 

1.張敏肅：天帝教同奮回歸自然後的生命旅程 20 分鐘 

2.林緒致/賴大然：從天帝教經典探討量子力學的完整性 20 分鐘 

3.劉緒潔：真空與炁場內涵初探—兼論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

子之關聯性 
30 分鐘 

雙向溝通 10 分鐘 

11:10-11:20 (茶敘) 10 分鐘 

11:20-12:20 維生先生綜合講評/閉幕式 60 分鐘 

12:20- (午餐．圓滿．賦歸) 

註 1：主持人需控制每場次之時間，其中主持人引言介紹不超過 2.5 分鐘，一般論文發表人每人發表 20

分鐘 ，邀請論文發表人每人發表 30 分鐘，雙向溝通約 10 分鐘，餘 2.5 分鐘：每位發表人 0.5 分

鐘之補充說明及主持人 1 分鐘之結語。 

註 2：議程組以舉牌(或鈴聲)控制發表時間，時間到前 2 分鐘舉牌指示(或響鈴 1 聲)，前 1 分鐘舉牌指示(或

響鈴 2 聲)，時間到舉牌指示(或響鈴一長聲)，其後由主持人視情況控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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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 

心物一元二用論與近代物理哲學 

張立德（緒炁） 

遠東新世纪駐上海代表 

一． 前言： 

想來很多同奮，特別是新進同奮，在初讀教義新境界的時候，可能都免不了會產生

諸多疑問與困惑，百思難解。讀教義時油然而生的問題，為什麼教義許多說法和現代科

學所知，不盡相同？而又用相類似的名詞在說著完全相異的事像？這兩者之間，近代科

學和教義孰是孰非？為什麼有這麼多難以一以貫之的歧見？是錯誤引用？還是另有含

義？這些問題經教內先進同奮多年的研究，相信早已有了明確而又肯定的答案。我現在

提出個人的淺見，只是想從另一個角度及不同的層次來談這些問題，並且把蘊含於教義

中的深層意涵就個人所知加以說明。 

二． 教義創作的時代背景： 

新境界一書蘊育於民 31 年（1942），初版問世於民 33 年。期間正是近代物理最重

要的兩大部門，相對論及量子力學相繼初出茅廬。不僅一般普羅大眾，聞所未聞，茫然

不知。即便是近代物理學的頂尖高手，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嚴格講來，20 世紀

50 年代，當時的量子力學及相對論的發現者，也並不清楚他們所發現的宇宙科學真相，

到底是怎麼回事。就是鼎鼎大名的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也不以為然，認為量子力學是一

殘缺不完備的科學。 

 在這樣混沌未明的年代，教義通過天人溝通而成書。教義所引用的科學資料全

部屬於古典（牛頓）物理學，對於相對論及量子力學的概念，可以說毫無觸及。但是，

教義的內容又有其極為先進之處，遠非近代物理在二十世紀 50 年代，所能理解。即使

又過了六，七十年，時至今日，物理學家仍然對教義所蘊含的妙義，一無所知。我們必

須認知清楚，師尊通過天人溝通所寫成的教義自有其奧妙難解，開拓人類思想範圍，破

舊創新為人類精神領域引進了新觀念，新體系。但受限於天人溝通的天律限制，這些新

概念都被披上了一層老舊的皮相。 

三． 天機可洩與不可洩： 

天律至簡又至嚴，任何天人都不敢違背。凡是人間還未發展，還未成熟的思想概念，

天人（神仙）即不得妄洩。在七十多年前，眾人對近代物理學所知有限，而其所蘊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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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大道更是至今尚只有極少數人明瞭少許。上聖高真豈敢豈可多言，但不是一語不發，

而是藏在字裡行間，只許點化，不可說破。這是我們要去參悟的，也是所有同奮共同應

當努力的重大課題。 

 此外，我們必須認知，無形界的上聖高真所處的天仙境界，迴異人間，他們的

認知也與人間大不相同，我們不可誤解以為上聖高真的科學理念比我們強，那是不切實

際的異想。天界的事物與人間大不相同，對人間事物及科學學理，他們未必精通，但宇

宙間的真理是相通的，是放諸四海而皆同的，譬如廿字真言。上聖高真指導我們的是可

以一以貫之的真理。對於只適用於人間的物理化學等等，就只能用暗喻的方式旁敲側

擊。 

 時代進展至當今 21 世紀，人間科學進展迅猛，遠非七十餘年前可相比擬，在

新境界創作時代，難以言宣的天機，如今已經成為不說反而違反天運天命了，但是要如

何說，要如何說的恰到好處，正是我們當前的課題。 

四． 無形與有形： 

我們習慣于稱呼上聖高真為無形。天仙們有天眼，乃至人間修成天眼者如師尊，無

形的天界實是有形，天仙和有天眼者，視無形天界如實景。無形有形的區分不在有無形

象，而在有無天眼，肉眼看不見的無形天界，並不是真正的無形。 

 有一種無形，不僅肉眼看不見，天眼也看不見。因為這種無形是真正沒有形象

的無形。是一種智慧境界，要用慧眼才可以看的見。沒有那種智慧境界，便沒有慧眼，

就看不見那無形的無形，真正的無形。很奇妙的是，有了那層的智慧，慧眼就在凡人肉

身肉眼或天仙天眼上出現，看到原本肉眼及天眼都看不見的智慧境界。 

 由是我們可以說，宇宙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生活空間及智慧境界，層層疊疊不

可勝數。肉眼及天眼只可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慧眼又是另一種觀察形式，更何況在慧

眼之外，還有法眼及佛眼。 

五． 上帝與佛菩薩： 

帝教所信奉的宇宙主宰上帝和佛菩薩所成就的多層次多方位，無邊無量無數境界是

有差異的。依佛經而言，上帝極可能是佛菩薩的無數化身之一，用在教化一方眾生，而

以眾生主宰形象示現。教義新境界中所述的佛菩薩，有其時代背景。 

 民國初期正是佛教極為衰微時期，僧眾及信眾大多沉浸在茫然衰腐的迷信狀態，

近乎完全失去了佛教的精意。佛教中高僧大德，看不下去這種狀態，而奮起高聲疾呼，

創言改革，如太虛大師，印光大師，虛雲和尚……等，通過這一艱苦奮鬥，而後始有些

新氣象，並在臺灣開創出一片新天地。 

 當師尊歸隱華山，精心創作教義的時候，也正是佛教界有識之士大聲疾呼，佛

教一定要徹底改革的時候。其時，社會大眾對佛教的認知及看法，貶多於褒，在這種不

利於佛教氛圍濃厚而又是從帝教至上的立場談天帝教教義，當然會不可避免地，貶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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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地位。好在我們現在是討論帝教教義，對於佛教的是非評價，可以輕輕帶過，不

必多加論敘。 

六、古典物理 VS 近代物理： 

古典（牛頓）物理學的基礎概念是建立在四有上面，所謂的四有是指有時間、空間、

物質、能量。不但是有，還是絕對而又牢不可破的有。時間、空間都是絕對的存在，先

於天地萬物而在，物質、能量也是不滅不易，永恆存在。在這種概念的框架下，宇宙萬

象萬事萬物，都是在一個早已準備好的大舞臺上生起滅失，生生死死，迴旋不息。 

近代物理學則與古典物理學完全不同，愛因斯坦的光速絕對論，證明一切都是可變

的，只有光速不變。時間、空間、物質、能量都是可變和可以互換的，時間空間在光速

時完全消失。到了 1950 年代，美國有位叫蓋模的天文物理學家，忽發奇想，主張宇宙

是由一個極微小的點開始，由一個小點爆炸而不斷膨脹成長為現在的模樣。蓋模此一主

張與當時天文學主流學者認為，宇宙是由充塞於太空的電漿體（離子化的基本粒子）逐

漸凝聚而成，顯然是一不合眾議的異端 。在一次天文學術會議中為人所訕笑，而取名

曰，他的理論是宇宙大爆炸（BigBang）。想不到這一混名反到走紅世界，今日已有數項

證據可資佐證，宇宙確是由大爆炸而來。 

時至今日，宇宙大爆炸已在天文宇宙學中定於一尊，蓋模在他提出此一奇想時，明

顯可以看出，物質、能量是可以變換乃至無中生有的，但他對時間、空間在大爆炸時是

否早已存在，並未明言交待。 

師尊天人溝通寫作新境界的時候，當時的宇宙學仍是以電漿說占上風，新境界中的

宇宙旋和系理論，多少是受到電漿觀點的影響。在這裡，又可證明天機之不可妄論，在

人類思潮中尚未成形的東西，上聖高真即使是知之甚詳也不可明說。有天眼的人與仙也

有可能不一定真能看到宇宙開始狀態，就算是看到及明白也不得輕洩。 

七、宇宙由天中生： 

近代物理學除了相對論，還有量子力學及高能物理學、天文宇宙學為其主體。量子

力學中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對人類哲學思考及宗教概念有著極大的影響，這將在後面幾

節探討，現在先從宇宙學的進展談一談。 

在蓋模的大爆炸學說獲得不少實證，而被大多數天文物理學家接受之後，1983 年又

有一位美國天文物理學家維蘭金更往前跨上了一大步，他提出宇宙是由四無——無時間、

空間、物質、能量的無中大爆炸生出，宇宙生成學說就此又跨出一大步。次年名物理學

家霍金也提出類似的由無中生出宇宙大爆炸，宇宙學已經由含混的有時間生出，正式進

入無時空中生出。這似乎和老子所說的無生有，十分近似。只是我們不能確定老子所說

的無是指有時空在先，還是一如維蘭金所謂是由無時空中出生。 

當宇宙學進入到無生有時，這個無又是什麼？這已超出物質科學的研究範圍之外，

也超越了西洋哲學的思考範疇。西洋哲學以研究形而下的物質為主體，對於形而上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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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意境，仍是以能夠具體掌握、想像，可以思考、認知為要件，也就限於研究有及抽象

的有這一面，並且以亞理士多德的第一原理為骨幹。對於超乎想像的無，乃至無之後的

無無，是根本不能觸摸的，亞理士多德明確說明無就是沒有，無不能生有，不值得研究。

而無之無已是絕對，絕對沒有什麼可研究的，也不是西洋哲學研究的對象，更不是科學

的研究標的。所以無是什麼？科學轉而為黑洞、白洞、蟲洞之類的思維。 

老子是道之祖，說過無生有，也說過道法自然，而此自然是比道可道非常道之上，

比可以言說的道更上一層，已入於不可言說的絕對狀態，也就是隱約指出萬事萬物萬象

都由不可言說的自然絕對（無）中生。 

讓我們回頭看看教義新境界如何說？在教義第102頁，談到第三神論中，有些字句，

足堪注意，例如：先有自然，後有物質，大自然為大自然本身所創造，物質為自然所凝

成。這些辭句，已經明確說明一切萬事萬物的根源是自然、大自然，也就是老子說的道

法自然的自然。 

千百年來，師尊是第一位以粒子狀態形容及描述人的靈性，並對靈性粒子賦名為和

子，和子是心。而以電子為一切物質的基礎成份，電子為物。心物也就是和子、電子一

體共生，分而顯現二者不同的特殊功能，合則為一體一元，由是建立心物一元二用論。 

心物一元二用論不僅運用和子這一開創性的概念，把心與物結合為一體，同時也非

常簡易地交待了心物相對待，不是只有心（唯心）或只有物（唯物），二者在根源、本

源是一體的。在二元相對的現象界，則不免因各自的本質相異，而有相互鬥爭及合作的

種種狀態。 

在師尊從哲理上提出心物一元的論說時，非常巧合地，科學界也逐步從愛因斯坦的

質能等價公式（E=mc2）裡明白了，物質和能量也是一體的二面。物能一體共生，二者

又因其各自所具的本性、本質之不同，而在現象界表現出不同的功能，時而對立，時而

合作。科學家在運用物質及能量的一體性之餘，卻不知道說出物能一元二用論這個名詞。

如果綜合心物一元二用論及物能一元二用論，便可得心物能一元三用論，簡稱心物能一

元論。心物能一元論正是宇宙人生由本源，直至二元相對世界，一切現象的根本理論。 

八．萬有動力論： 

教義 P20 曰【物質與自然常動，動者自動，靜者亦動，萬有動力！】旨哉斯言！動

即是能，心物一元二用而又無所不動，則正是心物能一元的另一表述。讀教義要注意上

聖高真所傳遞的秘密意旨（簡稱密意），這是在不可泄裡的微言大意。物質常動，依教

義已無可疑意，再進一步分析，物質是由能量凝聚而成，能就是動，物質豈有不動，不

常動之理？物質常動，此理易明，何以又說自然亦常動？在我們研讀教義時，有些細微

處，不可錯過。教義中所言之自然或大自然，實有二種意涵，不可忽略。 

自然（大自然）有時是指自然界，也就是這個物質宇宙所成就的一切世間環境及狀

態。自然在教義中，有時又是指道法自然的自然，也就萬事萬物萬象的本源，本來面目

的那個自然。在萬有動力論中，所說的物質與自然常動，顯然是包含上述二種意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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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大宇宙中萬事萬物萬象一切常動，無需多言。在本源絕對裡又何以是常動？而且是

動者自動、靜者亦動？絕對本來就是動靜一體，動即是靜、靜即是動，如果認為本源絕

對，還有動靜之分，那就是將相對二元世界，與絕對相混，不是絕對。絕對是一，動靜

一體。也許有人會疑惑，動是動，靜是靜，如何可以動靜一體？認為在邏輯上說不通嘛。

這些觀念，便是沉浸於二元世界的相對觀念中跳脫不出來，永遠被亞里斯多德的第一原

理所縛。要修學帝教教義中的上乘法義，就必須從第一原理中跳脫出來。當然，不想跳

出來也可以依教義依師尊的指示，努力修行的極好，到達極高的境界，也是極為難能可

貴的。可以解決諸多煩惱，改變命運的極佳法門，可以修成天眼、天心、天身。惟一的

缺點是缺少了慧眼，對教義的精髓密義難以了知，而時時對教義有著甚多的疑惑難解。 

九． 生命偶然論及因果論： 

教義 P55-56【生命之偶然論，自然律之輪回論也。】生命毫無自主的能力，其情可

憫，其狀可悲。又教義次頁談生命因果論，和子若能自我奮鬥，即可不受自然律支配，

達到自行提升生命境界至自主程度。教義只用了三五頁說明，是完全擇要略說的方式。

如要細述因果論及偶然論，可以寫一本書。由於是簡述，則偶然論與因果論並不衝突，

都是宇宙的常態現象，只是和子有不同的內涵，而造成了極大的不同結果。和子有覺知

能力，是靈覺的，然此覺知並非我們二元世界所認知的覺知能力。若從和子本來狀態言，

偶然論及因果論，正如教義所言，並行不悖，方可成就這一大千世界。 

十．宇宙定律： 

教義附錄中有宇宙定律 P137，曰“無形涵蓋有形，無形運化有形，無形創造有形。”

確實是宇宙間恒古不易的真理。我們不可忽略的是這三條定律，所說的無形不僅是天界

的無形，還包含了無形的無形（本源、絕對）。無形包含天界也包含本源，這才能把三

條宇宙定律含義參透，真正認知這三條宇宙定律的真實含義。 

十一. 電子，和子： 

教義全部的精義，都由這二種粒子所貫穿。也可以說電子，和子是教義的精髓所在。

和子是教義的精髓所在，前已論及，乃師尊偉大的創舉，以粒子來表述生命、靈性的本

然狀態，為世人提供正確認知靈性的最佳途徑。教義對和子的描述甚多，大多是描述和

子在二元相對世界的作用狀態，對於和子在本源絕對的本來面目，只有簡單地幾個字，

一二句話，那才是和子的本相，無相之相。電子也一樣。電子也是二元與本源一起說，

找到什麼是二元的，什麼是本源的，就會清楚地瞭解何以教義會如是說。電子有陰陽之

分，並不是指電子、質子之分，想來早已為諸位先進所共知，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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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結語： 

以上是我個人讀教義感悟的一部分，接下來如果要再講下去，就必需論及和子、電

子的真面目。也要探討，為什麼上帝要創造和子、電子？上帝創造和子、電子的過程如

何？什麼才是上帝的最終本源？為什麼會有無生聖母的出現？以及其他很多很多的問

題，有待討論。只是截稿時間已到，就留待感悟（二）再來談吧！以上所言都是我，帝

教一位較後進的同奮，對教義的一些淺見，如有不當之處，還請諸位先後進同奮原諒，

就當作是內部的一番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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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 

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劉通敏(正炁)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  副院長 /天人炁功院  院長  

 

摘  要 

「宇、宙」乃「上下四方、古往今來」，是以中華民族的老祖宗早就點出了「宇宙」

的架構是由空間與時間所組成，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新境界》的「萬有

動力論」則道出宇宙間實無一不在動態之中。20 世紀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廣義相

對論」，更進一步將「空間與時間」的地位從宇宙間萬物萬事（events）發生的被動（passive）

背景角色轉化成宇宙動力學（the dynamics of the universe）的主動（active）參與者：亦

即“以動態的時空曲率變化來描述宇宙的演化。”自此以後，「廣義相對論」所興起的

動態時空革命性思維和動態宇宙演化的預測（黑洞、重力波等），一直是本世紀物理學

研究的前緣，然而就如「廣義相對論」的前提“無論觀察者如何運動，科學原理對所有

的觀察者都應該相同”，只要能找出一例不符此一前提，該科學原理即須修正或另外創

新，以提升其適用範圍，因此宇宙間的真理始終是沒有停止的，是無窮無盡的，可是真

理的發現與傳佈要靠人類，所以人類也要奮鬥不輟，去發現宇宙無止境的真理，這就是

涵靜老人所謂的「真理行健」。本文著重於「時空」的闡發，在「質—能」掌控「時空」

如何彎曲與「時空」驅動「質—能」如何運動的動態宇宙中，人類思想因科學家致力於

求解愛因斯坦宇宙場方程式之啟發而躍升，正一步一步的借由對「相對論」與「黑洞」

的觀測與了解，朝向「時間旅行」、「時空相假借」的運用。文中除了簡介星球從誕生至

形成「黑洞」，並首度比較了「黑洞」特性的科學與宗教觀，從而點出超光速於“曠百

世而心相合”的重要性。由於本地球的科學設備，尚無法達到四度空間以上的接觸，以

有形的物質文明，是難以突破與浩瀚宇宙超次元空間之差距，然而以修道的形而上學來

言，有形的宇宙皆是可以用無形靈覺（超光速）來穿梭於宇宙意識的靈流中達成與高次

元靈界的交流，就開發人類深層的靈覺而言，「靜參」與「煉心」之心物和合借假修真，

提供了快速而有效的方法，於是靈明得以常放射，方能體悟「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惟有性心真之生命意境，才能感知涵靜老人“時空相假借”的多重意義，從而把握短暫

人生創造出具體之人本生命價值觀。 

 

關鍵字：空間時間、狹義廣義相對論、時空相假借、四大意識層、心物和合一元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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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師吾思- 

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劉通敏(正炁) 

 
壹、前言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

燭夜遊，良有以也。」李白於《李太白全集》1之〈春夜宴桃李園序〉這樣寫到。其大意

為“所有的萬事萬物都在天地裡頭，這個物質宇宙是個旅館，不是我們的家，暫時住一

住就要走的；光陰是個什麼呢？光陰是穿越百代不停的過客。飄浮不定的人生有如一場

夢，快樂的日子能有多少？古人持燭夜遊，確實有道理啊。”雖說是詩人借由物質宇宙

空間之大、時間之長對比於人生一南柯、天地旅過而抒發人生苦短無常之情懷，是以要

珍惜時間而及時行樂，然而對筆者而言，卻也感懷出「人生有涯，而精神生命無涯。」

如果「浮生若夢」是人生必然的限制，涵靜老人於《新境界》2 強調「精神鍛煉」，以使

精神生命能「獨立人天上，常存宇宙中」，相對上就顯得更為積極。 

 

《涵靜老人清虛集》中之〈真理行健〉
3
也提及「宇宙時空」： 

「宇宙大無涯 時空相假借 生化原自然 新陳來代謝  

惟有性心真 靈明常放射 斯天不生人 萬古長如夜」 

此詩乃民國三十三年（西元1944年）甲申上元龍華天人圓滿之翌日，涵靜老人有感

而吟于始院。筆者曾從〈天人親和之炁氣觀〉
4
的角度為文析理其含義；唯近日再次拜讀

該詩集，對於「時空相假借」之辭另有所感，並發現其中之“清虛集補遺”內有〈偈錫

微竇玩之(一)〉
5
： 

「生前誰是我  我死又為誰  時空相假借  新陳來維持」 

「時空相假借」與「新陳來代謝或維持」之辭復現，可見涵靜老人對「時空」與「成

住壞空、生老病死、生住異滅」循環不息之體認極深，爰撰本文以表對「吾師」之「吾

思」。 

 

宇宙大無涯，當一事件（event）發生時，我們通常說它發生於某一地方（空間）和

某一時間，因此事件發生於物質宇宙(physical universe)中必然同時牽涉及「時」（time）

                                                      
1《李太白全集》，2011 
2《新境界》，1997，頁 93-99 
3《清虛集》，2006，頁 153 
4〈天人親和之炁氣觀〉，《宗教哲學季刊》，65-66期，2013，頁 297-314 
5同 3，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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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space），時間不能離開空間而獨自存在，反之亦然，因此「時」、「空」宜互

相連接交融合體成「時空（spacetime）」，此一「時空一體（Space and time are actually a  

 

  

 

 

圖一、時空連體坐標（x，y，z，t）的幾種示意圖（上，Understanding Space-Time - 

YouTubehttp://www.answers.com/topic/lorentz-transformation; 中，資料來源: fabric of 

the cosmos - dvd;下，資料來源: Brian Greene_ blackhole (vedio)）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kQtwIwAQ&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4IHmsEiINSo&ei=EzYHVPiaNoLZ8gWM6ICYBg&usg=AFQjCNHBevHHHs4tVeGicr1aqyFwV_w7Fg&sig2=3zw5lQWAoabnetVqgSnWpQ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kQtwIwAQ&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4IHmsEiINSo&ei=EzYHVPiaNoLZ8gWM6ICYBg&usg=AFQjCNHBevHHHs4tVeGicr1aqyFwV_w7Fg&sig2=3zw5lQWAoabnetVqgSnW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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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entity called spacetime）」或「時空連體（spacetime continuum）」觀念由愛因斯坦 

在蘇黎世綜合理工學院（Zurich Poly）求學時的數學教授 Hermann Minkowski6，鑑於愛

因斯坦 1905 年的「狹義相對論」（註 1）7，而於 1907 提出其時空之數學幾何表示，其

後即成為近代物理之一核心原理8。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已點出此一事實：“「宇、宙」乃

「上下四方、古往今來」，亦即，「宇宙」的架構是由空間與時間所組成”，唯我們身為

中華民族後代，未能將此一宇宙時空一體觀念用數學方程式來表達其演化。 

 

在時空連體四維宇宙坐標上的每一點即為一事件（圖一）；換言之，人類是三維（3-D）

空間的生物，我們存在和生活在三度空間裏（螞蟻則生活於二度空間），但是時時刻刻

與四維(4-D)時空的宇宙互相作用、互相影響。涵靜老人於《新境界》中也有相關的傳神

描述： 

 

「故在吾人之“一呼一吸間”（註 2）9生命已與自然交織為一．．．．． 

人非純粹的人，天非純粹的天，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已經不是我們昔日根據亞理斯多得（Aristotle）和牛頓（Newton）

所相信與認識的只是一和空間分離之單純數值的絕對時間（absolute time），時間是相對

的（time is relative）！愛因斯坦 1905 年所發表的狹義相對論（special relativity）如是說。

在相對論裡，我們用時間和光速來定義距離（距離＝時間 x 光速），例如：一個更方便

的距離基本單位“光秒（light-second，光於 1 秒鐘所行之距離）”（註 3）10隨之被定義與

使用（或每 0.000000003335640952 秒行進 1 米），因為一般而言科學家量測時間比量測

距離要來得準，而馬克斯威爾的電磁方程式預測，且經邁克爾遜與莫雷(Michelson and 

Morley)實驗證實，光速對所有任何運動速度之觀察者皆為絕對定值（所以光速是絕對的）
11，由於所有以任何速度運動之量測者均會量得同一數值之光速，如此距離也會量得準

（距離＝時間 x 定值光速），根據這樣的距離定義，顯然距離（或空間）和時間實不互

相分離，因此時間既然是相對的，那距離（或空間）自然也具相對性，而為如圖一所示

                                                      
6 Einstein Relatively Simple – Our Universe Revealed in Every Language》，頁 111 稱 Hermann Minkowski

為“時空之父（the father of spacetime）”。 
7 註1：愛因斯坦1905「狹義相對論」(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在萬有引力或加速度現象不存在下

（亦即在等速度運動的慣性座標系統裡），無論觀察者以何種速度自由運動，對所有觀察者而言，

科學定律(馬克斯威爾電磁方程式等，特別是光速)都應該是相同的。愛因斯坦發現在這樣的前提下，

任何物體都不能比光速移動的還要快（即存在物質運動的速度上限），且時間、空間及質量等都必

須是相對的，隨著觀察者速度向光速趨近，時間變慢、長度收縮、質量增加等效應愈發顯著，並由“相

對動量保守”推導出對古典物理產生重大衝擊的質能等值公式：Ｅ＝ＭＣ
2 
，導致核能、核彈之誕生，

革新了人類對時、空、質、能的觀念。 
8 同 6，頁 110 
9 註 2：即一息的時間。同 2，頁 131。 
10 註 3：光速是絕對的，1 米被定義成光在 0.000000003335640952 秒所行之距離或大約每秒 30 萬公里。 
11 《The Grand Design》，2010，pp.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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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空連體」，圖中時間代表宇宙第四維度，這樣的四維時空編結網格架構出四維時

空宇宙（the fabric of the cosmos）。時空編結網格的特性之一為動態的（dynamic），因此

具可繞曲（warped）特性，是以蘊含更深一層的物理意義，將於後文加以闡述。 

 

問題是：「時空如何相假借呢」？那要從「黑洞（black holes）」談起。 

 

貳、黑洞（black holes） 

2.1科學觀 

2.1.1廣義相對論—新的萬有引力定律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這位英國劍橋大學講座教授被公認為愛因斯坦

之後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在其連續237週傲立於倫敦週日時報暢銷書排行版上的科

普名著《時間簡史》12 中是這樣定義「黑洞」的： 

 

「它是一個可從宇宙切離出來的“空間—時間”區域， 

由於該處的引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任何東西，甚至光， 

都不能從那兒逃逸出來。」 

 

談到「引力或重力（gravity）」，它是人類認知的四種基本自然力（註4）13中最弱的遠距

力，也是人類第一個用數學來表達的力： 

 

1687年「牛頓的（萬有）引力（或重力）定律（Newton’slaw of gravity）」—  

在任何給定的時間，物體會互相吸引，該引力的大小，與兩物體的質量乘積成正比 

，與兩物體在那瞬間之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與兩物體的化學本質或物理狀態以及中 

介物質無關。 

 

顯然牛頓的引力大小和時間、距離、質量相關，然而根據狹義相對論，時間、距離、

質量是動態的（dynamic）、也就是相對的（relative）並非靜止的（static）、絕對的（absolute）
14，牛頓的引力定律只要吾人改變時空中某一區域的質量分佈或移動其中之一物體（即

改變其距離），宇宙中的其餘時空區域必須立即感受到不同的引力，所謂“立即感受到”

意味引力效應（或訊息）必須以無限大的速度傳遞，此與狹義相對論主張“引力效應只

                                                      
12《A Brief History of Time》， 1st ed. 1988 & 2nd ed. 2001。Chapt.2 
13註 4：四種基本自然力：引力(gravity)、電磁力(electromagnetism)、弱核力(weak nuclear force)、強核

力(strong nuclear force) 
14同 7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3 
 

能以低於光速或至多等於光速來傳遞”的前提15不符，而牛頓的引力定律中“給定的時間、

那瞬間”是絕對時間，因為以不同速度運動中的觀察者會觀察到不同時間的“給定的時間、

那瞬間”，隨之不同的距離，因此不同的引力大小，如此也將違背“無論觀察者以何種速

度自由運動，對所有觀察者而言科學定律都應該是相同的”的相對論前提。 

 

愛因斯坦於焉發現需要發展出一個適用於相對論的新重力定律。另一方面，日常生

活中常碰到加速與減速現象，例如重力會使對空發射的砲彈減速，火箭需要加速到大於

脫離速度才能克服地心引力而衝向太空，因此重力（gravity）和加速度（acceleration）

之間的關係密切，而「狹義相對論」僅適用於等速運動的慣性座標系統，愛因斯坦因此

思考科學定律的成立範圍應將重力和加速度（非慣性座標系統）納入相對論的基本前提

範疇，擴充成的相對論稱「廣義相對論」。他在邁向此目標的第一步立刻想到伽俐略的

自由落體原理（一般稱為“弱等效原理”）：「當忽略摩擦力（包括空氣阻力）時，在同一

高度的所有物體在均勻重力場影響下，會以相同的加速度自由落下並且同時撞擊到地面。

此一結果與物體的質量或組成無關。」牛頓只是將此原理視為一單純的實驗觀察事實而

未能提供其力學理論上的解釋，愛因斯坦則認為重力和加速度之間一定有尚未被人類認

知的關聯性存在，尤其他先前的「狹義相對論」就是在光速是不變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

順此邏輯，他的第二步自然會企圖去解開“在同一均勻重力場裡，重物體與輕物體會有

相同不變的加速度”此一自然界無言之教之謎。 

 

就這樣愛因斯坦每天沈思於其擅長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如何破解重

力和加速度之間關係的謎底」，1907年11月中的一天，也許是他將辦公椅後傾過度，在

差點往後跌倒的瞬間他忽然頓悟：「假如一個油漆工從屋頂跌落，在自由落下的瞬間會

感覺自己是靜止的、漂浮於零重力場裡（他的油漆桶、油漆刷子及帽子等也經歷同樣遭

遇），相對於油漆工而言，反倒是地面以1g（9.80665 m/s）的加速度向上升起同時迎向他

和油漆桶、油漆刷子及帽子等; 換言之，“在均勻重力場中自由落下”物理上“等同於

在零重力的外太空中漂浮著”」。愛因斯坦認為此一頓悟是其一生中最為快樂的思想： 

 

「重力場僅僅是相對性的存在，因為對於從屋頂上跌下來的油漆工而言， 

  重力場相對上並不存在於其附近，油漆工等於漂浮於零重力的外太空。」16 

 

關鍵問題：為什麼油漆工自由跌落時會感覺無重力呢？因為他的自由落體加速度抵消了

重力效應，可是只有加速度和重力有相同物理效應時，兩者才會剛好互相抵消！以牛頓

和蘋果為例，從相對坐標的觀點，我們無法區別到底是蘋果受重力吸引向下掉落到牛頓

頭上（坐標定在地球上來觀察，地球相對觀察者是靜止的），還是牛頓和地球向上加速

                                                      
15同 7 
16同 6，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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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蘋果（坐標定在蘋果上來觀察，蘋果相對觀察者是靜止的），換言之，於此情況下

重力和加速度對於牛頓和蘋果相碰的物理現象有等值效應，因此似乎重力和加速度之間

關係的謎底為： 

 

「加速度和重力所產生的物理效應是等值的」  

 

一般稱之“愛因斯坦等效原理”，它的成立基礎為前述之“伽俐略自由落體原理”，但

是愛因斯坦將此等值效應由“自由落體”擴充至“所有物理現象”，並且強調 

 

就像“等速運動（uniform motion）”一樣， 

“加速運動（acceleration）”也是“相對的（relative）”， 

 

因為由前面所列舉的說明例子，可發現“重力”和“加速度”的區別全在於觀察者所選

用的參考坐標，從前述油漆工的角度觀察到的是地面的向上“加速度”，而從地面上的

人觀察到的是油漆工受“重力”下拉落到地面。 

 

當類似的思想實驗對象為“光”時，例如在自由落體的電梯兩對立側壁，一邊裝上

氦氖雷射（紅光0.6238μ m），對立邊安裝雷射光偵測器，電梯外的觀察者將發現電梯向

下加速使雷射光線軌跡下彎（電梯內的觀察者則看到呈水平的雷射光線軌跡），套用愛

因斯坦的加速度與重力等效原理，也就是 

 

“重力場會使光線彎曲（Light bends in a gravitational field）” 

 

，接著把雷射改裝到電梯天花板上，光譜儀則給安置於電梯地板上，重複上述電梯自由

落體實驗，電梯內的觀察者看到的是相同波長（頻率）的紅光，電梯外地面上觀察者的

光譜儀則因雷射光源對其加速接近（與電梯運動同向），發生都卜勒效應而呈現較高頻

率（較短波長）的藍移現象（往藍光頻移blue-shifted），加以光頻正比於光能，因此 

 

“重力場會影響光線的頻率（能量）” 

 

換言之，當光線射向重力場時，頻率會增加（blue-shift），亦即光線會從它趨近中的重力

場獲得能量; 反之，當光線射離重力場時，頻率會降低，亦即當光線想掙脫其所處的重

力場束縛時將損失能量，一般稱之“重力紅移（gravitational red-shift）”。 

 

 由於光速是恆定不變的，光速＝頻率 x 波長，頻率增高相對波長變短，代表在較

短的距離內震盪次數變多，震盪相當於時鐘的滴答，也就是對於地面的觀察者而言，時

間在加速狀況下的電梯裡變得比在靜止的地面上快，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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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場會影響時間的快慢（Gravity affects the passage of time）” 

 

，愈朝重力場中心接近，時間變得愈慢。前面曾結論出“重力”和“加速度”都是相對

的（隨所選擇的座標系統而定），順理推到“時間”也會因“重力”和“加速度”的影

響而為相對的。愛因斯坦計算出本地球表面的時間會比無重力的外太空一年要慢上約

0.02秒。依此，住在臺北101大樓1樓的人其時間上相對於101頂樓的人要走得較慢，只是

差異極小不為吾人所察覺，可是如果地球換成重力場極大的中子星，那麼上述時間差異

就會增加到數倍。 

 

愛因斯坦的另一重要頓悟（1912年）來自有關“旋轉圓盤”的思想實驗，一個位於

圓盤上方的靜止觀察者，看到圓盤的圓周和圓盤本身正進行同一方向的等轉速旋轉運動，

當轉速設定高至需考慮相對論效應時，狹義相對論告訴我們圓周的周長會發生收縮而短

於其靜止時之正常長度，可是圓盤半徑的方向與圓盤旋轉方向（切線方向）垂直，因此

其長度不受相對論效應影響，結果此一靜止觀察者所看到的圓周周長和半徑的比值將小

於2π ，顯然違反了平面歐式幾何（Euclidean geometry），一般稱此為“Ehrenfest Paradox

（弔詭）”。愛因斯坦的解決之道為從其對“重力”和“加速度”關係的深切體悟切入，

他注意到圓盤圓周上的一個參考點隨圓盤做著等轉速旋轉，此參考點的速度大小雖然不

變，但是速度的方向卻不停的在變動，物理上加速度的定義為“速度大小與方向隨時間

的變化率”，這樣參考點（或圓周）實際上正經歷加速運動（或者依照等效原理：正受

重力場作用中）; 另一方面，只有牛頓力學所適用的平面歐式幾何的圓周周長與半徑比

值為2π，而愛因斯坦的“旋轉圓盤”思想實驗則顯示如果重力場存在此一比值不再為2

π (例如太陽)，也就是重力場作用使平面幾何圓盤變形彎曲成為曲面圓盤，曲面幾何（非

歐式幾何）的特性為：例如球面上的三角形其內角總和大於180度、平行線會相交、兩

點間最短的路徑不是直線而是測地線（geodesics，以此兩點為端點且直徑通過球心的大

圓上的一段）以及圓圈的直徑是一曲線導致其周長與半徑比值小於2π 等等。綜整上述，

愛因斯坦依據其等效應原理得到下面的劃時代結論 

 

“重力場會使其所在空間彎曲變形（Space is warped in a gravitational field）” 

 

他將重力場對時間與空間的影響合併敘述為：  

 

「在重力和加速度具有等值物理效應的前提下，宇宙的時空幾何 

（the geometry of spacetime）必須呈非平面的彎曲狀。」（註5）
17 

                                                      
17註 5：愛因斯坦等效原理（Einstein’s Equivalence Principle，1907）—唯有當一大而重的物體使時空彎

曲變形，從而影響行經其附近的物體路徑也隨之彎曲時，重力（gravity）和加速度（acceleration）才

會產生相同的物理效應。因此，「廣義相對論」亦可陳述成— 無論是在加速或重力參考坐標裡，物理

定律（以及用來表示它們的數學）對所有觀察者都應該相同。換言之，“加速度”就如等速運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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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是大而重的物體質量，例如太陽，使其存在處的時空變形彎曲的，附近的行星本

來欲直線前進，看起來像是受太陽引力影響而路徑呈彎曲，其實是因為該處的時空早就

因太陽的存在而彎曲了，也就是萬有引力其實可用時空的彎曲來表示，從宏觀角度而言，

我們實際上生活於非歐氏空間（non-Euclidean space）！ 愛因斯坦於是學習彎曲空間的

非歐氏空間數學理論，經過11年的努力，終於發展出時空因處於其中的質量、能量、動

量而彎曲的適當數學表示，一個嶄新且影響深遠的引力定律稱為「廣義相對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18終於在1915年誕生： 

 

「廣義相對論」 —“在萬有引力現象存在下，無論觀察者如何運動， 

科學原理（和用來表示它們的數學）對所有的觀察者都應該相同。” 

 

「廣義相對論」裡的引力觀念迥異於傳統的牛頓引力觀念，它是依據愛 

因斯坦的革命性假設 —“空間—時間所編結（intertwine）的宇宙結構 

（the fabric of the cosmos）不是平的而是彎曲的（curved or warped）”:  

會因處於其內的引力來源包括質量密度（mass density）、能量密度 

（energy density）及動量密度（momentum density）而扭曲變形。 

 

對「廣義相對論」而言，重力與其它類力量不一樣，“重力其實是時空 

結構因為質量的存在而扭曲變形後的四維時空曲率 (the curvatureof a  

four-dimensional space-time) ” 換言之，「廣義相對論」已經將有關重

力的物理學轉換成幾何學，(註6)19它是新的彎曲時空理論（the new theory 

of curved spacetime）。 

 

其中的“動量密度”指的是“物質和非物質能量（例如光、熱等）的運動經過空間”，

也會產生時空曲率。  迄今為止，「廣義相對論」已經成功地通過每一個精密與敏感的

科學測試20，圖二顯示1919年一支英國遠征隊到西非觀察日全蝕時太陽附近的星光光線

                                                                                                                                                                      
是“相對的”， 從某一座標系統觀察起來是重力，換成另一座標系統觀察則為重力。（同 6，頁 161-162） 

18同 6，頁 226-228 
19註 6: 同 11，第七章：Gravity, in Einstein’s theory, isnot a force like other forces; rather, it is a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mass distorts space-time,creating curvature. Thus, generalrelativity has transformed 
physics into geometry. 

20同 6，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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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太陽重力彎曲的情形，成為最早證明「廣義相對論—重力等於時空彎曲」的實驗，人

們終於了解愛因斯坦是對的，我們生活在非歐氏（即非平面）幾何空間的世界中。 

 

關於生活在非歐氏空間的世界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廣義相對論」中，如果四維

時空中沒有大而重的物質存在，時空網格將呈平坦狀，物體始終沿著直線行進於人類較

難想像的四維時空裡，然而四維時空中的直線移動在我們所熟悉的三維空間裡卻呈現曲 

  

圖二、星光拐彎了：當日全蝕時太陽附近的星星變得可見，借此科學家能觀測星光於太

陽附近受太陽引力場影響而發生彎曲的結果，從而證實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引力等

於時空的彎曲」的正確。注意：星星的外觀位置因而改變（註：觀測日全蝕時金牛座中

心的 Hyades 星團（the Hyades cluster）正好在太陽後方）。21
 

 

線移動，這好比一架飛機筆直飛過三維的天空，它投射於多山丘地面上（地球表面為二

維曲面）的影子軌跡卻呈曲線移動（提醒：記得下次看電影時留意一下！），或者好比

一架太空梭筆直飛過地球上空（三維），它投射於地表曲面（二維）的影子軌跡則為一

個大圓的一段（稱為測地線）（註 7）
22，你在飛機上所見到的平面航空雜誌的飛行路徑圖，

兩大國際都市之間的最經濟飛行航線就是測地線，測地線在天空是條直線，在平面航空

雜誌頁面上則為曲線，就是這個道理；依此類推，雖然地球沿著直線路徑行進於四維時

空區域裡，當大而重的太陽質量彎曲了它所在的四維時空區域，地球的路徑對三維空間

                                                      
21《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 2001。Chapt.1 

22註 7：測地學（geodesy）為量測地球大小和形狀的科學。測地線（geodesics）是地球曲面上兩點間 

最短的路徑，根據微分幾何（differential geometry）測地線為地球大圓（直徑通過地心）上的一段（a 

  segment of a great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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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類來說就會顯現為地球沿著一個圓形軌道繞著太陽運轉。 

 

2.1.2「黑洞」—“大空中的黑色空隙、裂縫” 

 

回到「重力」問題，一個星球的形成起因於大量的星雲氣體（大多為氫）其質量大

到開始受到自身重力而塌縮，當其塌縮時氣體原子之間的碰撞頻率愈來愈高，碰撞速度

也愈來愈大，氣體因此愈來愈熱直至氫原子碰撞後不再互相彈離而代之以核融合成氦氣，

融合過程所釋放的熱量相當於氫彈爆炸（hydrogenbomb explosion）之熱量，星球也因此

發亮，星氣內部之壓力隨之升高直至其向外之膨脹力恰足以平衡向內之重力，星體塌縮

自此停止，星球就這樣穩定的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星球的生命期），所以一顆星球形

成之維持機制為核反應熱向外膨脹壓力與朝星球中心內拉的重力之間達成平衡；最後當

星氣中的氫氣和其它核燃料用罄時，星體開始冷卻與再度向內收縮成為冷星（cold stars）；

然而，當冷星收縮變小時，其內部物質粒子彼此之間就會變得非常靠近，根據包立不相

容原理（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1925）23 這些位置近乎相同的粒子會因此具有相當不同

的速度而互相遠離，結果使星體再度膨脹，此一冷星於是再次能因為包立不相容原理所

產生之向外斥力平衡了向內的重力而維持著某一穩定的半徑，例如白矮星（a white dwarf）

其體積似地球而質量卻與太陽相當，即為此類冷星之一，其內部碳和氧物質粒子中的電

子包立不相容斥力平衡了重力來維持其穩定，你在夜裡看到的最亮的天狼星（sirius）的

一顆衛星即是一白矮星。一般而言如果最初的原始星雲質量小於 1.4 倍太陽直徑時，循

上述過程即會形成白矮星。另外當最初的原始星雲質量大於 1.4 倍太陽直徑時，「狹義

相對論」告訴我們前述包立不相容原理之粒子速度差異必須小於光速時，意味平衡重力

的包立不相容原理向外斥力有一極限，如果前述星氣中的氫氣和其它核燃料用罄且星體

的質量密度很大時，包立不相容原理向外斥力將不足以抵消巨大的向內重力，星體會再

度崩塌，有時會發生內部核心崩塌（its core collapses）而外層以震波方式彈離產生壯觀

的第二類超新星爆炸（supernova II explosion）（註 8）
24，爆炸後如果核心質量介於 1.4 與 2

倍太陽質量之間，一種比白矮星還小質量更大、靠其內部中子包立不相容斥力來平衡重

力的穩定冷星中子星（a neutron star）形成；而假使爆炸後核心質量大於 2.5 至 3 倍太陽

質量時，核心將會遭遇無止盡的向內崩塌（a never-ending collapse）形成一零體積、無窮

小的奇異點（an infinite small point – a singularity），一般稱之為「黑洞」25。 

 

                                                      
23"Stability of Matter in Magnetic Fields," Phys. Rev.Letters 75 (6): 985–9, 1995 

24註 8：第一類超新星爆炸（supernovaＩexplosion）源於白矮星因吸積它的伴星紅巨星（red-giant 

companion）的質量而超出 Chandrasekhar limit，其核心崩塌點燃碳爆炸成小碎片，無殘餘物。 

25同 6，頁 244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ysical_Review_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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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義相對論」的觀點，由於引力作用在宇宙中的每一樣東西上，這意味對於大

質量星體，引力加總起來將變得非常大而超越其它類的力，會使其所在處與周圍的“空

間—時間”發生嚴重彎曲，當星球質量大到超過一所謂 Chandrasekhar 臨界值時（註 9）
26，

其內部物質粒子間因為包立不相容原理所產生相斥（repulsion）的向外膨脹力，將會無

法平衡它本身向內的重力而產生塌縮直至達到一臨界半徑（稱為 Schwarzschild radius），

由於此時其質量密度極大（massive and compact）引力極強，以致鄰近此一星球的光會被

該星球的引力彎曲大到被吸陷於此嚴重扭曲的時空區域內而無法逃離，更且，相對論告

訴我們沒有東西的速度能超過光速，連光線都不能逃離此一時空區域，遑論一般物體。

這一個令所有鄰近物體不能脫逃（連光線被彎折陷入都無法脫逃出讓遠處的觀察者見到）

的臨界時空彎曲區域就是我們今日所稱之「黑洞」，其外部邊界與臨界光線軌跡相合（只

要有光線的軌跡比其稍微彎區一點就無法脫逃出）而稱為「事件視界（水平）（event 

horizon）」，就好像你到海邊時放眼望去，最遠處只能看到水平線，同樣地，一般觀察者

是無法見到「事件視界」內部的「黑洞」，值得注意的是黑洞邊界（事件視界）不是物

質構成的面（not material surface），而原本的星體質量已濃縮成一質量密度無窮大的奇異

點。以上有關冷星收縮結合「廣義相對論」的論述乃為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

於 1939 年所提出
27
。 

 

值得一提的是，「黑洞」的概念（那時還沒有此名稱）其實首先由 John Michell 於 1783

年的英國皇家學會哲學期刊中發表，那時還沒有「相對論」，他的論述為當星體的質量

密度很大時，引力隨之很強，而光速既然不是無窮大而有一絕對定值，星體的引力就會

對其產生作用，這好比前述對空發射的砲彈因星體重力影響而減速、彎曲、墜回地表，

他認為宇宙中應該有很多星球的質量密度大到它的引力可讓從星球表面發射出去的光

線被拉回地表，這類星球相當於今日的「黑洞」，雖然我們無法用肉眼看到它，因為光

線被拘限在該類星球表面而到不了我們所在的地球。「黑洞」的真正命名要到 1969 年美

國科學家 John Wheeler 在其圖解說明此類星球時才創造出來的專有名詞28： 

 

「黑洞」—“大空中的黑色空隙、裂縫（black voids in space）” 

                                                      
26註 9：Chandrasekhar limit：一個穩定的冷星（白矮星 white dwarf）所可能擁有的最大質量，超過此一

臨界質量，它將崩塌成為一個黑洞。此乃 1983 年諾貝爾獎得主印度籍科學家 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 於 1928 年所提出，根據他的計算此一臨界質量大約是 1.4 至 2 倍的太陽質量，大於此

一質量的冷星，其內部物質粒子間因為包立不相容原理（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1925）所產生相斥

（repulsion）的向外膨脹壓力將會無法平衡其本身向內的重力而產生崩塌。如果冷星是中子星（neutron 

star），則稱為 Oppenheimer-Volkoff limit，臨界質量大約是 2.5 至 3 倍的太陽質量。（同 12，名詞解釋） 
27同 12，第六章 
28同 12，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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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沒有方法來觀測「黑洞」呢？由於太陽光扭曲彎陷在黑洞裡到不了地球，我

們無法以肉眼直接看到位於黑色背景大空中的「黑洞」，雖然肉眼看不見，但是「黑洞」

的重力作用仍在，所以可用間接方法來偵測：觀測（1）鄰近星雲和塵埃粒子受到不可

見黑洞重力井（invisible gravity well）影響的向引力中心旋進運動，（2）這些星雲物質（往

往帶有電荷）快速運動時所放射出的無線電波、可見光、紫外線、Ｘ射線及γ 射線等電

磁波，（3）臨近的星球正以超高速朝這個看不到的黑洞旋進運動。29例如當黑洞外的物

質為星氣時，當其旋進黑洞時在旋轉面上會受到離心力因此抵消部分使其內縮的重力，

而在垂直面上則沒有離心力來抵消內縮的重力，所以這些旋轉星氣外形最後呈扁平的旋

轉盤，轉盤外部比較厚形狀像甜甜圈（a thick，hot doughnut of gas），中央較為薄的部分

一般稱之吸積盤（an accretion disk），其內之星氣原子因內縮密度變大而以愈來愈高的速

度碰撞、摩擦生熱升溫，愈靠近黑洞和其邊界（事件視界），由於角動量保守其轉速愈

快，且愈多的的星氣重力位能被轉換成動能與熱，終於由於碰撞如此激烈而使原子核外

圍軌道上的電子脫離形成帶有電荷的高速高能電漿，於內縮過程中輻射出看不見的無線

電波、高能紫外線、Ｘ射線電磁波，最後正當其進入事件視界之前則輻射出γ 射線。今

日科學家靠著哈伯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和其它非可見光的天文望遠鏡，

就是利用這些 X-射線和γ 射線來觀測「黑洞」（圖三）（註 10）
30，結果出乎意料地發現： 

 

「黑洞」其實是天文中常見的現象，例如一具人造衛星在時空裡的一小塊 

區域就可發現大約 1500個「黑洞」，科學家也發現在我們的銀河系的中央 

有一個超過 1百萬倍我們的太陽質量的大「黑洞」，這個超級質量「黑洞」 

 外有一個行星正以百分之二的光速繞著它運轉，此一繞行速度要比一個電 

子繞著原子核運轉的平均速度還要來得快呢！31 

 

圖三中顯示類星體（quasars 縮寫自 quasi-stellar objects 或 quasi-stellar radio sources）如

果存在吸積盤將會輻射出高能的Ｘ射線，而超音速、近光速高能帶電粒子（電子、質子）

噴流在磁場中則會發射出無線電波。類星體乃遙遠的非常亮而類似星球的物體，它們通

常能輻射出比十億顆普通星球還要多的光，它們的動力源自質量為太陽十億倍的黑洞，

而這些黑洞通常位於宇宙非常年輕時的眾多巨大銀河系的中心。這些黑洞本身會高速旋

轉，因為它保留了形成它的雲氣物質的角動量，就像旋轉中的花式溜冰選手，當其將雙

手漸漸收回胸前時會轉的愈來愈快，同樣地，雲氣物質愈旋愈快終至崩縮成零體積、無

窮小之高質量密度環形奇異點（ring singularity）的旋轉黑洞，旋轉黑洞也會旋扭其附近

的時空（圖四），此一效應稱為“時空網框拉帶（frame-dragging）”，由於非常靠近奇

                                                      
29同 6，頁 244 
30註 10：From "Super X-ray Vision," December 2002,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Photograph by 

NASA/Jeffrey McClintock and Michael Garcia, SAO) 
31《A Briefer History of Time》，2005。Chap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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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點時，重力吸引極端大，終於使附近過度變形的時空從周圍時空扭曲斷開（pinched off）

而自行封閉成一時空區域，其區邊界如前所提稱為「事件視界」，其作用就像一單行道

的光速薄膜，星氣物質與光線一旦進入膜內，再也無法回頭逃出。32 

 

走筆至此，歸納一下，黑洞乃為「廣義相對論」的宇宙四維時空結構方程式（註 11）
33 在某些邊界條件設定下之計算結果。歷史上第一個精確解（也是最簡單化的理想解）

為德國天文學家與神父Kar Schwarzschild於1916年所提出，他仿照牛頓的質量中心概念，

發現如果像太陽般的星體質量集中於其中心足夠小的區域或一點，該星球表面的重力就

會大到使光線都無法逃脫至遠方的觀察者，從而計算出靜止黑洞（亦稱「Schwarzschild

黑洞」）的大小（它的邊界為球形「事件視界」）：其“Schwarzschild 半徑”與黑洞的質

量成正比而與光速的平方成反比； 

 

   假若一個黑洞有像我們的太陽般的質量，那麼此一黑洞的半徑 

   只有 3.2公里（2英里），而太陽平均半徑為 6.96×105公里。 

 

此後一直到 1963 年，紐西蘭的科學家 Roy Kerr 才又發現了一組旋轉黑洞的「廣義

相對論」宇宙方程解，因而「旋轉黑洞」也稱為「Kerr 黑洞」，它以等速轉動，其大小

與形狀僅和其質量與轉速有關，當其轉速為零時，黑洞呈靜止的球形，其解和

Schwarzschild 的解重合，假若其轉速非零，它的形狀會在赤道處外凸，轉速愈大外凸愈

明顯，其附近之時空曲線也不像「Schwarzschild 黑洞」的單純直彎輻射狀，而為如圖四

所示扭轉輻射狀，「事件視界」內的奇異點不再集中於一點，而為一無窮小的圓環34。 

 

2.1.3「黑洞」其實沒那麼黑（Black holes aren't completely black） 

 

 1920 年代中期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提出量子理論（quantum 

theory）中著名的「測不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 “當一個人企圖更精確地量

測一物質粒子的所在位置，那麼相對地，他所量測該物質粒子的速度就愈不準；反之亦

然。亦即，一個人無法同時準確地量測得一物質粒子的位置與速度。”根據此一原理，

各種“場”（重力場、電場、磁場等）的最低能量，不能剛好為零，連真空（vacuum）

場（或稱最低能量狀態場）亦復如此；否則，將會發生同時有一零位置與零速度出現， 

 

                                                      
32同 6，頁 244 
33註 11：由 10 個方程式組成的二階非線性微分方程組。 
34同 12，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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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左上、左中、右下為類星體內黑洞吸入其臨近伴星過程中星氣被加速、加熱、輻

射Ｘ射線、形成吸積盤、為維持吸積盤平衡而產生垂直於其盤面之超音速噴流與磁場、

黑洞邊界事件視界以及中心黑洞所在奇異點之示意圖35；左下為銀河中心巨大黑洞與噴

流（超音速粒子噴流會產生無線電波）之地球表面光學與無線電波複合影像及其核心區

之哈伯太空望遠鏡照片36；上中為黑洞與噴流之Ｘ射線天文望眼鏡真實照片，右上為美

國航太總署軌道Ｘ射線觀測天文台 Chandra 所拍攝之星氣被吸入黑洞與產生噴流之Ｘ射

線照片37。 

 

                                                      
35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Science:http://www.daviddarling.info/encyclopedia/E/event_horizon.html - 

Credit & © : Astronomy/Roen Kelly 
36NGC 4261 Quasar Gas Jets Spill 88,000 light years; Credit: NASA（Sources: Wide-Field and Planetary       

Camera (WFPC2) of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and National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ory, USA.） 

37同 27 

http://www.daviddarling.info/encyclopedia/E/event_horizon.html
http://www.stsci.edu/ftp/instrument_news/WFPC2/wfpc2_top.html
http://www.stsci.edu/ftp/instrument_news/WFPC2/wfpc2_top.html
http://www.stsci.edu/
http://info.aoc.nra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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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上：雙星系統中的可見星球表殼被層層吹離吸旋向不可見的

伴星黑洞（例如類星體之黑洞），炙熱的吸積盤輻射出Ｘ射線；下：

旋轉黑洞會旋扭其附近的時空：時空網格不僅彎曲成漏斗狀且因黑

洞的轉動拖帶而跟著扭曲轉動，圖中的紅色曲線代表光線被捕捉入

黑洞時 的路徑。38 

 

                                                      
38Source : Sky and Telescope, J. Bergeron 

http://homepage.mac.com/joebergeron/stho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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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抵觸了「測不準原理」。因此，以真空場為例，將存在一定量的所謂“真空起伏

（vacuum fluctuations）”或“零點能量起伏（zero point energy fluctuations）。”“真空起 

伏”之一種解釋法39，如圖五（左），是想像有很多的正、反虛粒子對（pairs of virtual particles）

在真空中出現但是僅僅短暫的存在：正、反粒子由成對出現、移動分開、然後又互相碰

撞而消滅，過程中能量短暫起伏（出現又消失）。所謂“虛”乃意指這些粒子無法直接

被觀察到，但是它們的間接效應能被量測而且與理論預測結果十分接近（註 12）
40。 

 

 

 

    當這些正、反虛粒子對於黑洞附近出沒時，如圖五（右），有些粒子對中的一員跌

入黑洞而另一員沒有時，此另一員即得以自由脫逃而去，對一遠方的觀察者而言，這些

得以脫逃的粒子看起來就像由黑洞輻射而出，其輻射光譜和熱體輻射光譜完全相同；換

言之，似乎黑洞不是完全只吸入東西而不放出任何東西。此一論述由史蒂芬．霍金提出
42，所以他認為： 

                                                      
39同 4 

40註 12：例如卡西米爾效應（Casimir effect）。卡西米爾根據量子場論的「真空不空」觀念於 1948 年提

出此一效應，隨即被實驗證明 —真空中仍有能量漲落，真空中兩片中性（不帶電）的金屬板會出現吸力，

這種效應只有在兩物體的距離非常之小時才可以被檢測到。在 10 奈米間隙上（大概是一個原子尺度的

100 倍），卡西米爾效應能產生 1 個大氣壓的壓力。 
41同 20，頁 118-120 
42同 20，頁 118 

  

圖五、左：真空起伏起因於時空（縱橫）座標系統真空中出現正反虛粒子對短暫的存

在（正、反粒子由成對出現、移動分開、然後又互相碰撞而消滅成一閃光）; 右：當

這些正、反虛粒子對靠近黑洞出沒時，有些對中的一員跌入黑洞而另一員沒有時，此

另一員即得以自由脫逃而去（圖中之白色箭頭），對一遠方的觀察者而言，這些得以

脫逃的粒子看起來就像由黑洞輻射而出，所以黑洞會熱輻射。4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F%E5%AD%90%E5%A0%B4%E8%AB%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7%A9%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B1%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7%9D%E7%A6%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1%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0%94%E5%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B%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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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黑洞能有熱輻射（thermal radiation）所以其實沒那麼黑” 

 

。他並且推導出黑洞的熱輻射溫度反比於黑洞的質量（或直徑）:“如果一個黑洞具有幾

個太陽的質量，黑洞的溫度只有百萬分之一度（Ｋ）高於凱氏絕對溫度，而更大一點的

黑洞其溫度更低。”由於溫度是如此低，這樣任何從黑洞放射出的量子輻射將完全被宇

宙大爆炸背景輻射（the hot big bang—the cosmicbackground radiation）的2.7Ｋ所淹沒，

這樣要偵測黑洞熱輻射唯有尋找更小質量的黑洞，其溫度才會高到實際可真測到之範圍

（大於2.7Ｋ），但是顯然至今尚未找到如此小的黑洞，所以他說：“真可惜，如果某人發

現了這些小黑洞，他就能獲頒一座諾貝爾獎了！” 

 

2.2宗教觀 

 

 天地玄宗，人神斯通，不談「感應」便非宗教，宗教能經由「天人交通」（註 13）
43傳

接下高次元時空超人（或仙佛）的訊息，以下摘錄兩則與本文主題相關的部分，以供與

上節人類科學觀點之「黑洞」內容互相比較討論。 

 

「．．．．．黑洞是什麼？黑洞是宇宙間旋和系的隙縫，．．．．． 
在黑洞裡頭沒有時間，而空間又被扭曲成無數的片段，此地並沒有光， 
一片死寂與黑暗．．．．．在黑洞裡頭由於有吸引光、熱的自然能力 
．．．．．雖一片枯寂，可是不缺熱源．．．．．」44 
 
「．．．．．宇宙是「光」的世界，而．．．．．所處的反宇宙， 

不但無法見到「光之發散」，反而成為寂靜永固的地方，沒有空間、 

時間，也感覺不到有「能量」的存在。就是說：一旦進入此反宇宙之 

中，就會有一切停頓的感覺。．．．．．」45 

茲將「黑洞」的科學觀與宗教觀比較如表一。大抵上，科學與宗教都認為「黑洞」

是宇宙大空內的隙縫，目前科學家所間接觀測到的「黑洞」多發生於類星體或銀河系的

中心，而宗教則指出是旋和系的隙縫，依據《新境界》所謂「旋和系」就是「太陽系」

                                                      
43同 2，頁 85-89。註 13：正信的宗教教徒或同奮經過嚴格的天人親和與品德訓練，考核通過後「天帝教」

稱之為「侍生」，「侍生」能傳接下高次元時空超人（或仙佛）的訊息，「天帝教」稱之為「聖訓」。 

44《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2，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88。P22-23 

45《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1，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87 初版，1993 修正版。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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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兩者都認為「黑洞」內沒有光、沒有時間，時間到此終止，但是「黑洞」有吸引光、

熱的自然能力，因而其內部不缺熱源，此一熱源對無形界至為重要，將於後文再述，而

於有形世界，史蒂芬．霍金指出黑洞會因量子熱輻射而越變越小且溫度愈來愈高（因為

黑洞溫度和其大小成反比），最後以爆炸而告終，從數學觀點也就是宇宙中的此一「隙 

 

  表一、黑洞特性的科學與宗教觀 

黑洞特性 

科學觀 宗教觀 

大空中的黑色空隙、裂縫 宇宙間旋和系的隙縫 

黑洞內沒有光、沒有時間 黑洞內沒有光、沒有時間 

黑洞的邊界稱為事件視界其內部不詳 黑洞內空間被扭曲成無數的片段 

黑洞有吸引光、熱的自然能力 黑洞有吸引光、熱的自然能力 

黑洞會熱體輻射所以不完全黑 黑洞內不缺熱源但是一片黑暗 

 

縫（黑洞奇異點）」被量子效應（熱輻射）抹平了，這就如「大爆炸」開啟了宇宙與時

光卻抹平了數學上的「大爆炸奇異點」一樣。至於「黑洞」是不是完全黑，因為史蒂芬．

霍金的黑洞熱輻射理論，就目前所觀測到的黑洞大小，其溫度極低，完全被宇宙背景輻

射所淹沒，所以等同完全黑；另一方面，宗教告訴我們“黑洞內空間被扭曲成無數的片

段”，對科學界而言為一則新訊息，因為人類當今所有的物理定律在黑洞內都不成立而

無法預測黑洞內的演化，故為一值得研究的課題。這些扭曲空間片段與某些天層的無形

生存至關，下節補述。 

 

「反宇宙」內除了像「黑洞」一樣沒光、沒時間，還沒有空間，甚至感覺不到有「能

量」的存在，一旦進入此「反宇宙」之中，就會有一切停頓的感覺．．．．．，比之「黑

洞」，「反宇宙」更是玄乎其玄了！4748 

 

以下一節是寫給有神論者參考的，無神論者可略過。 

 

參、宗教提供的「黑洞」額外訊息 

 魔戒電影中有精靈一族，真有「精靈」存在嗎？「靈」於何處製造？「應元」救劫

                                                      
46同 2，頁 32 
47同 2，頁 134-137 
48《天堂新認識（科學的宗教宇宙觀）》，頁 5-6、35-36。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37 
 

組織與「反應元」組織的初步來由（註 13）
49？前文提及「黑洞」有吸引光、熱的自然能

力，因而其內部不缺熱源，此一熱源對無形界的意義如何？ 茲將上一節所引述之二則

聖訓中略掉的部分文字補回，俾從宗教的角度來初步回答上述問題。 

 

3.1「黑洞」是「精靈」的大本營 

 

先天一炁雷電子： 

  “．．．．．「精靈」的來由，牠們是「無生聖母」造靈的遺炁所結成，其以散靈

的方式，在宇宙到處流竄，歷幾萬年或數億年才逐漸形成一股力量，牠們居住在人類不

要的地方，藏在仙佛都無法忍受的「黑洞」之中，無人也無神能夠幫得了牠們。黑洞是

什麼？黑洞是宇宙間旋和系的隙縫，得不到 上帝的光來滋養，亦無法接受到諸大仙佛

的教導，於是乎造成宇宙中反應元的「靈域」，在這裡生存無他，就只有弱肉強食，在

宇宙形成之初，經數億年以來的茍延殘喘，自然不成氣勢。但是忍受此段時期的煎熬，

牠們煉成「精靈」，有能力來往各星系之間，地球的美麗與靈炁，自然成為最足以吸引

牠們的條件。現在有許多地球人類，不珍惜地球的自然生態，隨意破壞大自然的平衡，

污染空氣，毒害土壤，浪費寶貴的水資源，把地球的天蓋沖破，當然會引來大批的「外

太空精靈」。 

  在「精靈魔府」如何生存？祂們真是可憐，在黑洞裡頭沒有時間，而空間又被扭曲

成無數的片段，祂們就活在這片段空間的小點點之中，成形的精靈不得不因空間之變化

而改變形體，此地並沒有光，一片死寂與黑暗，故凡是能煉成「精靈」有能力脫離黑洞

的吸咐，就永不回頭，而在「光」與「熱」世界，建立王國，這些「精靈」所建設完成

的世界，即是「精靈魔府」，在黑洞裡頭由於有吸引光、熱的自然能力，這些精靈生存

在裡頭，雖一片枯寂，可是不缺熱源，還可以修煉成精，現在到了光的世界，而能的來

源不會自動送上門，就只有去「偷盜」各地域的能源，人類是「能源」之一，人也是靠

「能」而生存，沒有「能」人就死亡。祂們可聰明，祂們欺騙人類造「能」給祂們很容

易，祂們運作魔力吸取人類的「精氣神」，更甚者以神通誘引人來修道，再盜寶貴修煉

而來的「能」，供應「精靈魔府」的生存，現代人喜歡享受，淫欲又特別旺盛，加上修

道好走邪徑，正好中了這些精靈的計謀。 

  ．．．．．這也是宇宙的變數，本來宇宙法則，正邪相爭，是調和的狀態，但是這

                                                      
49註 13：「應元」為應運開元之意，亦即因應大自然氣運之所趨，而開啟運轉天運、人運、氣運以及扭轉

乾坤之機。 此系統在無形界之定位，主要是負責廓清充塞於各系星內的陰濁之氣，參贊宇宙生化，以

利平衡自然律、自由律的常道運行。其組織包括：行、救劫組織。 行劫組織：是指於各星球上發動三

期劫運(註：全面核戰毀滅劫難)之組織。換言之，行劫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在廓清生存於遭逢三期末

劫星球上的性靈，使其等即使在沾滿極大業力的情況下，仍能獲得充分洗滌，但此一作業本身也有著

靈肉俱焚的雙重危險性。救劫組織：是指搶救遭逢三期末劫厄運之星球上的生靈，並適時予以化延、

化解三期劫運之組織。換言之，救劫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在挽救生存於遭逢三期末劫星球上的性靈，

使其等不但免遭靈肉俱毀的悲慘結果，且有機會得以淨化性靈，回天覆命。「反應元」系統：破壞應元

系統的運作成效。參《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7，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2003。p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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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精靈」未經收伏，而失於調教，成為亂源，故以 上帝之神通亦無法制裁，宇宙的

「應元救劫組織」於是乎誕生焉．．．．．。” 

 

原來「精靈」是「無生聖母」造靈的遺炁所結成，之後靠黑洞中的熱源才得以維生！

黑洞內部空間被扭曲成無數的片段，精靈就活在這些片段空間的小點點之中，原來神秘

的黑洞是「反應元組織」精靈的巢穴！與其相抗的「應元救劫組織」於焉誕生。令人更

驚訝的是：「連光線都無法逃脫而精靈竟然有能力脫離黑洞的吸咐」！又是一個科學研

究題材，尤其， 

 

精靈有能力來往各星系之間，依照《新境界》則 

精靈的能力至少和「天君」相當或甚至在其之上50。 

 

而一旦脫離黑洞，「精靈」便以運作魔力吸取人類的「精氣神」，更甚者以神通誘引人來

修道，再盜寶貴修煉而來的「能」，供應其生存！修道者能不戒慎恐懼乎？若一味執相、

執色、執聲，正好投「精靈」之所好而遭其盜走苦煉而得之「精氣神」，無怪乎金剛經

云：「若人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很明白的指出「妄想」、

「著相」於神通的弊端。 

 

3.2「極子」和「Big Bang」都是轟然一響產生今日的宇宙 

 

金光大帝： 

“談到最深奧的「極子道院」，這是屬於反宇宙中心點「無生聖宮」最重要的組織，

九大銀河星群受到「金闕」的支配，而金闕能夠以源源不絕的「鐳炁」補充，就必須透

過「極子」的激發！宇宙是「光」的世界，而「無生聖宮」所處的反宇宙，不但無法見

到「光之發散」，反而成為寂靜永固的地方，沒有空間、時間，也感覺不到有「能量」

的存在。就是說：一旦進入此反宇宙之中，就會有一切停頓的感覺。要真正能見到有知

覺的「無生聖宮」，就必須回到宇宙中心的金闕 — 天外之天。“ 

 
無生聖母所在宮殿「無生聖宮」位於反宇宙中心，而 上帝所在宮殿「金闕」，位居

宇宙中心， 上帝時時以本身的能力激發太陽系中心太陽的熱量，使他們產生源源不絕的融

合與放射，去調整宇宙星際軌道的正常運行。
51
 換言之，宇宙中所有太陽正常運作的核融

合反應與輻射要靠金闕「鐳炁」的激發，而金闕鐳炁的運作則依賴無生聖宮「極子」的激

發，至於極子方面的訊息，《天堂新認識》52有一簡略敘述： 

                                                      
50同 2，頁 76 
51同 2，頁 137 
52同 4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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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推動著．．．．．軌道巨輪，光明突然被凝結成「極子」，孕藏著 

億萬太陽以及所有宇宙熱源。 

        收之，如極子之玄，可以藏之於密。 

        放之，如鐳電之猛，可以生萬物萬靈。 

     現世之原子彈、核子彈、中子彈、雷射之能量，竟不及極子億萬之一呢！ 

現今人類科學有關宇宙誕生的「大爆炸奇異點」理論，似可與下列宗教天人交通訊息有

所對應： 

  

宇宙自 無生聖母孕育以來，經無數兆億年的時間，終於結成 

「宇宙原始鐳炁聖胎」。此時一炁靈光片片，隱隱生動，又再經歷 

無數兆億之年，轟然一響，宇宙的碎片挾著極為巨大之宇宙射 

線，奔向四方，藉著各種自然律，形成今日之宇宙。53
 

 

無生聖母所孕育的「宇宙原始鐳炁聖胎（極子）」，從人類數學的角度也可視為一個奇異

點，似乎可對應上人類科學的「大爆炸奇異點」，兩者都是“轟然一響”產生今日的宇宙！ 

 

肆、時空相假借 

4.1時間在黑洞邊界被凍結了 

  

前文曾提到「廣義相對論」已把有關重力的物理學轉換成幾何學：“時空曲率就是

重力（Spacetime curvature is gravity）。”以中子星為例，一個物體要擺脫其重力場引力束

縛的逃逸速度必須大於二分之一光速，如此大的引力使其所處時空嚴重扭曲而影響到中

子星表面的時間，如果比較兩個時鐘的讀數，會發現在中子星表面的時鐘要比在零重力

下外太空裡的時鐘每年慢一個月；又假若將中子星換成我們的太陽，結果是太陽表面的

時鐘每年慢 6 秒54；同樣，臺北 101 大樓頂樓和地面所受重力亦不同，在地面的時間會

稍稍稍慢一些，只是差值太小感覺不出來。總之： 

 

“時間會因重力而變慢” 

 

，重力越強時間越慢。 

                                                      
53同 43，頁 60-61 
54 同 6，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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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解釋可由光波隨引力變化來說明，光在外太空中以電磁場形式電場磁場成 90

度上下左右交互震盪前進（可視為一種時鐘），接近中子星表面時其波長被重力拉扯而

變長（稱為紅移 red-shift）、頻率變小（時間變慢），碰到黑洞邊界事件視界時，其頻率

被拉伸為零，對應之時間（頻率的倒數）變成無窮大，換言之，時間在黑洞邊界和內部

被重力凍結了，時間終止了！如此，當物質被重力下拉穿過黑洞邊界吸入黑洞內時，在

邊界上時間凍結（就物質世界而言，黑洞邊界外之時間是單向的：從 0 到正無窮大），

黑洞內沒有光、沒有時間，只有單方向的空間，因為不論物質從哪一方向被吸入黑洞內，

都朝引力中心的無窮大質量密度奇異點撞過去（所以說單方向空間）；爰 

 

當物質穿過黑洞邊界時經歷“時空相交換”或者說“時空相假借”。 

 

假若黑洞內的物質能加速到超光速，便可脫逃出黑洞，當其穿越黑洞邊界時，

則會經歷 

 

“空時相交換”或者說“空時相假借”。 

 

4.2重力可用來進行“時間旅行（time travel）” 

 

 現今人類到飛機場搭飛機旅遊，科學家規劃未來可以到太空機場（space port）搭太

空梭來趟「黑洞之旅」，屆時必定爆滿，一票難求，為什麼？ 

 

 當太空梭起飛後到達近地球軌道（160–2，000 km），然後加速至接近地球的逃逸速

度（地球軌道上逃逸速度約 10.9 km/s）擺脫地球重力場，朝向目標黑洞（例如天鵝座星

團）航行而去，終於來到該黑洞附近，由於黑洞的重力場引力非常大（其逃逸速度 299，

792 km/s 相對於地球表面逃逸速度只有 11.2km/s），其所處區域的時間相對變慢許多，至

於變慢多少則和你的目標黑洞大小與太空梭能飛得多靠近黑洞有關，在那時人類科技已

能製造出抗黑洞引力撕扯之機體，太空梭因此能環繞一固定安全軌道飛行，例如環繞飛

行黑洞 1 或 2 小時，然後飛回我們的地球，會發現地球上的人類已經過了約 50 年，也

就是你來到了地球 50 年後的未來，你的“地球—黑洞”空間往返旅遊一趟，換來了年

輕 50 歲，可算某種程度的“時空相假借”，科學家稱之“時間旅行到未來”（travelling 

into the future via black hole）。 

 

 同理類推，假若把黑洞換成一個重力極大且人類未來科技可以在上面殖民的星球，

那麼從該星球出發旅行到我們地球的該星球殖民，在地球居住了一段時間，等到他回到

殖民地時，就變成“時間旅行回到過去（travelling back to the past）”，當然這樣的假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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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會觸及「因果律」問題，愛因斯坦認為不能違反「因果律」，也就是回到過去有一限

制，該星球殖民最多只能回到他們當初第一次離開家鄉的那一刻。 

 

4.3曠百世相合者心也 

4.3.1 時間旅行借助於以相對論速度行駛之載具 

 

 

圖六、狹義相對論之時間隨旅行者速度變化圖（縱坐標：地球上觀

察者所測時間相對於旅行者所測時間的倍數；橫坐標：旅行者所搭

乘載具航行速度的光速百分比） 

 

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重要發現為：“時間、空間及質量等都必須是相對的，

而且隨著觀察者速度向光速趨近，時間變慢、長度收縮、質量增加等效應愈發顯著。”

圖六為其“地球上時間”相對於“旅客速度向光速趨近”之變化關係（註14）
55。左邊曲

線表示旅客所搭乘的飛行載具速度範圍在0與光速之間（橫坐標 0%至100%），有形物質

世界地球的實數時間（可實際量測）隨旅客速度增加而增加之趨勢；譬如，把太空船的

速度加速到98%光速時（橫坐標＝98），以此速度在星際之間旅遊了1年（t＝1），當旅客

回到地球後發現地球上的生物已經過了5年（縱坐標 xt=5），對旅客而言，他來到了地球

                                                      
55 註 14：圖六的相對論時間膨脹曲線數學式子：t(earth) = τ(traveller) /sqrt(1 - v²/c²)，式中 t

為地球上的時鐘讀數，τ 為旅行者的時鐘讀數，v 為旅行者所搭乘航空器的速度，c 為光速，等號右邊

分母 sqrt(1 - v²/c²) 稱為羅倫茲因子（Lorentz Factor），其倒數即為時間膨脹倍數。同 6，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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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後的未來，或者說他去了一趟星際旅行，回到地球後相對於地球上的人他年輕了4

歲 —  

 

“時間旅行到未來” 或“時空相假借”！ 

 

當太空船的速度加速到99.999%光速時，1年的星際旅行相當於地球上過了225年，誠所謂

愈快愈年輕（Go fast to stay young）!套用時下的術語，這家星際旅行公司的火箭太空船

售票狀況， 

 

鐵定“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秒殺”！ 

 

但是，實際上很難實現，因為速度愈快，物體質量相對快速增加，使加速所需要的能量

也相對呈指數函數極速增加（註15）
56。 

 
4.3.2 虛數時間與光速限制？ 

 

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前提是“任何有質量的物質，其最大速度無法達到光速”，但是

光子因其本身無靜止質量而能以光速行進。依據圖六當橫坐標為 100%光速時，縱坐標

為∞，對光子而言（可看成先前的太空船但是沒有質量或稱為“光子太空船”）這意味

所有事件將同時發生，在光子太空船內的時鐘指針停止不動（參註解 54 的公式），時間

被凍結了（time is frozen）！對光子而言長度收縮（註 16）
57 到什麼程度呢？根據註解 55

的公式，長度收縮到零。換言之，從光子的角度，它到任何地方的距離都是零、瞬間抵

達（註 17）
58，玄妙吧！就形而上而言，宗教裡所謂“上帝之鐳（炁）光經由反射後照耀

於教壇光殿光幕，同一時間投射到光殿內的修行人士（註 18）
59 ”與“法身普照三曹”

等現象，上述光子的瞬間抵達、距離為零的結果或許可提供部分解釋。 

圖六中右邊曲線表示旅客所搭乘的飛行載具速度大於光速時（橫坐標大於 100%），

有形物質世界地球的虛數時間（無法量測）隨旅客速度增加而減少之趨勢；例如，太空

                                                      
56 註 15:狹義相對論：相對於一靜止觀察者，以速度 v運動之物質總能 E＝ m．c

2
= Ｅ0 /sqrt(1 - v²/c²)，

另以速度 v 運動之物質質量 m ＝ m0 /sqrt(1 - v²/c²)，式中Ｅ0 為靜止能量＝ mo ．c
2
， mo 為靜止質

量， v為相對速度，c 為光速，而 sqrt(1 - v²/c²) 為羅倫茲因子（Lorentz Factor），其倒數即為相

對於Ｅ0的能量增加倍數。同 6，頁 97 
57 註 16:相對論長度收縮曲線數學式子：Ｌ(earth) =l (traveller) ．sqrt(1 - v²/c²)，式中 L 為地球

上觀察者沿航空器運動方向所量長度，l 為旅行者所量長度（或航空器的靜止長度），v為旅行者所搭乘

航空器的速度，c為光速，sqrt(1 - v²/c²) 為羅倫茲因子（Lorentz Factor）。同 6，頁 51 
58 註 17：從地球上人類的坐標系統觀察到的相對上不同;例如，當一個光子從太陽表面放射出來朝地球

旅行過來，其間之距離約 9千 3百萬英里，光子約需 8.3 分鐘到達地球。記住，時間和距離是相對的，

隨觀察者速度不同而變異。 
59 註 18:同 48，頁 66-67: 鐳（炁）光正面射來太強，人類無法消受，反射後較弱，人類的原子核具有

吸取此反射鐳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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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加速到 200%光速，橫坐標讀數 200、縱坐標接近 0.6，旅客星際探險 1 年後回到地球，

地球上的朋友只過了 7 個月，於是旅客回到了 5 個月前的過去，他比沒旅行的朋友老了

5 個月。問題是，「相對論」四維時空宇宙的基本前提：“光速是任何物體運動速度的上

限”，所以在愛因斯坦所建構的四維時空宇宙裡，圖六中右邊曲線是不成立的，而且虛

數是無法用現今科技來量測的。 

 

可是，宗教告訴我們，無形宇宙裡有所謂的精靈（當然也有仙佛、 上帝等存在）

存在，這些精靈有能力脫逃出黑洞，而黑洞的逃逸速度是光速，也就是，精靈能以超光

速移動，所以能自由來去黑洞，無形宇宙屬於形而上的「靈界」領域，屬於心、物中心

靈的部分，如是精靈生存在超四維時空以上的天層裡，那裡的時間或許可以虛數時間來

描述，因此，對於精靈之類或更高維度靈界的仙佛（註 19）
60 ，圖六中右邊曲線或許是

成立的，或需加以修正，就像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修正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一般。 

 

宇宙中有無量數的太陽系，就有無量數個地球，在各個有高等生靈生存的地球裡，

亦存在著不同歷史之演變，有的已經超過三度空間的科學，達到與靈界交通的階段，三

次元人世間無論科學如何發達，總是無法以有形之軀，進入高次元的宇宙領域，只能憑

藉種種聲光科學的精密儀器，間接的企圖與四度空間或以上的宇宙連繫。然而心電感應

時有所聞（意識念頭是一種電光或稱電磁波放射），那是雙方瞬間同步的，「量子糾纏」

（quantum entanglement）（註 20）
61 也是瞬間同步的，由量子糾纏理論發展出人類（意識）

念力之前瞻研究正方興未艾，心念既然是瞬間的（無窮快），「念速」因此是超光速，圖

六中右邊曲線告訴我們心念意識可以瞬間回到過去，無怪乎古人有云：  

 

                    “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62
 

 

從人類意識的角度來分析，當靈魂（心）與肉體（物）結合之後，心物合一相互作

用形成：“偏重肉體（物）部分的「一般意識（一般思想）」，那是與喜怒哀樂等七情六

慾相關的「顯意識（識神等）」，最為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中所熟悉，但是卻只占了人類意

                                                      
60註 19：同 2，第五章第一節〈靈的境界〉：靈的境界者何？即生物逝世後所進入之無形的境界也。此境

界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無確實之現象足資論證。然吾人固不能謂吾人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便目

為虛無所有之幻想也。試以科學現象言之，吾人耳目之所及實僅限於一種極狹之聲與光可能接觸之範

圍以內，在此範圍之外，實尚有廣大之宇宙及無窮之動態存乎其中。此廣大之空間，即為靈的境界。 
61註 20：實驗證明如果把同一個量子體系（例如一道光束）分開成幾個部分，在未檢測之前，你永遠不

知道這幾個部分的準確狀態；如果你檢測出其中之一的狀態，在這瞬間其他部分立即調整自己的狀態

與之相應。這樣的量子體系的狀態叫做“糾纏態”；糾纏一方得到的任何信息，另一方也會馬上感到，不

需要實質的信息傳遞。簡言之，對於多個微觀物體，在被觀察之後，它們的狀態會從不確定到確定，

作一個有關聯的突變，這就是“量子糾纏”。科學家正研究將量子糾纏用來傳輸東西、傳輸信息等。 

62《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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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 5%，其它 95%的意識和心靈相關，稱為「潛意識（靈識等）」；如果以身（物）、心、

靈來細分，粗略上的對應為「顯意識（知）」、「靈識（明）」、「靈覺（覺）」與「魂識（靈）」

的四大意識層。”是以，雖然人類為形軀所累，倒可利用激發潛意識或靈覺來與超次元

空間靈界溝通。以修道的形而上學來言，有形的宇宙皆是可以用無形靈覺來和靈界交通，

中華民族的老祖宗早就告訴我們，其唯一快速而有效之方法，便是「精神鍛鍊」63，結

合現代科學、宗教、哲學，運用心物交相組合途徑（“心物和合一元二用”），經由「靜

參」與「煉心」開發人類之潛能（深層靈覺意識）與滌心悟性， 以臻 

 

“惟有性心真，靈明常放射” 

與 

“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 

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中和同無間。”
64
 

 

亦即《新境界》所指出的「靜觀」（註 21）
65 天人交通境界，便可自力進行天人自由交通，

縮短天人距離，促進人類物質與精神文明。 

 

4.3.3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惟有性心真，靈明常放射”而能與高次元靈界以靈覺意識溝通後，當可了然人類

這肉身火宅人生（橋）是不長久的、是變遷的，人由幼而少，少而青，青而壯，壯而老，

這「橋」不就是在「流轉」嗎？在變化嗎？從橋上走過的真我（人）見了性（水），佛

性，它是不流動的，它是亙古常存，不來不去，如常不變的，所以「水不流」，禪宗的

一則公案：「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如是說。明白了生與死可以超越而且必須是超

越的，每個人本有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內在佛性（初心、天心、仁心）的「真我」，

便能更進一步的去體會涵靜老人所云： 

 

「生前誰是我 我死又為誰 時空相假借 新陳來維持」 

 

的生命內涵與價值。當人能夠窺得內在真我時，肉體假我即成為生命之舟，此時真我是

                                                      
63同 2，第五章，第四節〈精神之鍛鍊〉。 
64《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 7。 

65註 21：靜觀─為禪坐功夫已臻上乘，由「定」、「靜」、「安」、「慮」而至「得」之真實境界，即道

家之所謂「通靈」，佛家之所謂「見性」，始能達到人神直接的自力交通，惟此種頓覺，必須「靜參」

工夫深邃，方可躬親體驗耳。同 2，第五章，第二節〈親和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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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總會在達到航行的目的或進行下一個目的時，適時更換生命之舟，以為下一生命

航行所需。然而，一般人卻執著地將肉體之舟認定為主，將真我認定為客，甚至終其一

生處在主客顛倒、是非難辨的執見與痛苦中，難以自拔，這便是顛倒知見了。當人的內

在生命(真我)能夠掙脫肉體之舟(假我)的束縛，且洞知宇宙時空「成、住、壞、空」的循

環，就可以從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中解脫，而 

 

真正超越時、空之限(體悟時空相假借) 

 

，才足以對自己此生的使命與任務以及死亡歸向，有所了悟。66 

 

伍、結語 

在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歷經無數實驗的驗證後，人類對於「時間、距

離、質量」等物理量的認識，已經從亞理斯多得和牛頓所教導之「靜止、絕對的特性」

轉變成愛因斯坦革新之「動態的、相對的特性」，西方古典的「分離、互相獨立的時間

與空間觀」則進展至「時間與空間連體四維觀」，而「萬有引力定律」被代之以「時空

編織結構受質量、能量影響之扭轉彎折曲率動態變化」，宇宙中到處充滿縫隙，縫隙中

存在質量密度極端集中的奇異點「黑洞」，黑洞會極度扭曲其附近之時空與拉慢該區域

之時間; 本文顯示這些科學的新成果，正逐漸突破形而下與形而上之間的藩籬，就形而

下的物質宇宙而言，理論上可達到且人類正企圖實現利用航天載具「黑洞之旅」或者「近

光速之旅」來進行「實數時間旅行到未來（時空相假借）」，文中亦敘述科學界尚未知、

然宗教界已被告知的超四次元空間超人，祂可以超光速自由來去黑洞，何況眾所熟知的

瞬間心電感應的意識念速也是極高超光速的，很顯然，愛因斯坦光速上限的假設在未來

亦將面臨修正，具超光速能力是可以遂行形而上（心靈意識上）的「虛數時間旅行回到

過去（時空相假借）」，人類深層潛意識如果被開發出來，自然就能心無所蔽，六通四闢，

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於無聲無臭中和同無間。更重要的是相對論效

應（例如時間旅行與因果律問題、同時出生卻因時間旅行變成老少配之生活問題等等）

將對人類日常生活或者宗教與哲學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實為一值得後續研究的課題，

現階段人類在精神層面應有之認識或可從涵靜老人「真理行健」一詩獲得體悟。 

 

「宇宙大無涯，時空相假借，生化原自然，新陳來代謝」符合「成、住、壞、空」

的循環，宇宙生和氣化循環不息就是大自然的規律，循環的意思就在「自然界沒有任何

浪費」，所以能夠循環才能長久。精神生命來自無形宇宙，於有形物質宇宙假借肉體火

                                                      
66《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5，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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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來「修真」，危險的是紅塵易遮蔽心靈深處的靈覺與佛性，惟有性心真，靈明方得常

放射，方知尋求無止境的宇宙真理並篤行之、傳佈之，而人生有涯，盡了天命仍然返回

無形宇宙，如此無形、有形宇宙的往來循環，如能把握「真理行健」，奮鬥不輟，精神

鍛鍊精進不已，精神生命當無涯。每一次精神生命的有形宇宙天地旅過，也就是一趟「時

空相假借」之旅：「時，肉體生命有時盡；空，所有的萬事萬物都在天地裡頭，這個物

質宇宙只是個旅館」，重要的是在浮生若夢的旅途中你我學到了什麼？能善用精神鍛鍊

與古聖先賢印心？能「靜觀」以深層靈覺意識自力和高次元靈界的超人（仙佛）親和交

流？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最大的學問即是來自大自然，

人類要能體會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自然的無言之

教，「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人生在行願逆修過程中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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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涵靜老人一生靜坐動機之探討 
 

黃藏瑩（緒我） 

天帝教天人合一院副院長  

 

摘  要 

 

涵靜老人靜坐一生，有六十八年的靜坐經驗，尤其從皈依宗主，經宗主點道傳習靜

坐之後，每天靜坐，從不間斷，是什麼因緣讓涵靜老人學習靜坐？涵靜老人謹遵天命上

華山看守西北門戶，是什麼動機讓涵靜老人在華山八年期間每天四坐？復興帝教，創教

初期，從救劫、弘教、制度、組織．．．一切的一切都在靠涵靜老人推動，在這樣百忙

之中，又是什麼動機讓涵靜老人還是每天打二坐以上？ 

筆者歸納涵靜老人一生打坐的動機，可以列為四項： 

一、治病，這也是涵靜老人學習靜坐的動機。 

二、修道、救劫。 

三、充電，補充每日所消耗的精氣神。 

四、充實智慧、啟發靈感。 

 

 

 

關鍵詞：打坐、靜坐、修道、救劫、充電、靈感、先天智慧、救劫天命、急頓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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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一生靜坐動機之探討 

 

黃藏瑩（緒我） 

 

一、前言 

靜坐稱為「黃老之學」，就是仙學，以丹鼎大法研究神仙之學，必須「超凡」才能

「入聖」，最後「天人合一」。涵靜老人指出：現在是科技文明的時代，大家只求物慾，

滿足個人享受，不談「養生」、「長生」，天天都在慢性自殺，所以社會上的人身體多毛

病，最後病發，保命都已經來不及了，還談什麼享受呢？所以我為了針砭這種病態，首

先以靜坐來號召，現在我要以 上帝真傳直接傳給大家，這是在人間首次公開的宇宙妙

法！67 

天帝教舉辦正宗靜坐班從六十八年七月開始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學習正宗靜坐班

有幾萬人，遍及台灣、日本、美國、大陸、加拿大等國，靜坐是天帝教同奮日行五門功

課之一，涵靜老人希望學習靜坐的同奮每天至少一坐以上，這個要求，涵靜老人也是終

身力行！ 

涵靜老人說：在我二十歲左右開始學習靜坐，正在摸索階段，幸蒙蕭師引進入門，

便痛下功夫，一門深入，直到潛隱華山白雲峰下，親承雲龍至聖、崑崙祖師們慈悲指點，

復在清虛妙境天人親和時，得自金仙們流露的證言，對我功夫的求證啟發，得益良多。
68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指出涵靜老人從 25 歲開始學打坐： 

他二十五歲時，因為生病去學靜坐，曾跟隨天德教的蕭昌明教主，然後自己

在華山潛修。從二十五歲開始到九十五歲證道，中間有整整六十八年的靜坐功力。

他的健康與智慧，都是從靜坐中得到。他現在所留下的靜坐方法，是他自己的經

驗留下來的，稱之為「昊天心法」。這是一種自然無為的心法。 69 

從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的講話了解，涵靜老人靜坐一生，有六十八年的靜坐經

驗，尤其從皈依宗主，經宗主點道傳習靜坐之後，每天靜坐，從不間斷，是什麼因緣讓

涵靜老人學習靜坐？民國廿六年，涵靜老人謹遵天命上華山看守西北門戶，又是什麼動

機讓涵靜老人在華山八年期間每天四坐？尤其民國六十九年天帝教復興後，創教初期，

從救劫、弘教、制度、組織．．．都靠涵靜老人推動，在這樣百忙之中，又是什麼動機

讓涵靜老人還是每天打二坐以上？本文即在探討涵靜老人靜坐動機的探討，提供同奮學

習參考！ 

                                                      
67
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33。 

68
涵靜老人，《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 21。 

69
 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接受台灣光華雜誌記者採訪，刊登於《台灣光華雜誌》2000 年 9 月份。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52 
 

筆者歸納涵靜老人一生打坐的動機，可以列為四項： 

一、治病，這也是涵靜老人學習靜坐的動機。 

二、修道、救劫。 

三、充電，補充每日所消耗的精氣神。 

四、充實智慧、啟發靈感。 

 

 

二、治病，這也是涵靜老人學習靜坐的動機 

涵靜老人廿四歲時，因草擬「所得稅法」而得怪病，每逢節氣前三天就發病，發病

時，天眩地轉，節氣一過就痊癒，中西醫都治不好，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指出： 

回溯師尊天人合一修持的歷程，他說：「我二十歲左右開始學習靜坐」應該是當年

師尊在財政部擔任宋子文部長的機要秘書時，為了完成宋子文部長緊急交辦，即刻提出

一項財稅法草案，他老人家徹夜趕出後就得一個病，每逢大節氣（約三個月）一定會發

作，發作時倒臥在床天旋地轉，所以師尊開始學靜坐，先是向《因是子靜坐法》作者武

進同鄉蔣維喬先生學靜坐，蔣維喬先生告訴師尊：以後若有機會遇到明師，要跟隨明師

去學，我自己雖然奇經八脈都通了，但是天門無法打開，所以無法煉神還虛。70 

  蔣維喬先生教靜坐的方式是有為法，涵靜老人經打坐二年之後，這個怪病就痊癒了，

也因為蔣維喬先生的提示「要跟隨明師去學」，所以師尊到處訪道，尋找明師，終於在

民國十九年，在南京二郎廟芙蓉照相館皈依一炁宗主，一炁宗主替涵靜老人點道打開天

門，讓涵靜老人的靜坐進入到另一階段。 

為什麼靜坐可以治病？《玉皇心印妙經》提到： 

上藥三品 神與氣精 

意思是養生、長生的最好藥是「精、氣、神」，只要能夠修煉精、氣、神，就可以

求得養生、長生，靜坐修煉的三步曲–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就是在鍛煉精、

氣神，涵靜老人說： 

中國幾千年來，由伏羲老皇至軒轅黃帝而至老子，負有傳佈  天帝宇宙大道使命的

高人，都是從「靜」中參悟宇宙秘奧，主要的目的為「超凡入聖，天人合一」。至於藉

靜坐為養生之道，只要能不斷下功夫，身體的病痛自然可以消除，可以祛病延年，這是

第一階段最起碼的功夫，不必求，自自然然可以養生、長生。        71治病只是靜坐

第一階段最起碼的功夫，不必求，自自然然可以養生，只是宗教上談養生，還有先天業

                                                      
70

 李維生，《天人合一研究》，極院天人訓練團，1995，頁 13。 
71
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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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因果關係在其中，會阻礙你不能去養生保命，必須要解開先天業緣因果關係。 

現在通過科學研究，更了解靜坐對身體健康的好處。楊定一博士在《靜坐的科學、

醫學與心靈之旅》一書提到靜坐對身體的好處72： 

 

（一）靜坐刺激副交感神經系統，讓身體重回和諧與完整。 

  人體內有一個主要的神經系統，即是自律神經系統，又稱為不隨意神經系統，也可

以說是腦部最原始的部份，所有動物都有。這一神經系統調節呼吸、心跳、消化、流汗

等等生理功能，影響遍及全身，也負責肌肉的收縮和放鬆，調節內分泌系統，若少了自

律神經系統，就沒命了。 

  自律神經系統，還可以再細分為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兩部分。交感神經系統能加

速身體的新陳代謝，讓心跳加速、肺部支氣管擴張、促進壓力荷爾蒙反應、讓肌肉繃緊。

交感神經系統又稱之為壓力反應系統，讓我們遇到緊急狀況時，能壓制其他生理功能，

全心全意地應付壓力。 

  現代人的生活幾乎無處不是壓力，一醒來，不免要為工作、學業、人際關係等等成

天忙不完的事而煩惱，使得我們長時間處在交感神經負荷過重的狀態，更已成現代生活

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 

  另一方面，副交感神經則能放鬆身體，並將人體帶回悠閒的平衡狀態，緩和心跳、

呼吸、內分泌反應的速度。 

  經科學實驗證實，靜坐能放鬆心智，也刺激了副交感神經系統，緩和心跳、呼吸、

內分泌反應的速度、健全消化系統、降低血壓、身體的新陳代謝率下降（甚至靜坐到了

極限時，會進入類似動物夏眠和冬眠時的狀況）等功能，讓身體重回和諧與完整。 

 

（二）腦部的反應。 

  實驗證實，靜坐時，腦部最明顯的變化是，腦波由典型的清醒和忙碌的β 波（頻率

為 14~30 赫茲）轉為放鬆和專注狀態的α 波（頻率為 9~14 赫茲）。更放慢一點，還可以

進入睡眠狀態下的θ 波（4~8 赫茲），以及更常呈休息狀態的δ 波（1~3 赫茲），這時腦

部幾乎不運作。 

  腦部最明顯的變化不只是腦波變慢而已，而是這些腦波的步調同步而合一了。合一

性指的是所有的波動疊成了一個同步的波形，以相同的速度前進，好像是同出一源似的。

大腦的合一性正是平衡左右腦、充分發揮腦部潛能，也就是開發「創意心靈」的根基。 

  另外，科學家也證實，靜坐的過程中，腦波不只是會變慢，有時候甚至會增快到γ

波（30~100 赫茲），而在這麼高頻率的腦波狀態中，依然能觀察到合一的現象。這高速

                                                      
72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3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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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一狀態便是「零能量消耗理論」的基礎，也因而說明了，最寧靜的心靈狀態不光只

能帶來身心的平衡與健康，還有神秘的超覺經驗有關。 

 

  （三）靜坐能改善壓力反應 

  經實驗證實，靜坐除了腦部反應之外，最明顯、最重要的變化，大概非荷爾蒙莫屬

了，而荷爾蒙也和腦部及神經系統的變化息息相關。荷爾蒙是指各種在人體內含量極微、

影響卻能遍及全身的生物分子的總稱，可說是體內所有生理功能的調節器。 

  腎上腺是特別會受靜坐影響的一類荷爾蒙，這類荷爾蒙在人面臨壓力的刺激時一觸

即發，啟動一連串的壓力反應。靜坐實驗中發現，血液中的壓力荷爾蒙（腎上腺皮質醇），

以及尿液中由壓力所誘發的代謝物（正腎上腺素和兒茶酚胺）含量均偏低。這些現象所

代表的是：靜坐多少能幫助我們更從容地面對壓力，而無需全面啟動荷爾蒙等等調節因

子。 

  靜坐實驗發現，靜坐有助於改善社交焦慮症（又稱社交恐懼症），是一種讓人活力

漸減的心理疾病，導致當事人迴避所有社交互動，只因擔心他人的眼光。只要當事人必

須與人互動，或在他人面前做某事，就會引發強大的焦慮感受。 

  另外，實驗也證實，靜坐對過動症患者、對身心平衡皆有幫助，更能夠使心境悠閒

自在、更具創造力等。 

 

 

三、修道、救劫 

首先要說明，為什麼這個動機有二個–修道、救劫，這是因為涵靜老人認為修道的

目的，並不是自修自了，而是為了救劫、救世、救人，他人家指出： 

  天帝教的靜坐與一般靜坐最大的不同，大多數人參加靜坐的目的，都是為自己打算，

為了健康長壽而來。我們從正宗靜坐第一期開始到現在，就告訴大家，天帝教最重要的

精神，就是「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無論是靜坐、祈禱、誦誥，首先都要不

為自己打算，要忘我，與一般宗教、民間信仰不同，一般的宗教徒，都是求精神寄託，

談修身養性，將來可以上天回到理想的境界。 

    這還好，有的更是為了現世求福報，祈求多福、多祿、多壽，這些是迷信，要知求

神拜佛根本不可能求到這些福、祿、壽。天帝教根本反對，基本觀念就不同。 

    我們的同奮都是認識了解道的目的，不是自私自了，包括祈禱、誦誥、靜坐等等修

持法方法，目的都是要救世救人，為整個世界上人類打算，尤其各位將來都弘教基層幹

部，首先要有正確基本觀念，就是要有大無畏的精神，犧牲自己，奉獻給  上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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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三期末劫的時代使命，否則徒然浪費時間，一無所得。73 

從救劫急頓法門昊天心法來看，昊天心法與三期末劫有直接關係，學習昊天心法必

須要有搶救三期末劫的救劫願力，才能夠一方面得到無形上聖高真的加持、調靈調體，

一方面奉行救劫天命，期望早日完成教主 上帝所交付的天命，經三分人間的努力，而

得到七分無形的加持，天人之間配合，最後修持昊天心法終能有所得。反之，沒有搶救

三期末劫的救劫天命與願力，縱使每天四坐在靜坐上下苦功，也得不到無形上聖高真的

「七分加持」，而無所成74！ 

基於以上的理由，所以將「修道」、「救劫」同列為一動機。 

 

（一）皈依一炁宗主後，進入修道的第一步曲–以身許道。 

  涵靜老人指出：天帝教修道有三步曲：第一要「以身許道」；第二步要「以教為家」；

第三步要「以宇宙為家」。75 

修道也是有步驟，先從以身許道，把物質享受看淡一點，從清心寡欲著手，先盡人

道，再修天道，再進入「以教為家」，一門深入，勇往直前，最後要達到「以宇宙為家」，

與宇宙共始終！ 

涵靜老人指出： 

從十九年在南京二郎廟見到蕭教主以身許道開始，為天德教效忠，所以等到蕭教主

在上海舉辦全國開導師訓練班圓滿以後，奉命前往西北行道。76 

我當時以身許道，在上海獨力主辦宗教哲學研究社、東方精神療養院，因為有上海

的宗教哲學研究社才有全國的宗教哲學研究社，才把蕭教主幾十年的苦心，一下子把他

發揚光大了。77 

我在南京見了蕭教主以後，我就以身許道，那個時候蕭教主跟我講：我們南京一班

同道正在籌備一個宗教團體，我說什麼名稱？他才告訴我叫「宗教哲學研究社」，南京

的同道正在籌備，大家才發起向中央去申請立案。我馬上就跟蕭教主說，我說：上海我

負責！
78
 

  民國十九年，涵靜老人聽聞南京二郎廟芙蓉照相館來了一位高人，遂於某星期日晚

上自上海乘京滬鐵路夜車赴南京，隔天清晨抵達之後，進了城就直奔芙蓉照相館，剛進

館門，未經通報，就聽到五十五代天德主宰蕭公昌明說：「玉階，你來了。」涵靜老人

不勝驚服，當即皈依天德教主，從此，以身許道，以創辦上海宗教哲學研究社為己任，

                                                      
73

 涵靜老人，《師語》，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1988，頁 10。 
74

 參考筆者於第 12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急頓法門與救劫天命」。 
75
涵靜老人，《師語》，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1988，頁 106。 

76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95。 

77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303。 

78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二）》，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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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涵靜老人修道的開始。 

 

（二）華山八年下苦功，真修實煉，從有為法轉到無為法。 

民國二十五年夏，涵靜老人上太白山得到雲龍至聖啓示：「明夏『浩劫將興，國難

臨頭』，應遵天命於明年農曆六月初一日挈眷歸隱西嶽華山白雲峰下」。時至民國二十六

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侵略中國華北，蘆溝橋事變發生，「浩劫將興，國難臨頭」的預

言應驗，對日抗戰全面開始，氣運已經進入行劫時期，涵靜老人亦已謹遵天命歸隱華山，

修煉八年。 

華山八年是涵靜老人在靜坐修持的重要階段，涵靜老人指出： 

我是從二十歲開始學習靜坐，從盲修瞎煉的時代，不斷的參訪、請教，直到我皈宗

蕭教主、拜門蕭教主。天德教的靜坐也是道家、道教一般的傳統的基礎，在當年在天德

教的時代，我是忙於輔助蕭教主傳教，對自己靜坐功夫也沒有多大的幫助，直到我歸隱

華山，才開始真修實煉，可以說我有今天一點靜坐的基礎，完全得力於華山八年的苦功

而來，希望大家要注意：八年的苦功。儘管我一面在救劫，祈禱抗戰最後勝利，保留關

中一方淨土，子午卯酉四坐的時間來下苦功，一面蒙雲龍至聖、崑崙山上這許多各位的

祖師經常來指導，這一點是一般人所做不到。因此我在靜中得到無形的指示，逐步逐步

走向法華上乘昊天心法急頓法門的方向，這個也可以說是我先天、後天共同摸索出來的

一條合乎時代需要的一條大道。79 

涵靜老人在華山八年，一方面祈禱誦誥，祈求抗戰最後勝利，一方面每天子午卯酉

四坐，在靜坐下苦功，奠定靜坐修煉的基礎，又得到崑崙地仙祖師們的指導，以及無形

上聖高真的指示，從有為法轉入無為法，體會昊天心法。涵老人指出： 

華山八年來就是我從丹鼎大法「有為法」轉到「無為法」，你們要知道，丹鼎大法

是有為法，我們「法華上乘正宗靜坐」是無為法，昊天心法、直修昊天虛無大道是無為

法，我是從有為法到無為法就是在華山奠的基礎。80 

 

（三）修煉成果。 

靜坐是五門功課之一，每天打坐，除了可以維持天門的暢通，將來回天有路，可以

就原路回家，了斷生死，永不輪迴，還可以維護接引祖炁，修持昊天心法，進而修持封

靈，創造新生命。 

涵靜老人一生修煉四十位封靈，在上華山前修證四位，華山時期修證三十四位，在

天帝教復興之後，因修煉鐳炁真身，成就二位封靈。 

                                                      
79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二）》，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55。 

80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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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證封靈，等於是成就身外之身，封靈來往於天上人間，負起無形應化有形的任務，

因此，多修證一位封靈，無形中就增加了救劫的應化力量，救劫力量就倍增，所以當涵

靜老人於華山修證三十四位，加強了無形運化力量，配合涵靜老人的救劫天命，應化於

無形中，促使涵靜老人完成第一天命，尤其涵靜老人奉旨修煉鐳炁真身，成就二位鐳炁

真身之封靈，無形中產生至極之昊天正炁，影響諸方，達到最速、最快的救劫效應，產

生旋乾轉坤的應化力量，這也是修煉的極高成就。 

涵靜老人的封靈表： 

 

修成時期 封靈 合計 備註 

上華山前

時期 

1、太靈殿主．忠字主宰威靈妙道顯佑真君 

2、行劫主宰定危子．五球行劫大天尊 

3、覺教古佛．樂涯副主宰．誠靈少覺天尊 

4、東南掌教．清靈副主宰．御統十方清靈元始宏道尊君．性

陽至仁大天尊 

4 位  

華山時期 5、清靈主宰．龍華雲程至聖．萬家壽尊．真元一炁維法佛王 

6、承德至尊崇仁大帝 

7、平劫主宰三十三天七十二地三界十方萬靈都帥．東天木德

大天尊 

8、御使十方清平皇君大總監 

9、宇宙監經大天尊．無上法明少帝 

10、鎮河守嶽青玄木德人曹少皇 

11、剛正殿左直奏中天太傅．無上星君 

12、萬靈兼主．無上萬定極明大天尊 

13、行劫副主宰．清期子．上陽帝君 

14、無極無上至聖．春期副主宰．法源道德大天尊 

15、三炁揚德主宰．扶教皇使佐國帝君 

16、大同主宰．五炁普化大天尊．統御萬靈靈法尊君 

17、廣濟真人．靜理金石大天尊 

18、平劫軍機副主宰．精一道緣大都統．飛華崇教大天尊 

19、平劫副主宰．震雲達霄赫赫威威都天效法大都督 

20、功德府副主宰．揚德宣化大天尊 

21、西北掌教．蓮花極涯聖祖慈航普濟佛王 

22、平劫都帥府督刑尚宰．飛騰雲霧千頭千臂昭昭凜凜威烈

3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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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無量法王師．勅令律法大天尊 

23、東方演教靈應古佛．非相至源如來菩薩摩訶薩 

24、南方設教救苦古佛．峻德玄仁如來菩薩摩訶薩 

25、西方極教惠濟古佛．安康建仁如來菩薩摩訶薩 

26、北方化教免劫古佛．好生妙德如來菩薩摩訶薩 

27、星盤副主宰．經天緯地文獻靈悟金天大尊 

28、九天司令轉詔明覺大帝．震天司地玄玄大天尊 

29、司執三宮六府文印至聖陽德大天尊 

30、西北掌教蓮花如來．大覺赫靈大天尊 

31、無上真化威烈英文雄武大天尊 

32、無陰無陽無極大帝．道德虛無天尊 

33、東南副掌教道德十方大天尊 

34、天下都督大城隍．宇宙行劫大都統、普開慈航勸善佛 

35、東華好生無量拔罪赦孽清靈副主宰．廣開慈航大帝 

36、萬靈副兼主精忠廣義大天尊 

37、清平副總監無上雄文大天尊 

38、天人教主教化揚華大天尊 

帝教復興

時期 

39、首席督統鐳力前鋒．至剛至正妙化威靈即地成就救劫大

天尊 

40、首席正法文略導師．至誠至敬玄炁即刻成就救劫大天尊 

2 位  

81 

 

 

四、充電–補充每日所消耗的精氣神 

人類生活在五濁惡世、人間火宅的染缸中，要為生活而奔忙，都在消耗精氣神，如

果過份消耗，又不懂得補充，身體很容易就會出狀況，涵靜老人指出： 

要真正積極地參與奮鬥一定天天要靜坐，．．否則你動得過度，消耗過度精力，精

力消耗過多，像我現在這樣子，比方說這期靜坐班我點道的七百０九個人，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兩個禮拜的禮所以我一定要打坐才可以來補充啊，我已經有這一點功力，

尚且要補充，你們剛剛、功力不如我的人更要加強啊。所以○○○開導師過去在南部好

幾個縣，一天到晚一部車子東跑西跑，這許多教院，該打坐的時間他也沒有時間打坐，

                                                      
81

 《清靜資糧編要》，1988，頁 9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59 
 

所以這個幾年下來我看看他不得了，再下去他要垮下去，所以趕快要他回來充電。82 

你們也是一樣啊，現在拼命給你們充電啊，電充足了以後怎麼辦法啊？要去用才行

啊，就是要奮鬥啊，奮鬥就是採取行動，要去替天行道啊。一面可以再把你們電充足了

以後，再去消耗，消耗以後再來補充，有機會天天補充，沒有機會過一個時間好好到鐳

力阿來補充。你們現在一面就是充實、給你們充電，充實你們後天的知識，後天有一點

基礎，再加先天的智慧啟發以後，真是可以說這個智慧之庫開發以後用不完，後天的學

識總歸是有限、有形的，要靠先天補充，靠靈感、靈力。83 

每日為生活奔波，勞力、勞心，這都是在消耗精氣神，連到上台講課，也在消耗精

神，涵靜老人正宗靜坐班上課時曾說，上課是最傷神，消耗精神，他老人家當然了解，

但他從來沒有考慮自己，他老人家犧牲肉體，奉獻給 上帝，是為了救天下蒼生，接引

原人來皈，但是，他老人家有辦法可以補充，可以補神、補氣，只要好好打一坐，就可

以補充回來，所以他老人家不管每天怎麼忙，一天都要打二坐，最少一坐打一個鐘頭。 

我自己沒有考慮講話最傷神，消耗精神。你看我一天從台北趕著來，星期六

下午一堂、星期日早上、下午共四堂，星期一晚上一堂，我要給你們講四堂，我

的精神消耗多少？．．，我現在為救天下蒼生，我是犧牲我自己的肉體，我奉獻

給 上帝，是為要接引你們這些原人。．．，但是我有辦法可以補充，可以補神，

可以補氣，我只要好好打一坐，所以我每天無論怎麼忙，一天打二坐，最少一次

打一個鐘頭。84 

 

五、充實智慧、啟發靈感 

涵靜老人指出： 

中國幾千年來，由伏羲老皇至軒轅黃帝而至老子，負有傳佈  天帝宇宙大道使命的

高人，都是從「靜」中參宇宙秘奧。85 

宇宙真理是無窮無盡，以三度空間人類的有限智慧、有限生命要探討多度空間的宇

宙真理，憑藉後天的知識是不夠的，必須通過靜坐，開啟先天智慧，使得「形而上」與

「形而下」能夠充份交流，才能夠有所突破。 

開啟先天智慧不僅有助於討論宇宙秘奧，對於主張在紅塵中修持的天帝教同奮亦有

重大助益，因為在「先盡人道，再修天道」的奮鬥過程中，不管是人道、事業、辦道、

                                                      
82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三）》，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223。 

83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三）》，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274。 

84
 摘錄昊天心法研修小組 103 年 3 月份研讀資料，涵靜老人家於 71 年 4 月於第七期正宗靜坐班台中班講

授錄音帶。 
85
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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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教等有諸多之考驗，如果能夠開啟先天智慧，就可以化繁為簡，通過考驗，順利圓滿

完成。 

民國六十九年天帝教復興，當時涵靜老人已經是八十歲高齡，天帝教從零開始，所

有的救劫弘教工作都需要涵靜老人負責推動，涵靜老人說： 

天帝教為了搶救三期末劫，拯救天下蒼生，．．．你們現在想想看天帝教重來人間

靠什麼？  上帝給我一張白紙，讓我奠人間的教基、做宇宙先鋒，．．，怎麼樣做法？

什麼都沒有，一切是由我人事上決定以後再向 上帝報備， 上帝全權付託給我。 

你們想想我的責任負的這樣子重，真是誠惶誠恐。86 

筆者因為擔任第二、第三任首席使者的秘書，深知首席使者之忙碌，每天都有忙不

完的事、跑不完的行程、批不完的公文，必須要有過人的體力與智慧，但，比起首任首

席使者涵靜老人的時期，已經還算好的，因為他老人家已經建立組織架構與經驗，可以

作為參考。 

帝教復興初期，百廢待舉，更需要足夠的智慧與靈感，涵靜老人曾在他老人家的日

記寫著： 

每于靜中祈求上靈充實我的智慧和啟發我的靈感，使我增加宏道力量；但願天從人

願！
87

                               

涵靜老人希望他老人家的上靈，能夠在靜坐中，充實智慧與啟發靈感，增加宏道力

量，藉以廣渡原人，奠定教基。 

靜坐開啟的是先天智慧，必須要下苦功，等啟發之後，還要天天坐，天天保持，涵

靜老人指出： 

真正我們靜坐的人，只要真正在下苦功，這是天天在啟發你的智慧，這個智慧的課，

這門課裡面簡直是無窮無盡、無量無邊，你要什麼有什麼，就是要用什麼方法去開發去，

開發到了之後你要能夠保持他，常常能夠保持，．．．，我現在坐了五十年、六十年，

但是我每天還要坐。這個我等於洗澡、沐浴、溫養，為什麼有人天天要洗澡啊？難道三

天、五天不洗就不行嗎？為什麼要天天洗呢？這個就叫溫養，使得你內部的血脈，可以

促進它的新陳代謝快點，打坐也是一樣。88  

 

六、結論 

涵靜老人家因為得了怪病，中西醫治不好，轉向學習靜坐而治病，為尋找明師，而

皈依一炁宗主，也從此以身許道，進入修道第一步曲，然後上華山修煉八年，在靜坐上

                                                      
86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二）》，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391。 

87
 涵靜老人，《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二）》，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368。 

88
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二）》，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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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苦功，從有為法轉入無為法，體證昊天心法，修證三十四位封靈，增加無形運化有形

的救劫力量，加速完成涵靜老人的第一天命。 

帝教復興後，修煉鐳炁真身，修證二位封靈，修道功夫至臻巔峰，無形中，鐳炁運

化，影響諸方，救劫應化力量也達到最速、最快的救劫效應！ 

民國 77 年 9 月 24 日涵靜老人第 2 次百日閉關圓滿功成，修證首席正法文略導師之

封靈後，就沒有想要再修證封靈： 

每次坐的時間每次要默運祖炁，這就是定義，不變的定義，沒有理由可講，．．．，

這是我們天帝教的法華上乘靜坐的定義，每次靜坐就要默運祖炁，一直等到將來回天，

就不默了，或者還有情況可以不默，你的封靈很多了，像我一樣可以默可以不默了，我

的靈太多了，我不想再成就封靈了，我也可以不默了！89              

 

但涵靜老人還是維持每天二坐上以，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充實智慧、啟發靈感」

以及「充電–補充每日所消耗的精氣神」，為了就是要執行「作宇宙先鋒，奠人間教基」

的救劫弘教願力。 

涵靜老人指出：大家要徹底的明白，靜坐是人生生活中一件大事，既然要學打坐、

修道，就要拿它像吃飯、睡覺一樣，作為生活中的一環。大家回想當初想學打坐的目的

是什麼？大多數都是為了健康長壽而來，這是不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天天坐，自自然然

地做，一點都不勉強，順應著大自然之法則去生活與修行  ，這就是 上帝的宇宙大道，

只有一般凡夫俗子顛顛倒倒沒有中心思想，不管做什麼事往往中途而廢，隨隨便便地放

棄，帝教同奮當然不可如此！90 

靜坐是一門大學問，不僅是對身體健康、開啟智慧、充電有莫大的好處，同時也是

「修道煉法」之根本，但，靜坐沒有辦法速成，像泡麵一樣，一沖，很快就可以吃，必

須要點點滴滴，滴水穿石，累積經驗，才能所有得！ 

涵靜老人一生靜坐，值得大家學習！ 

 

  

                                                      
89

 涵靜老人，《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天帝教極院，1998，頁 215。 
90
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有限公司，1992，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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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機 

 
陸光中 

天人合一院院長 

 
摘  要 

 

民國 25 年夏間（夏天）一炁宗主（蕭師公）要師尊上太白山面謁雲龍至聖，顯然

在這國家面臨存亡的戰亂時期，無形都會應化而有所指示。 

一炁宗主已知未來局勢發展，全在師尊配合無形之承擔，因此，為加強師尊的天命

意識、道心與信心，而由雲龍至聖來轉達天命之所在。 

民國 25 年雲龍至聖即已預知一年後之民國 26 年農曆六月一日（國曆七月八日）左

右的變局，那麼以後中國地區戰局之發展都在 上帝無形之掌控之中。即：「談及天機，

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曾透露云：…    

大數已定，中日戰爭了結後，中國將有更大之變亂，天翻地覆一切之一切都要大變。

繼之而來恐將又有極大之外戰（世界大戰），我同胞死傷將為前所未有，世界繁華亦將

摧毀殆盡，慘不忍說，我輩將來都要參與救國救世，爾等應速祈禱上帝化減劫運，早往

蓬萊仙島。」 

國共間可能之演變： 

1. 國民黨之全面勝利，共產黨被消滅。 

2. 共產黨之全面勝利，國民黨之亡黨。 

3. 國共和平相處，一國兩黨經選舉輪治。（如西方民主國家之兩黨制） 

4. 國共劃長江為界。（如越南、韓國、東西柏林） 

5. 現況，以台灣海峽分界為兩個政治實體之局面。 

上帝的安排 

因此，肯定的說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台灣海峽以台灣與大陸的分治，是   上帝早在

日本投降之前，就已經安排好的中國未來之政治局面。   

 ---爾等應速祈禱 上帝化減劫運，早往蓬萊仙島？ 

 

 

關鍵詞：雲龍至聖  一炁宗主  天機  承擔  大數  蓬萊仙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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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機 

 
陸光中 

 

前  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上帝要師尊去蓬萊仙島！ 

       那  上帝自己在做甚麼？ 

 

談及天機，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曾透露云：                                大

數已定，中日戰爭了結後，中國將有更大之變亂，天翻地覆一切之一切都要大變。繼之

而來恐將又有極大之外戰（世界大戰），我同胞死傷將為前所未有，世界繁華亦將摧毀

殆盡，慘不忍說，我輩將來都要參與救國救世，爾等應速祈禱上帝化減劫運，早往蓬萊

仙島。 

勝利前夕，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對師尊未來之安排，本應允接引師尊全家從華山至

崑崙修煉，幾經商量之後，告師尊曰： 

     爾另有使命，趕快下山，準備到蓬萊仙島去。 

但未明示蓬萊仙島位於何處。 

卅六年夏間，雲龍至聖遣淤馳道人到上海對先生面授機宜，叮囑蓬萊仙島乃台灣寶

島是也。時師尊對五四運動老友程天放、潘公展、江一平、端木愷等曰： 

       上海絕非樂土，台灣是中國最後反共根據地。 

但時聽者半信半疑，因為其時共軍烽火尚在東北。 

    雲龍至聖在抗戰前的預知與抗戰中之演變，應當都在無形之掌握中，就算有甚麼意

外、差錯，也能適時調整、導正。 

    因之，抗戰勝利後之變局，雲龍至聖也已預告：「談及天機，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

曾透露云：『大數已定，中日戰爭了結後，中國將有更大之變亂，天翻地覆，一切之一

切都要大變，……』」 

    既然已知中國大陸將有更大之變亂，為甚麼卻要讓主持劫運的三期主宰離開主戰場，

到一個風平浪靜的蕞爾之地蓬萊仙島呢？ 

    任由共產黨據佔大陸，實施所謂泯滅人性的共產主義，而如今又要全教同奮日夜祈

誦皇誥，哀求  上帝早日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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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行劫、天命 

一、扼守西北門戶 

二、蓬萊仙島 

三、陜西乃天下之雄地 

四、國民政府遷台 

    

貳：上帝的安排 

一、太白山面謁雲龍至聖 

二、傳達天命 

三、透露天機 

四、國共間可能之演變 

五、上帝如要作 1﹏4 項之安排 

六、上帝為甚麼做此安排，而不是以上 4 項 

    叁、國內情勢 

        一、國民黨的腐敗與經濟的崩潰 

        二、共產黨的戰略－ －國共關係的三個階段 

    肆、國際情勢 

        一、美國軍援國民黨 

        二、共產國際極力扶植共產黨 

        三、歷史情結 

            （一）、春秋戰國 

            （二）、改朝換代 

            （三）、戰爭的目的    

    伍、未來發展 

        一、一隻看不見的手 

        二、現況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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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劫、天命 

民國廿五年夏間，蕭教主命郭子大化攜手諭從武昌至西安，囑師尊與郭子於是夏，

務必前往太白山叩謁太師伯雲龍至聖（第五十三代天鈞教道世輔宗）！ 

    太白山終年積雪，人跡罕至，每年僅農曆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一個月間，雪溶

開山，以供香客朝山進香，師尊與郭子從未見過雲龍至聖，為求達成任務，曾用天人交

通方法請示，蒙雲龍至聖降臨光中，顯示法相，並指定于農歷七月十二日（民國廿五年

八月廿八日）上山，將派大弟子流水子在半山相迎。師尊與郭子遂先一日抵隴海鐵路郿

縣車站，翌晨專誠登山，經三畫夜在深山風雪中尋訪，至第四天中午，始遇見大師兄流

水子楊宗畏，迎登懸崖之上，進入棲霞洞拜見雲龍至聖，至聖指示後，師尊再拜請求留

山學道，至聖溫諭曰： 

         絕不可以，爾等使命未了，趕快下山。(1) 

並喟然嘆曰： 

         明夏浩劫將興，國難臨頭！(2) 

遂命郭子「速報爾師，歸隱黃山」，又命師尊應于明年農曆六月初一（民國廿六年

七月八日）前辭官，挈眷潛居華山白雲峰下，長期祈禱，看守西北門戶，並謂其會常來

照顧。 

民國廿六年七月二日（丁丑五月廿四日），師尊遵雲龍至聖之命辭官，偕師母率長

子維生、次子維公、三子維光、幼兒維剛，暨兒輩之業師郭子雄藩等直上華山，暫居北

峰之巔，舍館既定，當晚有感，口占「歸隱華山」七律一首云： 

    悠悠華嶽幾經秋，國脈同傳亙古休，萬里黃河環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   

    風雲變幻誰先覺，烽燧將傳獨隱憂，我本悲時非遯世，天心早許白雲留。(3) 

   越五日，七月七日深夜（丁丑六月初一子時），華山光殿開光，蘆溝橋事變突發，中

日戰禍開啟，應驗雲龍至聖「浩劫將興，國難臨頭！」之預示。 

時師尊有感吟詩一首謂： 

   可憐劫運肇中原，慘淡河山天地昏，忍看蒼生罹水火，有無妙法得生存。(4) 

此後師尊全家暨隨侍上山之弟子，於華山白雲深處，每天虔誦皇誥，祈求 天帝佑

我中華，對日抗戰，最後勝利。 

 

一、扼守西北門戶 

民國廿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春，日軍佔領晉、陝兩省交界黃河渡口風陵渡，砲

轟潼關，河防危殆，人心惶恐，師尊於三月九日（戊寅二月八日），曾吟「天定勝人，

人定亦勝天」七絕一首云： 

   可憐三晉劫黎多，劫去劫來可奈何；且坐山頭舵把穩，笑他不敢渡黃河。(5) 

十二日（戊寅二月十一日），又口占「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七絕一首云： 

   早奉天帝賜合同，一方淨土留關中；十方三界齊擁護，豐鎬重開太平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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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慰戍守西北之胡宗南將軍（胡將軍時任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廿七年夏間某日，潼關鐵橋風陵渡被日軍砲毀，時值河南信陽羅山一帶軍情吃緊，

胡將軍麾下第一軍奉命增援，軍車無法通過，隴海鐵路軍運指揮官周嘯潮將軍束手無策，

遂命華陰車站司令張英仲及警務段長王儉持函上山，懇請師尊設法。時情況緊急，師尊

於靜坐祈禱後，大膽函覆云： 

  三天內天將降濃霧以助，應即準備搶修工程車，可於三十六小時內修竣通車(7) 

是夜亥刻（晚上九時至十一時），師尊獨在北峰山頂面對潼關靜坐，子刻（午夜十

一時至凌晨一時），雲龍至聖、性空祖師突然降臨慰勉師尊，俄頃，滿天雲霧，誠天佑

中華。第三天，隴海鐵路警務總段長全嶽青命派王儉持函上山道謝，並謂「昨晚天降大

霧，對岸敵砲失去目標，工程如期搶修竣工，軍車全部東行增援，」完成任務。王儉亦

因此終生奉師尊為師，而皈依天德教。 

師尊自民國廿八年移隱白雲峰下清虛妙境，雲龍至聖常偕崑崙各山高隱祖師，從白

雲深處而降，聖凡往來，興來彈古調，高伴洪崖笑，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久之始知崑

崙山上自有天地以來，修煉成道，留形住世之上聖高真，數以千計，約分兩類： 

    （一）立功立德立言于人間者。 

    （二）身懷絕技之劍仙。(8) 

    總之，凡能留此軀殼在世，皆因在人間救世使命未了，時而化身外出，時而全形以

去，來去自如，隨心所欲；一旦使命完成，待詔飛昇，真火自焚，回歸自然；其或真我

上昇，已得永恆精神生命，而仍願凡軀永為地仙，天上人間，逍遙自在，崑崙各山比比

皆是。然一旦地球毀滅，修煉而成，留在世上之有形軀體，誰能逃過此一劫數，而不同

歸於盡！談及天機，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曾透露云：                                

大數已定，中日戰爭了結後，中國將有更大之變亂，天翻地覆一切之一切都要大變。繼

之而來恐將又有極大之外戰（世界大戰），我同胞死傷將為前所未有，世界繁華亦將摧

毀殆盡，慘不忍說，我輩將來都要參與救國救世，爾等應速祈禱上帝化減劫運，早往蓬

萊仙島。(9) 

 

二、蓬萊仙島 

卅四年八月六日，美國空軍以第一枚原子彈轟炸廣島。九日，蘇俄對日宣戰。同日，

美國再對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十日，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 

    舉國騰歡！八年抗戰，師尊始終坐鎮華山，日寇無法越西北門戶潼關，而陜晉豫三

省交界之黃河亦始終未曾結冰，有利國軍防守。 

    勝利前夕，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對師尊未來之安排，本應允接引師尊全家從華山至

崑崙修煉，幾經商量之後，告師尊曰： 

     爾另有使命，趕快下山，準備到蓬萊仙島去。(10) 

但未明示蓬萊仙島位於何處。 

民國卅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八月，師尊全家下山南歸上海。師尊挈眷回上海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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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各大宗教領袖：佛教太虛大師、道教張恩溥大師、回教南京區浦教長等七十餘人，

發起組織「中國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從事政治協商，奔走和平，一面探聽蓬萊仙

島究在何方。 

    卅六年夏間，雲龍至聖遣淤馳道人到上海對先生面授機宜，叮囑蓬萊仙島乃台灣寶

島是也。時師尊對五四運動老友程天放、潘公展、江一平、端木愷等曰： 

       上海絕非樂土，台灣是中國最後反共根據地。(11) 

但時聽者半信半疑，因為其時共軍烽火尚在東北。 

   

三、陜西乃天下之雄地 

再就整個抗戰局勢言，中央政府在重慶，右翼是大西南，從雲貴至緬甸，與英、美

等國軍援相通；左翼是大西北，從潼關到新疆，與俄國相連接。若關中不守，重慶側翼

立刻受到威脅，整個情勢即會改觀，甚至影響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因為，倘使日本

取得關中此一戰略地帶，就可一面經過甘肅的河西走廊，進窺蘇俄中亞腹地；一面包抄

陝南，進逼四川，動搖重慶人心。 

換言之，當時陝西、四川二地，可謂唇齒相依，而陝西猶為四川的屏障。關於四川

的戰略地位，顧祖禹謂： 

 

  從來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於用蜀。秦欲兼諸侯，則先併蜀，併蜀而秦亦強，

富厚輕諸侯；晉欲滅吳，則先舉蜀，舉蜀而王濬樓船自益州下矣；桓溫、劉裕有問中原

之志，則先從於蜀；苻堅有圖晉之心，則亦兼梁益矣；宇文泰先取蜀，遂滅梁；隋人席

巴蜀之資，為平陳之本；楊素以黃龍平乘出於永安，而沿江鎮戍，望風奔潰；唐平蕭銑，

軍下信州；後唐莊宗滅梁之後先吞蜀，未可謂非削平南服之雄心也；宋先滅蜀，然後併

江南、收交廣；南渡以後，趙鼎謂欲圖關中，當自蜀始；張浚慮金人據陝窺蜀，而東南

不可保也，於是守蜀之謀甚備。終宋之世，恆視蜀之安危為盛衰。劉整之叛降於蒙古也，

獻計曰：「欲取江南，宜先取蜀，取蜀而江南可平。」蓋蜀者秦隴之肘腋，吳楚之喉吭，

是誠攻取之資也。(12) 

 

     如上可知，古之欲取天下者，常視巴蜀為重地，可謂其來有自。因為巴蜀據長江

上游，自古以來又是天府之國，物產富饒，四周多高山深谷，易守難攻。是以據有巴蜀，

即可順江東下，席捲江南。故日寇於侵略中國期間，常派遣空軍轟炸，並以陸軍進攻四

川外圍各省，非偶然也；我國之以重慶為戰時國都，亦非偶然也。然顧氏亦謂；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

之，則必至於亡。(13) 

     

因此，國民政府欲固守四川，尚須以陝西為屏障，如此對日寇方能攻守裕如。至於

陝西的戰略地位，顧祖禹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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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

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於百里

之岐周；戰國以八百里之趙、魏、齊、楚、韓、燕，而受命於千里之秦，此猶曰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關而王漢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業；

李唐入長安，舉秦、涼，遂執菙而苔鄭夏矣。蓋陝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有頭項然，患

在頭項，其勢必至於死，而或不死者，則必所患之非真患也。(14) 

 

  據上述可知，陝西雄據黃河上游，對於華北、華中、西南地區，具控扼之勢。是以

四川形勢雖然險要，但四川的安危，仍繫於陝西，故陝西乃真為天下雄地也。由是可知， 

    「國府於抗戰時期堅守陝西，不只為屏障四川，更是為日後反攻作準備。就先生的

天命來說，他於八年抗戰時期坐鎮華山，或即有此戰略考量」。(15) 

 

四、國民政府遷台 

民國卅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元月廿一日 蔣中正總統宣告引退，以求弭戰消兵，

副總統李宗仁暫行視事。四月廿一日，共軍開始渡江。廿三日，國軍退出南京。五月三

日，共軍入杭州。廿一日，陷南昌。廿七日，陷上海，國軍自吳淞撤往台灣。七月十八

日，政府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轄蘇、浙、閩、台四省，陳誠任長官。八月一日，國

民黨總裁辦公室在台北成立。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責中國政府

腐敗無能。 

是時，台海局勢危急。 

   一、蔣總裁尚未復行視事，仍坐鎮廣州； 

   二、台灣當時僅有一道海峽天塹，毫無戰備可言，是以人心惶惶不可終日。(16) 

                                   

（這主要是指政府遷台以來，至美軍進駐台海前的一段時期。當然在此之前，共軍向南

侵逼，國軍節節敗退，軍民紛紛往台、港等地逃亡，台海局勢自亦相當吃繄。）蔣鼎文、

胡宗南、丁德隆、王仲廉等將軍紛以今後台灣前途、中國命運相詢，盼師尊將靜觀所得，

發表預測。師尊為堅強悲觀份子的信念，為喚起八百萬軍民同胞與台灣共存亡的決心，

特於本年六月間開始靜觀世局，寫成《時勢預測》 一文。 

    民國卅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大陸局勢惡化，中共凶燄大張。三月，東北四平

街失守。九月，山東濟南失守。十月，錦州，長春失守。十一月，瀋陽失守，十二月，

徐州失守。 

    民國卅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一月，先總統 蔣公為弭戰銷兵，宣告引退。此後

大局失去重心，軍心民情愈形渙散。四月，共軍大舉渡江，南京不守。五月，武漢、西

安、上海不守。八月，蘭州不守。十月，廣州不守。十一、十二月間重慶、成都俱失，

大陸全部淪陷。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71 
 

貳：上帝的安排 

 一、太白山面謁雲龍至聖 

    民國 25 年夏間（夏天）一炁宗主（蕭師公）要師尊上太白山面謁雲龍至聖，顯然

在這國家面臨存亡的戰亂時期，無形都會應化而有所指示。 

     二、傳達天命 

    一炁宗主已知未來局勢發展，全在師尊配合無形之承擔，因此，為加強師尊的天命

意識、道心與信心，而由雲龍至聖來轉達天命之所在。 

     三、透露天機 

    民國 25 年雲龍至聖即已預知一年後之民國 26 年農曆六月一日（國曆七月八日）左

右的變局，那麼以後中國地區戰局之發展都在 上帝無形之掌控之中。即：「談及天機，

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曾透露云：…   大數已定，中日戰爭了結後，中國將有更大之

變亂，天翻地覆一切之一切都要大變。繼之而來恐將又有極大之外戰（世界大戰），我

同胞死傷將為前所未有，世界繁華亦將摧毀殆盡，慘不忍說，我輩將來都要參與救國救

世，爾等應速祈禱上帝化減劫運，早往蓬萊仙島。」 

     四、國共間可能之演變  

1、國民黨之全面勝利，共產黨被消滅。 

2、共產黨之全面勝利，國民黨之亡黨。 

3、國共和平相處，一國兩黨經選舉輪治。（如西方民主國家之兩黨制） 

4、國共劃長江為界。（如越南、韓國、東西柏林） 

5、現況，以台灣海峽分界為兩個政治實體之局面。 

因此，肯定的說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台灣海峽以台灣與大陸的分治，是   上帝早在

日本投降之前，就已經安排好的中國未來之政治局面。   

 ---爾等應速祈禱 上帝化減劫運，早往蓬萊仙島？(17) 

 

 五、上帝如要作 1~4 安排 

如是一項，可以要師尊堅守華山，但化劫的方向與目標改變，即促使共產黨離開延

安老巢，使其沒有發號施令的根據地，必然會走向亡黨之途。 

如是二項，只要無形仍安排師尊全家上崑崙山修道即可。台灣如沒有師尊與無形金

闕之確保，八二三砲戰局勢應是完全改觀的。 

如是三項，即可指示師尊坐鎮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運化，使兩黨相忍為國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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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14蔣主席電邀毛澤東至重慶共商國是。 

34/8/20蔣主席再電毛澤東，從速至重慶共定大計，並告以受降辦法，係盟軍總 

   部所規定，未便因朱德一電，破壞信守。 

34/8/22蔣主席接毛澤東復電，稱先派周恩來前來重慶。 

34/8/24蔣主席接毛澤東回電，願來重慶商談。 

34/8/23蔣主席三電毛澤東，盼與周恩來同來重慶，商決各種重要問題。 

34/8/28赫爾利、張治中、毛澤東、周恩來等飛抵重慶 

34/8/29蔣主席接見毛澤東、提示團結建國方針。張群、張治中、王世杰、邵 

力子等與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會談。 

34/9/04蔣主席接見毛澤東兩度會談 

34/9/18第四屆國民參政會舉行茶會，紀念「九一八」，毛澤東致詞，對蔣主席邀其來重

慶，表示感激：「今後當為和平發展，和平建國之新時代，必團 

結統一，社絕內爭，因此各黨派應在國家一定方針之下，蔣主席領導之下， 

徹底實行三民主義，以建設現代化之新中國。」 

34/10/10蔣主席與毛澤東會商團結問題。中央與中共商談四十一日之會議結束， 

張群及周恩來代表雙方簽字於「會議紀錄」(世稱雙十會談)。 

34/10/11國共商談四十一日之「會議記錄」發表，對十二個問題均有結論。其中要點：

（一）在蔣主席領導下長期合作避免內戰。（二）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三）軍隊國家化。 

35/01/10軍事三人小組關於停戰問題，經六次會談後成立協議：双方下達停戰令，其要

點（一）停止一切戰鬪行動；（二）除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

及調動外，其他一切軍隊停止調動；（三）停止破壞或阻止交通之行動；（四）在

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以政府、中共、美國各一人組織之。以國民政府主席

名義發表命令，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 

（國民黨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方代表羅賓遜，即軍事三人小組）。(18) 

 

    杜魯門總統顯然深信調停依然可行，所以又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指派備受推崇的前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將軍為特使抵華。隨著抗戰結束，以及在戰爭行將結

束時始獲得美方承諾，願意提供訓練裝備，蔣介石麾下三十九個師已進入訓練的最後階

段，美國是否願意進一步涉入中國內部事務，態勢並不明朗。但是，美國在幫助蔣介石

收復眾多淪陷城市，提供及時貸款給蔣，並以議價的方式應允總值六億元軍事裝備的援

助之後，顯然已無法再義正辭嚴，宣稱自己站在中立的立場。但是馬歇爾仍取得雙方的

同意，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前停止武裝衝突，並說服蔣介石召開他早在秋天即與毛澤

東提及的會議。 

於是，三十八位代表於一月十一日齊聚南京，召開所謂的政治協商會議。在出席的

三十八名代表之中，八位來自國民黨，共產黨代表有七席，五位是甫成立的「青年黨」

（該黨係高聲呼籲和平統一中國、有力而敢言的團體）代表，有二席係出身於為中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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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派知識分子發言的「民主同盟」。其餘代表分屬各個小型政治團體與社會賢達。十天

會期受到媒體大幅報導，中國的未來又燃起希望，各出席代表似乎對諸如立憲政府、統

一軍權、國民大會等若干關鍵議題已達成共識。二月底，由會議全體代表提名選出的委

員會公佈了整編雙方軍隊的細節。 

 

如是四項，亦可指示師尊仍據守南京，阻止共軍渡江，並促成兩黨劃長江為界。但

在此種狀況下，可能是共產黨託依附於國際俄共；而國民黨則託依附於美國，如早期之

南、北越，現在之南、北韓。 

    六、上帝為什麼做此安排，而不是以上 4 種？ 

    如今又要兩岸和平統一呢？繞了一大圈又要回到原點？ 

     先看一則企業家成功的例子： 

    尹衍樑大學畢業那年，尹書田好友鄭作恆突然帶他到五月花酒家見見世面，尹衍樑

見眾多漂亮小姐向他靠近，有的甚至直接送上香吻，讓他大感不可思議，更覺場面有趣

新鮮，不由得眼花撩亂、心花怒放。 

    尹書田透過友人要讓尹衍樑明白兩件事： 

第一、永遠不要賭博，就算擁有億萬家財，到明天也能一無所有； 

第二、那些小姐她們不是真的喜歡你，她們愛的是錢，你如果笨到被女人騙，那是

活該。 

    在尹衍樑退伍之後，尹書田給了尹衍樑一萬美元支票，和單程去義大利的機票，要

他去環遊世界。尹衍樑的世界之旅從義大利開始。為了省錢，他採取自助式的旅行模式，

搭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吃平價餐館、睡廉價旅館，甚至連火車站都有他過夜的身影，徹

底體驗基層人生的平凡生活。有時進入治安不好的地區，他還得把支票藏在內衣褲裡，

就怕被扒手盯上。尹衍樑前後流浪了半年，從歐洲到中南美洲，再到美國， 

接觸當地各類三教九流人物，實際生活在各種不同的世界裡，每天都充滿冒險，隨時都

有新鮮事等著他去發現、去體驗，最後他回到臺灣，身上只剩五十塊美元。 

    回家後，尹書田告訴他：「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你已經遊歷世界了，從今天起

好好開始工作吧！」 

    二十六歲那年，尹衍樑創立潤華機械廠，但經營不善很快就宣告倒閉；他不願放棄

創業之路，接著又開起做染料工廠，孰料竟發生爆炸意外，損失慘重。接連兩次創業的

失敗挫折，讓他損失超過三、四千萬元，如此大的一筆金額，本以為會讓父親尹書田對

他失去信心，甚至換來一頓責備，沒想到父親反倒跟尹衍樑說恭喜。 

衍樑啊！恭喜你得到可貴的失敗經驗，你以後應比別人更不會犯錯了。       尹衍樑

一輩子忘不了父親說過的這句話。只有道賀，沒有責備，讓尹衍樑心裡備受溫暖，也很

快就忘記挫折，重新爬起。(19) 

 

對於養育兒女，尹衍樑採取「若要兒女安，須帶三分飢與寒」的教育方式。不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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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業老闆選擇讓子女到貴族學校，尹衍樑反倒讓孩子就讀一般公立學校，並且沒有司

機轎車接送，得自行搭公車到校，即使長大後也只有機車代步，絲毫沒有富貴家庭的養

尊處優、嬌生慣養的保護心態。 

 

叁、國內情勢： 

一、國民黨的腐敗與經濟的崩潰 

國民黨腐敗、貪污的情況比在對日抗戰時還要嚴重。各地負責接收的官員及特務機

關藉機搜刮、勒索。政府收復了土地，卻失去了人心。蔣介石仗恃的是軍隊的力量，毛

澤東爭取的是人民的支持。一來一往，國、共之間逐漸你消我長，形勢逆轉。 

國民政府為了支付內戰軍費，不斷增加法幣的發行量，以至於法幣三年間貶值一千

倍，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公務員及升斗小民全都受害，豪富之家卻藉機操縱，套購黃

金及外匯，囤積居奇，貪污舞弊，其中尤以孔、宋兩家最為不擇手段。素負清望的知識

分子領袖傅斯年在報紙上發一篇文字（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轟動一時。文

章摘要如下： 

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

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 

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惟恐其不亂…國民政府如果不承認失敗，是誰也

不相信的。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

是不可救藥的事…。 

孔祥熙幾乎把抗戰的事業弄垮，而財政界的惡風遂為幾百年來所未有。…今天連資

本家也有許多同情共產黨，開萬國未有之奇，宋子文把他的政府伺候得這樣子的，人民

不必說了，他心中反正沒有人民的。…我向社會廣泛提議徹底調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國外，

所有豪門權族之「企業」是些什麼內幕？他們的營業範圍如何？他們的外匯得自何處？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

人民吃不消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20) 

 

不止中國人對孔、宋兩家痛恨，美國人也是一樣氣憤。據報導杜魯門總統曾經私

下對記者大駡孔、宋家族個個都是賊，從美國援助中國抗戰的錢中偷走數憶美元，然後

投資於紐約的房地產。 

國民政府於 1948年 8月開始發行「金圓券」，以取代信用破產的法幣。政府強勢地

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及外匯，限期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百姓都乖乖地將私蓄

僅有的家當，都拿出來換金圓券。然而國民政府從一開始就無限制地印鈔票。金圓券發

行之後立即狂貶，十個月後，貶值將近十萬倍。這是世界金融史上最荒唐的一幕。全國

人民因而一夕破產者不知凡幾。金圓券風暴使得人民對國民政府最後的一點點向心力也

喪失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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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間，政府宣布凍結物價，造成有行無市，所有商品都流向黑市。有財有勢者

大量囤積物資，經濟更加陷入混亂恐慌。蔣經國奉父親蔣介石的命令到上海去整頓，雷

厲風行，目標是「打老虎」，收押、槍斃了許多不法的投機分子，其中有部分是上海聞

人子弟。不過蔣經國最後辦到孔祥熙的兒子，卻因為宋美齡介入而辦不下去，只好去職。

金融秩序更是失序，如脫韁的野馬。 

當時有一種流言，以為「非蔣總統下野則美援不來」、「非蔣總統下野則和談不能進

行。」蔣總統乃於 1949 年 1 月 1 日發表元旦文告，呼籲和平，並表示為促成國內和平，

不計個人進退。 

蔣總統乃於 1 月 21 日宣佈引退，回溪口故居。當日，副總統李宗仁宣佈就代總統

職。一時輿論對和談的期望甚殷，但有識之士，並不以和談為然，譬如當時國立臺灣大

學校長傅斯年就寫信給李宗仁，反對和談。信中有言： 

「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此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

共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顯明：一、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

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絶不以人民為念。二、絶對走蘇聯路線，受蘇聯指揮，而以中國為

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三、對多年掌兵符者，必盡量摧毀。」又有言：「和平既不可得，

所得乃下列之結果：一、江南各省，分朋析裂，給共產黨之推張勢力以方便，而人民並

不能減少痛苦。二、合法政權，毫無代價而喪失。三、中國之自由，由本身斷送之。四、

外國之援助，絶不可望。」又有言：「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

只要合法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絶無希望也。…今日

希望以美國之助，與共產黨取和，乃不可能之事也」。(22) 

 

國際的不利因素：中共的發展，自始受到俄國的支持。胡適認為大陸淪陷是史達林

廿五年間處心積慮的結果，顧柏克認為國共鬥爭是美俄鬥爭的縮影，而在國共鬥爭中，

美國政府受到一批親共人士的影響，支持中共的「聯合政府」謀略，為國民政府拒絶後，

即不再熱誠支持國民政府，在國共談判中，處處翼護中共。 

國內的不利因素：抗日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崩潰和社會解體，使政府恢復秩序的努力

歸於失敗。 

政府自身的困難：政府於抗日期間，結納各派人士。到日本投降以後，由於共同的

敵人消滅，乃各以私圖競進，造成黨、政、軍各方面的分裂。 

中共因利乘便：前述諸因素，對中共勢力的成長是有利的。對中共勢力的成長，最

有利的因素是蘇俄的大量援助。 

 

二、共產黨的戰略（國共關係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貌合神離的「合作」歲月（1937~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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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與張聞天提議，中共應採取「讓一切人都失敗」的策略，意思是使日本、國民黨

及其他非共黨的一切人都遭受失敗，然後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大眾才能得到勝利。 

在「洛川會議」中討論到中共「獨立自主」的問題。毛澤東主張共黨和第八路軍應

維持「相對獨立」。周恩來等人則認為可維持「相對獨立」。折衷的結果是採取「獨立自

主」的原則，毛獲較大勝利。這個決定成為 

中共及共軍以後八年中的行動指南，並再度證明毛澤東所最關切的是中共及共軍的

發展，「精誠保國」與「國共合作抗日救亡」，只是趨時譁眾的口號與手段而已。 

1937 年秋，當朱德率領改編後的第八路軍由陜北出發時，毛向他們做了重要的講

話： 

「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府），一分抗日。這一決策，可分為三

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

量平衡，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抗

戰期間，中共所採的決策正是如此。(23) 

第二階段：既聯合又鬥爭的加深發展（1941~1944年） 

1940 年末，毛澤東又發表一篇對付國民黨的政策論文，名為「論政策」。其要點是

中共應聯合一切抗日的國民黨份子，及人民組成統一戰線，同時與一切反共力量與人士

進行鬥爭。鬥爭的策略原則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這項策略要

因時因對象區別，即對英、美、日、德等國家，也無例外。這個政策日後稱作「既聯合、

又鬥爭」，並為中共反覆運用不息。 

第三階段：「合作」的尾聲、內戰再起（1945~1949年） 

毛澤東對湖南同鄉左舜生說：「蔣先生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

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毛又因赫爾利曾說過「美國不以武器支助中國擁有武力之政

黨，」遂又對左舜生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以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

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已準備與國民黨武力相見， 

如果美國不支持中共，即與美國為敵亦在所不惜。 

國府因八年苦戰，國力消耗殆盡；中共則經八年擴張，恃機出動。國共商談至此幾臨

絶境。雙方關係在此時間的特徵，是中共已由「要求」變為「拒絶」，國府則由「拒絶」

而成「讓步」。事實上，毛澤東要使中國出「兩個太陽」的心態，已決定了共產黨要與

國民黨力爭至少半個天下，內戰乃不可避免。(24) 

 

中共對情勢之發展，均能於事前或事後給予理論及策略之指導，反觀國民政府則無中

共之主動與識時。結果，中共由被動變主動，一步一步進逼，國府則由強硬變為讓步與

妥協。所以在理論與策略方面中共均佔上風，對其勝利貢獻至大。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77 
 

肆、國際情勢： 

    一、美國軍援國民黨： 

美國曾予我國十餘億美元的援助，包括 29 個輕裝師的裝備和數百架飛機，但中國

的人員與物質仍為中國戰場的主力，而且我軍在北越及緬北的作戰，對盟軍有極大的貢

獻。 

當蘇俄進軍東北之時，美國亦協助國軍進駐華東和華北。1945年 8月 10日，美

國國防部命令美國在中國的軍隊迅速空運三個軍的國軍到華東和華北的重要城市，並即

以艦艇運送 40至 50萬的國軍到上述地區的重要城鎮。同時 5萬 3千名的美國海軍陸戰

隊，亦在華北登陸，進駐天津、北平、開濼煤礦和北平到山海關的鐵路沿線，目的在防

止我軍乘機擴張勢力，攘奪戰利品。(25) 

 

1942 年 1 月 6 日羅斯福在國會演說，大力讚揚中國人民的勇毅。認為中國人民「忍

受了四年半的轟炸和饑饉，不斷給侵略者以鞭撻，儘管日本的裝備和武器較為優越」。 

    二、共產國際極力扶植共產黨 

蘇俄遠東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在中國東北接受日軍投降，之後便一直駐軍停留，

堅持日本在東北所有的各種工廠，及建設都是蘇俄的戰利品，連同所有工程師及技術人

員一併擄走。蔣介石派員前往，要求他撤兵，以便國軍接防。馬林諾夫斯基只是推託阻

撓，以便共軍佈置。 

 

中共將領林彪迅速地在幾個月內組建一支五十萬人的「人民解放軍」。蘇俄逐步撤

退，解放軍也跟著進佔，自此開始和國軍在東北激戰。國軍的軍紀不良，遠遠不如共軍

受到人民擁戴，兵源、糧餉逐漸匱乏，露出敗象。 

共軍在短短四個月內取得三次決定性的勝利，其速度及戰果的豐碩都遠遠超出毛澤

東的想像。林彪在「遼瀋戰役」中殲滅國軍 47 萬人；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在「淮海

戰役」中殲滅國軍 55 萬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在「平津戰役」中殲滅及收編國軍

共 52 萬人。解放軍接著又渡過長江，席捲華南地區。中共取得全面勝利，控制了整個

中國大陸。從毛澤東喊話時起算，共產黨實際上只花了三年就「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

而不是五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北平改名為「北京」，定為

國都。毛澤東獲選為國家主席，周恩來為總理。 

1945年 8月 14日：俄軍左翼兵團進入東北後，日軍不戰而降，軍用物資全被俄軍

收繳。據統計，俄國在日軍投降後一個月內在東北所獲的戰利品如下：戰俘 594,000人，

飛機 925架，坦克車 369輛，裝甲車 35輛，野砲 2,662門，機槍 13,825挺，步槍 300,000

枝，無線電機 133座，汽車和卡車 5,378輛，拖車 125輛，騾馬 122,274匹，擲彈筒 1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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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指揮車 287輛，補給車 21,084輛，特種車 815輛，彈葯及補給品倉庫 742個，此

類裝備，俄國後皆供給中共部隊使用。(26) 

 

    當中共在東北及華北逐漸得勢時，為了進一步的擴張，它需要俄國的進一步武器援

助。1948 年 12 月，中共派員到莫斯科，與俄國簽定了「莫斯科協定」，要點如下： 

    一、中國領土內的礦權，應優先給予蘇俄開採。二、蘇俄有權在東北與新疆駐紮軍

隊。三、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紅軍應依靠蘇俄軍隊作戰。四、蘇俄承擔建

立蘇俄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五、中共擴大組織，遠東共黨情報局設於中國。六、如

果歐洲發生包含蘇俄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遺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一百萬人，支援蘇俄

從事戰爭。七、蘇俄允諾儘速裝備並訓練中國紅軍十一個師。(27) 

     

    這個協定簽字後，蘇俄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期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元武器三分

之一運入東北，林彪即因此有整師的砲兵和坦克部隊。 

國共之間的戰爭是一個國際性的戰爭，俄國在中共不斷出讓利權的情形下，不斷

給予中共以武力和外交的支援；美國則為著迫使國民政府改變政府的形式，援助少而責

難多。終使國民政府的實力與聲望每況愈下，不僅喪失了與中共從事軍事對抗的力量，

也喪失了與中共談和的條件。 

    三、歷史情結 

    （一）、春秋戰國  

    唐太宗曾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

以明得失」。 

東周(春秋、戰國）－西元前 770 年～西元前 222 年，尤其東周末年，周天子權力式微，

諸侯並起，天下大亂，形成春秋、戰國之局面。 

    春秋時代起，戰爭的規模已經逐漸變大，戰爭的次數也日益頻繁。據史書上的記載，

秦晉互相攻伐之戰有十八次，晉楚大戰有三次，吳楚相攻有二十三次，吳越相攻有八次，

齊魯相攻有三十四次，宋鄭交兵也有三十九次。這實在是驚人的戰爭數字。 

    史記上也記載著:春秋時代，臣子殺君有三十六件，亡國的有五十二件，諸侯逃亡出

國的，那就多得不可勝數了，顯然，當時的政治權力中心－ －周王室，已經漸漸失去

統制的威信了。諸侯之間，強凌弱，大欺小，各自為政，互相攻伐。這種情形。到了戰

國時代就更加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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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朝換代  

    中國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數次的動亂，稱得上是大動亂的事件有十四次之多。而

動亂最嚴重的，總是在改朝換代的時候，尤其是在大分裂和大一統的循環過程中。著名

的章回小說，<三國演義>在一開頭寫著:「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總

結這種分分合合的必然性。當動亂發生時，暴政、戰爭、劫掠、焚燒、大破壞、大屠殺

等人禍都是無法避免的。人禍與天災又往往互為因果，因而有地震、水災、旱災、蝗災、

饑荒、瘟疫等伴隨著發生。對於老百姓來說，無疑每一次都是慘絕人寰的浩劫。 

    中國近代之動亂，清朝從道光皇帝（1821--1850）剛繼位不久，新疆便發生張格爾

之亂；道光 22 年（1842）中英鴉片戰爭簽訂了「南京條約」；咸豐元年（1851），爆發太

平天國之亂，且延續十四年之久，範圍遍及華南、華中、西北十幾個省。咸豐五年（1855）

華北又有大規模動亂，延續十八年；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攻北京，簽訂「天津

條約」。光緒八年（1882）發生中、法戰爭；光緒 20 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簽訂

「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又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白銀。光緒 26 年（1900’

庚子）五月，義和團在北京城屠殺洋人、教民及無辜百姓十幾萬人，攘成八國聯軍攻北

京，而簽訂「辛丑和約」即有名的「庚子賠款」。 

    孫中山先生於十六年間（1895～1911）共發動十次起義，均告失敗，幸有十一次辛

亥革命（武昌起義）終於成功，1913 年袁世凱被正式選為總統，然其並不以此為滿足，

而鼓吹君主立憲，於 1915 年稱帝。袁世凱死後，中國實質上已經軍閥割據，形成四分

五裂的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因巴黎和會之不公平待遇，而發生了「五四運動」，影響極

為深遠，後之白話文及共產思想即是其時之產物。 

     

    （三）、戰爭的目的  

    1920 年，共產國際代表吳延康來到中國，尋代革命伙伴，1921 年，中共在上海舉

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陳獨秀為中央書記。 

    1922 年，孫中山先生綜觀國內外形式決定聯俄容共。但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內

部分裂，即國共分裂，而國民黨又於 1926 年六月展開北伐行動。 

    1930 年五月，中國的大內戰「中原大戰」開始，死傷、受害老百姓數千萬人。而國

民黨同時又發動另一場戰爭－ －剿匪。1930 年九月十八日，在奉天（遼寧省瀋陽市）

北方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發生爆炸，即史稱之「九一八事變」。1932 年一月二十八日，

日本與中國的軍隊在上海發生正面衝突，即「一二八事變」又稱為「上海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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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七月七日（七七事變）－「盧溝橋事件」爆發後，中、日全面戰爭開始，即所謂

的八年抗戰，直到 1945 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內戰逐漸升高，並且蔓延全國。不但有南北之間的內戰，有北

洋軍閥各系之間的內戰，還有南方各省之間的內戰。估計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之

間，大小戰爭超過一百場。其中大的戰役有數十萬人參戰，小的戰役也有數千至數萬人。

戰爭的目的，當然是要擴大地盤，最終要取得中國的統治權。這和中國過去兩千多年來

舊王朝垮台之後群雄逐鹿的情形，其實是沒有兩樣。 

 

伍、未來發展 

    一、一隻看不見的手 

中國有兩位現代學者金觀濤及劉青峰在他們的著作《興盛與危機》裡面歸納指出，

中國歷代王朝之所以崩潰，是由於「無組織力量」累積到國家社會無法承受的地步。所

謂的「無組織力量」簡單地說，就是在政府體系裡面官僚機構及人員的膨脹和腐化，以

及在農村發生嚴重土地兼併的情況。這兩位學者解釋宏觀歷史現象的角度，與熱力學的

觀念相符。 

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 

「一個孤立系統的熵值（entropy，或翻譯為亂度，意思是混亂的程度），永遠是在

增加中。」換句話說，任何事物最終都是從有序走向無序。依照此一定律，人類社會資

源的正常分布應該是分散而不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但一般來說人類的天性總是貪婪的，

當一個社會過分放縱其人民追求財富，無論是以正當的手段，或是經由貪污、兼併、巧

取豪奪的手段，而使得財富過度集中時，此一社會系統的熵值便大幅降低了。這種不符

合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分配，或許可以存在一時，卻無法持久，因為自然有一股修正力量

會生出來，引導社會系統回歸到自然的分配。寡佔的情況越嚴重，表示熵值越低，修正

的力量也越大，那時大動亂發生所導致的大浩劫也就越可怕。(28) 

 

在過去幾千年中，中國的歷史便是在人類發揮其貪婪的天性，和回歸熱力學第二定

律之間，反覆不斷地循環。自古迄今其他國家的歷史也莫不如此。 

十八世紀時，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認為神秘的市場機制像「一隻看不見的手」，

會引導經濟活動自然走向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使得資源得到最佳的利用。自此以後，

這一隻看不見的手便成為許多西方國家放任經濟自由發展政策背後的理論基礎。然而，

放任的資本主義造成貧富不均、不公不義的惡果也是公認的事實。資本主義如果不是發

展過度，也不至於有共產主義出現，而以埋葬資本主義為其目標。(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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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熱力學第二定律所定義的熵是「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其作用

與亞當斯密所稱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剛好相反。如果有那一個國家，或整個人類發展

到必須這另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干預，那麼後果就是革命與動亂。 

歷史家威爾.杜蘭曾經說： 

「如果我們以歷史上的盛行與否，及維持久暫來斷定政治體制的優劣，則必須首推

君主專政；相對地，民主政治只不過是幾段插曲。」現代的民主政治風潮是不是會垂之

永久，還是終究只是另一段插曲？沒有人說得準。(30) 

 

雖然我們不確定世界將來要如何變化，卻可以斷言一件事，那就是一個國家興亡的

根本原因，並不會因為它是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而有不同。 

現代的政治學者都說，民主政治並不完美，但是比起所有其他政治制度來說，缺

點較少，而優點較多。民主政治有什麼缺點呢？最大的問題是，「選賢與能」只是一種

理想，而無法徹底實現。古希臘時代曾經短暫實施過所謂的民主政治，比較窮的公民竟

可以控制議會，以投票為手段直接沒收富人的財產，或是採用更暴力的方法；富人則被

迫結盟以對抗暴民。蘇格拉底及柏拉圖都毫無隱臟地對民主政治表示厭惡。 

    二、現況： 

大陸共產黨實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改良式的共產主義。政治向左，傾

向一黨專政，領導者十年一換，並有計劃的培養。經濟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

社會的發展是矛盾的，想復興中華文化，卻又箝制言論自由，軍事是全力發展核武與太

空高科技，以迎頭趕上美、俄。 

台灣自始至終都是實踐三民主義，自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後，台 

灣的民主自由二十多年，已經開始產生質變。（世界日報—混亂的台灣民主，何時能成

熟？）美國政治學泰斗杭廷頓教授說：「台灣是腐敗的民主。」故美國紐約州聯邦參議

員莫乃漢的至理名言： 

保守主義的核心真理是，決定社會成敗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化。而自由主義的核心

真理是，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並使之免於自我毀滅。但自由主義的理想歷經的失敗要多

於成功。 

俄羅斯在 20世紀 90年代似乎選擇了民主，但在普亭改變規則，卸任兩任總統後再

次參選時，大多數選民還是同意了，即便在美國，民主仍是個半成品。所以在東西文化

差異巨大的國家，想建立民主成為美國輸出的主要政策目標，實在是痴心妄想。(31) 

 

2000年前柏拉圖已預見，從有限的獨裁統治到民選，但受意識形態驅使的獨裁統治，

再到更加暴力和狹獈的獨裁統治，有秩序的民主法治政體建立不起來。台灣民主就是柏

拉圖預言的呈現，人民在穩定和自治之間備受折磨。 

任何地區缺少了政治文化，即便是一部德國威瑪憲法般完美的憲法，也無法確保

真正的自治或穩定，培養真正的民主文化需要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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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浸染中國儒家文化太深，重義氣、講權利，更喜歡論私交。不大講原則

與是非，個人最重要責任就是保護一家和自己人，只要搞好人與人的關係，像王金平院

長一樣，就可以永久立於不敗之地，笑到最後，這是多麼壞的榜樣。反觀，馬英九不懂

權謀，不知變通，好像被駡死活該，何其令人感歎！ 

馬英九被反對者駡為無情無義，但其大公無私的做法，反而是台灣民主想起死回

生的關鍵。因為胡搞蠻纏的腐敗民主政治，快走到盡頭了。台灣民主只能置之死地而後

生。 

新加坡的家長制，是由於李光耀能融合中國儒家和西方證治文化精神於一爐，身

體力行，作為民眾榜。 

陸、結論 

中國的未來不在於任何一黨的成敗。中國的前途，當由兩個制度由競爭建設而爭

取更好的成果。和平端賴化積極的競爭意志為週詳的準備。中國能否在兩個大黨的競爭

中成功，全仗這一競爭的局面能否延續。任何一黨專政的局面都將導致僵化，終於停滯。

目前兩個中國和平競爭的形勢已成；做得好，有兩勝的可能性；但自己不積極，兩勝之

局一樣可以轉變為勝者統吃，敗者全輸的「零和」終場。何去何從，有賴 

當軸者的意志及決心，不是旁觀者可以代庖的。沒有台灣的鏡鑑。三十多年來，中共亂

多治少，今日幡然改革，主要因為臥榻之旁有台灣做為中國人的另一選擇。希望台灣好

自為之，善盡督促引導的功能。中共也好自為之，勉力建設，不要再起權力鬥爭，貽害

中國十多億蒼生。 

至於今日，國共之門經主客易位，而國民黨在對中共的場合，仍是自縛手足。三

十多年來，前半段為求生存，國民黨難有開展，值得大家同情。後半段，國民黨開創了

新的局面，經濟繁榮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成就，政治逐步走向民主，社會漸漸趨於開放，

凡此都是國民黨可以自豪的成果。在這一階段，又恰值中共內部多事，大躍進、文革、…

等等大變化，一樁一樁接踵而至。但國民黨未能在那些大變化的時機，採取主動，積極

進取，已是失先失著。這幾年，中共穩住了腳步，又奪得了主動發招的情勢，國民黨仍

是反應不靈，甚至掩耳閉目，以不見不聞來對付敵人的步步進逼。 

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節第一段，即說到「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中華文化即 上帝的宇宙大道， 上帝愛中華民族，自是恨鐵不成鋼，五千年歷史

擾擾攘攘，分分合合。而此時期人類文明將進入一個核子與太空科技的超時代境界。 

所以， 上帝安排兩黨各自發展，個別去學習、歷練，期能革除中國二千多年來封

建、專制、上下交爭利的腐敗政治，選擇實踐一套適合中華民族文化自由、民主體制，

結合兩股力量為一體的世界主流，再造中華民族在人類史上，可長可久的優質民族文

明。 

但深察兩岸現今政治、民心氛圍，似乎尚在學習，歷練之磨合階段，何時瓜熟蒂

落，尚需要一段時間。因此，和平統一是必然的。至於時間，應是順其自然形成，而不

可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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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帝教的救劫天命，是哀求 上帝匯聚全教同奮誦誥、誦經的浩然正氣，隨時導向正

確的方向與目標，即天命之所依歸，不使有偏頗或誤差，更要防止反應元，及太空精靈

之侵入、干擾。以確保、貫徹天命之完成，我們是掌舵的，全教同奮應隨時提振天命毅

志、不懈奮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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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涵靜老人《清虛集》的天命之路 

 

劉煥玲(敏首)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摘  要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李玉階(1901- 1994)是當代備受尊崇的宗教家。其就讀

中國公學時曾是五四運動上海學聯的學生領袖，深具「五四」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悲

時，傳承民族文化 以天下為己任的氣質。二十八歲任財政部長宋子文的簡任秘書。上

海的政治舞台的繁華一頁給予他人生豐厚的歷練與考驗 

 三十歲於南京皈依天德教主蕭昌明宗師門下，自此秉承師命闡教西北，隨份報國，

這是涵靜老人憂患生命中又一次重大抉擇。 於上海、西安成立宗教哲學研究社之後。

1937 年三十七歲 涵靜老人毅然挈眷歸隱華山，涵養性天，靜研哲理，祈禱抗戰勝利。 

《清虛集》第一、第二集是涵靜老人於 1937 年挈眷歸隱華山至 1940 年，於三年之

間，畏天憫人， 感懷憂國， 參悟機妙一皆發之於詩詞。也是讓我們能契入一代宗師涵

靜老人李玉階的宗教實踐天命之路的重要文集 。涵靜老人雖身在山林 ，心存社稷，朝

夕祈禱 護持國家。華山八年潛修苦行 潛心內證，建立天人實學哲學思想與修持法門體

系。 

    綜觀涵靜老人李玉階的一生，一個經歷憂患熱愛中華文化，自始窮究天人之學

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生弘揚中華文化追求和平，體現中華文化「道」和「天人合一」

的內涵，實為當代宗教家的典範。 

 

 

 

關鍵字 ：天帝教  李玉階  涵靜老人  華山  清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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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清虛集》的天命之路 
 

劉煥玲(敏首) 

 

一、前言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1901_1994)是生於清末民初經歷憂患的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深具五四先哲憂國悲時，傳承民族文化， 以天下為己任的氣質，

駐世九十四載行道救世，濟世救劫，實為當代受人敬仰的宗教家。 

涵靜老人傳世文存詩輯著作有：《清虛集》第一、第二集是涵靜老人於 1937 年挈眷

歸隱華山至 1940 年，於三年之間，畏天憫人， 感懷憂國， 參悟機妙一皆發之於詩詞。

也是讓我們能契入涵靜老人李玉階的宗教實踐天命之路的重要文集。《上方恩深紀白雲》

紀錄涵靜老人早年於 1932 年民國 21 年到 1940 年民國 29 年從創立上海、陝西宗教哲學

社到西北弘法佈道的重要文獻與史料，可參照《清虛集》第一、二集，更能體會涵靜老

人宗教思想與活動的重要歷程。《新宗教哲哲學思想體系》完成於民國 31 年華山大上方，

融貫自然科學原理及中外古今宗教哲理，所呈現是一種心物一元二用的宇宙生命觀：物

質的自然觀與精神的人生觀，即今日天帝教的教義《新境界》。《涵靜老人蘭州闡道實錄》

為民國 33 年 10 月日至民國 34 年 5 月， 涵靜老人下華山，過西安，越天水，赴蘭州，

深入大西北闡道佈教兩百二十天。翔盡地逐日親筆記錄這段時間的身路、心路，入世、

出世的動靜變化在西北行道的實錄。 

《天聲人語》─涵靜文存，全書共十七萬字，收錄涵靜老人四十年代(1954-1961)

在自立晚報時期秉持正義 不畏權勢，爭取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時事評論為主，記載一位

具有宗教修持與愛國情操的老報人的心聲，寫下其人道與天道合一的生命智慧與歷史建

言。同時也是自由中國在台灣早期政治發展的見證史料。1《天命之路》為涵靜老人 1973

年民國 62 年到 1983 年民國 72 年的日記，記錄著天道、人道變化的關鍵時期，更記錄

下涵靜老人復興天帝教時力排萬難、屢仆屢起的心路歷程。2《靜坐要義》是涵靜老人

                                                      
1
 涵靜老人《天聲人語》於民國 69 年八秩雙慶出版印行， 2006 再次校勘重新出版，參見前中興大學國

際政治研究所巨克毅教授 撰〈天聲人語 導讀_生命智慧及歷史意義結晶〉見《涵靜老人 天聲人語》

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7~26。 
2
 參見李子弋教授(維生先生)〈涵靜老人天命之路導讀~〉，《涵靜老人天命之路》第一冊，台北：帝教出

版社，2009 年，頁 1~99。李子弋教授(維生先生)是涵靜老人的長子，接受庭訓，親炙教誨，對父親的

身教、言教、心教體證深刻。在導讀撰文中其云：「通過『天命之路』我有一份超越時空與父親印心的

喜悅，我更肯定我的父親涵靜老人『他是人，不是神。』因為他是入世苦行的宗教家，他是天人實學

的哲學家，他是宇宙境界的當代思想家。我決定從涵靜老人的憂患生命，涵靜老人的黯淡生命，涵靜

老人的宇宙生命，來導讀涵靜老人的《天命之路》。」李子弋教授(維生先生)～天帝教第二任首席、前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現任：財團法人極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

理事長、中華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長、涵靜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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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民國 68 年開始於正宗靜坐班公開傳授靜坐修持的要領與性命雙修的法則。《宇宙

應元妙法至寶》為涵靜老人艱苦修練親身實證，傳授源自華山的昊天心法與急頓法門體

系說明十二講，突破傳統性命雙修，為教內靜參修持的寶典。 

本文首先介紹探討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的一生天命奮鬥之路宗教實踐的生命地

圖，進而以涵靜老人完成於華山時期的《清虛集》的詩文內容：依修持與悟道的涵泳，

時勢的感慨等了解其撫時觸事，悲憫興懷的行道入世的天命之路。 

本文之所以選擇華山時期的《清虛集》來體察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的宗教思想與行

道救世歷程，主要是因華山時期是其一生修持最關鍵時期：昊天心法的道脈淵源及「鎮

守西北，祈禱抗戰勝利」第一天命是從華山開始，此外其天人實學的哲學思想，與自修

自證昊天心法體系，開啟心物協調聖凡平等的《新境界》新宗教思想體系，也是完成於

此時期。更是日後在台灣復興天帝教時修持及教義宗教思想理論的發端。 

 

             二、涵靜老人的天命奮鬥歷程 

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學名鼎年，字玉階，道名極初，道號涵靜老人，祖籍江蘇省

武進縣，西元 1901 年，民國前 11 年，生於蘇州城內大石頭巷耕樂堂。民國 83 年 12 月

26 日證道於在台灣南投縣魚池鄉天帝教鐳力阿道場清虛妙境，駐世九十四歲。 

(一) 家世與求學時期 

父親德臣公悲痛先人「清官難為」的遭遇，淡泊名利，耕讀自娛，匾其居為『耕樂

堂』，期勉後世子孫勤墾方寸心田。母親劉太夫人，生於仕宦之家，父親為武舉人，自

幼即博覽經史，德臣公於三十九歲英年早逝，劉太夫人含辛茹苦，養育兄弟五人，涵靜

老人為長子。劉太夫人後皈依印光大師，長年持齋禮佛、兼修儒學道教。 

民國 2 年（1913），13 歲，涵靜老人年父親德臣公仙逝。同年，考取上海民立中學。

臨行前，劉太夫人焚香請出手抄珍本「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說：「這是你

父親的唯一遺產，你要帶在身邊，每天誦讀，一面照它的意思做人做事。」涵靜老人曾

說：「我就是受了我父親這兩本手抄本的影響，這是我開始進入三期末劫就打下一點基

礎，這個也是我父親生前替我安排的。」3 

民國 8 年（西元 1919 年），19 歲，北京「五四運動」起，上海學生群起響應，涵

靜老人被推為上海學生聯合會中國公學代表，並膺選該會總務部部長，積極參與五四愛

                                                      
3
 參見《天人學本》第五講：天命奮鬥與時代使命研究(四) 80 年 10 月 16 日講於鐳力阿道場，南投：天

帝教極院恭印本，1999 年，頁 55-59。涵靜老人對天人研究學院學員講課， 講到其先祖及父母的薰陶

教誨，特別提到《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對他一生影響很大，中學時曾將省下的零用錢印

刷感應篇與陰騭文三萬本，隨長江輪船分贈沿江各碼頭往來之旅客，廣結善緣，達三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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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運動，曾成功游說水電廠工人放棄罷工，是年加入中國國民黨。4 

(二) 上海從政與闡教西北 

民國 17 年（西元 1928 年）28 歲，涵靜老人應邀入國民政府財政部掌機要，擔任

部長宋子文先生之簡任秘書，六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北京奉財政部令，接收北京財政部

檔案，並奉命起草稅法，涵靜老人殫智竭慮，完成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第一部稅法草案。 

涵靜老人 23 歲任上海菸酒公賣局局長，開始上海從政時期，歷任財政局局長，農

工商總局局長秘書，上海特別市勞資調節委員會主委，上海的政治舞台的繁華一頁給予

他人生豐厚的歷練與考驗。此時他的道名為「三不老人」，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面對仕宦名利塵海始終保持清明高節剛正不阿的風骨。 

民國 19 年（1930）30 歲，在南京皈依天德教主蕭公昌明，蒙錫道名「極初」，從

茲以身許道，以創辦上海宗教哲學研究社為己任，也是其一生重大轉折。5 

由於涵靜老人有感於當時國事多變人心不古， 希望借助宗教力量改善頹唐人心。

因此運用黨政方面良好關係，在上海邀請大慈善家革命元老王一亭、上海市總商會會長

王曉籟等發起，籌創上海特別市宗教哲學研究社及東方精神療養院。於 22 年冬成立上

海宗教哲學研究社。使得天德教很快在京、滬建立弘教據點，其他新據點亦不斷設立。 

民國 23 年(1934 年)34 歲，夏天，涵靜老人遵天德教蕭教主之命，在上海開辦全國

開導師訓練班，徵召各省代表十五人受訓。百日功圓，十五人各領天命。涵靜老人奉命

前往西安，為大西北宏教開導師。母親劉太夫人亦不以親情牽繫，鼓勵用心修道。宋子

文部長起初斥其執著宗教，後來了解其宗教使命感，應允派任為西北鹽務特派員，駐西

安辦公，天從人願！陝西省主席劭力子是涵靜老人的好友，大力支持「精神建設大西

北」。第二年夏天，其夫人過純華帶領四子由繁華的上海舉家西遷。 

涵靜老人在西北弘教三年半期間，先後成立北平市、甘肅省宗教哲學研究社，並於

運城開建山西省道場，與其夫人率領同道以精神治療濟世救人，每日悉心施診百餘人，

活人無數，成功地宣揚廿字真言真諦，教化普渡深植人心。 

                                                      
4
 涵靜老人李玉階的相關研究資料頗多，年譜則有：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南投：帝教出版社，

2001 年）該年譜為忠於史實的學術著作，作者以史學的專業素養，蒐集大量與傳主相關史料細密考察

傳主生平及其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之情。該專書附錄(三)〈李玉階在滬史料拾遺〉附錄(四)〈李玉階參與

上海五四運動考〉可進一步了解涵靜老人五四時期的活動事蹟。涵靜老人就讀的中國公學是當時青年

仰慕嚮往的革命學府，也是其對國家民族大愛種子萌發的重要時期。另有兩岸青年碩士學位論文數篇

及海內外期刊論文研究為數頗多。 
5
 天德教為民國初年的一個道派，創教教主為蕭昌明（1892-1942），早年隨雲龍至聖歸隱於湘西深山修煉，

得道後下山於湘鄂一帶傳道，承雲龍至聖技法以濟世，主張融合儒、道、佛、耶、回五教精義，倡宗

教大同之精神，創教廿字真言以濟化世人，廿字真言為：「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

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此為天德教之基本教義亦為信眾之人生守則。目前廿字

真言為天帝教的教則及靜心靜坐的修持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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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25 年(1936 年)36 歲，8 月涵靜老人奉蕭教主手諭，與同道郭大化上太白山叩

謁師伯公雲龍至聖。雲龍至聖長聲嘆息：「明夏浩劫將興，國難臨頭！」囑咐轉告蕭教

主，歸隱安徽黃山。傳達 上帝之天命指示涵靜老人辭官，於翌年七月七日（農曆六月

一日）前，攜眷棲隱華山白雲峰下，看守西北門戶。 

十二月雙一二西安事變發生，涵靜老人囑咐西北弟子許海仙，連夜通知其長官二十

路敵前總指揮馮欽哉，切勿介入事變政爭，固守大荔等地，使中央軍得順利入潼關。並

以宗哲社及同道住宅庇護政府要員。以西北鹽務特派員身份，藉赴山西省洽購食鹽，乘

機庇送部分中央要員脫險。與其夫人於子午兩課率眾弟子誦唸皇誥，通宵祈禱「蔣委員

長轉危為安，遇難成祥」。精誠感格穹蒼，蔣委員長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脫險返回南京。 

(三) 謹遵天命 歸隱華山  

民國 26 年(1937 年) 37 歲，7 月 2 日（農曆五月二十四日），涵靜老人謹遵天命，攜

眷挈子及兒輩業師郭雄藩直上華山，暫時居住北峰後居大上方白雲峰下清虛妙境靜廬。

五日後，農曆六月一日，七七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禍開啟，應驗了雲龍至聖之「國難將興，

大劫臨頭」之預示。此後，涵靜老人一面與全家暨隨侍上山之弟子，每日清晨虔誦皇誥

祈求天佑我中華對日抗戰最後勝利，精神支援國軍，固守西北半壁河山；此時自號「涵

靜老人」，以中華民族面臨危急存亡之際，深信奉 天命上山，自有使命。 

華山八年涵靜老人此時期充分展現關心國事的願心：在華山南峰啟建「祈禱抗敵最

後勝利護國法會」超拔亡魂祈並祈禱抗戰勝利，並籌組「紅心字會」救護醫療隊，一面

搶救傷患軍民，一面施米、施衣、施藥、施棺，救濟流離同胞，以慈善愛心義行安定後

方社會。更早早晚晚於山居中為國家、為人民而哀求 上帝， 其中精誠感格，有許多不

可思議的顯著神蹟。因而軍政大員上山拜訪與皈依者絡繹於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號稱

西北王的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軍於民國 29 年 5 月 2 日登臨大上方拜訪。 

涵靜老人常於山上，以宗教上天人合一靜觀所得，每半個月集結一本《時勢預測》

將日軍在華北、長江及珠江一帶之軍情與戰略部署，提供胡宗南將軍參考。並以精神治

療救助不少國軍，胡宗南將軍曾於信函中表達感恩之意。其云「先生遊心物外，冥契玄

中，心靈與造化參通，精神合天地交感，凡承啟示，均有端倪。且先生以方外之人，久

棄塵俗，而乃惓懷國家民族，忠藎不渝，非特儕輩所難求，即古今方外史乘，亦所僅見。」

對於當時維護關中一方淨土，貢獻卓著。 

此外涵靜老人亦致力於天人文化的探索，民國 31 年冬完成《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

當時頗欲以此新教義渡化知識分子使眾人對物質的自然觀與精神的人生觀有一嶄新的

認知。 

八年來一面虔誠祈禱，一面讀書養氣，一面潛心修練，使涵靜老人天人合一的宗教

修持貫通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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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29 年(1940 年) 40 歲，二月，《清虛集》第一集問世。門弟子楊子紹時曾序云：

「吾師素不明音韻，亦不工詩賦，而清虛集內一百七十五首，或講道，或論德，或感時，

或規友，或勵門人小子，或述個人情況，堂堂之旗，正正之鼓，無不自先天流露得來。」 

同年底《清虛集》第二集問世。 

勝利前夕，崑崙諸祖與雲龍至聖對涵靜老人未來之安排，告曰：「爾另有使命，趕

快下山，準備到蓬萊仙島去。」 

 (四) 言論報國與創教辦道 

民國 35 年（1946）8 月，涵靜老人挈眷回上海，36 年五月曾邀集各大宗教領袖：

佛教太虛大師、道教張恩溥天師、回教南京區浦教長等七十餘人，發起組織「中國宗教

徒和平建國大同盟」，從事政治協商，奔走和平，呼籲國共停止爭端攜手和平建國。 

民國 38 年（1949）5 月涵靜老人全家來台，結束福台公司經營，涵靜老人身心遂

得安寧，早晚恢復祈禱靜坐。同年八月，涵靜老人公開於《全民日報》發表時勢預測，

安定人心，強調三點：（一）世運之轉變，美國將最先採取軍事援華，防守台灣。（二）

台灣前途絕對樂觀，直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始終可以確保為中國之自由樂土，世界

之桃源。（三）天命仍在 蔣公，應在中秋後重整威德，主持國政，領導戡亂復國，完成

時代使命。涵靜老人並一再說明：「這不是我個人大膽的預測，而是 天帝保留中華民族

復興基地的特別安排。」本年冬某夕，陳立夫、余井塘、洪蘭友三先生連袂詢問國家前

途，涵靜老人曰：「總統 蔣公明（39）年正月元宵如不復職，我們大家唯有跳海一途，

希望諸位趕快與吳稚暉（敬恒）、何敬之（應欽）、張岳軍（群）諸先生商量，發動勸進。」 

民國 40 年（1951）51 歲，九月，涵靜老人以在野之身，盡書生言論報國之責，依

法申請接辦台北自立晚報李家班全體出動，慘淡經營。此後十五年是他為台灣民營報業

生存與發展艱苦奮鬥的階段。 

綜觀涵靜老人舉家渡海來台之後，為其展開宗教使命第二個天命時期：「確保台灣

復興基地，團結人心，積極為復興中華民族而奮鬥」，以書生報國之悃接辦自立晚報，

為民營報業與言論自由竭盡心力，退出自立晚報後藏器待時，靜待「創教辦道」的最終

理想。 

涵靜老人於民國 67 年創辦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開始，至民國 83 年 12 月證道，

為其復興天帝教時期。民國 68 年 7 月，於宗哲社開辦中國正宗靜坐傳習第一期招收原

人，民國 69 年 12 月，承天命任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以八十歲耄耋之齡忘年、忘我，

十四年來為天帝教奠定台灣、日、美教基，帶領全教同奮教徒為傳播宇宙大道、窮究天

人文化、化解核戰毀滅浩劫、再造和平統一之中國共同奮鬥的歷程。 

涵靜老人的一生體現「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捨身承擔的的精神，令人景仰，實為一位中國百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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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思想家！6 

三、   《清虛集》是涵靜老人華山時期的修行實錄 

維生先生在《天命之路》導讀中曾說： 

我一貫地認為，《清虛集》是父親華山時期的日記。因為，父親不工詩

賦，機杼自出，撫時觸事，悲憫興懷，他以吟詠比興的形式，紀錄修道的

涵泳，時勢的感慨，師友的規勉，親情的感懷。……我則經常會吟讀《清

虛集》，期與父親印心。……過去我在《清虛集》中，常常不經意地讀到，

隱含玄機的詩句，稍一思考就會輕略的帶過，但最近五年來，在研究天人

實學的思想體系，昊天心法的心法傳承，與原始道家，丹學道家的源流關

係。我時時會深思這些奇妙的詩句，背後所蘊涵的深意。 7
 

維生先生引導我們進一步從《清虛集》去感受體悟涵靜老人天人實學的思想體系，

昊天心法的心法傳承。 

綜觀涵靜老人一生，從二十歲初習靜坐，三十歲皈依天德教門下，後於三十七歲歸

隱華山修道八年，來台後以七十八歲高齡大力倡導靜坐，又於八十歲受命天帝教首席使

者，弘揚天帝宇宙真道，直至九十四歲證道歸真，一生與「道」因緣甚深。 

其在《清虛集》〈自序〉曾云 

余于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之前五日，棄職歸隱華嶽，涵養性天，

靜研哲理。其後夷氛擾攘，抗戰軍興，國步艱難，民生塗炭，遂即挈眷同

棲，依止名山，感應道交，普發無上菩提誓願，長期祈禱，減輕劫運，拯

救蒼生，冀精誠以格天心，啟祥和而扶國脈。三年以還，畏天憫人，未遑

燕處，惟每於參禪靜觀讀書養氣之時，或於白雲深處煙霞嘯傲之間，輒覺

宇宙品類生化動靜，而無一不具道體，不為道用，是知道之無能名其名形

其形也。道誠大矣！今世人皆爭尚物質之研求，交相競逐，日趨於險峻，

以致演成今日世界空前之悲劇。欲施以正本清源之計，必先糾正人心，方

可感召天和，此余之所以有感而吟，隨機流露，或言詞沉痛直指人心，或

語意委婉暗針世態，或論道而言修，或談玄而寓意，惟願門下諸子，得以

聆音覺悟，或使迷津眾生，亦將聞聲知儆。其於詞章，未嘗雕琢，今者郭

子雄藩、李子旭如，彙萃整理，  

集有一百七十五首，而陝社諸弟子等亦群請付梓，以公同好。自維學

識膚淺，未窺道妙，未見性真，尚望前輩有道海內哲人，賜以匡正，實為

                                                      
6 有關涵靜老人生平事蹟可以參閱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襃揚令集．續編六：李玉階先生小傳》，台北：國史館，2000 年；天帝教極院教史委員會編，《天帝教簡史》，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8

月再版
。 

7
 《導讀《涵靜老人天命之路》》，頁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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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幸。爰綴數語於簡端，以申微意云爾。   

民國二十九年元月之望涵靜老人序於華山大上方白雲峰下  

《清虛集》第一集有一七五首詩，第二集有八十五首詩，總共二百六十首詩。第一

首〈歸隱華山〉則是涵靜老人自己說出第一天命的開始，歸隱華山時只有三十七歲，先

前自稱「三不老人」不用，自此改稱「涵靜老人」直到證道。涵靜為「涵養性天，靜研

哲理」表明其超越的宗教情懷，其發願祈禱「精誠以格天心，啟祥和而扶國脈」，流露

其憂國悲時的入世關懷。 

《清虛集》中亦展現涵靜老人放下看破世俗名利轉向體道悟真的生命歷程，其於參

禪靜觀讀書養氣之際，感受天地萬物無一不具道體，只因沉迷物慾而釀成今日世界空前

悲劇，體悟必先糾正人心，方可感召天和。所以他極力推展廿字真言的教化，作為修道

的重要基石，煉心修持，正己化人，方為入道。廿字真言為：「忠、恕、廉、明、德，

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他個人拳拳服膺

「忠」「孝」二字，有〈分詠廿字真言〉 二十首，吟詠之際更能體悟其對廿字真言的修

持闡釋。茲以〈詠忠〉〈詠孝〉為例： 

〈詠忠〉（ 10 頁）  

盡己為忠無貳心，代人擘畫罄丹忱。  

此心耿耿常無疚，世事浮雲孤月明。  

〈詠孝〉（ 14 頁）  

菽水承歡貴及時，婉容顏色莫相違。  

萬鍾祿養方言孝，游子常懷風木悲。  

秋霜春露祭蒸嘗，夏凊東溫奉高堂。  

一點敬心常繫念，自然頂上放毫光。  

涵靜老人曾說他在華山度人化人都是以廿字真言，面對軍政大員上山到大上方訪道

皈依也是傳授此廿字真言煉心修持。 

〈詠紅心〉（ 18 頁）  

一朵紅蓮不染塵，丹丹炯炯是初心。  

而今要復本來性，刻刻莫忘念字箴。  

〈持行念字修心養性〉 (4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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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無私度世人，  心猿收盡叩天真。  

光明念字復初性，  寂滅萬緣朝至尊。  

〈詠紅心〉這首詩是原心的註解，煉心功夫落在廿字眞言中，以紅心做為初心、原

心的來源，這是涵靜老人度人修持的第一步。念字真諦能回復元初本心，清心寡慾產靈

芽，有謂「法門不二惟誠正，我與如來本一家」。 

涵靜老人事母至孝，嘗云其一生致力於窮究天人之學，得之於先母劉太夫人之啟

發，潛居華岳之時復蒙上帝昭示，創訂「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民國二十四年闡教西

北母親圓寂未能陪侍在側，抱恨終天，感嘆忠孝不能兩全！在《清虛集》中有〈因闡教

西北時傷母有感〉七絕二首以誌其事。 

余於民國廿二年在滬刱社宏道，親友即有議其非者。迨奉命闡教西北

移足陝西，離母遠行，鄉友親戚更嘖有煩言。及至廿四年秋，母病不能侍

床，圓寂未及在側，此一節含冤在腹，抱恨終天，至今思之不勝歎惋，因

有感而賦此。噫！忠孝難以兩全，只求無愧於心而已。  

〈因闡教西北時傷母有感〉  

其一  

忠孝難全千古冤，  聽天安排有何言：   

有朝結了無花果，  毀譽是非任人論。   

先慈長齋禮佛，窮究經典垂二十年，乙亥秋往生佛土，奉  西天佛祖錫

封為清淨地菩薩，永證極樂。嗣於百日臨光說法，垂演明心哲學精華一書，

傳家壽世，實為立身行道、明心見性之寶筏也。  

其二  

往生清淨解宿冤，  遍地蓮花演法言；   

一卷明心傳後世，  外王內聖細推論。   

「明心哲學精華」ㄧ書，為涵靜老人先母劉太夫人窮畢生心血之遺著。原書分為「立

志」、「涵養」、「省察」、「致知」、「力行」、「性命」、「論道」七篇，純係闡述易理與大學

中庸之道真諦，勉人立身明道之哲理，內聖外王之寶筏。幸承崑崙山惸聾道人於民國二

十四年歲次乙亥年十二月十六日子刻在長安光殿侍筆傳播人間。涵靜老人敬謹熟讀精研，

勉力奉行，珍而藏之以。 

涵靜老人為《明心哲學精華》出版時所撰跋文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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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常自省曰：當青年負笈滬濱就學時，先慈授于先嚴遺抄《太上感應

篇》及《文昌帝君陰騭文》，及規範余以慎獨、謹行之勸。及長於晨昏請安

之時，復不斷戒勉嚴義利之辡，與涵養省察之教，以藩籬馳騖飛揚之心。

當以身許道，西行闡道之時，先慈庭訓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正

心誠意，養天地之正氣」為誨銘。因之，於於二十六年歸隱華山時，自署

為涵靜老人也。  

涵靜老人上華山正值壯年僅三十七歲，自署為「涵靜老人」，實深受其先母之誨教

永銘不忘。 

涵靜老人服膺「忠」「孝」二字，體現在事母至孝與為國盡忠，華山八年坐鎮西北

祈禱抗戰勝利 默默奉獻奉行天命做了許多不為世人所知的大事！ 

四、《清虛集》紀錄昊天心法的修持歷程8 

《清虛集》第一、第二集是涵靜老人於 1937 年挈眷歸隱華山，誓願長期祈禱抗戰

勝利、化減浩劫、拯救蒼生，至 1940 年，於三年之間悲天憫人，憂國傷時，參研天人

合一的詩詞。也是讓我們能契入一代宗師昊天心法9與救劫悲願的重要文集。10 

涵靜老人曾說：「在我二十歲左右開始學習靜坐，正在摸索階段，幸蒙蕭師引進入

門，一門深入，直到潛隱華山白雲峰下，親承雲龍至聖崑崙祖師們及天人親和時得自金

仙們流露的證言，對我功夫的求證啟發，得益良多」11 

天帝教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曾以具體資料詳加闡述涵靜老人在華山時期摸索

天人合一，從有為法到無為法的昊天心法之心路歷程並歸納出三點結論： 

第一、涵靜老人學習靜坐的啟蒙是蕭公昌明。 

第二、涵靜老人修道源頭來自道家的修持方法。 

第三、涵靜老人自然無為心法是得到雲龍至聖「自然」的啟示 

涵靜老人二十幾歲開始學習靜坐是由「因是子靜坐法」開始，身體的宿疾及千度近

視等問題，在向天德教蕭教主學靜坐一年半後，會天旋地轉的病痊癒，二年之後，千度

近視眼鏡可以拿下，生理上獲得了實際的驗證，涵靜老人更加信心不惑向天人合一境界

邁進。 

                                                      
8
 參見維生先生，〈從《清虛集》看師尊天人合一的進階〉，天帝教教訊雜誌第 139 期。  

9 昊天心法：為天帝教靜坐修持的重要法門，突破傳統道家「性命雙修」，秉持「自然無

為」修持法則，將廿字真言溶入生活，煉心發願救劫。  
10

 《涵靜老人清虛集》增訂出版前言云：《清虛集》第一、第二集共二百六十首詩詞，

今又將其散落於各文獻中的之詩作八十六首，彙集成為〈清虛集補遺〉，合輯成冊。

是為世人修養心性之導師，末世之警鐘，以收振聾發聵之警效」，帝教出版社  2006 年。 
11 參見《正宗靜坐基本教材》靜坐須知第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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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在華山勤讀《道藏》以閱讀丹經來求證自己的摸索經驗，其受《鍾呂傳道

錄》的影響非常大。例如：「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觀念就是來自《鍾呂傳道錄》。以下摘

錄維生先生從《清虛集》詩作帶領我們了解涵靜老人從有為法到無為法的修證歷程： 

（一）煉心與道法自然 

《清虛集》中我們最先接觸到有關修持方面的詩，當為： 

〈原心〉（ 19 頁）  

無極初開天，光明遍大千。心常如止水，清靜悟真詮。  

這首詩是涵靜老人在《清虛集》修持的第一首詩，詩裡有涵靜老人受到呂祖影響，

修持境界煉心功夫只在「清靜」二字。 

〈刮垢磨光〉（ 23 頁）  

堪嘆世緣多折磨，磨而又鍊降妖魔。  

魔王歸位天心定，定奠乾坤年不多。  

苦海茫茫是折磨，磨光塵垢清心魔。  

魔來魔去自性定，定業消磨般若多。  

刮垢磨光，顧名思義是煉心功夫，這首詩已經從原心談到斬情魔、降心魔！ 

〈道法自然〉（ 24 頁）  

白雲出岫初無心，奧妙天機任爾尋。  

識得個中真趣味，方知萬象涵古今。  

基本上還在談心，在這階段正在思考與揣摩雲龍至聖兩指開示的「自然」意境，想

把心落入自然。 

對心的境界有了突破，從「刮垢磨光」到「道法自然」，已轉到從自然著手，但表

示涵靜老人嘗試用自然去煉心，還是以有為法著手。12  

（二）從初心到明心 

涵靜老人從煉心走入「悟」的境界心性的轉變，此首〈明心賦〉可以體察此轉變。

其云： 

〈明心賦〉（ 48 頁）  

                                                      
12

 參見維生先生，〈從《清虛集》看師尊天人合一的進階〉，教訊雜誌 1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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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容易守道難  

修道，修身明道也。容易，不難之意。守道難，守道之徵知微至妙，

能知道之微，則道之妙處，亦可隨而得，惟修身之士要知微至妙最是難事，

故言守道難矣。  

難過此身付蒲團  

此身為未修之身。蒲團乃先天無極也。以未修之身置於無極之中，自

然能復真我之身，雖道難守亦可知微入妙矣。  

蒲團坐破還是我  

蒲團釋義詳上。坐破言識透無極之妙。還是我此我即真我。言既識透

無極妙處，即由假我而還真我，故言還是我也。  

是我休作如是觀  

是我即真我，在還真我之後，仍當勤修苦煉，弗作真我如是觀，即真

我之意，此乃明心正訣，修道之士幸勿忽緒。  

這首詩從初心到明心，這是第一階段煉心的總結，尤其一再在註解中提出「真我」

與「未修之身」，到此涵靜老人從明心轉到抱元、從煉心轉到守一的新開始。 

〈心性時勤煉〉              （ 65 頁）  

無上菩提正法輪，須知古鏡淬磨新。  

明心見性非難事，祇要工夫下得真。  

事實上，從這首詩的境界已經透發出涵靜老人他由「定」的體悟，轉到對「靜」體

悟，所以涵靜老人說「明心見性非難事，只要功夫下得真」這句話是來自呂祖「莫言大

道很難得，只是功夫不到頭」，這是涵靜老人修持最大關鍵，從這裡也了解涵靜老人修

持功夫是一步一步落實而得。 

〈清淨偈〉（ 95 頁）  

清淨無為法，消除三毒攻。六根隨我淨，四相化歸空。還我真自在，

菩提皆具心。  

無聲香味觸，舍利不侵塵。光明常朗朗，凝結圓陀陀。明月清風舞，

乘鳧入大羅。  

佛王開普渡，願眾超恆河。謹守三無法，同歸極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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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是《清虛集》第一集最後的一首詩，是涵靜老人告別有為法的總結，從定、

靜到無，進入空無、虛無，維生先生指出涵靜老人受陳摶的影響很深，《清虛集》中處

處有陳摶的影子，譬如「凡心死道心生」即是。陳摶說：「為學勿求心活，為道務求心

死，心死則神活，心活則神死」。 

 

（三）昊天心法 形神俱妙 

當我們再讀《清虛集》第二集時，顯然地發現整個風格都變了，涵靜老人內心的境

界已從嚴肅地面對修道，走進了真如，真情流露的道心與道機。 

〈繼往開來〉（ 103 頁）  

本來自性常清靜，靜養清靈藏本真。  

真實不虛一元始，元始自然宇宙明。  

涵靜老人已由入靜透現了「一靈常照」的真實、自然開朗的境界。 

〈最上一乘〉（ 104 頁）  

炁氣絪縕化有形，形神俱妙自朝真。  

真靈溫養觀自在，自在宮中般若深。  

涵靜老人在此處提出在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的「精神之鍛鍊」裡的「炁氣絪縕」

及「形神俱妙」、「真靈溫養」等自然無為的空靈境界。 

〈待詔飛昇〉（ 109 頁）  

潛養黃庭守玄珠，擒拿龍虎耀太虛。  

調和水火大丹濟，駕鶴乘雲上帝都。  

前幾首詩都是涵靜老人敘述修持的真情流露。但對「待詔飛昇」維生先生則做了寶

貴的補充說明：涵靜老人在民國 29 年正月，海底長了一粒約米粒大小的透明物，這珠

亦就是涵靜老人所謂的「海底丹」。涵靜老人曾經寫過一篇「產丹記」，記述這段事實，

這首「待詔飛昇」就是涵靜老人產丹記內的。 

〈莊嚴淨土〉  （ 114 頁）  

良田不種種心田，常種心田樂自然。  

能有返無皆覺處，空來空去個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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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自然無為心法至此完全形成，由此詩可以了解涵靜老人已經落實雲龍至聖

的「自然」，呂祖有一首詩：「我家勤種我家田，內有靈苗活萬年。」和涵靜老人「莊嚴

淨土」的意境相似，所以維生先生認為這首詩是自然無為的起源，接下來「頌渡師純陽

祖師」和「莊嚴淨土」是連在一起，有其歷史背景因素。13 

〈還我本來〉（ 145 頁）  

本來無一物，正氣用功夫。面壁功成就，自然見故吾。  

此首詩作涵靜老人透露自然無為心法已經純熟，也代表昊天無為心法開始落實。陳

摶有詩：「生死自我通，天地自我造，我命自我立，世間自我超。」維生先生認為涵靜

老人此時期已開悟，體悟「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隨。 

涵靜老人在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的〈精神之鍛鍊〉裡將個人數十年之實地經驗與

個中真相略為闡發，此為涵靜老人在華山末期修練的手稿，涵靜老人清楚敘述自身靜坐

修持體驗，經歷：一 初學基本智識：清心寡慾刮垢磨光的煉心，達到無人無我，順應

自然以和天體。二為氣胎：是煉精化氣時期 氣炁相融抱合激盪。三為電胎，是煉氣化

神時期，心意純一，靜極生動，炁氣絪縕，自無化有。惟此箇中密奧，不可以言語形容，

必須躬親體驗，自覺自悟。四為炁胎(聖胎)：是煉神還虛時期即道家的「陽神出胎」此

乃鐳之威力亦為物質而返自然之妙用，涵靜老人即有凝結海底丹的經驗。五為鐳胎：「鐳

胎」此為新觀念，是涵靜老人於 71 年在埔里清虛妙境清明宮百日閉關修練鐳炁真身時

新加入的，鐳炁真身大法是轉劫之大法，目的在御心救劫。 

從〈精神之鍛鍊〉裡的修行實證經驗，對照《清虛集》中涵靜老人生命經驗的直接

文字，可進一步參證其靜坐修煉天人合一的真實歷程。 

 

五、《清虛集》中有關第一天命的奮鬥記實 

民國 26 年 7 月 2 日（農曆五月二十四日），涵靜老人謹遵天命，攜眷挈子直上華山，

暫時居住北峰。五日後，農曆六月一日，七七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禍開啟，應驗了雲龍至聖

之「國難將興，大劫臨頭」之預示。此後，涵靜老人一面與全家暨隨侍上山之弟子，每日

清晨虔誦皇誥祈求天佑我中華對日抗戰最後勝利；一面參禪靜觀，讀書養氣，精神支援國

軍，固守西北半壁河山。 

                                                      
13

 請參見《清虛集》，〈頌渡師純陽祖師〉〈莊嚴淨土〉 頁 114，涵靜老人稱呂祖為度師，

感恩呂祖傳授金液大還工夫以及大學中庸心法。另外可參見梁淑芳著《天帝教性命雙

修道脈傳承之研究─論呂純陽祖師與涵靜老人之關係》該專著有詳實精闢的闡述非常

值得參研，帝教出版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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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抗戰開始，氣運進入行劫時期，所以「急頓法門」與「行劫」有了連帶關係，

涵靜老人說：「我亦已謹遵天命歸隱華山，於是上天安排我修鍊急頓法門，成就無形封

靈，為挽救三期末劫而作準備。」14涵靜老人曾憶述說： 

在對日抗戰後，中央自南京遷都四川重慶為全國中心，一邊為大西南

（雲南、貴州、到四川重慶），一邊為大西北（從潼關開始到新疆），我奉

天諭坐鎮華山，胡宗南將軍看守西北門戶潼關，我曾贈他一首詩：「可憐三

晉劫黎多，劫去劫來可奈何，且坐山頭舵把穩，笑他不敢渡黃河」，我赤手

空拳有何把握？不過是奉上天之命，精神支援，鼓舞士氣，另一首：「早奉

天公賜合同，一方淨土留關中，十方三界齊擁護，豐鎬重開太平風！」因

為我知道三界十方均在守護關中，直到抗戰結束，日軍始終不能渡過黃河，

當時西北門戶如看不住，整個抗戰局面就不堪設想 15。  

天帝教的法華上乘「昊天心法」亦即救劫急頓法門。涵靜老人於華山八年期間，透

過昊天心法的修練，成就了三十四位封靈16。這些封靈的修練係由涵靜老人之救劫悲願，

配合正氣修持及靜坐的精氣神所鍛鍊修成的。是涵靜老人毀家創教，敬畏天命，虔誠祈

禱，潛心修持與完成天人實學受無形肯定的成果。因此昊天心法的時代意義，主要為挽

救三期末劫，此與涵靜老人的三大天命及兩大時代使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涵靜老人回憶說：「回想當年我完成第一天命，最重要的關鍵時刻就在大上方清虛

妙境這段時間…….我坐鎮華山大上方、精神上與中央政府貫通……當年是確保關中一方

淨土……最大的不可思議是我上華山八年來， 黃河冬天不結冰，這真是天意！」17 

《清虛集》中有不少關於第一天命的詩作，讀之者若能「聆音覺悟」細細吟讀定能

深切感受： 涵靜老人在烽火戰亂中憂國悲時，至誠祈禱承擔天命的宏大悲願。 

（一） 我本悲時非遁世 天心早許白雲留 

〈歸隱華山〉   民廿六年七月二日  

悠悠華嶽幾經秋，國脈同傳亙古休，  

                                                      
14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30-31，帝教出版社。涵靜老人說明昊天心法是

因應挽救三期末劫而傳世。  
15

 黃敏思  摘錄，〈師尊憶述上華山的因緣〉，摘自涵靜老人 70 年 8 月 8 日 9 日的精神講

話，《天帝教教訊》第 57 期。  
16

 詳見〈涵靜老人靈冊─封靈類〉，《清靜資糧編要》，頁 9，天帝教極院， 1988 年，涵

靜老人蒙受   上帝敕封天爵共四十位封靈，上華山前已有四位封靈，華山時代第一位

封靈是「維法佛王」以次自第六位「崇仁大帝」起到第三十八位「天人教主」，天人

教主是封靈序位中最為尊榮的封靈。有關涵靜老人封靈的探討，請參見維生先生，《天

命之路》導讀，頁 26-28。  
17

 涵靜老人講，《天人學本》，第 55 講，〈我的天命（十四）──大上方時期與胡宗南將

軍交往過程及教義成書談到華山立碑〉，頁 655-660，天帝教極院恭印，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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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黃河環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  

風雲變幻誰先覺，烽燧將傳獨隱憂，  

我本悲時非遯世，天心早許白雲留。  

此詩初出，其藏有隱語，郭子雄藩求示，涵靜老人喟然嘆息良久未語，

後五日為蘆溝橋事變發生，詩意乃明。  

七七事變爆發前五日 涵靜老人即感懷寫出此詩，表明歸隱華山的心志也預言日軍

進犯的隱憂。 

〈三期劫運開始〉    民廿六年七月七日  

可憐劫運肇中原，慘淡河山天地昏。  

忍看蒼生罹水火，有無妙法得生存。  

〈祈禱有感〉  

雲台接天起，杳冥通玉宸。  

願願重申奏，心心印帝心。  

〈傷時  〉         辛丑七月廿五日  

瀰漫戰雲籠大千，殺機疊起戾沖天。  

四方八面多遭難，總了孽因不再延。  

氣數如斯無法延，生靈塗炭最堪憐。  

但求運會早回轉，換斗移星掃狼煙。 18
 

〈祈禱有感〉一詩是涵靜老人初上華山住北峰雲台峰行館所作，感受到涵靜老人心

心願願虔誠祈禱，至誠上感帝心。行劫開始 戰火連天，蒼黎受苦，涵靜老人〈三期劫

運開始〉〈傷時〉等兩首表達對國事的憂心，對蒼生的悲憫的宗教情懷。 

（二）夕惕朝乾來乞禱 回天轉運表精忠 

民國 27 年春天，日軍佔領山西、河南兩省交界黃河渡口風陵渡，砲轟潼關，河防

危殆，人心惶惶。同年夏間某日，潼關鐵橋被日軍炮毀，河南信陽羅山一帶軍情吃緊，

胡宗南將軍麾下第一軍奉命增援，軍車無法通過。隴海鐵路軍運指揮官周嘯潮將軍束手

無策，命令華陰車站司令張仲英及警務段長王儉持函上山，懇請設法。涵靜老人於靜坐

                                                      
18

 請參見《清虛集》，〈三期劫運開始〉〈傷時〉頁 4；〈祈禱有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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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後，大膽回覆：「三天之內天將降濃霧以助，囑於明晚準備搶修工程車，三十六小

時內可望修竣通車。」當夜亥時，獨在北峰藏經樓面對潼關靜坐，子時，雲龍至聖、性

空祖師降臨慰勉。立見滿天雲霧。第二天一早，隴海鐵路警務總段長全嶽青奉命派王儉

持函上山道謝，並謂：「昨晚天降大霧，對岸敵砲失去目標，工程如期搶修竣工，軍車

全部東行增援。」精誠感格天心，留下此一美談。 

以下兩首詩作就是當時涵靜老人鼓勵山下國軍將領，穩定眾人惶恐之心，語帶天機

肯定關中已得三界十方的護持定能化險為夷。19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  

可憐三晉劫黎多，劫去劫來可奈何；  

且坐山頭舵把穩，笑他不敢渡黃河。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早奉天公賜合同，一方淨土留關中，  

十方三界齊擁護，豐鎬重開太平風！  
20

 

民國 26 年 7 月，發起啟建「長期祈禱普利幽冥功德法會」及「陰陽兩利減劫法會」，

並籌組「紅心字會」救護醫療隊，一面搶救傷患軍民，一面施米、施衣、施藥、施棺，

救濟流離同胞，以慈善愛心義行安定後方社會。27 年農曆九月初一，在華山南峰發起啟

建「祈禱抗敵最後勝利護國法會」九晝夜，開華山未有之盛會 

涵靜老人在《清虛集》中記錄在 27 年潼關危機過後，是年農曆九月華山法會當時

的盛況，其云： 

夏曆戊寅年九月初一日在華山南峰發起「華山祈禱抗敵最後勝利護國

法會」九旦夕，同時蒙崑崙諸祖焚香九日，感天和。當時官方、軍方暨各

教領袖等六十九人，共同贊許發願，同時超度抗敵忠勇陣亡將士及各地被

難民眾，每日由陜西省宗教哲學研究社社員及佛、道兩教各設壇場、分班

誦經祈禱，法會莊嚴，開華山空前之盛會 21
 

                                                      
19

 涵靜老人弟子郭雄藩曾記下當時的危急人心惶惶的景況與涵靜老人的穩定人心的定

見：戊寅二年初，潼關緊急砲聲不絕於耳，火焰衝耀於天，大有朝不保夕之感，人心

惶恐手足無措。師顧余曰：「子亦心有不定呼？」余曰：「寇深矣！可若何？」師隨出

所吟「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覽之雖心有所主，而半信半疑，後果化險為夷，始

終無恙。不惟於增加淨信，知者皆目以為神。嗣後對於未來藉詩預言，層見疊出，其

隻字發洩精微全由先天之靈機。請參見《清虛集》郭為藩序，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

年，頁 12  
20《清虛集》〈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頁 46-47。  
21

 請參見《清虛集》〈華山祈禱抗敵最後勝利護國法會〉，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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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並寫下三首七絕詩以誌盛典： 

〈華山祈禱抗敵最後勝利護國法會〉     

其一：赤忱護國來祈禱，天柱地靈接九霄；  

幸遇循環數運轉，星移斗換在今朝。  

其二：聯盟三教普門開，萬聖降臨西嶽來；  

朝野精誠同感格，運延漢祚天心回。  

其三：勝會龍華正九霄，奇逢陽薦又陰超：  

發回本性蓮京去，晉爵受封在凌霄  

民國 28 年六月九日（農曆四月二日），大上方石廬落成，涵靜老人舉家從北峰遷居

白雲峰下，長期祈禱。 

涵靜老人在對天人研究學院學員精神講話〈天命奮鬥與時代使命〉曾說：想當年上

華山我們全家長期祈禱主要就是誦皇誥啊！所以我一再告訴大家 「誦皇誥是從華山開

始」，主要的目的就是求 上帝保佑我們中華民國抗戰最後勝利…..當時我們度人化人是靠

二十個字即廿字真言。22 

於白雲峰下清虛妙境勤參子午，雲龍至聖偕同崑崙各山高隱祖師時從白雲深處而

降，聖凡往來，和光同塵，興來彈古調，高伴洪崖笑，上下古今無所不談。 

〈移隱大上方白雲峰下玉皇洞前〉  

 移來眷屬白雲間  ，濟濟仙輿金闕前 .，  

 太極圖開懸一幅  ，應元再下大羅天；  

 上方寂靜近玄穹  ，暮鼓高懸擊警鐘，  

夕惕朝乾來乞禱  ，回天轉運表精忠。 23
 

以上即為涵靜老人移居大上方所作詩作，「濟濟仙輿金闕前」「應元再下大羅天」

雲龍至聖同崑崙諸上真三界十方齊心護持救劫，也是呼應 涵靜老人所說：我的天命是

從我在華山時代二十八年從北峰雲台峰行館搬到大上方清虛妙境開始，也是我完成第一

天命的重要關鍵。 

（三） 華麓識英雄 天人一貫通 

                                                      
22

 《天人學本》，第三十七講，〈精神講話（七）──天命奮鬥與時代使命〉，頁 473。  
23

 請參見《清虛集》〈移隱大上方白雲峰下玉皇洞前〉，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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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28 年 10 月，涵靜老人與西北王胡宗南將軍初會於華麓玉泉院，風雲齊來，燈下

傾談訂交，此後胡將軍即派副官常駐玉泉院，經常與涵靜老人保持聯絡，約每隔半個月

一次，提供無形靜觀所得，日軍在華北、長江及珠江一帶軍事動態與戰略部署，由其轉

達中央參考。涵靜老人有詩二首記下與胡宗南將軍訂交之殊勝情誼，其詩云： 

〈初會胡忠南將軍於華麓玉泉院，風雲齊來燈下傾談有感〉己卯十月

三十  

其一：靜裡乾坤會風雲，玄機奧妙初談君，  

個中求得真消息，戡亂扶危許將軍。  

其二：華麓識英雄，天人一貫通，  

憂時心共苦，救世願齊洪：  

重寄關中鎮，神奇嶺上工，  

時來風送曉，靖寇定元戎。 24
 

胡將軍於民國 29 年 2 月，曾覆函給涵靜老人所提供情報「大致應驗」，其內容謂： 

先生游心物外，冥契玄中，心靈與造化參通，精神合天地交感，凡所

啟示，均有端倪，且先生以方外之人，久棄塵俗，而乃惓懷國家民族，忠

盡不渝，非特儕輩所難求，即古今方外史乘中，亦所僅見，宗南與先生道

雖不同，情無二致，每瞻華嶽，輒令神馳 25
 

涵靜老人回憶說：回想當年我完成第一天命，最重要的關鍵時刻就在大上方清虛妙

境這段時間，並說我奉天命坐鎮華山，精神上支持胡宗南將軍 ，提供無形情報，「這是

我在華山對國家人事上最大的貢獻。」26 

 

五、結語 

法國遠東中心研究員宗樹人（David Palmer）教授，2006 年六月，宗教授於哈佛大

學「在永生與當代之間：道教及其於廿世紀的再造」研討會中，發表了題目為〈道與國：

                                                      
24

 請參見《清虛集》〈初會胡忠南將軍於華麓玉泉院，風雲齊來燈下傾談有感〉，頁 87。 
25

 胡宗南將軍覆涵靜老人書信，請參見《天聲人語》，頁 32-33。  
26

 《天人學本》，第五十五講，〈我的天命（十四）──大上方時期與胡宗南將軍交往過

程及教義成書談到華山立碑〉，，頁 65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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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階對華山道教的再造〉【Tao and Nation:Li Yujie(1901-1995)’s Reinvention of Huashan 

Taoism】的論文。27 

宗教授的為文順序，依次探討了天德與天帝的名稱、蕭昌明與天德教、李玉階遇見

蕭昌明、李玉階在西北、李玉階在華山、李玉階在蓬萊仙島及李創辦天帝教等數個部分。

大體說來，他是先以回顧 李玉階一生的方式，再於結論處說明其問題意識的核心。基

本上，在以上的論述中，他相當側重於涵靜老人李玉階在華山經驗的介紹，以這個階段

為日後天帝教形成的關鍵。 

宗教授在介紹他的文章宗旨，行文最後總結時說：「李玉階的一生，為廿世紀海峽

兩岸道教與知識趨勢、政治、救贖團體及宗教復興間的聯繫，提供了迷人的亮點。」 

感佩一位外國學人對涵靜老人的一生重大經歷的宏觀視野，宗教授也注意到華山經

驗對涵靜老人的重要影響。 

涵靜老人在華山時期的詩作《清虛集》流露出其悲天憫人，憂國傷時、承擔天命的

悲願與胸懷，另一方面也呈現其在華山時期，摸索天人合一，參悟機妙、傳承昊天心法

道脈，從有為法到無為法的心路歷程。 

當我們參訪位於南投魚池鄉天帝教鐳力阿道場，看到牌樓上涵靜老人親題：「清虛

妙境」，在「黃庭」追思之際，是否也能遙想華山道脈及華山道家人文精華在此延續，

緬懷涵靜老人華山精神，與涵靜老人相遇！ 

你們看到我「清虛妙境」我住的房間，上面有三個字，一塊牌子三個

什麼字啊？（答：無為居）我天天在這個亭子裡，坐在這個亭子，什麼亭

子啊？（答：自然亭）這個是不是就是自然無為啊，「清虛妙境」就代表「自

然無為」，我就是代表「自然無為」啊。 28
 

涵靜老人由艱苦磨難到悟道、行道、證道的超越的生命歷程「獨立人天上，常存宇

宙中」的典範，將是永遠受後世紀念與景仰的大宗教家！ 

 

 

                                                      
27

 請參見劉文星：評介宗樹人〈道與國：李玉階對華山道教的再造〉一文，發表於第六

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紀念涵靜老人證道十三週年，南投  ， 2008 頁 156~181，

全文請參見天帝教網站〈資料中心〉下載 http : / / t ienti . info /datacenter /docs.php
 

28
 參見《天人學本》，第五十二講，〈生活修道救劫弘教〉本師世尊講授口語，頁 617。

《天人學本》卷首〈說明〉云：「天人學本全冊文字均保留本師世尊講授時之口語，

保持著本師世尊天真流露的風範。本師世尊隨機示教，特別對天人之學的啟發、昊天

心法的修行各方面，均有苦心孤詣的教導，咸信實為探究天人之學彌足珍貴的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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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從涵靜老人天人合一談心物一元二用 
 

蔡哲夫（光思） 

天人合一院 

   

摘  要 

涵靜老人乃是一代大宗師，修道功夫是現代的佼佼者，一生注重修持，堅定宗教信

仰，但強調信仰必須建立在哲學的邏輯和科學的驗證上，那才是真正的正信宗教。 

師尊說，所以中國思想一直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這個境界是一個怎樣的境界，

幾千年前來，甚至更早以前已經人類在天人之間已經施行，或行或斷，或有或無，或通

或滯，人類至今幾乎無在秒間尋覓天人間的任何相關之連繫，而天畢竟是寬廣無垠的，

如何在浩大無際中找到着力的互動，那就是涵靜老人一生都在實驗的學問，因此，可謂

生命的長活歷史是生命實學的過程記憶；而生命實學更是生命學問與自然界人事物生命

鏈的一種連結，生命實學是自然精神的實學生命，實學生命亦是超越自然的生命實學，

而其所依據的學理應是在本師世尊從天人合一的境界中以心物一元二用作為萬物萬性，

萬眾萬靈歸一的礎石。 

 

 

 

關鍵字：涵靜老人、天人合一、一元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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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涵靜老人天人合一談心物一元二用 

 

蔡哲夫（光思） 

 

一、 前言 

本師世尊涵靜老人一生窮究天人文化、宗教哲學、科學驗證之宇宙大道的貫通與親

身的實際體驗，從此以利於天人文化貫通人本之人道，再將煅煉後的人心善良本質來圓

融於天道。 

因此，師尊說：「我國古代道家了解天為大天，人為小天，天有三百六十五度數，

人有三百六十五骨節，天有四時八節，人有四體八脈，天有週天，人有氣向循環即是週

天一轉等等自然之道，人身能運用自然與物質相配化合之理，經過精神肉體煅煉的過程

，終必超脫物理世界的束縛，氣化而形神俱妙長生不死，進入天人合一的永恆精神境界

。」1 

在精神肉體煅煉中，人心必須改變成眾善奉行的良知心智，却除莫作之諸惡，此惡

乃包含了自身之作做行為之惡及心靈意識邪曲之惡。師尊教誨我們必須天道人道合德又

合一。他說：「我們的信念，在於追求真理，宣揚宗教，期求人類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

活相結合中，使人類在物質生活上，脫出縱慾玩物暴亂與恐佈的末日。使人類在精神上，

以人類的智慧，在最高的形而上領域中，與多度空間的超人類智慧的境界合一。」2這樣

的境界不但要與時俱進，與現代科學技術同步，更要超越人類智慧的時空，將上帝的宇

宙大道，廿字人生守則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把人心淨化，創造人間淨土，這才是真正

天帝教哲學與神學探尋科學的依據。更為科學培養真正能為人類造福的實質精神，也才

能以科學的運化而增進人類生活的幸福，而不是世界末日的恐懼。就如現今的社會環境、

自然氣候、人心欲望等天天在變，甚至變得成為異常現象，致使人心也異化，產生各種

環境的毒化，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生活。師尊提出易繫辭所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類今日的整體末劫大患，其解決之道，「惟有共同開放共

生共存共進化的大門。」3此大門正處於中土，師尊說：「為中國立心，為同胞立命，為

文化繼絕學，為世界開太平。」惟有在這神聖的目標下，全人類共同發出心力，才能挽

救此世變災劫狂瀾。」4
 

 

二、 涵靜老人 

                                                      
1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民國 77 年 12 月初版，頁 67。 

2
同註 1。頁 146 

3
同註 1。頁 154 

4
同註 1。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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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天帝教同奮尊稱為首任首席使者，道蘊先天，倒裝下凡，救

贖蒼黎之劫。駐世九十四載（公元 1901~1994 年）以身許道，西北闡教，華山潛修，傳

佈宇宙大道於台灣蓬萊仙島，以出世之心，行入世救劫、救人、救世之道。一生歷經人

道、天道之磨煉與考驗，始終保持清明高潔道心，秉持剛正不阿之真性。旋於公元 1980

年．民國 69 年 12 月 21 日在台灣復興先天天帝教。12 月 27 日 

天帝詔派為「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並頒佈詔命。由李特首相降示曰： 

奉宇宙大主宰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御旨頒佈詔命： 

晉封道統第五十五代天人教主凡間教主李卿極初為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傳

佈宇宙大道，窮究天人文化；化解核戰毀滅劫，再造和平統一之中國；力行三種奮鬥，

促進三期大同；奠人間之教基，作宇宙之先鋒；曉知三界十方，一體秉諭遵行。5這是本

師世尊承接了第三天命。但，本師世尊在民國 80 年 11 月 6 日在鐳力阿道場天人接了第

三天命接了第三天命。但，本師世尊在民國 80 年 11 月 6 日在鐳力阿道場天人研究總院

對天人修道學院的學員說道：「現在是叫涵靜老人，在涵靜老人我的道名以前，我叫三

不老人，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過去上華山以前我的道名就叫

三不老人。上了華山了這個三不老人不用了，就是改成涵靜老人」。師尊於民國 12 年 5

月（西元 1923 年）23 歲時，得銓鈙局認可，准以薦任職分發任用。 

是年，師尊由北京財政部派至浙江省定海縣舟山群島當鹽務局局長，後又調至杭州。

旋調上海市煙酒公賣局任局長。上海煙酒公賣局採包稅方式，商人承包稅收，除繳納稅

款外，可採應收的一部分送局長，一部分由承包商自己保留。如此，公家稅收損失很大。

師尊到任後，立即把承包出去尚未到期的地區全部收回，一切重訂比額，而後再招商，

每區包商該交的的私款皆化為公，全成正式稅捐，公家收入因而倍增。6 

 

24 歲兼任上海財政局局長，包商送給他的錢一樣化公 

25 歲師尊與坤元輔教智忠夫人過純華女士在上海結婚 

28 歲在南京任財政部長宋子文簡任秘書 

30 歲在南京皈依天德教蕭昌明教主 

1933 年在上海成立宗教哲學研究社 

1934 年奉師命赴西安傳道，並任財政部西北塩務特使。是年夏，師尊於上海參加 

宗主舉辦之全國傳道師資百日閉關訓練 

師尊於傳道師資訓練班閉關圓滿。蕭教主頒授度牒，其內容： 

以廿字作則度化一萬人者准超三代 

以廿字作則度化十萬人者准超六代 

以廿字作則度化百萬人者准超九代 

 又給李極初執此普度，並促他西北弘教，致頌訓曰：夫大仁若山，大智若水，山

                                                      
5
 劉文星．《李玉階年譜長編》．帝教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26 日．頁 295 

6
 同註 5．頁 73 同註 5,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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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納群物而藏虎豹。因其穆穆無聲無臭而已；水可以瀦巨鱷而藏鯨鯢，因其水蕩蕩能

容平而已。故曰：仁者若山，智者若水。聖人之道，若山若水，吾之道亦若山若水耳。

在功而不居功，在名而不居名，在道而不居道。在檿而不居功，功成。在名而不居名，

名成；在道而不居道，道成。此乃防身立命之法，急流斯退，功則不匱，明哲者固如是

也。天地鬼神，世俗環境，其奈我何？天地壞而我在，江海竭而我存，如斯則可以跳出

五行，逃出環境，此乃大智慧，大丈夫為人之道也。極初其勉之！7 

民國 26 年 7 月 2 日（歲次丁丑年 5 月 25 日）師尊辭官攜眷歸隱華嶽，由華山北峰

主持馬法易嚮導之，兒輩業師郭雄藩等人隨行，諸弟子聞訊趕赴車站恭送。7 月 4 日，

師尊一行一登山棲居雲台峰，從此隱姓埋名，自號「涵靜老人」，以示潛居抱道寧靜窮

理之決心。當晚因感啟示，乃賦七律一首曰：「悠悠華嶽幾經秋，國脈同傳亘古休，萬

里黃河環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風雲變幻誰先覺，烽燧將傳獨隱憂，我本悲時非遯世，

天心早許白雲留。7」不五日，蘆溝橋七七事變突發，華山光殿亦同時告成，時師尊有

感吟詩一首謂：可憐劫運肇中原，慘淡河山天地昏，忍看蒼生罹水火，有無妙法得生存
8。涵靜老人自此坐鎮華山把守西北門戶八年，確保關中一方淨土9。 

涵靜老人於 1942 年巡天節呈獻「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天帝降臨清虛妙境極為嘉

許。奉命名為「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亦名「新境界」。1944 年，本書以《新宗教哲學

思想體系》為名於西安發行。當年師尊的署名常常冠用：涵靜老人極初李玉階。 

師尊以「涵靜老人」之道名沿用至永遠。過往有柯緒渠同奮以「涵靜老人最值得景

仰的老人」來尊稱。近有學人陳福成先生則以（涵靜老人 有你真好10）為章。涵靜老人

雖是師尊自號，應是師尊以往從人道，到兼辦天道。而上華山則全心修道，以宇宙為家，

全力承負天命，即師尊由世緣進入天命的完全承擔。因此，涵靜老人的自號應有其蘊藏

的天道意涵。《光思，2013》 

三、 天人合一 

一般傳統來談天人合一是人間的一切思想行為合乎天理者稱天人合一。而在關於天

人學說的研究上，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所謂天人感應的思想之發展。師尊把天人合一說

明為精神鍛煉所達到的生命境界。師尊說：「人能運用自然與物質相配化合之理，經過

精神肉體鍛煉的過程，終必超脫物理世界的束縛，氣化而形神俱妙，長生不死，進入天

人合一的永恆精神世界」11。又說：「我們的信念，在於追求真理，宣揚宗教期求人類在

物質生活相結合中，使人類的物質生活上，脫出縱慾、玩物、暴亂與恐佈的末日。使人

類在精神上，在最高的形而上領域中，與多度空間的超人類智慧的境界合一，而達成天

                                                      
7
 此詩標題是「歸隱華山」，收錄《清虛集》1 頁（75 年 4 月三版） 

8
 此詩標題是「三期劫運開始」，收錄《清虛集》1 頁（75 年 4 月三版） 

9
 涵靜老人自此坐鎮華山，把守西北門戶八年，確保關中一方淨土。 

10
 陳福成《天帝教的中華文化意涵》，文史哲出版社，2013 年 8 月，頁 37-38 

11
 《師語》，民國 99 年 10 月再版第二刷，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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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道合德的天人合一。」12 

由此，我們常可以體會師尊的教誨上，有天非純粹的天，以人為天；人非純粹的人，

以心為人。其實再深入體會師尊在教化中，欲先告訴我們不要受「天」的約束，而是應

把「天」規劃在宇宙中，宇宙是有一定的多度空間；宇宙是有一個範疇的向度感。這個

宇宙有其真理道路，我們可以遵循。而師尊所謂的人是含括整個宇宙的人，當然含超人；

在宇宙中，除了太陽系的地球有人類外，應在其他的太陽系、旋和系，或是星雲銀河系

中之太陽系，應有另外的地球存在，當亦類人類的存在，那些都是我們渡化普濟的對象。

《光思，2013》 

由此我們也可體悟到本師世尊涵靜老人的思想家之範疇非常廣大無垠，更可以簡易

說明整個宇宙或是混沌之大宇宙。因為如此，個人對師尊的心教可由身教與言教來追溯，

那麼我們就可以有更大的思維。師尊說：「天非純粹的天，以人為天；人非純粹的人，

以心為人。」那如此再說心非純粹的心，以法為心；法亦純粹的法，以道為法；道可道，

非常道，則道法自然。而師尊又說：「生命是充滿自然的生命，自然是充滿生命的自然。」

那生命與自然是可以說是一體。但天非純粹的天，人非純粹的人時，天人合一亦非純粹

的合一，是一不是純粹的一，而是多元的宇宙本體，而這個本體是天人的合和，而非純

粹的但一是道的本體，是生命的根源。 

維生先生曾說：「道是路，道是體，道是一，道是無，結合在一起就是無極，無極

就是道。無極是生命一切的源頭，是一切生命的根本，是本體。」
13
這樣我們就可以更

明白「天人合一」的實質意義是一，是本體，而天與人是二用，這在師尊的宗教哲學之

「心物一元二用」上是可以貫通。一元是生命的本體，是與自然和合，是  上帝的宇宙

大道，而其心物二用，心即天，物即人、天是無形宇宙，是精神世界，是形而上者；人

是有形宇宙，是物質世界，是形而下者。依此來討論，可以看出無形宇宙或有形宇宙是

不定型的世界，馬克斯威爾曾說：「認為整個宇宙均充滿活動的電磁波…。」而懷德海

也說：「依愛因斯坦的說法，如果物質及動消失，則不會再有時間或空間的存在。宇宙

本身並沒有一個絕對固定的時空座標系，當我們們描述任何事件或運動時，一定要說明

是對那個特殊參考座標系而言，若兩個參考座標系具有相對速度產生時，則會產生時間

延長、長度收縮、質量改變等物理現象。」14 

而這種相對存在的現象，是師尊在「天人合一」的命題上有很大的論述，也就是無

形宇宙、精神生命的存在，相對上即有形宇宙與與物質生命的存在；但其在生命的本體

上是「和合」的鏈結成生命的現象與生命所展現的天命。「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極端境

界，是中華文化思想的新境界。 

四、 心物一元二用 

心物一元二用本是唯識學的一種學說，在維基百科之「心物一元」說明：「根據唯

                                                      
12

 《師語》，民國 77 年 12 月初版，頁 146 
13
首席闡道：上帝即道，道即上帝 

14
現代形上學的祭酒—懷德海，民國 71 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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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學，一切事物都是由心識種子所變現。因為物質世界本質是空的。器世間有成住壞空，

有情世界有生老病死，一切事物有生住異滅。」因此而言，凡一切事物皆是不可預測的

事件或現象，所以師尊說：心物一元二用論為宇宙本體的新宗教思想體系，師尊說：「宇

宙的本體，絕不是唯神的、唯心的、唯物的心物並行的，而是心物一元二用論的，唯有

心物一元二用論是心物之爭的初步答案。」師尊又說：「人類生活是人類思想的反映，

唯物唯心兩種對立之思想形成了現在兩個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人類生活越向前進，為

其指導的哲學思想越應 

隨著時代而向前發展，方足以維持世界和平秩序。15」這也是心物一元二用論的答

案。 

   維生先生在詮釋師尊之心物一元二用時謂什麼是心物一元二用？他說：「一元就

是生命，二用是心與物。心是精神，物是物質；心是和子，物是電子。」他又說：「道

化天人的『道』表現『上帝即道，道即上帝』的觀念，道是上帝的宇宙大道，就是宇宙

的和諧秩序。用生命哲學的觀念說明就是宇宙生命，道是宇宙生命，道的宇宙生命形成

兩個生命，一個是天的生命，就無形宇宙的生命；一是人的生命，是有形宇宙的生命。

無形宇宙的生命是精神生命；有形宇宙的生命是物質生命，也是肉體生命。因此，宇宙

生命的大生命體孕育了兩個生命體：一個是天，一個是人。天是精神生命，人是物質生

命。肉體生命。對照本教教義『心物一元二用』的說法，一元是生命，二用是生命的兩

個面相，換句話說，道是一元，天與人是二用的兩個生命體。」
16
這樣的說法，心物一

元二用相對上也就是天人合一，或者說：天人合德、天人不二、天人無間、天人相與、

天人一貫、天人合同、天人一氣、天人相生等都是天人合一的類似意義，而其基本源頭

則在於心物一元二用。 

   心物一元二用在生命的體用上，維生先生常說「化」是天帝教生命哲學的重要

觀念。從師尊的「生生不息」之觀念到「生化不息」的意義，其彰顯的重要意義是說明

整個宇宙的動的狀態，在動的狀態下當應靜態的相對時空，而這種「生息相配」也就是

「動靜均衡」的狀態，亦可稱為「道」。所以「心即道，道即心。」自古在中華文化傳

統上即有多元的論點。尤其表現在心的說法上更是多元又多重。因為心本身即是一種精

神、思想、意念、情感等之通稱，這些表現在人的行為上也就相對上稱為道。《傳授三

洞經戒法籙略說》卷下：「從道受分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務謂之心，心有

所意謂之意，意之所之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週萬物謂之慧，所以通生謂之道。

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群生，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所謂心也。所

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17《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卷一

《心說》「夫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並生，為神

明之主宰…不可以智之，不可以識識，強名曰道，強名曰神，強名曰心。」18 

                                                      
15
李極初《天帝教教義—新境界》，1981 年 10 月初版，頁 129 

16
首席闡道：頁 137-138 

17
中國道教大辭，典民國 85 年 11 月，台中東久企業公司，頁 413 

18
同註 17，頁 413 以《天人日誦廿字真經》及《大藏治病經》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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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進入「心息相配」故「天人合一」。心物一元二用之多元多重的精神物質之間

互相共生必是還有不可預測的年限，以心物一元二用論用在各種人事物，天人之間的對

待，可產生存在的實意，在未來的世界所發生之從經濟的全球化，資訊科技的超速發展，

全球政治、軍事、權力的新變化，人類大量具快速的消耗資源，生物科技帶來物種的新

問題以及人類文明與地球環境如何永續等事件，都能以心物一元二用的巧妙原理做出妙

現神通的解決方案。也讓世界所有生生不息，生化不息的人事物的合和運用，均可在心

物一元二用上取得平衡，並能在使用的心法上永續用功，以利能夠成就全世界的平安與

永遠沒有戰爭的人間淨土。 

五、 結論 

心物一元二用，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上，仍是有天非純粹的天，人非純粹的人，故天

人合一，也就是非純粹的合一，由上文中可以理解非純粹的合一是多元的、多重的、寬

廣的、深度的，境界的一種道的本體，而這本體必須在這科技發達的競爭世界裡，以宗

教修持與時俱進的心法中俱多元多重空間與時間的連結，這樣天人合和與一的道化鏈始

能克盡時代之變化。 

本師世尊的心物一元二用與心息相配的天人合一，在人世間是緩和各種災變的發生，

是可以改變世道人心於預防上的功能。特別提古老的《大藏百病經》與《天人日誦廿字

真經》的實體相對上的均衡，無形中光與熱的和諧相濟，在未來肯定能以「一」的和合

變化念力成就淨化人心，共同努力創造人間淨土世界，為天地生民成就永恆的愛與和平

的清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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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 

德曰本尊  道秉無形  一炁生化  命承清淨  眾香妙氣  鍾毓輸成 

佛渡有緣  乃結道根  十八億劫  常現法身  五四主教  則義曰經 

文謂廿字  天載玄音  曰忠曰恕  曰廉曰明  曰德曰正  曰義曰信 

配之儒德  各得其仁  效法天地  曰公曰博  惟天至公  惟地至博 

效敬玄黃  是為大孝  服敬侍親  是為順孝  當知天地  覆載廣博 

生我養我  慈恩無邊  是以當曰  事天為大  一子得道  九祖拔渡 

至孝盡焉  忍辱成聖  涵蓄長生  佛曾辟支  乃證仙人  安有眾生 

法效如如  不憤大事  常靜常樂  不忍加彼  勿施於生  慈生慈我 

渡人渡己  忍慈二者  不惜離分  若得如是  即覺大道  至誠不二 

永住清靜  昔猶往返  今升大羅  實共道釋  應覺自修  勿云人貴 

勿慕他富  節儉自強  國富人富  克己待人  是廣是博  純真無偽 

赤子潑潑  能得天眞  乃得其和  熙熙雍雍  以同太和  太和之初 

乃為廿字  以忠與恕  而正奸詐  以廉與明  而治貪污  以德與正 

而治酷偏  以義與信  而治背亂  以忍與公  而治殄私  以博與孝 

而治暴逆  以仁與慈  而治幽厲  以覺與節  而治痴吝  以儉與眞 

而治濫偽  以禮與和  而治侮慢  以茲箴規  而藩人心  滌塵見性 

日月光明  浩然正氣  沖塞太虛  朗朗無翳  景氣長春  康同邁進 

天地永新 

 

廿字光明照娑婆  十方正氣祥瑞多  紫氣東來開吉兆  紅光滿佈極樂窩 

一元復始景象新  八海匯宗萬源羅  常住不滅無生死  曙色曉露聞道歌 

金剛不壞身淨水常滌心寶色多燦爛雲樹罩法相佛光普籠照 

神氣遍體週潔淨身心意懺悔永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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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藏治病藥 

唐釋靈澈  

大藏經曰：救災解難，不如防之為易。療疾治病，不如避之為吉。今人見左，

不務防之而務救之，不務避之而務藥之。譬之有君者，不思勵治以求安。有身者，

不惜保養以全壽。是以聖人求福於未兆，絕禍於未萌。蓋災生於稍稍，病起於微

微。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改。孰知小善不起，災難立成；

小惡不止，大禍立至。故太上特指心病要目百行，以為病者之鑒。人能靜坐持照

察病有無，心病心醫，治以心藥。奚伺盧扁，以療厥疾。無使病積於中。傾潰莫

遏，蕭牆禍起，恐非金石草木可攻。所為長年，因無病故，智者勉焉。 

喜怒偏執是一病。亡義取利是一病。好色壞德是一病。專心系愛是一病。 

縱欲無理是一病。縱貪蔽過是一病。毀人自譽是一病。擅變自可是一病。 

輕口喜言是一病。快意逐非是一病。以智輕人是一病。乘權縱橫是一病。 

非人自是是一病。侮易孤寡是一病。以力勝人是一病。威勢自脅是一病。 

語欲勝人是一病。貨不念償是一病。曲人自直是一病。以直傷人是一病。 

與惡人交是一病。喜怒自伐是一病。愚人自賢是一病。以功自矜是一病。 

誹議名賢是一病。以勞自怨是一病。以虛為實是一病。喜說人過是一病。 

以富驕人是一病。以賤讪貴是一病。讒人求媚是一病。以德自顯是一病。 

以貴輕人是一病。以貧妒富是一病。敗人成功是一病。以私亂公是一病。 

好鬥掩飾是一病。危人自安是一病。陰陽嫉妒是一病。激厲旁悖是一病。 

多憎少愛是一病。堅執爭斗是一病。推負著人是一病。文拒鉤剔是一病。 

持人長短是一病。假人自信是一病。施人望報是一病。無施責人是一病。 

與人追悔是一病。好自怨憎是一病。好殺蟲畜是一病。蠱道厭人是一病。 

毀訾高才是一病。憎人勝己是一病。毒藥耽飲是一病。心不平等是一病。 

以賢貢犒是一病。追念舊惡是一病。不受谏谕是一病。內疏外親是一病。 

投書敗人是一病。笑愚癡人是一病。煩苛輕躁是一病。撾捶無理是一病。 

好自作正是一病。多疑少信是一病。笑顛狂人是一病。蹲踞無禮是一病。 

丑言惡語是一病。輕慢老少是一病。惡態丑對是一病。了戾自用是一病。 

好喜嗜笑是一病。當權任性是一病。詭谲谀谄是一病。嗜得懷詐是一病。 

兩舌無信是一病。乘酒凶橫是一病。罵詈風雨是一病。惡言好殺是一病。 

殺人墮胎是一病。干預人事是一病。鑽穴窺人是一病。不借懷怨是一病。 

負債逃走是一病。背向異詞是一病。喜抵捍戾是一病。調戲必固是一病。 

故迷誤人是一病。探巢破卵是一病。驚胎損形是一病。水火敗傷是一病。 

笑盲聾啞是一病。亂人嫁娶是一病。放人捶撾是一病。教人作惡是一病。 

含禍離愛是一病。唱禍道非是一病。見貨欲得是一病。強奪人物是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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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百病也。人能一念，除此百病。日逐檢點，使一病不作，決無災害痛苦，

煩惱凶危。不惟自己保命延年，子孫百世，永受其福矣。 

 

 

大藏治病葯/釋靈澈 

 

大藏經曰：古之聖人，其為善也，無小而不崇。其於惡也，無微而不改。改

惡崇善，是藥餌也。錄所謂百藥以治之： 

思無邪辟是一藥。行寬心和是一藥。動靜有禮是一藥。起居有度是一藥。 

近德遠色是一藥。清心寡欲是一藥。推分引義是一藥。不取非分是一藥。 

雖憎猶愛是一藥。心無嫉妒是一藥。教化愚頑是一藥。谏正邪亂是一藥。 

戒敕惡僕是一藥。開導迷誤是一藥。扶接老幼是一藥。心無狡詐是一藥。 

拔禍濟難是一藥。常行方便是一藥。憐孤恤寡是一藥。矜貧救厄是一藥。 

位高下士是一藥。語言謙遜是一藥。不負宿債是一藥。愍慰篤信是一藥。 

敬愛卑微是一藥。語言端悫是一藥。推直引曲是一藥。不爭是非是一藥。 

逢侵不鄙是一藥。受辱能忍是一藥。揚善隱惡是一藥。推好取丑是一藥。 

與多取少是一藥。稱歎賢良是一藥。見賢內省是一藥。不自誇彰是一藥。 

推功引善是一藥。不自伐善是一藥。不掩人功是一藥。勞苦不恨是一藥。 

懷試抱信是一藥。覆蔽陰惡是一藥。崇尚勝己是一藥。安貧自樂是一藥。 

不自尊大是一藥。好成人功是一藥。不好陰謀是一藥。得失不形是一藥。 

積德樹恩是一藥。生不罵詈是一藥。不評論人是一藥。甜言美語是一藥。 

災病自咎是一藥。惡不歸人是一藥。施不望報是一藥。不殺生命是一藥。 

心平氣和是一藥。不忌人美是一藥。心靜氣定是一藥。不念舊惡是一藥。 

匡邪弼惡是一藥。聽教伏善是一藥。忿怒能制是一藥。不干求人是一藥。 

無思無慮是一藥。尊奉高年是一藥。對人恭肅是一藥。內修孝悌是一藥。 

恬靜守分是一藥。和悅妻孥是一藥。以食飲人是一藥。勖修善事是一藥。 

樂天知命是一藥。遠嫌避疑是一藥。寬舒大度是一藥。敬信經典是一藥。 

息心抱道是一藥。為善不倦是一藥。濟度貧窮是一藥。捨藥救疾是一藥。 

信禮神佛是一藥。知機知足是一藥。清閒無欲是一藥。仁慈謙愛是一藥。 

好生惡殺是一藥。不寶厚藏是一藥。不犯禁忌是一藥。節儉守中是一藥。 

谏己下人是一藥。隨事不慢是一藥。喜談人德是一藥。不造妄語是一藥。 

貴能援人是一藥。富能救人是一藥。不尚爭鬥是一藥。不淫妓青是一藥。 

不生奸盜是一藥。不懷咒厭是一藥。不樂詞訟是一藥。扶老挈幼是一藥。 

此為百藥也。人有疾病，皆因過惡陰掩不見，故應以疾病，因緣飲食風寒惡

氣而起。由人犯違聖教以致魂迷魄喪，不在形容，肌體空虛，精氣不守，故風寒

惡氣，得以中之。是以有德者，雖處幽闇，不敢為非。雖居榮祿，不敢為惡。量

身而衣，隨分而食。雖富且貴，不敢恣欲。雖貧且賤，不敢為非。是以外無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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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疾病。然吾人可不以自維自究，以百藥自治，養吾天和，一吾胸臆，以期長

壽之地也哉。 

這份‘大藏治病藥’的講義，是唐代靈澈法師所編寫的。唐宋之間對中國文

學有很大影響的是詩僧，譬如影響宋朝文學的，有九個和尚，所謂九僧詩派。在

中國文學史上很有影響力的靈澈法師，也是唐代有名的詩僧，但他不是禅師，是

法師。在過去，禅師與法師的區別很大，法師稱為義學沙門，義學沙門是講教的，

解釋教理。靈澈法師是講經教的大法師，這篇講義是他看了佛教的大藏經節錄出

來的，是大藏經中佛法的治病心藥。 

    資料來源：http//www.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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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督二脈初探 

--以天帝教自然無為法與道教有為法之比較 
 

李翠珍（敏珍）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 

 

摘  要 

本文主要關懷靜坐修煉者，一步步踏上任督二脈的修證體驗，創造現今修行者不易

達成的境界。為呈現這樣的修持特質，深度訪談天帝教及道教的靜坐觀，在修持方式、

身心的轉變，配合文獻分析與身心體驗等方式運用，作為考察對象，本文之內容大要如

下： 

一、任督二脈之定義。 

二、天帝教任督二脈之個案分析。 

三、道教任督二脈之個案分析。 

四、綜合分析。 

五、結論。 

 

 

 

 

關鍵詞：任督二脈、小週天、四正時、鐳炁、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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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督二脈初探 

---以天帝教自然無為法與道教有為法之比較 
 

李翠珍（敏珍） 
 

任督二脈屬於奇經八脈中最為重要的經脈，兩者可分別調節全身的陰經

和陽經的脈氣，故稱為「陰脈之海」及「陽脈之海」。中醫最早是如何發現督

脈和任脈，並曉得督脈之氣上行任脈之氣下行的，早已不得而知，但這一發現確實可以

從肧胎發育的過程中得以證實。從受精卵到成胚細胞，看不到任何有關任督二脈形成的

痕跡。到二肧盤時期，也還沒有出現任督二脈的痕跡。就在中肧層1即將出現之初，沿

著胚盤中軸，從泄殖腔膜（將來的會陰部）開始向胚盤的頭端長出了“原條”結構，原條

是二胚層胚盤尾端中線處的上胚層細胞增殖而形成的一條縱行細胞索，原條的形成確定

了肧胎的前後軸。在“原條”的頭側形成了“原結”。繼而從原結部位向上長出了“脊索”，直

達頭端的口咽膜部位。在“脊索”的誘導下，位於身體中軸線上的中樞神經系統才逐漸形

成，在人體椎間盤中間的髓核就是退化的脊索。整個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督脈形成的過

程是從尾端到頭端，提示我們督脈之真氣也是如此走行。隨著三胚層的發育，中胚層和

外胚層將內胚層卷包的同時，中胚層和外胚層的邊緣部，分別在胸腹側正中對合，形成

人體的前正中線結構（胸骨、腹白線），此時標志著任脈已經形成。2 

真氣就是經氣，真氣是極度微小的物質，於《素問·離合真邪論》所言，真氣者，經

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人身真氣無處不在。《靈樞·邪客》認為，兩肘、

兩腋、兩髀、兩腘合稱八虛，都是真氣所過之處。《靈樞·周痹》“真氣不能周，故名曰

周痹”，由此可知，真氣本來就是分布全身的，不僅僅是在“八虛”之處。根據《黃帝內經》

的論述，我們可以認為，真氣就是客觀存在的基本生命信息，就是不同的信息通路（經

絡）中存在的共同信息，由於能量代謝是信息產生和傳播的基礎，所以李少波教授認為

真氣的實質就是生命能量，它在不同的信息通路（經絡）中有規律地運動變化。 

因此，靜坐就是在提升生命的能量進而追求生命不滅的永恆境界，於其堅苦歷程

中不斷修煉，其產生的身體變化是玄乎其玄，筆者長期於身心體驗中，訪查打通

任督二脈走向，現今收集道教與天帝教的修煉者，以此兩個宗教來做比較分析。 

一、任督二脈之定義  

任督二脈，指的是人體的督脈和任脈兩脈，任脈在人體的前面，屬陰；督脈在人體

                                                      
1胚層是動物原腸胚的細胞層。是由囊胚發育、分化為具有內、外二胚層（低等動物）或三胚層（高

等動物）的原腸胚，即在內、外胚層之間形成中胚層。三個胚層分化形成各器官原基，最終形成各

種組織、器官系統。各個器官又是由不同胚層所分化的不同組織所構成。 
2
 http://big5.wiki8.com/renduermai_122996/ 

http://big5.wiki8.com/yuanchangpei_106719/
http://big5.wiki8.com/xibao_40744/
http://big5.wiki8.com/nangpei_106720/
http://big5.wiki8.com/nangpei_106720/
http://big5.wiki8.com/waipeiceng_105877/
http://big5.wiki8.com/peicengfenhua_108019/
http://big5.wiki8.com/qiguan_107432/
http://big5.wiki8.com/zuzhi_105050/
http://big5.wiki8.com/qiguanxitong_101486/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122 
 

的後背，屬陽。任脈主導人體手足六陰經，「任」有擔任、任養之意，任脈與全身所有

陰經相連，凡精、血、津、液均由其主管，故有「陰脈之海」的稱謂。督脈主導手足六

陽經，「督」有總督、總攬之意，督脈總督一身的陽脈，具有調節陽經氣血的作用，故

有「陽脈之海」的稱謂。當十二經脈氣血充盈，就會流溢到任督二脈，任督二脈氣機旺

盛，則會循環作用於十二條經脈。 

督脈 

任為陰脈之海，其脈起於中極之下，少腹之內，會陰之分。督乃陽脈之海，

其脈起於腎下胞中，至於少腹乃行於腰橫骨圍之中央，繫溺孔之端。3督脈為諸陽

之海，即全身主要內臟，六條屬陽的經脈，均匯入督脈，奇經八脈之一，起自臀

部的會陰穴，由後上方沿著人體背面中心線，沿脊髓骨，經頭骨，止於舌內齦交

穴，其中會陰、長強、命門、靈台、大椎、百會等穴是督脈中較為重要的穴道。

從生理醫術上來看，脊髓骨包含頭骨、頸椎、胸椎、腰椎、尾椎，經過人體主要

的傳導神經系統，計二十七穴（如圖一）。  

 

其督脈經穴歌為：。  

督脈中行二十七，長強、腰俞、陽關密，命門、懸樞接脊中，筋縮、至陽、靈台 

逸，神道、身柱、陶道長，大椎平肩二十一，瘂門、風府、腦戶深，強間、後頂、

百會率，前頂、顋會、上星圓，神庭、素膠、水溝窟，兌端開口唇中央，齦交唇

內任督畢。4
 

 

長強穴 腰俞穴 腰陽關穴 命門穴 

 
督脈諸穴（圖一）

5
 

懸樞穴 脊中穴 中樞穴 觔縮穴 

至陽穴 靈台穴 神道穴 身柱穴 

陶道穴 大椎穴 啞門穴 風府穴 

腦戶穴 強間穴 後頂穴 百會穴 

前頂穴 囟會穴 上星穴 神庭穴 

素髎穴 水溝穴 兑端穴 齦交穴 

                                                      
3
李時珍撰，《奇經八脈攷略》，收錄於蕭天石主編，《道藏精華》第二集之六，頁 440-441。 

4
林昭庚編著，《新針灸大成》，頁 652-654。 

5
 http://www.zwbk.org/zh-tw/Lemma_Show/244414.aspx。 

http://www.zwbk.org/zh-tw/Lemma_Show/244414.aspx
http://www.zwbk.org/PictureShow.aspx?pid=20120525140757135_6380.jpg&title=%u7763%u8109%u8BF8%u7A74&lid=24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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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解說：督脈，行於背部正中，其脈多次與手足三陽經及陽維脈交會，能總督一身之陽經，

故稱爲"陽脈之海"。督脈行於脊里，上行入腦，並從脊里分出屬腎，它與腦、脊髓、腎又有密切聯

繫。） 

 

任脈 

任脈為諸陰之海，為陰脈之總會。起自臀部的會陰穴（陰部與肛門中間有一

個小小，但很柔軟的肌肉），沿著人體正面中心線，經肚臍，沿胸骨，止於唇下

承漿穴，為全身血氣之所聚其中會陰、氣海、中脘、壇中等穴是任脈中較為重要

的穴道，計二十四穴（如圖二）。  

 

其任脈經穴歌為：  

任脈三八起陰會，曲骨中極關元銳，石門氣海陰交仍，神闕水分下脘配，建里中

上脘相連，巨闕鳩尾蔽骨下，中庭膻中慕玉堂，紫宮華蓋璇璣夜，天突結喉是廉

泉，唇下宛宛承漿舍。6 

  

會陰穴 曲骨穴 中極穴 

 

任脈諸穴（圖二）
7
 

關元穴 石門穴 氣海穴 

陰交穴 神闕穴 水分穴 

下脘穴 建里穴 中脘穴 

上脘穴 巨闕穴 鳩尾穴 

中庭穴 膻中穴 玉堂穴 

紫宮穴 華蓋穴 璇璣穴 

天突穴 廉泉穴 承漿穴 

（任脈：任，有擔任，妊養之意。任脈與全身所有陰經相連，凡精、血、津、液均由其主管，

故有「陰脈之海」的稱謂。任脈起於下腹内，下出會陰部，向前上行於陰毛部，在腹内沿前正中線

上行，經關元等穴至咽喉部，再上行環繞口唇，經過面部，進入目眶下，聯繫於目。本經共有 24

個穴位，主治少腹、臍腹、胃脘、胸、頸、咽喉、頭面等局部病症和相應的内髒病症，部分腧穴有

強壯作用，或可用於治療神志病。） 

 

                                                      
6
林昭庚編著，《新針灸大成》，（台北：中國醫藥學院針灸研究中心出版，1988 年），頁 640-642。 

7
 同註 4。 

http://www.zwbk.org/PictureShow.aspx?pid=20120525140211693_4761.jpg&title=%u4EFB%u8109%u8BF8%u7A74&lid=24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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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帝教任督二脈之個案分析 

涵靜老人認為：「打坐第一個目的在希望能打通任、督兩脈；道家稱為「周天運轉」，

就是小周天，或稱「河車運轉」；佛家則稱為「法輪常轉」。督脈從尾閭骨開始，此時沿

督脈經玉枕而達「巔頂」（天門、百會穴）；而任脈即是從頭頂循前胸膻中而下，經丹田

部位，最後直逹每底，如果我們靜坐時，能多排出一分陰氣，陽氣即上升一分，即從尾

閭骨沿督脈而上轉到任脈，而到海底，再至尾閭骨，就是一次周天運轉，在無形之中自

自然然便可關開竅通。8」 

在天帝教方面，透過口訪深入涵靜老人親傳弟子中修煉二十五年以上之受訪

者個人深層的生命體驗，筆者在身心體驗中，適巧針對任督二脈現象者訪到一位

乾道，茲分析如下：  

A 受訪者： 

（一）命功的體驗 

《參同契》云：「人身血氣，往來循環，晝夜不停，醫書有任督二脈，人能

通此二脈，則百脈皆通。」所以「任督二脈」通的人，就是通小周天。小周天是

指內氣通過尾閭、夾脊、玉枕三關，貫通任、督二脈的氣血循環系統，而道家所

謂小周天所得體驗稱為「小藥」。大周天是內氣通過十二正經（亦稱十二經脈）

周流全身的氣血大循環，修內丹從大周天所得的體驗叫做「大藥」。  

 

受訪者 A 的體驗：  

   「受訪者雲林縣人，育一子三女，於七十七年進入天帝教，八十一年就讀天

帝教修道學院，閉關六年後出關，九十一年下山行道，所以在鐳力阿時一天打四

坐，至今持續靜坐每天固定二至四坐。 9」  

 

   「修煉直至民國八十三年時，才感受到氣從湧泉穴直沖而上，經過膝蓋、屁

股、尾閭骨而上走督脈接任脈時經過舌頭部位，大約停留半年之久才繼續往下走，

最後經過陰海部位時脹的很舒服。 10」  

 

   「任督二脈走完後接著走奇經八脈，那感覺就像水淹田似的，我的身體狀況

                                                      
8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十講救劫急頓法門之「定靜忘我」功夫〉帝教出版社，民國八

十一年五月新版，P72～P73。 
9
 A 受訪者（103.9.23）。 

10
 A 受訪者（10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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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很健康，偶而左邊腰有點酸，氣走到那裏時就像在鑽。 11」。  

 

涵靜老人的體驗： 

    涵靜老人認為氣來自先天與後天，先天炁是 上帝靈養真炁（默運祖炁）、原靈及過

往仙佛的加持，後天氣的上升來自身體的二個地方，一是尾閭骨另一個是腳心，述說如

下： 

「鍛煉元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須得助於先天之炁（靈陽真炁、祖炁）加以溫養，

還有原靈來相助，可使凡靈元神逐漸堅強，一旦修煉成形，且能有肉體相像的形態與面

目，出現身外之身，在無形發揮應化力量，加速封靈修煉的成長。12」 

又說： 

「我們靜坐要靜到極點，我們陽神出現，你們各位注意，到了某一個階段，你們各

位一定有這種現象發生，就是覺得兩個腳心有一股熱氣，腳心裡邊有一股熱氣上升，或

者尾閭骨有一股熱氣上升，非常的舒服，這個是好現象，這個是「真火」上升，用真火

來煉陰精，就是化氣。拿什麼東西化氣呢？就是靠陽氣，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真火。真火

是什麼東西？真陽。要靜到極點，你心裏亂七八糟、胡思亂想，所以心要靜、靜、靜、

就是這個原因，心靜了以後才能夠把你的真陽、真火提煉上來，把陰精化成氣，所以慢

慢就可以不漏，天然的漏没有關係，天然的漏就是自然的漏，自然的漏没有關係。13」 

 

涵靜老人認為靜坐就是先要打通任督二脈： 

   「靜坐是內功，外功是鍛煉身體，打拳、打球，起得早跑步，都是外功啦！煉外功

的人，不煉內功，你身體筋脈不會通的，筋脈不通病就沒有辦法去掉。大家都知道靜坐

最主要督脈、任脈先要給打通。14」 

 

涵靜老人認為靜坐就是自自然然的通： 

   「我們幾千年以前，古代的醫生講醫道替人家醫病，首先要懂得身體內部的構造，

要懂得道功才行。要講養生的方法，一個人除了血脈以外，還有經脈、氣脈。現在靜坐

的目的，就是要打通氣脈，首先講經脈，有十二個經脈，經脈以外，還有奇經八脈，奇

經八脈就是陽維、陰維、陽蹻、陰蹻、任脈、督脈、衝脈、帶脈，就是八脈，在十二個

經脈以外，還有八脈。所以一般人都知道任、督二脈，督脈從後面上來，從尾閭關上來，

任脈從前面下去，任脈在前面，督脈在後面，還有一個衝脈、帶脈。所以修道人不能不

                                                      
11

 A 受訪者（103.9.23）。 
12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九講救劫急頓法門之「煉元神」〉帝教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新版，P69。 
13
《昊天心法講義初稿—本師世尊關於靜坐的闡述》昊心心法研修小組編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P59。 
14

 同上，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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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但是知道以後不下苦功也没有辦法打通，要使得身體健康，一定八個脈要打通，

要通八個脈首先要下苦功打坐，自然身體內部的宿疾毛病會去掉，自自然然去掉；想要

它去也不行，功夫不到去不掉。通常我們大家知道任脈、督脈，任脈在前面，督脈在後

面，任督二脈最重要，通一個小周天，什麼叫小週天？就是任督二脈打通了，就是通小

周天，但是這個一定要自自然然的通，不是用氣功來導引，那一定出毛病。15」 

涵靜老人認為靜坐違反自然一定出毛病： 

   「所謂有為法，用導引、用意識要把它打通，這種完全是武力，用武力想要去征服

怎麼行呢？導引就是武力、霸道。導引的方法，用氣、用意識硬把任、督兩脈打通，周

天運轉，這是一個霸道的方法。所以我們要講天道，天道一切是講自然的；霸道屬於人

道、人為的，人為就是有為，有為就是違反自然的，違反自然一定出毛病，我們的力量

同自然來對抗是不可能的。16」 

 

涵靜老人認氣機發動會先把毛病發出來： 

   「氣機發動有快有慢，看個人的體質，秉賦不同，有的人發動得快，有的人發動得

遲，遲早總要發動，發動以後隱藏在裡邊的毛病看不到，你就是用儀器在身體檢查，醫

院裡用最科學的儀器掃描也掃不出來，靜坐一打坐慢慢就發出來的，奇怪！有很多同奮

覺得，我没有靜坐，没有這毛病，一靜坐反而有毛病，這個表示隱藏在你身體裡內部的

毛病，你自己不知道，一坐，我們氣機發動，你五臟六腑的毛病就發出來。所以真正要

為養生、長生，就是要做到這二個字（不漏）。不講修道，你講養生為自己身體健康，

養生保命，也要「不漏」，我們做不到，我講過「逆」就是「不漏」，不漏以後就煉精化

氣。17」 

 

涵靜老人認為成仙成佛先要把病去掉： 

   「天帝教的「自然無為心法」，自自然然你不想通而自然通，什麼叫通？任督兩脈通。

任脈從前面下來轉到後面，督脈從後面尾閭關上來，要兩脈全部貫通，所以你身體的毛

病通通去掉了，後天的毛病去掉。我們在媽媽肚子裡就是靠著兩個脈和臍帶呼吸，一落

後天，一下地，吸到空氣，馬上就停止了。長大以後受七情六慾的薫陶，毛病一天一天

的增加，你看小孩生下來個個身體都很好啊！先天帶著來的，在母親肚子裡自自然然兩

脈就通了，我就講「以母親的呼為呼，以母親的吸為吸」，這屬於先天的，一落後天就

停止了。所以我們現在要用自然無為法能後天返先天，我們靜坐就是後天返先天，每一

個人都是後天要恢復我們先天原來的真面目，所以一定要下苦功，不下苦功要這樣想、

那樣想，想東想西，完全是妄想，你自己本身的基本條件都不夠，你的病都没有去掉，

要想成仙成佛那有可能呢？18」 

                                                      
15

 同上，P11。 
16

 同上，P12。 
17

 同上，P59。 
18

 同上，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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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功 

    自古修道，三教聖人都注重一個「心」字：道家主張「清心寡欲」；佛家主張「明

心見性」；儒家主張「正心誠意」，對於人的修持重點均在「心」上，所謂：萬法唯心造。

因此，性功與命功是息息相關，靜坐功夫的境界全視心性升華。 

 

A 受訪者： 

   「我靜坐時前十幾分鐘會有念頭，此時，時間對我來講過的非常慢度日如年。漸漸

的，進入到茫茫然的感覺，念頭没了，四肢感覺也没了，心氣合一、心息相配，此時，

頭還有一絲絲知覺，這並不是在睡覺，但外面動靜皆知。19」 

 

涵靜老人認為心定到極點氣機才會發動： 

    「到了心定下來，定到極點，進入渾渾噩噩的狀態，然後首先感覺兩手、兩腳頓然

消失，再出現身體胸、背無存之意感，最後頭部豁然化為虛無，身心內外一切皆蕩然不

存，只覺得「一靈常照」，此即為「忘我」的階段；無形中此時氣機仍在隱隱發動，陽

氣上昇，得到靈陽真炁的加時，在任、督脈中排出陰濁之氣，自自然然在週天運轉，開

關通竅，進入形神俱妙的境界，然後才能促進救劫急頓法門，修煉封靈，成就身外之身！
20
」 

又說： 

「天人合一首先要人的心到一個全部澄清的階段，能夠同無形中天心貫通才能天人合一。
21」 

 

涵靜老人認為修道者要以「自然為宗，無為為法」： 

    「我八十五歲了，…坐了五十年，開始的時候同你們一樣，一坐下去亂七八糟的妄

想雜念都來了，十年、八年、幾十年的事情，不打坐想不起來，一打坐通通都來，你們

有没有啊？我覺得你們了不起啊！大家都没有，没有關係，我們天帝教是「自然無為心

法」，聽其自然，它要想讓它想，想到你吃媽媽的奶，怎麼樣都能想，没關係，懂不懂？

要想讓它想，它一面來一面去，來來去去，聽其自然，不要勉強壓制它。哎呀！有很多

人打坐很緊張，我要打坐了，怎麼不幫忙啊，什麼都來了，今天的煩惱，什麼道理？我

要打坐了，不打坐，你這妄想雜念不來，打坐什麼都來，越打坐越想越緊張，越緊張它

跟你開玩笑，什麼都來，你勉強壓制它，這個一點就是妄想。懂不懂？這個就是違反自

然，…我們修道以「自然為宗，無為為法」，凡是合於自然的就合於道，違反自然的就

                                                      
19

 A 受訪者（103.9.23）。 
20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十講救劫急頓法門之「定靜忘我」功夫，帝教出版社，民國八

十一年五月新版，頁 74。 
21

 涵靜老人講述〈苦功〉，收入《昊天心法講義初稿—本師世尊關於靜坐的闡述》，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

十二日。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128 
 

不合於道，凡是什麼事情，在靜坐的時侯一勉強就回到「人道」，一自然就進入「天道」。

人道就是有為法，有為法就是不自然；天道就是無為法，無為法就是大宇宙間合於大宇

宙的自然法則。22」 

 

涵靜老人認為心思雜亂可誦「廿字真言」及「將睡未睡，以覺不覺」： 

    「我原本要求大家「一切不想」，但是也有很多同奮於靜坐時不免胡思亂想，希望

誦唸「廿字真言」。我說：當然可以。但是最好還是在靜坐時，經常保持「將睡未睡，

以覺不覺」，全身放鬆的心理和生理狀態，如果不容易一直保持此一放鬆狀態，就默唸

「將睡未睡，以覺不覺」這一句話，唸到後來，也可以達到「一靈常照，萬念皆空」的

境界，真是妙不可言。23」 

 

涵靜老人認為心要靜到極點，真火才會發動： 

    「命功的第一步即「煉精化氣」，用己身之三昧真火，把後天的陰精燒煉成元精，

再化成氣，這是由後天返先天的功夫，必須心要靜到極點，自然出現「真火」，所以我

要大家「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切不想，不想一切」，才能真火發動，否則心不靜則

陽氣不生，多去一分陰氣，則可多生一分陽氣，才能起「化」的作用。」 

又說： 

    「陰氣、濁氣」只有在你靜坐時心能定靜下來了，才能排出，其中原因十分奧妙。

靜坐的目的就是要將自身體內陰、濁之氣排出，多排一分陰、濁之氣，自身的陽氣就會

提昇一分，然後才能與靜坐時默運之祖炁—天帝靈陽真炁產生大親和，共同調和原靈與

凡靈之陰陽。24」 

 

涵靜老人認為一靈常照時不會睡著： 

    「一靈常照你不會睡著，將睡未睡，將眠未眠的心境，這個就是一靈常照。但是你

心裡是空的，一切不想萬念皆空，你看看這個是不是最最高的境界，昊天的心法， 上

帝的心法。25」 

 

三、道教任督二脈之個案分析 

    道教內丹術的功法分為三步，第一步是煉精化氣亦即小周天，稱初關，約需百日，

                                                      
22

 同上，P171～172 頁。 
23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八講昊天心法簡而易行〉，帝教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五月新版，

頁 72。 
24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七講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二）民國八十一年五月新

版，頁 57。 
25

 《昊天心法講義初稿—本師世尊關於靜坐的闡述》昊心心法研修小組編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

日，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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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稱「百日築基」；第二步是煉氣化神即大周天，稱中關，約需四年左右；第三步是煉

神還虛，亦稱上關，約需九年，純為成仙之術。 

小周天 

    小周天亦稱子午周天，因任、督二脈為人身子午，陽火陰符什降之道、坎水離火交

媾之鄉，此元氣之所由生，生息之所由起，如果人能打通任、督二脈，則百脈皆通。 

其功法： 

    運行小周天要求舌舐上顎，用鼻吸氣採逆式腹部呼吸，小腹內收，氣入下丹田，再

沈會陰（海底），待會陰有溫熱之感，再行提且引氣，由穀道循督脈進尾閭穴（長強）

穴，以意領氣經命門、夾脊、玉枕以內觀法上視百會（靈台），由百會分二道經兩眼（天

目）入玄關然後守玄望靈，稍停呼吸，隨即改為呼氣，鼓腹松肛，從玄關經神庭、鼻柱、

鼻尖入口到達舌尖，將舌尖由上顎改舐下顎，接著經舌根，往下吞津、咽氣，沿著任脈

下降重樓（天突）經膻中，氣沈下丹田，再回到會陰穴，將氣呼盡，如此迴圏不息。26 

小周天口訣： 

            提肛開始運周天，尾閭夾脊玉枕連。 

            通過三關到百會，莫忘提貼抱頂顛。 

            再從百會降陰穴，二道分別到舌尖。 

            任督接通入胸腹，丹田直下會陰間。27 

 
    小周天功法是煉精化氣階段中，主要的有為法。要把握「子時起火，陽光三現止火。」 

活子時是起運小周天的意思，是人身一陽來復時機，外腎欲舉時。此時人體精氣旺盛，

無欲而舉，此時人體內正有「內符」，輕輕以意導氣，容易搬運河車，不易發生「空煮

鍋」的弊病。女子活子時，會陰微熱、微脹感時，「人身絪縕之候」，《孫不二君法語下

篇》云：「人身絪縕之候，…，此時如順其機而人道，則可受胎生子；逆其機而行仙道，

則可採藥還丹。」陽光三現指當運行小周天時，意炁來到山根處，會觀見電光閃亮，此

景象為陽光一現，當防危慮險，需持續修煉小周天。當靜坐回光返照坤宮時，眼前現白

光，久之變金光，此景境為陽光二現，當可止火，不再運行小周天，多行靜坐，每坐必

現陽光，此景境為陽光三現。即要止火，接者入溫養聖胎十月的階段，至此即丹熟。靜

坐時有陽舉之候，是藥產丹熟之徵。正值「煉精化氣」完成，接續要進入大周天，「煉

氣化神」的時候。28 

    近代靜坐法大師蔣維喬先生，別號因是子，自幼體弱，罹患肺病，經中西醫治療均

                                                      
26

 張念鎮著，＜周天氣功的奧妙-大小周天、奇經八脈與卯酉周天研析＞。收錄於道教學術資訊，網址

Ctcwri.idv.tw。 
27

 陳國華者，＜內丹術的採藥與採氣-兼述「小周天的起火與止火」＞。收錄於丹道論壇，綱址

sites.google.com。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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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無效，乃開始修練「小周天」功法，百餘日而獲痊癒，遂依其練功養病之經驗，於 1914

年撰寫「因是子靜坐法」，涵靜老人早期曾學過此法。 

大周天 

     大周天是在小周天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鍛煉與提升，將內氣延伸到四肢，是從頭

頂百會到腳心的湧泉穴為止。呼吸方法比小周天更為細、慢、勻、長，可採站、臥兩種

姿勢。 

   《靈文五篇註‧產藥章第二》云：「神守坤宮，真火自來，坤宮乃產藥川源，陰陽交

媾之處；神守坤宮，要晝夜之間，時刻不離。元神下照，回光靜定，逆施造化，撥轉天

關，大藥自此而生（得藥），金丹由是而結也。」 

   此藥不是中醫或西醫所言的口服藥，是指人的精氣神，它是人與生俱來的神

丹妙藥，正是《高上玉皇心印妙經》所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規中指

南》云：「採藥者，採身中之藥物也，身中之藥者，精、氣、神也。」。《管子．  

內業篇》認為：「精氣是生命的本源，也是聖化智慧的來源。」採外藥 29，是屬「煉

精化氣」的階段，需經歷調藥、產藥、採藥、煉藥、歸爐、封固。丹道修煉有成，

需兼修採氣與採藥，直到陽光三現、六根震動30，即於下丹田結成丹（大藥）採外藥

有為的階段完成，接著進行溫養丹藥、無為而無不為的階段。31 

 

其行功的口訣為： 

              下丹運氣大周天，雙腿三陰到湧泉； 

              外沿三陽經環跳，提肛升氣三關間； 

              頭頂百會膻中降，大椎三陽中指尖； 

              勞宮三陰膻中穴，丹田直下又返還（返湧泉）。32 

 

   大周天，古代天文術語，指太陽繞地球轉一圏。於內丹術功法中第二階段，

即煉氣化神的過程，內丹術認為通過大周天，使神和氣密切結合，相抱不離，達

延年益壽的目的。稱它為大，是由於它的內氣循行，除沿任督兩脈外，也在其他

經脈上走（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 33大循環地循行，範圍大於小周天，就是大周

                                                      
29

 外藥指小藥、交感之精、陽虎；內藥指陰龍。 
30

 六根震動指：丹田火熾、兩腎湯煎、眼吐金光、耳後風生、腦後鷲鳴、身湧鼻搐 
31

 同註 23。 
32

 同註 23。 
33

 十二經絡指：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陰小腸經、

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 

奇經八脈指：督脈、任脈、衝脈、帶脈、陰蹻脈、陽蹻脈、陰維脈、陽維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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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周天採用先天八卦圖進行指導，於南北方位已是乾坤兩卦，但在內丹術中

總是著眼在坎離兩掛上，而坎離兩掛已處在卯酉的位置上，故大周天或稱乾坤交

媾，或稱卯酉周天。  

 

在道教方面，透過口訪深入學習靜坐二十五年以上之受訪者個人深層的生命

體驗，適巧針對任督二脈現象者訪到一位乾道，其修煉方式曾以佛教為啟蒙再轉

至道教修煉最後接觸天帝教，茲分析如下：  

 

（一）命功體驗 

受訪者 B 的體驗：  

   「受訪者台南縣人，民國三十二年生，育一男一女，於民國七十五年學習佛

教禪坐，每天固定打二坐，因腰酸受不了，後來於七十七年轉至道教學習有為法

靜坐，一開始即守竅在下丹田，三個月後丹田發熱，又過了一陣子，氣從丹田跑

到尾閭骨產生刺刺的感覺，接著經過命門沿督脈到天門。此時所產生現象，是臉

紅、血壓很高、走路昏昏的很難受。回去找道教師父，人去了大陸訪道未歸，再

回到佛教問了師父，他們都不知道如何解決，只好到圖書館找道教有關靜坐經典

查詢，文中記載要將意念把氣從頭頂引導下來，接著膻中穴發熱，進而任督二脈

小週天循環一個禮拜。 34」 

 

    靜坐反應可分為兩個部份：腎臟機能反應及生殖機能反應。關於 B 受訪者腰

酸反應的現象，中醫認為是腎虧的關係；西醫認為是與腎臟或腎上腺、性腺和腦

下垂腺，以及神經衰弱等因素有關。若是女性練習靜坐，素來患有腎虧等症，不

但腰部疼痛不堪，甚至會有白帶等現象發生。其實這不是因為靜坐的關係而產生

這種不良的後果與副作用。實在是因為靜坐的關係，發動身體內部氣機的潛能，

在將要通過而尚未通過腎臟與腰部的階段，由於這些部位的神經與腺路有了宿疾

的障礙，所以引起這些症狀的併發。  

至於生殖機能反應，即在靜坐時，或剛剛下坐後，生殖器突然勃起，甚至久

堅不下，猶如亢陽的狀態，同時引起睾九部分微細神經的跳動，以及攝護腺、會

陰部分輕微的震動。在女性而言，有子宮震動或收縮以及兩乳房膨脹的現象。如

依道家某些修煉丹道派的觀念，便認為它是一陽來複之機，正好采藥歸爐，用意

引動呼吸作為搬運  “ 河車  ” 等的基礎。中醫認為這是腦下垂腺、腎上腺與性腺

等活動與興旺的證明，對於身體的健康，是絕對有益的現象。但是無論年齡老少、

                                                      
34

 B 受訪者（10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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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別，一旦有這種現象發生，十個有九個半都會引發性欲的衝動。有了性欲

的衝動，就會引發頭昏腦脹的感受。針對以上兩種機能反應，若是成年人練習靜

坐時，最初有反應的大多數是從腎臟部分（包括腰部）開始，日久工深，生殖器

部分才發生反應；若是少年人習坐，很多都是由生殖器部分先發生反應。對治的

方法，因法而異，因人而施，因病而治，於天帝教方面，涵靜老人認為必須要絕

對斷絕男女的性行為，倘使能做到沒有性的行為，而且無性的欲念，那便是真正

無上的大藥。  

 

B 受訪者體驗：  

    「靜坐期間氣飽時很難受，小弟弟就像在站衛兵，時而找了太太，氣就消了，

此時全身無力亦無精神，如此週而復始修行。我全身體無疾，只有一種病就是乾

眼症。 35」  

又說：  

    「我的丹田發熱很快，快者五分鐘、慢者十分鐘，使用有為法吸氣至下丹田，

再慢慢呼氣，來來回回做了七十幾次。所以，我不用放空，念頭來了丹田照樣會

發熱。」
36
 

 

涵靜老人：  

    「腎臟機能反應，男女情形不同，已經破體的成年人腎藏機能反應最快，因

為氣機在裡邊發動得快，運行得越快，把過去的老病，原來有的病，全部發出來，

宿疾就是老病。比方說，現在最多的最流行的腎虧、遺精、早洩這種問題，男人

坐前坐後有陽舉的現象；女人有白帶、腰痛、頭暈、頭痛，這種毛病，如果這種

病起來了，暫時不要坐，休息一天、兩天、三天，没有關係，好了以後再坐。如

果夫婦有這種病，只要注意末了一句話「絕對斷絕性行為」，因為打坐老毛病發

出來以後，夫婦絕對不能馬上同房，要斷絕性行為，所以坐下去自自然然會斷根，

天帝教和人家不同的就是這樣。你有老毛病的人，因靜坐老病復發要繼續的坐，

嚴重的時侯休息一天、兩天、三天再坐，最後一定會斷根，但這個時間夫婦絕對

不能同房。」 37又說：「對生殖機能反應最明顯，男人陽舉、常常陽舉，女人子宮

收縮、跳動，兩個乳房發漲。」  

 

                                                      
35

 B 受訪者（103.11.17）。 
36

 B 受訪者（103.12.5）。 
37
涵靜老人講述（修道容易修真難）收錄於《昊天心法講義初稿—本師世尊關於靜坐的闡述》，2003 年，

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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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 靜坐功法從有為法轉無為法 

    老子認為萬物的發生皆有其源頭：「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38是故修道

人在身心方面都要從有為返回無為。《五篇靈文》曰：「身心大定無為，神炁自然

有所為」39《青華秘文》曰：「以無為臨之，則其所以動者，元神之性耳，以有為

臨之，其所以動者，欲念之性耳。有為者，日月之心，無為者，金丹之心。以有

為返乎無為，然後以無為而蒞正事，金丹之門也」 40。人的肉體生命無論存在數

十年、數百年，都不能與無限的時間對抗，只要有肉體存在就要面對生死。《老

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41《無上秘要》

說：「人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靜致無為之意，即與道合」42因此，在修煉功

法方面無論是至始或至終都朝無為法方面修煉。  

 

B 受訪者：  

   「民國一百零三年學習天帝教自然養生班及正宗靜坐班。此時靜坐一天二次

改為四次，氣不跑任督二脈了，全身感覺充滿了氣，氣很強，比道教學習還強，

強到手指發紅、脹脹的、貫氣的感覺。受訓這期間，只有第一週週三會禱會坐時

任督二脈跑一圏。我開天門以後，天門都有刺刺的感覺，維持二、三天時間，另

賜道名時亦有刺刺感覺，約維持一週時間。 43」  

    在道教方面，修煉煉精化氣階段是用有為法，到了煉氣化神時即從有為法轉

到無為法，李道純稱此修煉過程為「有無交入」，即「有為」向「無為」的過渡，
44到了煉神還虛時全採用無為法。然而，天帝教的教徒在涵靜老人的傳授下，在

早期亦有傳授守竅，以去妄想止念，直至第九期靜坐班起則開始全部使用無為法，

即不守竅。45其修煉方法，是直修煉神還虛的功夫。  

 

（二）性功方面  

    佛教禪宗神秀作了一首詩：「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

惹塵埃。」六祖聽到有人唱誦此詩，即補了一首無為的詩詞：「菩提本無樹，明

                                                      
38
老子，第十四章。 

39
引自金．重陽祖師王喆注，《五篇靈文》，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九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頁 551。 
40
引自宋．張伯端著，《青華秘文》，收錄於徐兆仁主編，《全真秘要》，頁 145。 

41
老子，第十三章。 

42
不署撰人，《無上秘要》，收錄於《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頁 181。 

43
 B 受訪者（103.11.17）。 

44
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頁 1258。 

45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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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展現了佛教性功修持的重要性，B 受訪

者早期接觸佛教，曾參加過佛教初級班、中級班和高級班，每天研讀佛教經典做

為心性修持不可或缺的功課。      

受訪者 B：  

   「我每天傍晚時，固定誦佛教經典，如地藏王菩薩本願經、阿彌陀經、觀世

音普門品、金剛經，依此輪流每天持誦。」 

又說：  

   「進入天帝教大門時，早上加誦廿字真言四十九遍或者廿字真經。 46」 

    「我的心念放在下丹田，同時也忙著做呼吸所以靜坐時比較没有念頭。若有妄想時

心中默念『萬緣放下、一念不起』，念頭多或少依情緒而論。接觸天帝教以後，使用無

為法靜坐，念頭比較多，念頭來時就默想師尊靜坐在我前面，我就不敢亂想。」 

    「以前靜坐會看到佛菩薩在我面前一直發出光芒，我認為那是魔的考驗，佛家言：

『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不離他，他就走了，越離他，他就越會纏著不放。」47 

    道教煉丹首重先煉心，子欲煉丹而不先煉心，猶鞭馬使奔而羈其足也。煉心

為成仙一半工夫，心靈則神清，神清則氣凝，氣凝則精固。《道德經》第二十五

章所說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修行人首先要「人法地」，效

法大地容納眾垢，厚博載物，效法水的柔軟和清淨，如《道德經》第八章「上善

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煉心者，仙家徹始徹終

之要道也，心地茅塞，雖得丹道，亦是旁門；雖成頑仙，不登玄籍，參不得大羅

仙子，進不得大乘法門。是故，欲結聖胎，先登圓覺，唯有「煉心」二字。  

 

四、綜合分析 

    本文的分析結果，以個體呈現出來的身心體驗，以綜合分析方式探討靜坐打通任

督二脈的現象，並以二個不同個案加以分析比較。 

（一）氣的上升亦同亦異 

    道教與天帝教靜坐下手功夫不同，但都會煉到任督二脈皆通的境界。天帝教有很多

靜坐修煉者其氣的上升大部份是從尾閭骨上升，但有部份修煉者是從湧泉穴上升，如天

帝教 A 受訪者，亦有部份修煉者在行住坐臥中，如甩手、扳腳、誦經、半蹲洗衣服、騎

摩托車…湧泉穴亦會常常發熱。然而道教 B 受訪者，其氣的上升起初是從下丹田開始發

熱，再轉至尾閭骨而跑完小週天。 

 
（二）有為法與無為法之快慢不同   

                                                      
46

 B 受訪者（103.11.17）。 
47

 B 受訪者（10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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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帝教靜坐修煉是無為法，若依 A 受訪者而言，靜坐約六年（77-83 年）才體會到

氣的上升，其中真正下苦功修煉是從就讀修道學院開始，嚴格來說也就是二年（81-83

年）達到氣的初步體驗。而道教有為法修煉，守竅在下丹田，每天不斷打二坐，三個月

後下丹田即發熱，又過了一陣子，丹田的熱氣跑到尾閭骨。因此，使用有為法氣的上升

較快、念頭較少。 

 

（三）守竅與不守竅之現象 

     B 受訪者每次靜坐都使用守竅之方式，致使氣行使到頭部時，產生持續高血壓現

象，造成臉紅、走路昏昏很不舒服，回去找師父，師父雲遊去，在没辦法之下才

從經典裏找答案，試著將意念把氣引導下來，才解除高血壓現象，可見守竅有許

多後遺症，實屬危險。然而，A 受訪者靜坐方式是自然無為法，所以自始自終都

無任何身體症狀產生。  

     

（四）性的迷思  

     《雲笈七籤》：「夫求仙之道，絕粒為宗。」《抱朴子內篇．（雜應）》則說：「欲

得長生，腸中常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 48莊子曾形容藐姑射一位仙人皮膚

白如雪亦不食人間美味：「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49
修煉者的身體經

過修煉後，其肉體一步步走向超凡的境界，棄絕食物與性是一種對世俗領域的超

越，於佛教而言就是離欲界。因此，在修煉過程中常常會有氣飽不思食之現象，同

步地氣盈亦會造成長期亢陽狀態，故 B 受訪者遇到此現象時比較容易找太太舒解，而 A

受訪者長期關在鐳力阿中，於煉精化氣運化下自自然然化掉，偶而在卯時會有亢陽現象，

但很快就過去了。 

    一邊行人道一邊修天道，是目前修煉者普遍化的現象，對於受訪者氣飽行房之狀況，

都有相同之經驗，自覺氣像汽球般消掉了、全身無力亦無精神。所以，氣的營造又要

重新再耕耘，但在行房後，可靜坐之時氣乃會跑完任督二脈，只覺得力度較弱。而在筆

者身心體驗採訪中，曾有位坤道已達小週天至大週天循環之境界，中途停止靜坐修煉，

待一年後再度靜坐時其督脈之氣已難再升起，直至閉關之時，重新打通任督二脈。是故，

修煉就像天體運行般循環循不已，不可中止。 

    陽神沖舉是道教修煉至高境界，除了禁忌性方面需求且要一天按照四正時打坐，若

中途行人道勢會造成前功盡棄，一切苦修化為烏有；但在天帝教方面，行人道乃可繼續

修煉封靈，只是比不上清修者功力，亦不用一天按照四時打坐，此乃道教與天帝教不同

之處。 

 

                                                      
48
引自東晋．葛洪著，《抱朴子》，〈雜應〉，收錄於《正統道藏》，第四十七冊，頁 552。 

49
引自晋．郭象註，《莊子》，〈逍遙遊第一〉，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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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靜坐從有為法到無為法  

    《道樞》卷之十三《鴻蒙篇》云：「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

亂，氣亂則英華散矣。」對修煉者而言，妄念即「有為」，一念不生即「無為」。人

的肉體生命無論存在數十年、數百年，都不能與無限的時間對抗，只要有肉體存

在就要面對生死。因此，「無為」是自然之道，也是老子最為稱頌的「上德」。而

凡有形質即為後天，相較於先天的「無為」境界，後天有形的身體常為俗事雜慮、

疾病苦痛所纏，解決之道唯有以後天修煉，力求復返先天。是故，修道人在身心

方面都要從有為返回無為。  

涵靜老人靜坐工法起先是用有為法（守竅）修煉，在其師伯雲龍至聖及崑崙

祖師們的慈悲指點下，即改為無為法。  

「人身背後有六竅，胸前有六竅，前後共有十二竅，此十二竅之中，以陰蹻

為主，即所謂竅中竅也，陰蹻者，又名『海底』也，在陰囊後七分，榖道前三分

之處也，某一高人主張靜坐宜全神守注此竅，在河車未發動前，片刻不可放鬆，

所謂『行任坐臥不離這個』，這個即指陰蹻也，因陰蹻為八脈之主，陰蹻一通，

八脈全通，其妙不可勝言也。惟余靜坐已不守竅久矣。」 50 

如 A 受訪者，一開始學靜坐即使用無為法即不守竅，然 B 受訪者自始自終都

使用有為法，守竅在下丹田，直到進入天帝教才轉為無為法，此時讓他體悟到氣

更飽滿、強到雙手發紅而一門深入，從二坐改為打四坐。是故，使用無為法靜坐

比有為法氣較強。  

 

（六）開天門  

    丹書《內三要》提及天門一詞：「兩腎之間，水火之際，謂之地戶。此關有

神，謂之桃康，上通九天，下通湧泉，真氣聚散，皆從此類。故聖人言天門常開，

地戶永閉。」51陳攖寧認為，凡言地者，皆在人身之下部，凡言天者，皆在人身

之上部。丹書上也常提及人的身上有所謂的天門地戶或天庭地關，如《黃庭內景

經》曰：「天庭地關列斧斤，靈台盤固永不衰。」梁丘子注：「兩眉之間為天庭。」
52而地戶一般解釋為人身命門。53故道教修煉者要先閉地戶，切勿任其下洩，精氣

上衝如鼎水之沸騰，陽神一出胎，就破天門而出，於《女金丹》云：「七十六宮

度數週，陽神忽到上田遊，一聲霹靂天門吼，頂上爭看白氣浮。」此時，煉神已

                                                      
50

 涵靜老人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日記，收入於天帝教，《師語心傳—心齋三年的聲聲願願》，頁序 9。 
51
引自宋．翠虛真人述，〈內三要〉，《雜著指玄篇》，《修真十書》之卷一至卷八，收錄於《正統道藏》，第

七冊，頁 397。 
52
引自唐．梁丘子撰，〈黃庭內景玉經註〉，《修真十書》之卷五十五，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七冊，頁

749。 
53
參閱李遠國著，《中國道教氣功養生大全》，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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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道教與天帝教於開天門的不同處，天帝教是靠他力，「急頓法門必須先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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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於參加正宗靜坐班時即蒙首席點道開天門，而道教是靠自

力，以自身的修煉功力，直衝開頂門而出。  

    是故，A 受訪者七十七年入天帝教時即馬上開天門且不斷煉元神及修封靈，

而 B 受訪者七十五年學佛教靜坐再轉至道教學靜坐迄今經過二十八年陽神未沖舉、

天門亦未開，最後轉入天帝教時得名師開天門。  

    依天帝教的理論與實證，認為天門被打開不但可突破陰濁兩氣的蒙蔽，更闢

開人道的生死路，而向天道申延，只要能不斷奉行基本功課，就能於無形中培養

出至大至剛的神性，這種神性就是天性，也是成仙成佛永生永壽的人間表徵。平

常人由於不斷的自我奮鬥也能達到天門啟開的目的，但是必經一段煎熬，這好像

是自己單獨奮鬥，與蒙貴人扶持之不同。可是天門打開若不知向上，則不久之後，

天門還會被陰氣、濁氣阻塞，那麼要再重新打開，就難上加難。 55並認為天門可

開啟生死覺路，如賢慈以及許多在世奮鬥的同奮，於臨終之時皆亳無掙扎與痛苦

的現象，反而面色安祥，全身照覆在金光裏，此乃是靈歸於一，蒙   上帝之寵召，

這種靈魂剎間離體的安祥現象就是生死覺路。 56  

 

（七）道教從煉精化氣開始修起，天帝教直修煉神還虛  

    天帝教命功修煉的步驟與道教相同，其所不同的地方乃在下手處。天帝教認

為三期未劫降臨本地球，於時間上已來不及修煉，於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

為心法，雖先從第三步「煉神還虛」下手，但第一、二步之「煉精化氣、煉氣化

神」仍在無形中不知不覺自然運化。 57直修「煉神還虛」的重點在不用絲毫人為

的力量與意識，身心同時放鬆，才能去陰升陽。「陰氣、濁氣」只有在靜坐時心

定靜下來才能排出，身體內陰、濁之氣多排出一分，自身的陽氣就會提昇一分，

然後才能與靜坐默運之祖炁天帝靈陽真炁產生大親和力，共同調和原靈與凡靈之

陰陽。58身體內之「陽氣」是從尾閭骨間經督脈慢慢昇起，然後在身體中與靈陽

真炁（祖炁）調和、運化，才能發生作用，這是修煉救劫「急頓法門」，直修「煉

神還虛」的根本。修煉救劫急頓法門，首先要煉「凡體元神」，「元神」就是「凡

靈」（凡夫俗子之靈魂），此與天上之「原靈」相對應，有別於佛家中「識神」及

一般人所稱之「陰神」，煉元神是修封靈的基礎。其方法，須得助於先天之炁（靈

陽真炁、祖炁）加以溫養，還有原靈來相助，可使凡靈元神逐漸堅強，一旦修煉

成形，且能有與肉體相像的形態與面目，出現身外之身，在無形發揮應化力量，

                                                      
54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四講性命雙修之「煉精化氣」〉，頁 49。 

55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七講天門被打開的祕密＞，頁 108。 

56
 同上，頁 109。 

57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四講性命雙修之「煉精化氣」〉，頁 48。 

58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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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封靈修煉的成長。59 

因此，B 受訪者是以己身真陽之氣煉靈魂，把陰神逐漸煉成陽神。而 A 受訪

者於靜坐中接迎  上帝靈陽真炁進入體內，炁氣氤縕，真炁與體內氣機產生抱合激蕩，

此乃先天、後天自然調和，此時以靈煉靈加速元神與封靈的成長，另涵靜老人修煉

至鐳炁真身是吸收玄玄一炁與鐳炁加以精煉60。  

綜以上研究分析比較，天帝教的修行觀是先盡人道再修天道，屬在家修行；

道教的修行觀是要出家修行，依丹經規定一天要打四坐，且依照子午卯酉四正時

持續靜坐不可中斷，然 B 受訪者是以道教方式採在家初步修行，天帝教的靜坐時

間就無時間的限制，任何時間點都可靜坐。道教與天帝教的受訪者皆不是清修就

能達到打通任督二脈階段，天帝教直修煉神還虛，其中跳過第一階段煉精化氣及

第二階段煉氣化神的步驟，雖然跳過但實際上還是有在蘊釀。直修第三階段從煉

靈著手，不在肉體上下功夫，結的丹是無形上丹，而不是存於肉身之有形丹，所

以天帝教可一邊行人道一邊修天道，清修或結婚較無影響到煉靈層次，但可以肯

定的是清修會比較快速且紮實，但這種方式在現代人來講，是少之又少，故天帝

教獨創先前宗教所未有的急頓法門，以方便眾生學習。  

從兩個宗教比較下可知下手之時法門不同、修行方式各異，但都可以達到打

通任督二脈的階段，這種身體上的變化，在醫學上是不易解釋的，但在修行人的

身體上是起了化學變化，從潔欲方面來看，是必須先做到清心寡慾才能達到此種

境界，故天帝教在養生方面強調節慾、寡慾、無慾之進程。  

道教認為身體可以歷經修煉而達到不壞不朽的境地，即身體轉化「成仙」，

如道藏經典中地仙有：劉伯溫、威鳴金仙雲中子 61…等等。在天帝教方面，其肉

體是將必毀滅，置於不朽的功蹟是封靈的修成，其封靈的數目可因其行功累德創

造出無數位，如涵靜老人共修成四十個封靈。然而，在道教是必經打通任督二脈、

馬陰藏相、胎息、陽神沖舉等等過程才可達到丹的最高境界，在天帝教方面不一

定要經過上述現象的過程即可先修封靈。因天帝教講的是救劫的宗教，在客觀環

境上已没時間修煉，所以修煉的起步是直修第三步煉神還虛。道教的陽神只有一

位，天帝教的封靈可修無數位，道教的肉體可長生不死，如地仙有千百之歲。但

天帝教的肉體是會毀滅。  

 

以下茲列表總結：  

                                                      
59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68-69。 

60
涵靜老人著，《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101。 

61
居住在終南山的冰洞裏，他的軀瞉一萬多年了。參涵靜老人講述，《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性命雙

修」，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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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與天帝教綜合分析比較表  

 

類    別  道        教  天    帝    教  

靜坐方法  有為法轉無為法  無為法  

修行方式  出家修行  在家修行  

守竅方式  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

等等  

自然無為法、無守竅  

開天門  修至陽神沖舉才破天門  學習正宗靜坐班即開天門  

對打通任督二脈看法  須經打通任督二脈階段  無須經打通任督二脈階段  

靜坐起點  築基先從下丹田著手  從煉神還虛著手  

煉靈方式  把陰神煉為陽神  以靈煉靈  

靜坐目標  陽神沖舉  煉封靈  

肉體觀  肉體長生不死  肉體毀壞  

靈魂觀  元神修一位  元神修一位  

封靈無數位  

果位  地仙  天仙  

 

四、結論 

    天帝教的修煉封靈成就立地仙佛是礦古未有的急頓法門，於三期末劫時代於

時間、環境根本不許可人類再在肉體上用功夫，於是顯降無上上品的修道方法。

所以，只要犧牲奉獻培功立德就可得   上帝賜封靈原種修煉，於修煉過程中並不

一定經打通任督二脈、斬赤龍、馬陰藏相、胎息等等體驗方可進行修煉。相對的，

有上述之體驗者會更精進不懈處於靜坐玄妙中不斷蘊釀。  

    靜坐過程中，一般均能產生各種生理變化或生命變化，其乃因門派有別、修

持功法各異且加上每個人的體質不同、靈質不同、先後天因緣也不同所致。然而，

靜坐的目標就如印度德雷沙修女所說的：「人的生命被創造出來，其最終目的就

是成聖，這是每一個生命都該努力追求的目標。」成聖的過程中，於初功鍛煉可

以達到祛病治病，健康長壽，中程可以返老還童，長生不老，最後可得超凡入聖。

筆者曾於身心體驗中訪問過斬赤龍、胎息之現象，然而要達到此境界者微乎其微，

可說是鳳毛麟角，於是另採訪天帝教與道教於靜坐中如何打通任督二脈，提供給

芸芸修煉者做為參考，並分析探討傳統道教與天帝教之宗教神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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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靜坐實修━身心變化探討 
 

謝瓊嬉（靜端）  / 邱俊堅（大向） 

天帝教天人合一院副研究員  / 天帝教天人合一院助理研究員  

 

摘  要 

  以往對於靜坐的效用，通常出自於古時候的道家書籍，但時至今日，也越來越多人

學習靜坐、研究靜坐，但靜坐是否真的能夠改善身心，達到養生的目的，本研究嘗試從

三個方向來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從一位靜坐達 68 年的涵靜老人其自身的體悟來說明靜

坐對其身心的變化，接下來以現今科學、醫學對於靜坐改善身心的數據來說明，而最後

則是以實地訪查(問卷調查)有實際靜坐經驗的人，收集靜坐是否真能改善其身心。而根

據問卷結果，學習靜坐動機中，想求身體健康佔 28%，想求心靈平靜佔 33%，顯現多數

人對於靜坐能改變身心仍有一定的期望。而平均靜坐超過 1 坐的佔了 67%，持續靜坐超

過 3 年佔了 75%，顯示靜坐對問卷對象有其一定的吸引力，才能持續靜坐超過 3 年，且

比例如此高。更重要的是，學習靜坐前自覺身體有需要改善的比例佔 67%，而有 82%人

認為靜坐後對於身體狀況確實有改善。62%的人在學習靜坐前感覺到壓力大及焦慮感，

而 92%的人認為學習靜坐後，心理感覺到平靜且容易自我調適，能應付各種心理問題。

不管是從涵靜老人身上、科學數據、醫學研究、實際問卷訪查，都顯示靜坐確實能改善

身心，也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鼓勵一般社會大眾，對於靜坐要有信心，只要持續不斷，

就能有一定的收穫。 

 

 

 

關鍵詞：涵靜老人、靜坐、身心變化、科學、醫學、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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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坐實修━身心變化探討  

 

謝瓊嬉（靜端）  / 邱俊堅（大向） 

 

一、前言 

  近年來靜坐養生概念逐漸被世人所接受，尤其是透過各種宗教、養生團體的推廣，

變得更為普及，古時靜坐主要是以修道為目的，現今社會則是強調靜坐可以改變身心，

以往由於科學儀器及研究不夠透徹，因此靜坐對於身心變化的科學研究付之闕如，幸而

近年來科學家對於靜坐所帶來的影響也逐漸由好奇而開始深入探討，本文期望透過結合

涵靜老人對於靜坐的體悟與科學對於靜坐身心變化的研究，輔以訪問有實坐經驗的修行

者，期望提出靜坐對於身心變化的理路與行路的初步調研結果。 

靜坐法門相當多，本研究主要調研的靜坐是天帝教的正宗靜坐，主因是天帝教舉辦

正宗靜坐班從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開始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學習正宗靜坐者有幾萬人，

普及台灣、日本、美國、大陸、加拿大等國，研習正宗靜坐人數有一定規模及資歷，學

習者的理論及靜坐方法相同，可減少靜坐方法不同所帶來的差異。靜坐對於身心變化，

就科學醫學的檢測而言，僅能檢驗定量的部分，但是無法檢測出定性的部分，尤其是許

多身心變化是科學醫學儀器無法檢測出來的，例如：心情是否感到平靜、喜悅。同時考

量實驗成本，因此，本研究認為以問卷方式調查靜坐對於個人身心變化的自我感知，是

比較恰當的方式。  

至於在科學驗證的部分，主要是參考楊定一博士的著作，楊定一博士雖然有學習靜

坐，但法門並不是天帝教的正宗靜坐，但因只參考其對於靜坐的科學及醫學的研究報告，

因此，本研究並不探討不同靜坐法門在科學及醫學上反應的差異，僅是用於佐證靜坐對

於身心的變化，在科學及醫學上確實有其理論基礎，藉以鼓勵社會大眾身體力行，改變

自己身心。 

 

二、涵靜老人對於靜坐身心變化的體會 

(一) 天帝教的靜坐方式 

根據涵靜老人的研究，「靜坐」這個名詞，是中國上古道家從靜坐中求養生保命的修煉

方法，後世道家稱之為煉丹。佛家禪宗也講靜坐。孔門修養過程：「定、靜、安、慮、得」

也是從靜坐中而來；宋儒程子、朱子參融禪學也主張靜坐；明代袁了凡曾用佛家方法寫了

一本靜坐要訣，所以靜坐並非現在時下新興活動，而是已流傳幾千年。 

天帝教的靜坐主要是師承涵靜老人，涵靜老人稱之為「中國正宗靜坐」，涵靜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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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談到天帝教的靜坐與道家傳統的修煉方法，自有其基本上的差異，本教修的是法華

上乘〈正宗靜坐〉，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大法，即不加絲毫一點人為的力量與

意念，因此超越了道家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的兩個階段，而直修煉神還虛的功夫，其下

手方法是不守竅、不調息運氣、不執著於某一處，心無所住，一切放下，心無所注，一

切不想。1 

在坐的姿態方面，有先天坐法即平坐坐法，方法是兩掌掌心放在膝蓋上，軀幹挺直，

兩眼半開半閉，很像胎兒時期在母親體內的姿勢。後天坐法即盤腿，單盤、雙盤都可以，

道家、佛家都用後天坐法，而天帝教的靜坐雖然兩者都有傳授，但正宗靜坐仍是以後天

坐為主。在坐訣上，涵靜老人說：靜坐就是靜坐，根本沒有第二個方法，這不是打太極

拳，一套一套練下去，一定要用心在靜中自然去求，自己體會；但是，秘訣是有的，就

是：一切要自然，身心要放鬆，絕對不要太用力，不要勉強，絕對不能運氣導引。2
 

 

(二) 涵靜老人的靜坐經驗 

涵靜老人靜坐時間共六十八年，由於深厚的靜坐經驗與時間，因此，對於靜坐的身

心變化，體驗特別透徹，涵靜老人說：在我二十歲左右開始學習靜坐，正在摸索階段，

幸蒙蕭師引進入門，便痛下功夫，一門深入，直到潛隱華山白雲峰下，親承雲龍至聖、

崑崙祖師們慈悲指點，復在清虛妙境天人親和時，得自金仙們流露的證言，對我功夫的

求證啟發，得益良多。3 

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也提出驗證，指涵靜老人從 25 歲開始學打坐，他說：他

二十五歲時，因為生病去學靜坐，曾跟隨天德教的蕭昌明教主，然後自己在華山

潛修。從二十五歲開始到九十五歲證道，中間有整整六十八年的靜坐功力。他的

健康與智慧，都是從靜坐中得到。他現在所留下的靜坐方法，是他自己的經驗留

下來的。4 

也因為有如此深厚的靜坐實修經驗，加上涵靜老人不藏私，對門人學生講述許多靜

坐心得，是本研究以天帝教的靜坐為研究對象的主因。 

 

(三) 涵靜老人對於靜坐身心變化的實修經驗 

涵靜老人對於靜坐在身心變化的體悟，以他自己為實驗對象，經過六十八年每日持

續不斷的靜坐，足以驗證靜坐對於身心變化確實有其效益。而靜坐為何可以改變身體機

能，涵靜老人認為是靜坐可以將身體裡面的陰氣、濁氣排出，陰濁之氣少了，自自然然精

                                                      
1
 涵靜老人，《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42。 

2
 涵靜老人，《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42 

3
 涵靜老人，《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 21。 

4
 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接受台灣光華雜誌記者採訪，刊登於《台灣光華雜誌》2000 年 9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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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體力一天一天和過去不同。而靜坐對心理層面的影響，主要是靜坐時要求心無所住，

一切放下，心無所注，一切不想，身心放鬆，而且非靜坐時間，也需打掃心上地，透過

反省懺悔，讓心裡乾乾淨淨。 

涵靜老人說：從學術觀點來說，「靜坐」是一門大學問，包括心理、生理、哲

學、醫學、形而上學、生化學、宗教哲學等等科學，在我華山修煉時期，憑我自

身修持所得經驗，綜合上面各種學科，提出初步研究報告，名為「精神之鍛鍊」。

所以從上述言論可知，靜坐絕非只能改變肉體(身體)，而是可以改變心裡(精神)。 

涵靜老人認為，靜坐不僅是可以把舊疾去除，更可以達到預防功效，他說：為什麼

一個人在沒有病以前不想方法來預防。靜坐直截了當，第一步要使得你身體裡面邊的毛

病統統去掉，外面的毛病不進來，裡面的毛病去掉，就是抵抗力強，內病不生外病不入；

第二步要防止衰老，年紀大了身體必然要虛弱，五臟六腑各部份的機能都要發生毛病的，

要防止它衰老。5 

涵靜老人自己的經驗是：我到今天為止(當時涵靜老人超過 80歲)，還沒有老人病！

一般老人犯的毛病我沒有啊！當然我是得利於靜坐啊！光田醫院有一位柯大夫，他說我

的心電圖像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啊！希望在座的同奮統統沒有病，就是要做功夫，繼續

不斷，要防止衰老！因為我天天在做功夫，外疾不能侵犯我，我的抵抗力強了，難得有

一點點傷風感冒，宿疾全部斷根了。
6
 

過去我在學生時代，我的近視很深啊，一千多度，現在只有一百多度。還有很多人

有老花眼，我沒有老花眼，所以現在看報，我不帶鏡子，再小的報紙，我也能看啊！7
 

靜坐對於身心變化，就涵靜老人的觀點，他認為靜坐可以達到以下幾個目的：(一)

清心寡欲(二)變化氣質(三)自渡渡人(四)超凡入聖(五)回歸自然(六)永生永共，後面三

項不易做到，只能從前三項開始做起。靜坐經過相當時間，生理上一定會起反應，心理

上一定有不同的感受，質是生理上的反應，氣就是心理上的感受，功夫到了某一階段，

慢慢身心都能自然而然不求變化而自有變化，比方，過去脾氣暴躁，等到靜坐時間長了，

心平氣和，自然而然有這種現象。8 

涵靜老人認為為何靜坐讓身體變好的原因是打通任督二脈，讓身體氣血循環通暢，

涵靜老人說：打坐就是要希望打通一個周天，一個周天運轉，從尾閭骨起，陽氣升起，

沿督脈，到任脈，到海底，一個小周天轉通，如果督脈任脈所有的關竅都打通了，自自

然然一個小周天就轉過來了，小周天一運轉，自然我們身體裡的所有的病，內病全部通

                                                      
5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118 

6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118 

7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188 

8
 涵靜老人，《中國正宗靜坐傳習精神講話全》，帝教出版有限公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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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都發出來了，通通都好了，你們要健康長壽，一定要走到這個程度。9 

確實就中醫觀點，一個人身體不健康，全是起因於氣血不通問題，身體氣血會影響

心裡，心理鬱悶會影響氣血阻塞，所以心(心理)氣(身體)是互相影響的。 

 

三、靜坐身心變化在科學醫學上的研究 

不只是修行者實際體驗、研究靜坐，更有許多科學家、醫生實踐靜坐並推廣，例如

楊定一博士，現任長庚大學、明智科技大學、長庚生物科技董事長，他二十五歲即獲得

巴西大學醫學院的醫學博士學位，並在一年半之後成為美國紐約洛克菲勒大學創校以來

最年輕，也是第一個以一年半時間修畢該校博士學位的優秀青年，他個人非常推崇靜坐，

近年來從物理、生物、神經生理學的當代研究成果，重新以現代和科學的觀點來看修行，

並結合健康醫學的原理，點出靜坐在身心方面的立即效果； 

靜坐是有方法可循的，只要實際去做，任何人都可以重複、體驗、並達到靜坐的目

的。靜坐所引發的的神經生理、內分泌與心理層次的變化，都已有完整紀錄，而且結果

是可以重複觀察得到的，事實上已經有上百篇科學論文探究靜坐。10 

人體有一個主要的神經系統，即是自律神經系統，主要負責調節呼吸、心跳、消化、

流汗等等生理功能，也負責肌肉的收縮和放鬆，調節內分泌系統。自律神經系統又分為

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兩部分，交感神經可以加入新陳代謝，應付緊急狀況。副交感神

經則能放鬆身體，緩和心跳、呼吸和內分泌的速度，而現代人生活充滿壓力，因此長時

間讓交感神經處於負荷過重狀態，身體無法放鬆得到休息。這也是為何要廣為推廣靜坐

的原因，以下針對幾種靜坐可以改善身心狀況，逐一說明。 

                                                      
9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199 

10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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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系統 

 

(一) 靜坐可以降低新陳代謝 

楊定一博士曾發表一篇著作，將靜坐比喻成[低代謝率的生理夏眠]，他認為靜坐引

發的放鬆狀態和夏眠只有一線之隔，動物在夏眠和冬眠的時候，身體處於最放鬆狀態，

靜坐逼近這一狀態，此時心跳和呼吸速度減緩，氧氣的攝取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減少，體

溫下降，新陳代謝變慢，副交感神經接管身體，但是腦波圖數據卻指出，靜坐者腦部前

端和中間的腦波落在α 到θ 範圍，代表人是清醒的。11 

下圖為一個特別的實驗，將一位六十多歲名為薩特亞拉迪的瑜珈士埋在地底下一個

密不透氣的小空間為期八天，模擬閉關，且無進食，沒有新鮮空氣流通，只有最少量的

水，他類似進入了夏眠的深度靜坐，在他身上裝了心電圖機，量測八天的心跳狀況。12 

                                                      
11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42 
12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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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八天深度靜坐實驗-心跳狀況 

 

靜坐能強化副交感神經系統並同時降低交感神經的作用，哈佛醫學院曾於 1971 年

進行靜坐生物醫學研究，觀察 36 名受試者於靜坐時所引發的生理益處。這些效應包含

了耗養量下降、呼吸速率下降、耗養體積上升，但因呼吸較深，所以血氧濃度上升了。
13 

 (二) 靜坐可以開發腦部潛能 

靜坐時腦波最明顯的變化是由典型的清醒和忙碌狀態的β 波轉為放鬆和專注的α

波，更放鬆一點，還可以進入睡眠狀態下的θ 波，以及更深層休息狀態的δ 波。α 波通

常處於放鬆的清醒狀態下，代表靜坐者是處於深沈的放鬆狀態，並非無意識的睡眠。比

較有經驗的靜坐者，大腦還可以出現θ 波，θ 波通常出現於深度放鬆或淺睡期。腦部最

明顯的變化不只是腦波變慢而已，而是腦波的步調同步而合一。14 

合一性指的是所有的波動疊成同步的波形，以相同的速度前進，而大腦的合一性正

是平衡左右腦、充分發揮腦部潛能，也就是開發創新心靈的根基。 

 

                                                      
13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57 
14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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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腦波形態 

 

(三) 靜坐可以改善壓力反應 

除了腦波改變外，最明顯及最重要的改變就是荷爾蒙，荷爾蒙是指各種在人體內含

量極微、影響卻遍及全身的生物分子總稱，是體內所有生理功能的調節器，腎上腺是靜

坐影響最明顯的一類荷爾蒙，腎上腺是人面臨壓力的刺激時會啟動，進而引發一連串的

壓力反應。靜坐實驗的受試者無論是採取哪一種靜坐方式，血液中的壓力荷爾蒙以及尿

液中的由壓力引發的代謝物含量均偏低，這表示靜坐可以幫助我們從容的面對壓力，下

圖是觀察靜坐與壓力荷爾蒙含量的關係。15 

                                                      
15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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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靜坐降低壓力荷爾蒙含量 

 

(四) 靜坐可以改善高血壓 

2013 年 4 月出刊的一篇最新研究中，美國心臟學會承認了超覺靜坐對於有心血管疾

病的患者，確實有降低血壓並帶來健康好處的效果。以下圖示是以 111 為高血壓患者為

受試對象，共分為三組：留意飲食及運動及非藥物方式調整的衛教對照組，放鬆全身肌

肉群以進入深層放鬆的肌肉放鬆組，及練習身心放鬆的靜坐組，三個月後，三組受試者

出現顯著的差異，練習靜坐確實有顯著降低舒張壓和收縮壓。16 

                                                      
16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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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靜坐降低血壓實驗 

 

(五) 靜坐可以改善消化系統 

交感神經過度活化會關閉消化功能，抑制腸子的蠕動、關閉消化酵素的分泌，包括

口水分泌，讓肝臟無法分泌消化食物所需的膽鹽到小腸，卻去刺激肝臟將體內的肝醣轉

化為葡萄糖，提供短期內所需的能量，副交感神經卻能放鬆身體的同時，刺激腸胃的蠕

動和排便，並刺激唾液和消化腺分泌酵素，以幫助消化。靜坐因為能夠活化副交感神經，

所以進而改善消化系統，許多人在練習靜坐一段時間後，都會發現自己的消化功能有明

顯改善。17 

荷爾蒙的變化反應了身心正在返老還童，老練的靜坐者，體內的荷爾蒙反應和年輕

人比較接近，也反映了他的身心狀態。經典常提到的上顎所滴下的甘露(梵文是 amrita)，

                                                      
17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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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當作長生不老的靈藥來談，而這一切不過是荷爾蒙在返老還童的過程中變得活躍了，

涵靜老人也提到，心靜到極點後，口中會滴下[天河水]，亦是同樣道理。涵靜老人說：

你一舔，自自然然有天河水下來，你一舔就像搭了一座鵲橋，道家講起來是搭鵲橋，這

個鵲橋一搭天河水就流下來了。「天河水」是什麼？就是口水，就是人的津液，但是你

不能用力，用力一頂，它就是下不來了，而且要到什麼時間？到定、靜境界。..這種天

河水-口水、津液下來以後對我們的身體有幫助，尤其是消化系統。18 

 

(六) 靜坐可以降低生理年齡 

科學家針對老化的生理和形態特徵進行觀察，依照各種不同身心功能的檢驗結果，

可以估計出一個人的生理年齡，相對於出生後所經歷時間長短的實際年齡，生理年齡反

應的是細胞層面的健康狀況，評估體內的細胞和組織離死亡還有多遠。 

針對靜坐影響老化過程的實驗，73 名練習靜坐者與其他對照組的比較結果如下圖表

示，表示靜坐越久，生理年齡越年輕。19 

 

圖六、靜坐降低生理年齡實驗 

 

從上述資料顯示，靜坐能讓身心產生變化的重要因素是，由於身體放鬆，因而活化

了副交感神經，這也跟涵靜老人所教授的靜坐要訣不謀而合，涵靜老人說：自然無為心

                                                      
18

 《天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41 
19

  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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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功夫，最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用功夫的時間不用絲毫人為的力量」！在我們打坐

的時候，兩個腳不用力，兩個手，扣手印也不要用力！要輕鬆！身心皆放鬆，身體、手

啦、腳神經要放鬆；心理上也要放鬆，所以一切一切都要放鬆不要緊張。20 

 

四、靜坐身心變化實修問卷調查 

從上述的資料顯示，靜坐確實可以改變身心，但由於靜坐的科學實驗需要大量的成

本及人力、物力，加上心靈層面無法以科學儀器量測，且身心改善仍以自我感覺為最佳

調查方式，因此，本研究僅以問卷方式調查有靜坐實際經驗的人，收集對於靜坐改變其

身心狀況的結果，本次調查樣本是以天帝教南部某教區同奮為主，採隨機調查方式，對

象不限定男女、研習靜坐時間長短，採不記名方式調研之。問卷發出 40 份，共回收 36

份，回收率 90%。以下為問卷調查結果： 

 

第 一 部 分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性別： 乾道(47%) 坤道(53%) 

 
1. 年齡分佈： 

  20~30 歲(2%)  30~40 歲(6%)  40~50 歲(44%)  50~60 歲(31%)  60~70 歲(8%)   

70 歲以上(8%) 

 
2. 當初學習靜坐的動機： 

求身體健康(28%)  對靜坐好奇(8%)  尋求心靈平靜(33%)  對修道有興趣(14%) 沒

有特殊理由(11%)  其他(6%) 

 
3. 每日靜坐次數： 

   1 坐以下(33%)  1~2 坐(47%)   2~3 坐(14%)   3 坐以上(6%) 

 
4. 每次靜坐時間： 

30 分鐘以下(11%)   30~60 分鐘(69%)   60~90 分鐘(17%)  90 分鐘以上(3%) 

 
5. 已持續靜坐多久： 

1 年以下(8%)  1~3 年(17%)  3~5 年(17%)  5~10 年(22%)  10~15 年(3%)   

15 年以上(33%) 

 
6. 在學習靜坐前，自覺身體狀況為何？ 

身體狀況良好(14%)  自覺精神不好，常感疲勞(53%)   無特殊病症(19%)  經醫生診

斷，有慢性病症(14%)  經醫生診斷，有重大病症(0%) 其他(0%) 

                                                      
20

 《天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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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學習靜坐後(一段時間)，自覺身體狀況為何？ 

靜坐前後並無任何改變(6%)  自覺精神變好(64%)  自覺慢性病症改善(19%) 經醫生

診斷，慢性病症獲得改善(3%)  自覺重大病症改善(6%)  經醫生診斷，重大病症獲得

改善(0%) 其他(3%) 

 
8. 在學習靜坐前，自覺心理狀況為何？ 

心理狀況良好(36%)  無特殊心理問題，但自覺壓力大(42%)  無特殊心理問題，但自

覺焦慮(17%)  經醫生診斷有心理疾病(憂鬱症/燥鬱症) (3%) 其他(3%) 

 
9. 在學習靜坐後(一段時間)，自覺心理狀況為何？ 

無任何改變(6%)  自覺心理較為平靜(50%)  自覺焦慮感降低(3%) 自覺較容易調適

心理問題(42%)  經醫生診斷心理疾病(憂鬱症/燥鬱症)獲得改善(0%) 其他(0%) 

 
10. 覺得靜坐要能改善身心狀況，至少要持續靜坐多久才有明顯變化？ 

1 年以下(14%)  1~3 年(28%)  3~5 年(33%)  5~10 年(19%) 10~15 年(3%)  

15 年以上(3%) 

 

第 二 部 分      靜 坐 身 心 變 化 探 討 

                                                                      

 

此部分欲瞭解您個人對於靜坐是否可以改善身心狀況，請依據您個人實際狀況，予以勾

選。 

                                      非  不  無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影      同 

                                      同 

                                      意  意  響  意  意 

1. 靜坐可以讓身體放鬆…………..........…………..□  □  □  28% 72% 

2. 靜坐可以減輕壓力………...…........……………..□  □  □  42% 58% 

3. 靜坐可以降低血壓……………...........…………..□  □  11% 50% 39% 

4. 靜坐可以改善消化系統……........……………..□  □  8%  56% 36% 

5. 靜坐可以讓心情變輕鬆………........…………..□  □  □  44% 56% 

6. 靜坐可以讓心情較平靜…………........………..□  □  □  39% 61% 

7. 靜坐可以讓生理年齡變年輕………….....…..□  □  3%  36% 61% 

8. 靜坐可以讓啟發內在潛能和智慧……...…..□  □  □  39% 61% 

9. 靜坐可以改變個性…………………..........……..□  □  6%  42% 53% 

10. 靜坐可以改善身心……………..........………….□  □  □  3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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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資料顯示，本次靜坐調查對象年齡超過 40 歲以上共佔 90%，其中當時學

習靜坐動機想求身體健康佔 28%，想求心靈平靜佔 33%，顯現多數人對於靜坐能改變身

心仍有一定的期望。平均靜坐超過 1 坐的佔了 67%，持續靜坐超過 3 年共佔 75%，顯示

靜坐對問卷對象有其一定的吸引力，才能持續靜坐超過 3 年，且比例相當高。學習靜坐

前身體有需要改善的比例 67%，而有 82%顯示其靜坐後對於身體狀況確實有改善。62%

的人在學習靜坐前感覺到壓力大及焦慮感，而 92%的人認為學習靜坐後，心理感覺到平

靜且容易自我調適，應付各種心理問題。而靜坐究竟要多久才有明顯改善身心呢？14%

認為 1 年就可以，42%認為 3 年以下，75%認為 5 年以下，顯示持續靜坐有效果，確實

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也是為何涵靜老人認為一旦開始學習靜坐，就要終身學習不斷。 

而對於靜坐可以改變身心的調查顯示，超過 90%的人同意靜坐可以改善身心，

但其中有 11%認為靜坐對於降低血壓無影響，經側面訪談，因其本身是低血壓，

因此，認為靜坐不會讓自己的血壓再降低了，而改善消化系統中，也有 8%認為無

影響，應是不容易看出效果，不過綜合多數人的意見，仍然肯定靜坐的功效。  

 

五、結論 

從一位靜坐長達六十八年的涵靜老人身上、科學醫學的數據驗證、多位靜坐實修者

的問卷調查回饋，都得出一個結論：靜坐確實可以改變身心，但需要比較長的時間靜坐

(至少要 5 年)才有明顯變化。問卷調查對象是以修習天帝教的正宗靜坐為主，但本研究

所引用的科學醫學數據並不是源自天帝教的正宗靜坐的觀察結果，不同的靜坐方法究竟

會不會對於身心的影響而有不同，將留待下一次更深入的探討，但本研究的目的是要鼓

勵一般社會大眾，對於靜坐的功效要有信心，從而學習這項可以自我改善的養生方法。 

 

【參考文獻】 

（一）涵靜老人，《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5。 

（二）涵靜老人，《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0。 

（三）《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 

（四）涵靜老人，《中國正宗靜坐傳習精神講話全》，帝教出版有限公司。 

（五）楊定一、楊元寧，《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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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內容 

靜坐實修問卷        

                                                                       

本研究想要瞭解 靜坐是否會讓身心產生變化，請分別就您對各個問題之認知程度進行

填寫，並依據您的實際感受在每題之最適當的□中打「」 

                                                                        

第 一 部 分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性別： □ 乾道    □ 坤道 

 

1. 請問 您的年齡狀況： 

   □20~30 歲 □30~40 歲 □40~50 歲  □50~60 歲 □60~70 歲 □70 歲以上 

2. 請問 您當初學習靜坐的動機： 

□求身體健康  □對靜坐好奇  □尋求心靈平靜  □對修道有興趣 □沒有特殊理由  □其

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3. 請問 您每日靜坐次數： 

   □1 坐以下  □1~2 坐   □2~3 坐   □3 坐以上 

4. 請問 您每次靜坐時間約： 

□30 分鐘以下    □30~60 分鐘   □60~90 分鐘  □90 分鐘以上 

5. 請問 您已持續靜坐多久： 

□1 年以下 □1~3 年 □3~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 年以上 

6. 請問 您在學習靜坐前，自覺身體狀況為何？ 

□身體狀況良好 □自覺精神不好，常感疲勞  □無特殊病症  □經醫生診斷，有慢性病症 

□經醫生診斷，有重大病症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7. 請問 您在學習靜坐後(一段時間)，自覺身體狀況為何？ 

□靜坐前後並無任何改變  □自覺精神變好  □自覺慢性病症改善 □經醫生診斷，慢性病

症獲得改善 □自覺重大病症改善 □經醫生診斷，重大病症獲得改善 □其他(請註

明)______________ 

8. 請問 您在學習靜坐前，自覺心理狀況為何？ 

□心理狀況良好 □無特殊心理問題，但自覺壓力大  □無特殊心理問題，但自覺焦慮  □

經醫生診斷有心理疾病(憂鬱症/燥鬱症)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9. 請問 您在學習靜坐後(一段時間)，自覺心理狀況為何？ 

□無任何改變  □自覺心理較為平靜  □自覺焦慮感降低 □自覺較容易調適心理問題  □

經醫生診斷心理疾病(憂鬱症/燥鬱症)獲得改善 □其他(請註名)______________ 

10. 請問 您覺得靜坐要能改善身心狀況，至少要持續靜坐多久才有明顯變化？ 

□1 年以下 □1~3 年 □3~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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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靜 坐 身 心 變 化 探 討 

                                                                      

 

此部分欲瞭解您個人對於靜坐是否可以改善身心狀況，請依據您個人實際狀況，予以勾

選。 

                                      非  不  無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影      同 

                                      同 

                                      意  意  響  意  意 

6. 靜坐可以讓身體放鬆………..........……………..□  □  □  □  □  

7. 靜坐可以減輕壓力……………...........…………..□  □  □  □  □ 

8. 靜坐可以降低血壓……………………...........…..□  □  □  □  □ 

9. 靜坐可以改善消化系統………….........………..□  □  □  □  □ 

10. 靜坐可以讓心情變輕鬆…………........………..□  □  □  □  □ 

11. 靜坐可以讓心情較平靜…………........………..□  □  □  □  □ 

12. 靜坐可以讓生理年齡變年輕…….....………..□  □  □  □  □ 

13. 靜坐可以讓啟發內在潛能和智慧…...……..□  □  □  □  □ 

14. 靜坐可以改變個性…………………..........……..□  □  □  □  □ 

10. 靜坐可以改善身心……………..........………….□  □  □  □  □ 

 

非常謝謝您的協助！敬祝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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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養吾浩氣，驅雷役電震天威-從『雷法』與『電子論』

探討感應與顯化 

謝緒投 

摘  要 

本文嘗試對宗教中的感應顯化做合理的理論詮釋，主要參考宋元間建立的雷法理論

與新境界之電子論做一些比對。一開始，藉由基督教早期的傳播希望消除一些人對感應

顯化的負面觀感，理論部分首先介紹自我曼陀羅理論與身心靈模型做為認識自我與精神

世界之模型。接著比較雷法與電子論之共同點。願以本文做為一個探討感應顯化研究的

出發點。 

前言 

1. 何為雷法?  

常志靜教授(Florian C. Reiter)這麼解釋，「古代道士，為了幫助老百姓睡不著、睡不

好、生意不好等日常生活的困難，會有些『法』來解決這些問題。」[1]雷法，可以呼召

風雷，伏魔降妖，祈晴雨的一種方術。以內煉為本、外用為末。鄭志明教授[2]認為法術

或稱神術、道術延續著古老的巫術而來，道教思想原本繼承著漢代的氣化宇宙論，人與

天地萬物皆屬氣的聚散、升降等變化規律之中可以相互感通。到了兩宋時代中華文化經

過再一次的自我調適，理學的心性思想影響了道教的內丹思想。 

宋代高道王文卿（1093-1153），他把上述這些「方術」理論化，並且加進了內丹的

材料。法術、道術其目的在於通天地、交鬼神。企圖藉由種種神秘的手段影響無形世界。 

王文卿的作法與以往不一樣之處，在於他的理論裡，為了行雷法就需要召喚雷神，

而這些雷神是要在身體裡面製造，但怎麼製造？王文卿於是透過內丹的內觀、引氣等等

的方法，讓人了解怎麼在自己的身體裡生出雷神。在這裡，雷神不是從外面降下來的，

不是乩童降神那樣的關係，而是我們自己製造的。雷霆起於五行，「人能聚五行之氣為

五雷，則雷法乃先天之道，雷神乃在我之神。」《道法會元》卷一《法序》說：「了一

心而通萬法，則萬法無不具於一心，返萬法而照一心，則一心無不定於萬法。」 

換言之，這邊的道法觀念，以我心御體內之氣。以體內之小周天感應宇宙之大周天。

以我之真氣，合天地之造化。世界秩序的維持不在於外在的天地鬼神，而是回歸到人自

身的心性體驗上，進行精氣神的感通與轉化。 

以上的概述，我們可以知道。雷法是宋代以後道教對感應顯化的法術所做的理論化

整理。主要集結的文獻為《道法會元》。今日學者[1，2]主要以此文獻來理解這些道術

法術。而今日民間道士，所流傳之符簶有些或許根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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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應與顯化 

在天帝教內，亦有所謂法技傳承。詳見李光光同奮所寫的天人親和探討一文。對於

感應顯化在天帝教有兩種主張: 第一是師尊在教義緒論所說的不談感應即非宗教，只是

倫理學。第二種聲音是對神通的擔憂。前首席維生先生在教訊第 258 期首席闡道中這麼

告誡，「我們如果走上神通設教、符水治病的路，將來只會自取滅亡。」這樣的推論來

自於「從太平道、五斗米道、太平天國到義和團等『教禍』事件來看，宗教本來是為了

救劫、救人而來，但最後卻變成了行劫與殺人的工具，甚至形成了一個時代的大動亂。」

[3] 

另一方面，由維生先生提出的論證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從太平道、五斗米道、太平

天國到義和團這些團體，若不是因為神通顯化，不可能在短短十數年時間內發展到能在

人類歷史上留下紀錄。由此可知對於一個宗教早期的發展，感應顯化可以讓宗教的傳播

快速且廣泛。只是要千秋百代的經營，不能只有神通與顯應。 

早期基督教的傳播，以聖經來看，不少耶穌神蹟治病的神通以及無形界天使的福音

訊息。以此來看基督宗教可以避免類似太平道、五斗米道、太平天國等這些教團的『教

禍』事件是有一套原則的。好的，我們來看看已經宣教兩千年的基督宗教，如何挑戰以

上的兩難問題。這解決上述困境的原則我認為紀載在基督信仰中的聖經，歌林多前書第

十二章與十三章(Corinthians12 ，13)。 

歌林多前書第十二章主要這麼比喻的: 一個教會的成立需要的不是只有一種執事。

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四是行異能的，五是得天賦能靈療的，六是做

公益的，七為行政管理者，最後八是能有通不同語言者。第八項也可詮釋為能說天使的

語言，通靈者。 

原文:(And God hath set some in the church: first apostles，secondarily prophets，thirdly 

teachers，after that miracle workers，then those with gifts of healing，helpers，administrators，

and those with diversity of tongues.) 《21st Century King James Version》 

這邊可以看到早期基督教，也注重神蹟，靈療與無形溝通。這與太平道等並無不同。

然而基督教怎能躲過過類似太平道、五斗米道、太平天國等這些教團的『教禍』事件，

成為地球上最多人信仰的宗教之一呢？ 

一個宗教豈能全部都是首席使者，全都是開導師，全都是宣教的講師；也不可能全

部的人只做靈療，只追求與無形親和溝通。就像是人的身體，手有手的作用，腳有腳的

有的好處。不能因為嘴會說人是非，就把嘴封住；不能說手會傷人就把手綁住。就像牙

齒偶而也會不小心咬到舌頭。 

歌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後面這麼寫了: 上帝給教會最大的恩賜，是 Charity。這個字中

文解釋是慈善寬大。這個字在基督神學的概念中，代表著神的無盡的愛與仁慈。中文聖

經一般翻譯作「愛」；但我認為翻譯成「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亦無不可。這當然是一

位非基督信仰者的看法。我非基督信仰系統，詮釋上與正統基督徒一定有很大差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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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並非為基督徒解釋聖經，而是為天帝教信徒探索新的思考。在天帝教教義中有一個

詞『熱準』善之誠心。在本文的討論中或許可以雷同 Charity 這個字。 

以天帝教的教義來說在天人交通時，失去了『熱準』天人還能溝通嗎?在實施天人炁

功時，失去了親和『熱準』能夠治病嗎? 除此之外，宣講時，祈禱親和時，無不需提升

『熱準』才能感動人心，感應群靈。 

回到先前提到的，一個教團的成立要有傳道使者、首席、開導師、講師、天人交通

者、精神治療能力者、各種教務管理等等人員。就像身體的各部分，功用不同，要怎麼

協調各種能力的人員呢?歌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的說法是神無盡的愛與仁慈讓這些部分可

以融洽和諧。換成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的說法，道氣低迷時，熱準低，教院各個部門自管

自事一切依法不做事，排斥與其他部門合作(同引異排)；唯有熱準高時，道氣旺才能精

誠團結打破本位之見(異引同排)。 

有熱準才能恆久與仁慈，熱準高才能遠離貪嗔癡，因此能正大光明，通達明白。再，

爲所當爲者，義之謂也。六度萬行，忍爲第一。能法天地之信以爲信，則無愧於三才。

有信有願，至誠不息。  

原文:( Charity suffereth long，and is kind; charity envieth not; charity vaunteth not 

itself，is not puffed up; doth not behave itself unseemly，seeketh not her own，is not 

easily provoked，thinketh no evil; rejoiceth not in iniquity，but rejoiceth in the truth; 

beareth all things，believeth all things，hopeth all things，endureth all things. Charity 

never faileth) 《21st Century King James Version》此中譯文就是著名的”愛的真諦”一

曲。 

以上所言，即在探討感應顯化，在宗教擴展初期，可以很輕易達到宣教的效果。對於只

求守成的教團很容易將這些感應顯化視之為異端，欲除去而後快；躁動急進的教團會視

之為唯一的成就，忘卻了其他重要的真理。解決之道，唯有提升熱準-善之誠心。惟天

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3. 沙的智慧 

一條小溪，發源於一個很遠的山區，來到了沙漠。就如它跨過了其他的障礙，這溪

也試著要跨越沙漠。可是，當它越過沙漠時，發現水漸漸消失在沙中；試了一次又

一次，總是徒勞無功。 

溪水的命運就是要去橫越沙漠，卻無路可走。這時，有一個來自沙漠隱微的聲音在

耳語：「如果微風可以跨越沙漠，你也可以辦得到。」 

小溪很不服氣地回答說：「那是因為微風可以飛過沙漠啊！」 

沙漠用它低沈的聲音繼續說：「如果你堅持原來的樣子，你將永遠無法跨越沙漠。

你不是消失就是變成沼澤，你必須讓風帶領你到目的地。」 

「但要怎麼樣才能夠發生？」小溪疑惑著。 

「其實，只要你願意放棄現在的樣子，讓自己被風所吸收，由微風帶著你飛過沙漠，

便可以到達目的。」幽隱耳語這樣述說著。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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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無法被小溪所接受。要小溪放棄現在的樣子，然後消失在微風中？不 ！ 

不！那不等於是自我毀滅了嗎？「我怎麼知道會不會成功？」小溪強烈的抗拒著。 

沙漠說：「風可以來執行這項功能。它把水帶上來，帶著它超過沙漠，然後再讓它

掉下來。它以雨的形式掉下來，然後那些雨水再彙集成一條河流，繼續向前進。」 

「那我還是原來的溪流嗎？」小溪問 

「說是，也可說不是。」沙漠回答：「不管你是一條河流或是成為看不見的水蒸氣，

你的本質從未變過。你之所以會堅持你是一條溪流，是因為你從不知自己本質是什

麼。」 

當小溪聽到這裡，某些記憶開始浮現。在朦朧之中，他想起了在變成河流之前，也

是風帶著，飛到高山，然後變成雨水落下，才成為今天的溪水。 

於是，小溪鼓起勇氣，投入微風張開的雙臂，說：「風！我來了！請你再帶著我奔

向生命中的歸宿！」 

是的，現在小溪已經認識到了自我。 

 

這個故事雖是奧修的書籍中記載但不是他創造的，就像他也有詮釋莊子、老子這些

經典，沙的智慧是伊斯蘭宗教古老的神祕主義(密教)-蘇菲教派所流傳的寓言。蘇菲派是

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派別，產生於 7 世紀末至 8 世紀初，是以《古蘭經》的某些經文為

依據，並吸收新柏拉圖主義和外來的宗教思想而逐漸形成。早期的蘇菲是一些虔誠的穆

斯林奉行以苦行禁慾為特徵的個人修行方式，直接認識並與安拉結合。12 世紀起，蘇菲

派在世界各地先後建立了互不隸屬的教團組織，通過遊方傳教師將伊斯蘭教傳播於世界

各地。 

蘇菲的神秘主義一直對西方世界有著極大的魅力。在西方世界蘇菲主義被看作一種

和平的不關心政治的伊斯蘭的形式。這是很奇特的現象，與西方人對傳統伊斯蘭宗教的

刻板映像完全不同。 

『一條小溪，發源於一個很遠的山區，來到了沙漠。就如它跨過了其他的障礙，這

溪也試著要跨越沙漠。』當宗教團體走到一個窮途末路的點，一個蘇菲族稱之為『沙漠』

的點。沙漠是一個覺得你在教團消失的點；沙漠是一個感覺你在教團垂死的點；沙漠是

一個你覺得完全沒有希望、沒意義的教團，一個你開始沈思教團存在意義的點，一個你

不知道要怎麼辦，或是怎麼不辦的點；一個要存在，或是不要存在的點。總有一天，每

一個保守的教派都必須面對沙漠。 

而宗教團體為何會由原先的開創型態，轉而為封閉保守呢? 失去顯化的宗教，在好

的制度下依然可以存活著。但對有心追求宇宙大道的信徒不免心生困惑。 

就人性而言，信仰抉擇背後有其成本效益的評估。個人信上帝、參與宗教組織的好

處，不用等到永恆來世才能回收，在現世就能回收，當代各大宗教團體，幾乎都是中產

階級俱樂部無論什麼宗教，只要懂得社交，維繫感情，在宗教群體中開展人脈，事業的

好處也會源源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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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群像是一個大型的互助網絡，只要信者願意遵守宗教社群的內在規範，就能

獲得照顧。整個社群變成害怕變動的保守基地。人們因為自己獲得的好處，不願改變自

己所擁有的狀況，無論是自己的生活狀態，還是目前的社會結構。於是，擁有好生活、

高收入、高社經階級的信徒，寧可選擇對於社會現狀維持妥協或不批判。原本潺潺流動

的活水變成一灘泥淖。 

除非河流升起他的蒸氣，進入了風兒歡迎的手臂，風兒溫和地，而且輕易地帶著它

一起向前走，當它們到達遠處山頂的時候，風兒就讓它輕輕地落下來。變形吧，液態的

水變成氣態蒸發在空中。但這時還是原來的溪水嗎？ 

宗教團體很容易因為信徒的人間利益，而成了中產階級俱樂部失卻了向天奮鬥的勇

氣，成為在沙漠中停滯的一灘沼澤。但溪水在變成河流之前，也是風帶著，飛到高山，

然後變成雨水落下，才成為今天的溪水。 

試思量，虛無似夢，悲歡萬狀，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由來都在天。不如悟真

空，離世網，心清行潔，養吾浩氣，天公普雨曼陀花。 

 

理論基礎的建立 

本論文，主要嘗試性的探討宋元時代建立的道法理論，與千年之後的新宗教哲學思

想體系，做比較性的對照。前三小節所言，主要為了幫助讀者，跨越宗教哲學中單純的

人際間的倫理學的理解，以及派別的侷限。如此千年前的雷法才能與千年後的電子論有

對話交流的可能。 

1. 身心靈的模型 

沈清松教授編著的"哲學概論"裡面第六章《實在及其原理──形上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有提到關於靈魂探討的問題，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將"靈魂"這個詞轉換成"自我(self)"。

亞里斯多德認為靈魂是實體，且死後不朽，而這不朽者當然就是自我了。於是在現今主

流學術界，對於靈魂的探討很多會將問題轉向「自我」的探討，而問題的本質卻是一致

的。[4] 

對於自我的問題，台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5]提出一個普世性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

在這模型中，「自我」（self）處於兩個雙向箭頭之中心：橫向雙箭頭的一端指向「行

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一端則指向「智慧」（wisdom）或「知識」（knowledge）；

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person），向下的一端指向「個體」（individual）。 

這個模型主要概念為一個完整的人，必須從底層的生物性個體（individual）向上奮

鬥成為儒家經典《大學》所說「大人」（person）。而蛻變的過程所需要的是「實踐」

與「智慧」加上「行動」與「知識」四大臂膀的動力不斷旋進。筆者以為若將此模型立

體化，讀者可以發現與天帝教教義《新境界》所說的旋和系模型有所雷同。「主是中，

隅者配。中者儿也」。「儿」這個字就如同象形般，描畫著旋和系的核心部位。更貼切

一點的描畫，就像颱風眼般，氣旋中心是寧靜的，接受天光的能量，蒸發海水化為周圍

風雲的動量。而向上奮鬥的層次也如同天人親和真經所說的「天人之質衡，權於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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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5]有這麼一個身心靈模型。 

當個人在反省自己存在時，身心靈模式 區分了客體我的三個面向: 

1. 生理我(Body): 聚焦於生理需求之自我意識。 

2. 心理我(Mind): 個人對其心理功能之知覺 

3. 靈性我(Spirit): 自我的這個層面可以使個人充分了解自己人生的意義。 

人生的五階段: 

第一階段(Fig.1-1):個人原始動機為滿足生理需求，靈性我(Spirit)還在 Body 與 Mind

之中萌芽。 

第二階段(Fig.1-2): 靈性我(Spirit)也尚在培育，但個體的心智與身體逐漸發展成熟。 

第三階段(Fig.1-3):個體的身、心、靈獲得充分發展，並維持一定均衡，讓人能應付

生活中不同的挑戰。 

第四階段(Fig.1-4): 身體開始退化，做某些體力勞動逐漸有「力不從心」感，但心靈

對靈性修養的需求日益旺盛。 

第五階段(Fig.1-5): 身體逐漸失去功能不再聽心智的使喚，必須藉由靈性修養獲得最

終的解脫。 

我第一次看到這圖時，感覺很震驚。因為我一直認為，身心靈的關係應當是 Fig1-1，

原來可以表達成不同的方式。Fig1-5 可以說是成為一個成熟人格的身心靈狀態，這狀態

讓我有些想法。 

黃教授的書中提到一點主張"人的心智形成於社會之中"，人際間的社會活動是所有

高階心理功能的基礎。高等心智功能的根據，既不在心靈深處，也不在神經組織，而是

個體之外的社會...(黃，頁 26)[5] 

我大膽的假設黃所謂的個體之外的社會是指社會網絡。 於是 Fig1-5"靈性我"這圈便

是探索外在網路的關鍵。唯有成熟的"靈性我"方可穩定且不受干擾(病毒、魔考)的連接

外在網絡。對應物質世界所謂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在黃教授的模型基礎

上，或許我們可以假設在無形的精神世界本身就是一個「靈聯網」。(Internet Of Spirit，

IOS)  

於是我們也就可以回應李嗣涔教授在詮釋連結仙佛網站的說法。甚至更進一步說，

無形世界的"法技"宛如現今網路雲端的 APP(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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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黃光國身心靈模型(摘自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出版社，2009，

第 27 頁 

 

 

2. 電子論與雷法對照 

回到主題，雷法是一千年前高道將各式法技以氣論理論化。我曾討論過《以新境界

電子論的模型詮釋天帝教的修煉功夫》由氣論推演出電子論。我好奇的想探討的是新境

界一書之電子論是否有可能像千年前的雷法的理論般，成為新時代宗教哲學思想? 

 

甲、 熱準 

《道法會元》稱“符者，陰陽契合也。唯天下至誠者能用之，誠苟不至，自然不靈矣。

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精精相附，神神相依，

所以假尺寸之紙，號召鬼神，鬼神不得不對。” 

這邊談到的誠，相對於《新境界》可以是熱準一詞。熱準是什麼? 熱準，我以為是熱

誠的準位(sincerity level)!若我們用氣化宇宙的模型來看熱準，熱準高可以推動陰陽二氣

進行交流，就好像電壓高。可以推動電流一樣!就好像水壓高可以推動水流一樣!這是一

種"勢"(位能)。而在《新境界》一書中陰陽電子的變化皆是由熱準高低所決定。陰陽之

氣為何相推不相推?在《新境界》一書主要個關鍵在於熱準高低。熱準高則可以推動陰

陽之氣「異引」產生交流。熱準低則陰陽之氣「同引」而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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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擴散與漸 

在《以新境界電子論的模型詮釋天帝教的修煉功夫》[5]一文中，我曾以半導體模型

解釋陰陽電子如何受熱準推動而生變化。 

「這樣的事情若是以先前提到的半導體模型，  

p型半導體比擬作陽電子體而n型半導體比擬作陰電子體，在P-N junction 接面上，

電子和電洞二者分佈不均勻而產生擴散，擴散後電中性被破壞而產生電場(浸，故陰陽

勝)，導致這區域的電子或電洞等載子減少稱之為空乏區(depletion region)。空乏區

產生的內建電壓決定於 p型半導體與 n型半導體的佛米級之能階差(Fermi level，也譯

為費米能階)，而二者的佛米級之相對位置由各材料內參雜濃度決定。因為 p型半導體

與 n型半導體的介面有空乏區的出現，電流要跨越這個障礙需要外部的電壓來推動。因

為材料參雜的電子或電洞濃度，會影響佛米級的位置，因此僅僅相同性質的 p型半導體

因為其電洞參雜的濃度不同也會造成佛米級的位置有所差異，而成小小的空乏區。而電

流要跨過空乏區就要增加外加電壓。」[6] 

這個模型合理的解釋氣功療理時，有人可以感應，有人卻無法感應的理由。背後的

機制在於擴散作用。 

回顧傳統，我們看看雷法中有一「符諱」稱為「紫微諱」。諱者名也，等同神明自

己的簽名，是一種是符非符、似字非字的神秘符號。諱與符在儀式中的功能相似，區別

在於：符書寫或刻印在紙、絹等上面；而諱是在儀式中比「劃」出來的，在符上、紙上、

虛空、水中、身體等畫入隱密符形。[7] 

紫微諱 : (雷、漸、耳) 三字所組合，紫微諱是紫微大帝所轄諸司職神媒名諱之象徵

符號，紫微位於北天中央，是二十八宿之中心樞紐。紫微諱的書寫方式似乎暗示「雷法，

漸耳」雷法的關鍵理論在"漸"這字上。這字我以為與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

陽相推變化順矣。"這句的浸字意義雷同，以物理來說皆是"擴散"。筆者未曾接授過此法

技，只是整理書面資料，實際的操作當請教有道之士。對照新境界電子論原理的探討，

或許未來也可利用電子論之理論，開發新時代靈聯網的法技。(APP @ Internet of Spirit) 

 

丙、雷法之變神 

在常志靜教授的研究中他認為: 

王文卿的理論裡，為了行雷法就需要召喚雷神，而這些雷神是要在身體裡面製造，

但怎麼致造？王文卿於是透過內丹的內觀、引氣等等的方法，讓人了解怎麼在自己的身

體裡生出雷神。在這裡我們要弄清楚的是，雷神不是從外面降下來的，不是乩童降神那

樣的關係，而是我們自己製造的。當然這些雷神要和宇宙的雷神合一， 

…「變神」的過程，就是剛剛提到的在自己身體裡面生成雷神的方式。關於「變神」，

有說法認為是為了保護自己，也就是說，為了實行危險的「法」，我經過「變神」的儀

式來使自己成為跟神明平等地位，之後再來實行「法」，藉以保護自己。而「變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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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長期的準備，例如長期的打坐修練，這些修練並不是再儀式場合所需要的，也不

是要給別人看的，而是一種「變神」的基礎訓練。[1] 

而筆者在在天帝教的宗教訓練中，類似的訓練是誦「玉皇心印妙經」，此經可與天

帝印心，持誦萬遍妙理自明。這種靜坐功夫的基礎訓練，對實行有風險的「法技」前保

護。 

 

丁、雷法之祭煉 

《太極祭煉內法評議》[8]一文云: 「祭神如神在，其祭鍊之謂歟」、「大抵鍊度，是鍊

自己造化，以度幽魂，未能鍊神，安能度鬼」 

「冥冥之中 以德行為力 訕二界鬼神 見愈有德行者 巍巍煌煌 身形愈大 或發

一善念 其人即如仙如真 如日如月 鬼神見絕無德行者 幽幽黯黯 身形愈小 或

發一惡念 其人即如虎如蛇 如土如塵 人不見之 而鬼神見之」 

上文強調，道德之重要。如辦世間事，以財為力。冥冥之中，以德行為力。真誠才

能感動人、感動群靈。有智慧能實踐，這才是君子之德。君子之德如風，眾人願為之傾

心，願為其分身。而有禮貌的鄉愿，孔夫子稱之為德之賊。 

關尹子曰: 「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

物。惟不誠之人，難以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以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這邊也明白地說有形之符籙，只是為了讓人有信心。 

太上開化 以契合造化謂之符 把握造化謂之籙 坐於深靜洞然空玄之中蓮 造

化於至密之地 感鬼神於至誠之天 放光明而朗照滌罪垢 以俱空此一己之獨知 而

鬼神之得受實惠者 非世人之所能知能見也 

天地之間 一至誠之道而已 鬼神之德 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苟心不

在焉 視之而弗見 聽之而弗聞 吾何以動天地 吾何以感鬼神  

 

戊、感應之理論 

雷法與電子論兩者的理論皆源自氣化論的傳統。推動的動力主要以誠或熱準。而熱

準在前言我們談論過與基督宗教早期傳播如何凝結教團，共同奮鬥有重要的關係。因此

之後若有要討論感應顯化相關議題，能把熱準這件事了解透徹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第二

件事是擴散作用，也就是「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極緩的方法慢慢感染、慢

慢影響。第三點感應顯化會有大利益，須注意伴隨著高風險。解決之道，雷法談到變神，

在天帝教實際上以實踐人生守則的道德規範做為保護修士之手段，這是比較切實的做法。

如同宗主在《大同推進社問答》第 21 問所說：「身體力行二十字。敢言即儒釋道耶回

當中完人也。」「廿字為經骨。廿字為咒語。慈悲這點心。此身即是佛。」 

結語 

感應與顯化，是吸引宗教徒的一種手段。另外也是芸芸眾生在日常生活遇到種種不

如意的困難，寄望宗教能給予的幫助。不同宗教有不同的理論詮釋這些感應與顯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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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嘗試以新境界之電子論探討將感應與顯化做理論性整理。在這樣實驗性的探索中，本

論文聚焦在：天帝教教義所提到的「熱準」，對應於儒家「誠」，與基督宗教的「愛(Charity)」

對於感應顯化的關聯性。本文為初次探索，思考形式尚未完備。還需後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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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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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性格變異的模式分析 

—以靈意網路為理論基礎 

 

翁明珠 (鏡幾)  

崑山科技大學企管系  副教授  

天帝教天人炁功院  研究員  

 

摘  要 

 

性格變異在 82 年聖訓「談人格發展之意識狀態與過程」中，提到魂識、靈覺、靈

識及意識等四個部份所引起的性格變異，本研究進一步描述導致性格變異的電力運作過

程，它是屬於動態的流程說明，包含氣化內容物、配合條件、運行的路徑等複雜的運作

流程，其中「靈意網路」的調變、轉運作用發揮很大的功能，當電力受到強度刺激，將

改變原有網路的功能，逐一改變旋力的運作模式，最後導致性格變異。而「天人炁功」

這個來自先天之「炁」，對於三次元空間的人類所引發的性格變異，在學理上可以發揮

應有的療效。「天人炁功」對於療靈、療心、療身的理論描述中，我們發現「療靈」以

和子層的調理為主，在業力與靈障兩個方面可以發揮某種程度的功能；「療心」方面，

炁療能量透過「大腦皮層」的心理機制進行調節，而「療身」方面，炁療能量透過生理

機制經過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之作用，傳遞到臟腑經絡進行療理。

因此「天人炁功」對於本研究主題「性格變異」，在學理上應該可以發揮療理的功能。 

 

 

 

關鍵字：性格變異、天人炁功、靈意網路、心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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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變異的模式分析—以靈意網路為理論基礎 

 

翁明珠 (鏡幾) 
 

壹、性格變異的種類分析 

動植物的生命與生機的產生是由和子與電子體相結合而構成生命現象，這種和子可

呈現出正、負值兩種訊息，而電子體也有陽、陰兩種電子之分，當兩者相結合所產生的

和力能量有和子力為主導或電子力為主導之區別，因此，和子與電子體相結合即構成八

種不同的組合現象，這八種組合也就是人類所呈現出來的不同性格特徵。天帝教聖訓有

進一步說明 1，當和子(靈魂)的正、負訊息與電子體的陽、陰電子相結合，所表現出的心

理、情緒之反應，以及和子遺性與電子體生理遺傳所表現之性格特徵，可分別以右旋(先

天到後天)、左旋(後天返先天)加以說明，表(一)為先天到後天的八種組合所呈現出來的

心理反應及性格變異。表(二)為後天返先天的八種組合所呈現出來的心理反應及性格變

異。 

人類常態之下是以和子的正值訊息與電子體的陽、陰電子的組合關係為主，而負值

訊息與電子體的陽、陰電子的組合關係則隱而未顯，但是，當人類受到極強度刺激或異

常作用之下，則電力組合將呈現出負值訊息與陰電子的組合關係，此時即會出現靈格變

異、精神變異、人格變異等嚴重的性格變異現象。從表(一)中我們發現「靈格變異」與

「精神變異」的區別性，也就是說當和子力大於電子力，且和子之負值特性與電子體中

陰電子相加乘作用，導致外界陰靈共生，此稱為「靈格變異」；而「精神變異」則為電

子力大於和子力，且電子體中陰電子與和子中的負值特性相加乘作用，導致個體呈現精

神異常等變異現象，因此，「靈格變異」以和子力為主導，「精神變異」以電子力為主導，

兩者有此不同之處。這種「負值、陰電子」的組合易引發靈格變異以及精神變異，那麼

這種變異是如何產生的？聖訓指出它的旋力將由右旋變為左旋，受刺激的「靈意網路」

部位也將改變。但是這種右旋(先天到後天)之組合所產生的心理反應，一旦與「靈意網

路」作用，作用完畢後其訊息即告終止，不會積存於 a、a1、a2、a3 區中。2 

從表(一)(二)這種「負值、陰電子」的組合易引發變異現象中，我們發現當「電子力

大於和子力」所產生的變異，聖訓有所謂的「精神變異」及「人格變異」之區別，主要

的原因是右旋與左旋的不同，也就是先天到後天、後天返先天的旋力轉變所引起的變異，

如前面所談「精神變異」是先天到後天，其中電子體中陰電子與和子中的負值特性相加

乘作用，導致個體呈現「精神變異」的現象，另一方面左旋(後天返先天)當電子力大，

發揮電子體中陰電子的負值特性，也刺激和子中屬於第二類先天性格源頭的特性(惡)，

而導致「人格變異」的現象。這種「人格變異」及「精神變異」的旋力轉變將在下一節

進一步說明。而這種左旋(後天到先天)之組合所產生的心理反應，一旦與「靈意網路」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172 
 

作用，作用完畢後的訊息將會積存於 a、a1、a2、a3 區中，而構成其內三種傳遞介質(ABC

三類)的生成源頭。3  

 

 

 

表(一) 右旋(先天到後天)的八種組合之心理反應及性格變異 4 

電子體\靈魂 正值訊息  負值訊息 

陽 

電 

子 

和子力大，發揮和子原素

之正值特性(真愛、喜悅

等人心、人性的知、情、

意) 

 和子力大，發揮和子原素

之負值特性(貪慾、妄慾、

慢慾等知、情、意的心理

反應) 

 電子力大，發揮電子體中

陽電子的正值特性(喜、

樂、癡、怨等心理反應) 

 電子力大，具節制和子中

負值特性所發出的電力特

性，以緩和貪慾、妄慾、

慢慾等心理反應 

陰 

電 

子 

和子力大，具平衡與調節

電子體中陰電子的負值

特性，以降低貪、瞋、凶

等心理反應 

 和子力大，發揮和子原素

之負值特性，也刺激電子

體中陰電子的負值特性，

嚴重者，引入外界陰質和

子與之共生，產生靈語、

靈控的靈格變異 

 

 

 

表(二) 左旋(後天返先天)的八種組合之心理反應及性格變異 5 

電子體\靈魂 正值訊息  負值訊息 

陽 

電 

子 

和子力大，發揮和子之陽

電力，催化第一類先天性

格源頭之特性(和善、慈

悲、喜悅等天心、天性的

感悟) 

 和子力大，表現和子之陰

電力，催化第二類先天性

格源頭之特性 (增強貪、

瞋、凶等作用力量) 

 電子力大，發揮電子體中

陽電子的正值特性(喜、

樂、癡、怨等反應) 

 電子力大，具節制和子中

由第二類先天性格源頭所

發出負值的電力特性，以

緩和貪、瞋、凶等心理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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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 

電 

子 

和子力大，具平衡與調節

電子體中陰電子的負值

特性，以降低貪、瞋、凶

等反應 

 和子力大，發揮和子中屬

於第二類先天性格源頭的

作用，也刺激電子體中陰

電子的負值特性，嚴重

者，與低次元和子親和，

產生靈語、靈控的靈格變

異 

 電子力大，發揮電子體中

陰電子的負值特性，如

貪、瞋、凶等反應 

 電子力大，發揮電子體中

陰電子的負值特性，也刺

激和子中屬於第二類先天

性格源頭的特性，嚴重

者，導致人格分裂、人格

異常等人格變異現象 

 

貳、關鍵結構—心理機轉 

 當和子的正、負訊息與電子體的陽、陰電子相結合，表現出心理、情緒的反應，以

及和子遺性與電子體生理遺傳等性格特徵，那麼這個和子(正、負訊息)與電子體(陽、陰

電子)的會合點在何處呢？答案在大腦皮層內的心理機轉，也就是在心理機轉匯合了這

兩股電力，並透過靈意網路的調變、轉運，最後呈現出具體的性格特徵，表現出表(一)、

表(二)的特徵。為了說明這個心理機轉，我們透過圖(一)加以解說。 

首先有一股能量，這股能量稱為「炁氣聚合能量」，它是由「心性系統」所產生的

氣化內容物，而與 X 原素的炁氣混和能量產生聚合效應的結果。6當這股炁氣聚合能量

透過靈意網路進入大腦皮層進行分解、匯整的處理過程中，它有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當炁氣聚合能量契合「心境熱準」，並進一步強化本身的作用力量，使其具備持續作用

的化合能力時，則會以刺激大腦皮層內的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為首要運作內容，

稱為「生理機轉」的「會通」現象。這個「生理機轉」是指炁氣聚合能量一旦刺激大腦

皮層之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的作用機序，產生影響原有的生理性調節功能而言。
7 而「會通」的意思是指炁氣聚合能量與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產生共振協調的

運作。若此種會通的力量又能符合當時該個體內在的「心境能量」，則會進一步刺激內

在心理機轉也隨之發生會通的運作內容。8 

「心境熱準」是指什麼？聖訓有進一步說明：「保持心境的平和、擴大個人的視野，

以及增加對外界人、事、物的包容性，同時配合省懺功夫的自我洗滌力量，將有助於強

化內在的心境熱準。」9 因此「心境熱準」是指生理、心理機序的一種能量，它可以透

過個人修持而提升其能量。10 

第二階段的炁氣聚合能量當進入大腦皮層中，如契合「誠敬熱準」時，則在大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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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行分解、匯整該炁氣聚合能量，此能量包含有能量之強弱、意識內容、旋力方向，

以及正、負訊息等，若又契合和子內各原素的功能作用，則進一步產生共振反應，使其

具有產生持續作用的轉化能量時，則會以刺激大腦皮層內的心理機轉為主要的運作內容，

稱為「心理機轉」的「轉換」現象。這個「心理機轉」是指炁氣聚合能量一旦刺激大腦

皮層之心理機轉，表現出知、情、意的心理、情緒反應，以及先、後天性格上的不同人

格特徵而言。11 而「轉換」就是炁氣聚合能量與心理機轉產生氣化上的相互激盪、融合

之轉換運作。若此種轉換力量又能符合當時該個體內在的「誠敬熱準」，則會進一步刺

激在第一階段中已經會通後的生理機序發生作用，隨即該生理機轉也會產生轉換上的氣

化運作。12 

這種炁氣聚合能量具有正循環與反循環的作用方向，以上所談是屬於正循環的運作

過程，而反循環的運作步驟與正循環相同，唯在圖右下方的框內「心理機轉」是以刺激

「心理機轉中屬於先、後天性格作用部分」為主。 

因此，炁氣聚合能量在第一階段主要產生會通現象，形成正、負訊息與陽、陰電子

相互交流的共振型態，第二階段當炁氣聚合能量符合和子內各原素作用的轉換標準時，

形成一種意識訊息與旋力方向相互融合的型態，最後，在心理機轉中表現出不同的八種

性格特徵如表(一)、表(二)所示。所以，心理機轉是和子力與電子力的交會處，是一個關

鍵的機制，無論是左旋或右旋，無論是和子力大或電子力大，將透過此處匯合而展現出

不同的性格特徵。 

另一方面，當炁氣聚合能量在第一、二階段的運作過程中，產生失調現象時，將會

在生理、心理上造成諸多不適現象：13 

(1)生理機轉失調：生理機轉是炁氣聚合能量刺激大腦皮層的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

統，以產生生理性調節功能，但是當此「會通」作用的過程中，若無法即時形成共振

協調的運作，即無法契合原有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的運作，將在生理上表現

出暈眩、昏沉等諸多不適應現象。 

(2)心理機轉失調：心理機轉是炁氣聚合能量刺激大腦皮層的心理機轉產生「轉換」現象，

此時若無法即時產生共振協調的能量互動效應時，即無法契合原有心理機轉的運作內

容，將會造成心理機轉的失調現象，而在生理上表現出疼痛現象與噁心、嘔吐、虛弱

等諸多生理性的症狀發生。  

(3)電力作用失調：當和子力與電子力這兩股電力產生不穩定的變化，形成異常性的電力

回流現象，所造成的諸多不適應現象。在第一階段時，表現出生理上暈眩、昏沉等諸

多不適應現象，也會伴隨著負面性的心理、情緒反應。在第二階段時，表現出生理上

的疼痛現象與噁心、嘔吐、虛弱等諸多生理性的症狀，也會伴隨著更多負面性的心理、

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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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炁氣聚合能量在大腦皮層中(生理、心理機轉)的運作過程 

 

參、炁氣聚合能量在靈意網路中的運作流程 

首先，介紹「炁氣聚合能量」的形成，當心性系統的氣化內容物，初步與「靈意網

路」發生作用的過程之中，如刺激到含藏於「熱準中心」內的元神能量時，該元神能量

便會與這些氣化內容物發生能量與能量的互動效應。此刻，來自於心性系統的這些氣化

內容物，即會一一獲得能量上的充填，結果自然可以增強該氣化內容物的質性表現，活

化含藏於陽、陰電力中的正、負值訊息。然後才足以與 X 原素內的炁氣混合能量產生聚

合效應，稱為炁氣聚合能量。如圖(二)所示。此時該炁氣聚合能量具有以下三種特徵：

(1)具有知、情、意心理源頭之能量與意識訊息。(2)含有第一、二類性理源頭的陰、陽電

力，其中含藏著和子各原素的正、負值訊息。(3)旋力質性屬於中性，指陰、陽電力處於

平衡狀態，故不具與其他炁氣聚合能量作用的能力。14 

接下來，該炁氣聚合能量有四個持續作用路徑：(1)一部分直接進入元神能量區中貯

存。(2) 一部分再回到心性系統中作用。(3)一部分與大腦皮層作用。(4)一部分再與靈意

網路進行第二階段的作用。這整個過程就是炁氣聚合能量在靈意網路中的第一階段作用，

如圖(二)所示。14 

刺激 

(產生轉換) 

契合心境能量 

刺激(產生會通) 

契合 

分解匯整此能量 

契合 

第二階段 

分解匯整 

此能量 

 

刺激 

(產生會通) 

第一階段 炁氣聚合能量 

心境熱準 

靈  意  網  路 

大  腦  皮  層 

誠敬熱準 

和子內各原素功能作用 

心理機轉 生理機轉 

契合 

契合誠敬熱準

刺激(產生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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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炁氣聚合能量的運作過程，當刺激到含藏於「熱準中心」內的魄力能量(正

循環)或心境能量(反循環)時，兩者將產生能量與能量的互動效應。此經由與魄力能量(正

循環)或心境能量(反循環)產生互動效應的炁氣聚合能量，才具有刺激各類傳遞介質的能

力。首先，刺激 a，a1，a2，a3 區各種不同的傳遞介質(指 ABC 三種)，並與其發生共振

效應、信息上的刺激與回應，以及再與和子之電質產生同質化作用，從而促使各種傳遞

介質被釋放出來，這些傳遞介質自然又會引發含存於 a，a1，a2，a3 區中具辨識心性能

量、活化意識訊息質性的因子，釋放出帶正、負值特性的傳遞介質。之後，這兩股傳遞

介質即會伴隨此炁氣聚合能量進入「熱準中心」進行調變作業。此時，該炁氣聚合能量

有四個持續作用路徑：(1)一部分直接作用於「熱準中心」，並產生強度的炁氣聚合能量，

甚至可再返回第一階段中作用。(2)一部分與大腦皮層作用。(3)一部分在靈意網路中進行

轉換作業，並產生四大意識層的功能。(4)一部分會與靈意網路中各原素的功能互相作用，

以調節該網路的常態性作業。如圖(三)所示。此時，該炁氣聚合能量具有以下特徵：(1)

除具備第一階段中的氣化內容之外，再度混和魄力能量或心境能量，以及 a，a1，a2，

a3 區各種不同的傳遞介質，使得正、負值訊息更加明顯。(2)旋力具有陰、陽電力的特色，

已非中性，故可與其它炁氣聚合能量作用。15 

以第三個持續作用路徑而言，這些帶有陰、陽電力作用狀態的旋力，一旦與「誠敬

熱準」契合，則右旋性旋力較偏向與 a2，a3 區產生刺激、回應的作用，此作用完畢後，

所釋放出的傳遞介質與該炁氣聚合能量，將會一一通過前述種種「調變」、「轉運」過程，

在四大意識層中發揮「明」、「知」的意識內容。(第六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帝教出

版社，第 208 頁。)而在大腦皮層的心理機轉上，則表現出具體的「人心」、「習性」之意

識作用。但是在變異狀態下，則右旋運行的炁氣聚合能量將轉換成左旋時，該回應電力

將會迅速到「靈意網路」之 a，a1 區內，刺激該區釋放出傳遞介質，同時再經由前述層

層化合路徑，產生種種異常性且不可逆性的化合作用，表現出靈語、靈控的變異意識。
16 

另一方面，左旋性旋力較偏向與 a，a1 區產生刺激、回應的作用，此作用完畢後，

所釋放出的傳遞介質與該炁氣聚合能量，將會一一通過前述種種「調變」、「轉運」過程，

在四大意識層中發揮「靈」、「覺」的意識內容。17 而在大腦皮層的心理機轉上，則表現

出更清明的「天心」、「天性」之意識作用。但是在變異狀態下，則左旋運行的炁氣聚合

能量將轉換成右旋時，該回應電力將會迅速到「靈意網路」之 a2，a3 區內，刺激該區釋

放出傳遞介質，同時再經由前述層層化合路徑，產生種種異常性且不可逆性的化合作用，

表現出精神異常、人格分裂的變異意識。18 

我們回顧 82 年的聖訓「談人格發展之意識狀態與過程(二)」，提到人格變異的原因，

如何導致魂識、靈覺、靈識及意識等四個部份呈現異常狀態。19 其中，魂識變異主要是

和子內 X 及電質兩個原素，破壞原本中性狀態的結構，而引入外界和子之攀著，甚至出

現靈魂失控之變異狀態。靈覺變異是「電力作用區」內和子各原素引合力失序，而產生

極大之變化，造成「靈覺」混淆現象，若「魂識」尚保持中性功能，仍不至於引入外界

和子的攀著，但個體的行為卻表現出極端之偏見及多重性之人格狀態。靈識變異指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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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區發生變化，因受電流訊息干擾或阻斷，發生「靈識」錯置之現象，個體將表現出

官能性異常所導發之精神性分裂現象。意識變異指腦部功能之變化而言，當內、外在刺

激引起電子體功能失調所造成之異常現象，嚴重者，將因傳遞功能嚴重斷層，造成意識

狀態之失衡現象，導致失憶症、失語症等現象。 

本研究的理論架構主要以 85 年的聖訓為主，與 82 年的聖訓比較下，我們發現性格

變異的說明由作用區域的變異描述，進一步呈現出複雜的電力流程描述，其中「靈意網

路」的調變、轉運作用發揮很大的功能，當電力受到極強度刺激或特殊性的變異作用之

下，將改變原有網路的調變功能，逐一改變原有的旋力運作模式，最後才會導致性格變

異。 

 

 

圖(二)  第一階段炁氣聚合能量在靈意網路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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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第二階段炁氣聚合能量在靈意網路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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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靈意網路與四大意識層之關係 

 

肆、天人炁功扮演的角色 

如上所述「性格變異」所出現的靈格變異、精神變異與人格變異等現象，將如何獲

得治療或緩解？天人炁功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天人炁功」這個來自先天之「炁」

會經過層層轉化，而調變成適合三次元空間的能量，由施治者承接，並經 X 原素炁氣轉

運成符合求診者病情的「炁療能量」，然後以金針、金光、或靈丹妙藥等方式傳導到求

診者體內，由於這種先天「炁」的粒性質地均較精微，容易先與求診者的靈體契合，達

到「以炁補靈」的效果。若情況良好時，會在「大腦皮層」與來自「生化系統」的能量

契合，透過炁氣轉運帶動「以氣補氣」達到調整臟腑的效果。因此，「天人炁功」的炁

療，首先達到靈療的效果，炁療之後，可以看到求診者在靈識、意識方面轉向清晰與清

明，擴大至身、心上的安適變化，情況良好時，當可逐一達到肉體病癒的效果。20 這個

整體性療理效果的發揮，必須經過靈意網路中所謂「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內的四道關

卡、三層轉化作業才能完成，詳細說明如「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四)。如圖(四)所示。
21 

另一種療理屬於局部性療理，有療靈、療心、療身等三種，說明如下： 

(一) 療靈：當施治者在為求診者進行「天人炁功」時，無形之天醫將會調查該求診者的

病源究竟起自於何處？倘若發現求診者之病源實來自於前世甚至累世之因果業力，

才導致目前求診者靈體上的疾病，以及引發的各類病症，此刻，唯有在療理的過程

中，直接從調理該靈魂的亂源、增補其損耗過劇的能量入手。這種直接發揮「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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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是指療理凡靈原先的失調狀態，或以相當之修補能量來滋補凡靈，重新調

整凡靈內在的生命活動力，以及獲得因果業力的緩解為主。22 

(二) 療心：倘若無形之天醫在調查該求診者之病源，起自於這一世中個人之諸多心理情

結且經年累月的不斷累積成疾所致，此種因素雖與前世甚至累世之個人習性有關，

才導致目前求診者之各種心理盲點與障礙，甚至快引爆該求診者之精神性疾病，此

刻，唯有在療理的過程中，直接調整該求診者之心理亂源、增補其損耗過劇的心理

機制入手，直接發揮「療心」的局部功效。這種療理過程是炁療能量經過「自行性

過濾轉化機制」進入「大腦皮層」內運作時，這股炁療能量在與「大腦皮層」之心

境熱準、誠敬熱準充分契合的過程中，會與「大腦皮層」內的心理機制，產生正面

性的調節作用，使之達到修補損耗與調節偏差的功效。23 

(三) 療身：若求診者的病源起自於生理調適不良，以及諸多生活習慣不當，此種因素雖

與前世甚至累世之個人習性、生活習慣有關，才導致目前求診者之各種生理上的不

適與障礙，甚至引起各器官之功能性病變或調理失常，此刻，唯有在療理的過程中，

直接調整該求診者之生理亂源或某器官的病氣、增補其損耗過劇的生理機制入手，

直接發揮「療身」的局部功效。這種療理過程是炁療能量經過「自行性過濾轉化機

制」進入「大腦皮層」內進行匯整、分辨訊息的過程中，能夠與來自「生化系統」

之陽質能量相互契合，使得炁療能量轉入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內分泌系

統之作用開始，並經由末梢神經與細胞間的訊息傳遞，將體內炁療能量轉入臟腑經

絡進行療理作業。24 

由以上「天人炁功」在療靈、療心、療身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療靈」以和子層的

調理為主，也就是療理魂識與靈覺兩個部份，在「天人炁功」療理效果的決定因素中，

有兩個問項(1)求診者在接受鍼心與天人炁功時，病因所源自之沉重業力能否及時緩解？

(2) 求診者在接受鍼心與天人炁功時，病因所源自之外靈寄居造成靈障，能否及時化解？
25 實施「天人炁功」的療理結果如何？我們沒有明確的數據可以確認，但是至少「天人

炁功」在業力與靈障兩個方面可以發揮某種程度的功能。「療心」方面，天人炁功是透

過「大腦皮層」的心理機制進行調節功能。「療身」方面，則以「大腦皮層」的生理機

制為主要機構，炁療能量透過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之作用，傳遞

到臟腑經絡進行療理，此過程即是圖(一)大腦皮層的生理機轉與心理機轉的運作過程。

因此，「天人炁功」的療靈、療心、療身的過程，對於本研究的主題「性格變異」確實

在學理上可以發揮療理的功能。 

 

伍、結論 

本研究首先說明性格變異的種類，對於靈格變異、精神變異、人格變異等嚴重的性

格變異加以區別。以右旋旋力為主，當先天到後天的旋力受到強度刺激轉變成左旋時，

將產生變異，其中所謂「靈格變異」是指和子力大於電子力，且和子之負值特性與電子

體中陰電子相加乘作用，導致陰靈共生稱之；而「精神變異」則為電子力大於和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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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電子體中陰電子與和子中的負值特性相加乘作用，導致個體呈現精神異常現象。因此，

以和子力為主導將導致「靈格變異」，以電子力為主導將導致「精神變異」，兩者有此差

別。另一方面，以後天返先天的左旋旋力為主，當受到強度刺激旋力變成右旋時，將產

生「靈格變異」與「人格變異」，其中「靈格變異」與前者相似，只是發揮和子中屬於

第二類先天性格源頭，而導致靈語、靈控的靈格變異；而「人格變異」是電子力大，發

揮電子體中陰電子的負值特性，也刺激和子中屬於第二類先天性格源頭的特性(惡)，而

導致「人格變異」。 

這種性格變異的運作過程相當複雜，我們透過「靈意網路」與「大腦皮層」的互動

過程，瞭解到「炁氣聚合能量」透過「靈意網路」進入「大腦皮層」進行分解、匯整的

處理過程中，第一階段產生「生理機轉」的會通現象，第二階段產生「心理機轉」的融

合現象。其中，這個「心理機轉」是一個關鍵機制，它是和子力與電子力的交會處，也

就是這兩股電力在此處匯合之後，才會展現出不同的性格特徵。我們進一步想要瞭解「靈

意網路」有哪些功能？這股「炁氣聚合能量」從何而來？它的運作流程又是如何？天帝

教的聖訓「靈意網路」與「心性系統」的互動關係，以及「靈意網路」與「四大意識層」

的運作過程均有深入的解說，從中我們發現本研究的主題「性格變異」真正發生的原因

是靈明覺知等四大意識層受傳遞介質刺激部位改變所導致的，其中，先天到後天或後天

返先天，以及和子力或電子力誰為主導者，將會導致不同的性格變異。 

這些性格變異獲得緩解的方法，天帝教的獨特法門「天人炁功」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學理上「天人炁功」對於療靈(業力與靈障兩個方面)可以發揮某種程度的功能；在療

心、療身的過程中，透過「靈意網路」與「大腦皮層」的心理機轉與生理機轉，炁療能

量可以發揮療理的功能。 

最後，我們來定義「心靈學」，依據天帝教的靈意網路所描述的內涵，心靈學有深

淺不一的區別，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1)心理源頭：位於心性系統之內，屬於「良知之

用」的「心之用」部分，它具有知、情、意的能量與意識，此部分屬於最深沉層面稱為

心理源頭。(2)心理機轉：位於大腦皮層之心理機轉部分，它是和子力與電子力的匯集點，

和子力的正、負值訊息與電子力的陰、陽電力組合，以及和子力為主導或電子力為主導，

將展現出不同的性格內涵。(3)性格表現：透過電子體的陽、陰電子轉化，具體表現出知、

情、意的心理、情緒反應，以及先、後天性格上的不同人格特徵。而廣義的「心靈學」

是指「整體電力引合網路」的範疇，其中包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而氣化系統包含各

原素的電力作用軌道、電力作用區、電流作用軌道、電力反射區；而生化系統包含精氣

神魂魄五大能量區，而最精華的部位是「靈意網路」，也就是本研究所陳述的主題，更

讓作者驚奇的是此「靈意網路」還只是一個機制，內藏有元神能量，有心性系統的運作，

有四大意識層(靈明覺知)的表現，有大腦皮層的運作關係，更甚者有大空之炁透過「靈

意網路」轉化到體內的互動關係，此複雜的氣化運轉過程均屬於「心靈學」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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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和子力：指和子內正、負訊息所產生出的陽、陰電力。(第六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

帝教出版社，第 261 頁。) 

電子力：指電子體的陽、陰電子所產生出的陽、陰電力。(第六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

帝教出版社，第 261 頁。) 

心境熱準：從人體的部位而言，是指大腦皮層的生理、心理機序能量而言。(第六期師

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帝教出版社，第 99 頁。)而提升心境熱準的方法有保持

心境的平和、擴大個人的視野，以及增加對外界人、事、物的包容性，同

時配合省懺功夫的自我洗滌力量，將有助於強化內在的心境熱準。(第六期

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帝教出版社，第 304 頁。)其中，省懺功夫能夠刺激

內在心境能量產生變化。(第六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帝教出版社，第 104

頁。)而心境熱準具體而言，是指和子體內各原素所釋放出的各類氣化性能，

這些氣化性能有和氣、靈氣、剛氣、炁氣等四類不等深度的能階。(天人文

化新探討，天人研究總院，第 119 頁。)因此，心境熱準至少有四種不同的

等級。 

誠敬熱準：指和子與電子體交流後，所產生的「靈魂意識交集層」中的各類不等之氣化

深度，亦即指意識、靈識、靈覺、魂識部分。(天人文化新探討，天人研究

總院，第 119 頁。)而至誠心念能夠引動內在誠敬熱準產生變化。(第六期師

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帝教出版社，第 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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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從「靈體醫學」觀點建構「整體醫學」療癒模式 

劉緒潔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副院長 

台灣大學電機系醫學工程組博士 

 

摘  要 

本文主要以「天人炁功」及「靈體醫學」觀點為基礎，匯總目前中西醫學內涵，嘗

試建構「整體醫學」之醫療治癒系統概念與基本模式，全文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前

言、首先簡要提出完整身心靈生命結構體與整體醫學系統概念；第二部分、匯整探討「天

人炁功」療癒之炁理機制，包括：其一、靜坐與天人炁功之炁氣運作要義，特別是有關

氣炁絪縕之機制，其二、天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與內涵，主要涉及「自行性過濾轉

化機制」、「整體通貫運行路徑」及整體機能及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機制；其三、彙整天

人炁功實施過程中十大參數與量化數值，提出「百分數值」尺度比例計算公式，可作為

實施天人炁功後評定之量化公式；第三部分、主要匯整「靈體醫學」內涵並提出「整體

醫學」架構，先說明「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對人間醫學之意義，歸納整理「靈體

醫學」基本內涵與兩類型作業程序，並針對「整體醫學」架構進行闡述；第四部分、主

要提出「整體醫學」療癒模式與機制，包括：其一、三重療癒助力，第一層次外在助力

為西醫、中醫、其他互補及另類醫學，第二層次外在助力為有形炁療團隊及無形醫療團

隊，第三層次內在助力為有關重症之自我內在深處療癒機制及能力；其二、彙整提出「整

體醫學」療癒模式架構；其三、說明有關臨終照護與無形歸路，主要在認知靈體存在之

前提下建構「生死學」概念；第五部分為結語，提出從「天人炁功」發展「靈理學」、「靈

性心理學」、「靈體醫學」及「整體醫學」之前景。 

 

 

 

關鍵字：身、心、靈、天人炁功、親和力、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整體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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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靈體醫學」觀點建構「整體醫學」療癒模式 

劉緒潔 

 

一、前言：完整身心靈生命結構體與整體醫學系統概念 

 

從修持境界與整體生命的寬廣角度來看，個體生命實由「肉體」及「靈體」兩個結

構主體所組成 1，兩者交會結合之後形成「身(身體)」、「心(心理)」、「靈(靈體)」三

個作用場(如圖 1 所示)，其中「身體(肉體)」為一個短暫的生命結構體，「心理」屬靈

體與肉體結合後之無形交互作用場(心識作用場)，而「靈體」則為永遠不滅(永生)的生

命結構主體，是累世記憶的儲存處、人體潛能的源頭、人體神祕力量的來源、更是可以

進入靈界(信息場—高次元天界與陰間)的主體。身、心、靈三者其個別在偏離或失去正

常的運作模式時，皆可能產生病變，而且彼此之間也可能交互影響。 

 

 

 

 

 

 

 

 

 

 

針對身、心、靈三方面之病變，理論上應有個別所屬之醫學原理與醫療技術與之對

應，至今身、心醫學發展已有相當成果，對於身體與心理疾病，目前已經發展相當程度

的西方醫學、心理治療或精神醫學…等診察療理技術，且除了前述西醫系統之外、另有

獨立完整之中醫系統、蒙古傳統醫學系統、印度醫學系統…以及其他各種互補及另類醫

學等，對於以身體為主及部份心理層面之病變，大致已能產生實質的醫療效果，但對於

以靈體為主的疾病或因靈體導致的心理或生理病變，現階段則尚未發展適當、完整的基

礎醫學理論及醫療技術內容。 

 

從基本的操作層面來看，顧名思義、「天人炁功」即是藉由合格的炁療者以求診者

之誠心為基礎，代為向無形之天醫神媒請求，進行相關病症調治的一種程序，實施炁療

者則擔任媒介的角色，並以其本身之心性修持，接引無形天醫所傳送的炁能及信息，協

助進行及完成炁療程序，因此「天人炁功」乃是一種「天人聯合調體」的治療程序。從

調治之層面來看、「天人炁功」涵蓋靈體與肉體，兼具修補、調整靈體與調治肉體之作

靈(靈體結構) 

心(心理作用) 

 

身(肉體結構) 

圖 1 身心靈之簡要交互關係概念圖 (兩個結構主體，三個作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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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其整體調治之效果較一般治療之層面為廣，為一種涵蓋有形與無形之炁療模式；

由於「天人炁功」兼具調靈與調體的作用，因此、對於壽元將盡的人，無形古佛曾有聖

訓提示：「故當求治者如生理機能衰弱、肉體毀壞時，此時施予炁功則將是以拯救求治

者之『靈魂』為最優先，以調養肉體之生理為次要！」2，換言之、即使對於壽元將盡、

生命即將終了的人而言，從生命永恆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對其仍有相當之正面效益。 

 

綜而言之、目前雖對身心疾病之診療技術已較成熟，但對靈體本身及其所導致的身

心疾病則尚未發展適當的醫學原理及醫療內涵，因此、人間實有必要逐步發展相關之「靈

理學」及「靈體醫學」等內容，以提供有關靈體基礎理論與治療技術之參考及實務所需，

其中「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的實際操作技術之一，可作為一個適當的切入點；

因應日趨複雜的文明發展與身心靈疾病狀況，更有必要在「靈體醫學」的基礎上，協同

既有的身、心醫學，發展完整的「整體醫學」系統。 

 

 

二、「天人炁功」療癒之炁理機制 

 

「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之實際操作技術，在架構「靈體醫學」內涵上具有

重要角色；在修持上、靜坐與天人炁功皆與先天炁的作用直接相關，在探討天人炁功療

病之炁理機制時，有必要理解天人炁功與靜坐之炁氣運作要項，在此先針對「氣炁絪縕」

機制內涵進行摘述探討；而當天人炁功實施過程中之三方(三角)關係形成且達到熱準時，

由施治者接引自天醫之炁療能量，打入求診者體內時，須經過兩大程序：「自行性過濾

轉化機制」及「整體通貫運行路徑」，才能達成炁療效果，此部分屬於天人炁功之基礎

性施治過程 3，並與整體機能及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機制直接相關，其中亦涉及「氣炁絪

縕」機制；另外、有關炁功施用時三方關係中共有十大參數，可予以建立量化數值，方

便進行成效評估。茲分別彙整論述於下： 

 

(一)靜坐與天人炁功之炁氣運作要項—氣炁絪縕機制 4
 

 

在靜坐或天人炁功運作狀態下，都有可能達到「氣炁絪縕(或氤氳)」的現象，這是

人體身心靈在炁氣層次高度調和的一種非常狀態，是低階能態提昇至較高階能態的必須

過程，也是傳統所謂「天人合一」現象的基礎。「氣炁絪縕」的基本意義是指內在氣炁

能量與外來氣炁能量，在體內不同氣場構形區域內，產生融和交會、調整淨化氣炁內涵、

並提升能階之整體現象；嚴格說來、「氣炁絪縕」現象之引動產生有「由外而內」(陽氣

順入)以及「由內而外」(陽氣逆出)兩種類型，並且依據氣炁能量在體內不同氣場構形區

域之變化，而分別有四種深度層次。 

 

由於天人炁功是引入外來炁能，在此先以炁能「由外而內」引動體內之炁氣變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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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陽氣順入)進行探討，並引用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之聖訓說明於下：「…此時所引入

的大空之炁依序通過體外之各軌道、各電力作用區而與『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產生

第一層面似太極狀態旋繞方式的炁氣絪縕過程，經此調和過的氣化能量再進入『靈魂意

識交集引合網路』內產生第二層面的氣炁絪縕過程，逐次進入體內氣化系統之各電流作

用軌道、各電力反射區中發生第三層面的氣炁絪縕過程，最後進入生化系統中發生第四

層面的炁氣絪縕過程。4」依據此段聖訓及彙整相關聖訓資料內容顯示：第一層次之氣

炁絪縕現象是發生在體外能量發揮層(即「氣化系統外層」E4~E1 區域及 D4~D1 軌道)

與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簡稱靈意網路)外層(A4~A1 區域及 B4~B1 軌道)之間，第二層

次之氣炁絪縕現象是發生在靈意網路外層(A4~A1 區域及 B4~B1 軌道)與靈意網路內層

(b1~b4 軌道及 a1~a4 區域)之間，第三層次之氣炁絪縕現象是發生在靈意網路內層(b1~b4

軌道及 a1~a4 區域)與氣化系統內層(d1~d4 軌道及 e1~e4 區域)之間，第四層次之氣炁絪

縕現象則是發生在氣化系統內層(d1~d4 軌道及 e1~e4 區域)與生化系統(神、魂、氣、魄、

精等區域)之間。 

 

上述氣化系統(包括外層及內層，外層即是體外能量發揮層)、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

路及生化系統…等，皆為無形之氣(炁)場性結構體，可稱之為(無形)“氣場構形”，表 1

顯示陽氣順入之炁氣絪縕層次與體內各類氣場構形作用變化區間之關係。 

 

表 1 “陽氣順入”之炁氣絪縕層次與體內氣場構形作用變化區間 

氣炁絪縕層次 體內各類氣場構形作用區間 

第一層 體外能量發揮層(氣化系統外層：E4/E3/E2/E1區域-D4/D3/D2/D1軌道) 

→靈意網路外層(A4/A3/A2/A1 區域-B4/B3/B2/B1 軌道) 

第二層 靈意網路外層(A4/A3/A2/A1 區域-B4/B3/B2/B1 軌道) 

→靈意網路內層(b1/b2/b3/b4 軌道-a1/a2/a3/a4 區域) 

第三層 靈意網路內層(b1/b2/b3/b4 軌道-a1/a2/a3/a4 區域) 

→氣化系統內層(d1/d2/d3/d4 軌道-e1/e2/e3/e4 區域) 

第四層 氣化系統內層(d1/d2/d3/d4 軌道-e1/e2/e3/e4 區域) 

→生化系統(神魂氣魄精區域) 

註 1：括弧中英文及數字代號表示體內各類氣場構形之作用軌道層次及區域區間。 

註 2：「陽氣逆出」與「陽氣順入」之四個層次相同，惟氣之運動方向相反，為由下而上(由內而外)。 

 

圖 2 則呈現炁氣絪縕變化層次與深度(陽氣順入)之四個概要圖示，由圖中可知、氣

炁絪縕第二層中，外入之炁能正作用在靈意網路外層與內層區域，其中心點恰為「熱準

中心」所處之「心性系統」高維度空間位置，此一位置為炁能「調靈與調體」之關鍵樞

紐；另外、「陽氣逆出」與「陽氣順入」之四個層次相同，惟氣之運動方向相反，為由

下而上(即由內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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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與內涵 

 

天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主要包括兩大程序：「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及「整體

通貫運行路徑」，茲簡要彙整說明於下： 

 

1.「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5
 

 

外來炁能是否能順利進入受診者體內並產生作用，與受診者之「自行性過濾轉化機

制」有關，此機制由四道接收關卡、三層轉化或轉譯作業及一層另類轉譯作業、共八道

程序組成，其作用位置自頭頂外部上方由上而下至頭顱內部大腦皮層之內，其運作之順

序及相關位置依序示於表 2 中。圖 3 顯示「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之程序及作用位置關

係，外來之炁療能量，必須經過此一機制之作用，符合求診者之靈質、靈氣、體質、體

氣，才能被人體所感應、解讀、消化、吸收、或運用。在實施天人炁功時、施治者左手

金光及右手金針兩股能量之匯集處即是在大腦松果體之高維度空間位置，松果體位置與

前述熱準中心乃虛實有無之多次元重疊關係。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說明：此處以平面圖表現第一至四層氣炁絪縕過程之不同深度狀態，惟第四層氣炁絪縕狀態較難以平面

圖形表現，其實質為氣化系統內層與生化系統間炁能之多次元旋繞及共振形式。 

圖 2 “陽氣順入”之炁氣絪縕變化層次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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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之程序與作用位置 

程  序 作用位置 備  註 

(1)第一道接收關卡 體外能量發揮層 類似感測器 

(2)第二道接收關卡 靈意網路 B4/D1 軌道及 A4 區 類似防護罩 

(3)第一層轉化作業 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  

(4)第三道接收關卡 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 類似混合器之開關 

(5)第二層轉化作業 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  

(6)第二層另類轉譯作業 靈意網路/大腦皮層  

(7)第四道接收關卡 大腦皮層 類似轉譯機之開關 

(8)第三層轉譯作業 大腦皮層  

註：為方便記憶，茲以七言絕句方式，列出「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之口訣如下： 

第一能層先感測，第二靈意作防護； 

轉化熱混再轉化，轉譯腦轉再轉譯。 

 

 

 

 

 

 

 

 

 

 

 

 

 

 

 

 

 

 

 

 

 

1.第一道接收關卡 

－類似感測器 

(體外能量發揮層) 

2.第二道接收關卡 

－類似防護罩 

(體外能量發揮層 D1 軌道/ 

靈意網路 B4 軌道及 A4 區) 

3.第一層轉化作業 

5.第二層轉化作業 

(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 

4.第三道接收關卡 

－類似混合器之開關 

(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 

6.第二層另類轉譯作業 

－(靈意網路/大腦皮層) 
7.第四道接收關卡 

－類似轉譯機之開關 

(大腦皮層) 
8.第三層轉譯作業 

－(大腦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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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程序及作用位置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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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體通貫運行路徑」6
 

 

當外來炁療能量經人體「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接收及解碼轉譯之後，此一帶有「指

向性治療訊息」7 之能量已成為大腦可資運用之炁能(包括其中夾帶之信息與推運能力)，

並將在大腦皮質及有形無形生理機體中產生後續推動作用，主要是在體內稱為「整體通

貫運行路徑」之上進行操作。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之聖訓內容可知，所謂「整體

通貫運行路徑」是指生化系統及大腦皮層間之循環機制，有順行式與逆行式兩種路徑，

決定路徑之變數包括：求診者當下和子力與電子力之大小，以及生化系統與各臟腑間之

運作狀態。理想狀況下、生化系統與各臟腑間之運作狀態是以產生陽質能量為主，常態

下、外入之炁療能量通常有助於求診者趨向於此種理想狀態發展，因此該整體性之炁療

走向、一方面會以順行式之通貫運行路徑，由轉入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之作用開始，

並經由末梢神經與細胞間之訊息傳遞，將炁療能量轉入臟腑經絡中，並與生化系統五大

能量區發生持續性之通貫作用，如此周而復始、循行不已，直至運行熱準降至某一界面

為止；另一方面、一部分之化生或損剋氣能，也會進一步在大腦皮層中持續發揮正面性

強化作用，以強化或調節求診者心理、生理機轉中原有氣化內容物及旋力方向，圖 4 呈

現「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之內涵。 

 

 

 

 

 

 

 

 

 

 

 

 

 

 

 

 

 

 

 

 

 圖 4 「整體通貫運行路徑」及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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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機能及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效應機制 

 

單純從肉體角度而言，肉體生命機能與結構是否可能恢復或再生、以及其關鍵因素

為何？值得深究，對於原先生命力枯竭的身體組織或細胞，由於缺乏氣炁浸潤滋養的活

力，因而逐漸衰弱毀壞，在此狀態下欲求恢復生機談何容易，但亦非完全不可能；在炁

療及靜坐修持狀態下，由於炁能之「調靈調體」作用，不僅在靈體之無形氣場構形受到

影響，從肉體之細胞、組織、器官、系統結構、以迄整個生命個體，都可能受到炁能之

浸潤滋養，而受到炁能浸潤滋養的細胞及組織，將逐漸展現較為旺盛之生命力，其細胞、

組織、器官、系統…乃至整個生命個體，由於炁氣充滿，因而生機旺盛，其中牽涉到某

種微觀之生命機能生發效應(可稱為「炁氣生發效應」)、以及「逆旋變化」之生命機能

逆轉回復效應(亦即：由原本衰弱之「逆行式」通貫運行路徑反轉為「順行式」之通貫

運行路徑)，使得損壞之有機體得以再生。 

 

整體說來、機體在炁療狀態之炁能供應下，逐漸呈現出結構體之生發能力，究其原

因、可能在前述較呈現理想狀況下之「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中，以外入之炁能幫助生化

系統與各臟腑間之運作狀態，並產生陽質能量，使整體之炁療走向反轉成順行式之通貫

運行路徑，並可能由轉入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之作用開始，經由末梢神經與細胞間之

訊息傳遞，將炁療能量轉入臟腑經絡中，並與生化系統五大能量區發生持續性之通貫作

用；另一方面、一部分之化生或損剋氣能，進一步在大腦皮層中持續發揮正面性強化作

用，以強化或調節心理、生理機轉中原有氣化內容物及旋力方向。6
 

 

圖 4 中亦顯示在「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中之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機制之簡單程序及層

次關係，由細胞結構或次於細胞結構(分子/原子/次原子)之層次，受到炁氣充滿之浸潤滋

養，使得基礎之細胞結構生命力旺盛，而漸次影響到組織、器官、系統…乃至整個生命

個體。 

 

(三)天人炁功實施過程中十大參數與量化數值 

 

1. 十大參數內容 

 

天人炁功實施過程中，在親和力作用之狀況下、包括施治者、求診者及親和力等三

方面相關之整體治療變數共有十個 8，此整體治療變數中屬於「施治者」有三個(A：能

否發揮耐心、愛心…，B：陽質能量比求診者高或低，C：放射出炁療能量之情況)，屬

於「求診者」有四個(D：有否表現誠心、信心…，E：接收、轉運炁療能量之情況，F：

業力即時緩解程度，G：靈障即時化解程度)，以及屬於彼此間之「親和力」者有三個(H：

施治者與求診者親和熱準，I：施治者與天醫親和熱準，J：求診者與天醫親和熱準)，這

十個治療變數之交互關係，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對於身心靈整體治療原理之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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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如表 3 所示。 

 

表 3 天人炁功實施過程整體治療變數及各參數基本設定值 

施治者 A：能否發揮耐心、愛心… B：陽質能量比求診者 C：放射出炁療能量之情況 

充分發揮 發揮 未能發揮 當下高於 當下未高於 良好 平平 不良 

3 2 1 2 1 3 2 1 
 

求診者 D：有否表現誠心、信心 
E：接收、轉運炁療能量 

之情況 

F：業力即時緩 

解程度 
G：靈障即時化解程度 

充分 

表現 
表現 

未能 

表現 
良好 平平 不良 

緩解 

一部分 

一時無 

法緩解 

大部分 

化解 

一部分 

化解 

無力 

化解 

3 2 1 3 2 1 2 1 3 2 1 
 

親和力 H：施治者與求診者親和熱準 I：施治者與天醫親和熱準 J：求診者與天醫親和熱準 

已達 未達 已達 未達 已達 未達 

2 1 2 1 2 1 

註：表中各參數欄位下方數值乃為建立量化數據所給定之原始基本設定值。 

 

2. 參數值設定與百分尺度比例值 

 

為了方便評估實施天人炁功時上述十個參數之整體效果，可以給予簡單數量，而得

到整體之量化數值。其給定及計算方式如下： 

 

A.參數值設定：各參數基本設定值亦顯示於表 3 中，於實際炁療程序之後，可依據

該基本設定值、經評估實際操作狀況，而給予較精細之數值。以施治者之第一個參數為

例(A：能否發揮耐心、愛心…)，「充份發揮」給 3 分，「發揮」給 2 分，「未能發揮」給

1 分，此三個等級之間可再細分 10 等分，例如某次炁功程序實施之後，經評估施治者之

A 參數給 2.7 分，顯示其介於「充份發揮」與「發揮」之間且較偏「充份發揮」；其餘各

參數之數值給定，依此類推。 

 

B.「原始總和數值」計算：將評定後之十個參數值加總，得到初步之整體治療變數

「原始總和數值」，依據上述給定方式，可得最佳狀態之「原始總和數值」為 25，最差

狀態之「原始總和數值」為 10，如下所示： 

整體治療變數之「原始總和數值」=(A+B+C)+(D+E+F+G)+(H+I+J) 

最佳狀態之「原始總和數值」=(3+2+3)+(3+3+2+3)+(2+2+2)=8+11+6=25 

最差狀態之「原始總和數值」=(1+1+1)+(1+1+1+1)+(1+1+1)=3+4+3=10 

 

C.「百分數值」尺度比例計算：將上述「原始總和數值」經下式計算，可得到實施

天人炁功後評定之「百分數值」，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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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A (一般通用公式)：百分數值=(原始數值–10)÷(25–10)×100 (分) 

 

3. 範例計算 

 

例 1：假設原始總和數值=(2.3+1.7+2.3)+(2.3+2.3+1.7+2.3)+(1.7+1.7+1.7)=6.3+8.6+5.1=20 

∴百分數值=(20-10)÷(25-10)×100=66.7 (分)………(為中佳等級之案例) 

 

例 2：假設原始總和數值=(2.0+1.5+2.0)+(2+2+1.5+2)+(1.5+1.5+1.5)=5.5+7.5+4.5=17.5 

∴百分數值=(17.5-10)÷(25-10)×100=50.0 (分)………(為中中等級之案例) 

 

例 3：假設原始總和數值=(1.7+1.3+1.7)+(1.7+1.7+1.3+1.7)+(1.3+1.3+1.3)=4.7+6.4+3.9=15 

∴百分數值=(15-10)÷(25-10)×100=33.3 (分)………(為中劣等級之案例) 

 

茲將天人炁功實施過程中之十大參數百分數值量化尺度顯示於圖 5 中，其中在

0~100 分中以 66.7 及 33.3 分大致將之粗分為佳、中、劣三大區段，並可再細分成九個

較小區段。 

 

針對確實涉及業力或靈障之炁功案例，可由施治者依據經驗及實際狀況予以計算評

定；另外、對於不完全牽涉業力或靈障之案例，可能另有三種情況，其實施天人炁功後

之原始分數評定則不列出該項參數值，而其「百分數值」計算公式分別如下(其「百分

數值」尺度與圖 5 相同)： 

 

公式 B (無業力但有靈障)：百分數值=(原始數值–9)÷(23–9)×100 (分) 

公式 C (有業力但無靈障)：百分數值=(原始數值–9)÷(22–9)×100 (分) 

公式 D (無業力且無靈障)：百分數值=(原始數值–8)÷(20–8)×100 (分) 

 

 

 

 

 

 

 

 

 

 

 

 圖 5 天人炁功十(或九或八)大參數百分數值量化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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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靈體醫學」內涵與「整體醫學」架構 

 

在此首先提出「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對人間醫學之意義，摘要介紹「靈體醫

學」之基本內涵，以及「靈體醫學」中兩大類型作業程序，並在綜合中西醫學及靈體醫

學內涵下，嘗試提出「整體醫學」之架構。 

 

(一)「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對人間醫學之意義 

 

有關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之間的關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曾提到：「就“炁”的

角度來看，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是一體的，但是就施行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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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天人炁功扮演著銜

接無形與有形之間能量差距的角色…」9，在高能階之先天炁狀態下，靈體醫學原本即

是對治高次元生命體的醫療方法，而對應較低次元空間之生命體，天人炁功則扮演能量

及訊息承接轉換的角色，如聖訓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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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機體的原有壽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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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處所論及之內涵已遠非目前人間醫學所能觸及。 

 

另外、從天人炁功之傳授方式、鍛煉方法、操作實施模式、體內之炁氣運化狀態、

身心靈之療癒效能…等層面來看，天人炁功自成一個醫療系統及操作模式。單純從醫療

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也可以與各種醫療方式配合，輔助各種醫療方式之效果，尤其當

中西醫療方式已宣告無效之狀況下，天人炁功仍可以依其原理獨立施作，達到治癒疾病

的最終目標，有許多天人炁功實施之成果案例，顯現天人炁功之醫療價值。從醫學原理

來看、由於人體「生命系統」包括「有形生命系統」及「無形生命系統」兩大部分，其

中「無形生命系統」所包括之各類無形運作系統，如：「心性系統」、「靈魂意識交集引

合網路」、「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臟腑氣能循環系統」、「經絡

系統」…等部份 10，除「經絡系統」與部分之「臟腑氣能循環系統」之外，其餘部分已

完全不在目前西方醫學及中國醫學之掌握範疇內，再從其運作之先天炁能來看，更不是

目前人間醫學之操作內容，目前「互補及另類醫學」(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之發展，正是在主流醫學及療法之外，另行開闢途徑，希望尋求人間醫

學之突破，包括催眠(hypnosis，含一般催眠、深度催眠—前世回溯)、氣功(Qigong)、靜

坐(meditation)、針灸(acupuncture)、食物療法(macrobiotics)、植物療法(如草藥及中藥等)、

接觸療法(manual healing methods，如腳底按摩、推拿、脊骨療法)、尿療法(urine therapy)、

營養補充品 (nutrient supplements)、同類療法及各種身心靈調合治療法 (mind body 

techniques，如坐禪、瑜伽、祈禱…等)…等，在某些大學醫學院中甚至已將 CAM 納入

正式課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de of Health)更是撥出大量研究經

費，對 CAM 進行深入研究，顯示其對主流醫學技術欲求突破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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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在人類醫學上正是扮演者開啟新知的角色，在醫學原

理上，目前人間之生理學僅對肉體有研究之成果，而「靈理學」1 之發展為未來必然之

趨勢，也可能帶動「靈性心理學」11 之發展，同時有關「炁」與「氣」相關內涵之深入

探索 10，配合人體各類無形運作系統之研究，將可能發掘中醫經穴氣脈理論之源頭，甚

至對神經科學之源頭理論發展亦將有所助益，從「天人炁功」或「精神治療」切入，到

「靈體醫學」及相關醫學技術之發展，可以看到未來醫學與「整體醫學」之前景。 

 

(二)「靈體醫學」基本內涵與作業程序 

 

1. 靈體醫學基本內涵 12
 

 

「天人炁功」實施內涵涉及「靈體醫學」之建構，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曾於民國

八十二年第四期師資高教班之聖訓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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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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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依據該聖訓資料將其中

包括之診治原則、診治過程、診治原理、人體組合等四個部分之內容摘述介紹於後 12： 

 

(1)診治原則：包括「視、聽、言、行」等四項，此四項如同中醫學之「望、聞、問、切」

精神。「視」者，診望；「聽」者，耳聞、心聞；「言」者，審問、考證、質疑；「行」

者，實際診斷、檢驗暨醫療。 

(2)診治過程：包括「診、調、治、煉」等四項。「診」者，診斷分類；「調」者，調和修

補；「治」者，治療運化；「煉」者，修煉變化；此四項診治過程皆可針對身、心、靈

部分分別應用。 

(3)診治原理：包括外力與自力兩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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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組合：身、心、靈一體，有關人體身心靈組合之本質型態與質量變化關係如表 4

所示。身、心、靈對應之解析理論為生理學、心理學與靈理學，個別對應之本質形態

分別為體質、氣質與靈質，個體經過修持鍛煉，其內在之質量變化可提昇為元精、元

氣及元神。 

 

表 4 人體身心靈組合之本質型態與質量變化 12
 

人體組合 

解析理論 組合結構 本質型態 
質量變化 

私慾執迷 煆煉精華 

生理學 身 體質 濁精 元精 

心理學 心 氣質 濁氣 元氣 

靈理學 靈 靈質 濁神 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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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所謂「濁精、濁氣、濁神」與「陰精、陰氣、陰神」之質量內涵比較有所不同；而「元精、元氣、

元神」與「陽精、陽氣、陽神」之性質亦有殊異，以上二點概念不能混為一談。(按：依實義而論、

「濁」有成分濁雜、複雜的意思，且質粒較粗糙；「元」有成分精純、單一的意思，且質粒較精

細；「陰」與「陽」則分別代表能階之低與高。) 

 

2. 「靈體醫學」作業程序 

 

經由高次元傳示之訊息可知，目前已實施之「靈體醫學」實質作業程序，依據受診

者修持狀態之差異，大致有兩大類型：第一型作業程序為針對稍有靜坐修持者，此可歸

屬於一般身分形態，作業之目的是以身心靈之療癒為主；第二型作業程序則為針對靜坐

修持已略具「封靈」芻型者，此則屬於較特殊之身分形態，作業之目的主要為身心靈修

持內涵之提昇為重點；茲依據高次元聖訓資料彙整分析於下： 

 

(1)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針對之受診者為稍有靜坐修持者 

 

若受診者稍有靜坐修持功夫，依據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提示，針對此類型受診者，

此時無形界相關司職神媒之「靈體醫學」作業內容包括「診靈換命」、「療靈延命」、

「護靈加命」、「補靈添命」等四大程序 13，此「診、療、護、補」四大作業程序修整

靈體，乃是急速施治之權宜方式，屬無形醫療單位執行部分，目前已實施者為配合五十

五天閉關靜參修持、或是於天人炁功…等內容而進行，茲簡要彙整摘述於表 5 中。 

 

表 5 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彙整表 

作業程序 作業內容 

診靈換命 14
 首先以「診靈換命」對壽元將盡、業力糾纏、冤孽深重者，直接施以整治。於

修整性靈時依診察靈識狀況之需要而予以換靈(亦即換命)，如生理病痛久積於身

，不僅破壞肉體，靈體也受影響，自主能力降低，此乃有形累無形，靈識久受

病源侵蝕而受損傷。此時，欲治其病先診修其性靈，如無法適當診修則加以換

靈，依靈識所能承受之程度逐步操作；若仍有部分生機，也將依靈識所能承受

程度逐步診修，再以診靈方式治病；細部作業可能分別從「診靈療體」與「診

體療靈」兩方面同時進行，以收「診」與「療」相輔相成之功。「換靈」與「

診靈」均屬「換命」範圍，亦即以「天命換人命」步驟配合診靈，待靈體自主

性恢復，可得天地正氣護持，以凡靈之力解除後天生理之病根，「診靈換命」

作業才算完成。 

療靈延命 15
 前述第一個步驟「診靈換命」若已能完成整修，即中止作業，如經評估尚不足

以完全奏效，則以「療靈延命」進一步處理，強化凡靈達成延命目標。「療」

已有醫治之意，治療凡靈使之增強生命力，可以延長後天身體壽命，延命之時

間至少在六個月以上。目前大部分採用之治療凡靈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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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機能，自然達成延命目標。步驟雖簡單，但需全程密切注意其後天肉體變化，

運用五行相生相剋之醫理保持靈肉間平衡，藉由五臟六腑之互動穩定生理，若

凡靈受損嚴重，須配合特准使用御醫院之天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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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靈加命 16
 若歷經「診靈換命」與「療靈延命」二步驟之後，對金光之加持仍不易吸收者，

即進入「護靈加命」程序。運用先天炁能與金光光能共同護住損傷情形較嚴重

之凡靈，抑制急速退化之現象，待「攝止、抑制」之護持效果成功，自然而然

以靈帶動，再加靈命。此處「加」與上述「延」不同之處，在於「加命」之時

間長短變化不一，一般是在三個月以上，這是診察凡靈的自律系統強度而有不

同的因應措施。此處使用先天炁能與金光光能療治，乃是由於凡軀已呈虛弱狀

態，凡靈受損程度較嚴重，以此方式受益最大，直接施用天葯反而難以承受。 

補靈添命 17
 「補靈添命」是針對病況急迫的緊急措施，所謂「補靈」乃是依凡靈之受損程

度給予修補。凡靈歷經「診、療、護」三階段整修未能完全奏效，則以「補靈」

方式強制修補，由於此一階段受損的靈體非常敏感不安，修補之時必須特別小

心，主要是由於肉體生機嚴重破壞，凡靈一再受肉體之影響，自主能力十分低

微，靈體顯現急速衰弱的現象，此刻的修補必須以一小點一小點的方式進行，

隨時衡量靈體與肉體之個別反應與互動反應。「補靈添命」適用於肉身已有明

顯病症，一經強制修補凡靈即可添命，時間則在三個月以內，這是針對病況急

迫的緊急措施。 

註：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為針對之受診者為稍有靜坐修持者。 

 

有關上述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及內涵架構顯示於圖 6 中。經過「

診、療、護、補」四個整修過程，應配合持續不斷奮鬥，培養正氣力量，其「換、延、

加、添」命之期限長短，端賴天命的執行與培功立德而定。人間的醫學大致是以藥物施

行治療為主，而靈體醫學之施治除了天藥外，另配合有金光、神光以及更高階之光能。

名為「靈體醫學」主要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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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大作業在實際施治時，乃是以「診、療、護、補」交錯施

用，有多種因應變化方式。靈體醫學操作對於凡靈凡體並沒有負作用，但如靈肉之間不

能協調，效果即大打折扣。由於後天凡體受病源入侵功能損壞嚴重，無形藉由整修之刺

激帶動活化凡體機能，活化效應可以自然增強生命機能，再持續不斷配合每日至少二坐

，最後可以確實斷除病根。18
 

 

現階段之靈體醫學實施對象局限於天帝教神職同奮，主要是因為參加五十五天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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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此為適用靈體醫學之先決條件 18，並且是在閉關之「先天炁養成期」階段實施，由於通

過「後天氣養成期」(或包括「煉元神養成期」)之鍛煉，對於神光加持之生理適應狀況

紀錄，以及元神功能已強化等已有基礎。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到，個體能受到無形醫療單

位之非常關愛，而獲得「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之整修實須有相當的機緣，以目前來

說、多半是當事人在人間願意進行正念正信的生活，並發願承擔天人之間調和運化的工

作—也就是所謂「願意承擔天命」，因而能有此「天命換人命」之機緣；當靜坐與天人

炁功之推動時程與經驗逐步累積，相信一般社會大眾有緣人，亦有機會得到靈體醫學推

廣之效益，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說：「原則上，只要求診者的因緣具足，有心向

道，並誠心接受無形天醫的加持，均有機會進一步再受到天醫們的特別愛護，而為其等

之凡靈、肉體做持續性的靈療與體療的淨化作業，使該求診者能夠在不忘天德、天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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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持續完成己身所應承擔之既有天命」19。 

 

 

 

 

 

 

 

 

 

 

 

 

 

 

 

 

 

 

 

 

 

 

 

 

 

 

(2) 第二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針對靜坐修持已略具「封靈」芻型者 

 

除了上述第一型「診、療、護、補」四大作業外，若更具備受賜「封靈」原種，且

已略具封靈芻型 20，則「靈體醫學」之操作尚有「修靈持氣，調靈養氣，加靈補氣、煉

靈益氣」四大作業，則屬更進一步之內涵 20，21。作業之目的一方面調整身心靈層面之局

部缺損或衰老現象，另一方面則是整體提昇身心靈層面之修持內涵為主，進行之步驟乃

「一面修煉，一面調理，相輔相成，相助為用」21。其中「持氣、養氣、補氣、益氣」

為直接由先天炁轉化成後天氣，精純度高、作用力大，必須有原靈、封靈居中調節；而

且四個步驟可單獨施作，亦可同時統合使用，例如對一部分靈體施以「修靈持氣」，對

另一部分靈體則施以其他類型之施治方式，因此可因應靈質之不同而靈活運用，被施以

說明 1：第一型「靈體醫學」作業程序一般乃針對受診者為稍有靜坐修持者。 

說明 2：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如上所示，在實際施治時則是以「診、療、護、補」交錯

施用，有多種因應變化方式。 

說明 3：經過「診、療、護、補」整修過程，配合後繼持續不斷奮鬥，培養正氣力量，

「換、延、加、添」命之期限長短，端賴天命的執行與培功立德而定。 

圖 6 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及內涵架構圖 

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 

修補/增添:肉身病症明

顯,衡量靈肉個別與互動

反應,予以強制修補 

補靈添命 一般在三個月以內 

或其他療程 
否 

診察 / 更換 : 對壽元將

盡、業力糾纏、冤孽深

重者直接施以整治 

診靈換命 

完成整修 療程終止 

先行診修凡靈,如無法

適當診修,則加以換靈 

是 

否 

或其他療程 
否 

治療/延長:排除凡靈受

病症業力干擾,強化凡靈

生命力,延長肉體壽命 

 

療靈延命 

完成整修 療程終止 

至少延命六個月以上 

是 

否 

或其他療程 
否 

護持/增加:以先天炁能

與金光光能護住傷重凡

靈,抑制急速退化現象 

護靈加命 

完成整修 療程終止 

一般延命三個月以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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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靈體醫學」作業程序者，最好能於一百天之中每天維持至少二坐，以達百日調理

之功，則個人將受益匪淺。茲將聖訓資料匯整說明於表 6 中。 

 

表 6 第二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彙整表 

作業程序 作業內容 

修靈持氣 20
 「修」為針對凡靈進行「整修修補」與「修整補修」，以促使凡靈功能趨於正

常，肉體生理機能可配合凡靈之共振而自然持氣，一旦氣足則通百骸，神清氣

爽，身、心、靈自動同步持氣調節，有助靈肉之間合諧共振。此時有原靈、封

靈配合共同維護調整靈肉之熱準與共振，形成「持氣不斷」，增強靈肉之穩定

性，活化肉體細胞機能，增強免疫系統功能，產生減輕肉體病痛，減緩各系統

機能衰退之作用。由於原靈、封靈已熟悉此一「修靈持氣」管道，若是後天凡

靈或肉體發生突發狀況，原靈、封靈即可自動前來親和，加強持氣功能，馬上

可獲得暫時穩定的效果。 

調靈養氣 22
 「調」是將凡靈施以全面性「調整、調節」之互動，先讓凡靈之運作回復正常

，以利帶動凡體之養氣功能，得以存養先天加被之正氣，原人勤參法華靜坐修

煉，原靈、封靈前來合靈合體，藉先後天親和之妙持助養氣修煉，維持調靈後

之熱準而助養氣。 

加靈補氣 23
 「加」為因應靈質之不同，而有「增加」及「加強」不等之作業，增強凡靈之

自律自主能力，並加強靈肉間之共振共生效應，以助凡靈凡體直接補氣，使得

凡軀能儘速獲得補氣之功。若先施以前面之「修靈持氣」與「調靈養氣」作業，

再進入「加靈補氣」，則由於凡靈已經施行修、調靈體，已有「持氣、養氣」

的基礎，此時再施以加靈補氣，可相得益彰；若是直接單獨施用「加靈」作業，

則需先提部分凡靈以觀察「靈質」，以增強所加靈體與凡靈之相融性與融和度，

引動補氣之作業。加靈作業大多運用靜坐與睡眠時進行，所需時間較長，主要

在兼顧凡靈凡體間之同步效應，對於靈肉間變化狀態的觀察，更要有完整周詳

的紀錄，以衡量「增加」或「加強」靈與氣之質與量。 

煉靈益氣 24
 此屬雙生、雙煉，「雙生」是指靈肉改造後，靈魂與肉體均獲重生，「雙煉」是

「凡靈元神」及「原靈原神」同時並煉。「煉靈益氣」可提凡靈以煉靈，或可配

合凡靈自主性而煉靈，產生益氣作用。「煉」可分「鍛煉」、「精煉」、「修煉」等

層面與意義：在「鍛煉」的過程中，區分有不同層次的鍛煉，而有不同的反應

與境界產生，直接益氣；在「精煉」的過程中，乃由無形天醫提凡靈自然通過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進入「煉神還虛」，以導發先天元精、元氣、元神之精

煉，對凡靈凡軀產生益氣功效；在「修煉」的過程中，是運用個人自身修煉之

熱準，平衡靈肉之間的互動，水火既濟，真陰、真陽自我調節，有直接益氣之

功。在整個「煉靈益氣」程序中，因應後天個人修行情況之不同，有時先「精

煉」、有時先「鍛煉」，有時先以「修煉」下手，依靈肉所需而定。 

註：第二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為針對靜坐修持已略具「封靈」芻型者。 

 

有關上述第二型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及內涵架構顯示於圖 7 中。截至

目前為止，「靈體醫學」之實務操作在人間尚屬啟蒙階段，但人間已有疾病療癒之實際

需求，其他各種與靈療相關之實務操作也逐步發展中，此處所介紹兩種類型之「靈體醫

學」作業模式，目前雖僅只針對稍有靜坐基礎及具有封靈者之條件範圍操作，隨著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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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交流日益頻繁，其對象範圍及處理模式也將逐步推廣拓展。 

 

 

 

 

 

 

 

 

 

 

 

 

 

 

 

 

 

 

 

 

 

 

 

 

 

 

(三)「整體醫學」架構 

 

綜合以上所論、針對人體身心靈之疾病，完整的「整體醫學」架構應包括「身體醫

學」(針對肉體部分)、「心理醫學」(針對心理部分)、與「靈體醫學」(針對靈體部分)等

三大部分。「身體醫學」部分包括目前已有之西醫系統、中醫系統以及其他互補及另類

醫學中屬於肉體診療的部分；「心理醫學」部分則包括目前精神醫學中之心理學、精神

科學、心理治療…等屬於心理診療之相關內容；而「靈體醫學」部分則應包括天人炁功、

個人養生修持之身心靈鍛煉(特別是靈體鍛煉部分)、以及無形醫療系統所實施的靈命修

護部分(內容如上節所述)。換言之、在現有中西醫學、精神醫學及互補醫學基礎上，人

間醫學發展必須涵括「靈體醫學」方才可能完整；另外，依據先前所引先天一炁玄福子

圖 7 第二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及內涵架構圖 

說明 1：第二型「靈體醫學」作業程序主要乃針對具備受賜「封靈」原種且已略具封

靈芻型者。 

說明 2：此四大程序進行步驟，乃一面修煉，一面調理，相輔相成，相助為用。 

說明 3：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如上所示，在實際施治時四個步驟可單獨施作，亦可同時

統合使用—亦即某程序針對某部分靈體實施。 

說明 4：被施以此一「靈體醫學」作業程序者，最好能於一百天之中每天維持至少二

坐，以達百日調理之功，則個人將受益匪淺。 

第二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 

「雙生雙煉」：靈肉均獲

重生，「凡靈元神」及「原

靈原神」同時並煉，可提

凡靈或配合其自主性而

煉靈產生益氣作用 

煉靈益氣 

因應靈質「增加」凡靈自

律自主能力，並「加強」

靈肉間共振共生效應，以

助凡靈凡體直接補氣 

加靈補氣 

對凡靈施以全面性「調

整、調節」使運作回復正

常，帶動凡體養氣功能，

以存養先天加被之正氣 

調靈養氣 

對凡靈進行「整修修補」

與「修整補修」使功能趨

於正常，肉體機能可配合

凡靈共振而自然持氣 

修靈持氣 四個步驟可單獨施

作亦可統合使用—

即某程序針對某部

分靈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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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前輩之聖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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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此一聖訓資料顯示：原本「靈

體醫學」概念即已涵蓋身心靈等層面，但由於人間中西醫學等內涵已有既定之意義，考

量此一實際發展成果，在此特別作兩點說明與界定： 

其一、從宇宙生命整體角度來看，「靈體醫學」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不在本文探討

範圍)及有形界生命體與生機體，而人間中西醫學亦涵括於其中，此說可歸屬於廣義的

「靈體醫學」意義，亦即：廣義的「靈體醫學」即是「整體醫學」概念。 

其二、為兼顧人間醫學發展之歷程以及簡明顯示人間醫學系統內涵，本文以「整體

醫學」代表前述廣義的「靈體醫學」；在此概念下、(狹義的)靈體醫學僅針對人間生命體

中靈體部分、或靈體與肉體結合後之作用部份等相關醫療內涵而言，本文逕以「靈體醫

學」代表之。 

 

茲將「整體醫學」之體系架構關係簡要顯示於圖 8 中。另外、有關天人之間訊息之

傳遞，例如無形高次元醫療單位向人間傳遞相關之診療訊息，現階段由負責天人交通的

侍生擔任此一工作，並以呈請聖訓批答之方式為之，相關資料暫匯編為《天人醫案》，

已有相當之參考價值，但仍受限於侍生之人力，將來若是天人交通機研發成功，將可以

考慮接手此一工作，將無形醫療單位之訊息接傳下來，使得訊息交流更為便利。 

 

 

 

 

 

 

 

 

 

 

 

 

 

 

 

 

 

 

 圖 8 「整體醫學」體系架構圖 

說明：從宇宙生命整體角度來看，「靈體醫學」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及有形界生命

體與生機體，而人間中西醫學亦涵括於其中，此屬於廣義的「靈體醫學」意義；為簡明顯示及方便人

間醫學系統之發展，本文以「整體醫學」代表前述廣義的「靈體醫學」；在此概念下、(狹義的)靈體醫

學僅針對人間生命體中靈體相關部分之醫療內涵而言，本文逕以「靈體醫學」代表之。 

靈體醫學 

(主要針對靈體部分) 

願力,佈施,承擔,

功德—個人部分 

協調,仲裁,償債,

整修—無形部分 

靈體修護 

(靈/命/氣) 

無形醫療系統 個人養生修持 醫學炁功 

性命鍛鍊 

(精/氣/神) 

 

性功鍛練 
—心性內涵 

命功鍛練 
—身命內涵 

天人炁功 

(身/心/靈) 

靈理學 
靈性心理學 
宗教心靈學 
炁理學……… 

整體醫學架構 

精神醫學 

心理學 
精神科學 
精神病學 
精神分析學 
身心醫學 
心理輔導 
心理治療…… 

心理醫學 

(主要針對心理部分) 

身體醫學 

(主要針對肉體部分) 

生理學 
神經學 
免疫學 
藥理學 
檢驗醫學 
神經醫學 
(其他)……… 

中醫藥物學 
中醫診斷學 
中醫病理學 
針灸/經絡學 
方劑學 
溫病學 
(其他)……… 

中醫系統 西醫系統 

一般氣功 

(體/氣) 

其他各類互

補及另類醫

學……… 

其他互補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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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醫學」療癒模式與機制 

 

欲建構完整的「整體醫學」療癒模式與機制，應考量所可能涉及之療癒助力，在兼

及於各重(層次)助力之下，方才可能架構完成。在此彙整三重療癒助力，並據以提出「整

體醫學」療癒模式，倘若已盡醫療全力而病症仍未好轉，則如何善盡臨終照護與認知無

形歸路，為當事人及家屬之重要課題，在此亦稍觸及包涵靈體觀念下之「生死學」概念。 

 

(一)三重療癒助力與能力 

 

人體自身原本具有自癒能力，當致病因素之強度大於自癒能力，通常首先需要外力

之介入或支援，將大部份致病因素消除後，然後再由體內自癒能力接手而逐漸康復，所

需外力支援之程度則與病症類型及狀態、以及個體自癒能力有關。依據身、心、靈等醫

療救護相關經驗，完整的療癒機制內涵應至少包括如下三重療癒助力： 

 

1. 第一重(層次)外在助力：屬於西醫、中醫、其他互補及另類醫學、以及精神醫學…

等；當一般性身、心疾病發生時，首先宜尋求此等級與類型之醫療助力。 

 

2. 第二重(層次)外在助力：屬於天人炁功、醫學氣功、深度催眠、靈療…等相關之

有形炁療、靈療團隊及無形醫療團隊；對於一般不涉及靈體層次之病症，通常採用上述

第一層次之醫療助力即可，若已尋求第一層次之醫療助力，仍尚無明顯效果，可考慮尋

求此第二層次療癒助力，惟建議仍應同時維持第一層次之助力。 

 

3. 重症之自我內在深處療癒機制及能力：排除非由業力引起之自然老化、缺乏自我

生理照護、以及願力承擔…等所產生之重症(當然、此類病症若亦採用下述機制，自亦

有功效)，並在配合前述第一及第二層次外力支援下，若症狀之改善尚未明顯，恐須深

入解析病症之內涵，並由淺而深，逐階啟動自我療癒能力以及配合各項可能之外在助力，

以改善症狀。需確實注意之層面，大致包括下列由淺而深之項目：(若非針對病症，平

時即能依下列步驟調整，則自體身心靈及人我交互關係已漸呈調和) 

 

(1)調整作息、恢復生機：調整正常作息之目的，是讓小我生命之生理運作與天體自

然運作同步，在相當時間之交互感應、協同調和之下，漸次調整恢復生理機能。 

 

(2)洗滌心靈、自省自新：深入內心省察，盡可能檢點覺察導致傷病及心中不平之可

能因素，並逐漸調整思惟模式、言語及應對進退方式、價值觀、行為模式與態度…等，

藉由疾病之刺激、改善個人心理與行為之本質與表現。 

 

(3)修護療癒、氣炁絪縕：在前述程序操作當中，若能持續接受天人炁功調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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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靜坐修持，則在體內氣炁絪縕之作用下，對於身心靈之修護療癒，將有極大功效，

可加速改善病情。 

 

(4)補償回饋、佈施積德：於前述內心自省過程中，若覺察有虧欠處，即予以實際行

動之補償，並持續實行，直至心中平靜、問心無愧；實施之層面可能包括財施、法施、

無畏施等，若是有機緣實施大功德或誦持皇誥，真正發揮及提昇個體生命存在之社會價

值，則對病症之改善已注入極大之善向動力因素。 

 

(5)關鍵仲裁、解冤釋結：若在持續前述中、西或各類醫療之執行下，且對於調整作

息、自省自新、補償回饋…等功課行之已久，病症與心中不安仍未完全解除，則由於病

症可能涉及較深之前世因果業力關係，仍需堅定持續執行前述功課不斷，靜待無形高次

元司職仙佛、依據公平正義原則予以仲裁及安頓，以求解冤釋結，病症方可能有真正解

除的契機。 

 

(二)「整體醫學」療癒模式 

 

依據上述之三重療癒助力與能力，吾人可據以建立「整體醫學」療癒模式架構，其

概念如圖 9 所示，在尋求第一及第二層次之外在助力時，宜同時進行調整作息以恢復生

機，以及洗滌心靈、自省自新等自修功課；若疾病尚無法療癒完成，除應持續前述助力

及功課之外，應啟動深入之自我療癒機制，例如持續炁療、學習靜坐，並依正念正信進

行補償回饋、佈施積德，以待關鍵之仲裁及解冤釋結；倘若已盡全力，最後病症仍未好

轉，則上述作為之用心實行，對於個體相關之靈命與因果關係，已有正面效應，於來生

之靈命趨向已有善向導引助力，此時因生命可能即將終止，應啟動適宜之安寧照護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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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終照護與無形歸路—靈體觀念下之「生死學」概念 

 

從永恆寬廣之生命角度而言，生命終結前後之安頓極為關鍵重要，倘若安頓得宜，

當事人靈體將較易脫離肉體、且靈體亦較能安心離開人世並有較適當之歸路與去處。一

個人在重症過程中、若有機緣接觸正信團體或宗教，無論最終療癒與否，於其靈命與因

果關係已有正向作用。茲就生命即將結束前後應留意之關鍵概念與作為，概述於後： 

 

1. 若依據生命自然法則，個體壽元即將終了，其是否有「天命換人命」之機緣，能

再續生命、留存於世，除與當事人客觀之病體狀態有關外，主要涉及其主觀之認知深度，

圖 9 「整體醫學」療癒模式架構概念圖 

持續執行 

持續執行 

第一層次 
外力協助 

第一層次 
外力協助 

第二層次 
外力協助 

否 

否 

尋求第二層次外在助力 

療癒完成 療程終止 
是 

有形炁療、靈療團

隊及無形醫療團隊 

身心靈疾病之發生 

尋求第一層次外在助力 

療癒完成 療程終止 

西醫、中醫、其他

互補及另類醫學、

精神醫學…等 

是 

(由淺而深) 

啟動重症自我內在深處療癒機制及能力 

(1)調整作息、恢復生機 

(2)洗滌心靈、自省自新 

(3)修護療癒、炁氣絪蘊 

(4)補償回饋、佈施積德 

(5)關鍵仲裁、解冤釋結 

無形高次元司職神

媒依據公平正義原

則予以仲裁及安頓 

自修之基本功課 

自我修持深入功課 

療癒完成 療程終止 (宜持續正向生活) 
是 否 生命可能即將終止 

啟動安寧照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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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是否能發揮及提昇個體生命存在於社會之正面意義與價值，此即所謂「發揮生

命價值」與「承擔天命」之概念。 

 

2. 若是壽元已將終了，在臨終前所有正向之心念與作為，都將轉化為實際之作用力

量，投射在靈命之上，所有此生功過都將作一總結清算與記錄，作為下一世生命之依據

與基礎，若因重病過程中之善向心念與作為，尚未能明確改善病症，甚至尚有未解冤孽，

都將因前述正向心念與作為，而有所削減改善。 

 

3. 當事人若有機緣接受天人炁功，若因壽元將盡，則雖可能無法救助肉體，然已有

安靈、撫靈之實質功效，若當事人真能接受正信宗教或廿字真言之教化，對於其生命終

了後、靈體的安頓與去路，也將有較佳的安排。 

 

4. 當事人與親屬在面對臨終情境時，關鍵概念為： 

(1)加強正面作為、以減輕過去所做負面事件對心念或靈體之影響。 

(2)加強正向心念、安頓心靈，以利當事人靈體得以平靜及容易離開肉體。 

(3)為當事人永續生命的下一段旅程，尋求較適宜甚或較佳去處。 

 

5. 上述概念的實際作法大致包括： 

(1)儘可能與當事人事先協議急救措施及飾終程序，適宜掌握醫療資源，有尊嚴

地對待當事人的身體與心靈，為臨終時靈體之平和離開肉體預作準備。 

(2)臨終當下前後時間，應維持祥和、莊嚴、清靜…之環境。 

(3)有正信宗教信仰者，於臨終當下應確實履行教團之臨終關懷與終期助念儀式，

協助當事人靈體安心離開並有較佳去處；無宗教信仰者，亦應於當下維持平

和莊嚴之心念。 

(4)臨終過往之後，有正信宗教信仰者、應依據宗教處理模式及時程，持續進行

持誦經典之作為，協助當事人於靈界安頓及有較佳去處；無宗教信仰者，親

人仍應維持精神之正向助力，最好亦能維持平和心念至少持續四十九日，協

助當事人靈識轉換及靈界過渡。 

 

亡者最終之去處，親人雖不見得知曉，但仍可從一些狀態及徵候得知概況；人生相

聚即是有緣，能協助親人、好友、有緣人…走最後一段路，甚至安排好的去處，也不枉

此生機緣，同時、聚集善向的心念與力量，不單可以調和局部人事關係，累積更大的善

向力量，更可以調和氣運，改善現實人生與靈界狀態。 

 

下一生是否能出生於好人家、或是到低、中、高次元天界持續進修，決定於此生認

知及作為、併同過去生造作之累計加總有關，宇宙之中能量守恆、業力守恆，所有造作

力量，都必回到自我身上，由自己承受，究竟是否能夠超脫力場束縛、依願力投往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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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元時空，或是為業力束縛，墮落輪迴，完全操控在自己手中。當然、若是離開人世時

能夠無疾而終、而且確知回天有路，將是此生功果圓滿的一項指標；更不可思議的是、

有些宗教大德不只生前佈施，甚至在臨終前承擔眾生共業，作了靈肉大佈施，已不能以

一般知見論述，只能讚嘆而已！ 

 

 

五、結語—從「天人炁功」發展「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及「整體醫學」 

 

人類從早期醫治傷病之經驗，摸索到建立獨立的醫療模式，包括中醫、西醫及地區

性之治療方法，已有千百年的時間，對於人類身心之治療有著相當之貢獻。而文明之發

展，促使人類生活方式大異於從前，導致各種身心靈疾病叢生，然而由於現階段科學發

展對於靈體研究之闕如，亦直接影響醫學知識及技術之成長。目前發展中之模式為朝向

整合中醫、西醫及互補醫學之方向，這一個方向基本上應該是正確的，但是將受限於人

類對靈體研究的認知程度，換句話說、未來醫學之發展將受到靈體研究之限制或是引導，

若是掌握靈體研究之積極進度，將可能促使人類醫學躍昇進步；因應日後高科技、高文

明發展，人類內在之身心靈衝突將相對提高，可能導致許多不明的文明病、心因性疾病、

精神性疾病、免疫系統疾病…等，人間現有醫學恐將窮於應付，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

前輩之聖訓資料 25，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的重要媒介，基於人間傷病療癒之實際

需求，未來醫學發展之方向應該從掌握「靈體醫學」並整合中醫、西醫、互補醫學…等

之「整體醫學」層面下手，並將「天人炁功」實施經驗科學化、數據化，且朝向實用性、

普遍性發展，「天人炁功」所提供的參考模式，將有助於人間醫學之進步以及「靈理學」、

「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和「整體醫學」之發展，同時亦能增進人類之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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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字氣功貫氣助人經驗報告 

王啟清(光我) 

天人炁功院研究員  

摘  要 

廿字氣功於民國 79 年夏傳自無形，奉師尊提示：「分四個階段，持修

30 年不得有一日間斷」。民國 93 年 5 月，筆者支援美國西雅圖教院期間，

完成第三階段鍛煉。從二階「意氣合一」與三階「神氣交泰」的融合應用

中發覺掌氣耀然起動，可以外放助人。  

回台後某日接獲通知：有人騎機車在濁水溪橋畔摔倒，送醫後出現胸

肺壓迫呼吸困難症狀。筆者前往救助時，病婦在昏迷中抓住筆者「照金光」

的手掌，緊貼其受傷部位，筆者自然反應將原本以天人炁功隔空「打金光」

的手掌轉換為接觸式的廿字氣功貫氣法，數分鐘後病人吁出一口悶氣，開

口說話表示感謝。隨後持續的貫氣協助及甩手示範讓她漸次復原無藥而癒，

此一案例啟發筆者貫氣助人之信心。  

經由實做印證，廿字氣功助人以「觸體貫氣」為主，與教內天人炁功

「不得碰觸」之規定相違，不便在教內實施。但筆者相信無形傳法必有其

用意，由是排除眾議投入研發。  

由於觸體貫氣在教內引發疑慮，筆者於民國 94 年 7 月在鐳力阿道場 105

教室由維生首席主持的「廿字氣功簡報」中，面對天人炁功院全教代表提

報修煉重點及貫氣要領，首席在當天下達決定，「一、同意廿字氣功以貫氣

方式助人。二、貫氣接觸點限於背後以頭頸至腰部為準。」事後協商，貫

氣法不在教內實施，以維天人炁功之執行。  

貫氣助人於民國 97 年 4 月接近 10.000 人次，維生首席在接見筆者聽取

簡報後表示願意成為第一萬人次的受試者。一週後在清虛妙境實施的廿字

氣功貫氣法鑑定中，獲得先生的肯定。  

民國 95 年某月，協助一位宗教界朋友解除無名困擾，該教掌門聞訊表

示願意親身體驗。隨後在台北實施的測試中，這位宗教界的耆老對著在場

的光聖樞機給予廿字氣功貫氣法極高的評價。  

民國 103 年底，貫氣服務累計 27.000 人次，對應作用延伸至「岔氣、

陰寒、氣虛、失眠、內傷、散神、筋傷」等症狀。  

貫氣法是天人炁功與廿字氣功的共法，差別在於接觸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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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文   

廿字氣功貫氣法實例舉證  

案例一  民國 83 年以廿字氣功迴氣法為師尊緩解炁能滯身之苦。  

背景：  

一）師尊靜坐就座之後，先運轉掌心大法（御心大法），用以參贊無形

運化，執行完畢後收功向光幕合十行禮，然後靜坐。  

二）師尊自 83 年 6 月赴美弘教， 7 月返國後，因為無形負荷過重，大

部份時間都在鐳力阿道場休養。某日（大約在 9 月）在靜坐前運轉掌心大

法後，因為無形炁能無法迴轉，不得不下座休息，但炁能停留在身上反而

造成負擔，因此躺在床上調養，期其自然轉化，但不見其效。機要組緊急

召集鐳力阿資深同奮齊聚「無為居」，希望協助師尊釋放無形炁能。  

 

經過：  

筆者當時已經卸下侍從長職務轉任督理院，沒有長駐在鐳力阿道場。

當天驅車原訂從住家前往高雄市掌院，卻不知何故錯過高速公路斗南交流

道，逕駛斗六竹山方向。待發覺路線偏離時已經接近集集火車站，因此改

變心意順勢回到鐳力阿道場。在前院簽名時，隨身配戴的呼叫器響起，顯

示的號碼是「 119」這是我與機要秘書何光傑的連絡代號，表示有緊急事務

要我即刻返回道場。筆者在前院打內線連絡，光傑表示師尊有狀況請我速

返。我進入無為居時，見到阿內多位同奮圍在師尊床邊，個個拼力發功往

師尊身上打金光。但我聽到師尊口中呼出的聲音卻是：「把我的氣放掉、把

我的氣放掉」。師尊的意思很明顯，是要放掉他的「氣」，但現場同奮雖然

熟悉天人炁功卻不知如何協助師尊放氣，只能朝著老人家身上猛打金光，

這樣的舉措更增加師尊的無形壓力。當時筆者修煉廿字氣功已經進入第二

階段，知道如何卸除積聚在身上的氣能，見狀急忙要求在場同奮暫退一旁，

急速提聚廿字氣功之後，再以收功迴氣之勢，兩手交叉從師尊雙腳湧泉穴

向自己身上導氣。由於時值炎夏，加上屋內眾人圍繞，我從雙手「掌根」

吸收師尊身上的「氣能」之後，全身發熱，火燙的汗水從頭頂經眼角而下，

刺得我雙眼無法睜開。為了緩減氣壓，乃改單用一手導氣入體，再從另一

手的手掌排除而出。持續運作之後，原本積聚在師尊身上的炁氣狀態開始

解離，密集的炁氣分別歸位。大約三分鐘後，師尊再呼：「好了！好了！下

去了，下去了」。  

傍晚時分，未及用餐、盥洗，回到寢室倒頭便睡，次日醒來卻又覺得

身心安泰彷彿沒事，從茲體會昨日所作應是無形運化所致。  

 

分析：  

一）應該是有一種力量讓筆者當天開車錯過斗南交流道，一直到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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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才發現偏離行程，因而引合該次為師尊導氣的事實。  

二）為師尊導氣，超出自己所能運轉的程度，若非無形加持筆者絕無

此種能力。當時面對師尊身上炁氣結合狀態而能運用廿字氣功將之緩解者，

亦正顯示廿字氣功的「氣能」與無形「炁能」之間必有相對相應的層面。

此一內涵在 10 年後的民國 93 年才因廿字氣功修煉進入第四階段的「化氣

承炁」層次而體會呈現。  

三）＜天人日誦廿字真經＞：「太和之初乃為廿字」。天人炁功的運用

與廿字氣功的修煉都以廿字真言所接引的天地正氣為依恃。天人炁功用於

助人有「放光」與「收光」之分，筆者當天無暇探詢參與同奮是否有人使

用收光或放光之法，未經思索即直接以廿字氣功的「收功迴氣」之法為師

尊緩解積聚的氣能。此一過程或許就是無形刻意媒壓，藉以彰顯廿字氣功

與天人炁功之間的共應作用所致。這次經驗讓筆者在日後行腳各地的貫氣

助人服務中，益發增強信心，勇往直前。其中部份求助者的無明病症在廿

字氣功處理之後再運用天人炁功調合，其效果更為明顯快速。  

四）回溯當天，諸位資深同奮聚集師尊床邊共同發功卻無法解除師尊

為鐳炁所困之原因，在於師尊的鐳炁與同奮施放的炁能差距太大，同奮發

出的炁能無法調解師尊的鐳炁。而筆者到達之後所使用的功法不是從炁的

層面去對應，而是依據師尊「把我的氣放掉」的旨意，以廿字氣功將師尊

身上的「氣能」導出，使得炁氣之間的「積蓄狀態」得以解除。  

五）＜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P108，「首席的鐳炁並不藏在自己身上，而

是轉運與不斷的佈施」。師尊運轉佈施鐳炁的動能與肉身的氣能強弱有相應

關係。當天運轉的無形炁能無法從師尊身上迴轉，可能是師尊肉身的氣能

提聚過高，二者密合無間卻因體力不足而無法解離所致。筆者任職期間，

經常接奉師尊：「光我，過來打打氣」的要求，所以與師尊肉身的氣能較易

相應。當天不經思索即行出手協助或許與經常為老人家調氣，以及廿字氣

功的持續修煉有關。以此尋思當天過程，相信必有無形安排所致。  

 

案例二  以廿字氣功的貫氣法安定病人的身心靈。  

民國 99 年底，前高雄市掌院副掌教許光廢開導師，因為淋巴癌 4 期住

院醫療，經過多次手術及化療無效之後，醫院於 100 年 04 月 15 日早上，以

癌細胞侵入腦部，通知家屬準備為他做頭部「放療」。光廢在昏迷之際，連

人帶床被推入地下室的放射治療中心，在等待製做「頭盔」的時候，因為

無法言語、視力與聽力都消失的他，可能意識到自己即將面臨危險，而開

始反射性的躁動。醫護人員為防止意外，將他手腳緊綁在床架上，讓他完

全無法動彈，但此一措施讓身陷黑暗的光廢更加驚恐。筆者到達現場時，

看見光廢在五官失能，無法與外界溝通，四肢被捆綁，甚至不知自己身在

何處的緊張情緒之下，極度扭曲的臉孔，知道任何語言與撫觸都無法安慰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14 
 

他。面對深陷無明恐懼的老友，筆者鼓起內力，如同以往為他貫氣一般，

握住他的手掌及肩膀緩緩的傳氣。沒有言語安撫、沒有鎮定劑作用，光廢

在接到筆者貫氣的瞬間，整個人安靜下來，全身放鬆的安然入睡。醫護人

員拿著器材走過來，聽見他打酣的呼氣聲音，訝異的問我：這是不是就叫

做「氣功」。  

醫院的放射治療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在情況惡化之後，筆者受他家

人之託，在為他貫氣時運用念力，將他母親去世的消息傳達給他。陷入植

物人狀態的他在筆者念力傳達之後，竟然突破肉身的障礙發出一聲「啊！」

的驚嘆聲，然後再轉入寂靜，直到離世。  

筆者無法解救他發現得太晚的癌症，但經由這一次的實做經驗，知道

在守護他的心靈上，廿字氣功可以產生一定程度的安定作用。  

 

分析：  

一）觸體貫氣讓求助者在瞬間安定下來的背景應該是執行人與受助者

身體之「內、外和子」的共振所產生的相應作用：依據教義＜新境界＞第

14 頁第 9 行「人類衰老，目不能視，耳不能聞，即係和子成分中的視覺及

聽覺之電質逐漸耗減之故」。第 11 行「和子以其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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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受助者在耳目功能消失

的情況下，接受到筆者傳輸的能量之後隨即從驚恐中安定下來並且呼呼大

睡，可見貫氣的能量可以超越其受損電質的障礙而直接影響其神識，而其

居中擔任傳導功能的就是人體內外的「和子」作用。  

二）光廢副掌教在止息離世之前有一段很長時間處在植物人狀態，除

了透過儀器顯示血壓脈博之外，外人無法了解他的身心靈狀態。依據筆者

對靈體醫學的瞭解，斷氣之前的病人因為體內陰電子的沾染壓制使得和子

能量減弱，但和子的功能並沒有完全消失，如果透過傳氣者的作為與病人

體內的和子形成共振，就可以對其靈識產生訊息傳導的作用。  

三）光廢副掌教在昏迷中接觸到筆者傳送的訊息或提到師尊時，都會

垂淚不止。雖然從臉部表情看不出他內心的境遇，但在貫氣之際透過氣能

的應合作用，仍然可以感受他神識的交雜與變化。  

四）依據首任首席使者 90 年 06 月 22 日辛巳年五月二日辰時聖訓指示：

「靈體醫學與人間醫學之不同，人間醫學以為人體訊息的傳遞在神經系統

的微元素，由神經細胞至脊髓至大腦，再反應至運動神經或感覺神經，其

中任一部分受阻，傳遞即受阻。但靈體醫學可以超越此一過程，強化並運

用小和子之功能，隨時與任一小和子作連結性運作」。  

五）民國 85 年 5 月 21 日維法佛王對在鐳力阿道場閉關修煉中的筆者

下達聖訓指示：「廿字氣功即在於煉氣煉靈」。由此推論：「因為有煉靈的內

涵，所以廿字氣功修煉至第三階段的神氣交泰層次之後，可以對昏迷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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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單向的訊息傳導」，此一作用已經超越古傳氣功「煉氣不及於煉靈」的

層面。如果配合靜坐煉神的功夫到達「一靈常照」的境界，一定可以突破

業力的障礙，產生更深層的交感功能。  

 

案例三  「貫氣法」解除溺水陰靈纏身的困擾。  

求助者的祖父是南投縣魚池地區有名的道士，德望與法術都深受鄉民

佩服。  

歷年以來日月潭積聚多條溺水陰靈之後，村民準備舉行水陸超拔法會，

老祖父受聘擔任法會總主持。但在此之前他因為在颱風期間冒雨修理家裡

的水塔而染受風寒。  

老道士抱病上場，在法會中率領道士團拼盡最後一道力氣完成歷年來

溺死在日月潭水面之下冤魂的超渡任務。法會結束後老人因為靈力與體力

不堪負荷，身體失溫癱倒在床不省人事。  

她把老祖父抱進裝滿熱水的浴缸中，利用熱氣的滲透壓力與按摩的技

巧讓老祖父寒冷的身體逐漸回暖。  

救回了老祖父之後，她擔下了老人家的病氣。  

儘管是農曆七月的大熱天，她經常在半夜裏被寒氣凍醒，醒來之後唯

一能做的事就是拿起放在枕頭旁邊的吹風機對著胸口直吹，吹到皮開肉

綻。  

這種日子苦不堪言，但求醫無效的她只能默然承受。  

民國 94 年春，她經朋友介紹認識筆者。第一次為她貫氣的時候，在場

眾人都覺得整場寒氣森森而紛紛走避。  

有一次在天安太和道場相遇，從肩膀為她貫氣的時候天氣正熱，但她

明顯出現全身發抖，不住的打冷顫，嘴唇凍得發白。  

我請光弼引導師拿出毛毯為她披上，一條不夠再加一條。  

那一場貫氣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才讓她從寒氣中回過神來。  

掀開毛毯的時候筆者看出她的臉頰透出一抹紅暈，她的寒氣稍退了，

但隱藏在魂識深處的病根並沒有完全化解。  

再次見面的時候，筆者在敏餘同奮開設的大漢藝術館隔著落地窗看見

她被兩個朋友架著，一拐一拐的從門外走進來。  

她開著車子在一個轉灣的斜坡上不知甚麼原由的翻車了，卡在坡崁下

的車子需要大修，所幸自己只是腳後跟受傷，無法站立，不能走路。筆者

審視她受傷的腳踝，有著像是被人強拉硬扯後留下的瘀青烏腫。雖然強做

鎮靜，她的臉上卻仍透著一分驚魂未定的表情。  

這次改從腰腎貫氣，把熱能傳入腳底，藉此排出陰寒之氣。  

貫氣時她細數老祖父為落水喪生的冤魂超拔的往事。講到當年那些罹

難者在水中爭扎呼救的景象，就像腳後跟被人從水裏抓住往水底拉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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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時，她突然若有所悟的住口不言。  

那一次的貫氣用了九十分鐘，結束的時候她突然推開坐椅，急著跑去

上廁所。  

回來的時候有人問她怎麼不需要人攙扶了，她愣在原地。  

我們都曾經為她介紹過「天帝教」，一年後她告訴我，她從靜坐班結業，

是「月」字輩的同奮，允諾將為貫氣法做見證。但她最後終究沒有在天帝

教留下來。  

事後聽說她走過三大道場及中部各教院，看到氣色不佳的同奮，她直

言不諱的向對方建議去找王光我貫氣。  

她是廿字氣功掌氣救人法的見證者，但抵不過當時週遭異樣的眼光與

環境的壓力，她走了；那是廿字氣功顛簸流離的年代。  

 

分析：  

一）首次為她貫氣時，從她身上流佈出來的陰寒之氣曾經讓在場的人

士感到不安而紛紛避開。但筆者在歷次對她執行貫氣的過程中不但沒有受

到寒氣的干擾反而是全身發熱滿頭大汗。足證寒氣對人的影響與當事人的

內氣強弱有關。廿字氣功的修煉讓筆者在此一方面不但不受病氣的侵擾反

而能夠將之排除轉化，並進而協助受害者解除病痛。可見從廿字真言所接

引而來的正氣能量對於陰寒之氣確有排除與化解之功。  

二）本案當事人在治癒之前的日常生活並無異樣，只有在睡夢中才會

出現寒氣籠罩情況，如是則此一寒氣在她的身心靈之中，匿藏的位置應該

在極為深沉的層面。廿字氣功的貫氣法因為「觸體」關係，可以將修煉熱

能透過經絡傳導推送到其體內寒氣聚集的病灶再進行化解與排除。此一作

用歷經十年以來的服務後證實對於遭受陰寒之氣困擾的求助者確有明顯的

效果。  

三）本案溺水陰靈在當事人的祖父所主持的超拔法會之後，大多數應

該得以解離陰寒之苦，但卻仍有一部份隨緣纏附在當事人身上歷經多年波

折才得以應機得度，其中因緣雖非吾人所能究知，但回顧本教＜廿字真經

＞所載：「能濟三途苦，能拔九幽魂，能解十災厄，能度十方眾」確可證明

廿字功能之真實不虛，而廿字氣功者，秉於廿字真言天地正氣所成之用也。  

 

案例四  不明原因之下對昏迷者的緊急協護。  

民國 100 年 03 月 27 日星期日中午 11:30 分，筆者應邀至苗栗縣苑裡鎮

全國高爾夫球場，參加林敏餘同奮千金林素叩小姐訂婚喜宴。由於當天下

雨加上場地不熟，誤入球場另一家餐廳，折返後已經接近開席時間。匆忙

進入餐廳一樓時正巧看見一位男童從休息區之座椅上倒下，其父母急忙將

之扶坐地上並不停拍打叫喚，但男童似乎失去知覺，全身癱瘓完全無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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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時正巧喜宴主人林敏餘女士下樓招呼來賓，見狀立即趨前以天人炁

功隔空協助救濟，但在眾人七嘴八舌建議又七手八腳加入推拿按摩之際無

法立即奏效。筆者趨前探視時只見男童臉色灰白眼神無力，似乎無法呼吸，

乃向敏餘同奮表示願意接手救助，請她上樓主持開席。  

由於不知發病原因，不敢盲動，只能蹲在地上，將雙手掌心分別貼住

男童心臟及大椎部位，提運內氣直接進行貫氣，同時以口頭提示男童將左

手舉起，以確認其心識能力，然而男童毫無反應。其父親試圖將其左手拉

起，但男童全身垂軟不能自主。此時圍觀群眾有人研判是羊癲瘋發作，建

議從「人中」強力按壓，但男童父母皆表示小孩從無此種病症。筆者無法

顧及群眾建議，只能拼盡全力強勢貫氣，約一分鐘後男童忽然全身震動，

旋即噴吐出一團雜物，部份液體沾附在筆者手臂上時，還能感覺其溫度冰

冷。孩童母親從地上揀起噴出物時發現是一坨沒有嚼碎的麵團，此時男童

開始緩慢轉動頭頸似乎也在掙扎求生。筆者不敢大意繼續貫氣約一分鐘後

男童口中再次噴出一團同質雜物，接著手腳開始扭動，呼吸慢慢順暢，逐

漸恢復知覺，並發出呻吟聲音。  

男童復甦之後表示：因為在嬉戲中大口吞食沒有充份咀嚼的麵包，又

快速灌下冷飲，造成喉嚨收縮引起阻塞。從坐椅上摔下後知道大家在對他

急救，但因為不能呼吸沒有能力回應，後來的事情都記不得了。  

服務於台中市警察局的男童父親於次日在 yahoo 部落格＜廿字氣功光

我研究室＞留言致謝，感謝天帝教救了小孩子。  

 

分析：  

一）天人炁功服務時以「光」為材質，以不碰觸受助者為前提，適合

在安靜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下施作，否則無形傳輸之能量會遭受阻礙影響

功能之發揮。而廿字氣功之貫氣法以「氣」為資材，必須搭接求助者之身

體才能傳輸能量，但施作時受環境干擾之影響較低。  

二）筆者在緊急情況下出手救人，匆忙之中根本無暇思考應該使用天

人炁功或廿字氣功。由於近年以來專心修煉廿字氣功並以之實做助人，所

以在緊急之際未經思索即運用廿字氣功進行貫氣。但不論施用天人炁功或

廿字氣功，在筆者的意識之中都是以廿字真言為媒介。  

三）廿字氣功之貫氣法通常以「氣虛、陰寒、痠痛、失眠」等肉身症

狀之協護為主，用於緊急救人則以本案為首例，也因此印證廿字氣功原始

聖訓：「煉至純熟，掌氣可以自救救人」之真實不虛。  

四）沒有經過按揉、推拿、擠壓、震動、拍打，而能夠將其堵塞在咽

喉之雜物從體內逼出者，是內氣運作之功。廿字氣功貫氣助人的案例很多，

但在緊急中發揮掌氣功效則僅此一次。筆者到達高爾夫球場時因為走錯餐

廳，卻適巧能夠目睹當事人從長條靠背椅上摔落，而得以出手搭救，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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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巧合似乎早有天意安排。  

 

案例五  心臟手術者在昏迷中接受貫氣的直覺感應。  

病人因為「心臟瓣膜脫垂」入院治療，經過全身麻醉手術後被安置在

恢復室，我們接到通知只能進去兩個人探視，時間五分鐘。  

筆者與病人的岳母同時進入，鑽過器材與管線的空間，只能勉強從空

隙中伸手對其兩邊的肩膀貫氣。在第三分鐘的時候，挪移到病床底部，再

從病人的兩個腳跟貫氣。病人的岳母曾經修學日本某教的功法，此時發揮

最大的勇氣，站在床邊對著昏迷中的女婿大聲唱誦咒語，並且不停的往病

人身上比劃手勢，相對之下筆者只能默默運作。  

病人醒來之後慢慢的述說自己的感覺：在虛無飄渺之中完全不知道自

己有「肉身」的存在，但慢慢的似乎有一股如陽光般的熱能照撫過來，於

是有了頭肩頸的感覺。後來又覺得有一股熱能從下面昇起，於是有了腳部

與腰腿的知覺，然後才知道有肉身的存在。後來聽到有人呼叫他的名字，

睜開眼睛後才記起來自己接受心臟手術。  

問他在甦醒過程中有沒有聽到岳母唱咒的聲音，他說完全沒有。  

 

分析：  

一）依據常識，聽覺是人體最早形成的生身功能，但本案受助者在全

身麻醉後的甦醒過程最先感受的卻是熱氣（溫度）而不是聽覺。基於本案

病人感覺到的熱氣來自氣功的作用，筆者認為可以引申為「溫度對生命的

影響」。  

二）本教的靈體醫學中說明生命的要素為：和子＝ 3X 特種原素（魂）

＋ 6 電質（魄）＋ 9HO 之精華（魅）＋ 120O 之精華＋溫度。由此可知溫度對

生命的形成有其必要。病人甦醒過程是否與肉身形成的經歷相似，對於靈

體醫學與天人炁功乃至廿字氣功的研究而言，都是可以討論印證的要點。  

三）本教與民俗信仰都有「助念」的觀念，藉此協護臨終以及往生者

靈識的回歸。依筆者的經驗，助念的主要功能不在音聲的大小強弱，而在

其念力是否專注強固，而接收此一傳導與接收能量的因素就是身心之中的

和子體。  

 

貳  結論   

廿字氣功的目的在自救救人，依據師尊指示修煉時程分為四個階段，

每段修煉時程均較前段時間「倍增」：「煉氣健身 2 年→意氣合一 4 年→神

氣交泰 8 年→化氣承炁 16 年，總共 30 年」。前兩個階段以健身自救為主，

後兩個階段可用於不同層次的救人。案例一對師尊導氣之時，筆者僅僅進

入二階「意氣合一」的自救層次，對於「化氣承炁」的四階境界完全懵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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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但在緊急狀態中出手卻能發揮救人功能，可見廿字氣功具有「無形

監護、天人合力」之功能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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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天人炁功與臨終關懷 
呂志成(緒翰)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研究部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麻醉學系教授 

摘  要 

天人炁功為天人親和重要法寶之一，也是宏教渡人的利器。民國七十九年元月一日

起配合人間需要「精神療理」更名為「天人炁功」，因此，天帝教地方教院組織由三中

心擴編為五中心並正式成立「天人炁功」中心，由於天上沒有醫療法之顧慮，於金闕無

形組織的配合部門仍為「金闕精神療理院」。其作用在使「天人炁功」符合天上無形的

運化與人間實際運行能真正達到直指人心、宏教渡人及天人親和的目的。天人炁功親和

若要能發揮鍼心整靈的作用，必須透過同奮慈悲心的出發，也就是真誠地對受調理者真

情關懷。當同奮施行天人炁功的對象是屬臨終或安寧療護的病人，同奮應如何平常心面

對受調理者的需要，順利的透過天人炁功達到親和關懷是一大考驗。因為臨終病人是個

人生命已逐步邁向死亡的過程，面對死亡伴隨而來諸多負面之生命現象，不知不覺中會

讓死者和家屬受苦，導致身體、心理、靈性的耗竭。臨終病人可以藉由醫院醫護人員運

用專業知識與技能，支持照顧面臨生離死別的人，使其將受苦轉化與更新，產生正面生

命意義。透過「四全照顧」的臨終安寧照護方式，使病人生理舒適、心理坦然、靈性平

安的狀態。臨終關懷在醫護人員重視臨終生命邁向死亡的過程，落實分工合作的連續照

護，主要目標也就是期望達到過程能「生、死兩相安」的理想目標。但從臨終關懷的角

度看死亡與醫療的模式中，身體的照顧品質被視為是安寧照顧的精髓。因此，醫療團隊

強化人員有關「安寧照顧與臨終關懷」的訓練與專業能力、「生命與死亡」教育的重要。

然而醫療人員在搶救生命前提下，較無法同時兼顧考慮到臨終生命的品質，且常忽略臨

終病人死亡焦慮的心理與靈性問題。惟有當下正面的處理，才能有效地把握將臨終危機

轉變為成長的機會。天人炁功親和在臨終病人親和角色如何定位，方可提供適切有效的

協助，以輔助醫療團隊所努力的「四全照顧」的臨終安寧照護。進而提升臨終病人心理

與靈性生命品質的理想，正是天人炁功可以努力與協助臨終病人的空間。 為確認天人

炁功親和是否能適時適當的提供醫療團隊的「四全照顧」的臨終安寧照護方式正面協助。

本文將先介紹醫院臨終病人照護機制起源與模式，藉由天人炁功臨終病人親和的累積經

驗的分析，討論天人炁功親和在現有醫療體系如何扮演臨終關懷角色，以期提供同奮在

為臨終病患施行天人炁功親和的參考。 

 

關鍵字: 天人炁功，臨終關懷，精神療理，四全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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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與臨終關懷 

呂志成(緒翰) 

 

一、前言 

 

天人炁功為天人親和重要法寶，是天帝教宏教渡人的親和利器，宏教渡人的至寶。

天人炁功親和能發揮鍼心整靈，主要是無形仙佛透過同奮慈悲心的出發，正是對需要幫

助的受調理者真情關懷的絕佳機會。但是當天人炁功施行對象是臨終或安寧療護的病人

時。同奮如何調整心態面對受調理的人需要，期望順利達到圓滿的親和，使受調理者得

到最大幫助卻是同奮的一大挑戰。因為臨終是生命邁向死亡的必然過程，面對死亡伴隨

而來諸多負面之生命現象，不知不覺中會讓死者和家屬受苦，導致身體、心理、靈性的

耗竭。醫護人員在臨終關懷的連續照護，身體的照顧品質被視為是安寧照顧的精髓，期

望透過「四全照顧」的臨終安寧照護方式，使病人生理舒適、心理坦然、靈性平安的狀

態，達到「生、死兩相安」的理想目標。然而醫療人員在搶救生命前提下，較無法同時

兼顧考慮到臨終生命的品質，且常忽略臨終病人死亡焦慮的心理與靈性問題。天人炁功

親和在臨終病人親和角色定位，正是提供適當且正面協助的機會，界以提升臨終病人心

理與靈性生命的品質。因此，當天人炁功親和遇見醫院臨終病人，必須先從醫院臨終照

護的機制瞭解，以天人炁功臨終病人親和的個案經驗的分析，探討如何協助現有醫療體

系扮演好臨終關懷角色。如何以穩定臨終病人心靈為前提，幫助病人順利通過臨終的心

理壓力情境，內心的自省與觀照，再見自我本性並體悟靈體生命的光輝與意義。本文將

先介紹醫院臨終病人照護機制起源與模式，在分析天人炁功臨終病人親和的累積經驗，

探討天人炁功親和在現有醫療體系可以扮演臨終關懷角色，以期天人炁功親和在臨終病

患的應用，作為同奮在為臨終病患施行天人炁功親和的參考。 

 

二、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醫療機制 

 

(一)安寧療護緣起 

 

西元 1947 年英國桑德絲，在照顧癌患有感於醫生對癌症病人的疼痛束手無策，桑

德絲決定為癌症末期病人在醫院建立一個像家的地方。希望讓癌症臨終病人在往生之前

能夠有病人的生活尊嚴，死亡時安詳而有尊嚴，這正是臨終照顧生命與緩和安寧療護開

始。所強調的是醫護人員對於臨終生命邁向死亡的過程，最重要的是要關心病“人”，

而非他的“病”。緩和醫療國內稱為「安寧療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當疾病

已無法治癒時，對病人作積極完整的照顧。而且疼痛與其他症狀的控制，以及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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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靈性問題的處理是很重要的。緩和照顧（安寧療護）的目標是達成病人與其家

庭的最佳生活品質。緩和照顧的很多觀念可以提早運用在其他慢性末期疾病的治療過

程。 

 

(二)臨終關懷機制 

 

醫院臨終關懷的目標在於藉由醫護人員運用專業知識與技能，支持照顧面臨生離死

別的人，使其將受苦轉化與更新，產生正面生命意義。因此，如何秉持著目前強調之「四

全照顧」的臨終安寧照護，其中涵蓋病人生理上使其處於舒適的狀態、心理上能坦然面

對餘生、靈性的角度能看見生命的意義。充分發揮醫護社會與社工的有效資源，在安寧

照顧過程也能支持協助家屬，順利圓滿的渡過病人死亡之後的悲傷期。強化「安寧照顧

與臨終關懷」與「生命與死亡」的教育皆是目前須努力的範疇。在提昇生命末期照顧品

質技術努力上，可以增進溝通技巧與意願、以病患為中心、以家屬為中心所建立的共同

的決策為前提。在持續的溝通關懷，更希望能儘量延長病患生命、維持病人自主性與獨

立性、 保持社交活動正常為原則。當病人的身心功能下降， 醫療的需求漸漸增加，進

而升高依賴性，此時如何加強病人症狀控制與復健、 協助家屬、加強衛教、指導資源

運用、協助居家環境的調整、並且要特別注意照顧者本身的狀況。當疾病持續進入惡化

末期時，病人進入晚期目標放在提高舒適性與安全性、仔細評估病人症狀、瞭解其想法

以提供個人化的醫療照顧。提供家屬有效的支持，家屬的照顧壓力。安排喘息性的住院

以舒緩，讓家屬瞭解病人期望的死亡場所，減少不必要的移動、追求病人善終。對於家

屬需求應主動滿足主動與家屬說話，提供隱密的環境，傾聽家屬家屬心聲，安排支持團

體，紓解罪惡感，讓家屬覺得我們有在盡全力，有在關心。盡量陪伴在病人身邊 確定

他能幫助病人 向他保證瀕死病人的舒適 被告知目前的治療、病情變化、病危狀態。鼓

勵加人能抒發情緒，得到適度的支持及慰藉，肯定家人的決定並找到親人死亡過程的意

義。 

 

(三)死亡認知與準備 

 

院接受臨終安寧照護的病人，在醫護團隊資源的支持下，協助安寧照顧全程照顧家

屬以渡過病人死亡之後的悲傷期。社工師、心理與宗教師在心理與靈性照護是重點工作。

天帝教同奮可以透過臨終安寧照護的病人親和機會，及早協助其建立對死亡的正確認知。

經由天人炁功無形與有形的親和作用，亦或透過以廿字真言反省懺悔的心法，使臨終病

人體驗到 「精神不死、 靈性不滅」 珍惜生命、自持自奮、擺脫自然律、創造新生真

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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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人炁功的精神調理特性 

 

(一)天人炁功的特色 

 

天人炁功的主要特色涵蓋以下四點：一、不用有形針藥，而以『精神能量』調理。

二、能量來源並非調理者本身鍛煉之內氣，而是調理者經過天帝教特有的修持方法及天

帝教首席使者的傳授，透過祈禱引來的宇宙能量，因此可源源不斷持續為人調理。三、

除了注重生理疾病的改善以外，並兼顧心理及靈識的調理，是一種全面性的調理。四、

天人炁功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人能夠奉行廿字真言，以培養正氣，使人人從根本上自救，

進而參與正大光明的救人救世行列。因此絕不收取任何物質或金錢上的報酬。實為本教

以愛心回饋社會的救劫方便法門。 

 

天人炁功調理的原理，簡單地說，就是調理者感於被調理者誠心求治的念力（親力），

而發心應之以慈悲的念力（和力），以廿字真言作為媒介，向仙佛聖真祈禱默祝，引來

宇宙高級之能量（氣），以之除去被調理者的致病因素，而達到調理的效果。基本上是

人與人之親和力，加上人與神之親和力作用而成，其要訣為被調理者及調理者均需竭誠

為之，方能產生作用。天帝教本師世尊曰：「凡屬科學病就由科學醫學界來負責，中、

西醫醫不好的疑難雜症，就需得天人炁功來診治。」  天帝教天人炁功是「靈體醫學」

的法門，是診心鍼靈的無上法門，乃是「天人調體」的作用，為靈肉之間的整合，是兼

具調養靈體與肉體之作用。2 一本上天好生之德，以先天炁經調和運化後的神光，透過

天帝教同奮正氣熱準來接引無形宇宙之能量–「浩然正氣」，再施加於被調理者身上，

使其身心靈接受無形宇宙能量調靈調體，以達到診治之效果。天人炁功是一種利人利己

的救人救世法門，不用有形針，也不用有形藥，不必具備專門醫學知識，只要是天帝教

正宗靜坐班學員，並獲得傳授天人炁功，人人可行，處處方便，當然天人炁功的能量是

來自於先天炁、是來自於無形，但接引源源不絕的先天能量是啟動於心，是發自於心，

是所謂的「心炁相感，心炁相應」，由心法入門，調理者同奮必需具備信心、誠心、愛

心，並以廿字真言作為日常做人處世的準則，自然與無形宇宙能量產生共振，引流下達，

此乃是一種靈體醫學，是人人醫學，是大眾醫學，是方便醫學。因此，人人都可以作救

人救靈的「天人炁功」。 

 

靈體醫學與人間之醫學不同，人間醫學以為人體訊息的傳遞在神經系統的微元素，

由神經細胞至脊髓至大腦，再反應至運動神經或感覺神經，其中任一部份受阻，「傳遞」

即受阻。但天人炁功展現的靈體醫學的模式可超越上述有形生化傳遞過程，可以強化並

運用小和子之能力，隨時與任一小和子作連結性運作。先天之炁乃是一種高級微物質能

量電流，進入人體後，促進體內後天氣血循環加速運轉，能提供細胞獲得充足的氧氣與

養分，也促使細胞裡的廢物做有效的排泄，排出體外。預期可以針對人體各種疾病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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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透過微循環的改善以符合正常細胞的需求。但先決條件在於，被調理者不可存

好奇心，要有信心（不可存試試看的心理），更要有懺悔心，才能產生親和力，而得到

最好的效果。如心理上可能存在因果之業障，當被調理者本身能夠徹底懺悔並與無形的

親和力相交感應，則可以獲得較明顯之反應。因此，天人炁功不但是天帝教宏教渡人的

親和心法，根據天人炁功的精神調理特性，可以天人炁功來親和臨終安寧療護病人，成

為輔助醫院臨終關懷機制的重要支柱。 

 

(二)天人炁功親和臨終關懷原則 

 

人具有生理、心理及靈識三種層次，彼此密切相聯，相互影響。因此疾病的產生，

除了空氣污染、水質污染、病毒、病菌遺傳…等外，尚可追溯到長期的緊張焦慮導致內

分泌失調產生的生理疾病或心裡學上所謂的精神官能症，以及在人類累世靈識的神秘影

響下導致的種種身心失調症狀。天人炁功引導的「宇宙能量」是一種宇宙間的浩然正氣，

其療效涵蓋生理、心理、靈識三層次，於患者心理、靈識上可使之安定祥和，於生理上

可帶動、強化各組織器官之功能，去除因濁之氣，促使身心恢復健康。施行天人炁功親

和引導患者接受廿字真言作為做人處事與省懺的心法，輔助調理的療癒效果可期。因以

「廿字真言」不僅能引得宇宙能量，更能淨化患者心靈，形成一股正氣與宇宙能量感應

共振，徹底改善體質。對人體而言，天人炁功是一種從心出發的整體性靈體療癒的心法，

但對 （一）無心積極培養正氣者、（二）求診時誠心不足者、（三）壽元已盡者，這三

種人無法達到期望的調理結果。對臨終或癌症末期安寧療護病患時，雖無法確定是否為

壽元已盡，但施行天人炁功改善病況或促使回復身心健康狀況確是難以預期。因此，施

行天人炁功親和調理者、被調理者與家屬心態必須適度修飾調整以參與醫療系統臨終關

懷照護。亦即天人炁功親和原則必須因人、時、地等特殊性調整應變以符合實際需求。

在不斷的從實務經驗累積，分析成效並逐步制定特別的標準作業準則，例如導入生命死

亡等正確概念，以期臨終病患順利經過生命末期的醫療照護，真正達到輔助醫療系統在

臨終病人身心靈品質的照護與提昇。 

 

同奮有機會親和臨終病人時，施行天人炁功調理過程，必須先從了解臨終病人會從

實際現實狀況中開始，病人將會不斷的從自我現實裡一步一步的撤退出來。然而，一般

正常人生命的自我現實過程是依已建立之心理互動的層次循序漸進。從第一層的自我和

別人分化；第二層是認識到主客觀及生與死；第三層是對「我」產生認同意識；最後是

第四層，建立自己在社會角色，並透過社會角色的形朔而出現自我意象。臨終病人進入

生命末期的心理進展過程，恰好是上述四層次之反向過程。3 首先進入第一層，臨終病

人會先從社會價值的破碎，逐步感受到已脫離社會角色與失喪正常的功能；第二層是面

臨控制或屈服的決擇；第三層則是進入人生與死界限的剝除階段，也就是生死相通的瀕

臨狀態；最終進入第四層的自我內在的心靈狀態，個人會發展出活在當下的模式，並逐

漸解除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藩籬，「靈性」會逐漸顯現。這樣的心境心理狀態的蛻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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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家屬親情的陪伴，共同瞭解其心靜自然轉變的過程，給予最佳的臨終陪伴，才比

較有機會進入臨終病人穩定的心歷路程與身心兩安的狀態中。此時正確的天人炁功親和

可以發揮整體性靈體療癒的機會，即施行天人炁功親和者與家屬共同藉此機會了解並導

引病患進入生命末期，解開個人的生死體悟。調理者有如此的心理準備與認知，實務上

自然較容易以平常心配合醫院臨終照護傳統機制，進行天人炁功親和操作，已有形關懷

配合無形對病患心理與靈體調理協助，已達事半功倍之效。 

 

(三)天人炁功親和臨終病患實務經驗分析 

 

病患為三十一歲女性，住院之診斷是惡性乳癌經過手術治療後再復發合併轉移至肺、

腦與肝臟，肺部大量積水，病情已進入癌症末期階段，但精神狀態尚佳。在施行天人炁

功前一天晚上行訪談事先親和，耐心傾聽病患罹癌後接受手術、電療與化療過程與心歷

路程。同奮以平常心關懷交通，再適時導引病患對於天人炁功與廿字真言心法認識，自

然觸動病患內心深層所累積的壓力，達到鍼心親和。受調理者偶爾會以痛哭流淚的方式，

適時將累積已久的內在壓力釋放出來。隔日晚上該病患因為全身多處疼痛、呼吸急促，

接連幾天呼吸困難無法入眠，病患與家屬主動再要求給予協助。當下為病患施行天人炁

功調理，過程中，患者家屬與在旁親人因認同廿字真言的精神，在病房齊誦廿字真言。

炁功調理後約三十分鐘，病患呼吸逐漸平順，臉色由蒼白轉成紅潤，臉上流露出久未出

現的滿足與微笑，很快進入舒適安睡狀態。在旁祈祝家屬與親人對天人炁功與廿字真言

建立起信心及認同，這是患者持續要求天人炁功調理的起點。在面對臨終病患憑藉著耐

心與傾聽，為其祈禱及稟告無形協助病患安頓其身心靈。當後續同奮再為其施行天人炁

功調理親和，都能使病患情緒進入穩定狀態並入睡，家屬亦感受到天人炁功親和關懷所

帶出的安定力量。 

 

經同奮們約莫半個月的親和關懷與互動，解釋天人炁功對於病患身體癌末身體逐步

變化的病況幫助或許有限，但「精神調理」的作用會直接帶出病患心理與靈體安定的力

量。當病患身體症狀因癌末逐步變化病況急轉直下，因肺部大量出血經重症加護支持性

治療無效，在同奮、病患父母親與同事等關懷陪伴下回歸自然。病患回歸後，教院同奮

帶領其父母及同事二十二位在飾終靈堂集體持誦兩本廿字真經迴向給往生者。在廿字真

經助唸強烈感受到往生者的安祥氛圍，使其父母對天人炁功親和關懷十分感念與認同。

往生後的繼續關心病患家人，家屬也主動為往生者助唸，助其在往生之路更順暢圓滿，

已經種下其家屬未來有機會參加天帝教修持因緣。本案例分析指出，天人炁功親和調理

可有效輔助臨終病患走過心靈最幽暗的生命末期， 可以補強傳統醫療臨終關懷處理之

不足，天人炁功親和使身、心、靈穩定，可以協助病患在度過臨終死亡歷程重要的輔助。

以平常心進行事前親和是天人炁功調理重要的第一步。因同奮誠心的祈禱及慈悲心的發

揮，讓病患感受到滿滿的愛，被調理者自然體會到真誠的關懷而帶來內心的安定力量。

天人炁功調理過程與往生後的誦經迴向，是後續讓患者可以在身心靈達到調和且很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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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完最後路程的關鍵之一。 

 

 

四、結論 

 

隨著國內癌末安寧療護與臨終病人照護負擔與日俱增，醫院龐大的有形設備與無形

人力團隊資源投入臨終關懷。主要是期望藉由醫院醫護人員運用專業知識與技能，支持

照顧面臨生離死別的人，使其將受苦轉化與更新，產生正面生命意義。在透過「四全照

顧」的臨終安寧照護模式，促使臨終病人的生理舒適、心理坦然、靈性平安的圓滿狀態。

根據天人炁功親和原理與實務操作累積的經驗案例分析，在進行天人炁功施作及親和輔

導時，調理者必須認知臨終生命末期的事實、發揮真誠慈悲心、耐心的陪伴病患與家屬

親人為主要原則，針對傳統醫療臨終關懷與處理不足之處，以天人炁功親和模式扮演輔

助的角色，穩定臨終患者身、心、靈，使臨終病患在傳統機制療護過程中，能順利圓滿

的走過心靈最幽暗的生命末期。同奮以平常心落實事前親和，是天人炁功調理重要的第

一步。同奮持續誠心的祈禱及發揮慈悲心，不僅讓病患自然體會來自有形無形愛力的作

用，更直接使被調理者家屬親人感受到到真誠的關懷而帶出內心的安定力量。臨終關懷

個案生前在天人炁功親和調理與往生後續同奮的誦經祝念迴向下，是後續協助患者與家

屬親人達到「生、死兩相安」理想關鍵。此可作為同奮關懷臨終安寧療護病患，發揮天

人炁功「精神調理」穩定臨終病人生命末期心理壓力，以落實提昇臨終病人關懷照護品

質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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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天人炁功協助心身症調理初探 

 

張秀雲（月定） 

天人炁功院組員 

台灣麻醉護理學會理事長 

 

摘  要 

過去幾十年來，醫學領域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我們不再把健康視為各自獨立的身

體狀況或心理狀態，身心其實是完全交互關聯的。台灣社會近年來重大災難頻傳，如飛

機失事、氣爆、食安問題，再加上薪資結構及失業率攀升，現代人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

每天睜開眼睛，不是要快快快，才能跟上周遭的生活步調，不然就是要衝衝衝，衝績效、

衝上社會的期待或競爭。當壓力長期籠罩，又無法適度排解調適時，就會不知不覺透過

大腦影響到全身的內分泌、自律神經和免疫系統，繼而是五臟六腑，最後表現在身體上

的不適，就是所謂的心身症。其實心身症也是情緒病的一種，令人產生焦慮，而其成因，

實是多方面: 腦部分泌失調、成長經歷、認知模式、遺傳基因、環境壓力、社會環境 ，

很多人都曾經有過這種經歷，以為身體出現毛病，甚或患上重疾，不斷求診，但往往都

只會徒勞無功，所有檢驗結果皆是正常，花費無數，可惜仍“找不到明顯病因！？” 

我們的身體和精神(心靈)活動往往是分不開而且是互相影響的，由精神層面對身體

產生影響，而以身體症狀表現出來的就稱做是「心身症」。現代醫療尚無法明確的醫治

策略，一般人之身心靈飽受壓迫，甚而引發心因性精神症狀，情緒失衡等現象，冀求靈

療或氣功治療者比比皆是，天人炁功適足以應機而濟，保持天人炁功的基本精神，以診

病鍼心為鵠的。「天人炁功」始終強調與堅持的部份是治病救心的道理 ，病人的心靈得

到真正的調理，心理得到愛心的滋潤，對其生病的痛苦，必然會霍然減輕。 

 

 

 

關鍵詞：心身症、身心症、天人炁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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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協助心身症調理初探 
 

張秀雲（月定） 

 

壹、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粗估，全世界約有 4.5 億人有精神健康方面的疾病[13 ]，

事實上可能隱藏更多的族群因為資源貧乏或是其他因素而無法尋求治療。並且，ＷＨＯ

認為，精神疾病可能是由社會經濟生理狀況或外在環境所造成的，同時在 2012 年的大

會上通過ＷＨＡ65.4 號的決議[14]，要求會員國加強改善國人的心理健康。根據中研院

統計，1990 年到 2010 年這二十年間，台灣人罹患焦慮症與憂鬱症等「常見精神疾病」

的盛行率，從 12％變成 24％，整整增加了一倍，連自殺率也上升了一倍之多[5]！衛生

署資料顯示，從 1998 到 2009 年 12 年間，心身症求診人數從 1300 暴增到 5300 人，成

長 4 倍，一年內吃掉 1.5 億顆鎮定安眠劑!十二年間心身症患者人數增了四倍，精神科門

診多三倍（見下圖）。根據<<健康雜誌>>調查，90%的疾病與壓力有關。近來，您是否常

覺得頭痛、胸悶、食慾不振、沒胃口、 記憶力減退、注意力難集中、肩部與頸部強直

性發麻、每天都覺得睡眠不足、長期處於疲倦狀態，以為身體出現毛病，甚或患上重疾，

不斷求診，務求找出“病因”來，... 於是不斷轉換醫生，由家庭醫學科到心臟專科，由家

庭醫生至醫學院教授，但往往都只會徒勞無功，所有檢驗結果皆是正常，而為求使病人

心安理得，醫生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問題始終無法根治，身體徵狀揮之不去，

持續受病情煎熬，花費無數，可惜結果都是一樣，仍“找不到明顯病因!!??”若有這些症

狀您可能就要注意了，你很有可能患上心身症”。談到心身症，就一定要了解「壓力」，

因為所有的心理因素在面對外在現實的過程中，都會產生壓力，以達成一個新的身心平

衡，因著這些主觀或客觀的壓力所產生的精神症狀或疾病，就是心身症的連動因子。曾

有學者對壓力做出定義：會導致身體或精神緊張甚至是疾病的生理、化學、情緒的元素

稱為壓力，適度的壓力可以提升效率，過度的壓力則造成身心失調。壓力會影響到身體

各主要系統，包括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免疫系統以及內分泌

系統等，用以應付產生壓力的原始情境，一旦壓力過度或過長，又沒有紓解的管道，生

理過度負荷的警訊會隨之而來，如經常出現頭痛、頸部僵硬、全身酸痛、心悸、胃腸不

適、失眠等，心理上出現持續的焦慮、憂鬱、緊張、恐慌等症狀。而這些生理徵候與許

多疾病的引發或控制相關，如心血管病症、糖尿病、高血壓、心律不整、下背痛、關節

炎、偏頭痛、氣喘、消化性潰瘍、乾癬症、耳鳴等，至更有研究發現壓力跟癌症的正相

關性，而這些就叫做「心身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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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身症相關認知 

一、心身症的定義 

所謂心身症，就是以各種軀體疾病起因，由思想壓力造成，引起軀體變化，再加上

性格缺陷，引起强烈焦慮憂鬱的心理反應，使原有症狀加重和惡化，造成兩者互相影響，

惡性循環的疾患。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對心身症的定義是：「以生理症狀為主，但其診

斷與治療特別要考慮到心理因素的疾病。」廣義的說，即使發病的原因是生理上的因素，

心理因素在其過程中卻具有主要意義的病例均屬於此。從幼兒到老年，各年齡層都會出

現心身症。以器官類別而分類，包括：(1)循環器官（如本能性高血壓等）；(2)消化器官

（消化性潰瘍、過敏性大腸症候群、神經症食欲不振症等）；(3)內分泌腺（甲狀腺功能

亢進症等）；(4)泌尿器官（尿床症、過敏性膀胱等）；(5)生殖器官（無月經、不孕症等）；

(6)神經系統（自律神經失調症、偏頭痛等）；(7)骨骼、肌肉系統（慢性關節炎、抽搐等）。

心身症的診斷，首先要從生理與心理兩方面著手。先檢查身體，鑑定有沒有器質性疾病

或神經症。如果沒有生理上的異常，就要實施心理測驗，包括自覺症狀調查法、自覺性

憂鬱量表、內外控人格量表等。其次，晤談是診斷心身症的重要方法，治療者從晤談中

可以得到許多有關於病患的訊息，晤談可以診斷患者的癥結何在；晤談診斷包括三個重

點，即心理狀態的診斷、人格類型的診斷、心理動力的診斷。最後根據生理、心理、晤

談三方面的結果，做綜合診斷。心身症的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藥物治療是心

身症初期治療的重要治療方法。心理治療以接納、支持、保證三原則為基礎。近年來，

促進病患身心鬆弛的治療方法如自律訓練法(autogenic training)、溝通分析法(transactional 

analysis)、完形治療法(gestalt therapy)、森田療法等陸續被開發出來，這些都是讓患者自

我監控的方法。心身症的預防要注意生活規律化、不拘泥小事、求助諮商師、從事運動

或培養興趣等，祛除心理上的緊張焦慮[1]。廣義的心身症包含兩大類:第一類當事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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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身體不適的症狀，但是卻沒有器官上病理變化的情況，而其身體症狀的出現、起伏，

與心理狀況、環境壓力、社會人際互動關係等密切相關，常見的情形為緊張性頭痛、胃

脹、胸悶、心悸、心因性疼痛、過度換氣症候群、心因性嘔吐、緊張性胃腸症候群等。

第二類為當事人原先就有生理疾病，有器官上的病理變化，但是症狀的開始、惡化、緩

和等演變，仍深受心理狀況、環境壓力、社會人際互動關係等的影響，常見的情形有冠

狀動脈疾病、高血壓、氣喘、偏頭痛、 消化性潰瘍、皮膚搔癢症、類風溼性關節炎、

甲狀腺機能亢進、十二指腸潰瘍等[2]。 

身體型心身症（Somatoform disorder）:其臨床表現則是以莫名的身體疼痛、腸胃不

舒服、心悸或胸悶、假性神經症狀、倦怠無力、麻痺、吞嚥困難等為主要症狀。個案雖

然身體很不舒服，但是檢查結果卻是正常，經常令人覺得十分委屈，有苦說不出，這些

患者經常是一家醫院換過一家醫院，到處求診，卻仍然無法解除身心的病痛[11，12]。 

 

二、心身症的病因 

引發心身症的心理因素： 

1. 精神疾病：如憂鬱症、恐慌症。 

2. 單純精神症狀：如焦慮、不安。 

3. 人格障礙：如完美性或敏感性人格。 

4. 行為問題：如過度沒節制的飲食行為。 

5. 社會心理的壓力也可能轉變成生理的疾病。 

綜合過去研究結果顯示，心理社會壓力可能經由大腦皮質的認知與判斷而引起情緒

的反應。作用的位置有兩條路徑，一個從下視丘經由腦下垂體，影響到腎上腺皮質激素，

進而刺激各個器官，引起生理的反應。另一個則從大腦皮質區的運動神經細胞，經過錐

體及外錐體神經系統，增加肌肉的強度，以應付外來增加的壓力。簡單的說，負責身體

壓力反應的神經系統主要有三個：一為交感神經系統，二為副交感神經系統，三為神經

肌肉系統。這三大系統都很容易在情緒反應下被影響及被激發，例如透過神經肌肉系統

表現，患者肌肉會呈現異常繃緊，久而久之就會覺得肌肉酸痛，其中以頸部肌肉酸痛僵

硬，是許多上班族最容易抱怨的地方。又如經過交感神經系統來反應，則會出現心跳加

快、身體冒汗、血壓上升等現象。副交感神經的作用主要是降低新陳代謝，儲存身體能

量，也會使腸胃道蠕動增加，以增加腸胃道的吸收。但是過度的腸胃蠕動，容易使個案

經常想上廁所，胃酸分泌過多則易引起胃潰瘍，造成生活上極大的困擾。負責心理壓力

反應的另一系統，就是內分泌系統。包括腎上腺皮質系統、生長激素系統、甲狀腺激素

系統、腦下垂體後葉等。有學者認為社會心理壓力會造成內分泌動態平衡失去，造成心

身症的產生。例如噪音與交通阻塞會造成腎上腺素分泌增加，使心臟血管疾病的發生率

增加。最近幾年，社會心理壓力和免疫學的相關研究突飛猛進，例如壓力的改變會影響

動物體內淋巴球活性及抗體的形成，而在人類研究亦發現，心理社會壓力會減低免疫力

和增加細菌及病毒感染的機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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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身症的種類 

在臨床工作中可以見到的心身症種類非常多樣化，但是大部分都呈現在自律神經系統

所支配的生理機能上；自律神經系統影響所及包括如，瞳孔的調節、唾液腺的分泌、呼

吸道的機能、心臟血管系統的運作、腸胃道的蠕動與消化腺體的功能、和泌尿生殖系統

的運作等等。除此之外，人的皮膚組織、免疫系統、肌肉骨骼系統也都可能是心身症表

現的戰場，現依各個系統將常見的心身症大致列舉如下： 

一、心臟循環系統 

尖瓣脫垂，冠狀動脈疾病如心絞痛、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等、原發性高血壓、

鬱血性心臟衰竭、心律不整等疾病都和心身症有病程及致病因素上的相關。 

二、呼吸系統 

過度換氣症候群之患者感覺自己喘不過氣來，因而持續且快速的呼吸引起過度

換氣現象，此症候群常於極度焦慮、害怕緊張時發生。氣喘也是常和心身症─

併討論的疾病，遺傳、心理因素及環境的改變對於氣喘的發作皆有極密切的關

係。 

三、消化系統 

嘔吐、食道迴流、消化性潰、潰瘍性結腸炎、激躁性結腸、敏感性胃腸症候群

等，此外肥胖症及神經性厭食症亦被視為心身症消化系統的臨床表徵。 

四、免疫系統 

心理狀態及壓力狀態會影響人體的免疫功能，故在心身症的研究上，各種型式

的過敏反應，癌症的產生機轉，以及自體免疫疾病等都是心身症很重要的臨床

表徵。 

五、皮膚疾病 

搔癢症是皮膚科很常見的一種症狀，心身症的理論應用在搔癢症的治療上有很

不錯的結果。 

六、分泌系統 

情緒的變化經由好幾個不同的機轉影響內分泌系統的功能，幾乎所有的內分泌

腺都被認為會受到影響，其中和心身症有特別相關的包括低血糖症，糖尿病，

甲狀腺機能亢進，甲狀腺機能低下，其中許多也和先天體質因素有關。 

七、慢性疼痛 

長期性的疼痛而且無法確定病因者經常是心身症的一種表現，包括有經常性的

頭痛、偏頭痛、慢性腰酸背痛、以及無法清楚描述的不舒服等等。 

八、A 型性格 

常被考慮為心身症的人格特質的是 A 型性格，它被認為與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發

生與死亡率有關。這種人的行為特徵包括好勝、富攻擊性、急性、沒耐心、野

心大、工作狂、常有時間壓迫。他通常是很有自信、凡是都做好計畫。A 型性

格的人，易去否認身體的疲倦和疾病，希望去控制環境，以成就目標為導向，

因此容易忽略疾病的早期徵象，如心臟血管疾病。其性格的特點使潛在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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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遇到挫折時顯現出來，製造許多的心理衝突和不滿，導致生病[4][11]。 

 

四、心身症的症狀 

心身症的主要症狀是一種以身體形式呈現心理問題的病症，包括： 

1. 主述身體有病，同時有實際客觀的身體病變或病理過程。 

2. 呈現中度、重度的焦慮。 

3. 否認情緒問題，不了解身體問題及壓力反應兩者間的關係。 

4. 以身體症狀作為不遵從精神科治療計畫之藉口。 

5. 潛抑生氣的情緒或不適當的表達憤怒。 

6. 言語中帶有敵意。 

7. 憂慮的心情。 

8. 低自尊。 

9. 依賴行為。 

10.引人注意的行為。 

11.生活中有很多壓力源。[9] 

 

五、心身症的診斷 

要正確診斷心身症，除了要排除生理病變外，醫生亦會對病人作出詳細的精神評估，

了解病人的情緒問題，找出背後的心理因素和精神壓力，才能有效地診治心身症。 

 

六、心身症的治療方法 

心身症的治療需要整合生理、心理和環境的處置，所以，除了生理症狀的對症藥物

治療，依個別的狀況分析，進行諮商、壓力處理、行為治療、個別或團體心理治療、家

庭治療等一項或多項之治療，才能使病症治癒或是控制良好。 

通常醫師會針對病情的程度與個人的個別差異性，來安排個別化的治療： 

1.藥物治療：目的在於去除治病的生理因素，例如有些病人是因為胃酸分泌高於常

人，此時就必須投予制酸劑來保護胃壁，免得受到嚴重傷害。用藥的另一個目的，則是

要讓病人舒服，也就是治標地改善病人的症狀，以增加病人對疾病和生活的適應能力。

再者，醫師處方的藥物再好、再貴，如果病人未能遵照醫囑來使用或根本不接受，那藥

物就永遠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那能解除病人的病痛？ 

2.心理治療：由於心身症時常與過度的壓力及病人適應能力不足，甚至是個性的弱

點有關。因此，在心理治療的方式中，治療效果通常是透過認知和情緒的調適，而達到

改善症狀的目的，例如:使人比較能夠看得開、放得下，解開過去內心的矛盾 情結、長

期的壓抑衝突等。最常用來治療心身症的是支持性心理治療，做為主要的治療目標與技

巧，再透過支持性的治療關係，運用各種治療技巧，如傾吐、稱讚、建議、再保證、和

環境重安排等，找出其被動、依賴、憤怒和挫折的心理衝突，並適當地讓病人明白。對

於那些成熟度較低的病人，有時則是需加強其心理防衛機轉的運用，以增加其自我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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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病人的不適當行為則應教導予新的應對技巧，以免在新壓力來臨時，再重蹈

覆轍。 

3.行為治療：則是運用認知和行為的法則，建立良好的習慣，去除不適應的行為反

應模式、調節自律神經系統的制約反應等，來達到治療目標。例如:利用自律神經訓練法，

使自己容易放鬆。在形式上有冥想、靜坐、瑜珈肌肉放鬆訓練、音樂治療，運用現代科

技之儀器進行生理回饋之練習等或其他所謂的另類療法也能夠幫助病人建立對壓力的

因應能力，也可以去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來學習，但是一開始最好是在合格的專業人員

指導之下，才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然而，臨床醫師是否能具有高度的敏銳診斷及處

置能力，患者是否能接受身體症狀受心理、 環境因素影響的觀念，而進行適切的藥物

和非藥物治療(如放鬆訓練、心理治療、家族治療、婚姻治療、行為治療等)，往往決定

著心身症的預後[11]。 

 

參、病由心生（病的起因） 

 

心身症其實也是情緒病的一種 ，約翰·辛德勒醫生根據自己多年的行醫經驗指出：

病由心生-人類的大多數疾病都是不良情緒引起的；在人的大腦中，有一個形狀像是杏

仁一樣的圓球，叫做杏仁體。杏仁核、海馬迴、乳突狀體跟扣帶迴，統稱為「邊緣系統」

（見圖二），主要是扮演人體裡面的情緒中樞。要徹底根治這些疾病，關鍵是消除病人

的負面情緒、培養病人的“成熟性格”。據臨床醫學統計，一般科門診病人中，有一半

到四分之三的患者可能是各類心身疾病者，內外科的住院病患中之老病號亦有四分之一

左右的人為此類病患。衛生署的資料亦顯示，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九年，因為心身症

而到醫療院所求診的就醫率，從每十萬人有一千三百人暴增到五千三百人，足足成長四

倍。人食用五穀雜糧，終有發生心理及心理不平衡的現象，以致百病叢生而困擾不已，

視其影響因素，雖存有後天環境及個人之不良生活習慣等因素，察其究竟，實是「病由

心生」，是起因於「心」的起伏與動盪不安，而影響身體之內分泌系統失調以致衍生疾

病，故有「心為形主」之謂，更有「說法治病」之行[6]。而師尊覺察真正釐清「心病致

疾」之道，乃提倡「心物一元二用論」之說，已經心役物，進而以物助心，以心懺無明

為主，奮鬥鍛鍊為輔，心物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此「觀心照物」之法，亦正是

根治心執，正本清源之妙方。心決定性叫心性，性決定命叫性命，命決定運叫命運，運

決定氣叫運氣，氣決定色叫氣色，色決定相叫相貌。原來一切的根本都在於心和性，而

這個性字又是豎心旁的心字邊加一個生命的生---生的。 

心力包括一切，由信心、慈心、耐心所凝聚而成的力量。我們可藉由「廿字真言」

的感應力量來掌握他、發揮它，因為「廿字真言」不僅是全方位的宇宙總咒，同時具有

引動全宇宙精神能量的作用。師尊要求我們在炁療中，全程默念廿字真言，用意不只在

於藉它維持正念、建立及維持無形能量傳輸的管道，更在藉由心力的運用，深入精神能

量的高級次元[7]。天人炁功強調以治病入手，目的是在診心;靜心靜坐為正宗靜坐之初

階，名為「靜心」，正是可以發揮安定心神、安寧心氣之功效日日坐之，每日都是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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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作一適切之調和，對身心和諧有大助益。 

 

 
圖二：邊緣系統 

 
 

圖 三自律神經系統功能 

 

肆、天人炁功 

 

人類愈是步入高科技高文明的發展，其內在身心靈所承受的壓力，也將相對提高，

一旦無法適當紓解，自然身心靈不容易獲得淨化，甚至導致許多不明原因的心因性疾病

精神性疾病，情緒失衡以及各種文明病等現象，冀求靈療或氣功治療者比比皆是，保持

天人炁功的基本精神，以診病鍼心為鵠的。「天人炁功」是天帝教獨有的十五項宇宙法

寶之一，也是最重要宏教方便法門。天人炁功是運用先天的炁，是宇宙能，只要肯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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惻隱心、慈悲心接受對方的請求，兩成相感，透過同奮的身體發出的先天炁為人治病，

本著不中斷現代醫療的條件之下，施以「療理」，身心自然安定，生理處於最佳平衡狀

態，幾相等於靜坐的入靜境界[6]。蕭教主認為一個人正氣不足時即容易得病，而修道人

修煉精氣神三寶，精氣神充足了，為人治病時，即以此正氣將患者體內濁氣排除。「精

神療理」就是心理治療:施治者在基本醫學常識的訓練之後，可以透過初步交談，以謹慎

的言語，以愛心關懷，開導病患的心結，又能適時恰當的授予病患及家屬正確療理的觀

念，進行正面積極的導正，讓求診者的身心狀態在不知不覺間放鬆下來，方便施治者初

步判斷求診者的真正病因所在？正值訊息得以暫時調整或持續改變大腦神經傳導的化

學物質，使之產生正面性的作用，而讓求診者當下的思想念頭是朝向正面積極的省思態

度，不斷自我調整，不但可以激起求診者以一己省懺力量，提前改善「大腦皮層」內心

理或生理機轉的不良運作。而人的心識影響行為，心識上的並要從心識上去調治要正心

誠意去幫助受病痛困擾之人，主要是醫心，醫心就是要將無形的正氣，注入患者心中，

讓他發生信心、希望、堅強求生的意志。 

炁療機制：無形天醫對受診者的調理，包含了「調氣、調體、調靈」這三個相互關

聯的層面，以「調氣」為基礎，在經過無形的加持調整之後，漸漸轉化提昇，達到可以

從「調氣」階段，進入「調靈調體」狀態的覺知與掌握[7]。最主要的關鍵有二，在「自

行性過濾轉化機制」的炁療過程中，也是體內能量接收炁療能量的初步階段，此時求診

者若能配合「誠心」「虛心」的態度接受治療，當有助於失智者於求診者之性竅處，打

入金針來加強這階段的轉化速度。二在「整體通貫運行路徑」是指「生化系統」與「大

腦皮層」間的循環機制，一般說來有順行和逆行兩種路徑，常態下，外入的炁療能量通

常有助求診者趨向於此種理想狀態發展。因此該整體性的炁療走向，一方面，將會以「順

行式的通貫運行路徑」，由轉入神經系統（如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見圖三）、

內分泌系統之作用開始，並經由末梢神經與細胞間的訊息傳遞，將此炁療能量轉入臟腑

經絡之中。另一方面，一部分的「化生」或「損剋」氣能，也會進一步在「大腦皮層」

中，持續發揮正面性強化的作用力量，以強化或調節求診者心理生理機轉中，原本既有

的氣化內容與旋力方向[8]。要將金光或金針打滿整個脊髓、延髓，使病人腦部到中樞神

經之所有的連線及聯結點都為正氣所充滿，用以約束並調理潛藏在心識中的忘知妄見[7]。

假使在這療理的過程中，求診者於當下亦能夠配合真誠省懺，當有助於增加外入魂體此

刻能夠頓時脫體而出的機率[8]。依中國醫學治療的理論，採五行相生相剋之方式，而有

調體上的差別，神光由於是屬於專施放後天人體的關係，故神光依五炁化為五氣（金、

木、水、火、土）依各種不同體質，為學子身軀做治療工作[8]。除了醫界的心理輔導之

外，宗教界所提供的精神皈依與修行方式是治療這種病最好的方法。對天帝教的炁療人

員而言，最好也是最快的治療方法就是廿字真言的教化，以之促使病人身心靈品質的蛻

變，使能夠在炁療之後，真心接受廿字真言，必能轉化知見[7]。 

天人炁功的功效：當先天炁能經由同奮大腦中Ｘ原素之炁氣轉運，將此先天炁能轉

換成適合求診者當下病情的炁療能量，然後經由同奮的雙手為傳導，打入求診者之天門

與性竅處，只要這兩股能量，能夠在求診者大腦內之松果體處交集，並形成能量上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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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與共振反應，其後，這股交集後的能量，將會反覆在「熱準中心」與松果體二處來回

作用，達到調靈的應有效果，加速肉體陰氣（濁氣）、病氣的排除[8]。天人炁功的作用，

在於恢復身心靈所本具的功能，而不在於無中生有為病人創造本所未有的功能[7]，在於

求治者心結之解脫，使心靈得以超越障礙是屬於「靈性」方面的調和，不專注於身體疾

病的治療效果，「病人的心靈得到真正的調理，心理得到愛心的滋潤，且不論其得到的

是何種絕症，對其身病的痛苦，必然會霍然減輕，這就是治病救心的道理。」 

「精神療理」的目的：在「診心」--就是想通過一般人身體上有病痛的時間，心理

上比較容易反省檢討，希望他能懺悔，檢討的時間能接受我們的人生守則廿字真言，願

意以廿字真言人生守則做人做事，達到「改造人心」、「鍼心」的目的，鍼心亦可視為一

種言語治療。 

「精神療理」的渡化:首重診心而非治病，其主旨乃在於精神靈魂之拯救，進而在言

及肉體之病除。先天一炁玄靈子也訓示：「天人炁功」的定位以「兩誠相感的炁療技術」

最具代表性，而其精神內涵則以「天、人」為其療疾核心、親和關鍵，「炁功」為親合

後的交感、交融作用，而被療理後的身、心、靈病癒現象，都是「炁功」作用後的自然

結果。 

伍、結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身心健康的定義，健康為生理、心理與社會的安適，而不僅是

沒有傷害或疾病的狀態。然而現代人壓力過大，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精神科醫師李明

濱分析，有超過百分之七十都是來自自職場或工作壓力、以及外在環境或媒體誇大報導，

加重負擔而誘發。其次是社會複雜，「無法感受到溫暖」也不斷在啃噬人心[11]。因為在

工作環境中沒人支持，也沒有朋友無法真實面對他人或和人親密互動，因而感到孤獨，

更沒有安全感，「對他們來說，上班就跟打仗一一樣」。不論對企業或政府而言，心身症

將是繼續追求成長的最大挑戰。而心苦，造成的心身疾病，顯然已成為現代社會最可怕

的敵人。 

早在二十年前，師尊就已經坦言：由於人類科技文明高度的發展，同時對整個地球

帶來急劇的變化，空氣、水等受到無形的污染，致使無名疾病繁衍而生，再加上人文發

展的偏差，背離了依一定規律生活與修行的宇宙大道，使得人類在生理上、心理上蒙受

疾病之折磨，身心遭遇極大之創傷與痛苦。當我們每天都跟疾病、人的受苦接觸時，我

們需要為大家找到解藥，而這需要的是心靈的解藥，一種心靈的醫療。因此，凡是中、

西醫不易或無法治療者，皆可善用「天人炁功」方便法門，廣結善緣。達賴喇嘛曾經說

過:一個人若擁有高程度的定力，或者是專注力，那麼身體層面的感受也會被改變。舉例

來說，一些談論佛教能量理論的文本有討論到，如果一位進階的禪修者，他非常精通對

持續注意力的運用，並且能夠將能量聚焦在身體的某個點，維持超過四小時而不動搖，

這就會產生生理的效果[12]。而天人炁功這項療理技術，不論施治者或求診者都必須拿

出最高的誠意、誠敬與誠心，配合愛心、耐心、恆心與真心的親和態度，才能達到親和

熱準，產生炁療的成效。它不但是具有靈療、心理治療的功效，更是醫心治病的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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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維摩詰所說經》中不二法門之探析─兼論天人

實學之不二義 
 

劉見成（正涵） 

天人文化院 / 天人合一院 

 

摘  要 

 

老子《道德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章）在美醜、

善惡、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前後，甚至得失、成敗、吉凶、禍福、損益、盈虛、

貧富、義利、清濁、聖凡等等，世間充滿如此之多相反對立的現象，何來不二？不二之

義究竟何指？本文之旨趣在於探究《維摩詰所說經》中之不二法門思想奧義。 

《維摩詰所說經》可以說是對中國佛教影響最大的一部佛經，禪宗「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之義理，在此基礎上於近代進一步開展之「人間佛教」思想，都很明顯可

以看到《維摩詰所說經》深刻的影響，尤其是世間出世間、煩惱菩提、生死涅槃不二之

思想。 

不二法門可以說是《維摩詰所說經》中的核心思想與修持要義，不二並非是說沒有

二，或者獨一無二至高無上之義。不二並不否定二，而是於二中彰顯其不二之奧義：無

分別義、平等義、不離義，中道義、實相義。 

 

 

 

關鍵詞：《維摩詰所說經》、不二、第一義諦、不可言說、智慧方便、天人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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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中不二法門之探析 

─兼論天人實學之不二義 

 

劉見成（正涵） 

 

   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羅蜜，則不捨凡夫法，亦不取聖賢法。 

   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不見有法可取可捨。 

   如是修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涅槃可樂生死可厭。 

   何以故？不見生死，況復厭離？不見涅槃，何況樂著？ 

   如是修般若波羅蜜，不建垢惱可捨，亦不見功德可取，於一切法心無增減。 

   何以故？不見法界有增減故。 

   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羅蜜。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一、引言：分別與不二 

 

    老子《道德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章）在美醜、

善惡、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前後，甚至得失、成敗、吉凶、禍福、損益、盈虛、

貧富、義利、清濁、聖凡等等，世間充滿如此之多相反對立的現象，何來不二？不二之

義究竟何指？本文之旨趣在於探究《維摩詰所說經》中之不二法門思想奧義，並兼論天

人實學之不二義。 

 

二、《維摩詰所說經》之形成與漢譯  

 

   《維摩詰所說經》系屬大乘佛教經典，乃順應大乘佛教運動所出現的反映菩薩精神

的經典。乘佛教運動之興起，起於對原始部派佛教離俗遁世修行以求斷苦入涅槃之不滿，

以及對於阿毗達摩學者流於經院式純粹學術研究之反動，時間大約發生於公元前一世紀

中葉。 

    大乘佛教希冀超越小乘佛教之但求個人解脫之旨，企盼回歸佛陀當初開宗立教度化

眾生之慈悲本懷，落實發揚菩薩大智大悲大願大行之大乘精神，究竟方便普渡眾生。反

映大乘精神最早出現的是般若類經典，主張「諸法性空」，空非一無所有之空無，而是

指世間萬物皆因緣聚合所生，故無自性，謂之「空」。《維摩詰所說經》即示在般若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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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一部大乘經典，形成的時間大約在公元一世紀。21
 而早在二世

紀時，此經就已傳入中國。22依唐智昇《開元釋教錄》所載，此經前後共有七種漢譯： 

 

    一、後漢嚴佛調《古維摩詰經》二卷。 

    二、吳支謙《維摩詰經》二卷。 

    三、西晉竺法謢《維摩詰所說法門經》一卷。 

    四、西晉竺叔蘭《異毗摩羅詰經》三卷。 

    五、東晉祇多密《維摩詰經》四卷。 

    六、後秦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三卷。 

    七、唐玄奘《說無垢稱經》六卷。 

 

七種漢譯本中，今僅存有三種：支謙《維摩詰經》、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玄奘《說

無垢稱經》。 

    僅存之三譯本，篇幅內容皆有所不同，玄奘譯本最大，支謙譯本最小，然三譯本之

品目均為十四品，唯品名稍有差異。三譯本中，以鳩摩羅什之譯本最為通行，後人之注

疏講解基本上多依此譯本，本文所引經文亦以此譯本為據。 

 

三、《維摩詰所說經》全書結構與各品大意  

 

    《維摩詰所說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分上中下三卷，計十四品。佛經一般分為序

分、正宗分與流通分三部分。整體而言，第一品為序分，是經文的開始，記述說明法會

之緣起、地點與會眾數，亦稱緣起分。第二品至第十二品是正宗分，為闡述佛理的部分，

乃一經之主體。第十三、十四品為流通分，是說明宣揚流通本經的意義與價值，盛讚受

持弘傳本經之殊勝功德。各品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佛國品第一〉： 

 

本品為全經之首，陳述演示本經之緣起，是為「序分」。本品述及佛在毗耶離城之菴羅

樹園與眾集會說法。爾時有長者子寶積頌偈讚佛，並請佛為與會大眾開示「諸菩薩淨土

之行」。佛回應寶積之問，明指「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闡發「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

益諸眾生故」之大乘義。最後歸結實現佛國淨土之鑰在於：「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

其心淨，則佛土淨。」 

 

                                                      
21

 王新水，《維摩詰經思想新論》，黃山書社，2009，頁 2。  

22
 黃寶生譯注，《梵漢對勘維摩詰所說經》〈導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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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品第二〉： 

 

在本品中，本經主角維摩詰正式登場，他是一位了悟甚深佛法而又入世廣施方便以教化

度脫眾生的居士，如經中所述「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深植善本，得無生

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欲度人

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本品還特別述及維摩詰為饒益眾生而現身有疾，藉大家探病

之機為他們廣說人生無常、苦、空之法，引導人們歸趨佛國淨土。 

 

〈弟子品第三〉： 

 

維摩詰現身有疾，在本品中佛遣其十大弟子前往探視問疾，包括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神

通第一的大目揵連、頭陀第一的大迦葉、解空第一的須菩提、說法第一的富樓那、解義

第一的摩訶迦旃延、天眼第一的阿那律、持律第一的優波離、密行第一的羅睺羅、多聞

第一的阿難，他們都因先前與維摩詰交流的經驗，為其智慧與辯才而折服，皆以不堪勝

任而辭前往問疾之命。本品中，在維摩詰與佛弟子之應對中，便已多所彰顯不二之義，

如「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

法」、「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實為〈入

不二法門品第九〉之鋪陳。 

 

〈菩薩品第四〉： 

 

前品中佛十大弟子皆以不堪勝任而辭問維摩詰疾之命，在本品中佛又遣彌勒、光嚴、持

世、善德等菩薩前往問疾，他們亦皆以智慧道行境界辯才不及維摩詰而不堪此任故辭是

命。在本品中，維摩詰開示彌勒菩薩，從終極實相而觀，無過去生、未來生與現在生，

佛與眾生亦是平等不二。維摩詰則開示光嚴童子，菩薩教化度脫眾生並不不限於特定場

所，道場無所不在，舉凡菩薩行道之處即是道場，故「直心是道場」、「方便是道場」、「諸

煩惱是道場」、「眾生是道場」。持世菩薩曾在家靜室中，時魔波旬喬裝帝釋天，要送他

一萬二千名天女，持世菩薩回絕說：「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此

時維摩詰前來識破魔波旬詭計，並表示自己願意接受這些天女。維摩詰接受後隨即為她

們說法，引導她們拋棄五欲樂而歸趨法樂。此外還教導她們修習「無盡燈法門」，使各

自成就菩薩道再去普度其它眾生。本品最後維摩詰開導善德，法施之功德更勝財施，並

告誡法施之根本精神在「等於大悲，不求果報。」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在本品中，文殊師利應承佛命前往維摩詰處所問疾，二人之間往復問難答辯，深入闡析

了無常、苦、空、無我、菩薩行等大乘佛學精義，並充分展現菩薩「一切眾生病，是故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46 
 

我病」的大悲精神，還彰顯菩薩應機隨緣度化眾生的方便智慧。維摩詰於本品中首先就

揭示了菩薩乃是為了度化解脫眾生而入此生死世間，有生死就有老病苦，而菩薩之所以

有病是因一切眾生有病起大悲心故，若眾生無病，則菩薩亦復無病。維摩詰進而指出，

一切病本在於攀緣執著，欲斷除攀緣就要做到離內外二見而無所得，菩薩濟世亦應捨離

「於諸眾生起愛見大悲」之心，而以無住本立一切法。維摩詰進一步強調智慧方便法門，

「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有智慧無方便或有方便無智

慧都是束縛，只有智慧與方便皆俱方是解脫，智慧方便是菩薩行。 

 

〈不可思議品第六〉： 

 

在本品中，維摩詰深入闡發佛法之不可思議。一切諸法寂滅、無染、無相、無住、無行

處、無取捨、不可見聞覺知，求法應無所求而求。隨後維摩詰示現神通將須彌燈王佛土

移至其室中，藉此宣揚「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法門」，還宣稱「十方無量阿僧祇

世界中做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利教化眾生，現作魔王。」 

 

〈觀眾生品第七〉： 

 

本品述及維摩詰回應文殊師利之二問：「如何觀眾生？」、「如何行慈度脫眾生？」維摩

詰指出，菩薩應觀眾生虛幻不實，如水中月、鏡中像等，然又須實施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之菩薩行，不滯空有，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彰顯大乘菩薩平等智慧隨緣慈悲方便法門。

後文藉天女散花及其與佛弟子舍利弗有關男女相之論辯，破除小乘僧眾分別想之法執，

揭示大乘菩薩實無所得的菩提智慧。天女還為舍利弗開示智慧應機方便法門：「佛為增

上慢人說離淫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淫怒癡性即是解脫。」天女並自述自

己對於方便法門的實踐：「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

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 

 

〈佛道品第八〉： 

 

本品中文殊師利與維摩詰持續問答應對。首先就文殊師利之問：「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維摩詰答曰：「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維摩詰之答充分彰顯菩薩證得甚深

佛智而又住世度脫眾生的慈悲利他精神：「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示入聲聞而為眾生

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再就文殊師利之問：「何等為如來種？」

維摩詰答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故「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本品深

刻展現了菩薩超絕的生命境界而又有慈悲度世的智慧方便，乃突出本經不二法門之核心

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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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在本品中，維摩詰恭請眾菩薩說說：「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共有三十一位菩薩依次

說明自己對「菩薩入不二法門」之體會認知，大抵不外泯除生滅、垢淨、善不善、有漏

無漏、世間出世間、生死涅槃等等之一切相互對立，不起分別偏執之心。爾後文殊師利

總結而言：「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最後文殊

請教維摩詰之見而維摩詰「默然無言」。於是文殊乃讚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香積佛品第十〉： 

 

本品記述維摩詰運用不可思議之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世界香積如來的眾香佛國，彼土

沒有聲聞、辟支佛，唯有清淨大菩薩眾，其界一切皆以香作。維摩詰又遣化菩薩前去眾

香國香積佛處請取香飯與會眾共食，並會同該界九百萬菩薩一起來到維摩詰處所。爾時

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答曰：「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

律行。」眾香菩薩則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維摩詰答曰：「此土眾生，

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以此頌揚釋迦牟尼佛本無量大慈悲心生此五

濁惡世教化度脫眾生，並說明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菩薩成就八法之殊勝，故其一世

饒益眾生之功德比在眾香佛國中百千劫還要多。 

 

〈菩薩行品第十一〉： 

 

在本品中，維摩詰與眾菩薩、諸佛弟子等回到菴羅樹園佛前，維摩詰向阿難說明眾香佛

國香飯之神奇功能。爾後佛借阿難「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之問而告以「諸佛威儀進止，

諸所施為，無非佛事。」諸佛所現佛土雖各個不同，然其教化度脫眾生之功德都是平等

不二的，而在此充滿諸多煩惱的五濁世間，佛即以此諸煩惱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

佛法門。」這使來自眾香世界的菩薩們改變原先以此土低劣之想法，因而向釋迦牟尼請

法。於是釋迦牟尼向眾香世界諸菩薩宣說「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的「盡無盡解脫法門」，

即入於濁世之中以勇猛精進之大悲精神度化眾生，而不以取證涅槃為歸趨。 

 

〈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在本品中，佛問維摩詰：「以何等觀如來？」維摩詰答以：「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

不去，今則不住」、「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此名為「正觀」，明彰如來實相不二之

奧義。爾後，佛向舍利弗揭明，維摩詰乃是從清淨妙喜佛國為度化眾生滅除眾生煩惱闇

之故而來生此娑婆世界，實質體現上品中釋迦牟尼佛所說大乘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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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盡無盡解脫法門」。 

 

〈法供養品第十三〉： 

 

本品中，天帝釋提桓因向佛陀承諾護持信受奉行此解脫法門者。佛陀則向天帝宣說信解

受持讀誦修行此經之殊勝功德而謂「諸佛菩提皆從此生」。佛又自述其前生為月蓋王子

之時奉行「法供養」：「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

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並特別強調「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

比」。是故，當以法之供養供養一切諸佛。 

 

〈囑累品第十四〉： 

 

在本品中，佛將廣宣流布本經利益眾生之重責大任付囑彌勒菩薩，並詳為申說菩薩二相、

二法，令其遠離新學菩薩之缺失：偏好經典文飾而不能探究深義、輕慢新學而不加以教

誨、雖信解深法但仍有分別取相之心。最後佛陀為此經命名：《維摩詰所說》，亦名《不

可思議解脫法門》。 

 

四、《維摩詰所說經》中的不二法門  

 

    《維摩詰所說經》可以說是對中國佛教影響最大的一部佛經23，禪宗「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之義理，在此基礎上於近代進一步開展之「人間佛教」思想，都很明顯可

以看到《維摩詰所說經》深刻的影響，尤其是世間出世間、煩惱菩提、生死涅槃不二之

思想。 

    不二法門可以說是《維摩詰所說經》中的核心思想與修持要義，不二並非是說沒有

二，或者獨一無二至高無上之義。不二並不否定二，而是於二中彰顯其不二之奧義。在

探究不二之奧義前，且先看看〈入不二法門品第九〉中諸大菩薩如何談論不二法門。 

 

（一）三十一菩薩言不二法門 

 

    1.法自在菩薩：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 

                  二法門。 

    2.德守菩薩：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  

               是為入不二法門。」 

3.不眴菩薩：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  

                                                      
23

 賴永海、高永旺譯注，《維摩詰經》〈總序〉，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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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 

4.德頂菩薩：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5.善宿菩薩：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即無分別。通達此者，是 

           為入不二法門。 

    6.善眼菩薩：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 

               是為入不二法門。」 

7.妙臂菩薩：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 

           心，是為入不二法門。」 

8.弗沙菩薩：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 

           法門。 

9.師子菩薩：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 

          無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10.師子意菩薩：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  

              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11.淨解菩薩：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 

            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12.那羅延菩薩：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 

              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 

13.善意菩薩：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 

            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14.現見菩薩：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 

            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15.普守菩薩：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 

            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 

16.電天菩薩：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 

            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17.喜見菩薩：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 

            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 

            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18.明相菩薩：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 

            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19.妙意菩薩：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 

            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 

            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20.無盡意菩薩：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 

              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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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深慧菩薩：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 

                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 

                不二法門。 

22.寂根菩薩：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 

             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23.心無礙菩薩：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 

              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 

              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24.上善菩薩：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 

            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 

            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25.福田菩薩：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 

            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26.華嚴菩薩：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 

            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27.德藏菩薩：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 

            法門。 

28.月上菩薩：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 

            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 

            二法門。 

29.寶印手菩薩：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 

              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 

              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30.珠頂王菩薩：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 

              是為入不二法門。 

31.樂實菩薩：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 

            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 

            法門。 

 

以上三十一位菩薩分別言及生滅、我我所、受不受、垢淨、相無相、善不善、有漏無漏、

有為無為、生死涅槃、明無明、色空、正邪等等的差別對立，而必須超越這種差別對立

之分別狀態，方得入不二法門。 

 

（二）文殊菩薩總結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總結三十一位菩薩所說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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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三）維摩詰之默然無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 

 

  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以下即無所言說，是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無言之默既可以是無知故無以言說之默，亦可以是默契法性真如境界言語道斷之默。

維摩詰之默然無言是其深體佛法之示現，在〈弟子品第三〉中，維摩詰即對大目揵連言

及說法之要義言： 

 

      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 

      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 

      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 

      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 

      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 

      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益， 

      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 

      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 

      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當了眾生 

      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於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 

      寶，然後說法。 

 

依維摩詰在經文中所言，「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有言即顯示

意識之分別作用，於法即不相契。法既不可說，又為何要說？法之不可說乃體契佛法之

覺悟境界，以大悲心深體眾生無明為教化度脫之故而說一切法，即經文中所言：「當了

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於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

說法。」實即彰顯大乘菩薩智慧方便的慈悲法門。就法性自身而言，說者無說無示而聽

者無聞無得。然就說者與聽者雙方而言，說者實有所說而聽者實有所聞。說者依聽者根

器應機隨宜如法而說，以言說指示引導聽者聞言藉此以為橋樑而歸趨不可言之法。言以

指法然法不在言，聽者亦應秉此知解，藉言以體契不可言之法。 

    諸大菩薩以言說不二法門，文殊菩薩則以言說表示一切法之無言無說、無示無識、

離諸問答，這是以言遣言地示現法性，維摩詰則以默然無言之舉回應文殊之問，以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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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體現文殊「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之義，故文

殊讚嘆為「真入不二法門」。要言之，若無諸菩薩之說不二法門，則文殊以言遣言地表

述法性亦難彰顯其奧義；而若無文殊的以言遣言，則亦難彰顯維摩詰默然無言之奧妙。

真入不二法門，方得顯二之方便，否則便是偏執之邉見。〈入不二法門品第九〉經文由

言至默之展現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入佛門者聞思修以至契道必須經歷的體悟過程，無言

無以聞道，聞道而修又必須不滯於言，體悟言外之奧義，方能契入法性真如。 

 

（四）不二之要義 

 

    不論以言說不二或默示不二，不二之要義既在說亦在默，由〈入不二法門品〉中諸

菩薩所說，不二之要義可歸結為幾點，以下分述之。 

 

1.無分別義 

 

    諸菩薩言○○與○○為二即是分別之義，○○與○○有分別故為二，然諸法性空，故無分

別。分別為二乃俗諦之相對現象，不二則顯超越有二分別之第一義諦。不二並非同一，

而是不一亦不異，於俗諦不一，於第一義諦則不異。俗諦自有分別，深契第一義諦之菩

薩當然知此分別，亦依此分別無分別地教化眾生，是其智慧方便法門。〈見阿閦佛品〉

曰：「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眾生分別解脫。」 

 

2.平等義 

 

    第一義諦之不二即彰顯俗諦有二分別現象之平等義，俗言：「條條大道通羅馬」，通

羅馬之條條大道自是有別，然就通羅馬之目的而言，有別之條條大道皆為平等不二。依

此義，吉藏《淨名玄論》中論本經云：「斯經坦平等之大道，敞不二之洪門。」24
 

 

3.不離義 

 

    得不二第一義諦之菩薩，因應不同根器眾生諸多煩惱，以智慧方便為眾生分別解脫，

即顯不離之義，也就是說，不離俗諦而成就第一義諦，不離俗染而得聖智，不離妄想而

趨真常，不離煩惱而證菩提，不離世間而見法界，不離生死而入涅槃。 

 

4.中道義 

 

    不二若就破除分別執著心之修行功夫而言，實即二不，一種不落二邊之偏見的雙重

                                                      
24

 吉藏，《淨名玄論》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三八，頁 85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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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不取妄，不立真；不厭生死，不樂涅槃；不捨凡夫法，不住菩薩行。此二不即龍

樹菩薩所言「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之中道義25，此中

道義是功夫義、境界義，也是實相義，即功夫即境界即實相。實作二不之功夫，超越於

相對兩邊分別之見而包容涵攝之為一整體，其所成就上達的就是不二境界，而此不二境

界乃相契於不二實相。 

 

5.實相義 

 

    龍樹菩薩《大智度論》：「不二入法門是諸法實相門；異相即是二法，二法即是邪道。」
26諸法實相，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無分別說。唯契悟實相乃得不二之境，而真入不二法

門，具有超越對立二邊執取之智慧，方契諸法實相。此即〈法供養品第十三〉帝釋天之

所以言：「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

典。」 

 

以上所說不二諸義，雖可如此分別說，實則一體而不可分。諸法實相中道不二，無分別

故而平等，於實相不即不離。此不二要義《圓覺經》稱之為「如來隨順覺性」： 

 

      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 

      通名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名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   

      及淫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有性無性 

      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 

      隨順覺性。27
 

 

此「如來隨順覺性」之不二法門實即大乘菩薩之智慧方便法門，只有達至超越對立二邊

執取之不二智慧之境，方得隨緣應機不捨二邊的大方便力，自在神通。 

 

（五）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不二法門實踐之道 

 

    「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的「盡無盡解脫法門」乃是釋迦牟尼佛為來自眾香佛國的

菩薩們所說的「入一切諸佛法門」。此「盡無盡解脫法門」可以說就是不二法門的實踐

之道，其要義闡析如下： 

 

 

                                                      
25

 龍樹菩薩，鳩摩羅什譯，《中論》卷一，圓覺學社，1984，頁 1。 
26

 龍樹菩薩，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二十六〈釋初品中十八不共法〉，世樺出版社， 

  2003，頁 941。 
27

 南懷瑾，《圓覺經略說》，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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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切施為皆是佛事 

 

    香積如來的眾香佛土，沒有聲聞、辟支佛，唯有清淨大菩薩眾，其界一切皆以香作，

故名如是。然娑婆世界是一個充滿諸多煩惱的五濁惡世，而釋迦牟尼佛即以此諸多煩惱

而作佛事：「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菩薩

行品第十一〉）法不虛設，針對眾生異疾，應病與藥。眾生有八萬四千諸多煩惱，佛就

以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此諸多煩惱。法門之應機隨宜運用，佛土之應機隨緣示現，在在

皆顯慈悲教化眾生的智慧方便，一切法門、佛土、諸佛之功德完全平等：「諸佛威儀進

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教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菩

薩行品第十一〉）凡此盡皆彰顯不二之精神內涵。佛陀所說使得來自香積如來清淨世界

的眾香菩薩們改變了原先以此娑婆世間為低劣的想法，因而合掌白佛曰：「諸佛方便不

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菩薩行品第十一〉）故恭請佛陀賜法，

釋迦牟尼佛即告之以「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的「盡無盡解脫法門」。 

 

2.不盡有為 

 

    何謂「不盡有為」？經云： 

       

      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   

      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 

      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吝； 

      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 

      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為貴； 

      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 

      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 

      諸波羅蜜，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 

      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 

      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 

      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 

      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 

      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 

      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 

      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說請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 

      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 

      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於娑婆世界中度化眾生，只要有一眾生未度盡，以上所為總沒有完結的一天，正如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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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之所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是所謂「不盡有為」，此

著實彰顯悲智雙運方便教化之菩薩精神。 

 

 

3.不住無為 

 

    何謂「不住無為」？經云： 

 

      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 

      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 

      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 

      觀於寂滅，而不永寂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 

      觀無所歸，而歸趨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 

      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 

      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 

      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 

      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 

 

菩薩雖已觀世間一切苦、空、無我、無常，證入無漏境界，然因教化度脫眾生之本願尚

未圓滿，故不住於此境界而入娑婆煩惱世間實施度化，是謂「不住無為」。 

 

 

4.不盡不住的悲智雙運方便法門 

 

    佛所言「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的「盡無盡解脫法門」，究竟即是落實不二法門之

道，盡顯菩薩悲智雙運的善行方便。經云： 

 

      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 

      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 

      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 

 

「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的「盡無盡解脫法門」，是釋迦牟尼佛於此娑婆煩惱世間的善

行方便，乃不二法門的實踐之道，即菩薩行之道：俱足大悲大智，圓滿普度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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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人實學之不二義  

 

    天人實學是帝教信仰與實踐的學問體系28，乃帝教之精神財富29，其宗旨在於「導

人類努力之正路，求天人大同理想之實現」30，亦即教義《新境界》所言：「窮究天人之

學，參悟宇宙境界。」31
 

    天人實學實義之核心精神，一方面乃在於將參悟體契之天道實行於人間生活之中，

另一方面它也實現了在人間生活中彰顯天道之義。天是天，人是人，天人自是有分，有

分即是二，故有「天人之學」之名。然窮究天人之學其目的則在追求天人合一之道，合

一即終極不二之境界，修行達至天人合一之境界即是成就「第一義諦之不二」，此即聖

凡平等、天人大同的宇宙境界。修道之人秉此精神「在生活中修道，在修道中生活」，

亦即「在人事中修天道，行天道於人事中」，此即體現「功夫義之不二」。這與《維摩詰

所說經》中所言不二法門實通而為一，如該經文所述：「一切煩惱為如來種」、「不入煩

惱大海，則不得一切智寶」、「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滅癡愛

起於明脫」等等。凡此所述皆非虛玄之形而上學思辯，乃是落實現實人間生活之實實在

在的生命安頓之道，在在彰顯實學之「實」義。 

 

 

六、結語：神變與方便 

 

    依文殊師利菩薩在經文中之演示，不二法門「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實究竟不可說，故文殊盛讚維摩詰的默然無言。然《維摩詰所說經》中有〈入不二法門

品〉，前後共有三十一位大菩薩暢言何謂不二法門及其入門之道。不二法門既不可說，

卻又有諸多菩薩之說法，不可說又說了那麼多，則應如何去理解這些說呢？ 

    不可言說之玄妙只有在言說的語境中方彰顯其奧義，若一切皆無言說，則萬古如長

夜，有誰得能知玄體妙證入實相無言之境？《思益梵天所問經》云：「一切言說，都是

真實如來說。唯如來有聖說法與聖默然。」32是知言說默然皆佛演示諸法實相的智慧方

便，《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卷十七即云：「諸法實相不可說，而佛以方便力故說。」33此

不可言說的言說實即示現諸佛不可思議的智慧方便，《大寶積經》稱之為「大神變」： 

 

      一切法不可說而說，不可示而示，是大神變。文字安立是大神變。 

                                                      
28

 劉見成，〈天人實學之「實」義探析〉，《旋和》65，2013 年 4 月，頁 8。 
29

 同上，頁 4。 
30

 《新境界》〈第一部緒論〉，帝教出版社，2000，頁 8。 
31

 《新境界》〈教義獻言〉，帝教出版社，2000，頁 3。 
32

 《大正新修大藏經》一五，頁 33 上。 
33

 《大正新修大藏經》八，頁 34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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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如來於一切法不可說，無文字，無名相，乃至離心意識，一切言語道斷， 

      寂靜照明，而以文字語言宣說顯示，是名諸佛最大神變。34
 

 

諸法實相不可說，此第一義諦之奧妙；於一切法不可說而說，乃度化眾生之俗諦方便行。

故說與不說不二，即彰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大悲大智大願菩薩道。 

 

（2014-11-26 初稿於涵宇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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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帝教特定經典之訓詁研究 

 

A Study of Explanatory Notes in Writing for the Unique Classics of Tienti 

 

施美枝（靜嚼） 

天帝教天人文化院副研究員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士（執業牙醫師）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摘  要 

《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為本教二大特定經典之一，亦三期末劫時期救劫的通天

至寶。其內容是「應元諸天救劫仙佛的奮鬥史」，記載「天帝敕封諸上聖高真的封號與

其應元德業事蹟，與皇誥同為本教同奮對靈界交通的憑藉」。寶誥版本的變更，除了源

自「應元救劫系統應運增列」外，亦有「文本改善」的人為因素，舉凡「對偶型式完整」、

「文句簡捷」、「句讀整合」與「注音合時」等諸修訂者的要求，形成版本的差異與歧變。

筆者檢視諸版本，察見其中「文字」、「句讀」與「讀音」等不盡相同，嘗試為本經典進

行「訓詁之研究」。本文以第四版（綠皮格紋版）為「底本」，以第六版（民國 85 年現

行注音版）為「校本」，暨參酌周濂溪上聖聖訓的指點，予以對勘與辨解。從不同版本

的對校中，吾人嘗試歸結合理的「辭」與「句」，進而傳達「誥文」的義理以及其德性

教化的意義。終極關懷是體認諸仙列聖濟世救人的慈念與悲願，師法其得道成道的精神，

身體力行，修己安人，自救救人，自覺覺人。 

 

 

 

關鍵字  文字﹑讀音﹑句讀﹑德性﹑第四版﹑ 第六版﹑周濂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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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教特定經典之訓詁研究-《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 

施靜嚼 

 

一﹑前言 

經典是各教先知先覺流傳於人間，用以教化人心﹑啟發信徒加強內心之修養，並且發揮精誠力

量的言語或文字。《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為本教二大特定經典之一，亦三期末劫時期救劫的通

天至寶。其內容是「應元諸天救劫仙佛的奮鬥史」，記載「天帝敕封諸上聖高真的封號與其應元德

業事蹟，與皇誥同為本教同奮對靈界交通的憑藉」。1根據首席使者涵靜老人在《寶誥》〈小引〉中

指出： 

 

蓋三期者。乃每一盤古自寅會開物生人以來。宇宙一大總清平之過程。其中。諸天聖尊應運復

元之悲願。政教大同。文物興革之聖蹟。雖太虛存有總古之載籍。而世編於此無從考證。是誠

缺憾。值茲世界悲劇迭演。逢吾上靈清虛重主三期。統領延康。毀裝復至人間。於是有總編三

期匯宗之議。‧‧‧。 

 

首先，於民國三十年歲次辛巳年，由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以天人交通方式侍傳至人間（簡稱「華

山版」）。誥文首列〈特上尊〉（「先天無生聖母聖誥」），次為〈特乾尊〉、〈天曹乾尊〉與〈天曹坤尊〉

等仙佛聖真之德業聖績與悲願志行。而後，天帝教應運於蓬萊寶島復興，二版增列「無生聖宮左相

天機閣首席參議太虛子聖誥」與「無生聖宮右相天機閣主任秘書玄玄上帝聖誥」；復次因首任首席

使者持續為天命而奮鬥，於民國七十一年埔里百日閉關以及民國七十七年鐳力阿百日閉關，感動二

位聖師祖親自調教，造就「鐳炁真身」，成就天上兩位文武首席，三版與四版增列「首席督統鐳力

前鋒寶誥」與「首席正法文略導師寶誥」兩篇誥文，亦使《寶誥》所載之應元救劫系統更加詳實完

備。2 天人合力，佐靜佐清。《寶誥》文字古雅密奧，為裨益普及同奮持誦、遍廣法音，增強天人

親和之熱準與加強救劫應化之力量，第二任首席使者於代理使者期間，應許誥文旁加註「注音」以

利誦讀，並於民國 85 年 2 月由始院恭印，注音版首度問世，是為現今流通誦讀之版本。
3
 

                                                      
1《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誦誥須知〉，民國八十二年修訂。 
2
參考《皇誥真詮》〈壹、皇誥歷程回顧〉〈二、寶誥的由來〉，頁 2-3。天帝教臺灣省掌院編印，民國 85 年 6 月。 

3
《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歷年版本- 表列參考                                 

 年代 內容  

第一版 天人教華山版 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於華山傳侍（民國 30 年）  

第二版 天帝教復興首任首

席使者時期 

奉無始古佛校正，連光統同奮侍光（民國 69 年）     

第三版 同上 增列「無生聖宮左相太虛子聖誥」與「無生聖宮右相玄玄上帝聖誥」  

第四版 同上 綠皮格紋版，增列「首席督統鐳力前鋒寶誥」「首席正法文略導師寶誥」 ＊ 

第六版 代理使者時期 天帝教始院印行；增列注音﹑現行流通版（民國 85 年 2 月） ＊ 

＊本文參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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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於民國 79 年 6 月，時（首任）首席使者辦公室「道務組」曾上呈公文─「源係三期匯

宗天曹應元寶誥即將重印，其中少數內容及部分句讀尚有疑義，為求慎重，擬恭請有關上聖高真惠

予複校。」文中呈現全本《寶誥》誥文注音的文貌，道務組並且針對若干文句之「句讀」提出修改

的意見。首任首席使者恭請凌霄直轄寶殿殿主-無始古佛，會知清虛上宮專案辦理，並得周濂溪上

聖應允，專責對應元寶誥重新校正，以作為慶祝帝教重來人間十週年的賀禮！4濂溪上聖之聖訓對

人間于訓詁校正上的努力多所肯定，且其間所提之修改，亦有多處彈正，是為寶誥訓詁研討上的重

要資糧。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寶誥版本的變更，除了源自「應元救劫系統應運增列」外，亦有「文本改善」的人為因素，舉

凡「對偶型式完整」、「文句簡捷」、「句讀整合」與「注音合時」等諸修訂者的要求，故而形成版本

的差異與歧變。筆者檢視諸版本，察見其中「文字」、「句讀」與「讀音」等不盡相同，嘗試為本經

典進行「訓詁之研究」。本文以第四版（綠皮格紋版）為「底本」，以第六版（民國 85 年現行注音

版）為「校本」，暨參酌周濂溪上聖聖訓的指點（民國 79 年），予以研究。5文本之對勘與辨解，是

判讀文意的基礎；從不同版本的對校中，吾人嘗試歸結合理的「辭」與「句」，進而傳達「誥文」

的義理以及其德性教化的意義。終極關懷是體認諸仙列聖濟世救人的慈念與悲願，師法其得道成道

的精神，身體力行，修己安人，自救救人，自覺覺人。 

 

二、訓詁內容 

訓詁與校勘之原則：（1）底本-第四版（綠皮格紋版），校本-第六版（民國 85 年現行注音版）；（2）

依據誥文的章法和旨意，判定合宜的文字、句讀與讀音；（3）同一名詞在《寶誥》誥文中的字形與

字意應有一致性。 

訓詁內容歸納為三類：（1）文字（2）讀音（3）句讀。 

< 文字 > 

編號 誥文名稱 文字 判定 說明 

1 小引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四)大成類（辰）德教

闡微（無源古佛校註）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四)大成類（辰）德教

闡微（無源古佛校註） 

 

1.〈小引〉(二)德淵類，備載德

教典籍，其中（丑）《德教概論》

為無始古佛所撰。《德教闡微》

若為「無始古佛校註」，應歸於 

(二)德淵類。6
 

                                                                                                                                                                                          
 
4
周濂溪上聖聖訓：「《三期匯宗應元寶誥》校正專案」，天運庚午年六月十七日（民國 79 年），侍筆：普專。 

5
古人十分重視「文本對勘」與「版本辨解」的工作。經由文本的對勘、辨解，進而能對文意作更深層的判讀、分析；

從不同版本的對校中歸結出合理的文字及解釋，進而聚焦文本的哲學觀念與對德性教化的意義。也就是說經由「文本

對勘」的工作，整理各種因為「句式」「句型」「章節」「修辭」等歧異所造成的文意歧變，使「文本趨同」，進而「思

想聚焦」，形成核心的觀念並建構圓融的思想體系。（參考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附《老子》五種

原文對照逐字通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 年。） 
6
《三期匯宗應元寶誥》〈小引〉：「邀集 諸天分類撰著。並蒙 玄穹上帝親降御定。暫計十類。五十八目。‧‧‧(二)德

淵類（子）德教濬流（無形古佛撰）（丑）德教概論（無始古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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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成類（辰）德教

闡微（無始古佛校註） 

2.《先天無生聖母聖誥》誥文：

「無始無源。源而返始。」「始

源透出蓮花。花花齊現仙臺。」

無源古佛亦如無始古佛，為金

闕系統至上之仙佛聖真。 

2 啟經讚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願持心印達穹窿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願持心印達玄穹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願持心印達玄穹 

穹窿：1.指天的形狀，高大而 

中間隆起的圓形。2.長而曲的 

樣子。 

玄穹：「所謂 上帝之稱謂『玄

穹高』者，乃是表示： 

玄：妙不可言，妙不可解 

穹：極其寬廣博大，無可計量 

高：至尊至大，無可比擬 

這三個字表現宇宙大道的真象 

，也是宇宙之寫照。故知 玄穹

高上帝即是宇宙之化身。」7 

結語：「玄穹」合乎文意。 

3 先天鈞天

上帝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主一元之刼數 

歷刼作蒼生之慈父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主一元之劫數 

歷劫作蒼生之慈父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主一元之劫數 

歷劫作蒼生之慈父 

「刼」是「劫」的俗字，應從

「劫」以合今用。 

4 萬天至尊

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

帝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歷刼主坤乾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劫主坤乾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劫主坤乾 

同上。 

 

 

 

 

5 萬天至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一劃：一動。8一動闢開宇宙形 

                                                      
7《無形宇宙組織總成》「三期主宰序」，頁 3。民國第二戊辰年九月（民國 77 年）。 
8
一劃指「一動」，從「劃」。 

（1）先天一炁玄靈子說明太虛子聖誥「混沌初闢。陰陽結緣。秉一炁判開乾坤兩道」： 

宇宙初闢之前，無生聖母醖釀極陰與極陽一體的極大能量，使其產生互為其源互為其根的不斷分化﹑整合﹑外放 

與內聚……等等結集與緣化的過程。在此同時，太虛子掌鐳炁輔協劃開乾（剛）﹑坤（柔）兩道，由原初陰陽同體的狀

態，分出純陰﹑純陽二元之象。……。太虛子「秉一炁判開乾坤兩道」與 無生聖母聖誥「一畫既判乾坤」﹑玄穹高上

帝聖誥「歷劫主坤乾  一劃闢鴻濛」，三者間是以 無生聖母為主， 玄穹高上帝﹑太虛子相對 無生聖母，均為輔協之

地位，均是共同執行全宇宙創生﹑化生與調和之神聖任務。「一畫既判乾坤」﹑「歷劫主坤乾」﹑「秉一炁判開乾坤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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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

帝聖誥 

一劃闢鴻濛 

 

校本(民國 85 年版) :一

畫闢鴻濛 

一劃闢鴻濛 

 

成前的混沌狀態。 

一畫：1.設計﹑謀劃；2.「劃定 

界限」，或「區分劃分」，或「用 

刀剖物」。「一畫」故是區分界 

限與價值分判，如「一畫既判 

乾坤」（〈無生聖母聖誥〉）。 

結語：筆者主張「一動闢開宇

宙形成前的混沌狀態」是「一

劃闢鴻濛」的合理詮釋。 

6 萬天至尊

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

帝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遍洒法華雨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遍灑法華雨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遍灑法華雨 

洒：散布。 

灑：1.將水散布在地上；2.散 

落；3.拋投。筆者主張「灑」

字能承接「法華雨」的意象。 

7 一炁宗主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普渡孽海羣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普渡孽海群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普渡孽海群生 

「羣」是「群」的俗字，應從

「群」以合今用。 

 

 

 

8 三期主宰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統行清平康同之刼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統行清平康同之劫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統行清平康同之劫 

 

同說明 3。 

9 三期主宰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浩浩乎萬靈萬賢之帥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浩浩乎萬靈萬賢之師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浩浩乎萬靈萬賢之師 

帥：1.主將；2.主導之人。 

師：1.教授學問或知識；2.德性 

師法的對象。「萬賢」是德性 

範疇，故從「師」。 

                                                                                                                                                                                          

均在描述全宇宙初開闢的運作過程。 

易言之，「一畫既判乾坤」、「一劃闢鴻濛」與「秉一炁判開乾坤兩道」均在描述全宇宙初開闢的運作過程。 無生聖母

聖誥「一畫既判乾坤」與  玄穹高上帝聖誥「歷劫主坤乾 一劃闢鴻濛」指涉相同的語意─ ─宇宙初開闢的運化與生化。 

（2）先天一炁玄靈子聖訓說明「歷劫主坤乾 一劃闢鴻濛」： 

在宇宙創化之初。 玄穹高上帝協助 無生聖母由原來陰陽二炁交融的狀態，一動而分出純陰、純陽二元狀態。其

中 無生聖母之化生是以柔性為主體，『一劃』分出純陽、純陰的乾、坤狀態。 玄穹高上帝輔協 無生聖母創化宇宙，

合有「一劃」之工巧，分別出純陰、純陽，現出坤、乾相對、相立之狀態，以調和原初純陽、純陰之剛柔內容，再逐

一化生宇宙之各天層。此後在無數旋和系不斷地生滅的過程中， 玄穹高上帝主掌純陰、純陽二炁，並以此二炁調和大

宇宙。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65 
 

10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救刼普化大天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救劫普化大天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救劫普化大天尊 

同說明 3。 

11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延康副帥一叩（ 上帝為

主）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延康副帥一叩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延康副帥一叩（ 上帝

為主） 

 

上帝為延康末劫之主帥。回復

底本，可使同奮知悉。 

12 無形古佛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運乾坤以剏造天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運乾坤以創造天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運乾坤以創造天地 

「剏」是「創」的古字，應從

「創」以合今用。 

 

 

 

 

13 御清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歷九千三百萬萬之刼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九千三百萬萬之劫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九千三百萬萬之劫 

同說明 3。 

14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法雨遍洒大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法雨遍灑大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法雨遍灑大千 

同說明 6。 

 

 

 

 

15 尚清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紫微瓊台之中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紫微瓊臺之中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紫微瓊臺之中 

1.臺：高而平的建築物。 

2.「台」是「臺」的簡化字，

應從「臺」（正體）以示端嚴。 

16 五老總聖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主木土金火水之刼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主木土金火水之劫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主木土金火水之劫 

同說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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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以「木土金火水」五祖

順序排列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青玄至極聖木祖。性文

至剛靈根火祖。混混源

源祖土祖。烈煉金精主金

祖。渺渺溟溟大天尊水

祖。（「木火土金水」五

祖）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青玄至極聖木祖。性文

至剛靈根火祖。混混源

源祖土祖。烈煉金精主

金祖。渺渺溟溟大天尊

水祖。（「木火土金水」

五祖）9
 

1.誥文：「主木土金火水之劫」 

，「木土金火水」是「劫運」的

順序，非「生化」的順序。 

2.生化順序是五行相生。 

3.先天一炁玄靈子聖訓指示：

木、火、土、金、水五老管轄、

運化五類先天炁能，一旦轉入

本地球，並經由鈞天上帝輔協

參化，可轉化成後天的五教教

化。10 

4.五老的職責是「生化」與「教

化」萬性萬靈。其排列是生化

的順序，即木、火、土、金、

水，以符合五行相生之理。故

「木火土金水」為五老合理的

排序。 

5.「五德王」參與五類先天炁

能「生化運化」的作業，故其

排序亦同。 

18 玄靈上帝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仁義台上傳號令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仁義臺上傳號令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仁義臺上傳號令 

同說明 15。 

19 先天萬聖

靈根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歷億萬年代之刼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億萬年代之劫 

同說明 3。 

                                                      
9
同註 4，周濂溪上聖校訂（侍筆：普專）。 

10
上帝聖誥誥文：「五聖捧玉科。六合慶大同。普頌昊天德。隱隱顯金容。」 

先天一炁玄靈子說明： 

若以應化本地球的教化角度觀之，由於木、火、土、金、水五老所管轄、運化之五類先天炁能，一旦轉入本地球， 

並經由鈞天上帝輔協參化，再轉化成後天的五教教化。五教在無形、有形透過先天五行炁氣的運作力量，只要運化得

宜，自然可同步配合大宇宙生滅之規律，不發生人為疏失的無端禍害與戰爭，永享太平安樂，永處和樂大同之境。當

宇宙三界十方均達到這種大同境界，所有萬性億靈齊聲歌頌 上帝的聖德，與 上帝時時保持親和交感無礙。 

文中清楚指出木、火、土、金、水是五老排列的順序，同時也是其所管轄與運化之五類先天炁能的排序。金闕金盤種

子在「三清上聖」（御清﹑泰清與尚清）作業後，至五老總聖處充填靈能。「五老總聖」是先天五祖，管轄運化先天五

類炁能，使性靈生化。誥文曰：「居五行而功高五帝。闡妙道而育化妙真」顯見五老之職責「生化」「育化」。五老的次

第是五行先天炁能「生化」的順序，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火土金水五祖順序合乎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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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億萬年代之劫 

20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歷刼神王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劫神王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歷劫神王 

 

 

同上。 

21 首席正法

文略導師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巍巍乎華法照人幽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巍巍乎法華照人幽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巍巍乎法華照人幽 

1.法華：謂道法如華，遍滿虛

空。11
 

2.誥文：「寂寂然炁氣貫天穹。

巍巍乎法華照人幽。大智大慧 

。先知先覺」 

描述首席正法文略導師法身之

妙用，炁氣與法華應指「鐳炁

真身」大法。原句形容首席正

法文略導師法身運化，炁氣交

融混同，上貫天穹，寂然而無

聲；「鐳炁真身」猶如法華妙天

之真道，涵蘊寰宇天地之正氣 

，浩然壯偉，照徹人間之幽暗。

筆者主張「法華」恰適。 

22 承德至尊

崇仁大帝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統三界而育羣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統三界而育群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統三界而育群生 

同說明 7。 

23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平刼宏教崇仁大帝 

 

校本(民國 85 年版) 

平劫宏教崇仁大帝 

校本(民國 85 年版) 

平劫宏教崇仁大帝 

同說明 3。 

24 平劫主宰

都帥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平刼主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平劫主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平劫主宰 

同上。 

                                                      
11
張檉總策劃：《中國道教大辭典》，臺灣：東九企業有限公司，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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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御使十方

清平皇君

大總監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執行刼之柄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執行劫之柄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執行劫之柄 

同上。 

26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鉄面毫不留情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鐵面毫不留情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鐵面毫不留情 

「鉄」是「鐵」的簡體字，應

從「鐵」以示莊重。 

27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趦趄迴避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趑趄迴避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趑趄迴避 

趑趄：遲疑不敢前進的樣子。 

28 清靈主宰

維法佛王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逢二七而羣仙恭拱乎

寶殿。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逢二七而群仙恭拱乎

寶殿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逢二七而群仙恭拱乎

寶殿 

同說明 7。 

 

29 呂祖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黃粱夢覺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黃梁夢覺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黃粱夢覺 

 

粱：高梁，穀類植物。 

據載呂祖曾遇仙點化，在蒸炊

黃粱時歷夢大覺，衍成「黃粱

一夢」的典故。 

30 太白金祖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乘鳳傲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乘鳳遨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乘鳳遨遊 

1.傲：輕慢的。 

2.遨遊：自在地遊玩嬉戲。 

3.「東壁府玉龍(笛名)。乘鳳遨

遊」為李白詩仙在世揮灑文采

之情狀，「遨遊」恰適情境。 

31 南斗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會元始祖氣以分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會元始祖炁以分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會元始祖炁以分真 

元始祖炁來自先天，從「炁」。 

32 金闕龐特

相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逍灑玉樞之特相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瀟灑玉樞之特相 

瀟灑：超脫出眾的樣子。誥文： 

「清泓雅境。琴書幽閣。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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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瀟灑玉樞之特相 

玉樞之特相。幽雅金闕之明宰」 

及第十二天瀟然天天王寶誥： 

「瀟然灑脫天。瑤琴清瑟宮」

瀟灑形容超脫的精神境界。 

33 無極無聖

英皇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通天澈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通天徹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通天徹地 

1.二字通用。但「澈」另有清

澄的含意。 

2.徹：惟作「通﹑達」意解。「通

天徹地」指上通天﹑下達地，

故從「徹」。 

34 鎮河守嶽

少皇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兢兢喪膽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兢兢喪膽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兢兢喪膽 

「胆」是「膽」的俗字，應從

「膽」以示端嚴。 

35 火德王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炎歘天闕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炎欻天闕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炎欻天闕 

炎欻：火勢旺盛的樣子。 

 

 

 

 

36 開元羅睺

（？）星

君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氣承無宗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炁承無宗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炁承無宗 

炁承：炁靈承化之源（炁靈的

來歷）。 

37 金闕應元

吏部尚書

比干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裂胆成全亙古清名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裂膽成全亙古清名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裂膽成全亙古清名 

同說明 34。 

38 金闕應元

刑部尚書

張桓侯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權執三界罸譴之職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權執三界罰譴之職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權執三界罰譴之職 

1.周濂溪上聖校正。12 

2.「罸」是「罰」的俗字，應

從「罰」以合今用。 

39 金闕應元

選舉部尚

書李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氣秉清揚之化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炁秉清揚之化 

與「靈接紫極之身」相應，指

炁靈的來歷。 

                                                      
12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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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炁秉清揚之化 

40 金闕應元

瘟部尚書

張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赤胆忠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赤膽忠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赤膽忠心 

同說明 34。 

41 金闕玄武

大元帥有

熊氏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應元揮萬法相鬬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應元揮萬法相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應元揮萬法相鬬 

 

鬬：1.打架，比賽；2.接合， 

將成套的兩件東西湊在一起；

3.招引、接引。 

鬥：相爭。「鬬」的異體字。 

誥文：「開運為春康之元帥。歷

劫作華夏之鼻祖。淵淵其淵。

玄玄之玄。應元揮萬法相鬬」 

金闕玄武大元帥為開啟春康氣

運之仙佛；春康任務之一是宗

教大同，萬法和容，一道同風。

「鬬」字作「接合」「引合」，「應

元揮萬法相『鬬』」；開啟春康

的氣運，接引人間萬法相互的

對話與溝通。故「鬬」字恰適。 

42 金闕真武

大元帥有

巢氏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一舉木德流清名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一舉木德留清名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一舉木德留清名 

「留」合文意。 

43 第三十二

天無極天

天王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下灌玉極之體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下貫玉極之體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下貫玉極之體 

1.第三十二天無極天天王上接

清虛真人與無始古佛之炁，炁

（氣）能下達玉階、極初之凡

體（誥文:「上接虛無之炁。下

貫玉極之體」）孕化而成。13 

2.貫指靈系之下貫與分化。14 

3.形繪高能量的炁（氣）往低

能量處之運化與氣脈之貫注。 

                                                      
13
參考《清靜資糧編要》〈清靜正宗系統表‧（乙）化系表〉，頁 15 。天帝教極院珍本，民國第二戊辰年（民國 77 年）。  

14
「例如太虛子的清虛系統，祂下來一個系統貫下來分下來，從太虛子到不今不古氏、再清虛真人、再無始古佛這樣

貫下來；又如第三十天妙儀天誥文-『直接清仁之炁，系貫修滿之性』；以及第二十九天渺渺天-『渺渺德天，赫赫仁宮』

『承虛無之炁』-上承清虛真人與無始古佛的炁，『貫玉鼎之系』-下貫到玉階鼎年‧‧‧」天人文化院編纂：《第一期師

資高教班師語精選》（未刊稿），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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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灌」則是形繪水（物質

體）往下傾注的動作。 

結語：「貫」字恰適。 

44 第三十一

天玄極天

天王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本靜涵之炁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本涵靜之炁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本靜涵之炁 

 

1.誥文：「清靜無為之系。無極

初開之統」第三十一天玄極天

天王本清虛真人（元靈）清靜

無為的炁統，炁（氣）能孕化

而成。 

2.誥文:「接始定之源。本靜涵

之炁」承接無始古佛與定危子

兩位仙佛的炁源（「接始定之

源」）15，本著清虛真人與涵靜

老人的炁靈（「本靜涵之炁」）。
16
 

45 第三十一

天玄極天

天王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直達靈霄之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直達凌霄之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直達凌霄之上 

1.第三十一天玄極天天王與首

任首席使者一脈系成，上下呼

應。其炁（氣）佈化的層面，

上達金闕凌霄直轄寶殿，下轄

應元幽冥諸事，「凡應元幽冥之

事，吾須躬臨管轄」。17 

2.「凌霄」指金闕凌霄直轄寶

殿。 

46 第三十天

妙儀天天

王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太虛候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太虛侯真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太虛候真 

 

1.「玄玄上帝是佛國的創始

人，而我（按：妙儀天天王）

則是西天佛國第一任主持」。18  

2.候人19：古代職官名，掌迎候

賓客之士（上士）。 

3.候真：在太虛天界職掌迎候

仙佛往來的聖真（上真）。 

4.睡卿：古代官名。20 

「候真」與「睡卿」係專有名

詞，非「描述語」；「太虛『候

                                                      
15
參考《清靜資糧編要》，頁 15。 

16
同上。 

17
參考《應元三十二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頁 66。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辦公室編印，民國 78 年 5 月。  

18
同上，頁 65。 

19
錢玄/錢興奇編著：《三禮辭典》《周禮‧夏官‧候人》，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20
古代官名鴻臚卿的別稱。[宋]洪邁：《容齋四筆‧官稱別名》：「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鴻臚為客卿、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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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與「凌霄『睡卿』」的對

仗與文意皆能相應。 

47 第十八天

龍虎天天

王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一筆定朝台之亂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一筆定朝臺之亂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一筆定朝臺之亂 

同說明 15。 

 

 

 

 

48 第十七天

月朗天天

王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氣承璞玉之化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炁承璞玉之化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炁承璞玉之化 

炁靈承接太清璞玉的化育。 

 

49 第十天一

線天天王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一綫正天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一線正天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一線正天 

「綫」是「線」的異體字。應

從「線」以合今用。 

50 第九天木

鐸天天王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雲華為司際之職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雲華為司祭之職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雲華為司際之職 

 

祭：1.祭拜亡者的儀式；2.祭 

拜。 

際：1.交會之時（例：春夏之 

際）; 2.邊﹑岸（例：邊際）。 

雲華：雲朵﹑雲片。 

誥文：「炁靈接宗正之化。雲華

為司際之職。功果圓滿證羅

府。陽光充溢歸無宗。道源一

炁。性聚三花。」 

依前後文句，「在雲端司掌的職

務」非僅是人間祭祀或祭拜的

儀式，應可就「交接/交際或有

形無形中際」解，即在雲端（靈

界）司掌「陰陽交界」「四時交

替」與「有形無形交接」21等神

聖職務。故「司際」意涵恰適。 

51 國基福祿

壽三清座

總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黃冠執賞罸之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黃冠執賞罰之權 

同說明 38。 

 

 

                                                      
21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誦經須知〉：誦畢本經，得加誦特別迴向文冠辭：「懇求坤元輔教慈恩聖母慈悲接轉」。之中，

慈恩聖母於無形雲華天界「接轉」有形人間同奮持誦經文的念力，使有形心力能順遂上達無形天聽，俾益經力運轉佈

化。筆者認為此即「雲華為『司際』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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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黃冠執賞罰之權 

 

 

52 中山真人

寶誥 

現行誥文： 

保臺護國。天人合同。 

 

或疑： 

保臺護國。天人和同。 

現行誥文： 

保臺護國。天人合同 

。 

 

 

1.合同：合力同心。保臺護國

使命待天人「合力同心」完成。 

2.合同：契約。保臺護國使命

也是天人之間所立訂的「契約」

（舊稱「合同」）。 

53 萬法凡主

宰九天玄

女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判龍蛇邪正之鬬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判龍蛇邪正之鬥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判龍蛇邪正之鬥 

此「鬥」唯「相爭」之意，故

從「鬥」。 

54 送神咒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白鶴青鸞仙斾遙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白鶴青鸞仙旆遙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白鶴青鸞仙旆遙 

1.「斾」是「旆」的俗字。 

2.旆：古時人出門插在車船上

的旗。「仙旆」喻出遊的仙人。 

 

 

55 迴向文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同心哀求金闕爺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同心哀求金闕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同心哀求金闕尊 

1.「同心哀求金闕尊」與「迴

向應元列聖眾」對偶。 

2.「聖」與「尊」稱謂相應。 

< 讀音 > 

編號 誥文名稱 文字與讀音 判定 說明 

1 昊天金闕

宇宙主宰

赦罪大天

尊玄穹高

上帝旨序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何苦著(ㄓㄨㄛˊ)文字

之障。 

何苦著(ㄓㄠˊ)文字

之障。  

 

著(ㄓㄨㄛˊ)意：刻意。 

著(ㄓㄠˊ)：陷入某情況。 

仙佛指點勿陷入文字的知見

障。 

2 小引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雖太虛存有總古之載

(ㄗㄞˇ)籍 

雖太虛存有總古之載

(ㄗㄞˋ)籍 

載(ㄗㄞˇ)：年歲。 

載(ㄗㄞˋ)：紀錄。 

此處作「紀錄」解。 

3 先天鈞天

上帝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渾(ㄏㄨㄣˊ)
22天納甲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渾(ㄏㄨㄣˋ)天納甲 

1.渾(ㄏㄨㄣˋ)天：渾天是中國

古代關於天體的說法。23 

                                                      
22
天曹應元寶誥（第四版-綠皮格紋版）「難字校音表」，頁 98。 

23
渾(ㄏㄨㄣˋ)天：古代解釋天體的一種學說。主張天地形狀像鳥卵，天包地像卵包黃（《新編中國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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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渾(ㄏㄨㄣˋ)天納甲 

2.蔡邕‧《天文志》：「言天體者

有三家‧‧‧，三曰渾天。」24 

3.「渾天納甲」：先天鈞天上帝

聖號，「所代表的意義為具有

『渾天納甲』之大威神力的無

量如來」。25  

4 第二十六

天敬銘天

天王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瀾混渾(ㄏㄨㄣˊ)瀛大

天尊26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瀾混渾(ㄏㄨㄣˋ)瀛大

天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瀾混渾(ㄏㄨㄣˋ)瀛

大天尊 

渾(ㄏㄨㄣˊ)：渾然質樸貌。 

渾(ㄏㄨㄣˋ)：紛雜。 

此處作「紛雜」解。「瀾混渾(ㄏ

ㄨㄣˋ)瀛」比喻大的波浪混在

紛雜的大海中。 

 

5 第二十六

天敬銘天

天王寶誥 

 

(民國 85 年版) : 

妙化參（ㄙㄢ）祖朱成祖 

 

《教壇課程》: 

妙化參（ㄘㄢ）祖朱成祖 

(民國 85 年版) : 

妙化參（ㄙㄢ）祖朱成

祖 

參（ㄙㄢ）：同「三」，第三。 

參（ㄙㄢ）祖：朱成祖是明朝

第三位皇帝。 

 

< 句讀 > 

編號 誥文名稱 文字 判定 說明 

1 先天無生

聖母廣大

靈覺大德

尊懿詔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愚魯迷執。心領神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愚魯迷執心領神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愚魯迷執心領神會。 

承接上文「可使乎草木頑

石點頭」。 

 

 

 

2 無生聖宮

右相天機

閣主任秘

書玄玄上

帝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奉聖母之旨。劃定三曹道

盤。秉金闕之意。規範人

道倫理。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奉聖母之旨。劃定三曹

道盤。秉金闕之意。規

範人道倫理。 

 

1.周濂溪上聖校定：「此處

句讀宜保留。」27 

2.寶誥經文多「對偶」或「駢

偶」。依「格式」，二者皆

符合對偶的形式。 

3.就誥文內容而言，此是玄

                                                      
24
薛頌留編著：《新編中國辭典》，臺灣：大中國圖書公司，1995 年。 

25
《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研究報告修正稿（十一）〈先天鈞天上帝聖誥研究〉：「聖訓指示：『渾天納甲。無量

如來』句，是稱頌鈞天上帝的尊號之一。所代表的意義為具有『渾天納甲』之大威神力的無量如來」。民國八十七

年九月十七日寶誥研究小組。 

26
同上註。 

27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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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聖母之旨劃定三曹道

盤。秉金闕之意規範人道

倫理。 

玄上帝「每逢三期的應元

執掌」28。「保留句讀」得

能彰顯「奉聖母之旨」「秉

金闕之意」「主詞」（主體）

的神聖性，傳達仙佛受令

於聖母與金闕的神律。 

3 

 

 

 

 

一炁宗主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蓮花一瓣。普渡孽海群生 

。紫光萬道。遍籠大千蒼

黎。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蓮花一瓣普渡孽海群生。 

紫光萬道遍籠大千蒼黎。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蓮花一瓣普渡孽海群

生。紫光萬道遍籠大千

蒼黎。 

1.周濂溪上聖校定：「此處

句讀可以刪除之。」29 

2. 依「格式」，二者皆符合

對偶的形式。 

3.就誥文內容，此是「應元

使命與應化方式」。連成一

句敘述完整而且簡要。 

4 三期主宰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紫光清虛洞陽。救劫普化

大天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紫光清虛洞陽救劫普化

大天尊。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紫光清虛洞陽救劫普

化大天尊。 

1.周濂溪上聖校訂。 

2.「紫光清虛洞陽」說明三

期主宰不惜以自身的修為

和法力深入人間救劫。此

句是文意相連的「聖號」，

也是承擔峻德的禮讚。30 

  

5 御清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鬱羅簫臺之上。演大乘之

法。逍遙樂閣之中。說清

淨之宗。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鬱羅簫臺之上演大乘之

法。逍遙樂閣之中說清淨

之宗。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鬱羅簫臺之上演大乘

之法。逍遙樂閣之中說

清淨之宗。 

1.依「格式」而言，二者皆

符合對偶的形式。 

2.就「文意」而言，此誥文

是「教化的特質」，指御清

上聖教說「大乘清淨的宗

法」。「校本」使意義更簡

要明白。 

 

 

 

                                                      
28
《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研究報告修正稿（十五）〈無生聖宮右相天機閣主任秘書玄玄上帝聖誥研究〉： 

「每逢三期的應元執掌：奉聖母之旨。劃定三曹道盤。秉金闕之意。規範人道倫理。」 

「本段大意：每逢三期應元之時，玄玄上帝了知三曹道盤業已紊亂，因此其應元執掌主要是依奉  無生聖母的旨意，  

針對三曹性靈分別擬定宇宙大道的教化計劃；同時又秉持著  玄穹高上帝的指示，規劃出宇宙中所有人曹性靈應 

遵行的準則。」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寶誥研究小組。 
29
同註 4。  

30
先天一炁玄靈子說明「紫光清虛洞陽」：「說明三期主宰以自身修為綻放紫光，佈滿清虛，洞察人間劫難現象。乃在

推崇三期主宰不惜運用自身法力深入人（陽）間救劫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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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尚清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玄德巍巍。齊歸太空。聖

恩蕩蕩。下澤蒼民。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玄德巍巍齊歸太空。 

聖恩蕩蕩下澤蒼民。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玄德巍巍齊歸太空。 

聖恩蕩蕩下澤蒼民。 

理由同上。 

7 玄靈上帝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上司三十二天天王。生死

存亡之權。下轄七十二地

地主。幽魂冥魄之名。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上司三十二天天王生死

存亡之權。下轄七十二地

地主幽魂冥魄之名。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上司三十二天天王生

死存亡之權。下轄七十

二地地主幽魂冥魄之

名。 

1.依「格式」而言，二者皆

符合對偶的形式。 

2.就文意而言，此誥文是玄

靈上帝「主要執掌的職務 

」。「校本」之意義更簡要

明白。 

 

 

 

8 首席督統

鐳力前鋒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氣機炎炎。化三千之毒 

。鐳能閃閃。清世塵之

厄。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氣機炎炎化三千之毒。 

鐳能閃閃清世塵之厄。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氣機炎炎化三千之毒。 

鐳能閃閃清世塵之厄。 

 

1.依「格式」而言，二者皆

符合對偶的形式。 

2.就文意言，此是首席督統

鐳力前鋒煉就「鐳炁真身」 

，有形之氣機與無形之鐳

能共同奮力化劫解厄的景

象。「校本」的文意更簡要

明析。 

9 清靈主宰

維法佛王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性光光攝大千。遍照幽

冥。慈雲週覆十方。同返

極涯。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性光光攝大千遍照幽冥。 

慈雲週覆十方同返極涯。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性光光攝大千遍照幽

冥。慈雲週覆十方同返

極涯。 

同上。 

10 呂祖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四生六道。有感必孚。三

界十方。無求不佑。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四生六道有感必孚。 

三界十方無求不佑。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四生六道有感必孚。 

三界十方無求不佑。 

1.依「格式」言，二者皆對

偶句。 

2.就文意言，此是呂祖的教

化聖德與悲願。「校本」使

其「護佑」與「感應度化」

眾生的慈念更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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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闕玉虛

十一祖文

特上相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1)滿腔熱血。欲灑邊疆之

上。一道浩炁。沖塞宇宙

之間。(2)蒙承平劫主宰。

高舉玉虛武相。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1)滿腔熱血欲灑邊疆之

上。一道浩炁沖塞宇宙之

間。(2)蒙承平劫主宰高舉

玉虛武相。 

(1)滿腔熱血欲灑邊疆

之上。一道浩炁沖塞宇

宙之間。 

 

(2)蒙承平劫主宰。高舉

玉虛武相。 

(1):依「格式」言，二者皆

對偶句。但合併使文意更

簡要明晰。 

 

(2):保留句讀，強調「蒙承

仙佛之提攜」。 

 

 

 

12 無極無聖

英皇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通天徹地。位證無極之天

主。至剛直正。道成有為

之真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通天徹地位證無極之天

主。至剛直正道成有為之

真宰。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通天徹地位證無極之

天主。至剛直正道成有

為之真宰。 

依「格式」言，二者皆對

偶句。但合併使文意更簡

要明晰。 

 

13 行劫副主

宰清期子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三千貔貅之將兵。袖揮寞

寞。二座參機之仕謀。眉 

縐唯唯。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三千貔貅之將兵袖揮寞

寞。二座參機之仕謀眉縐

唯唯。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三千貔貅之將兵袖揮

寞寞。二座參機之仕謀

眉縐唯唯。 

同上。 

 

 

14 日光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明天察地。照臨無私。 

彰善癉惡。昭格有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明天察地照臨無私。 

彰善癉惡昭格有感。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明天察地照臨無私。 

彰善癉惡昭格有感。 

同上。 

15 火德王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雲深之處。仙香絪縕。峰

極之頂。劍光爍燦。何遙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雲深之處仙香絪熅。峰

極之頂劍光爍燦。何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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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遙。廬下會合之日何

遙。非遠非遠。崖上對奕

之時非遠。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雲深之處仙香絪熅。峰極

之頂劍光爍燦。何遙何遙

廬下會合之日何遙。非遠

非遠崖上對奕之時非遠。 

何遙廬下會合之日何

遙。非遠非遠崖上對奕

之時非遠。 

16 金德王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龍哉龍哉。何時翔翱於九

天。玄兮玄兮。綵分華蓋

於涿鹿。清虛妙境。論機

論陣。通明殿中。籌治籌

平。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龍哉龍哉何時翔翱於九

天。玄兮玄兮綵分華蓋於

涿鹿。清虛妙境論機論陣 

。通明殿中籌治籌平。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龍哉龍哉何時翔翱於

九天。玄兮玄兮綵分華

蓋於涿鹿。清虛妙境論

機論陣。通明殿中籌治

籌平。 

同上。 

17 水德王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太極定兮。二儀自臨。八

卦更兮。風雲相聚。天一

之水。遍灑丹雲谷中。地

六之龍。運歸國脈之源。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太極定兮二儀自臨。八卦

更兮風雲相聚。天一之水

遍灑丹雲谷中。地六之龍

運歸國脈之源。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太極定兮二儀自臨。八

卦更兮風雲相聚。天一

之水遍灑丹雲谷中。地

六之龍運歸國脈之源。 

同上。 

 

 

18 開元羅睺

星君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如如哉。不動矣。瀟瀟乎 

。九重兮。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如如哉不動矣。瀟瀟乎九

重兮。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如如哉不動矣。瀟瀟乎

九重兮。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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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萬靈兼主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飛鸞開乩。總天下教儀。 

扶筆侍光。普九洲大同。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飛鸞開乩總天下教儀。 

扶筆侍光普九洲大同。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飛鸞開乩總天下教儀。 

扶筆侍光普九洲大同。 

 

周濂溪上聖校正31：「應各

為一句，其可刪除句點。」 

 

20 同上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收緣羅元。分正邪之途。 

慈舟仁櫓。渡仙凡而歸。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收緣羅元分正邪之途。 

慈舟仁櫓渡仙凡而歸。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收緣羅元分正邪之途。 

慈舟仁櫓渡仙凡而歸。 

同說明 12。 

21 萬定師主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天下之教。何非為正。人

心之溺。乃趨於邪。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天下之教何非為正。 

人心之溺乃趨於邪。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天下之教何非為正。 

人心之溺乃趨於邪。 

同上。 

 

 

 

 

 

 

22 金闕應元

吏部尚書

比干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雲深之處。重朝遠祖之身 

。丹陽之巔。新任燮贊之

禮。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雲深之處重朝遠祖之身。 

丹陽之巔新任燮贊之禮。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雲深之處重朝遠祖之

身。丹陽之巔新任燮贊

之禮。 

同上。 

 

23 金闕應元

兵部尚書

胡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雲程之日。放馬華陽。 

龍華之期。高鎮桃林。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雲程之日放馬華陽。 

龍華之期高鎮桃林。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雲程之日放馬華陽。 

龍華之期高鎮桃林。 

同上。 

 

 

 

 

 

 

24 第十九天 底本(綠皮格紋版) : 底本(綠皮格紋版) :  

                                                      
31
見註 4。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80 
 

怒雷天天

王寶誥 

一刀雙破天一之陣。 

單鞭銳鋒黃龍之府。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一刀雙破天一之陣。 

單鞭銳鋒。黃龍之府。 

一刀雙破天一之陣。 

單鞭銳鋒黃龍之府。 

 

與「一刀雙破天一之陣」

相對。 

25 第三天懷

遠天天王

寶誥 

(綠皮格紋版)  

(民國 85 年版) 均作: 

如如不動。穩坐似鐘。 

何今何古。無始無終。 

如如不動穩坐似鐘。 

何今何古無始無終。 

周濂溪上聖校正32：「句點

可刪除。」 

 

 

26 鴻鈞老祖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秉鈞天之化。而化育乾

坤。為崑崙之主。而主宰

應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秉鈞天之化而化育乾坤。 

為崑崙之主而主宰應元。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秉鈞天之化而化育乾

坤。為崑崙之主而主宰

應元。 

同說明 12。 

 

 

27 瑤池金母

聖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無形有形。同沾化雨而登

彼岸。無情有情。咸感和

藹而上慈航。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無形有形同沾化雨而登

彼岸。無情有情咸感和藹

而上慈航。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無形有形同沾化雨而

登彼岸。無情有情咸感

和藹而上慈航。 

同上。 

 

28 慈航觀世

音菩薩寶

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九色蓮花。作慈航之彼岸 

。一枝楊柳。灑甘露之法

門。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九色蓮花作慈航之彼岸。 

一枝楊柳灑甘露之法門。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九色蓮花作慈航之彼

岸。一枝楊柳灑甘露之

法門。 

同上。 

 

 

 

 

 

 

29 上元夫人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靈覺妙境。執文書之冊。 

廣智附天。握一元之主。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靈覺妙境執文書之冊。 

廣智附天握一元之主。 

同上。 

 

 

                                                      
32
見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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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民國 85 年版) :  

靈覺妙境執文書之冊。 

廣智附天握一元之主。 

 

 

 

30 淨元如來

寶誥 

底本(綠皮格紋版) : 

慈心一片。種遍蓮花。 

靈匯三元。皆成正覺。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慈心一片種遍蓮花。 

靈匯三元皆成正覺。 

校本(民國 85 年版) :  

慈心一片種遍蓮花。 

靈匯三元皆成正覺。 

同上。 

 

三﹑結論 

依據底本（舊版）與校本（新版）之校勘，參酌相關聖訓，綜合上述表列歸納如下： 

1.文字部分 

其一是「字形的遷變與端正」。此中，校本（新版）檢視出底本（舊版）誥文諸多俗字、簡體

字與異體字等，並予以校正；舉凡「刼→劫」「罸→罰」「台→臺」等，或以合今用，或以示端嚴。

其二，應運或應元系統更變而有「稱謂」或「名相」的差異，例如「同心哀求金闕『爺』→『尊』」

（迴向文）等，其當以現今應元系統的稱謂為準。其三，「檢字排版的差異」，例如「黃梁/粱夢覺」

（呂祖寶誥）等。其四，「人為理解的差異」，舉凡「一劃/畫闢鴻濛」（ 上帝聖誥）、「應元揮萬法

相鬬/鬥」（金闕玄武大元帥有熊氏寶誥），以及「本靜涵/涵靜之炁」（第三十一天玄極天天王寶誥）、

「太虛候/侯真」（第三十天妙儀天天王寶誥），乃至「五老總聖誥仙佛排序」的歧異等，皆須由「文

意」予以考證。吾人主要參酌教內用書與原典，希冀啟發些許「知解」，且參考人間相關工具書的

「字義解釋」，以判定恰適的「文字」。 

2.讀音部分─ 依據文意，參酌現行人間工具書的「注音標示」，期以正確誦讀。行文主要以「民國

85 年現行注音版」為校本，與第四版-綠皮格紋版「難字校音表」相辨正；或《教壇課程》與校本

相異處，嘗試確認恰適讀音。 

3.句讀部分 

吾人參酌相關聖訓之說明，察知底本（舊版）與校本（新版）之間頗多差異。寶誥誥文多「對

偶」或「駢句」，亦常見「對仗」「排比」「頂真」或「層遞」等修辭的技法。單就「對偶」形式言，

底本與校本的文句皆符應這些格式。惟聖訓指點吾人以「文意」做判準─ ─若是仙佛聖真之「尊

號」與「聖號」，文中句讀不可任意更動；若為「描述」仙佛聖真德業聖績的文句，其間「句讀」

可以省略或合併，旨在使文意簡要明晰。因此這部分的校訂與研究，既須先「定位」該段文句的內

容，且應參閱教內相關用書，諸如《無形宇宙組織總成》、《清靜資糧編要》等專書的說明。吾人研

究之判定大抵是「校本（民國 85 年注音版）」，修易者惟三處，見〈句讀表列〉編號：2、24、25。 

訓詁研究之旨意乃為正確之持誦與閱讀─ ─藉由持誦，與諸天仙佛感通印心，師法仙佛聖真

覺世濟人之精神；通過理解或研讀，涵養德性於無形。本文僅是一份對特定經典之文字句讀讀音等

訓詁層面的研究心得，其間之分判多僅是筆者主觀之理解與認定。筆者才疏學淺，為文旨在拋磚引

玉，期盼信徒同奮共同奮發研習，啟吾愚昧。深信精誠地持誦經典，謙和就學於人間文獻，以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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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功課的敦篤實證，必能為帝教經典開展更多元豐富的詮釋風貌，亦為研修者帶來更高遠遼闊的生

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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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 

紅斑性狼瘡/顏面酒槽樣皮膚炎：自奮自創 見證造命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疑似全身性紅斑性狼瘡(System Lupus Erythematosus)/顏面酒槽樣皮膚炎

(Rosacea)合併細菌感染 

‧案例期間：96 年~102 年 

‧案例當事人：施唐納（香承）       ‧生日：81 年 11 月 11 日（當時年齡：15

歲） 

‧案例撰寫人：施唐納（香承）      ‧撰寫時間：103 年 06 月 13 日 

‧案例分析人：黃敏書              ‧案例分析時間：103 年 06 月 22 日 

‧核定編號：炁析第 0025 號（劉緒潔監修/天人炁功院審查委員會核定） 

 

 

貳、案例報告 

 

一、發病緣起 

 

民國 96 年，那年我 15 歲，第一次發病，莫名連續發燒，全身發燙、發熱連續 2 個

月。有一天發燒，因身體過熱使得臉部整個發黑，家人緊張得抱我去台中榮總掛急診；

經過許多繁複檢查，才得知我疑似罹患紅斑性狼瘡。但當時主治醫師也不敢斷定是紅斑

性狼瘡，只是先吃藥、打針，住院將近半個月，全身一直都有紅斑點。吃類固醇後，稍

微控制病情，醫院遂採用「疑似紅斑性狼瘡」為就診紀錄。 

 

出院前，醫生曾囑咐我，這種病沒有根治的藥物，只能靠藥物「控制」，最好能提

升免疫力，才可有效抑制病情。接著 2 年（97 年、98 年），在媽媽細心照顧下，我沒有

發病。 

 

民國 99 年，我第二次病發；這次比較嚴重，臉部除再度浮現疑似紅斑性狼瘡的情

形，亦併發酒槽樣皮膚炎及細菌感染，紅色斑點滿布。發病後，家人又帶我到各處求醫，

但時好時壞，始終沒有起色。直到同年底 11 月我上體育課時，曬到太陽，身體嚴重感

覺不舒服，於是去大林慈濟醫院求診，醫生建議我再度住院。 

 

二、治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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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醫生判斷我右臉是帶狀皰疹（皮蛇），因而先用類固醇治療（吃藥＋打針），

沒想到不但沒有好轉，還更惡化。後來因我的主治醫生，根本不來巡房，使我的病情耽

擱半個月，於是父親（天根堂主事施光納同奮）堅決要我出院。 

 

出院後，我全身爆發紫斑，非常嚴重。當時，我對醫療及生命感到絕望，也無心再

求診，悲觀的情緒瀰漫著。 

 

四姨婆跟阿姨得知我出院的消息，來家裡探望我，看到我病情嚴重，就介紹我去高

雄榮總求診。我勉強燃起對生命的一絲希望，沒想到醫生一看到我就說：再晚來就成為

「敗血症」了！ 

 

天啊！那是多恐怖的事情，這時才知原來我右臉是酒槽樣皮膚炎合併細菌感染，而

不是先前所說的帶狀皰疹。於是高雄榮總的醫生，開始用抗生素治療，同時細心將我臉

部的傷口處理好，看著自己毀容的臉，心裡很難過。 

 

由於尋遍許多醫生，都未能有效對治，母親（敏緻）教我，誦唸《廿字真經》迴向，

因此在醫院時，我們母女一直認真誦唸《廿字真經》，也向  上帝、師尊、師母反省懺

悔與發出願力，祈求祂們幫助我渡過難關。 

 

誦完 108 本《廿字真經》迴向給自己與求超靈後，我的病情逐漸好轉；治療半個月

後，就出院了，比預期得還早。 

 

三、家人照顧及復學唸書 

 

先前在高雄榮總檢查時，媽媽知道我要住院後，放下家裡大大小小的事，馬上到醫

院照顧我，陪我做檢查、陪我開刀（曾取部分組織去檢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進行

臉上酒槽樣皮膚炎處理時，媽媽心痛到不忍看下去；因為酒槽樣皮膚炎合併細菌感染必

須展開清創處理，我的臉部一時猶如毀容，可怕極了！ 

 

媽媽耐心的每天幫我換藥、幫我清理傷口，有時候因為要吊點滴，導致無法自己洗

澡，媽媽也無怨無悔的幫我洗澡，雖然長大了有點害羞，但好像回到小時候，媽媽照顧

我，幫我洗澡的時候，想想真的是很溫暖。 

 

由於發病期間，我正就讀五專三年級，課業非常繁重，也因住院住太久，所以請了

好長的假看病、養病。出院後，家人要我考慮是否休學養病，我考慮了幾天，反而決定

復學；因為我不想把人生拿來「等待」，學校也通融讓我用最後一個月的學期時間，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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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所有課業，所以我也順利完成那學期的課業。 

 

雖然剛出院就復學很辛苦，但我還是堅持靠意志力撐過來。當時臉部包著紗布，樣

子非常奇怪，被很多人指指點點，心裡很難過。最後，以反省懺悔，還有接受父母要我

多多奮鬥的建議，以排解壓力。哇！真的，我發現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出院後復學期間，我住在外公、外婆（道名：顯當、貞冰）家；外婆每天關心、照

顧我，幫我打理三餐、打理環境，讓我好好養病、好好讀書，減輕不少壓力。生病時，

總希望有親人陪伴，心理有人慰藉，因為在外地讀書關係，無法回自己的家住，幸好外

婆家在學校附近，能讓我方便上學。 

 

四、天人炁功調理及眾人關心 

 

有一段在家調養期間，爸爸經常幫我作天人炁功，雖然不記得作過多少次，但有一

次我體驗到天人炁功的「大顯化」。 

 

那次爸爸在幫我作天人炁功時，我看到一道光，當時爸爸沒穿道袍，但我真真切切

看到一個穿著道袍的高大身影，在幫我作天人炁功，當時也聞到味道非常重的檀香味。

這樣持續了 30 秒，那種感覺像是跟天醫親和。從那次之後，再經過每天換藥、清理，

以及天人親和祈禱，我的臉漸漸恢復以前的樣貌。 

 

治療期間，朋友、同儕都非常佩服我，還記得有位同學曾經對我說，要是今天換做

她變這樣，絕對活不下去；她說：｢你真的好勇敢！｣ 

 

醫院護士、志工與清潔人員都跟我媽說，你女兒真的很勇敢，一個年輕女生面對自

己猶如毀容的臉，還能這樣樂觀開朗，真的很不簡單；在醫院能遇到這種樂觀的病人，

真是難能可貴。 

 

鄰居們當時看我的眼光，當然不太一樣，但我相信他們是出自於關心。雖然有時我

會聽到一些阿嬤聚在一起聊天，議論我的病情，我都慢慢能體諒；畢竟，他們是在關心

我，儘管有時心裡很不舒服，但冷靜想想這也沒什麼。 

 

此外，親戚也都非常關心我；尤其是四姨婆、四姨丈公、阿姨、舅舅們，我真的很

感動，也很感恩，因為這些親戚是遠親，但一聽到我住院的消息，就馬上來關心我；果

然，只有親人會永遠對你不離不棄。 

 

五、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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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出院後，我隨即參加自然養生靜心靜坐班；在結業時，我上台分享我的故事，

也在那時候說出「我一定要參加閉關，更了解天帝教」這句話；當時也不知道發願是什

麼？現在我終於懂了，因為在我說出這句話後，我很「順利」參加了去（102）年青年

團第 34 期正宗靜坐班，接著今（103）年 4 月又參加正宗靜坐班複訓班，巧的是今年 6

月鐳力阿道場開辦第 10 期傳教使者閉關訓練，我很欣慰剛好也能參加。 

 

在這之前，我已把 40 萬聲〈皇誥〉唸完，也希望能在教院服務，目前擔任省掌院

左典司儀、坤院菊莊副莊主，還有幫忙《天帝教教訊》文書工作。我想一步一步更了解

天帝教，踏踏實實的從基礎紮穩，這樣對未來渡人弘教將有更大幫助。而除了誦誥打坐

之外，我想學習更多事務，使自己的知識能力更強大，為帝教貢獻一己之力。 

 

六、終生願力 

 

經過此次經驗、我要以「成為一名文武雙全的人」作為我終生的願力！ 

 

「文」的方面：我希望能增加自己的寫作能力，幫助母親在飾終儀禮上的服務工作。

我很想成為一名禮儀師，因為我認為人終究會回歸自然，能做這方面的服務，會使喪親

的家屬，感到  上帝的溫暖、人間的溫暖，我覺得很有意義。 

 

「武」的方面：我想成為一名優秀的領導者，不用權威領導，美化別人的心很重要，

所以現在我學習觀察每位領導者的處事態度與領導方式，好的學起來，壞的警惕。未來，

我想往這兩方面發展我的使命！ 

 

 

參、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本案例標的為疑似全身性紅斑性狼瘡，併發顏面酒槽樣皮膚炎；針對紅斑性狼瘡的

發生原因，目前醫學上認為是一種慢性的自體免疫疾病。 

 

由於免疫系統攻擊自身細胞和組織，導致發炎和組織損害，患者中女性約佔 90%，

通常採取的治療方式是投以類固醇、免疫抑制劑等藥物；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在醫療上

僅可以控制病症，尚無法完全根治。依據醫學報導，酒糟屬於一種體質的皮膚發炎反應，

真正的致病原因尚不清楚，主要好發於青中年女性，特別是皮膚白皙、容易臉部潮紅的

人，男性也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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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通常臉部血管極不穩定，皮膚保護屏障功能受損，因而易受外界刺激而發生臉

部潮紅、過敏，甚至出現痘痘般的疹子或膿皰。開始時，病人常因日曬、熱、冷、害羞、

興奮、吹風、運動、吃含有酒精、辛辣或熱的食物及飲料時，雙頰易潮紅，或對多種化

妝品敏感（70-75%的患者），尤其是紅斑血管擴張期的病患。 

 

酒糟不容易治療，但可以提早預防及早期治療以控制病情，目前尚無好的局部用藥

可單獨使用來控制酒糟；初期可用口服藥及局部擦劑來控制病情，明顯的血管擴張，就

必須考慮用脈衝光或染料雷射治療；倘若已有酒糟鼻，出現局部組織肥厚時，就必須使

用外科或雷射磨皮方法來治療；如果眼睛也有酒糟，就必須使用口服藥。 

 

二、當事人心態 

 

1. 本案當事人在發病期間，仍是一名五專中高年級學生，家境中等；罹病後，曾在多所

醫院診療，但未見持久有效的治療機轉，尤其在第二次發病時，由於病況非常嚴重，

難免有絕望悲觀的情緒，正如當事人所言：「我全身爆發紫斑，非常嚴重，當時我已

經對醫療及生命感到絕望，也無心再求診，悲觀的情緒瀰漫著。」所幸經過父母及

親友的關懷及引導，終能轉向正面。 

 

2. 第二次發病治療初期，當事人曾一度出院，並僅以食補試圖增進免疫能力，如：雞湯、

燉魚、蔬果……等，但當事人覺得自己還年輕，若只是從飲食改善病體，不是有效的

解決辦法，除了體恤家裡經濟問題，也有心杜絕此症帶來的困擾，所以大致能聽從

父母的建議。由於社會風氣影響，目前的孩子常以同儕朋友的建議為主，對父母建

議比較輕忽；尤其身上出現「棘手」病症時，一般孩子更可能沒耐性，以天帝教「五

門功課」對治，然而本案當事人由於其本身乖巧，較無主觀偏見，不排斥長輩建議，

聽得進父母所言，即時接受「五門功課」，並身體力行，實屬難得。 

 

三、病癒的關鍵 

 

本案當事人在持續治療、親人照顧及施以天人炁功調理中，病症逐漸穩定及康復，

最主要應可歸功於「夙具善緣」、「深刻省懺」、「持續奮鬥」、「父母功德庇蔭與天人炁功

調理」及「激發願力」所致。 

 

茲探討於下： 

 

1. 當事人在第二次發病時，由於病況非常嚴重，難免有絕望悲觀的情緒，所幸當事人四

姨婆及阿姨介紹到高雄榮總求診，而重燃一絲希望；果然醫生診斷：「再晚來就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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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血症了！」在關鍵時刻做了關鍵動作，隨後出現一系列治癒的機轉，能在生命絕

望的困境中，出現機轉，可謂善緣夙具。 

 

2. 更重要的是當事人願意深刻觀照自我，反省懺悔，發掘問題關鍵，發出願力，並持續

奮鬥，將心念轉向正面積極，如本文中所述：「由於尋遍許多醫生，都未能有效對治，

母親（敏緻）教導我，誦念《廿字真經》迴向，因此在醫院我們母女一直很認真誦

唸《廿字真經》，也向  上帝、師尊、師母反省懺悔與發出願力，祈求祂們幫助我度

過難關。」這是非常難得的心態，尤其對年輕人而言更屬可貴。 

 

3. 當事人父母親建議其以《廿字真經》迴向自己與求超靈，由於當事人能掌握「奮鬥消

業」之道，在深刻自省的前提下，持續精勤誦經奮鬥，如當事人所述：「誦完 108本

《廿字真經》迴向給自己與求超靈後，我的病情逐漸好轉，治療半個月就出院了，

比預期的還早。」又能在出院之後，持續進行省懺及誦經的功課，如當事人所述：「雖

然剛出院就復學很辛苦，但我還是堅持靠意志力撐過來，當時也受到很多人指指點

點，因為臉部包著紗布，樣子非常奇怪，有時候心裡很難過，最後以反省懺悔，還

接受父母要我多多奮鬥的建議，排解壓力，發現所有問題真的都迎刃而解了。」真

正解決困境與難關，是堅定正信的奮鬥意志力量。 

 

4. 當事人父母親皆為虔誠同奮，尤其當事人父親施光納自民國 99 年起，接任天根堂主

事一職，承領天命，善盡己能，積功累德，當然能得天人同祐、福蔭子孫；其父親

早晚虔誠祈求女兒早日脫離病魔，在父女兩誠相感、氣炁交流下，父親又為其施行

天人炁功，精誠所至，天人同感，如本文所述：「……爸爸在幫我作天人炁功時，我

看到一道光，當時爸爸沒穿道袍，但我真真切切看到一個穿著道袍的高大身影，在

幫我作天人炁功。當時也聞到味道非常重的檀香味，這樣持續了 30秒；那種感覺像

是跟天醫親和，從那次之後，再經過每天換藥、清理，以及天人親和祈禱，我的臉

漸漸恢復痊癒。」一個醫藥難於治理的病症，最終能出現奇蹟，也是其來有自了！ 

 

5. 更可貴的是當事人在此次病考中，激發出積極奮鬥的願力，如當事人所說：「除了誦

誥打坐之外，我想學習更多事務，使自己的知識能力更強大，為帝教貢獻一己之力。」

更以「成為一名文武雙全的人」作為終生的願力；小小年紀，已經激發出了生命的

鬥志，非常難得。 

 

四、結論 

 

本案例歸功於有形與無形之密切配合，雖然病發初期各大醫院診斷疑似紅斑性狼瘡，

抗生素與類固醇交相服用，治療過程一波三折，甚至幾乎陷於毀容之狀，當事人承受失

望絕望之苦，所幸夙具善根、勤做五門功課，並得父母誠摯承負天命，最終渡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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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危為安，恢復面容姣好及正常少女亭亭玉立之姿。 

 

本案例感人之處，由於當事人信心不惑，積極自奮自創，終能在天人炁功調理中，

親身見證天人親和事蹟，實可作為鼓勵病者面臨低潮或困境時，激發對  上帝的信仰及

感受仙佛的慈愛；同時，當事人小小年紀、由於病考的磨練，也激發出了弘教渡人的願

力，令人欽佩。 

 

由於本案標的「紅斑性狼瘡」截至目前為止、在醫療上尚無法完全根治，因此、本

案當事人是否已完全痊癒，仍需持續觀察；期勉本案當事人在往後人生當中，除人道面

之外，亦能持續奮鬥，每日靜坐，提升自體免疫能力，最終能戰勝病魔，重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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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民國 99 年 10 月 06 日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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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民國 99 年 10 月 29 日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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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民國 99 年 12 月 23 日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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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國 100 年 05 月 30 日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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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各階段照片 

   
發病前 發病中 師錫法技 

   
勤於誦誥 踏實靜坐 55 天閉關後神清氣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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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二) 

精神疾病與無形干擾：堅持正信 擺脫憂鬱疾病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精神疾病與無形干擾    ‧案例期間：民國 81 年~103 年 

‧案例當事人：陳玟伊(鏡行)         ‧生日：51 年 3 月 29 日(發病年齡：30 歲) 

‧案例撰寫人：陳玟伊(鏡行)         ‧撰寫時間：民國 103 年 6 月 

‧案例分析人：黃香我              ‧案例分析時間：民國 103 年 6 月 22 日 

‧核定編號：炁析第 0026 號（劉緒潔監修/ 天人炁功院審查委員會核定） 

 

 

貳、案例報告 

 

民國 81 年我還未皈依天帝教，由於婚姻生活適應不良，身體非常虛弱，不能受到

一點刺激，小孩也都還小，老大 5 歲、老二 2 歲，生活非常忙碌，精神壓力大。當時在

夫家受到大姑及小姑的誤解，深覺委屈，當下百口莫辯，氣急攻心，只記得一團氣從肚

子直衝腦門，剎那間頭皮發麻，此後就精神錯亂與意識不清楚。 

 

這段期間發生的事我大多沒有記憶，經家人轉述，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睡覺，早上會

像遊魂一樣走來走去，無法操持家務，不認得家人與小孩，需要婆婆餵我吃飯，但是一

天吃不到一碗飯，晚上睡到半夜時就會大吼大叫，聲音異常淒厲。 

 

家人因為沒辦法叫醒我的神智，只好利用傳統民間信仰幫我收驚、消災解厄、誦經

超拔冤親債主，先生也帶我去看精神科，但是情況並未有所改善。在半夢半醒間聽見虔

誠基督徒的婆婆替我向 上帝祈禱：「玟伊，你要趕快好起來，兩個小孩還要你照顧， 上

帝愛你，保守你，照顧你，你要勇敢站起來」；娘家媽媽來探望我，我看得見母親，但

是無法對話，只有傻笑。 

 

直到某一天在夢中見到已死去的父親告訴我：「人死不能復生，趕快回去照顧小孩」，

下一秒鐘看見佛祖大放光明而後伸手拉我一把，瞬間觀世音菩薩出現了，我站在菩薩的

旁邊，快速地帶我到非洲難民營，好多小朋友沒東西吃，因為沒有人照顧而一直哭，然

後我的意識慢慢恢復，耳中響起梵音，身體有一股能量波動並且律動起來，突然聽到小

孩說：「我放屁給媽媽聞」，我罵說：「好臭」，然後兩個小孩笑著跑掉，接著我就醒了，

整整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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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 10 年間我飽受精神折磨，平日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每年 4 月至 7 月間，

有一個潛在的聲音叫我「去自殺，死掉算了，做人很痛苦，去死！去死！」而西醫精神

科的治療一直沒有間斷，87 年診斷為精神官能症及人格異常，在此期間為尋求內心平靜，

尋求各種宗教慰藉，並求神問卜。 

 

由於 88 年 7 月因為生活壓力大，在睡前刻意吃下過量安眠藥想要一睡不起。醒過

來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沉澱，我拒絕再服用抗憂鬱藥物，因為藥物無法改善我心理的痛

苦，直到皈依天帝教。 

 

91 年 7 月 14 日我們全家在苗栗縣初院皈師，我皈師之後馬上參加 91 年第 23 期正

宗靜坐秋季班，在結業之前就把 40 萬聲皇誥誦完，在參加靜坐班期間，也自動自發全

家打掃教院、清理光殿。 

 

92 年 3 月某一天在教院靜坐時，有靈感要我到天極行宮做天人炁功，第一次是光南

樞機幫我做天人炁功，光南樞機問：「你為什麼來?」我回答說：「我靜坐時背部涼涼的，

靈覺叫我到天極行宮做天人炁功」，光南樞機又問：「哪個教院的?」我回答說：「苗栗初

院」，光南樞機說：「那是 師尊慈悲!」然後，就開始做天人炁功，做完後在我背上拍了

兩下。我心想就這麼簡單嗎？拍一拍就好了，回家的過程，在高速公路上，吐了兩口深

黃色的濃痰，我心想，真的假的！我是學矯正推拿的人，一般功夫要拍出深色痰是不容

易的，回到家中時，也就沒在意了。 

 

到了農曆 4 月聲音又出現了，這回我原本找光爐樞機幫我做天人炁功，由於在那時

我情緒低落，心裡著急，手一直掐著脖子說：「我要死了，來不及了，我快要上吊了」，

光爐樞機看一看，對我說：「你回家誦《北斗徵祥真經》」，我回答說：「不行!一個月才

三本，根本不夠，不行!我要死掉了」，光爐樞機再看一看，對我說：「那你現在開始誦

《北斗徵祥真經》，誦到你不想誦為止」，所以當時並沒有做天人炁功。光爐樞機旁邊還

有一位同奮，他對我說：「你剋夫」，他又對我先生說：「這跟鏡行沒關係，這是前世因

緣」。我當下聽到剋夫二字，哭到不能自已，回到家中也哭，哭了三天三夜，從白天到

夜晚，睡前也還再哭，直到哭到睡著。 

 

我當時也不知道哭個什麼意思，後來每天晚上就誦《北斗真經》，一直誦到中龍元

法會結束，就沒誦了。由於同奮說持誦《廿字真經》很好，我聽到「很好」，就在停誦

《北斗徵祥真經》以後，天天開始誦《廿字真經》，大約持續誦經 800 本就停止誦念了。 

 

這一路走來，身心靈無比煎熬，一直不得其門而入，沒法來解決根本問題，93 年決

心要參加第五期傳教班閉關，因為我不相信自己無法戰勝憂鬱症，我一定要擺脫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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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當時的首席使者是維生先生，在閉關課程當中，先生一直強調：「反對宗教暴力、

宗教恐嚇，要做自己的主人」，我感覺自己回到家了，好溫暖，並受到先生的無形神媒

鞭，將我潛藏的「性垢」(編按：語出《奮鬥真經》，意指深藏在心靈深處自性上的污垢)

都挖出來，不容我去逃避，甚至憂鬱恐慌的感覺也出現了，讓我很害怕。 

 

但奇妙的是，經過閉關的子午線之後，我的內在心眼打開了，能夠看見自己，我的

身心從來沒有如此開闊、暢快。出關後決定調整自己的腳步，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全

力衝刺人道事業，所以比較少上光殿誦誥打坐，但是我的心一直都是信賴  上帝，追隨  

師尊師母的精神。 

 

四個孩子也都平安長大，參加正宗靜坐有了道名，兩個女婿也都是正宗靜坐班結業

的同奮，先生也是第六期傳教班結業。如果沒有天帝教先盡人道、再修天道的法門當作

後盾，我應該難圓滿人道。 

 

在天道方面，帝教所有的法門，該做的，該閉關的，我都盡本份去做了，內心叫我

去自殺的聲音並沒有離開，但我現在可以不受影響，照常過生活，掌控內在聲音，勇敢

面對人生。 

 

我甚至還學了第二專長，陰陽五行，易經八字，希望能夠充實自己，並運用這些老

祖宗的智慧，讓我能夠更正視自己的問題。 

 

皈師 12 年，即使家考、道考、魔考、考！考！考！…不曾間斷，但是我堅信天帝

教的法門不會騙人，深入做反省懺悔的功夫，本著師尊的精神，「不為自己打算、不求

個人福報」，這 12 字心法，一點都不假，一步一腳印，默默耕耘，「是道必光」。感謝陳

氏、鍾氏歷代祖先與父母，沒有祖先們與父母的生命傳承，我絕對沒有機會在錯亂中立

根基。 

 

 

參、 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一)精神官能症：是以焦慮緊張為核心症狀的多種輕型精神疾患之統稱，通常不會

伴隨幻覺、妄想等嚴重的精神病症狀。其中「憂鬱性精神官能症」(又稱為「輕

鬱症」)常伴隨有情緒鬱悶的憂鬱症狀，以及各式各樣身體不適的心身症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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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病程通常持續很久。本案例「每年 4 月至 7 月間，有一個潛在的聲音叫

我『去自殺，死掉算了，做人很痛苦，去死！去死！』」，需與週期性發作的「情

感性精神疾患」或「重度憂鬱症」做鑑別診斷。 

(二)人格異常：指的是一些特定的個性型態，這些特定的個性型態可能會在認知功

能、情緒、人際關係、社交活動及衝動控制上產生偏差，因而可能造成個人生

活上的困難，影響甚至傷害其在社會活動及職業表現方面的效能。 

 

二、當事人基本狀況 

 

(一) 發病原因：從現象上看，本案例發病之原因為不適應婚姻生活，人道壓力大，

因受到誤解，深覺委屈，而氣急攻心，氣衝腦門…等因素所導致；從整體事件

上看，似乎亦牽涉到更深層的因素連結。 

(二) 發病狀態：第一次發病時精神錯亂與意識不清楚，無法正常飲食，後來在夢中

見到已死去的父親、佛祖、觀世音菩薩…等種種異相後恢復意識，前後 15 天（發

病當時的心氣衝擊與此段夢境所連結的內容，為本案例標的之真正關鍵點）；此

後每年季節性發生憂鬱症狀，想要自殺。 

(三) 對疾病的態度：發病初期即持續到醫院進行精神科治療，87 年診斷為精神官能

症及人格異常，並服用抗憂鬱藥物，在此期間亦持續尋求各種宗教及求神問卜，

以尋求內心平靜，但至 88 年 7 月間，覺得仍無法改善心理痛苦，因而拒絕再服

用藥物；內心認為一定可以克服心理憂鬱、因而勇往直前，不畏精神疾病，積

極克服心理及情緒問題。 

(四) 家人的態度：默默支持與陪伴，尤其婆婆是虔誠的基督徒，除曾親自餵食之外，

亦向 上帝禱告，祈求恢復正常。 

 

三、奮鬥軌跡 

 

(一)靜坐：參與 91 年第 23 期正宗靜坐班，以及 93 年第 5 期傳教班 55 天閉關。 

(二)誦誥：40 萬聲皇誥在參與正宗靜坐班結業前(約半年之內)誦畢。 

(三)無畏佈施：在參加靜坐班期間，全家發願打掃教院及清理光殿。 

(四)誦經迴向：持誦《北斗徵祥真經》3~4 個月，每天晚上誦一本；並持誦《廿字

真經》約 800 本。 

(五)省懺：每天反省懺悔，挖出內心潛藏的「性垢」。 

 

四、天人炁功調理過程、各種協助與病癒契機 

 

(一) 轉機：在靜坐中有靈感，覺得必須到天極行宮接受天人炁功調理。 

(二) 天人炁功調理之親和互動狀態：光南樞機先關懷傾聽後，再予實施天人炁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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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做完後在背上拍了兩下，天人炁功調理有特殊效應，前後總共天人炁功調

理次數為一次。 

(三) 各種協助：光爐樞機開示持誦《北斗徵祥真經》，以自力方式幫助自己；同奮提

示持誦《廿字真經》；維生先生在閉關期間之開導及無形神媒之鞭策。 

(四) 病癒契機：在 55 天閉關中期，由於持續進行各項修持功課，心上功夫逐漸加深，

並有特殊感受，如鏡行所說：「將我潛藏的『性垢』都挖出來，不容我去逃避，

甚至憂鬱恐慌的感覺也出現了，讓我很害怕。」這裡是關鍵的轉折點，即使內

心有慌亂及恐懼感，當堅持意念並持續下功夫，終於打開心境，如鏡行自述：「但

奇妙的是，經過閉關的子午線之後，我的內在心眼打開了，能夠看見自己，我

的身心從來沒有如此開闊、暢快。」一個充滿憂鬱陰暗的生命，由於堅持奮鬥，

至此已大致走出憂鬱陰霾、邁向光明。 

 

五、結論 

 

鏡行同奮雖然因為婚姻適應不良，人道壓力大，衍生出精神疾病，在尋求各種

宗教協助之後，因緣際會下皈依天帝教，透過教內各種協助，並靠著自己堅定的奮

鬥意志，落實五門功課，終能克服憂鬱情緒，勇於面對人生，做自己的主人，本案

例可貴之處即在於此，正如鏡行在本文中所說：「在天道方面，帝教所有的法門，

該做的，該閉關的，我都盡本份去做了，內心叫我去自殺的聲音並沒有離開，但我

現在可以不受影響，照常過生活，掌控內在聲音，勇敢面對人生。」當事人一路走

來的艱辛過程，因堅持正向奮鬥，終能走出陰霾，值得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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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門診精神科診斷醫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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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三) 

左肺氣胸 呼吸衰竭 機能老化：正向關愛 祈禱誦經 炁功調理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左肺氣胸(Left Pneumothorax) 呼吸衰竭(Respiratory failure) 機能老化 

‧案例期間：103 年 05 月 16 日~06 月 21 日 

‧案例當事人：○○○ (年齡：86 歲) 

‧案例撰寫人：○○○             ‧撰寫時間：103 年 06 月 21 日 

‧案例分析人：台灣省掌院天人炁功中心 & 彰化縣初院 孫慧芳(素康) 

‧案例分析時間：103 年 06 月 21 日 

‧核定編號：炁析第 0029 號（劉緒潔監修/ 天人炁功院審查委員會核定） 

 

 

貳、案例報告 

 

父親平時早睡早起，少量多餐，生活作息正常。年輕時在工作場所因吸入化學氣體，

造成肺部腫大，導致肺部功能比一般人弱。幾年前父親也曾因肺部與心血管疾病，住在

加護病房接受插管治療，與母親鶼鰈情深的父親不忍留下體弱的另一半，有一股強烈要

回家的念頭，因而展現出強烈的求生意志，身體後來也慢慢恢復健康。 

 

民國 103 年 5 月 15 日晚間，父親身體又出現異狀，在家人安排下於隔日上午辦理

住院手續，檢查後發現是左肺氣胸，肺部有氣泡破裂導致空氣進入，需要做胸管置入術，

醫生表示這是小手術在病房即可進行，不用進開刀房，復原期大約需 7~10 日，因為要

爭取時間，怕肺部惡化，手術很快就決定做了。 

 

待手術完成，我隨即進入病房為父親進行天人炁功調理，做完天人炁功，父親神情

逐漸安定下來。我想起之前母親割除腫瘤回家後，復原狀況不太好，所以這次絲毫不敢

大意，怕老人家辛苦，於是我立即趕往台灣省掌院，為父親誦廿字真經，同時申請同奮

協助，幫忙助唸。 

 

當我再趕回醫院時，病房正在進行緊急狀況處理，父親陷入昏迷，SPO2（血氧濃渡）

下降，我立即握著父親的右手幫忙灌氣；不久，父親甦醒後，醫生表示父親的肺部機能

不佳，86 歳高鹷機能老化，需要插管以呼吸器維持生命，因此必須移入加護病房，請家

屬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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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到底要不要再讓父親進入加護病房接受插管，我們幾個孩子都感到內心掙扎及

十分為難；父親若是在家裡尚可自由走動，但若是插管必然給父親帶來不少折磨，若不

插管就是看著老人家自然離開人世；再考量現在父親已經 86 歳高鹷，身體機能老化，

且不久前的肺炎感染情況也尚未復原，加上母親已回歸自然，父親失去精神支柱，是否

願意撐下去…，這些都是令我們為難的地方。 

 

幾經掙扎後我們決定讓父親進行手術，在父親意識清醒下告知需接受插管，以維持

呼吸協助復原，他的神情顯得有點無奈，除了對病症感到無力之外，似乎覺得又要麻煩

小孩了。 

 

加護病房中常有各種狀況發生需要醫護人員處理，加上受到有形無形的環境影響，

父親晚上常會有躁動睡不好的現象，為了減輕父親的痛苦，我盡量利用加護病房早晚探

望時間，為父親施作天人炁功。某一次施作天人炁功時，我意外發現：病床旁監測儀器

的血液含氧濃度數值會出現持續升高的現象，後來每次都出現這種現象，數值還曾經超

過 100，真是不可思議！ 

 

父親自參加正宗靜坐班（29 期）即與天人炁功結緣，每有不舒服都會要我以天人炁

功調理，在施作天人炁功時我發現：自己的掌心有時會感覺到熱流綿綿不絶，有時覺得

刺痛，有時感到有寒氣，有時没有感覺；另外，我也注意到：當父親情緒不好時，體溫

會下降，手心、腳心冰冷，有時一邊冷一邊熱，不定時交替輪換，此時進行天人炁功調

理通常效果不彰；我想起在「天人炁功研究」這門課的課堂上，講師曾介紹先天一炁玄

靈子老前輩闡述天人炁功的「鍼心」原理，就是人與人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可達到「將

心比心、以心治心」的感應力量與成效。所以後來如果發覺父親不舒服或煩躁時，或者

我不方便為他進行天人炁功調理而請其他同奮代勞時，我都會先和他親和、溝通，讓他

安心放下，如此一來天人炁功調理的效果更容易顯現。 

 

父親在手術後的第七天順利拔除胸管，左肺氣胸康復，由加護病房轉入呼吸照護病

房。在呼吸照護病房裡我仍持續為父親施作天人炁功，目前父親意識十分清醒，身體雖

仍有不舒服的時候，神情卻顯得十分安適，我想是天人炁功發揮了功效。我還發現，若

病房出入人數多或當天有較多親友來探視，父親身上會出現紅點或睡得較不安穩，除了

施作天人炁功，我會再誦唸廿字真經迴向給父親，通常情況都能有所改善。 

 

在父親住院這段期間，我深刻感受到他心境上的改變，從原本的煩躁不安、轉變成

豁達平靜，藉由病痛的磨考，我看到父親真正做到「放下」的工夫。此外，我更深切地

體悟到：天人炁功調理者本身必須勤做五門功課，天人炁功真的可以自救救人！感恩有

形無形的幫助與護持，讓我能夠信心不惑，繼續樂觀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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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依據醫學資料報導、所謂「氣胸」是指因為外傷或其他原因導致空氣進入肋膜腔內

而造成肺部擴張不良的一種情況。空氣進入肋膜腔的管道，包括：肺泡、支氣管、氣管、

食道破裂或胸壁破洞等等。氣胸依照發生的原因，可分為「創傷性氣胸」及「自發性氣

胸」二種；自發性氣胸的臨床處置，包括：觀察、胸管引流及手術治療等幾種方式，主

要的考慮在於氣胸的程度、吸收恢復的情形、有無合併症、以及手術的風險評估等。其

中，胸管引流術治療成功率約 70-80%，是目前氣胸病患到急診常用的第一線治療，但一

般而言，復發率仍是偏高。 

 

二、當事人基本狀況 

 

(一)當事人發病之原因及治療狀況：當事人平日生活作息正常，年輕時在工作場所因吸

入化學氣體，造成肺部腫大，導致肺部功能比一般人弱。幾年前曾因肺部與心血管

疾病，在加護病房接受插管治療。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住院檢查後發現是左肺氣胸，

肺部有氣泡破裂導致空氣進入，需要進行胸管置入手術。手術後不久當事人曾陷入

短暫昏迷，甦醒後移入加護病房以呼吸器維持生命。由於住院前的肺炎情況尚未復

原，加以左肺氣胸開刀，肺部感染復原比一般人慢，醫師依據醫療專業判斷告知家

屬：就算插管維持也只是盡人事，要有聽天命的心理準備。其後當事人在加護病房

第七天，經醫師診斷左肺氣胸康復，拔除胸管，轉入呼吸照護病房，目前持續照護

康復中。 

 

(二)當事人家人及親友之觀念及態度：家屬覺得因為不知道能不能救回來，只希望父親

不要受苦，在加護病房早晚看望時間，由當事人女兒施以天人炁功調理。 

 

三、天人炁功調理的過程： 

 

天人炁功是一種「兩誠相感的炁療技術」，以「鍼心」方法作為對被調理者身、心

親和的前置作業，接著按照「調理者、被調理者分別與天醫親和的熱準」，再配合「基

礎性施作過程」，達到身、心、靈整體治療的效果。關於天人炁功的適用範圍並無限制，

但對於器官已有明顯變化的疾病，往往不易立即見效。本案例當事人因左肺氣胸而接受

了胸管置入手術，在加護病房七天後，經醫師診斷左肺氣胸康復，拔除胸管，因此，天

人炁功對於本案例之成效可說是肯定的。茲將本案例天人炁功調理呈現正面效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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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於下： 

 

(一)兩誠相感：當事人自參加正宗靜坐班（29 期）即與天人炁功結緣，每當身體不舒服

時，都會要求女兒以天人炁功進行調理。天人炁功的特質即是建立在兩誠相感的基

礎上，被調理者及調理者均須竭誠為之，方可達到熱準而生效，當事人與女兒身為

直系血親，兩者之親和力自然比較容易達到熱準，再加上父女倆皆為同奮，時時以

遵行五門功課自我砥礪，應比一般人更容易達到與天醫之親和熱準，致使當事人獲

得身、心、靈全面性調理的功效。 

 

(二)「鍼心」方法產生正面性的作用：依聖訓所示，「鍼心」原理乃基於兩誠相感，藉

由這種感應力量，調理者體內的陽質能量（正氣）將隨著本身正面、積極的關懷、

勸導態度，自然傳導至被調理者體內，初步化除其因七情六慾之不協調所造成的能

量紊亂或形成過多的陰質能量（陰氣）。一但被調理者體內的陰質能量能在此初步

人與人親和階段就能排除一部分，當有助於快速達到天人炁功施作時「三角親和」

的熱準。否則恐因人與人之間未達親和熱準，而延遲或阻礙天人炁功調理效果。本

案例中調理者發揮子女的孝心與觀察力，經常留意當事人的生理與心理反應，調整

本身的應對方式，報告中提到：「如果發覺父親不舒服或煩躁時，或者我不方便為

他進行天人炁功調理而請其他同奮代勞時，我都會先和他親和、溝通，讓他安心放

下，如此一來天人炁功調理的效果更容易顯現。」 

 

(三)有關呼吸系統疾病及元氣虛弱之效果：天人炁功雖沒有特定的適用範圍，不過從醫

學上的療效來看，有關呼吸或元氣方面的疾病，例如：肺功能不全、久病虛弱等，

是屬於比較容易見效的疾病，因為無形所加持的為先天浩然元氣，可以補充後天氣

的不足，所以當事人雖然年事已高，體質較弱，實施天人炁功後仍可顯現出相當的

效果。 

 

(四)誦經迴向之助益：參考聖訓傳示之「整體治療變數表」以及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

的指示（其中以「施治者」稱呼「調理者」，而以「求診者」稱呼「被調理者」），天

人炁功整體性療理之“最佳狀態”是指達到下列三部分條件： 

1. 調理者能充分發揮耐心與愛心，其陽質能量當下高於被調理者，且放射出的天人

炁功能量情況良好。 

2. 被調理者充分表現出誠心與信心，其接收、運轉天人炁功能量之情況良好，且業

力獲得部分緩解或靈障大部份被化解。 

3. 調理者、被調理者、天醫彼此兩兩間之親和力皆已達親和熱準。 

 

依據「整體治療變數表」及聖訓內容，若被調理者或因業力一時無法緩除，或

因靈障只得一部分化解，而其餘條件與前所述相同，則歸屬於次佳之狀態，如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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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天人炁功的過程中，被調理者所接受到天人炁功能量的修補作用，亦將不如前

者般的迅速與明顯。本案例當事人因元氣及元神較為虛弱，雖然持續接受天人炁功

調理，有時仍會由於外在環境及人事之干擾較不易安睡，經女兒誦唸廿字真經迴向，

而有助於改善不適狀況，報告中提到：「加護病房中常有各種狀況發生需要醫護人員

處理，加上受到有形無形的環境影響，父親晚上常會有躁動睡不好的現象」，以及「若

病房出入人數多或當天有較多親友來探視，父親身上會出現紅點或睡得較不安穩，

除了施作天人炁功，我會再誦唸廿字真經迴向給父親，通常情況都能有所改善。」

本案例中有關業力或靈障部分雖無法明確得知而予以評判，但誦經迴向後，似已有

安定心神、容易安睡的效果，值得注意。 

 

本案例當事人現已從加護病房轉入呼吸照護病房，持續接受醫院治療與天人炁功調

理，身體的不適並未讓當事人及親人陷入愁雲慘霧之中，誠如當事人女兒所說：「天人

炁功調理者本身必須勤做五門功課，天人炁功真的可以自救救人！感恩有形無形的幫助

與護持，讓我能夠信心不惑，繼續樂觀奮鬥。」人的生命必有衰弱終老的一天，如何面

對人生終點，是每個人必定會遭遇的課題，當事人晚輩—尤其是其女兒對父親所呈現的

孝心令人感佩。 

 

如何陪伴親人走過人生可能將進入終點的最後一段路，多數人常是茫然無措，而本

案例所呈現的：關愛陪伴、正向積極、祈禱親和、天人炁功、誦經迴向…，提供了讓當

事人與其親人都能安心與安定的正向積極模式，更重要的是：此一模式為孝心子女可以

親自操作及掌握的有效方式之一；非常幸運的是、本案例當事人由於其子女的孝心，而

能安然渡過一段危機，並且更加豁達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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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四) 

車禍腦傷及心跳停止：天人合力  共創奇蹟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車禍傷及腦部及到院前心跳停止 

‧案例期間：91 年 11 月初~12 月底 

‧案例當事人：徐協義              ‧生日：14 年 04 月 15 日(當時年齡：77 歲) 

‧案例撰寫人：徐琳煌(光潢)         ‧撰寫時間：98 年 11 月 

‧案例分析人：陳詩婷(月壹)             ‧案例分析時間：103 年 06 月 15 日 

‧核定編號：炁析第 0028 號（劉緒潔監修/ 天人炁功院審查委員會核定） 

 

 

貳、案例報告（錄自《奮鬥感應錄第三集》，〈奇蹟與新生〉，台灣省掌院 徐光潢） 

 

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初，剛誦完皇誥返回家中，即接到家父住所鄰居的電話，「快

快快，你父親車禍，現在在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急診室！」我聽完後腦中一片空白，

立刻火速前往醫院。 

 

醫生一看到我，立即要求我趕快幫父親辦理住院手續。大概是心臟停止跳動了，院

方將父親推入電擊室接受電擊。我遠遠站在一旁看著無情的電擊器在家父胸部上跳躍，

既心慌又心碎！口中不斷的誦唸廿字真言並祈禱師尊、師母救我父親一命！也不知父親

被電擊了幾次，我都快不忍心看下去了，所幸約莫十五分鐘後，父親恢復心跳被推出電

擊室，醫生要我馬上送父親進行腦部電腦斷層！ 

 

掃瞄的片子出來，醫生說：「右腦出血嚴重，不馬上開刀就沒救了！」要我立刻下

決定要不要開刀。動腦是大手術，一刀下去若有個閃失，要不是無效，要不就是變成植

物人！家人都未到，身為長子的我，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醫生在旁催促再三，我心想

不開刀必死無疑，開了或許還有一線希望，就毅然決然簽了手術同意書。 

 

父親被推進手術房後，家人陸續到了。一群人在手術門外，有的唸阿彌陀佛，有的

唸觀世音菩薩佛號，全家只有我和內人敏芝是信天帝教的，我們夫妻倆便不斷的在心中

喊：「教主！我願奮鬥！」並一路唸誦廿字真言。在無奈至極的當下，真的不知道除了

祈禱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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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時過去了，另一小時又過去了，大家滿臉的焦慮，雖然生死有命，但是實在

是太突然了！毫無半點交代，如果這樣走了，相信家父一定不甘願，我們也不甘心！在

這樣無盡的等待下，等到父親被推出手術室時，已經足足過了十個小時！開刀醫師很年

輕，滿臉疲憊的說：「手術順利，腦內血塊也清除了！現在只有等待觀察。」 

 

家父在加護病房一直昏迷不醒！昏迷指數始終徘徊在三、四之間。我和敏芝利用每

一次探房的時間，不斷的做天人炁功！其餘時間就是上光殿祈禱誦經。弟妹們也去求神

問卜，神明指示他們說要唸觀世音菩薩佛號五萬聲並於一週內迴向完成。他們唸他們的，

我們用我們天帝教的法門，反正同心協力一條心，目標就是救活家父，而且千萬不能讓

他變成植物人！ 

 

我一面報告維生首席一面申請聖訓批答，數天後聖訓批答下來（註）：說是家父此

次車禍乃壽元已盡（當年為七十七歲），家人應有心裡準備，現階段如能安魂定魄，九

天內穩定靈肉關係，或許會有「奇蹟」，並且要求家屬立刻代辦皈師手續，在九天內每

日持誦奮鬥真經三本作專案迴向，增加生命奮鬥意志；另外持誦廿字真經三十本專案迴

向給父親的冤親債主；並於斗期持誦北斗徵祥真經三本，再誦奮鬥真經二十五本祝禱，

以「掃除宿業，以迎新生」。並且佐以天人炁功調理腦部，每次施照金光三分鐘，再配

合人間醫療。 

 

我仔細研究聖訓，發現雖然說壽元已盡，卻還有「奇蹟」和「新生」兩個伏筆，於

是決定代為辦理皈師（因為當時家母是至誠的佛教徒，但是經過此事件後她已不再排斥），

並且依聖訓指示勤奮做功課，不間斷的做天人炁功。經過二十天後，昏迷指數已達十五、

十六了，手腳亦能活動了！醫生說在同病房的十二位腦部開刀患者中，家父是恢復最快

的，真是奇蹟啊！也對天帝教的天人炁功好奇起來。 

 

在加護病房過了近一個月，有天家父終於睜開雙眼，也聽得見聲音了，只是一時還

認不出人來！家父清醒了，沒有成為植物人也「奇蹟」的活了過來，全家人終於放下心

來。經過一個月復健後，頭腦意識恢復了，也能說能走，除了視力受損看東西時，會有

兩個影子之外（醫生說眼睛繼續醫療會慢慢好轉），一切皆恢復正常！ 

 

事後我仔細分析聖訓的批達內容，整個過程是一件「奇蹟」： 

 

一、家父是槌球教練，每天一早從家中騎鐵馬到一公里外的球場打槌球，車禍那天

他在十字路口路邊等紅燈，一輛車子竟莫名的直路不走，偏偏往路邊直直撞上

他！這不是巧合，而是死神的召喚，驗證聖訓指示「壽元已盡」！ 

二、家父是個非常平凡的小人物，但是他一生為人處世光明磊落，不貪不求！ 

三、家人同心協力至誠的祈禱、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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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絕對遵從聖訓的指示來處理，尤其要誦念唸北斗徵祥真經，原先只限於斗期才

得誦唸的，正巧遇到下元龍華，每日皆可持誦，真是奇蹟！ 

五、我夫妻倆在為家父施作天人炁功過程中，感受到天人炁功的無形調理親和力。 

六、經過這次，家父似乎換了個靈，因為性情和之前有點不同，這又應驗了「新生」

兩字。 

 

在學習天帝教的法門天人炁功時，天上聖訓有指示，有二個基本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要了解凡事盡其在我，一切以平常心看待，有則我幸，無則我命，這種順其自然的

態度是必要的。二是調理中，要體悟如果患者沒有誠心、信任和接納的企圖心是絕對無

效的。所以作做天人炁功千萬別勉強，因為療效感應建立在無形天醫、調理者與被調理

者的三角關係，缺一不可！ 

 

最後感謝 上帝、師尊、師母及無形仙佛加持，讓我父親能平安渡過這個關卡。 

 

註：聖訓批答 

 

法源首席童子：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壬午年十月十三日 辰時 

 

奉維生首席使者之命查復徐光潢同奮為父徐協義先生之病況，請求無形批答，說明

如后： 

一、徐父之壽元已盡，家人應有此心理準備，無形目前乃是曉以生死之義以教化，現階

段如能「安魂定魄」，九天之內穩定靈肉關係，或有奇蹟。 

二、因應之道： 

（一）先行代為申請皈師。 

（二）一切仍依造化而行，重點在徐父之意願與肉體機能之狀況而定，九天之中，

每天持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三本，作特別迴向，增加生命奮鬥意志。 

（三）持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三十本，專案迴向身臨催討冤孽債，斗期時持誦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三本，再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廿五本，祝禱

「掃除宿業，以迎新生」。 

（四）多以天人炁功施治腦部，只施照金光，每次三分鐘，配合現代醫學醫治。 

 

 

參、案例分析 

 

一、意外傷病簡介： 

 

本案例當事人因車禍撞擊，送進醫院前心臟已停止跳動，院方緊急將其推入電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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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電擊，後續並在家屬同意下，進行腦部血液清除手術。「到院前心跳停止」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簡稱 OHCA)泛指病患在送達醫院急診室之前，已出現心臟

功能停止的狀況。國外研究文獻指出，心臟突然停止後搶救的黃金時間只有短短四分鐘，

每延誤一分鐘，存活率就驟降 10%，據國內近十年相關之 OHCA 研究，OHCA 存活率約

在 1.4~7.2%左右，而立即施以心肺復甦術，再搭配自動體外電擊器，可大幅提升病人存

活率。另據國內研究資料顯示，死亡昏迷二、三十分鐘內施以急救，依然有存活的可能

性，但有成為植物人之虞。 

 

二、當事人基本狀況： 

 

1. 當事人平時生活方式與飲食狀況：當事人是槌球教練，飲食習慣以清淡為主，平

時運動量約1~2個小時，其心肺功能應屬良好。 

2. 當事人對傷病的心態：經詢問其家屬，當事人對生命抱著隨遇而安的態度，對於

此次意外，自覺是兒子光潢救了他。 

3. 當事人家人之觀念及態度：當事人家中除光潢與敏芝為同奮外，其他家人均非天

帝教教同奮，並認為徐老先生經歷此重大意外而能復原，歸功於現代醫學技術。 

4. 另訪談當事人媳婦敏芝同奮，表示：光潢接到電話通知時人在省掌院，省掌院距

離中國醫藥學院約八分鐘車程，而當事人平時運動的場地離住家約一公里，兩者皆在中

國醫藥學院附近，當事人因車禍送進醫院急診室時已呈現昏迷狀態，緊急推入電擊室接

受電擊，約十五分鐘後恢復心跳。在緊急電擊期間，光潢同奮虔誠祈求  師尊、師母救

助；另據當事人事後回憶口述，昏迷期間只記得一位帶墨鏡的老先生來看他，並不像有

些瀕死經驗的人看到的其他異象。 

 

三、本案例成功關鍵： 

 

由於心臟停止後搶救的黃金時間僅有數分鐘，甚至緊急救援成功後，仍有許多未能

掌控的因素，加上因車禍撞擊，腦部出血，經腦部開刀清除積血後，病人能否恢復正常

意識，實難掌握。本案例由光潢同奮親自見證並紀錄，光潢同奮並分析專案批答之聖訓

資料，認為其父親之所以遭遇此重大意外而能起死回生，實屬「奇蹟」。客觀分析本案

例成功的關鍵，除了實務上第一時間緊急送醫並進行電擊恢復心跳、立即進行腦部開刀

手術清除瘀血外，當事人全家在意外發生時，幾乎全力祈求其所信仰宗教的無形救助，

並包括持續之誦經迴向，而關鍵中的關鍵，則應屬光潢同奮夫婦的功德庇蔭所致。茲分

析探討於下： 

 

1. 緊急送醫進行電擊恢復心跳、立即進行腦部開刀手術清除瘀血：根據國外研究，

OHCA最常發生在家裡，約佔80%，急救人員到達現場通常已超過10分鐘，常可能錯失

黃金救命時間；在公共場合發生OHCA的患者，接近90%會有目擊者發現將其送醫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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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當事人在前往住家鄰近運動場所途中發生車禍，且車禍地點距離急診室並不遠，因

此意外發生當下即送往醫院急救，並進行電擊恢復心跳、且進行腦部開刀手術，在最短

時間之內做了穩定性的處置，可謂幸運。 

 

2. 家人立即祈禱、祈求無形顯化：當事人因右腦出血嚴重必須馬上開刀以取出血塊，

在手術門外等待期間，光潢與敏芝夫婦不斷在心中呼喊「教主！我願奮鬥！」並持誦廿

字真言及天人親和呼號，另文中描述：「弟妹們也去求神問卜，神明指示他們說要念觀

世音菩薩佛號五萬聲並於一週內迴向完成。」在危急時刻祈求無形顯化，對當事人手術

順利完成及後續狀況發展，有一定的無形及精神助力，為關鍵因素之一；尤其當事人家

人有強烈為其祈求之意願，如文中所述：「雖然生死有命，但是實在是太突然了！毫無

半點交代，如果這樣走了，相信家父一定不甘願，我們也不甘心！」在強烈的正向精神

念力支持下，極可能無形中精神交感，加強當事人的求生意願、並獲得無形仙佛助力；

同時光潢同奮遵守聖訓指示，在關鍵初期以安魂定魄、穩定靈肉關係為目標，積極祈禱

誦誥、以待「奇蹟」。 

 

3.光潢同奮夫婦的功德庇蔭：此應為整體操作中之重要關鍵，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天人炁功調理：當事人手術後昏迷不醒，昏迷指數始終徘徊在三、四之間，光潢

和敏芝夫婦遵循聖訓指示：「多以天人炁功施治腦部，只施照金光，每次三分鐘，配合

現代醫學醫治」，利用每一次加護病房約半小時的探房時間，不間斷地為當事人做天人

炁功，二十天後昏迷指數已達十五、十六，手腳亦能活動，據敏芝表示，施作天人炁功

時腦波及心電圖等儀器均有明顯的生理波動反應，醫生並表示在同病房的十二位腦部開

刀患者中，當事人恢復得最快。 

(2)家人祈禱誦誥：光潢同奮夫婦除配合醫院醫療、實施天人炁功外，「其餘時間就

是上光殿祈禱誦經」，其弟妹們也依神明指示於一週內唸觀世音菩薩佛號五萬聲並完成

迴向。 

(3)堅定奮鬥意志：事發隔天光潢同奮馬上呈報維生首席、並申請聖訓批答，二、三

天後即獲得聖訓明確指示，更堅定奮鬥之目標與意志。 

(4)代為辦理皈師：據敏芝查證表示，當事人於手術後在加護病房中仍呈昏迷狀態，

91年11月24日在極院舉行感恩加持法會時，經維生首席提醒，當事人地曹尚未除名，應

辦理皈師為宜，光潢於當晚九點多代其父皈師，稍晚至醫院看到當事人已能睜開雙眼，

再經持續復健而逐漸康復。 

(5)加強誦經迴向：光潢同奮夫婦遵循聖訓指示，在九天之內每日持誦奮鬥真經三本

作專案迴向，增加當事人求生奮鬥意志；另外持誦廿字真經三十本專案迴向給其冤親債

主；並於斗期持誦北斗徵祥真經三本，再誦奮鬥真經二十五本祝禱。 

(6)平時積功累德、修持奮鬥不斷：光潢為早期皈師的熱心同奮，曾擔任天人炁功指

導院、籌節會、台灣省掌院、傳道使者團等單位之教職，其本身是時鐘外銷公司負責人，

時間運用較有彈性，所以平時教內各種活動，無不參加，只要教院有需要，一通電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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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小事皆一手包辦，為了教院弘教渡人還買了休旅車方便同奮搭乘，其渡人方式以

天人炁功為主，也是早期的講師群之一，師資班結業後曾受維生首席使者徵召為開導師，

因個性謙讓與成全成就他人，謙不受命。由於光潢平日力行五門功課，弘教度人不遺餘

力，積功累德，故在其父生命危難之際得以出現奇蹟，實屬天人合力奮鬥的大顯化。據

敏芝同奮表示，光潢同奮平時法技不斷，是個非常誠心用功之人，她也將這次的顯化歸

功於皈師、光潢同奮的發願、施作天人炁功等部分。 

 

四、至誠獲感應—「天命換人命」特別探討： 

 

本案例似乎涉及靈體與壽元層次，天帝教「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範疇，依

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聖訓：「天帝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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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實為『靈體醫學』在療理有形界生命體與

生機體的一種媒介…『天人炁功』可銜接先天炁能，並轉化成有形生命體與生機體能夠

吸收的能量，修補靈質或機體之破損，讓生命體、生機體的原有壽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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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例在緊

急救援初期、光潢同奮口中不斷誦唸廿字真言，並祈求師尊、師母救救其父親，當事人

於清醒後曾表示，昏迷期間有一位戴墨鏡的老先生來看他，這個特殊經驗雖屬主觀陳述，

尚可作為「至誠獲感應」之佐證。 

 

本案例中十一年前換命、延命的當事人徐協義老先生現仍健在，分析人曾前往訪談

當事人及其媳婦敏芝，除作為原文補充外，也見證了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聖訓所言：

「…凡吾帝教同奮，除了加強性命雙修外，更應發大願、立大志，追隨首席共挽三期，

則『天命換人命』可隨方應化，豈是空談」2，呈現天人間共同合力奮鬥成功的過程。 

 

特別的是、本案例當事人為槌球教練，平時運動量約1~2個小時，飲食習慣以清淡

為主，當時雖高齡七十七歲，身體機能仍相當良好，從光潢對其父親的描述：「家父是

個非常平凡的小人物，但是他一生為人處事光明磊落，不貪不求！」，會遭遇車禍應確

實是「壽元已盡」的緣故；至於當事人何以有「天命換人命」或延命延壽的機緣，則應

該歸功於光潢同奮夫婦的奮鬥功德與強烈願力所致，當然從批答的聖訓中強調「一切仍

依造化而行，重點在當事人之意願與肉體機能之狀況而定」。 

 

有關本案例中「天命換人命」的成效與意義：自天帝教復興人間，為應時代環境需

要，「天命換人命」專案即於無形中施行。關於天命換人命的過程，聖訓指示：「凡軀

若受損太嚴重，無法修補，緊急換靈亦只能勉勉強強拖個十天半個月，仍會回天乏術，

因為新換的靈，靈質強，凡軀無法負擔，牽動肉體加速死亡，因此最保險之方法乃雙管

齊下，無形有形同步作業，配合當今醫學科技醫療凡軀，而無形亦同時進行換靈、修靈，

此人才真能延壽保命。」3，根據本文中光潢描述其父性情和事件發生之前有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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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可能是無形醫療團隊在「天命換人命」過程中，給予修靈、補靈或換靈所導致；本

案例在人間醫學對凡軀之救治、以及無形醫療單位進行「天命換人命」之過程，整體呈

現生命關卡轉換階段的特殊意義。 

 

五、結論： 

 

本案例經緊急醫療救治及後續妥善調理，終於保住當事人的生命，目前當事人依然

健在，具體呈現了天人合力創造奇蹟與新生的過程。整體看來、整個事件之所以成功，

除天上無形修靈、換靈等延命作業外，也需配合人間有形醫療之救護、配合當事人本身

展現求生意志、加上家人的強大願力、親屬虔誠祈禱誦經迴向、以及光潢同奮夫婦功德

庇蔭，再加上天人炁功居中扮演銜接無形與有形之間能量差距的角色。在本案例中、吾

人可以體會無形與有形的微妙關係，並稍可從中領略宇宙三定律之一所謂「無形應化有

形，有形配合無形」微妙之處。 

 

 

 

參考資料： 
1.〈二二四、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七)與靈體醫學之關係〉，《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臺北，

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3.06，p.326-327。 

2.〈七四、談天命換人命之條件(二)〉，《第四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1994.12.01，

p.211。 

3.〈七八、談天命換人命之過程〉，《第四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1994.12.01，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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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五) 

卵巢癌末期：神蹟啟發、奮鬥造命！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卵巢癌(Ovarian cancer)末期 ‧案例期間：92 年 07 月~103 年 06 月 

‧案例當事人：陳美玉(靜電)           ‧生日：30 年 01 月 07 日(當時年齡：62 歲) 

‧案例撰寫人：孫慧芳(素康)           ‧撰寫時間：103 年 06 月 13 日 

‧案例分析人：彰化縣初院 孫慧芳(素康) ‧案例分析時間：103 年 06 月 22 日 

‧核定編號：炁析第 0027 號（劉緒潔監修/ 天人炁功院審查委員會核定） 

 

 

貳、案例報告 

 

靜電同奮，民國 82 年皈師，83 年與女兒素遂一起參加乾先修十三期/坤六期正宗靜

坐班。民國 92 年 5 月間，靜電的先生因心肌梗塞住院，後又進行氣切，此後半年多的

時間，她來回於醫院與家裡，一面要經營生意，一面要照顧臥床的先生，那年正好是 SARS

最嚴重的時候，加上不時接到醫院發出病危通知的壓力，所以年底辦完先生後事的她早

已身心俱疲。不忍見姊姊鬱鬱寡歡，妹妹靜充建議她參加民國 93 年五十五天閉關，幾

經思量，靜電決定 7 月到鐳力阿道場從事幫廚。 

 

閉關剛進入第二周，靜電覺得腹脹食慾不佳，於是請假回彰化基督教醫院看病，經

醫師初步診斷可能是生活環境改變，水土不服，引起腸胃不適，情況稍有改善之後，個

性負責的靜電再次回到鐳力阿繼續幫廚的工作。 

 

民國 93 年 8 月，閉關進入第六週，靜電又腹痛難忍，光通開導師載其至埔里基督

教醫院掛急診，檢查後發現卵巢長瘤，家人知道後馬上安排住進台中榮總，檢查確定是

卵巢長了一顆直徑超過 15 公分的腫瘤，因壓迫到腸子造成腹部疼痛，安排三天後開刀

進行切除。手術結果並不樂觀，醫生告知家屬是晚期的卵巢癌，因轉移切除部分腸道，

需裝置人工肛門，兒女雖隱瞞病情，靜電看到人工肛門心裡已知病情嚴重，想到從小至

今人道上的種種磨考，萬念俱灰之下決定滴水不進，一心想回歸自然，兒女看著一向堅

強的母親放棄求生，內心著急卻無技可施。 

 

回想起這段抗癌的種種，靜電顯然陷入重重回憶中，我忍不住問：「是什麼原因讓

妳又想活下去？」她表示：「開完刀第三天晚上，半夢半醒中看到師母站在床邊，手持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317 
 

楊柳枝將身上的一團黑氣拂去，我很清楚看到那陣黑氣如煙般消逝，還有師母慈祥的笑

容。」當下靜電明白師母的意思，她必須留在人間奮鬥！於是她開始振作起來，勉強自

己吃東西維持體力，病床上除了心中誦唸廿字真言、祈求甘露水，也恢復以往打坐的習

慣。 

 

出院一週後開始進行化療，醫護人員叮囑要多補充營養，茹素超過三十年的靜電只

好以人參皂苷膠囊、補體素來增強體力，並堅持力行五門功課，她照常上光殿祈禱誦誥，

同奮擔心靜電的傷口，勸她坐博愛座（編按：一般誦誥時使用高約兩吋之鵝黃色軟墊，

作為跪下時膝蓋之襯墊，但為行動不便之同奮設想，常於光殿後方設置高約呎許之坐墊，

以坐姿誦誥），她笑笑拒絕了，就這樣順利做完三個月的六次療程，一般常出現的副作

用與不舒適情況，她完全沒有，這無疑又是另一種顯化！ 

 

這段期間靜電十分感謝親友與同奮的關心，開刀後以黃表紙護住傷口果然大大降低

疼痛感；住院時，光爐、光我與妹妹靜充曾多次到台中榮總為她作天人炁功；出院回家

化療期間，緒超、敏纜、鏡凡同奮幾乎是不間斷地前往家中為她作天人炁功，到教院奮

鬥時，光惑開導師也常與她親和，並表示要幫她作天人炁功，漸漸她婉拒同奮要為她天

人炁功的好意，因為她深信師尊常說的「我命由我不由天」，要力行三奮，先要向自己

奮鬥，也就是從五門功課做起。 

 

就這樣持續不間斷地奮鬥，於是四年後她拿掉了人工肛門，十年後的今天她已沒有

可疑的疾病跡象，血液的 CA-125 的數值正常、電腦斷層攝影以及核磁共振造影的結果

也都正常，難怪每次回診主治醫生總是重複著說「妳能活下來真是個奇蹟！」而靜電也

總是大聲告訴他「因為我在天帝教奮鬥！」 

 

現在靜電的生活，完全像師尊所說的「一面生活，一面修道」，除了規律的運動，

且吸取更多飲食營養方面的知識並與人分享外，五門功課也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她

每日以 108 遍廿字真言迴向冤親債主作為反省懺悔與力行人生守則的方法、按時填寫奮

鬥卡、幾乎天天到教院誦誥、每日至少兩坐，通常是起床後打一坐，接著誦唸一本寶誥，

傍晚到教院先誦 50 聲個人式皇誥再打卯坐，接著參加晚上七點的集體誦誥，然後睡前

再打一坐，這成為她近十年來每日的生活模式。 

 

此外，靜電對彰化縣初院的付出也是不遺餘力，除了養生靜坐班的幫廚工作外，多

年來更一直默默承接光殿的清掃工作，有時甚至一週打掃四天，但她一點也不覺得辛苦，

她表示：「這可是除了誦誥打坐之外，另一個與上帝、殿主、副殿主親和的機會呢！」 

 

從這次的訪談中，我深覺靜電不僅是抗癌的生命勇士，也是一位積極奮鬥的天帝教

教徒，我自己也因為深受感動而反覆轉述她的生命故事，並且又得以聽聞周遭更多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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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容的生命歷程，除了敬佩她的奮鬥精神，也希望這股正面能量繼續流轉擴大。 

 

 

參、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依據醫學報導、卵巢癌是指卵巢組織發生惡性轉變，大致可分原發性及

繼發性兩類；卵巢癌的生長和蔓延，早期不易被發現且沒有明顯症狀，通常當腫瘤

長到 12 公分以上或腹腔內擴散產生腹水，才會因為腹脹不適送醫院，而常有的症

狀如下腹不適，噁心、厭食，由於常與胃腸症狀類似，所以發現時通常都已經擴散，

成為較晚期的癌症。卵巢癌依發生的細胞位置可分為三類：上皮性表層細胞、生殖

細胞、基質細胞；目前危險因子的研究只針對於上皮性卵巢癌；可能致病的危險因

子包括：年齡(多發生在停經後)、基因(某些特定基因的缺陷或基因突變)、家族史(家

族中有 2 個以上的一等親罹患上皮性卵巢癌或有乳癌或卵巢癌病史者)、初經太早

(小於 12 歲)或停經太晚(大於 50 歲)、未生產或第一胎生產時大於 35 歲、喜好高熱

量、高脂肪飲食…等。 

 

二、當事人生活及身體狀況：當事人平日生活規律勤儉，有運動的習慣，且茹素超過三

十年，因飲食清淡不喜外食，三餐大多自行烹煮，從其自 82 年皈師後的皇誥數來

看（詳後統計表），屬於相當奮鬥的同奮，生理與心理亦屬相當健康正常，而由於

有半年的時間來回於醫院與家裡，一面要經營生意，一面要照顧心肌梗塞臥床的先

生，身心累積相當的壓力與疲累。 

 

三、對疾病之態度：當事人得知身患晚期癌症與裝置人工肛門後，原一心求死，經師母

於無形中之親和顯化，重新燃起並堅定其求生意志與奮鬥信心，加上親友同奮的關

心與天人炁功調理，所以在化療期間就開始到教院誦誥打坐，力行五門功課從不間

斷，這正是患病者最珍貴的面對態度。 

 

四、天人炁功調理：當事人在手術後住院及在家休養期間，曾接受天人炁功適當之調理，

如報告中所述：「…開刀後以黃表紙護住傷口果然大大降低疼痛感；住院時，光爐、

光我與妹妹靜充曾多次到台中榮總為她作天人炁功；出院回家化療期間，緒超、敏

纜、鏡凡同奮幾乎是不間斷地前往家中為她作天人炁功，…」在無形醫療單位施與

先天炁能加持調理之下，對於傷口復原及器官機能恢復層面顯現相當助益，難得的

是、當狀況漸有改善之後，當事人「漸漸她婉拒同奮要為她天人炁功的好意，因為

她深信師尊常說的『我命由我不由天』，要力行三奮，先要向自己奮鬥，也就是從

五門功課做起。」當事人深刻體會到炁功屬外力支援，而最終仍須靠自力奮鬥之關

鍵信念，這一段經歷與堅定心念之產生，終於讓當事人走出病考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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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奮鬥的軌跡：所謂「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向自己奮鬥，也就是靠自己造命；當

事人從原本已無求生意志，由於有善緣、受到師母的關愛與啟發，重新振作，開始

持續不間斷地力行靜坐、祈禱誦誥、省懺…等五門功課，再加上天人炁功調理、以

及長期發心從事清掃光殿與幫廚工作等無畏佈施之功德，因而出現了幾項特別甚至

堪稱奇蹟的事實： 

其一、化療期間一般常出現的副作用與不舒適情況她完全沒有。 

其二、在四年後她拿掉了人工肛門。 

其三、十年後的今天她已沒有可疑的疾病跡象，獲得重生。 

 

這也是為什麼每次回診時，主治醫生總是重複著說「妳能活下來真是個奇蹟」，

「十年抗癌有成！」正是當事人「向自己奮鬥」最佳的實修驗證。此外，從當事人

誦唸的兩誥數目來看，經歷病考後反而更加奮鬥，她應該是已深切體會到《宇宙應

元妙法至寶》裡所提示、以及天帝教五門功課所包含「養生保命」的精妙內涵，同

時發揮了「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的精神，因而有不可思議的效用。 

 

年度 皇誥數 寶誥（本）  年度 皇誥數 寶誥（本） 

82 138820   94 237920 50 

83 357150   95 243890 221 

84 69160   96 246970 234 

85 52170   97 539100 876 

86 106040   98 602560 456 

87 198940   99 288300 236 

88 165790 21  100 342200 282 

89 88550 18  101 355250 280 

90 124800   102 333160 295 

91 118140 3  103(1~5 月) 168380 120 

92 118580    皇誥數 寶誥（本） 

93 89570 3  統計 4985440 3095 

 

五、結論： 

 

(一)天帝教同奮遵循  上帝真道在人世中生存、奮鬥，所有人道上的磨煉、天道上的磨

考，都是助道與成就的因緣，秉持「信、願、行」三要，果敢精進，體行「我命由

我不由天」之真諦，是同奮親道、行道、證道之鑰。當事人勤做五門功課，並已融

入日常生活中，真正落實  師尊提示弟子要「一面生活，一面修道」，同時也自然做

到了「一面救劫，一面弘教」的成效與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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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相佈施、無為而為」才是真奉獻，當事人長期發心從事清掃光殿與幫廚工作，

一心一意真誠為帝教奉獻，為同奮服務，雖說不求功德，但無形中卻累積了相當的

善緣功德，自然可以天助自助、天佑人佑，這樣的無畏佈施精神，值得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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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六) 

腳趾壞死：炁功免除截肢危機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腳趾壞死(Gangrenous necrosis of left 2nd toe)須截肢    

‧案例期間：102 年 08 月 08 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案例當事人：○○○ 

‧案例撰寫人：鄧富珍(鏡且)    ‧撰寫時間：103 年 06 月 06 日 

‧案例分析人：台灣省掌院 鄧富珍(鏡且) & 彰化縣初院 孫慧芳(素康) 

‧案例分析時間：103 年 06 月 21 日 

‧核定編號：炁析第 0030 號（劉緒潔監修/ 天人炁功院審查委員會核定） 

 

 

貳、案例報告 

 

本案例當事人○○○的母親表示，女兒在 102 年 8 月 8 日因車禍受傷，導致左腳拇

趾、食趾及小趾骨頭斷裂，經過治療，拇趾與小趾恢復情況還不錯，唯腳掌「食趾」整

支趾頭發黑壞死，已經沒有知覺反應，經三、四位醫生的會診，均判定需要截肢，眼看

腳趾頭是保不住了，當事人與母親仍不放棄，努力尋求可以不要截肢的方法，經中醫診

療，因為沒提到一定要「截肢」，再加上中醫認為，人體有很多無限的可能，可以透過

自身的機轉恢復到最好狀態，這讓母女倆心中燃起一線希望。但令人沮喪的是，隨著回

診與復健次數的增加，腳趾仍沒有起色，讓○○○的心情常處於煎熬、鬱卒的狀態，一

直無法安心…，直到事發將近三個禮拜的時間後，出現巧妙的轉機。 

 

8 月底○○○和媽媽回診掛號時，巧遇當事者母親 20 年前先修 12 期同學緒是、靜

非夫婦，寒暄後，當事者母親敘述了女兒的情況，西醫判定須截肢，中醫診療又未見療

效，為此煩惱不已，於是靜非建議：「可以一面配合醫生診療，一面接受天人炁功調理，

雙管齊下，試試看！」當下當事者母親顯露出有些却步的神情，原來是因為自民國 81

年正宗靜坐班結束後，本身因為人道忙碌的關係並未能持續在天帝教奮鬥，當事者母親

擔心禮儀規矩大概都忘了，怎好再去教院！於是緒是伉儷再三鼓勵她，當天當事者母親

就帶著女兒到臺灣省掌院接受「天人炁功」調理，開始了搶救腳趾免於截肢的大作戰。 

 

據台灣省掌院天人炁功中心專職敏增回憶，○○○來到掌院接受天人炁功調理時，

是搬個板凳一階一階、亦爬亦坐地移上來的，同時媽媽也非常用心的在旁照料。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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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同、緒化與敏增為○○○施作天人炁功的簡單回憶記錄： 

 

09 月 02 日 第一次來掌院接受天人炁功調理，由敏同親和，並由敏增為○○○施作天人

炁功，○○○表示體內有股暖流通過，且身體有發汗現象，感覺很溫暖。 

09 月 05 日 第二次由敏增進行天人炁功調理，○○○在接受天人炁功調理的同時，即感

覺有電流在體內竄動，她信心大增。敏增亦興奮不已，並恭喜她「有希望了！」，

調理完後，○○○馬上主動預約隔天到掌院繼續施作天人炁功，連續做了三

次左右，同時配合中醫的門診與復健。 

09 月 16 日 當事者母親喜出望外的來掌院告訴敏增，○○○的腳趾頭會動了！而且經醫

師診斷，壞死的皮肉組織已經恢復增生，不用截肢啦！當事者母親非常感謝

仙佛的慈悲關愛，敏增瞭解當事者母親人道上的問題並向她親和說道：「藉

由妳過去參加過正宗靜坐的奮鬥機緣，也透過你女兒的事情，讓彼此有機緣

再次接觸帝教，應好好把握機會奮鬥，同時也應安排女兒皈師。」 

 

其後 3 個月期間，由緒化同奮定時為○○○施作炁功調理，並每天叮嚀及提醒○○

○到教院祈禱、誦誥、靜坐，激勵○○○，力行五門功課，持續奮鬥。就這樣，○○○

於 102 年 9 月 23 日正式皈師。皈師後，同奮一直鼓勵她報名參加正宗靜坐班，當時心

中雖嚮往，同時卻也冒出好多藉口勸退自己，經反覆思量，終於下定決心，若不利用此

次因公受傷休養期間，好好調理自己的身體，並利用這個機會報名參加正宗靜坐，以後

可能會有更多理由無法成行，不論如何，應好好把握這個向自己奮鬥的契機！ 

 

於是○○○毅然決然報名參加 34 期正宗靜坐班，並天天到掌院誦誥、靜坐。母女

倆亦同時參加隔年 5 月份複訓班，珍惜這難得的道緣，持續奮鬥。 

 

說起參加正宗靜坐班的甘苦談，○○○覺得要爬上天極行宮光殿的那段階梯，絕對

是最大的挑戰，每次需靠著拐杖的支撐，憑著自己的力量一拐一拐的上去，然後又一拐

一拐的下來，在同奮的關懷與幫助下，終於順利地將課程完成；當然，母親一路默默的

支持與陪伴，對她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堪稱幕後最大功臣。 

 

另外、據當事者母親回憶表示，當初要不是正開參教長用心的安排，事先替她克服

許多動線和人事上的協調問題，不然依照○○○的狀況，並不容易順利完成正宗靜坐班

34 期的課程，當事者母親非常誠摯地感謝正開參教長的用心。 

 

此外，○○○特別提到：「每次在天極行宮上完課都有不同的體會，尤其是親身參

與早、中、晚三場皇誥，更讓我心中產生難以言喻的感受，所以當我終於可以自己走到

前面，和其他同奮一起誦唸集體皇誥時，真的感覺好舒坦，那是坐在後面誦誥無法體會

到的感受。而誦誥時我也發現，有一個聲音總是伴隨著自己一起唸，被這股慈祥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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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圍繞著，常在不知不覺中就淚流滿面，感覺自己雖如此卑微，竟還能受到這樣的

呵護，真是無比的幸福，心中不禁要呼喊『教主，我願奮鬥！』」。 

 

當事者母親回顧這段歷程，她表示，自己每天陪著女兒上上下下，陪她誦誥、靜坐、

上課，內心有許多感受與啟示，有一天在光殿打坐時，她突然領悟到，除了每個人都可

能有的功課與因果業力之外，這也是仙佛透過女兒的車禍事件、消災了業，並安排她有

機緣再回到教院繼續奮鬥，心中充滿了萬分的感恩與歡喜！ 

 

現在女兒已經恢復正常，也回工作崗位上班，回想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簡直是

不可能的任務！感恩之餘只有持續奮鬥、以報天恩。 

 

 

參、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所謂「截肢」是指以手術方式切除所屬之部分或全部肢體，一般造成必須實施截肢

的原因可能有：意外傷害（如車禍、機器壓碎傷等佔最多）、血管障礙（如糖尿病、神

經病變、血管阻塞等）、腫瘤及其他（如肢體惡性腫瘤）…等。臨床上可能以「高壓氧

治療」方式降低必須截肢的風險與比例，許多急性受傷病患，如輾壓傷、壓砸傷、斷指、

腔室症候群…等，即使修復大血管，但由於小血管循環較差，可能因缺血、缺氧的關係，

組織仍容易壞死；高壓氧治療可提高比平時多十幾倍的血氧濃度，能消腫、幫助組織渡

過缺血期、並刺激細胞生長和血管新生、加速重建，再配合外科治療、清創和敷藥照護，

可能免除截肢危機，尤其是糖尿病足也有較高的救治機會，但癌症傷口、瘻管型傷口並

不適用。 

 

二、當事人心態 

 

本案例當事人因車禍受傷，導致左腳拇趾、食趾及小趾骨頭斷裂，經過治療，拇趾

與小趾恢復情況還不錯，唯獨「食趾」整支趾頭發黑壞死，已經沒有知覺反應，經三、

四位醫師會診，均判定需要截肢，惟當事人與母親不願接受這樣的結果，改尋中醫方式

治療，但雖持續回診與復健，卻不見腳趾有所改善，從車禍發生後將近三週的時間裡，

當事人面臨可能遭受截肢的陰影，忐忑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報告中提到：「○○○的

心情常處於煎熬、鬱卒的狀態，一直無法安心…。」 

 

三、天人炁功調理之契機、關鍵與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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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事人在被西醫判定必須截肢，且中醫診療又未見療效的情況下，於回診掛號時，恰

巧遇見其母親 20 年前、正宗靜坐班先修 12 期的同學緒是、靜非夫婦，並接受其建議

與鼓勵，開啟了天人炁功調理的契機，這是本案例的重要關鍵，應該算是當事人母親

先前的善緣功德，庇蔭了女兒。 

 

2. 當事人於 9 月 2 日到掌院第一次接受天人炁功調理，即有明顯良好反應，大大增強了

當事人的信心，如文中所述：「…由敏同親和，並由敏增為○○○施作天人炁功，○

○○表示體內有股暖流通過且身體有發汗現象，感覺很溫暖。」第二次進行天人炁功

調理，更感覺有電流在體內竄動，更使得當事人信心大增，主動預約隨後幾日的天人

炁功調理。這段期間大部份是由緒化為○○○進行天人炁功調理，加上緒化的激勵叮

嚀，力行五門功課，持續奮鬥，更是重要關鍵。 

 

3. 由於持續進行天人炁功調理，並配合中醫門診與復健，終於有了良好的結果，如報告

中提到：「9月 16日當事者母親喜出望外的來掌院告訴敏增，○○○的腳趾頭會動了！

經醫師診斷，壞死的皮肉組織已經恢復增生，不用截肢啦！」原本必須截肢的腳趾，

終於在天人炁功的調理之下獲得保存的機會。 

 

4. 本案例中天人炁功顯現的效果明顯且具立即性，帶給被調理與調理者極大的信心與鼓

勵；當事人自 102 年 9 月 2 日第一次到台灣省掌院接受天人炁功調理，前後將近 3 個

多月，原本壞死的腳趾，經醫師診斷狀況已改善，不須截肢，整個事件可謂神奇。 

 

5. 特殊的是、本案例似乎隱藏著親人之間彼此互助庇蔭、消災解厄、共同成長的助道因

緣，除了當事者母親過去參加過正宗靜坐班種下的善根機緣之外，文中敏增向當事者

母親親和時所說：「藉由妳過去參加過正宗靜坐的奮鬥機緣，也透過你女兒的事情，

讓彼此有機緣再次接觸帝教，應好好把握機會奮鬥，同時也應安排女兒皈師。」而兩

人也確實在本案例的因緣下踏入奮鬥的行列，並獲得正開參教長各種協助安排，當事

人也才能順利完成正宗靜坐班 34 期的課程；當事者母親本人也頗有體悟：「…自己每

天陪著女兒上上下下，陪她誦誥、靜坐、上課，內心有許多感受與啟示，有一天在光

殿打坐時，她突然領悟到，除了每個人都可能有的功課與因果業力之外，這也是仙佛

透過女兒的車禍事件、消災了業，並安排她有機緣再回到教院繼續奮鬥，心中充滿了

萬分的感恩與歡喜！」人生數十寒暑，倏忽即過，若能人道與天道並進，方不虛此生，

本案例呈現母女間的相互庇蔭扶持，值得讚嘆！ 

 

四、結論 

 

本案例當事人因車禍受傷，導致左腳食趾整支趾頭發黑壞死，經三、四位醫生會診，

均判定需要截肢，因緣聚會之下獲得天人炁功調理的機緣，並達成保住腳趾頭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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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也因此而開啓當事人進入帝門奮鬥的契機，並促成因人道忙碌多年未能好好

安心奮鬥的母親重回到教院，加入奮鬥行列。整體看來、整個事件之所以能產生正向效

應，應該具備了如下的條件： 

 

(一)當事人母親 20 年前曾參加正宗靜坐班並參與奮鬥一段時間，在一籌莫展之時巧遇先

前正宗靜坐班同學，而有了獲得天人炁功調理且免於被截肢的機緣，也因此獲得無

形仙佛及許多同奮的協助。 

(二)當事人在進行第一及第二次天人炁功調理時，都有明顯生理反應，使她信心大增。 

(三)當事人於皈師後，對於是否要報名參加當期「正宗靜坐班」曾猶豫不決，這裡是人

生關鍵的抉擇點，人常常是在精進與安逸之間擺盪，在關鍵點不同的抉擇方向與路

線，當然將影響人的一生命運走向；最終當事人堅定意志，決心要善加把握能夠繼

續奮鬥的機緣！ 

(四)透過正宗靜坐課程與持誦皇誥產生的正向力量，加深了當事人「信、願、行」的奮

鬥決心，正如報告中○○○的心得：「每次在天極行宮上完課都有不同的體會，尤

其是親身參與早、中、晚三場皇誥更讓我心中產生難以言喻的感受，所以當我終於

可以自己走到前面，和其他同奮一起誦念集體皇誥時，真的感覺好舒坦，那是坐在

後面誦誥無法體會到的感受。而誦誥時我也發現，有一個聲音總是伴隨著自己一起

唸，被這股慈祥又溫暖的力量圍繞著，常在不知不覺中就淚流滿面，感覺自己雖如

此卑微，竟還能受到這樣的呵護，真是無比的幸福，心中不禁要呼喊『教主，我願

奮鬥！』」惟有親自走過，才有如此刻骨銘心的感受。 

(五)當事人透過車禍受傷的考驗試煉，有緣進入天帝教奮鬥，並克服身體上之不便，最

終能在母親的照料與同奮的關懷及幫助下，毅然完成正宗靜坐班的課程，母女兩人

相互扶持，攜手奮鬥精進，令人感動。 

 

當事人目前腳傷已痊癒，也重新回到工作崗位，期許當事人往後能持續力行五門功

課，兼顧人道與天道的奮鬥，並能以己身深刻的生命經歷、隨緣弘教渡人，克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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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從原靈合體探討"我是誰？誰是我？"—以本師

世尊、坤元輔教為例  

呂賢龍(光證) 
天人親和院副院長  

天人文化院研究員  

 

摘  要 

本師世尊留下的文獻中，偶見少數文字玄妙難懂，或易被誤解，究其原因與本師當

下演講或執筆時「我是誰？誰是我？」有關，筆者從這些文獻上整理出「假我、真我、

二我、原我、故我」等諸我之意，發現欲要完整了解，就必須研究「靈系炁統」；同樣

的，關於坤元輔教部分文獻，亦有同樣玄妙難懂之處，筆者證明了只要從「靈系炁統」

著手，至少在邏輯上可以詮釋的圓融自洽。 

然而要強調的是，「靈系炁統」為一種宇宙生命境界，屬於無形天界網絡，所有的

資料、文獻來源，均以合乎「法統」的「天人親和-聖訓」，及合乎「炁統」的「天人合

一-本師證言」為準，人間的研究只是作邏輯之整理與詮釋，為其添血添肉而已。它的

價值至少有二點： 

1、「靈系炁統」的概念，可幫助吾人串連起散在各處、毫不起眼的訊息，解答人間

對一些文獻的疑惑。 

2、「靈系炁統」的概念，揭櫫一種新的天人關係，並與當今網路時代構成的全球化

潮流暗合符節，大開吾人生命視野，使得吾人在諸我之中，瀟灑無礙，為邁向聖凡平等、

天人大同的宇宙氣象，指示了重要方向。 

 

 

 

關鍵詞：靈系炁統、真我、二我、原我、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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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靈合體探討"我是誰？誰是我？" 

—以本師世尊、坤元輔教為例 

呂賢龍(光證) 

 

一、「我」之謎何解？ 

     

    民國廿四年本師1在西安舉辦第一期開導師訓練班期間，蒙原靈2清虛真人3降示聖訓，

詩曰： 

 

極生老翁壽千秋，初度花甲再半籌，那時果滿長吉慶，一路榮華到白頭。4 

   

  此詩頭兩句為藏頭詩，合起來「極」「初」二字，即本師道名，而關鍵在「初度花

甲再半籌」一句，花甲者六十也，半籌者六十之半，加起來總共九十，本師常說這是他

的原靈清虛宮主對他天命的安排，告訴他壽可登九十，九十以後要去要留，自己可以決

定。只是當時本師年方三十五，大願方抬，根本不及計春秋，等到年近八十，偶然翻閱，

才領悟其中玄妙。 

  民國八十二年冬，本師在天人研究總院總院長室與弟子們閒聊，又提及這首詩，光

節樞機答道：「半籌是一百之半，五十也，再加花甲六十，所以本師壽可登一百一十。」

本師意有所指，說道其中尚有玄機，希望弟子們繼續研究下去。 

  民國八十三年冬本師歸證回天，駐世人間計九十五載，這首詩理應塵埃落定，一日

筆者靜坐臥房，長空掠影閃過一念，悟到這首詩講的是清虛真人自己，趕緊翻閱此詩，

領悟「極生老翁壽千秋」講的是本師的先天之我-清虛真人精神生命不死，所以「壽千

秋」；「初度花甲」，指三期主宰（即清虛真人）「主五十九餘次三期」，這次是第六十次，

尚未完成，「再半籌」指本地球之後，還有三十餘個星球的三期末劫要應付；「那時果滿

長吉慶」，「那時」指這一系列三期末劫結案了，然後才「果滿」；「一路榮華到白頭」，

則是說終可回天繳旨，同了三期。 

    筆者同時注意到，這首詩的前段尚有一詩，也是清虛真人降諭給本師的： 

                                                      
1
 本師，本師世尊簡稱，為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俗名李玉階，道名極初，自號涵靜老人。 

2
 原靈，是天帝教復興後常用名詞，原靈分化一股炁入胎，成為該人靈魂。早期本師常用上靈一詞，本文

統一改用原靈，以減少閱讀上的困難。 
3
 清虛真人有時亦稱三期主宰，是本師的原靈，通常講道論德時用清虛真人名號，談末劫行運則用三期主

宰名號。 
4
 李今悟編輯，《清靜資糧編要》，天人研究學院恭印，民國八十年，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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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潺潺水光界天白，沉虹落日一齊飛，江頭散步魚樵話，楓紅暮雨催我歸。 

    極北極南一元天，初度人間數十年，勸君早把舵把穩，普濟蒼生過前川。5 

 

    讀來詩意頗深，流露出清虛真人對本師殷殷之期勉，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段講「楓紅

暮雨催『我』歸」，第二段卻道「勸『君』早把舵把穩」，這個「我」是誰？「君」又是

誰？為何主（我、先天、清虛真人）、客（君、後天、本師世尊）模稜兩可？果若如此，

後面緊接著「初度花甲再半籌」詩，既是講客-本師世尊，又是講主-三期主宰，從後天

之我講到先天之我，也就順理成章了，可見筆者之靈感並非空穴來風。 

    早期教內流傳本師前身為唐太宗之類說法，頗令人疑惑，事實上後來公布的本師日

記-《涵靜老人蘭州闡道實錄》的確寫道： 

 

    娥皇、女英的節烈，在當時洞庭湖上確能驚天地泣鬼神，我彼時在已歸位，

但在上界有時還能舊事重提，不堪回首。多蒙  無生聖母的垂慈，准將娥皇錫

封上元夫人，為三期了緣而來，智忠生來有自，歷劫夫婦，始終不了，實非偶

然，但願此生了卻，不再留情，則幸甚矣！
6
 

 

    娥皇、女英為上古堯帝之女，後來皆嫁給舜帝，相傳舜帝死於南方的蒼梧，二女投

江殉夫，貞烈千古。乍讀這則日記，似乎本師自言前輩子為舜帝，坤元輔教為娥皇，兩

人歷劫夫婦，始終不了，這輩子仍共結連理。其中意味，頗有順治皇帝〈歸山詞〉禪機：

「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後我是誰。長大成人方

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不如不來亦不去，來時歡喜去時悲。」7 

    然而，若援引前面對「我」之「先天、後天」理解，則本段日記不宜遽然論斷，因

為「先天、後天之我」超越了「我是誰，誰是我」的「輪迴觀」，它是一種由先天（天

上）到後天（人間），再由後天返先天的「轉世觀」，所謂「下凡到人間，完成使命，再

返回天上」謂轉一世，這與在後天（人間）不斷生死輪迴，始終沒有回天，是完全不同

的。 

    因此，欲探索本師世尊、坤元輔教之生命境界，必須研究「轉世觀」內涵，以及背

後所蘊藏的「靈系炁統」，方能解答諸多文獻疑問，換言之，必須從宇宙生命的高度，

檢視所有資料，才有可能豁然貫通，而領悟永生共生之意境。須強調的是，「靈系炁統」

                                                      
5
 同註一。 

6
 涵靜老人，《涵靜老人蘭州闡道實錄》，帝教出版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初版，p180。 

7
 此詩前身應為禪宗 27 祖般若多羅留給菩提達摩悟道的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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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屬無形天界，所有的資料、文獻來源，均以合乎「法統」的「天人親和-聖訓」及合

乎「炁統」的「天人合一-本師證言」為準，人間的研究只是作邏輯之整理與詮釋，幫

助吾人於道海茫茫中，看清方向，走上正途。 

 

 

二、「我」之宇宙生命境界：靈系炁統 

 

    《清虛集》是本師於華山階段勤修苦煉，有感而吟的詩集，內含真實的生命體驗，

是檢視本師之「我」如何不斷蛻變突破的第一文獻。下面羅列相關詩作8： 

 

１、合三無返本源 

  無去無來妙在無。無中象有產玄珠。會元一炁皆成果。朗朗清虛復我初。 

  無無明盡合先天。遍地琉璃種玉蓮。無去無來無掛礙。無聲無臭樂無邊。 

 

２、靜觀萬化 

  靜裏天機尋。返觀照本真。混元調百脈。陰盡產靈嬰。  

 

３、明心賦 

  修道容易守道難。難過此身付蒲團。蒲團坐破還是我。是我休作如是觀。 

 

４、潛修所得 

  周天輪轉勿流連。炁氣若存渾若綿。二十四番風信過。須彌長養性中天。 

  雙修才算是真修。伴侶何須向外求。煆煉三寶袪六慾。龍飛鳳舞樂自由。 

  無我無人是真我。不通而通自貫通。水滴石穿功成滿。萬物靜觀道無窮。 

 

５、彌勒在目前 

  佛國大同且待時。倒裝應運有誰知。包羅萬象常歡喜。妙相莊嚴主這期。 

  和光混俗知是誰。作啞裝聾似癲痴。安得蓮台常寂淨。渾然坐到太平時。 

 

６、維法佛王頌 

  靈分無始本無形。一炁 真元道統承。位證維光晉大覺。大羅天上一星君。 

 

                                                      
8
 涵靜老人，《涵靜老人清虛集》，帝教出版公司，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出版，第一首 p28，第二首 p44，第

三首 p48，第四首 p50，第五首 p53，第六首 p83，第七首 p121，第八首 p121，第九首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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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如是如是 

  乘龍辭帝京。應運下凡塵。奉命三期主。雲程演法身。 

 

８、無無至有偈 

  我與佛有因。一浪清微塵。三華聚首頂。五炁羅真人。 

  知佛三乘法。無形妙甚深。無無無無有。崑崙現我身。 

 

９、還我本來 

  本來無一物。正氣用工夫。面壁功成就。自然見故吾。 

 

  從「我」之生命蛻變歷程，試解以上詩作： 

  第一首「朗朗清虛復我初」，在「假我」的拘束中，「真我」隱隱待發；到

了第二首「陰盡產靈嬰」，真我初凝，尚待溫養；第三首本師自己有詳細註解，

其中「難過此身付蒲團，蒲團坐破還是我」，前面的「此身」指假我，「蒲團」

指無極，後面的「我」則指「真我」，意思是識破無極之妙處時，即由假我而還

真我，「是我休作如是觀」暗示著本師真我已修煉成形，才有資格說出「休作如

是觀」；這一點在第四首〈潛修所得〉表現得更透徹，「周天輪轉」、「廿四番

風信」、「龍飛鳳舞」講得都是修煉真我的實際過程，「無我無人是真我」再次

證明真我已當家作主。 

  第五首〈彌勒在目前〉，本師自言「倒裝應運有誰知」、「和光混俗知是誰」，

透露著天機，彌勒古佛以倒裝靈方式，倒裝於本師身上，可視為「故我」；第六

首〈維法佛王頌〉，乃本師在華山真修實煉的第一尊封靈，稱為身外之身，第二

個我，也叫「二我」；第七首「奉命三期主，雲程演法身」，講的是三期主宰下

凡入體，這是本師的「原我」；第八首「無無無無有」等同於第九首「本來無一

物」，此際本師無為法已臻化境，所以「崑崙現我身」，這「我身」既非假我，

也非真我，而是貫通了「假我、真我、故我、二我、原我」的我，也就是貫通了

「靈系炁統」的我，第九首最後一句「自然見故吾」，「故吾」者，以往的、見

性的、所有的我，為靈系炁統留下總結之註腳。 

  本師後來傳授弟子昊天心法急頓法門的「靜參訣」，便是實際歷練各階段之

我的口訣。「形兮枯木，身兮坐鐘」是從假我下手作工夫，「活潑天真，允許赤

童」是真我出現的階段，「金光遍籠，系貫始終」是聯繫上各種的我，也就是貫

通靈系炁統的意思，「一點靈犀，高達太空」指天命意識一動，整個靈系炁統之

諸我，一體配合，無形網絡涵蓋有形，達到急頓救劫之妙用。 

    以上解析，確實與「輪迴觀」不同，將傳統的「我是誰？誰是我？」賦予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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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本師一貫「秉性分靈命受天，何須功德在人間」的天命特質。民國八十年第三期高

教班期間，本師曾要求學員撰寫論文，題目就叫做「認識首任首席使者的先天與後天」，

應學員要求提供線索，而寫下一段自我描述，並勉為日後首席使者的基本條件9： 

 

    一、道高德厚之根基（先天之來根） 

    二、半聖半凡之風骨 

  三、悲天憫人之胸懷 

  四、靈肉布施的決心 

  五、正直無私之行為 

 

  這五個條件也是先從先天講起。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日，本師上華山行道五十五周

年紀念日，於鐳力阿道場主講「我的天命」，天機流露，備極珍貴。本師開場即從「初

度花甲再半籌」破題，講到「這首詩裡玄妙無窮啊！究竟這首詩玄妙在哪裡，你們自己

再去研究。」接著又說要研究「我的天命」，必須從分析這個「我」開始，直言：「這個

『我』是什麼人啊？先天加後天才有『我』」。然後提出「炁統」這個概念： 

 

  在沒有世界、沒有天地以前， 無生聖母率同 上帝在整個天體上，開闢

這個大宇宙，真是不可思議！無生聖宮太虛子、玄玄上帝兩位聖師祖就是不知

在千千萬萬億億年以前，偕同 無生聖母、 玄穹高上帝創造宇宙，而經歷了

這千千萬萬億億年下來。其中，太虛子聖師祖有祂的「炁統」；玄玄上聖師祖

也有祂的「炁統」。要知道先天炁的「炁統」，在人間就是「血統」；比方說，

我們黃種人有黃種人的血統，所以生下來的人都是黃面孔，這是血統關係。天

上這許多仙佛聖真都是從炁化而來，所以稱「炁統」。「太虛子」、「玄玄上帝」

兩位聖師祖都是歷劫救劫，每一個星球氣運發生變化，有劫運要發生了，就分

炁下去救劫；「炁統」就是祂們化出來的後裔，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的仙佛聖

真。10 

 

  「炁統」猶如人間的「血統」，「分炁下去救劫」猶如人間「分出精、卵，受胎而生

人」，差別的是人間必須一男（精子）一女（卵子），方繁衍後代，上聖高真本質為先天

炁，直接可以分化出一股炁，具形而成新的後裔。因此人間經由「血統遺傳」構成「族

譜」，天上經由「炁統分化」構成「靈系」。不同上聖高真建立不同的「靈系炁統」，下

                                                      
9
  涵靜老人，第三期高教班上課筆記，民國八十年八月一日，未刊稿。 

10
 涵靜老人演講，《教訊》106 期，教訊雜誌社，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p10~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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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列舉兩位聖師祖為例，其中太虛子聖師祖這一脈即是本師先天來根。 

 

  講到我的先天，大家都知道我是「清虛真人三期主宰」倒裝分靈下來，但

是「清虛真人」的「炁統」向上追溯上去，最高的源頭是「不今不古氏」，而

「不今不古氏」的炁，就是源自「太虛子」，是祂老人家炁化下來，化到「不

今不古氏」，化到「清虛真人」，而「無始古佛」，而「崇道真人」，而「太覺威

靈大天尊」，一直垂化到我這凡體。所以，現在從我的後天往上推，推到極點，

就是無生聖宮參機閣的「太虛子」聖師祖；祂老人家在大宇宙間凡有劫難的地

方，都有分靈去救劫，因此「太虛子」聖師祖對地球上的情況、人類的心理，

都有相當的了解。11 

 

  本師公開了自己的靈系炁統，是以三期主宰為核心，往上追溯到源頭太虛子聖師祖，

往下垂化到本師凡體，事實上，凡體經過修煉，可再度炁化出新的炁統，所以靈系炁統

是生生不息，繁衍多變，每位靈系炁統中的靈，皆可因為天命關係，在某個階段與凡體

合體，增益凡體之「我」展現多元、多樣面貌。故靈系炁統之說，是《清虛集》中各種

「假我、真我、故我、二我、原我」的理論架構，唯有對靈系炁統有更深之體認，方能

於諸「我」之中來去自如，而無誤解與滯礙。 

 

 

三、從本師世尊之靈系炁統研究「直系、旁系、化系」 

 

  《清靜資糧編要》12完整記載了本師「靈系炁統」，其宗旨並不是為了炮制神話，塑

造偶像崇拜，而是以本師為案例，探索生命之無限廣闊的奧秘，一方面啟迪弟子突破「我」

之侷限，從小我生命進入大我生命，而臻於無我境界，體證昊天心法之虛無大道，從而

俯視人間之諸我窠臼，生起大無畏救劫意志；再一方面係為人類生命科學，提供有別於

基因譜系的另類「炁化譜系」，將生命研究從平面擴展到立體，從物質發展到精神，從

個人融入於宇宙。屆時人人皆能體會到，生命是一大網絡，所謂「我」只是網絡中的一

小集點，聚之為我，散之為網，大同歌云：「星雲燦爛永虛空，天人萬禩替無窮」，壯哉

斯語，厥為天人大同之理想境界。因此本師於《清靜資糧編要》親撰序言，說明他的目

的： 

 

                                                      
11

 同註 10。 
12

 涵靜老人監修，天帝教極院珍本，民國七十七年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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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提供教徒同奮瞭解帝教當年起源於華山之真人實事，並可在此自然界生

化不息與物質同樣不滅之循環過程中，探索本人宇宙精神生命之根源，而如何

能與宇宙共始終之究竟。 

今於再度修煉真身行將圓滿之際，爰敘顛末，闡述天人奮鬥之歷史脈絡，於《清

靜資糧編要》之前，以說明天意巧妙安排，本人之天命與帝教之時代使命，而

助教徒同奮參透宇宙玄機，以促進天人大同之理想時期早日降臨。13 

 

  本師晚年曾親書墨寶，懸掛於書桌前，以為自勉，墨寶為：「歸去來兮，三位一體，

何時能與宇宙共始終」，字裡行間隱伏「與太虛合其神，與宇宙合其體」神韻，讓吾人

更易體會本師公布「靈系炁統」而助「教徒同奮參透宇宙玄機，以促進天人大同之理想

時期早日降臨」的用心。 

  《清靜資糧編要》裡的〈靈冊〉14記載了本師靈系中的七種靈格，類似人間族譜中

的七類輩分（如父母、叔伯、姨姑、兄弟、姐妹、子女…等），〈清靜正宗系統表〉15記

載了七種靈格彼此之關係，劃分為四個炁統表，亦類似人間族譜中的直系、旁系血親表，

為避免複雜化而模糊主題，筆者謹列舉與本文有關的五種靈格、三個炁統表解析之。（括

號內文字為人間族譜比喻） 

 

五種靈格16 

１、元靈類（直系祖輩） 

  界定：其無始無終，未有盤古，即與太虛同體，由此可繼之孕化萬性萬靈

者，謂之元靈。 

  順位：太虛子、不今不古氏、清虛真人、無上太虛妙道法王、無始古佛。 

２、本靈類（直系父輩） 

  界定：由元靈修證而初始孕化者，謂之本靈。 

  順位：崇道真人、太覺威靈大天尊。 

３、始靈類（旁系兄弟輩） 

  界定：由眾生世界，修成果位，初始證道者，謂之始靈。 

  舉例：無上高源中聖帝（燧人氏）、金闕應元選舉部尚書（李世民）、九象

四華皇君化德制理天尊（邵康節）。 

４、封靈類（直系子女輩） 

                                                      
13

 同註 12。 
14

 同註 12，p5。 
15

 同註 12，p14。 
16

 同註 12，p5~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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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於娑婆世界中，普濟眾生，奮鬥有成，蒙 上帝敕封天爵者，謂之

封靈。 

  舉例：維法佛王、天人教主、首席督統鐳力前鋒、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５、倒裝靈（旁系遠親輩） 

  界定：經毀裝下凡之應元仙佛者，謂之倒裝靈。 

  舉例：紫微大帝、虞舜、彌勒古佛。 

 

  必須強調，引文括號內的比喻，是以本師角度為中心的稱謂，這是為了方便吾人理

解，但《清靜資糧編要》的三個炁統表，卻是以清虛真人為中心而建制，因為整個靈系

炁統的中心人物是清虛真人，不是本師，先有當時清虛真人為了搶救三期，分炁投胎成

為本師，才有今日整個靈系炁統公布，第二期高教班聖訓錄有篇聖訓是解讀《清靜資糧

編要》的鑰匙，透露道： 

 

清虛真人奉命依願組織應元無形組織以來，於有形世間分靈化一原人，為之配

合有形與無形之溝通，此人為 上帝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於是有了原靈（三

期主宰）—原人（首任首席使者）的系統…。 

自三期主宰化分原人於系星地球，並非人間首席一人，在炁統表中始靈類，依

人類歷史的演進有燧人氏、后稷、…、李世民、…、邵康節、…，這指的是在

中土領域之內，而在宇宙各地的非人類、非應元類，皆有其系化！17 

 

  筆者依據這篇聖訓指點，以清虛真人為中心，將三個炁統表配合人間族譜觀念，整

理如后。 

（一）直系炁統：元靈→本靈→始靈 

  直系炁統裡，最初源頭是太虛子，在天上依次垂化到不今不古、三期主宰、無上太

虛妙道法王、無始古佛（以上屬元靈），後又孕化出崇道真人、太覺威靈大天尊（以上

屬本靈），而以清虛真人為核心，分炁化到人間，依歷史記載而有燧人氏、李世民、邵

康節…等人18，當世完成使命後回天繳旨，證道受封，記為始靈（若未證道，不能列入

始靈），最近分炁下來的是本師，而今本師業已證道受封，故始靈類應增列一尊「極初

大帝涵靜老人」。須補充的是，本師的「元靈、本靈」層級很高，若對應正宗靜坐班專

用名詞，勉強可說等同「原靈」，下文有些地方筆者會夾雜使用「原靈」，以與現況相銜

接。圖一分析： 

                                                      
17

 先天一炁流意子聖諭，《第二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天帝教恭印，民國七十七年，p208~p210。 
18

 共記載十二位，此處僅列舉數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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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一可知，諸始靈之間並非輪迴關係，也就是說燧人氏死後，並沒有投胎變成李

世民，再輪迴成邵康節，乃至本師，諸始靈之間只有一交集，那就是源自共同的「元靈

→本靈」。清虛真人在上古時期分炁下凡，投胎為燧人氏，燧人氏死後回天繳旨，受封

為無上高源中聖帝；清虛真人在唐朝時又分炁下凡，投胎為李世民，死後回天繳旨，受

封為金闕應元選舉部尚書；同理，邵康節亦然，直到百多年前，三期末劫即將來臨，清

虛真人再度分炁下凡，投胎為涵靜老人。 

    分炁是構成靈系網絡的條件，諸靈之間可以透過此網絡交流意識與能量，就像電腦

網際網路一樣，因此在某些階段，本師也許會展現出清虛真人或邵康節的氣質，並形之

於思想、言語或行為，前者可謂「原我」當家，後者則是「故我」來了，這即是前述詩

作中「催我、勸君」的答案。總之，絕不能說是清虛真人再度投胎，或邵康節輪迴變成

本師，三者差距不可道以里計。 

 

（二）化系炁統：始靈→封靈 

  化系炁統裡，都是以本師為核心，包羅這輩子所修證之四十位封靈，由於封靈靈種

非師己出，亦非清虛真人己出，而是 上帝另賜，故不能算是純粹的直系炁統，應歸屬

於化系炁統，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有點像是借精或借卵生子，雖有血緣關係，實另有

來源。見圖二分析。 

    由圖二知，封靈的兩大特徵，一是靈種來自  上帝，非自身所分炁，其二靈種的成

長，有賴人間的陽氣沖舉+元（本）靈的先天炁溫養，最後證道成為獨立運作的神媒，

一般稱為「身外身」，亦稱「二我」，取其第二個真我之意，前述詩作中的維法佛王，即

屬本師之二我，早期文獻中見到有稱本師為「佛王」，即指維法佛王與師合體，當家作

元靈 

本靈 

燧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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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涵靜老人 

 

邵康節 

 

始靈 

A：無上高源中聖帝 

B：金闕應元選舉部尚書 

C：化德制理天尊 

D：極初大帝 

圖一：左為直系炁統簡圖，右為直系炁統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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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佛王與本師合一體也。 

 

 

 

 

 

 

 

 

 

 

 

     

 

（三）旁系炁統：倒裝靈 

    第二任首席維生曾比喻倒裝靈，像是園藝裡的「接枝」，將一節枝幹接在另一節枝

幹上，從靈系炁統角度看，特徵有二，其一倒裝靈並非直系、化系之靈，而是屬於旁系

（等於是人間遠房親戚）神媒，其二倒裝靈係神媒因天命需要，倒裝在某一個已具靈魂

的人身上，換言之「靈上加靈」正是倒裝靈的主要特徵。圖三、四分析： 

 

  

 

 

 

 

 

 

 

 

 

 

 

  如圖三，教義說當胎兒初出母體時，和子旋入體內形成靈魂，這就是前述原靈分一

元靈 

本靈 

始靈 

封靈 

圖四：直系、化系、旁系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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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左圖為原靈分炁倒裝，投胎為人靈魂；         

     右圖為倒裝靈分炁倒裝，在已有靈魂 

    （灰色）之人身上，靈上加靈（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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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左圈為封靈之化系炁統簡圖，右圖為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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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炁，倒裝進入胎兒當家作主的意思，靈魂一旦與肉體結合，直到死亡時方才分開，而

倒裝靈則不然，由於是靈上加靈，所以任務完成時，倒裝靈即可能撤回，並不影響該人

生命。換言之，原靈與倒裝靈的共同處，在於都是倒裝下凡，而殊異處在於後者係「旁

系接枝」、「靈上加靈」這兩點。《清靜資糧編要》記載了許多位倒裝靈，有的純以神媒

名相倒裝，如紫微大帝、彌勒古佛，有些則是歷史古人證道後倒裝，如舜帝、岳飛。 

  紫微大帝於民國三十四年本師赴蘭州闡道的日記中常出現，與師關係緊密，估計便

是倒裝之故，彌勒古佛則出現在《清虛集》三首詩中，〈彌勒在目前〉：「倒裝應運有誰

知，…，妙相莊嚴主這期」，這裡明講了倒裝之目的是要主導三期末劫，〈哈哈一笑〉19：

「世亂時危真不堪，來和彌勒共一龕」，「共一龕」指共用一肉身，係倒裝的另類說法，

〈自勉〉20：「愧我鮮仁德，未能見性天，氣接虛無體，而今又謫仙，願作濂溪隱，清泉

湧玉蓮，無極初開闢，彌勒在目前。」這首詩更有意思，蓋周濂溪是本師始靈，彌勒是

倒裝靈，詩中透露本師雖為謫仙凡軀，但氣接虛無，始靈、倒裝靈紛紛合體，「故我」

重逢（等同「網路連線」），往事歷歷（等同線上分享），對於這輩子執行天命，有立即

擴大資料庫的效果。 

  圖四以最簡單扼要方式，總結以上五靈三系的關係。 

 

 

四、探究坤元輔教之靈系炁統 

     

    坤元輔教沒有像本師世尊一樣，公布完整的靈系炁統，唯今年二月（癸巳年）巡天

節聖訓，公布了坤元輔教新的天爵、天命與寶誥，其中已稍見天機，底下筆者將援引本

師靈系炁統之研究所得，來解答部分文獻上易讓人困惑之處，以彰靈系炁統整體架構之

大用，並禱祝心願，祈天上早日公布坤元輔教靈系炁統。 

    癸巳年巡天節聖訓，公布慈恩聖母誥文：「九天妙境。清涼殿中。炁承文殊之化。

系貫清涼之覺。」21顯示坤元輔教之炁統傳承自文殊菩薩，其靈系以清涼聖母為核心，

這並非臆測，有清涼聖母之聖訓為證：「慈恩聖母今日證位，實為三曹一大喜訊，吾謹

代表清涼系宗，一體表達祝賀之深意。」22首先，「清涼系宗」四字恰與本師的靈系炁

統「清靜系宗」（清靜正宗系統簡稱）相對應，表示坤元輔教有自成一脈之靈系炁統，

並與本師保持相當關聯；其次，清涼聖母能夠代表靈系炁統講話，當是主要的核心神媒，

                                                      
19

 同註八，p59。 
20

 同註八，p117。 
21

 教訊第 359 期，教訊雜誌社，民國 103 年 2 月，p7。 
22

 同註 21，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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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三期主宰在「清靜系宗」的地位一樣；再次，歷年所有聖訓23均指出，坤元輔教是

清涼聖母倒裝下凡，甚至明列清涼聖母為原靈，確實無庸置疑。 

   不過，源於民國廿九年《清虛集》的一首贊詞，確實引起困擾，這是本師為慶賀坤

元輔教而寫的： 

 

清涼聖母證位後即奉  上帝詔命轉奉  無生聖母懿旨凡此次三期受度坤靈均

歸清涼殿發落並掌教清涼為收緣主宰因書贊詞以賀 

慈雲靄靄降瑤京。一片婆心度眾生。文殊前身成正覺。娥皇再世續新盟。 

無形親授靈丹訣。濟祖靈光傳妙心。智水源流闡聖教。忠貞輔佐陰陽清。 

牖民覺世扶宇宙。德配坤元巾幗英。位證清涼功果滿。贊襄維法日月明。 

龍翔鳳舞光佛國。玉液瓊漿會雲程。俎豆馨香開百代。千秋祀典永留名。24 

 

    這首贊詞就像其它詩作中「催我、勸君、共一龕、知是誰」，充滿解讀上的模糊空

間，只因贊詞內容寫的都是坤元輔教這輩子的功果，時間點又在本師修煉成功封靈-維

法佛王之後，故將清涼聖母認為是坤元輔教的封靈，將「文殊前身、娥皇再世」歸為師

母原靈，的確有其緣由；但也不能排除清涼聖母實為原靈，只因坤元輔教在人間奮鬥（贊

詞所述）有成，原靈於天上壓挾有功，因此原靈榮昇，證位新職新命。當然，根據歷年

聖訓明示，第二個可能才是答案，但是吾人仍不免好奇，對贊詞的模糊空間，可有邏輯

上的解釋？ 

    民國三十四年，本師遠赴蘭州闡道，日記中記錄娥皇、女英與舜帝事跡一則25，本

師寫道「我彼時在已歸位，但在上界有時還能舊事重提」、「智忠生來有自」、「歷劫

夫婦，始終不了」，乍看易誤為舜帝死後輪迴成本師，娥皇輪迴成坤元輔教。但若依靈

系炁統概念，則會發現此說問題頗大，首先本師是清虛真人倒裝下凡，不是前人輪迴投

胎的，顯然與這裡矛盾了；再者，舜帝、娥皇死後都回到天界，各有受封，經查舜帝封

為「重華帝君」26（簡稱），娥皇封為「上元夫人」，因此本師、師母（坤元輔教簡稱）

與其說是與「舜帝、娥皇」直接相關，不如說是與「重華帝君、上元夫人」產生連繫，

方才精確，兩人「歷劫夫婦」的關係，也要從這兒解釋才講得通。 

    有二個關鍵線索是解開謎題之鑰，一是女英，日記記載：「今為本班諸同奮加靈，

                                                      
23

 大約統計將近二十篇聖訓指向原靈說，前後歷經五位不同侍生接訊，及自本師以降三位首席公布，而

封靈說從未見諸於聖訓。 
24

 同註八，p129。 
25

 同註六。 
26

 同註 12，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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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劉向與姚子合體，調女英與賢靜合體。」27賢靜是當時一位坤道同奮，她與女英之關

係，本師明確說是「加靈、合體」，這只有原靈或倒裝靈方有可能；另一線索是舜帝重

華帝君，《清靜資糧編要》載明重華帝君乃本師之倒裝靈，而非原靈。既然上元夫人（娥

皇）與重華帝君（舜帝）是「歷劫夫婦」，也當與重華帝君一樣，是倒裝靈而不是原靈。

這樣上元夫人、重華帝君才能歷劫相依，而在此世倒裝，與本師夫婦加靈合體，雙雙「故

我」重逢，恍若再世，留下詩作、日記裡的一段佳話。見圖五分析： 

 

 

 

 

 

 

 

 

 

 

 

 

    回過頭重讀《清虛集》本師贊清涼聖母詩：「文殊前身成正覺。娥皇再世續新盟。」

領悟到所謂「正覺」，係源自「文殊之化」，通過「清涼系宗」之「覺」而成，這就是

坤元輔教寶誥：「炁承文殊之化。系貫清涼之覺。」的意思。至於娥皇所代表的上元夫

人，則屬清涼系宗之旁系炁統，由於倒裝而與坤元輔教氣息相通。那麼，坤元輔教的直

系原靈究竟是誰？除了清涼聖母，已沒有別的人選！民國廿九年《清虛集》詩作之答案，

昭然大白，實因坤元輔教在人間奮鬥有功，天上追溯原靈一脈，恭請清涼聖母歸宗證位，

並奉詔新命，支持坤元輔教完成贊詩所述的天命。 

    天帝教復興早期降傳的聖訓，或本師世尊、坤元輔教的講話，均對「清涼聖母」崇

榮有加，常稱坤元輔教為「清涼聖母凡體」，而與「三期主宰凡體」並稱。民國八十一

年本師為感念師母一生支持他奉行天命，遂向天上人間爭取，要在即將通過的〈極院組

織規程〉為師母定位，經過天人間反覆研究，終以「坤元輔教」名稱蓋棺論定，本師親

筆寫下「坤元輔教專章」28，是繼《清虛集》清涼聖母贊之後，對師母最重要的第二篇

文獻，兩篇前後距離五十二年，雖文字不同（一為詩作，一為白話文），但結構相當，

                                                      
27

 同註六，p177。 
28

 教訊第 106 期，天帝教出版，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p20。 

圖五：左圖為舜帝與本師之關係，乃旁系倒裝靈，原靈為三期主宰 

      右圖為娥皇與師母之關係，乃旁系倒裝靈，原靈為清涼聖母 

坤元輔教 

 

娥皇 

 

倒裝靈 

上元夫人 

 

原靈 

 ？ 

 
直系 

炁統 

 

旁系 

炁統 

 

本師世尊 

 

舜帝 

 

倒裝靈 

重華帝君 

 

原靈 

三期主宰 

 
直系 

炁統 

 

旁系 

炁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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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氣一貫，後者可說是對前者最權威的解讀。筆者依據文意，分成「法源、來根、傳承、

輔教、定位」五部分，將二篇文獻表列如下： 

 民國 29年《清虛集》清涼聖母贊 民國 81年《極院組織規程》第肆章 

法源 
清涼聖母證位後即奉上帝詔命轉奉無生

聖母懿旨 

本師親撰，人間天上不斷溝通，於樞機

團定案，呈無形恭核。 

來根 
慈雲靄靄降瑤京。一片婆心度眾生。文

殊前身成正覺。娥皇再世續新盟。 

本教首任首席使者德配夫人過智忠氏，

為清涼聖母倒裝下凡  

傳承 無形親授靈丹訣。濟祖靈光傳妙心 秉承玉旨，慧眼渡幽渡冥，降妖伏魔 

輔教 

智水源流闡聖教。忠貞輔佐陰陽清。牖

民覺世扶宇宙。德配坤元巾幗英。位證

清涼功果滿。贊襄維法日月明 

 

應運襄輔首席收圓了道，自上海、長安、

華山、台灣，以至帝教復興，毀家行道，

顛沛流離，救劫渡人，艱苦備嚐，保台

弘教，身靈佈施，克盡天命，不畏煎熬，

相夫家齊，教子義方，堪為坤道之典範，

收圓之寶筏 

定位 

龍翔鳳舞光佛國。玉液瓊漿會雲程。俎

豆馨香開百代。千秋祀典永留名 

 

天人尊為「坤元輔教」，並為帝教之天

人炁功最高指導人，坤德常存，後世永

昭。帝教復興設「坤元輔教」神職，由

首任首席使者德配過夫人榮任之。繼任

首席使者之夫人，不得援任。 

 

    本師親筆寫下「清涼聖母倒裝下凡」，清楚告訴弟子們清涼聖母是坤元輔教的先天

來根，而非後天修煉的成果。其後，天上日漸宣露天機，清涼聖母為原靈之文字屢見於

聖訓，直至今年巡天節金闕公布寶誥，並透露了「清涼系宗」一說，更加彌足珍貴。相

信清涼聖母亦如清虛真人一般，於歷劫創系立宗，期盼不久的未來，坤元輔教靈系炁統

或將公布於世，以供後人學習效法。 

 

 

五、結論 

 

    天人關係中，凡屬人道事務，當以人性自覺為主，凡屬天道玄機，當依聖訓公布為

準，這是天、人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然則，吾人為何還要研究靈系炁統？一來天上訊

息有時只透露一二，時機未成熟時，強求亦不可得；二來人間往往以管窺天，對聖訓所

言，有時無法參悟貫通，以致在閱讀各種文獻，時有自相矛盾之惑。 

    天人親和研究，是建立在聖訓基礎上，去悟透串起訊息的那條線，在本文中，靈系

炁統就是這條線，它不但解答了人間對一些文獻的疑惑，也揭櫫一種新的靈界觀、宇宙

觀，和當今網路時代構成的全球化潮流暗合符節，大開吾人生命視野，使得吾人在諸我

之中，瀟灑無礙，為邁向聖凡平等、天人大同的生命境界，指示了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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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天人醫案》初釋《天人親和真經》人體之道 
 

黎光蛻 

親和院研究員 

 

摘  要 

 

本文嘗試將人身醫理與修行對應，每章小節間插一些案例，闡釋天人日誦經典不

竭不盡的實用性，進而早日重登大道。《天人醫案》批示生命發展方向，天命的

規則與不規則，自然簡單的生活卻充滿豐富性與複雜性哲理。《天人親和真經》提示我

等人體的道理與天是相近，當內部靈肉的氣與質，適切配合外界生態的運與

時，如此的天人相應是宇宙生命體現。精神內守，陰陽平衡，心物和諧常

是健康長壽的保證。  

帝教的同奮擁有多項妙寶，不單養生保命，持續五門功課不輟，修行

光明體，有生之年還可重返先天境界，延壽長命，持道心、養靈炁，甚而

大同永生。  

 

 

 

關鍵詞 : 氣質運時 身體健康指標 長生永生 道生 後天八卦 大藥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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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醫案》初釋《天人親和真經》人體之道 
 

黎光蛻 

 

    中國道家的思想是一種對宇宙大道和微義的一種探索，很多人迷惑在其中找不到突

破口，命運、厄運、抗爭、幸福因緣、家庭生活等等都是生命的過程，其實這些都是道

家微義中的一種，弄懂了這些微義，或許大義就會不言而喻，豁然開朗！ 世界正是因

為這些每天不同的或者相同的小事構成，所以對這個時空世界上的道的理解，就應該從

這樣的微不足道的地方開始。看得透人性與人生，就體會得透道理。《天人醫案》告訴

生命發展方向，天命的規則，不規則，自然簡單的生活卻充滿豐富性與複雜性哲理。《天

人親和真經》提示我等人體的道理與天是相近，當內部靈肉的氣與質，適切配

合外界生態的運與時，如此的天人相應是宇宙生命體現。固然本教強調先

天的理念但傳統八卦易經與中醫文化卻息息相關，還是具有極大的啟發和促進

作用。本文嘗試將醫理與修行對應，闡釋天人日誦經典不竭不盡的實用性，進而早

日重登大道。  

  

壹《天人醫案》 

    醫案不僅記錄了病證發生、發展到轉歸的全過程，有助於我們真實地瞭解該類病證

的發病規律、主要特徵、要點、治療原則。從而可以提高、完善對該類疾病的病因、病

機、證類及發展規律的認識 知常達變(以上是中醫醫案的要求)。 特殊病人，不能用常

規醫理去判斷的， 本醫案雖不是完整記錄(只陳列無形批答部分)但特殊性是告訴需求者

大方向的作用，研究大抵是以下幾點：1.深化天人文化理論 2.總結經驗、技術、變通 3.

普及實用妙法至寶。 每件批答的針對性很強，涉及的內容比較單純，具有較強的時效

性和深度，從現有的 575 案例之中， 資料匯總，選擇和分析，尋找隱隱存在的規律和

共同點，還要發現那些相異的地方，最終匯總出來，分成下列四項供研究者們參考。 

 

一 .上聖  

  計 575 案件，大部分(509/575)由法源首席童子或醫療相關童子傳示詢問疾病的原因 調

理 預防等因應措施，少量(55/575)是一炁宗主、首任首席使者三聖靈、 首席承天智忠玄

君批示，偶見扁鵲、 華陀、 張仲景等天醫指示。  

 

二 .病因與疾病   

1. 病因  

“陰陽者，天地之道，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治

病必求于本。治病必求于本，這個本是什么？就是陰陽。陰陽是大道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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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的根本。陰陽相濟，陰陽相衡，人就健康無事，一旦人生病必是陰陽出

了問題。 

    病因可分先天(靈)與後天(肉)兩類 ，前者為陽有: 佔絕多數的業(帶病)、壽

元(將盡、盡) 、命(關卡 劫 定)、緣(帶病)、 因果、 冤孽債、 和子餘習與生

命機能等；當靈與肉未濟即表示陰陽不相衡，如此健康就出現問題，“陰陽者，

變動無常，能別生死，察幽明。”*(人體的陰陽簡述於四預防之後)當人生成時，

靈體與肉體結合就須相輔相成，有所變化成五行歸屬， 誠如無始古佛(82.3.22):

無論是何人，身屬五行所化，本應受五行所限，均不免有病礙，雖言已到達大

澈大悟、一體通明之境界，亦不能免。 

    2.疾病種類:  

   隨著時代生態變化多端疾病病名亦有不同， 或許昔日的命名經過檢驗或診

斷的進步， 又有新稱呼，因此以系統區分，方便敘述，綜合一些生理教科書

( Guyton & Hall， Vander）共有的 10 類，另添加其他系統， 整理如下 12 類:運動 

內分泌 神經 免疫 新陳代謝 骨骼肌肉 血液淋巴 消化 呼吸 皮膚 生殖 泌

尿 多重綜合病，經彙整多重綜合病的癌症與壽限佔了不少比例(356/575) 

 

  三. 調理  

    現代醫學包括傳統中醫與科學醫學(習慣稱西醫)，由於致病理論不同，治療方法亦

有所不同，中醫較強調整體系統，提升本體正氣對抗外來邪氣；西醫則注意微生物，主

要抑制或去除它即有療效，各自發展其藥物 器具 精神療法與儀器。但另有一“類人醫

學 (personalistic) ”體系認為29:疾病是由超自然， 非人存在物和人等媒介引起， 本批答

即是此體系，所提供的方向呈現新的醫學模式天人合力，以人間醫學顯示，中醫重調理

與西醫重治療，配合無形應化。 

    調理相當於治療， 病因症狀到何種程度都有不同處方(藥種 劑量) 。 其中多項妙

法有:天人炁功、 黃表、 廿字真言、 廿字真言匾、 廿字甘露水、 靜坐班、《 天人親

和北斗徵祥真經》、《廿字真經》、 《奮鬥真經》、 祈誦兩誥。 

    中醫認為疾病發生與調理，“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又

有“ 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醫者，平衡靈肉，精神和諧，扶正祛邪，健康身心靈。   

        案例 靈肉炁氣不和 

腦部腫瘤病症，實為靈肉之間炁氣轉運不協調所致，和子體在大腦中主導電子體生理

功能時發生間歇性中斷現象。當個體炁氣一有阻滯，即會感覺頭部脹痛，連帶影響及胃

腸蠕動。  

        案例 病省 

   同奮能在病中思過，回想今生為人處事種種是否有不是之處？性格是 

否有過偏、過急之處？有則懺悔，起心動念願意改善，一件件回憶與一件件不斷 

                                                      
29

 陳華編 中醫的科學原理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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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改進，可以調整當前的身、心、靈漸趨平衡。所謂：病中思過，可以療疾  

  

四. 預防  

    「上醫治未病」的境界意謂防止疾病發生或再發生，現代的預防醫學是指以預防疾

病的發生，來代替對疾病的治療，該預防著重在保持、促進與維護大眾、特定群體或一

般個人的健康。涉及多個科學、醫學與公共衛生領域，大致有30：流行病學 醫學遺傳學 

病理學 昆蟲學 微生物學 營養醫學 營養學 疫苗接種 健康檢查健康教育 食品監管。 

                  案例 靈魂再生 

  肝腫大第三期（屬於不治之症），恩蒙首席師尊慈悲，…….應感恩上天先前已為其加

壽之德意，今應看透「生死觀」，了解靈魂再生之意義，但亦不必對人生感到絕望，在

人道上，應繼續接受醫療，以減輕生理病痛；在天道上，則繼續做最後之奮鬥，以報天

恩。 

        案例 道名深意 

   師尊賜道名即已經明白告訴二位同奮在教育子女上必須比別人辛 

苦，但辛苦的付出必會有代價，此事吾亦不敢多言，首席師尊確實高明。……..同奮並

非業障深，亦非家宅不吉，更不是祖墓風水欠佳，和子女間乃是了業了緣，把累世因果

之間的牽牽扯扯藉由明師引航，擺脫輪迴一步而登天，只要繼續奮鬥精誠感  

 

《師語 消業障》明指: 

修煉就是要禁得起磨，要磨煉身心。何況是要消業障，消業障就是要禁得起磨考，

要吃苦，要苦行，苦行就是在消業障。生病也是消業障，生這個病不會讓他致命，不是

絕症，就是讓他消業障。不生病，就用其他的方法來磨煉他，那就要看自己是否懂得這

個道理啊！唸皇誥就是替自己消業障，所以修行必須要付出代價。 

   《天人學本》說出受到物欲污染的心念會使靈體蒙蔽，繼而人身生病，生命受損:研

究靈體醫學就是.....使得我們的靈體能夠維持我們光明的本體。因為我們一起心一動

念對我們的靈體都有損傷，……，先天是本來一片清氣（清輕之氣），沒有污染的，污

染是受了後天物欲的衝擊。 

*人體的陰陽31: 特性是可分性(交感 副交感)、 層次性(分子基因以致組織器官系統)、 

多樣性(激素分男女性)、 相對性(鈉相對於鉀為陽， 但陰虛時血中的鈉濃度高於鉀)、轉

化性(醛固酮在一般狀況可使血容量增加血壓上升屬陽， 但它過高時則導致鹼中毒水腫

反屬陰) 、節律性(白天時交感神經興奮 夜晚則下降)。  

 

 

                                                      
30 維基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0%90%E9%98%B2%E9%86%AB%E5%AD%B8 

 
31

 陳華編 中醫的科學原理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3.1:29~3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6%BE%E7%97%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6%BE%E7%97%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B%E7%99%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8%A1%9B%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8%A1%8C%E7%97%85%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AD%B8%E9%81%BA%E5%82%B3%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7%85%E7%90%86%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8%9F%B2%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7%94%9F%E7%89%A9%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9F%E9%A4%8A%E9%86%AB%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9F%E9%A4%8A%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6%AB%E8%8B%97%E6%8E%A5%E7%A8%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4%E6%A0%BC%E6%AA%A2%E6%9F%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4%E6%A0%BC%E6%AA%A2%E6%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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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人體之道，與天無異  

    《天人親和真經》說明32:人體之道，與天無異。天分氣質運時。人身亦然。

是人之體。感於其正。其氣發而至剛。維生先生提出人類面對天人關係有

兩個系統：第一個是外在超越系統，它是因人類所面對與受到的外在物質

世界時空變遷的影響，如生命在時間上的有限性與脆弱性，在空間上轉換

的局限性與突破的艱難性。第二個則是內在超越的系統：它是人類所面對

的內在精神世界最難突破超越的心性上的糾結與變化，以及情欲上的沖擊

與腐蝕。  

一  內部聚合因素 (氣與質 ) 

   《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 談人格發展之理論架構》說明33:就人類所處之物質

世界觀之， “和子” 與 “電子” 之配對因緣，其間引合力關係，描述 

各有氣與質的變化，即和子的“靈氣與靈質”以及電子的“體氣與體質；  

當生命發生之同時，由於電子體獨有的生理性的遺傳及腦部功能之運作與發揮，仍可改

善緣自先天上的失調。  

            案例 靈體質質差異  

  以燒紅木炭灑黑醋方式淨身，因個人體質、靈質不同，受業緣牽扯也不同，並不是能

一體適用。一般淨身之方式為稟明當事人之生辰八字和事由，以巡天節加光黃表點火於

身體上下繞數圈即可 

          

         案例 和子體與電子體結合不當 

  同奮之身體狀況，並無特殊業力牽絆，乃與先天體質有關，主要是由 

於其和子體與電子體結合之時，方式不當，造成女性荷爾蒙與動情激素分泌不均 

所致。欲求徹底改變體質，唯有加強性命雙修，力行五門功課。                 

         案例 炁氣互動  

  現因體內濁精、濁氣、濁神無法與先天炁能產生良性互動，以至於產生氣虛病症，…..

痛下決心，發願修行，培功立德，否則氣虛之病無從根除，並將更趨嚴重。…….勤於

力行五門功課與命功煆煉(例：甩手、運動等)，以期變化體質與氣質。  

            案例 和子餘習 

  生理上所顯現之現象，乃和子餘習之表徵，其累世中曾有一世在西藏密教修法，受過

嚴格宗教教育洗禮，但因一念之差而入歧途，多年修行毀於一旦，惟畢竟經多年苦修，

和子記憶始終難忘，…….此時因其和子體強電子體弱，如能用其真意真性，自必趨向

於善。一旦電子體強，和子體無法主宰，恐將忘記投胎時之立願，此為隔世之迷，不可

不慎！因此必須時時善加誘導，如有機緣，可勸勉參加正宗靜坐，共奮自創， 

                                                      
32

 《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p1 33  
33

 《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14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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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部轉化因素 (運與時 )   

   宇宙運行中有一個必然的規律－變。事物中因循環和相對這兩種元素而產

生的變化，使我們主觀界定了起伏；「運」就是這種變化中的一點體現，或者

可說它是一種事態的反照。按一般的理解，「運」有兩重含義。一是人生來

的命定；即一生中窮通起伏的定數，一般稱為「命」。二是每一段人生歷

程中的每一個起落，一般稱為「運」。概而言之，「運」統稱為「命運」。

一生人的窮通總結，其定義和標準 34：  

1.  運是在人的順境和逆境中某一個位置的體現； 2.運是「果」、  

因果的果； 3.運是人的「氣」和外間的「氣」匯合而產生的效應。定命

啟運，  機微是快將到來的「運」。  

  「時」可理解為時間(辰)、時機、 時運，時間是35
:人類生命活動的重要參數， 時運

描述的時間較長影響範圍層面較大，而傳統宗教的概念有過去、 現在與未來。《永恆的

經典：流傳千古的 130 篇傳世散文 .論時機》描述 :幸運之機好比市場，只要錯過

機會，價格就將變化 ;善於在做一件事的開端識別時機，這是一種極難得的

智慧。中醫時空醫學，針灸的子午流注納甲與靈龜八法，以及修行的四正時 :子午卯

酉都是運用時間的實例。 

        案例 時機 

  病症乃累世因果業力催討，亦是眾業之總清。業力是累世而來，此世有機會總清，可

以重還清白之身。若非逢三期末劫，得明師傳授超生了死之昊天大法，不知還要如何輪

迴顛倒。 

          案例 逢運 

  同奮道名已取消，屬於初皈同奮身分。……人身難得今已得，大道難逢今已逢，明師

難求今已求，此身不向今生渡，更待何時渡此身，快快回頭吧！ 

  

三 感於其正。其氣發而至剛。   

由於上述內在性格的長期訓練改造， 激發個人覺醒領悟力， 人也可以為神， 藉

此達到撥亂反正力量 :  

• 神律系統的每一性靈和子皆具有扭轉逆化的質性氣性，而直接或間接

影響神律系統與自然律系統，這轉換關鍵 :神媒在不斷加強自力修持

的過程中，一旦能將所適釋放於外的所有質性氣性能量調整為純一質

氣的理想狀態…即已具備撥亂反正的特殊性救急力量。   

       

   《新境界》提示36：「操之在人生之中，不操之在人生之外。」該文提示鼓勵我們， 多

                                                      
34

 邱繼宗 運的管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06/23/8737828_423206248.shtml 
35

 王樹芬 周銘心編《中醫時間醫學》前言 1993  
36

 《新境界》:4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5e4d70100r52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5e4d70100r52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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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聚自身的潛能，繼而超越外在影響的變化， 如此掌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魄力。 

        案例 身心靈調理 

  肝癌確已進入末期，欲期完全好轉，已屬不易。……當前應以療靈、療心為主要調理

方向，再配合以人間醫療診病即是。於此特別轉知人間應配合之事項：                                      

    一、每日宜誦持廿字真經一本與廿字真言五百聲。誦畢時祈求廿字甘露水一杯服下，

可以淨化靈氣與體氣。 

    二、一個人在病床上，正是反省自身思、言、行的最佳時刻，仔細參照人生守則廿

字真言中每一個字的意義與內涵，依此方向反思自己的一生，有過則悔之！改之！藉以

重新調整個人的心理方向… 

 

参 生命的發展 

  修道似乎不是坐在家裡面冥想，而是應用入世的一種心態來修煉出世的一種道。人

生百態，就是煉道的非常好的途徑。道是路， 似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道也是

氣， 由於人是有個性、情志、 意識，因此不同的心氣境界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亦

有不同的道路。  

  一  養生保命 (五門功課)  

   普通人體弱多病，加強體育鍛煉，變成一個健康人，就是一個境界的突破。一個健

康的人，經過鍛煉，變成一個強壯的人，這也是一種進步，一個強壯的人，為了追究極

致，成了專業的人士，不停的打破記錄，這樣的人就是修煉的人。   

         案例 醫道保命 

  以往之奮鬥成果已能幫助她自己面對急急前來催索的累世業力，而有今日。但亦因體

質殊異，仍必須堅定奮鬥意識，迎接更多磨煉，方足以克盡全功，重還清白之身。……

併用中醫、西醫診治，先以中醫調體，再採用西醫手術，手術後又以中醫調補。由於體

質敏感，再加上心臟手術非同小可，必須格外注重有形的調體。               

    鍛煉自己的精神力，就是從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入手比較容易，日常功課因為熟悉，

就可以在大腦之中清楚的想象出那件東西的畫面，以後再繼續深化，不斷添加一些複雜

的東西，一段時間，記憶力不退化反而強化，這是最基本的好處。 

•     WHO(世界衛生組織 1947)定義:“健康”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會上完全安寧

美好的狀態，不僅僅是免於疾病或虛弱而已。  

李歌於成人身體健康提示注意指標37: 體溫(耳 36～37℃) 脈搏(60～100 次/分) 血壓

(收縮壓為 133～160mmHg，舒張壓為 8 0～106mmHg) 心跳(60～100 次)呼吸(16～20 次

/分) 體重指數(BMI)等。 

                                                      
37

 李歌 教你學會做自己的大夫 http://www.hairway.org/show.aspx?id=1314&cid=76&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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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設計的身體健康指標 45 項測試表，從食衣住行育樂肢體觀察，應該清楚其身

體健康狀況。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世界上很少有人是完全健康的(俗稱亞健康是指人體

處於健康和疾病之間的一種臨界狀態。)。絕大多數人的身體都存在著某些沒有被自己

察覺的問題。健康指數測驗，不是為了讓人們對自己的身體產生深深的憂慮，而是要提

醒人們注意自己的身體，改善自己的健康。所以，通過上面的測驗後，如果發現自己的

身體健康指數很差，那也不要驚慌、憂慮。只要及時認真調養，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

生活，健康還能回來。健康的各項指標，是通過對人體的各個系統的檢查得來。因此，

要詳細人體的各項指標，就得分別了解各個系統的指標入手。 

      案例 養生保健之道，維持肉體機能 

  生命本自然，但必須行養生保健之道，維持肉體機能自然運作，方不 

致產生過度衰退現象，目前肉體機能已呈急速衰退，生命機能消退，注重養生 

為當務之急。但亦請本人與家屬有較平穩的心理建設與準備。依無形天醫追蹤癌 

擴散情形，……從靈體醫治之效不易收效。          

     郭雲深論形意拳說出明勁,暗勁,化勁(對應於身體的骨筋與髓)38: 

    易骨之勁全，練精化氣之功畢矣。…  化勁者，即練神還虛，亦謂之洗髓之 

功夫也，是將暗勁練到至柔至順，請之柔順之極處，暗勁之終也。 

外家功夫橫練骨筋，當它強度達到一定層次的時候，便能夠引動部分天地真氣進入

體內，從而產生勁氣，到這一步便是達到了所謂的暗勁，然而這種真氣入體與內家功法

似乎又有著分別，外家功夫的內勁入體後，因為沒有心法的引導，所以並不會引入「上

丹」，而是散到身體的經脈和臟腑，使其強化。內家功夫吸收到的真氣在身體循著經脈

運轉的時候，雖然也有部分被經脈和臟腑吸收，不過大部分還是被納入到「上丹」，所

以在對經脈和臟腑的強化上，效果就較差於外家功夫。 

    《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有段通關洗髓的認知，二關(玉枕關 腎俞關) 與洗髓

(內分泌系統--腦下垂體--松果體)， 前二者是連續反應作用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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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神)，後天氣源位於腎俞(下丹田-精氣)。 

《素問。六節臟象論》有言：「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又有《素問。

上古天真論》所言：「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而《難經 ·八難》說：

“氣者，人之根本也”。《難經 ·六十六難》：“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性命

也。十二經之根本也。”          

由此可見，從中醫角度，腎乃先天之本，臨床上少了一個左腎(按:臟象功能)其實就

是先天條件不足，所以會精力不足。如此煉元神的溫養蘊化下丹田(腎俞穴與關元穴幻

化區)，實是自力開發通關洗髓的功夫， 時機到了，厚積薄發，元神就成了。 

                                                      
38

 郭雲深論形意拳 http://taichi-kungfu.myweb.hinet.net/ume125.htm  
 
39

 《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32~3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1%A5%E5%BA%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6%BE%E7%97%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4%E7%95%8C%E7%8A%B6%E6%80%81
http://www.wahas.com/thread-1720120-1-1.html
http://taichi-kungfu.myweb.hinet.net/ume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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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有序的心理活動表現為寧靜、穩重、和諧的心境，這種心境能保持強有 

力的生命功能。此時機體處在最穩定狀態40：內分泌活動良好，免疫力強大，植物神經

平衡，機體代謝旺盛。心理與生理通過下丘腦相聯繫。下丘腦有三條主線：免疫、內分

泌和自主神經。 

     涵靜老人親身體驗41:宗教上談養生，還有先天業緣因果關係在其中，會阻礙你不

能去養生保命，只要靜坐班同奮天天做五門功課，自然可以解開先天業緣因果。生命一

開始，和子與電子就趨向對立衝突會有混亂，而疾病就易產生，藉由修持可使對立減少

達到調和。人身上可見的是細胞、組織與系統，未現而存在的有原子、穴位及經絡，修

煉可改造內部結構機能，一般人從經絡逐步開發， 竅開關通，從 世尊的修道歷程，知

道人的潛能可以將細胞原子做極大發揮化成不現的氣胎，如此後天返先天，使得小和子

聚大提升質與能，如此吾身非但強化反現不可思議的功能。 

    《師語‧同時修煉靈魂與肉體》：向自己奮鬥簡單明瞭，就是要培養正氣，做四門

功課；煆煉精、氣、神，就是靜坐。靜坐即養生之道，修煉體內精、氣、神三寶，以心

性能量同時修煉靈魂與肉體，提升和子、電子之電力結合往來減少對立排斥。如此身心

靈的和諧關係中，充沛和子應可帶動電子體發展生理、心理之功能；即便電子體老化已

達最大負荷，但是生前所修，容易激發和子躍向光明。 

   

二 長生 永生 

    意指壽命長而不會衰老。相近的辭彙還有長生不死（在安全無外力狀況下擁有無限

的壽命，但依舊會老化 。 

    目前有三種常用測算生物壽命方法42： 

  第一種是荷蘭解剖學家巴芳，採用生長期測算法：哺乳動物的壽命相當於生長期的

五~七倍。人的生長期需要 15~20 年，由此測定人的自然壽命應為 100~175 歲之間。第二

種為哈爾列爾等科學家採用的性成熟期測算法：哺乳動物的壽命一般應為性成熟期 8~10

倍。人的性成熟期為 13~15 歲。由此推算出人的自然壽命應為 100~150 歲。第三種為美

國赫爾弗‧利克。採用細胞分裂次數與分裂週期的乘積。人體細胞分裂次數為五○次，

分裂週期為三年，由此測定的人自然壽命應在 110~150 之間。 

  上述三重研究成果已證明，人類自然壽命至少可以活到 100 歲至 150 歲之間。人類

生存歷史也證明，自然壽命能夠活到 100 歲以上。 

  在中國傳統醫學文獻上如《素問‧上古天真論》說：「…盡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在《靈樞經‧天年》中就有三次提到人的天年為「百歲」，「人之壽百歲而死。」 

    《胎息經》說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

知神氣者可以長生。…..不知醫道通仙，自古記之，亦在乎人而已矣。 世尊於《天人

學本》心息相配曾有一段說明胎息又稱真息即內呼吸的真意， 當達到此程度就能少疾

                                                      
40
 心理醫學網 http://www.my8686.net/ShowArticle.asp?ArticleID=56 

4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65 

42
 健康通訊雜誌社 http://www.ganoderma.org/health/explore/explore008.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BF%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B0%E8%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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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健康長壽。 

      案例 延壽 

其最重要關鍵乃在於…..如有心奉獻，則無形之中自會為其調靈與調體。並且如有以

下條件配合，更能相得益彰：……、如有求道、求長生保命之心，應接受首席點道，靜

參正宗靜坐，葆固及養煉精、氣、神三寶 

引錄《新境界》兩段說明永生的階段是依靠自己奮鬥， 持續鍛鍊的成果， 文中指出

和生與永生的差別: 

《新境界 精神之鍛鍊》今人不貴性命，浪費精神，消耗電子，是以速死而諉諸大數，

不知人生究竟，生命歸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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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濁祛除，自然卻病延年，陽和充溢，當可返老還童。斯時已由「電胎」進

入「炁胎」階段，靈機煥發，智慧圓明，自修自創之基本功夫於此大定，更能自度度人，

常應常靜，一得真我，永生共生。 

    《新境界  新生論》故此聖凡平等境界之生為永生（或大生），平庸之生皆是末生或

和生，不論其為何種之生均須自奮自創，否則不但永生不可得，即和生亦不易得也。所

謂「永生」，即係積極為全宇宙人類之生而生；「和生」即為悲觀的，求其自身剎那間之

意味而生。前者博大無涯，幸福無疆；後者則曇花一現，如露如電，生死無常，可痛亦

復可憐也。 

            案例 永生 

參加靜坐班等於替其子找了一條永生之路，而化減了一段夙業，…但因其參加靜坐班，

找回原靈喚醒本性而銷解本意，  

 

 三 《內經》道生觀的延伸 

   「一切物質之動靜，皆有道意。此道意即生機也，亦即 “和” 是也。凡一切獨生

之物，絕不能生長，皆須和容對象，始成為生物。是故大道包羅萬象，和容一切，是為

道之本體。」43 因此道氣是平和，充滿生機是多元化， 產生十大天人， 唯人類特具精

氣神， 若得以體悟，生發的道意就如上古真人。 

• 《內經 .上古天真論》有段道生觀：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

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以此為準， 依

次有至人、聖人、賢人的區別， 今列表以精氣神、陰陽、天年、時空與條件等分項

與昊天心法比較如下表: 

   

 

 

 養生 長生 永生 

 

昊天心法 

                                                      
43

 同上 新境界：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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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氣神  

 

鍛鍊精氣神 形體不敝，精神

不散， 

呼吸精氣，獨立守

神，肌肉若一 

積精全神 

形神兼養 

性命雙修 

返本還原(元) 

• 陰陽  

 

逆從陰陽  把握陰陽 

和於陰陽， 

混和陽陰炁      

自然運化 

• 天年  

 

益壽而有極時 可以百數 故能壽敝天地，無

有終時 

益其壽命而強者 

天命換人命(條  

件式) 

真我 

• 時空 

 

賢人 聖人 上古(真人) 

中古(至人) 

末世救劫急頓 

• 條件 法則天地，象似

日月，辨列星

辰，分別四時 

 

處天地之和，從

八風之理，適嗜

欲於世俗之間， 

提挈天地 煉心(四門功課)          

煉炁(元神) 

煉靈(封靈)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53 頁明示: 「直修昊天虛無大道，就是超越了道家之『煉

精化氣』、『煉氣化神』的兩個步驟，直接修煉『煉神還虛』之第三步工夫。」 

    依郭氏拳論推之，煉精化氣，是將骨中精華提煉成真氣(按:對應馬藏相與斬赤龍)，

從而鍛煉筋骨強大自身，此為暗勁。煉氣化神，則是將真氣凝練到極致之後，轉化成為

真元，踏入到化勁境界，并且產生和應用神識，改變自身基因，進入到這個境界，壽命

往往都能達到百歲開外(按:後天返先天)。煉神反虛，就是傳說中的境界了，堪破人身的

生死之謎(按: 郭雲深說 呼吸似有似無。與丹道工夫，…，呼吸相同，因此似有而無，

皆是真息)。 

    引錄一段靜坐對於生命發展的功能44:我們要求健康長壽，如何才能算健康長壽？只

要生活有規律，沒有私心，不為自己打算，天天唸誥救世救人，自然清心寡慾，身體健

康。長壽是想長生，肉體要長生不死，根本是不可能，只有精神可以不死，就是要借假

修真，鍛鍊、精、氣、神，創造新生命，修煉成真我，才算長生不死。……。靜坐就是

鍛鍊只有人才有的精、氣、神三寶，創造的新生命，可以永生，在 上帝左右，與宇宙

共始終，現在人間多少人所希望的長壽，結果都是黃土一坯，他們的目的都沒有達到，

人生幾十年是太渺小了，現世的功名富貴都帶不走，只有罪惡和功德和自己的道行（靜

坐功夫）可以帶著走。 

 

肆  《首席師尊精神講話選輯 / 從宇宙生命談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   

                                                      
44

 首席師尊精神講話選輯  首席使者辦公室敬印 1989. 9:128~129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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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科學研究者認為生物體的生命至少展現以下現象45： 

1.體內平衡：2 組織性：3 新陳代謝： 4 生長：5 適應：6 對刺激作出反應： 7

繁殖： 

一 物質終必毀滅  

 現代細胞學發現細胞的分裂繁殖是有極限的，一般人一生當中細胞分裂繁殖的次數

只有五十幾次，而在幼年時代，因為生長需要，細胞分裂的次數是最多，也是最頻繁的。

有些老小孩案例 由於個人的身體，是處在幼兒期，細胞分裂速度加快，等到細胞分裂

的次數達到，就會停止。到時候，身體組織再受損，其內部的細胞就不再分裂繁殖，這

樣，就只能依靠受損的細胞繼續生存，這個時候的身體細胞就會衰老死亡，表現在人體

表面，也就是一個人衰老死亡的過程。 

       案例 基因 

  早在肉體於母體成長時，部分基因有異變，一直到了相當年紀，由於 

身心過於疲累，異變的基因變得極為敏感，擾亂其他細胞之正常運作，表現出今 

日的病魔纏身。因此，不在求完全根治，只能先求穩定，維持生機。                                                                

  人生存於自然宇宙中，是依照天地陰陽法則，隨四時變化而生活，精神生命意謂無

形，肉體生命即有形； 在十大天人的代表就是人， 陰符經:日月有數，大小有定；即俗

話說萬物皆有定數，人最後亦會損壞消失，若把握知能覺行慧，超業淨質，超九凡入

一聖，而有後段  :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本章文義指出: 無形宇宙指的是性靈所組成的宇宙，對整個有形宇宙──物質世界

──產生不可思議的控制力量與調和力量。這種聖功與神明，代表精神生命的產生， 藉

由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交互運化，其物質世界必有不少作為。 

        案例 命定  

依爾此世之命定而論，約五年前即應已不良於行，癱瘓在床，但因爾加入帝教積極奮

鬥，暫以爾之奮鬥定爾之前途。…..對肉體病痛之診治，一方面配合現代醫療就診，一

方面打開心胸迎接挑戰，於靜坐上持之以恆 

 

二 自我奮鬥與創造   

 1.天人之學 

《師語 天人之學》有段《易經》與自然宇宙的關係: 

「天」代表大宇宙，宇宙文化就是天帝教的宇宙大道，…大自然的自然法則。中華

文化源遠流長，最重要的部分，萬事萬物的真理，就在一部易經上表達、表現出來。易

經哲學是萬事萬物的真理，就是宇宙的大自然法則。 

   《易經》的創作過程:無極→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伏羲氏觀察自然

界的狀態，發現有八種現象物質，以符號陰陽三疊組合可以象徵萬物，後世稱為先天八

                                                      
45

 維基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4%9F%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4%E5%85%A7%E5%B9%B3%E8%A1%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99%B3%E4%BB%A3%E8%AC%9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4%B0%E8%83%9E%E7%94%9F%E9%95%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9%81%E6%AE%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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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河圖)， 其間的兩兩交互錯變形成後天八卦 (4960 種八卦組合之一為洛書) 46:常見有

神農卦、 黃帝卦、 文王隱顯卦、  麒麟卦、白陽卦等，由於不同時空， 各有其實用

與發展性，唯昔日周文王因特別需求與體悟世間事物，再演化八卦為 64 卦即《易經》， 

更表現出大自然簡易、不易、多變的法則。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記有  上帝所云：十五大光明，守之不盡，

用之不竭。…何福不臻，何祥不徵，何劫不滅，何厄不減。是身有道，是域有道，熙

攘之境，同康有光。 趨吉避凶解厄的本能 (自愈警覺的能力 )是任何人與生俱來的，

其命運都與他的星辰運行的軌跡是相符合的，這是天道；但是每個人未來的命運都是可

以通過他的面相、手相還有氣色以及言行等不經意的透露出來！ 而《易經》經過歷代

前人推演為山醫命卜相的工具至今仍於民間廣為流傳。(按:《旋和.從易的觀點談十五大

光明》1997 11 期，施光旅同奮描述此觀念是河圖先天的理念)。 

  當人生下後即進入後天，隨著氣質運時的變化有些離開道意生命就隨波逐流，濛濛

一生，有幸體悟人身難得，誠如《易緯乾鑿度》:易一陰一陽合于十五之謂道， 解讀上

段經文，當後天境界走上道之路，回到先天其身心靈經過心氣結合呈現光明，可發揮內

外無限潛能，小而達到疾病減少，大而有效化減劫難。 

           案例 五門功課是保健法門 

   現有之肉體各症狀乃因長期疲勞，損耗元精、元氣、元神，缺乏運動 

與養生所造成。……先有天命方有人命。七十七年以天命換人命，八十年施以診 

靈調體，八十五年中再度施以診靈調體。只可惜！離阿之後，不免疏於五門功課， 

而有今日。……五門功課是保健法門。身處紅塵火宅，在五濁惡世中歷煉，難免 

心有妄動，必須不斷的省懺，才能刮垢磨光，迎向光明。 

2.醫道還元  

 呂祖傳說《醫道還元》自序 47:醫道不可不先醫其身，道家的醫學理 

論和傳統的中醫理論還是有區別的，但是殊途同歸，總言是讓人身處于一個陰陽調和的

最佳狀態。不過道家不只是用中藥和針灸來進行治療，更講究被治療者和治療者的心態。

道教的服食修煉方式，就是服食丹藥和草木藥，以求長生。服食起源于戰國方士，道教

承襲服食術，魏晉南北朝時，倡服金丹，同時，服食草木藥也較普遍。俗話人體(身)自

有大藥(陰精)，這『精』指的是先天『元精』，在未生性慾未動凡心之前，一心清靜而修

而煉，真火把後天『陰精』質料煅煉成氣。 

  「返本還元」還什麼元48？就要從後天的假呼吸回到真呼吸，回到我們媽媽時期的胎

息，就是返本還原。 修煉的同奮，煉到沒有外呼吸了，鼻息沒有了，你的身體就能健

康，就可以達到長壽的目的。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59~60 頁描述靜坐對人身的益處:有形世界的人類今天 

                                                      
46

 王工文 聖賢寓卦立象的智慧 台灣發展研究院 102.3: 
47

 《醫道還元》http://www.tao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2/c62032.htm 
48

 《天人學本》63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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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五濁惡世、人間火宅的染缸之中，要為生活而奔忙，消耗先天帶來的「元精、元

氣、元神」，最後大家不免生、老、病、死，惟有修道人學靜坐可以使得「內病不生，

外病不入」、「防止衰老」，只要天天不斷用功夫，宿疾自可以全部根除。 

 

三 天人合一回歸宇宙 

 《黃帝內經》主張天人合一，其具體表現為天人相應。多篇強調人「與天地相應，

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靈樞·刺節真邪》），「人與天地相參也」（《靈樞·歲露》、《靈樞·

經水》），「與天地如一」（《素問·脈要精微論》）。認為作為獨立於人精神意識之外客觀存

在的「天」與作為具有精神意識主體的「人」有著相近的本原、屬性、結構和規律。因

此有謂「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的行為若能符合宇宙自然之道，就能瞭解人

類的生存規律。因此一個有德之人，有機會煉就天人合一的道法，德多高 道就有多高。

行大道需要大德，這是每一個修道以至進道者所必須體悟的，《新境界 新生論》亦提及:

有德而後道方可行。   

《太平經》以易理八卦“窮道通意”，稱八卦的卦象變化，體現了天地的生 

死、壯老的氣興衰變化，將卦象變化的理論吸收，建立宇宙元氣化生天地人理念 作為

道教道義天人思想的一種手段。 物質宇宙即是有形宇宙，就是物質世界；而無形宇宙就

是精神世界。上文說明整個宇宙包括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 人屬於有形宇宙(物質世界)

的肉體生命。 世尊認為: 要能運用自然與物質相配原理，經過精神與肉體的鍛鍊化合

過程，勤修苦煉，終必超脫物理世界的束縛，即努力以求掙脫人類本身上電子之影響的

奮鬥，創造人類之文明以達於真理之域，逐次向天界要求平等之奮鬥，終於天人大同亦

是宇宙大同(按: 該情景書上記載: 與數千年老前輩對座暢談)。 

維生先生曾於天人合一整理講述(84.07.09) :自然代表天，生命代表人; 天 

與人是一體相同的理念。回憶有段故事， 世尊初次晉見雲龍至聖求道情景老人家舉二

指頭說:自然，相信即是此意(後來師尊入證自然無為心法，曾說：「現在才懂得什麼才是

自然。」)  

    恭錄 三則 師尊對於合一的揭示如下: 

1.祂是道，是和諧。 

「道為和諧秩序，為了維持宇宙和諧，天有常道，天不變，道也不變，在和諧秩

序下所構成了天和人的關係」  

     《闡教法乳 .入定捷徑 第十二章 合一》二則有49： 

2. 精氣神三者合而為一，是真我 。 

     「合一，道也。道本無為，精氣神三者合而為一，凝結玄關剛氣成矣。飛  

       行入石，若有若無，若亡若存，二我固矣。」                        

3.祂是金丹，是剛氣。 

「儒為正氣，佛為舍利，道為金丹，耶為真神，回為二我，在吾道則曰剛氣，剛

                                                      
49

 《闡教法乳.》天人研究學院恭印:16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B8%9D%E5%86%85%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A%BA%E7%9B%B8%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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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者金剛之氣也。」 

            

伍 結語   

    人，乃天地之精氣化生，是目前十大天人氣質完美極致的生物。人生之理，以陰陽

二氣而長養百骸，而陰陽失調(心與物的不和諧而混亂) 是疾病。 

健康的身心靈可以減少疾病，但疾病的正面意義，卻讓人們反省為何如此? 繼而預

防更大的傷害從而保命。養生即治未病，心病常是先於身病，由本醫案知道，人命有限，

靈體有病其肉體亦有相當關聯。 

《天人親和真經》提醒大家氣質與運時的內外因素的密切配合，是個人

生命發展極重要的考量。「斯天不生人 萬古長如夜」，疾病為人體的小劫，是我等

基本考驗，化解人類的重病大劫，進化有形與無形生命的合一，則是我們的目標

使命。  

常言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造命觀是建立於人身難得，即時修持才有的機

緣，道不遠，藉由生活當中的疾病、災難、困厄、喜悅都可切身感受自然

的生機，帝教的同奮擁有多項妙寶，不單養生保命，持續五門功課不輟，

修行光明體，有生之年還可重返先天境界，延壽長命，持道心、養靈炁，

甚而大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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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實學之「性功、命功及神功」內涵研究 

──孟子的修養觀 
 
 

胡其楨(緒勵) 

 

 

 

摘 要 

  天帝教將天人之學分成四門學科：天人文化、天人親和、天人炁功、天人

合一。學科方法雖有四門，路徑實則一條，不外從天人親和的過程中，達到天

人合一的境界。而天人親和的憑藉在於誠敬熱準，誠敬熱準又來自心性的修養

功夫。因此，本文以孟子的修養功夫作為探討的主要內容，提昇天人親和的誠

敬熱準為目的。  

  本文的開展以孟子的性善思想立基，進而梳理並闡明孟子的修養方法，最

後以「盡心」而「知性」而「知天」的進路，歸結孟子的天人之學。 

 

關鍵詞：立其大、寡欲、養氣、浩然之氣、持志、直養、盡心、不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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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實學之「性功、命功、神功」內涵研究  

──孟子的修養觀  
 

胡其楨 (緒勵 ) 

 

 

壹、 前言 

  孟子承繼了儒學的道統，被世人尊為亞聖，其思想影響後世甚遠，綜理其思想體系，

可簡括言之：以性善論為立論基礎，擴充四端為修養功夫，橫推而成王道政治思想、縱

推而成天人之學。 

  天帝教將天人之學分成四門學科：天人文化、天人親和、天人炁功、天人合一。學

科方法雖有四門，路徑實則一條，不外從天人親和的過程中，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

天人親和的憑藉在於誠敬熱準，誠敬熱準又來自心性的修養功夫。因此，本文以孟子的

修養功夫作為探討的主要內容，希望藉由孟子修養功夫的探討，有助於同奮增進心性修

持的了解，從另一個角度來融通本教的修持法門，提昇天人親和的誠敬熱準。  

  本文的開展以孟子的性善思想立基，進而梳理並闡明孟子的修養方法，最後以「盡

心」而「知性」而「知天」的進路，歸結孟子的天人之學。 

 

貳、 以性善思想為立論基礎 

  自古以來對於人性的善惡說法，論者紛紛，歸而言之不外四種：一者性善，二者性

惡，三者不善不惡，四者可善可惡。而從現實的經驗了解，絶大部人的內心狀態皆是有

時善念，有時惡念，也就是屬於「可善可惡」之類，其理可從本教教義新境界而得清楚

了解： 

 

孟曰性善，荀曰性惡，實即為和子（靈）與電子（肉）之關係。和子根本為先天的

真純的，無善亦無惡，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一與電子配合，遂與電子之遺傳性的關

係（父精母血）相混，而有善惡之薰染，色相之附合。50 

 

和子中有此若干之特性皆由先天流來，因此一切真善、真美、真愛、真正之性莫不

由和子中發出，然亦因其無所不入，無所不親之故，而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易予

薰染，善有變幻。51 

 

                                                      
50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2001 年三版，頁 61。 
51

 同上，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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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和子的先天性質本來是真純的，即無所謂善亦無所謂惡的，但是落到後

天與電子體結合後，因為和子與電子有不同的相對的屬性，相對於電子性質來說，和子

的先天性質是和善的，電子的性質是兇惡的。而和子除了先天和善的性質外，又因具有

執性，與電子相互作用後，容易受到電子惡性的薰染而沾染惡的習性，所以一般人才會

顯露出時善時惡的特性表現。當和子的先天性質流露時，則表現出善性；當和子受薰染

的習性流露時則表現出惡性。所謂的修養即是要淨化和子受後天薰染的習性，回復先天

和善的本性為目的。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即是以修養之目的，從不同角度建

立修養方法的理論基礎。荀子從後天習性立論，認為人須要努力修學以克制並潔淨後天

薰染的習性；孟子從先天本性立說，肯定人人皆可為堯舜，聖人不過能時時發露先天和

善本性的結果，所以孟子說：  

 

孟 子 曰 ： 「 乃 若 其 情 ， 則 可 以 為 善 矣 ， 乃 所 謂 善 也 。若 夫 為 不 善 ， 非 才 之 罪 也 。 

惻 隱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羞 惡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恭 敬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是 非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惻 隱 之 心 ， 仁 也 ； 羞 惡 之 心 ， 義 也 ； 恭 敬 之 心， 禮 也 ； 是 非 之 

心 ， 智 也 。 仁 義 禮 智 ， 非 由 外 鑠 我 也 ，我 固 有 之 也 ， 弗 思 耳 矣 。 故 曰 ： 『 求 則 

得 之 ， 舍 則 失 之。 』 或 相 倍 蓰 而 無 算 者 ， 不 能 盡 其 才 者 也 。  

詩 曰 ： 『 天 生 蒸 民 ， 有 物 有 則 。 民 之 秉 夷 ， 好 是 懿 德 。 』 孔 子 曰 ：『 為 此 詩 者 ， 

其 知 道 乎 ！ 故 有 物 必 有 則 ， 民 之 秉 夷 也 ，故 好 是 懿 德 。
52
 』 」 

 

  仁義禮智這些道德，都是上天所賦予人的本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我固有之

也，人只要順從本性發露，那就是善（乃若其情， 則 可 以 為 善 矣），也就是仁義禮智這些

道德（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所以道德存在於自身內在，人人具足，不需要向外求得。

何以見得？孟子舉了一個可以從普遍經驗上了解的例子：  

 

所 以 謂 人 皆 有 不 忍 人 之 心 者 ， 今 人 乍 見 孺 子 將 入 於 井， 皆 有 怵 惕 惻 隱 之 心 。 非 所 以 內 交 

於 孺 子 之 父 母 也 ， 非 所 以 要 譽 於 鄉 黨 朋 友 也 ， 非 惡 其 聲 而 然 也 。  

由 是 觀 之 ， 無 惻 隱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羞 惡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辭 讓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是 非 

之 心 ， 非 人 也 。 惻 隱 之 心 ， 仁 之 端 也 ； 羞 惡 之 心 ， 義 之 端 也 ； 辭 讓 之 心 ， 禮 之 端 也 ； 是 

非 之 心 ， 智 之 端 也 。 人 之 有 是 四 端 也 ， 猶 其 有 四 體 也 。 有 是 四 端 而 自 謂 不 能 者 ， 自 賊 者 

也 ； 謂 其 君 不 能 者 ， 賊 其 君 者 也 。  

凡 有 四 端 於 我 者 ， 知 皆 擴 而 充 之 矣 ， 若 火 之 始 然 ， 泉 之 始 達 。 苟 能 充 之 ， 足 以 保 四 海 ； 

苟 不 充 之 ， 不 足 以 事 父 母 。 」 
53
 

 

  孟子舉出：任何人看見一個稚鹷小孩不小心掉進井裡，在當下的刹那，內心普遍皆

                                                      
52

 《孟子》告子章句上。 
53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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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興起不忍的惻隱之心，而這樣的發露並不是要求得良善的美名，或怕他人的非議，也

不是有想要結交小孩的權貴父母以致之，只是一種天性的自然流露。或許，有些人不認

同，因為從現實經歷中，可以聽聞很多類似的例子，卻是以之求名求利。不過，要特別

說明的是，孟子指的是：發生的當下瞬間所生起的「第一念」（也就是不經過後天思惟

的識神作用），此念又稱「初念」，其心稱「初心」、「直心」、「赤子之心」，皆為「本心」

的另名。而在這「初念」之後，可能受到習性欲望的引發，從而產生追求名利的妄念與

思惟。因初念精微細小，妄念其性粗重，因此「初念」容易受到妄念的遮蔽而不得彰顯，

從而形成以妄念為主導的意識作用，此即為自古相傳的道統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要義。所以「若夫為不善，

非才之罪也」，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為惡，與先天本性無關，而是後天薰習沾染的習性所

致。 

  既然本心發露之初念容易受遮蔽而不顯，那麼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讓初念不受遮

蔽？在此，孟子舉出「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四端」是本性發露的四種

善的心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念，也就是說，在這四種善念的基礎上，進而

不斷擴充其他善念，減少妄念的發露，如此一來，便能逐漸地淨化受薰染的後天習性，

回復先天清淨光明的本性。此為安身立命之根本，近可以安身保家，遠可兼善天下，成

聖成賢，此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之意涵。因此聖賢之道，人人可為之、成之，如

果還有人自認為做不到，不能自我承擔而自暴自棄者，孟子稱其為「自賊」。 

  

參、修養的方法 

 

  承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孟子的修養觀即是以性善的思想為立論基礎，而以不斷

擴充善念為修養方法。但是人的生存需要依託於電子體（肉體）而存在，因為電子體的

存在就有其需求，就會產生七情六慾，而七情六慾在外物的引動下，往往會激發慾望的

發展，造成妄念的擴張，從而壓制了善念的發露，致使本心受到遮蔽。對此，孟子在擴

充善念的方法原則下，提出了更具體的修養方法，接下來我們將對孟子的修養方法作進

一步的探討。 

 

一、 立其大 

 

孟 子 曰 ： 「 人 之 於 身 也 ， 兼 所 愛 。 兼 所 愛 ， 則 兼 所 養 也 。 無 尺 寸 之 膚 不 愛 焉 ， 

則 無 尺 寸 之 膚 不 養 也 。 所 以 考 其 善 不 善 者 ， 豈 有 他 哉 ？ 於 己 取 之 而 已 矣 。 體 

有 貴 賤 ，有 小 大 。 無 以 小 害 大 ， 無 以 賤 害 貴 。 養 其 小 者 為 小 人 ，養 其 大 者 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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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54 

 

  對於一個人的生命來說，有所謂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孟子認為在二者的對待上，

有貴賤小大之別，所謂賤者、小者，是指把心志放在肉體生命的存養與物質的享受上；

所謂貴者、大者，則指將心志放在精神生命的光大上55。一個人的善念能不能持續的擴

充，而不受妄念的侵奪，進一步形成心志的善與不善，就是就從這個基礎上開始分流發

展的。在此基礎上持續的發展，一者將為凡夫，一者可成聖賢。再者：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56 

 

  每個人都有成為聖賢的性善本質，而凡夫為什麼是凡夫，不能成為聖賢，就是因為

受到物慾的誘惑導致之。要想超脫物慾的束縛，首先就要將心志立基於精神生命的光大

上，如此一來，心志專注於精神生命的追尋上，對於外在的干擾與引誘，自能不為所動。

所以在《孟子》一書首章即以梁惠王的對話：「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來指

出人生立基的目標方向──光大精神生命，作為整本書的開言立義。 

 

二、 寡慾 

 

  一般人為什麼要孳孳營營於物慾的追求？其因在於有「樂」可得。然而物慾之樂是

短暫而膚淺的，人們樂此不疲的原因，在於其樂粗淺而易得，而不知在光大精神生命的

過程中，實有較於物質之樂更加充實而滿足的深層至樂。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

人心失其正，也就是失其本心，孟子指出：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57  

 

當一個人飢餓的時候，吃什麼東西都好吃，只求有東西能止飢，往往不會在意或分

辦食物味道的好壞；而人心也一樣，飢餓的時候往往也難以分辨出真正的味道。為什麼

                                                      
54

 《孟子》告子章句上。 
55

 對於天帝教同奮來說，本師涵靜老人明指：立大志，發大願。立大志：立志希聖希賢，做好道德行為

上的修養；發大願：發願救世救劫，培養正氣，弘教渡人。 
56

 《孟子》告子章句上。 
57

 《孟子》盡心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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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有飢餓？主要在於慾望難填，永不滿足，所以會有飢餓。因為飢餓也就無法品嚐出

生命真實之樂，而躭溺於物質享樂，所以孟子進一步指出「養心莫善於寡欲」：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58 

 

  欲望有「需要」及「想要」兩種，「需要」的欲望是因為維持生存所需，這種需求

往往不多，「寡欲」即指此種欲望。「想要」的欲望則無止境，有了「需要」的「一」，

就想有更好的「二」，有了「二」之後，接著又想更多的「三」、「四」……以至無止境。

這就是妄心的表現，亦即造成本心不顯的最根本原因，本文以「慾」字來表示這種妄心，

以與「寡欲」作區分。所以孟子說修養方法的重點：不要有「需要」以外的妄念，更不

要去追求這些慾望，方法不外如此而已。 

 

  另外，對於「樂」的問題，周敦頤在《通書》中有段相關文字表示：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

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於貧者,獨何心哉? 

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59  

 

  上文指出顏回之所以處在極為貧乏的物質條件中，依然能堅持不輟的光大精神生命，

心境上没有任何的不平與糾結，就是因為當中有至樂，而這個「樂」來自「見其大」。

這裡所說的見其大，是在「立其大」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從追尋精神生命的光大過程中，

讓「本心」得以顯露而出，從而在內心中出現一種高度的充實、平靜與快樂。體嚐過這

種真樂，也就對物質上可以得到的快樂不以為意，這就是其所說的「見其大而忘其小」。

因此在周敦頤對學生的教導中，常以此為教育重點，他的學生程顥回憶早年周敦頤對他

的教誨時說：「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60此後，「尋孔顏

樂處」就成了宋明理學的重大課題。 

 

三、 養氣 

                                                      
58

 《孟子》盡心章句上。 
59

 周敦頤，《通書 》顏 子第廿三 。  
60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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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所言之養氣，即養「浩然之氣」。什麼是浩然之氣？孟子說：「難言也。其為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61孟子說浩然之氣很難形容，從隻

言片語間，我們能夠了解二點：一是其性質至大至剛，二是如能懂得養氣之法──「直

養而無害」，此氣則能充塞在天地之間以顯其浩然。 

那麼如何「直養而無害」？孟子提出二段教導文字62： 

 

１、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２、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孟子雖然以上述二段文字教導了如何「直養而無害」，然而卻又從中帶出了幾個新

的問題──什麼是「集義所生」？什麼是「義襲而取」？什麼又是「忘、助」？而「必

有事」是指什麼「事」？對於這些新的問題，孟子除了引用「揠苗助長」的故事說明「助」

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說明，因此，接下來將援引參考資料來輔助了解： 

 

何謂直養無害？ 

不必分關竅，不必用法術，一超直入，就從心地用功，克去一切雜妄念頭，

不留一毫根株，以害其剛大之真氣，則人欲去而天理復，久久不怠，綿綿若

存，是謂之集義所生，漸生漸長，遂養成浩氣而塞天地。苟稍雜人心，失其

虛靈之本體，便是忘；稍有作為，滯其活潑之圓機，便是助。忘助時神昏氣

亂，必不合義而得宜，既不得宜，必行不慊心，心偶不慊，其氣便餒，餒即

有害，天下之不受此害者寡矣。63 

 

  上文說明所謂「直養而無害」的修養方法，認為除了在靜坐上不必用守竅運氣導引

等有為方法，更不需採用法術、咒語等輔助方法，只要簡單而直接地從內在心念上下手，

克除掉一切慾望妄想，保持善念的發露，這就是「集義所生」。「集」有保持之義，即「久

久不怠，綿綿若存」，能如此就是「不忘」，也是「必有事」之意，此「事」即是要保持

久久不懈怠之功夫。然而若是在保持的過程中，引發習性的妄想雜念，從而阻斷了善念

的存養，失其本心，這就是「忘」。而不在心念上下功夫，想要利用外在種種有為的方

法來加速達到效果，反而滯礙了本心的發露，那就是「助」。而天下事卻往往欲速而不

達，這欲速而不達就是「助」之害。 

  了解了「集義所生」，那麼什麼是「義襲而取」？六祖壇經舉了梁武帝與達摩祖師

                                                      
61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62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63
《三教心法》，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6 年 9 月，頁 6。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367 
 

對話的例子64：梁武帝為求功德而供養僧人並廣建廟宇，問教於達摩祖師，達摩祖師告

訴梁武帝，這樣的善行毫無功德，只有福報。這是因為梁武帝為善是有目的、有所求的，

在善行中摻雜了功利妄想的心念在其中，這就是「義襲而取」。簡而言之，「義襲而取」

是雖有外在善行的道德形式，但是內在心念的本質卻是妄想的心念，這是「助」之外的

另一種直養之害。 

  接著，在上述「直養而無害」的探討基礎上，我們將繼續探討「塞於天地之間」的

問題。 

 

問：孟子既說浩氣難以言語形容，如何能塞天地？ 

曰：先天之元氣，本無聲臭可聞，謂為塞天地者，須知天地先得此氣於初判

之時，既判而後，即以此氣而生人物，吾心之氣，即天地人物所公共之氣也。

雖分一端於全體中，即寓全體於一端內，天地之量大，以此氣而散布之，遂

充滿於天地，不見其不足，人心之量狹，以此氣而蘊藏之，遂隱括於一心，

不見其有餘。……程子亦云，放彌六合，卷藏於密。合而觀之，方寸之中，

非與天地同其量乎？故曰塞乎天地。65 

 

所謂直養之後，浩然之氣能充塞天地之間，這充塞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我們不要

錯誤認為是由我們個人所培養而成的。從上述引文資料中，我們可以了解浩然之氣本來

就充塞於天地之間，它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天地萬物皆是因它之賦生而得生，人之修養

不過是將天地所賦予我們的浩然之氣，保持其先天本來的純粹樣貌，不使受後天的雜染，

然後能與充塞天地間的浩然之氣相貫通，讓原本因後天薰染造成天與人分離為二的狀態，

打破藩蘺，重新通融為一體，如此道通為一，那麼在我「方寸之中，非與天地同其量乎？

故曰塞乎天地。」此即天人合一之境界。 

 

四、持志 

（一）心與氣的關係：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66」 

 

上文談到「志」、「氣」，以及「志與氣」的關係，對於這三個命題，在下文中將以

                                                      
64
《六祖法寶壇經》決疑品第三。  

65
 同註 13。 

66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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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教義的論述方式來加以說明。 

 

教義之觀點： 

１、「氣」為和子與電子交流後所產生的至陽熱流，佈滿周身，此即孟子所言「氣，體

之充也」，屬和子與電子互混、互動，一元二用的物質動能面向。 

２、「心」為和子與電子一元二用的互動狀態中，產生屬於知情意的精神面向（為孟子

所言「志」之內容）。 

３、和子性質為靈覺的、主動的、和善的；電子性質為漫無知覺的、盲動的、兇惡 

的，二者之間的互動影響：和子能支配電子，電子亦能影響和子。 

 

故知： 

１、「心」與「氣」實為和子與電子互動過程的二種不同的面向，也就是和子與電子結

合成一元生命時的兩種不同生命表現，當其中一種功能面向改變而造成生命狀態改變的

同時，自然如同玉連環般牽動另一種功能面向的改變，二者之間實為一體兩面的連動關

係，所以孟子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後，又說「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２、心與氣為一體兩面的連動關係，各有各的功能面向，如果細分其間關聯，則可進一

步得其主從的關係，因心屬於精神面向，具有靈覺的主動性；氣則屬於物質面向，為機

械的被動性，故孟子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之說。 

 

３、當和子能順利支配電子體時，即和子與電子體的互動過程中，和子没有失去支配性

地位，没有受到電子體的影響而改變和子先天的初始性質，換句說，亦即本性没有受到

污染蒙蔽，此時生命所呈現的精神面向即稱為「持其志」的狀態，而其物質面向的氣能

狀態，即為「無暴其氣」的狀態。反之，如果和子與電子體的互動過程中，和子失去其

主導性地位，受到電子體的影響而改變和子先天的初始性質，此時生命體呈現的精神面

向即為失其本心的「妄心」狀態，而其物質面向的氣能狀態即為「暴氣」。 

  

（二）暴氣 

 

  對於「暴氣」的內容，我們接著參考下面兩段文字資料。 

  

持其志者，是持守其直養無害之志，而不使有一息之間斷也。勿暴其氣之氣，

雖充乎體而屬後天，乃由先天剛大之氣，分散於四肢，本一氣相承，設損後

天，即害先天，故又曰勿暴其氣，是保後天以全先天，亦養氣之不可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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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今學者動為暴氣所中，若無法以治之，幾欲仇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

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爭有主無主間。68 

 

  浩然之氣是為和子的先天氣能（炁）。在生命形成之初，和子即以部分的浩然之氣

混合電子體的氣能，從而形成生命體的後天氣能並分佈於全身，此後天氣能即是「持其

志，無暴其氣」所言之氣。因此，後天氣能雖與先天浩然之氣在質性上已有所不同，但

是二者之間仍具有一體性的連動關係，也就是說，後天氣能的狀態會直接影響先天浩然

之氣的狀態。當生命體受外物的引動，致使慾望勃發，後天氣中電子體的氣能壓過和子

的先天氣能時，此時和子則不能順利的主導電子體，稱為「無主狀態」，此狀態下的後

天氣能即為「暴氣」。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69 

 

  孟子所言之「思」，不是單純指頭腦的思惟，要從字形「田心」上來看待，是從心

上下功夫之意。其不同於頭腦思惟的地方，在於頭腦思惟較屬於感官上的活動，偏於對

外界的思考；孟子的「思」是心念上的省察功夫，要靠凝神內存的功夫才能得力，同於

「觀照」、「參悟」的內涵。當本心受到外物的引動而被遮蔽時，使生命體的後天氣能成

無主的暴氣狀態，而透過「思」的省察功夫，可使我們即時覺知並加以導正，回復本心

主導的狀態。所以「思」即是對治「暴氣」的功夫，是「持其志」功夫的輔助，「持其

志」具積極面，而「思」則較偏於消極性。當「持其志」因「忘」而中斷不能持續，致

使後天氣能處於「暴氣」狀態，此時則需靠「思」的功夫來撥亂返正。 

 

（三）不動心 

  持志的修養功夫做到什麼程度才可達到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從《孟子》文義

中了解，要達到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持志功夫就需要做到「不動心」的境界。什

麼是「不動心」的境界？孟子引述孔子的一段話： 

 

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70 

                                                      
67

 同註 13，頁 7。 
68

 劉宗周，《劉子全書及遺編》卷六。 
69

 同註 7。 
70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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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反而縮」是什麼意思？就是上文「思」的功夫，反求內心，做到內心完全没有

邪曲妄念，此時人慾淨盡，本心全然顯露，不會再受到外在物慾的引動而有間斷之時，

此時的心境可以無視外在的影響，縱使有千萬人的氣勢壓迫，內心也不會受到絲毫動搖，

孟子稱其為「大丈夫」的氣象：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71
 

 

肆、結語 

 

盡其心者，知其性者；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72 

 

  性為心之體，心為性之用，用止則體顯。所以當處於心念靜止不動的盡心狀態，此

時心即是性，是所謂盡心所以知性。 

  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人之性來自上天的賦予，其本質與天的本質相同，所以當

人能回復上天賦予人的本性時，在精神面向，人心就能貫通天心；在物質面向，浩然之

氣則能充塞天地，所以說知性即知天，知天是為天人合一的境界。 

  存心養性為事天的方法，所謂事天即是天人親和，所以要提昇天人親和的熱準，就

要做好存心養性的功夫，先存守本心而後乃能盡心，盡心而後乃能知性、知天，達到天

人合一的境界。 

  如何存心養性？本文所述修養方法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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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天帝教同奮回歸自然後之生命旅程 

 
張麗卿（敏肅）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副研究員  

 

摘  要 

 

有生有死，有死有生，生死流轉，生命之學習就在其中。天帝教同奮回歸自然後，

往何處去呢？坤元輔教於民國 86 年證道回天後，在無形世界建立清涼聖境，接引回歸

自然之同奮。坤元輔教尚未建立清涼聖境前，回歸自然之同奮是由一炁宗主所建立的蓮

花聖境接引。蓮花聖境或清涼聖境養靈修煉之後，有無更高層的進修管道呢？有！根據

《無形宇宙組織總成》聖訓所示，無極理天的煉靈機構有四：（一）上苑明樂殿（二）極

樂長生殿（三）極子別院（四）極子道院。截至目前為止，有無進入上述煉靈機構之修

煉者呢？如果有的話，又是哪些修煉者呢？筆者根據歷期教訊公布的相關聖訓、教內書

籍、以及回歸自然同奮的飾終手冊所刊出的聖訓等資料，依時間先後，分別摘錄與說明，

並試圖勾勒出一個生命旅程的藍圖，讓同奮油然而升「有為者亦若是」之奮鬥信念，積

極樂觀、永無止盡地向天奮鬥。 

 

 

 

關鍵詞：蓮花聖境、清涼聖境、清虛宮、帝教總殿、金闕、無生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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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同奮回歸自然後之生命旅程 

 

張麗卿（敏肅） 

 

壹、 前言 

   一炁宗主於民國 32 年初證道回天後，在無形世界建立蓮花聖境。坤元輔教於民國 86

年證道回天後，在無形世界建立清涼聖境。金闕應元禮部尚書於民國 96 年初，「奉御命

頒佈蓮花聖境、清涼聖境組織新命：共同總主持：一炁宗主、首席承天智忠玄君。…清

涼聖境以接引天帝教同奮與民俗信仰信眾之靈為主。蓮花聖境以接引各大宗教教徒與無

宗教信仰人士之靈為主。共同編制於第九天界，因應春劫行運。」1無形宇宙分為象天、

氣天、理天（無極天）2，第九天在氣天範圍3。天帝教同奮回歸自然後，在清涼聖境完成

養靈修煉後，有無更高層的進修管道呢？有！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和《無形宇宙

組織總成補編》聖訓所示，無極理天的煉靈機構有四：（一）清虛宮之清虛下院之上苑明

樂殿：修煉聖胎，由無始古佛和無極無聖英皇主持。（二）清虛宮之清虛下院之極樂長

生殿：修煉初級鐳胎，由  玄穹高上帝親自調教。（三）金闕之極子別院：修煉二級鐳

胎，由  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親自主持。（四）無生聖宮之極子道院：特高真訓練班，

修煉高級鐳胎，有四個養成所：(1) 初極養成所：由先天一炁玄和子主持。(2) 炁極養成

所：由  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主持。(3) 和極養成所：由先天天樞總聖主持。(4) 結極養

成所：由鈞天上帝主持。另外，本師世尊極初大帝所主持的帝教總殿，也是一個絕佳的

選項。 

    截至目前為止，有無進入上述煉靈機構之修煉者呢？如果有的話，又是哪些修煉者

呢？筆者根據歷期教訊公布的相關聖訓、教內書籍、以及某些回歸自然同奮的飾終手冊

所刊出的聖訓等資料，依時間先後，分別摘錄與說明，並試圖勾勒出一個生命旅程的藍

圖，以做為同奮心響往之目標。 

 

貳、 曾進入無生聖宮之極子道院的修煉者 

一、第 17 代中天主宰玄妙大天尊 

 清虛宮鑑道使者在《關聖與中天法統》頁 11-12 提到：「關聖帝君…於 

甲子年奉  上帝敕封為中天主宰－中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原有中天主宰，因任期已久，

功果圓滿；奉  無生聖母之命，調回無生聖宮極子道院，再行修習昊天無上心法。」濟

                                                      
1
 《天帝教教訊》278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7/05，頁 82。 

2
 《天堂新認識》，台北：教訊雜誌社，1981，第 22 則御清玄極大帝尊聖訓。 

3
 《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05，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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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禪師在《關聖與中天法統》頁 15、17 也說明：關聖帝君是第 18 代中天主宰，玄妙大

天尊是第 17 代中天主宰。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第 17 代中天主宰玄妙大天尊任期結束，

功果圓滿，奉  無生聖母之命，進入無生聖宮極子道院再修煉。 

 

二、天人教主 

    《第二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40，天人教主曾經說明： 

 

   「繼帝教道統第 54代天德教蕭教主於黃山證道歸空，當時『首席』旋 

即於天運甲申年在華嶽，得詔受封續任道統第 55代天人教教主之職， 

故始產生吾『天人教主』之封靈。然因當時『首席』尚未功果圓滿，故 

吾仍處於『芻型』狀態，而未真正成長茁壯。後因『首席』終日祈禱親 

和，祈求中日戰爭早日結束，以使全國同胞及諸億萬性靈脫離連綿戰事 

所造成之傷害，因而再度成就三千功、八百果，方使吾得受  上帝恩賜 

六道鐳光，並扣領  聖母懿旨得入無生聖宮極子道院修煉靈炁，再造靈身！」 

 

    根據這一則聖訓，我們可以知道：師尊的封靈---天人教主，因為師尊當年在華山終

日祈禱親和，成就三千功、八百果，才使天人教主得扣領  無生聖母懿旨，進入無生聖

宮極子道院修煉，再造靈身。這是天人奮鬥的最佳明證。 

 

三、首席督統鐳力前鋒、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根據《涵靜老人天人學本 二》頁 314，首席正法文略導師（82.2.22 天人會談）聖訓：

「吾等是三位一體… 吾等已完成極子道院初極養成階段之道歷，此階段的炁能比原有

鐳炁真身的熱準更為強烈。」根據《第四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255-256，先天一

炁玄福子（82.8.23）聖訓：「天上兩位文武首席更於近日完成無生聖宮極子道院初極養

成所訓練課程之道功，在在揭櫫『修無止境，道法無涯』過程中，向天奮鬥之精進道範

與風華。」由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師尊的二位封靈---首席督統鐳力前鋒與首席正

法文略導師，於民國 82 年完成無生聖宮極子道院初極養成階段之道歷。 

 

四、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極初大帝 

   根據《監觀四方 二 巡天節聖訓錄》頁 572-573 太虛子（96.2.12 丙戌年 12.25） 

聖訓：「奉御命宣詔：晉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為極初大帝 救劫冢宰 忠孝玄德大天尊。

極初大帝以鐳炁真身入極子道院特高真訓練班修煉，以人間世曆 12年之功，由初極養

成而炁極養成，今已進入和極養成所之修煉階段。」由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師尊

於民國 83 年底證道回天後，進入無生聖宮極子道院修煉，經過 12 年，由初極養成而炁

極養成，於民國 96 年初巡天節，被  上帝晉封為極初大帝，進入和極養成所修煉。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376 
 

叁、曾進入金闕之極子別院的修煉者 

一、日本國玉和殿五大神佛 

    根據《大和吼聲》聖訓，日本國玉和殿五大神佛為：天照大神、神武天王、 

大日如來、日蓮上人、不動明王。根據《第四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3，先天一炁

機禪子（82.7.11）聖訓：「日本國玉和殿五大神佛為因應日本國氣運及前途之變化，於

玉和殿重新加光大典之後，旋即奉旨前往金闕極子別院繼續修煉與深造，今於初期結業

之際，參與本訓練班無形實習作業，以便熟稔多元應化大和民族眾生之教化重務。」由

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國玉和殿五大神佛也曾奉旨前往金闕極子別院繼續修煉

與深造。 

 

二、坤元輔教慈恩聖母 

    坤元輔教於民國 86 年證道回天後，在無形世界建立清涼聖境。民國 89 年為第一天

赦年，當年首度舉辦清涼勝會，連續舉辦三年。根據《監觀四方 二 巡天節聖訓錄》頁

383-384，一炁宗主（92.1.27 壬午年 12. 25）聖訓：「地曹應元組織各司職神媒辦理三次

清涼勝會之獄靈超拔作業，分工嚴密，互相合作支援，坤元輔教之全靈系功不可沒，榮

獲 上帝特別嘉錫，欽命晉入極子別院作特別修煉，以應春劫重大使命任務。」根據今

年初巡天節太虛子（103.1.25 癸巳年 12.25）聖訓：「吾受命將慈恩聖母主持清涼殿一事

作說明：一、首席承天智忠玄君，炁承文殊菩薩、清涼聖母倒裝下凡，襄贊極初大帝，

共創華山天命，繼之補天東南，於台灣寶島鐳力阿道場，奠定天帝教百年教基。二、尤

以在功不居，在道不矜，蒙  宇宙大主宰嘉錫保舉，晉入極子別院修煉，人間世曆十七

載，功果圓滿，為因應春劫總清，而承膺道化天人之任務。三、慈恩聖母堅持天道倫理，

再三謙辭不受，唯深明「天命可畏不可違」天律，終慨然承命，再造道功。」由上述資

料，我們可以知道：坤元輔教因為連續三年清涼勝會之功，榮獲 上帝特別嘉錫而進入

金闕極子別院作特別修煉，功果圓滿，今年初巡天節，被上帝晉封為慈恩聖母，主持清

涼殿。 

 

肆、曾進入清虛宮之清虛下院的修煉者 

一、天帝教復興前之回歸自然者 

1、師尊的曾祖父嶽生公 

   根據《天帝教簡史百年增訂本》頁 3-4 記載，師尊的曾祖父嶽生公：「曾祖嶽生公，

博學多才，擅詩文詞賦，名重一方，以發揚祖德為己任，太平天國戰亂期間，變賣祖產，

救濟難民，咸豐十年為亂黨所殺，時年四十有八。嶽生公在世甚有修持，歸天後，即奉

命於無極天清虛下院修煉，逐步擢升，位列金闕特首相。」 

由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師尊的曾祖父嶽生公，在世很有修持，變賣祖產，救濟難

民，歸天後，在無極天的清虛下院修煉，後來逐步擢升，位列金闕特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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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震山 

    根據《上方恩深紀白雲》頁 5、6、9、13 記載： 

 

「西安光殿告成，教基初奠。…社員戴震山忽患腦充血，症勢甚危， 

經李師母及林、盛兩道長施以精神治療，不三日，竟能言語行動，恢 

復常態，更是令人感佩。是時入社人員漸增…日益加眾。…導師以為 

培養幹材，特舉辦天德聖教陜西省第一期開導師訓練班，于農曆 6月 

15日開班，參加受訓者計有…楊紹時…戴震山等 13人。…戴子震山， 

功行過人，奉命赴鄠縣開化，未及月餘，皈依日眾。一日靜坐畢，沐浴 

更衣，詔左右曰：『今日子刻，我將上昇。』于是整襟危坐，移時入定， 

果然歸空，導師悲嗟，聞者嘆服。」 

 

    根據《第一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80，先天一炁流意子聖訓所示： 

 

   「戴震山是清虛宮弘法院的教師，平日沉默潛修，寡言而常有妙語，亦 

   是當時天德教的師資，他能預知接引之日，來去自如，並得首席之加光護 

   持。今天我們來研究他的修行之道。一、廉與覺是他的心法，當時大陸西 

   北荒旱，  上帝考驗其心，攜大量賑災專款，發放災黎，雖然家中不富裕 

   急需用錢，可是他不但不為所動，反而於任務完成之後，決心修道，依此 

   因緣，得  上天之肯定，無形之中已有封賜。戴氏的清廉與覺悟不是偶發 

   而得，而是經過各種考驗，能不變其志。所謂『修行一世，用在一時』，這 

   一時之磨考，就獲得『證道』的初試。…二、戴氏生前家庭中問題重重， 

   情業很重，外圍眷屬的壓力，不足為外人道也。可是他能堅守清高的風範， 

   不為家眷所累，歷色、財、氣三大關，突破天魔的考驗，得到許多同道的讚 

   嘆。」 

 

 根據《第四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98，清虛宮弘法院教師戴震山聖訓： 

 

「頃聞首席師尊之召喚，不敢怠慢，即刻前來，…首席師尊在上，請受徒兒三 

 拜。猶記當年冬天吾於西安濟生會，辭別師尊。升天后先蒙蕭教主接引至地 

 曹報到（當時尚無蓮花聖境）而後直上清虛下院修煉，逐步擢升，又蒙首席 

 師尊之推薦，幸有今日得為『清虛宮弘法院教師』之成就和果位。吾於人間 

 奉公守法正直不阿，善盡公職之本份，正逢首席師尊於西北傳教，開闢道場， 

 吾即皈依門下，追隨修道。」 

 

    綜合上述資料，我們得知：戴震山奉公守法正直不阿，善盡公職之本份，於 

師尊擔任天德教開導師時，在西安加入宗教哲學研究社，並參與開導師訓練。他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378 
 

奉命赴鄠縣開化，皈依者眾多。他一生堅守清高的風範，經歷色、財、氣三大關， 

突破天魔的考驗，因為清廉與覺悟而證道，直上清虛下院修煉，逐步擢升，又蒙 

師尊之推薦得為「清虛宮弘法院教師」之成就和果位。 

 

3、黃震遐（黃維道） 

   根據《上方恩深紀白雲》頁 29，記載：「民國 28年，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第四團高

級政治教官黃震遐…等先後上山訪師皈依。」師尊說：「黃維道於民國 64年在香港回天。」
4 根據第九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頁 52-1，冥王星君（101.7.25）聖訓： 

 

「…猶記民國 28年 8月 15日，初上華山大上方訪問師尊，盤桓三日， 

至為敬佩師尊為國家民族大義…翌年 4月 5日，二度再訪大上方，有幸 

得與師尊探討宇宙人生究竟，暢談三日，大受啟發，復蒙親賜道名『維道』， 

並交付『宇宙觀人生觀究應如何觀』命題，吾受感召，隔年毅然屛棄俗務， 

上山留駐三月，教義《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於焉誕生…」 

 

根據《第四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29-30，冥王星星主黃維道（82.7.14） 

聖訓： 

 

「吾歸空之際，恩蒙天人教主暨吾之原靈及封靈等大力協助，引昇直上清虛宮下院

修習聖胎，於證果後，旋即被派天職，歷任清虛宮天樞院天政、天曆、天元、天應、

天定等各司司長，輔佐…崇仁大帝，…歷經人間四年時光後，功行圓滿，進入清虛

下院極樂長生殿修證初級鐳胎，經一年時光，正恭逢先天天帝教於人間復興，蒙三

期主宰、天人教主等保舉推薦，吾奉旨榮任冥王星星主一職，何其榮幸！」 

 

根據《監觀四方 二 巡天節聖訓錄》頁 449 冥王星君（93.1.17 癸未年 92.12.26） 

聖訓：「上帝…特賜封冥王星星主晉任『冥王星君』。」 

    綜合上述資料，我們得知：民國 28、29、30 年，黃震遐三上華山大上方見師尊，

蒙賜道名「維道」，完成教義。民國 64 年，在香港回天。回天後，黃維道歷任清虛宮天

樞院天政、天曆、天元、天應、天定等各司司長（4 年），進入清虛下院極樂長生殿修證

初級鐳胎（1 年）。民國 69 年，適逢先天天帝教於人間復興，奉旨榮任冥王星星主。在

冥王星奮鬥 23 年之後，民國 93 年初巡天節，  上帝特賜封冥王星星主晉任冥王星君。 

     

二、天帝教復興後之回歸自然者 

（一）首任首席使者時期 

1、葉光初 

                                                      
4
 《天帝教教訊》113、121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0/01/23，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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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天命之路 三》頁 43，師尊日記（70.4.6）記載：「光初有幸，歸宗不到兩月，

在帝教同奮中，首先奉  帝恩召，得到真正歸宿，可謂得其所哉。」 

   根據《第一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131-132，一炁宗主聖訓：「前幾期的歸空同

奮，如光初、光性…光寬，現派至地曹廿字講堂隨吾等辦事，…經過一番奮鬥，也要升

到清虛宮再修煉，呆在地曹是修不出什麼。」 

   根據《天命之路 三》頁 62，師尊日記（70.5.10）記載：「光初奉  帝恩召解脫上昇

清虛宮受訓。」 

   根據《天堂新認識》第 7 則聖訓，濟公活佛說：「葉光初同奮得天之召，經老師引入

清虛宮修煉元神，現在宮中，一方面學習昊天心法，一方面幫忙辦理文籍造冊之事，相

信不久會有所成就。」 

   根據《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頁 25-26，第 9 天木鐸天天王（74 年乙丑年 3.15）

聖訓：「金鐺覺宮為振醒世人而設立道場…清虛宮弘法院的教席常到此處說法，金鐺覺

宮是訓練講師的單位…這裏所訓練的講師是要到各星球。各靈域去傳佈福音大道。地曹

廿字講堂的授課講師是來自金鐺覺宮，光初、光性也到此宮受訓過，他們的地位特殊，

受諸方禮遇，真是幸運！」 

   綜合上述資料，我們得知：葉光初同奮回歸自然後，先到地曹廿字講堂跟隨一炁宗

主辦事，也曾到第 9 天木鐸天的金鐺覺宮受訓過，再升到清虛宮修煉。 

 

2、葉公超 

   根據《天命之路 三》頁 134-135，師尊日記（70.11.21）記載： 

 

「前外交部長葉公超博士于本日上午九時許病逝榮民總醫院。念其中西學識淵 

博多才多藝為人正大光明，連同日前逝世有所不為之前國民黨中央總部秘書唐 

縱（乃建），一併函請三期主宰即予接引培養。」師尊日記（70.11.23）又記載： 

「昨日歸宗甫畢，無形傳來訊息，原來葉公超突然來臨，『感謝引進金光寶殿， 

這個地方在以前並無認識，經仙人之提攜，才知道是李仙人之幫助。死前痛苦 

平靜，死後得光芒之吸引，得大自在之解脫，靈性之妙，浩大無邊，若未得仙 

人之助，將不知何去何從。現在吾在清虛宮上苑明樂殿修行，這是經維法佛王 

仙人之介紹才知道。聽說吾到此是得人間李玉老之推介，我對這裡情形所知不 

多，相信過了百天進入狀況會有所進益。吾一生對國家、社會、家人皆問心無 

愧！」 

 

    由上述師尊日記，我們得知：葉公超雖非帝教同奮，但是由於他為人正大光明，師

尊仍然請三期主宰來接引到清虛宮上苑明樂殿修行。由此可知，師尊照顧的並非只有帝

教同奮，此乃師尊之慈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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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蔣彥士之母徐太夫人 

   根據《天命之路 三》頁 165，師尊日記（71.1.26）記載：「函慰唁蔣彥士告以 

其母徐太夫人已蒙  上帝恩召赴清虛宮靜修，以其之忠孝感動上蒼，自屬理所當 

然，惟此後責任加重，尚望移孝作忠，節哀保重，以慰太夫人在天之靈。」由此 

可知，蔣彥士之母徐太夫人也到清虛宮靜修。 

 

4、王維基開導師 

   根據首席法源童子（76.8.18）聖訓：「今來報告有關中華民國主院副院教王維基同奮

之事，王同奮於歸天之後，即被接引至蓮花聖境再修煉，於功果圓滿之後，將被派任清

虛宮任職，封職為『首席督統行政特使』，為帝教之宏揚再克盡一份心力！」 

   根據《清靜資糧編要》頁 70 記載，清虛宮天醫院之首席醫療小組設有「醫務特使」，

由「首席督統行政特使王維基」兼任。 

   根據《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頁 376-377，王維基聖訓：「吾乃 

清虛宮天醫院天醫。吾在世之俗名王毓麟，道名維基，為賢德樞機之先生。…回 

天之後，又蒙恩師特別保舉煉靈，期滿派任為『行政特使』…及至當年 83年之 

巡天節，吾即以此案之功而受敕封，派為清虛宮天醫院天醫。」 

   由這三篇聖訓，我們得知：維基開導師回歸自然，煉靈期滿後，被派任為清 

虛宮首席督統行政特使，後來又因功而受敕封，被派任為清虛宮天醫院天醫。 

   根據《天帝教教訊》172 期，頁 20，先天一炁啟玄子（87.4.16）頒布 5 位歸 

證神職天榜，其中維基開導師為「清靈救劫基德真人．清虛宮行政特使」。根據 

《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7，首任首席使者（93.7.22）公佈 8 位已歸證開導師 

之天爵與天職，其中維基開導師：「原有天爵、天職不變。」 

 

5、陳光穆開導師 

   光穆開導師於民國 81 年 2 月 29 日回歸自然，根據《天帝教教訊》172 期，頁 

20，先天一炁啟玄子（87.4.16）頒布 5 位歸證神職天榜，其中光穆開導師為「 

化靈贊教穆育真人」。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7，首任首席使者（93.7.22） 

公佈 8 位已歸證開導師之天爵與天職，其中光穆開導師為：「前已受封化靈贊教 

穆育真人，保持不變。帝教總殿．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二）第二任首席使者時期 

1、林光侍開導師 

   根據《第六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88-90，首任首席使者（85.7.26）聖訓： 

 

「本席已安排光侍開導師之靈於阿中養靈三日，待三日後再往蓮花聖境養靈 

49天直升清虛下院。光侍生前受頒開導師神職，遵守天命，服從師命，兢兢 

業業執行開導師職務，卻在中年之時即回歸自然，本席深感有必要詳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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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因緣，以之解惑：一、先天來根不凡，累世懂得修持，是一好道之士， 

對道熱衷，於本席常言『見可欲而不動心』之修持功夫有其心得。由於珍惜 

『道』緣，立下大志弘法佈教，而有參與本教師資訓練之實際行動，終不負 

天上人間之栽培，一經完成培訓即受命擔任開導師，幾年下來，道緣成熟， 

開導師天命可暫告一段落。二、其與林家之業緣已盡，與妻小之善緣已終。… 

本席在此指出：並非光侍開導師生前之奮鬥仍無法超脫業力之束縛，而是因 

其奮鬥才提早化解此段業緣。」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林光侍開導師回歸自然後，於鐳力阿道場養靈三 

日，三日後再前往蓮花聖境養靈 49 天，直升清虛下院。根據《天帝教教訊》172 

期，頁 20，先天一炁啟玄子（87.4.16）頒布 5 位歸證神職天榜，其中光侍開導 

師為「中天弘道府講師」。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7，首任首席使者（93.7.22） 

公佈 8 位已歸證開導師之天爵與天職，其中光侍開導師為：「光侍知本真人．由 

中天弘道府講師轉任帝教總殿救劫弘教導護右史」。 

 

2、高光濤樞機使者 

   根據首席督統鐳力前鋒（87.1.4）聖訓：「光濤樞機能謹遵天命，服從師命，為教奉

獻，實屬難得，為帝教同奮之典範！光濤樞機歸證當時無形即有迎魂童子與蓮花童子接

引暫至蓮花聖境養靈，身旁之護法童子亦善盡其責護法，至目前為止，狀況已很穩定。

待養靈四十九天後，再至清虛下院繼續修煉，以竟全功。」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濤樞機使者回歸自然，於蓮花聖境養靈 49 天後， 

到清虛下院繼續修煉。根據《天帝教教訊》172 期，頁 20，先天一炁啟玄子（87.4.16） 

頒布 5 位歸證神職天榜，其中光濤樞機使者為「清虛宮督察使」。根據《天帝教 

教訊》247 期，頁 66，首任首席使者（93.7.22）公佈 6 位已歸證樞機使者之天爵 

與天職，其中光濤樞機使者為：「光濤顯正真君．帝教總殿弼輔襄贊護道左史」。 

 

3、李維剛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194 期，頁 81，首任首席使者（89.2.26）聖訓： 

 

「維剛驟然而逝，本席已知。…維剛樞機使者之回歸自然，正是生命無常，世 

緣終淺，道緣殊深，世俗之功名利祿要看淡，把握現有軀體，勤修法華，力 

行功課，不退志，出生入死，再證大羅，同返  上帝身邊，望弟子同奮們能 

有所知覺啊！…此時本席為維剛樞機使者之歸證，有感而言，至盼同奮在各 

自的崗位上，盡人道，返天道，遂行應有之責任與天命，同了救劫使者領命 

之心願。」 

 

根據《天帝教教訊》194 期，頁 82，首席承天智忠玄君（89.2.26）聖訓：「子繼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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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與原靈、封靈合靈執意歸去，吾雖加以開導，但亦成全之！…就直昇清虛下院煉靈去

吧！」 

由這二篇聖訓，我們得知：維剛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後，直升清虛下院去煉靈。 

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6，首任首席使者（93.7.22）公佈 6 位已歸證樞 

機使者之天爵與天職，其中維剛樞機使者為：「維剛顯德真君．帝教總殿弼輔襄 

贊護道正史」。 

 

4、左光湘開導師 

   根據《天帝教教訊》225 期，頁 82，首任首席使者（91.9.1）聖訓： 

 

「龍虎門法源首席呈報：光湘開導師在壬午中元龍華清涼勝會會後回歸自然。 

本席有數語告知人間：光湘開導師之人格光明磊落，始終兢兢業業，全力以赴， 

於同奮基本功課之修行持續用心。光湘開導師一生為人正大光明，於紅塵之人 

間立定志向，有高人之情操，有過人之毅力，奮鬥修行，難能可貴，足為同奮 

楷模。光湘開導師深體「放下」的道理，相信兒孫自有兒孫福，頓然證道，直 

上清虛，多年來之性命雙修而有今日之功果，天人均予以肯定。」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湘開導師回歸自然，頓然證道，直上清虛宮。 

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7，首任首席使者（93.7.22）公佈 8 位已歸證開 

導師之天爵與天職，其中光湘開導師為：「光湘秉性真人．帝教總殿救劫弘教導 

護右史」。 

 

5、藤岡光忠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231 期，頁 72，首任首席使者（92.1.10）聖訓： 

 

「藤岡光忠樞機使者回歸自然，本席引薦於清涼聖境養靈四十九日，再接引至清虛下

院修煉。玉和殿於日本國開創之初，光忠樞機盡心盡力，尤以對於天帝教教義《新

境界》等經典書籍翻譯日文貢獻良多，為華山道脈首渡日本之原人，時至今日，人

間時光流轉已是二十年矣！此次於無形相會，師徒間喜悅幾分，感慨幾分，光忠樞

機猶以未能完成宏開天帝教化於日本之使命，深切自責，期望日本國教區同奮珍惜

難得之肉身，為天賦之使命勤勉奮鬥，其立願於無形勤修苦煉，為日本同奮助道、

護法，共同努力為救劫救國之使命而奮鬥。本席昔日於東京霞山會館曾宣講「我命

由我不由天」，今日再次提示同奮，有『大我』才有『小我』，『小我』之自奮自

創亦足以開創「大我」之共榮共存。生命誠可貴，莊嚴生活之意義與價值，俯仰無

愧，精神長存，回天有路，同歸 上帝身邊！」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日本教區的藤岡光忠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後，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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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引薦於清涼聖境養靈 49 天，再接引到清虛下院修煉。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6，首任首席使者（93.7.22）公佈 6 位已歸證樞機使者之天爵與天職其 

中光忠樞機使者為：「光忠顯華真君．帝教總殿弼輔襄贊護道正史」。 

 

6、光籌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234 期，頁 73，首任首席使者（92.6.20）聖訓：「光籌樞 

機使者追隨本席辦道，建制道務儀軌，以維道紀，以輔教政，不辭勞苦，善盡職 

守，抱病三載期間，必恭必勤，有始有終，堪為式模…光籌樞機使者之肉身完成 

生命之自然規律，靈體則先至清涼聖境養靈五十五天，即轉至清虛下院煉靈修 

煉，仍是不得稍懈，必能早日圓成，隨同本席同了救劫天命。」由這一篇聖訓， 

我們得知：光籌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養靈 55 天，再轉到清虛下院 

煉靈修煉。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6，首任首席使者（93.7.22）公佈 6 

位已歸證樞機使者之天爵與天職，其中光籌樞機使者為：「光籌顯化真君．帝教 

總殿弼輔襄贊護道正史」。 

 

7、魏光得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237 期，頁 63，法源首席童子（92.8.9）聖訓： 

 

「光得樞機使者於今日卯辰之交，完成人生旅程，回歸自然，龍虎門奉首任首 

席使者之命前導，光得樞機之隨扈小組全程護持，接迎靈體先前往清涼聖境。 

光得樞機使者一念之轉，脫離凡體之執，靈光常明，靈體輕盈，拜謁首任首 

席使者與坤元輔教，靈氣波動，不勝感慨，表達心聲：久病之軀未盡奮鬥之 

責，愧對天恩！愧對師命！首任首席使者、坤元輔教分別溫慰之，並告以： 

凡緣已了，應元天界仍有天命，待淨靈、養靈、調靈、補靈後，即至清虛宮 

修煉，隨同至帝教總殿待命，以盡天職。」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得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淨靈、養靈、

調靈、補靈後，再轉至清虛宮修煉，然後再到帝教總殿待命，以盡天職。 

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6，首任首席使者（93.7.22）公佈 6 位已歸證樞 

機使者之天爵與天職，其中光得樞機使者為：「光得顯恩真君．帝教總殿弼輔襄 

贊護道左史」。 

 

8、范光培開導師 

   根據法源首席童子（92.10.23）聖訓： 

 

「光培開導師於回歸自然之當下，已由龍虎門童子協同光培開導師護法小組等 

護持靈體至清涼聖境，先接受淨靈、調靈，旋即面謁本師世尊暨坤元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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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培開導師乍由病體肉身出離解脫之一靈覺識，親證點道開天門得以『出生 

入死』之大用，見諸我來有自、我去有終之靈界依憑，感恩莫名，難以自己！… 

奉首任首席使者指示：光培開導師道歷資深，晉任中華民國主院副主教之神 

職，為教奮鬥至忠至誠，將於完成煉靈作業後，特保舉入清虛下院潛修，俟 

修煉有成，依其之願力參與救劫使命！」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培開導師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接受淨靈、調 

靈，於完成煉靈作業後，師尊特保舉他進入清虛下院潛修，待修煉有成後，再依 

他的願力參與救劫使命。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7，首任首席使者（93.7.22） 

公佈 8 位已歸證開導師之天爵與天職，其中光培開導師為：「光培妙相真人．帝 

教總殿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9、張光正開導師 

   根據法源首席童子（93.2.22）聖訓：「首任首席指示：光正開導師在人間奮鬥， 

善盡己責，盡忠職守，圓融使命，先於清涼聖境養靈 21天，再至清虛宮煉靈， 

以應新命。」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正開導師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養 

靈 21 天，再到清虛宮煉靈。根據《天帝教教訊》247 期，頁 67，首任首席使者 

（93.7.22）公佈 8 位已歸證開導師之天爵與天職，其中光正開導師為：「光正 

無為真人．帝教總殿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10、周光功樞機使者 

   根據法源首席童子（95.10.19）聖訓：「光功樞機使者功果圓成，回歸自然之 

時，由隨扈小組諸童子護持，前往清涼聖境，坤元輔教親予淨靈、安靈，囑咐於 

清涼聖境內養靈 21天。首任首席使者嘉許光功樞機使者於人間道心堅定，堅守 

崗位，為教犧牲奉獻，完成奮鬥使命，天人一理，仍需一以貫之。」根據《天帝 

教教訊》277 期，頁 105，玄玄上帝（95.10.29）聖訓：「周光功樞機使者證道， 

養靈清涼，經首任首席使者保薦：光功樞機使者於人間奮鬥，謹遵天命，服從師 

命，始終奮鬥不懈，於洛杉磯掌院堅守崗位，功成而退，早立遺囑，捐獻自產， 

彰顯犧牲奉獻、奮鬥到底之真義，可為道範。今於清涼聖境養靈，百日功成，即 

引登清虛下院修煉。」由這二篇聖訓，我們得知：光功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先到 

清涼聖境，接受淨靈、安靈，養靈百日功成後，再進入清虛下院修煉。 

 

11、蘇光歸同奮（台北市掌院） 

   根據《天帝教教訊》275 期，頁 84，法源首席童子（95.10.27）聖訓：「蘇光 

歸同奮於人間奮鬥有成，回歸自然之際，龍虎門之護法童子奉命前往護靈，並接 

引至清涼聖境安靈、養靈。首任首席使者特別指示：光歸同奮於人間奮勉好學， 

克勤克儉，立器官捐贈之願，正是靈肉佈施遺愛人間，難能可貴，本席特予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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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資奮道。」根據《天帝教教訊》275 期，頁 84，玄玄上帝（95.10.29）聖訓： 

「蘇光歸同奮回歸自然，養靈清涼，經首任首席使者保薦：光歸同奮於人間奮鬥，勤勉

向上，力學不輟，自奉儉樸，發心出力扶護孤弱，立願捐贈器官，遺愛人間， 

殊堪嘉許。今於清涼聖境養靈，經坤元輔教考核通過，即引登清虛下院修煉。」 

由這二篇聖訓，我們得知：蘇光歸同奮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接受安靈、養 

靈，經坤元輔教考核通過後，再進入清虛下院修煉。 

 

（三）第三任首席使者時期 

    至於第三任首席使者時期，是否有回歸自然的同奮曾進入清虛宮修煉，目前筆者尚

未恭讀到相關聖訓，推測原因可能是因為師尊在民國 96 年初，被  上帝晉封為極初大

帝，主持帝教總殿，所以後來的某些神職或同奮回歸自然後，就由師尊保舉到帝教總殿。 

 

伍、天帝教神職同奮歸證後之晉封天爵與實授天職 

     天帝教神職同奮回歸自然後，先後有多位天榜有名。先天一炁啟玄子（87.4.16）

曾有聖訓明示5： 

 

    「維生首席使者呈奏『天帝教神職同奮回歸自然應如何歸證復位案』，案經 

    兩位聖師組轉交『金闕會議』商議…配合本案之作業，無形亦先就帝教復興 

    18年來，在樞機使者、開導師任內證道之同奮，頒布道爵天榜與封靈天榜： 

    沈光化  東天紫微藏計使 

    高光濤  清虛宮督察使 

    王維基  清靈救劫基德真人．清虛宮行政特使 

    陳光穆  化靈贊教穆育真人 

    林光侍  中天弘道府講師」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化樞機使者、光濤樞機使者、維基開導師、光穆開導

師、光侍開導師回歸自然後，已經天榜有名。 

    後來，在民國 93 年，先後又有 4 篇聖訓提到天帝教神職同奮歸證晉封天爵與實授

天職之事6。 

一、過特首相（93.7.22）聖訓： 

 

   「頒佈天帝教神職同奮歸證晉封『天爵』實授『天職』要點： 

    一、樞機使者： 

                                                      
5
 《天帝教教訊》172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1998/06，頁 20。 

6
 《天帝教教訊》247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4/09，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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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爵：晉封「真君」。 

    天職：派任帝教總殿，仍以奮鬥實績依階授與： 

       １、弼輔襄贊護道正史。（九品起敘，最高為一品） 

       ２、弼輔襄贊護道左史。（九品起敘，最高為一品） 

       ３、弼輔襄贊護道右史。（九品起敘，最高為一品） 

  二、開導師： 

    天爵：晉封「真人」。 

    天職：派任帝教總殿，以奮鬥實績依階授與： 

       １、救劫弘教導護正史。（九品起敘，最高為一品） 

       ２、救劫弘教導護左史。（九品起敘，最高為一品） 

       ３、救劫弘教導護右史。（九品起敘，最高為一品） 

  三、各員於天職本位，持續奮鬥而進，以晉道爵，人間不另公佈。」 

 

二、首任首席使者（93.7.22）聖訓： 

 

「對自天運甲申年起，正式公佈實施天帝教神職同奮歸證時之晉封與實授 

  要點，作補充說明：一、『無形運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乃天人一體、 

  自強不息之奮鬥要旨。帝教總殿業已設立天帝教神職同奮在人間奮鬥時 

  對應組織，擴充帝教總殿之組織功能，俾能天上人間之奮鬥一以貫之，先 

  天後天同步發展。二、晉封受爵均以人間道名為冠，以示為教奮鬥之本， 

  持續救劫弘教之天命。三、人間之傳道使者、傳教使者以及一般同奮，凡 

  是能為教奮鬥，功績卓著，均可荐舉，比照辦理，晉封天爵，實授天職， 

  彰顯天帝教天命救劫使者在人間之奮鬥功果。」 

 

三、首任首席使者（93.7.22）聖訓： 

 

   「公佈人間已歸證樞機使者之天爵與天職： 

    維剛：維剛顯德真君 

       弼輔襄贊護道正史 

    光忠：光忠顯華真君 

       弼輔襄贊護道正史 

   光籌：光籌顯化真君 

      弼輔襄贊護道正史 

   光得：光得顯恩真君 

      弼輔襄贊護道左史 

   光化：光化顯暘真君 

      弼輔襄贊護道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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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濤：光濤顯正真君 

      弼輔襄贊護道左史」 

 

四、首任首席使者（93.7.22）聖訓： 

 

   「公佈人間已歸證開導師之天爵與天職： 

   維基：原有天爵、天職不變。 

   光穆：前已受封化靈贊教穆育真人，保持不變。 

      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光侍：光侍知本真人 

      由中天弘道府講師轉任 

      救劫弘教導護右史 

   光謗：光謗原道真人 

      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光典：光典英烈真人 

      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光湘：光湘秉性真人 

      救劫弘教導護右史 

   光培：光培妙相真人 

      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光正：光正無為真人 

      救劫弘教導護左史」 

 

    由這四篇聖訓，我們得知：上述 6 位樞機使者與 8 位開導師皆已晉封天爵，在帝教

總殿擔任天職。 

 

陸、曾進入帝教總殿之同奮 

1、 何維浩同奮 

   根據龍虎都令特使（96.8.30）聖訓： 

 

「中華天帝教總會名譽理事長何維浩同奮，於回歸自然之當下，已經由蓮花童 

子接引靈體至清涼聖境，坤元輔教親予安靈親和，維浩同奮正氣浩然，出死 

入生之間，蕩蕩然，無所愧懼，誠為人間奮鬥楷模。本師世尊極初大帝亦親 

予嘉勉，維浩同奮於人間剛正不阿，行健不息，不惟功在國家，亦對天帝真 

道弘揚卓有貢獻，道心彌堅，體道功深，而得於靈界親和歡聚，同證精神生 

命之不滅。維浩同奮於清涼聖境養靈百日後，由本師世尊極初大帝舉薦至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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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總殿，追隨左右，以竟為天帝教救劫奮鬥之心願。」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何維浩同奮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養靈百日後， 

由師尊舉薦到帝教總殿，追隨左右。 

 

2、 蔡維武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317 期，頁 85，龍虎都令特使（99.6.21）聖訓： 

 

「維武樞機使者於回歸自然之當下，已由隨扈小組護持靈體至清涼聖境，坤元 

輔教親予淨靈、調靈，旋即面謁本師世尊極初大帝。…本師世尊嘉勉維武樞 

機於人間奮鬥時，懷抱希聖希賢之志，時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自勉，誠是有心，為教奮鬥亦見忠誠，特囑於完成煉靈 

功課後，保舉進入帝教總殿潛修，俟精進勤修有成，再參與救劫任務。」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維武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師尊特 

別囑咐：於完成煉靈功課後，保舉他進入帝教總殿潛修，待精進勤修有成，再參與救劫

任務。 

 

3、 李維公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337 期，頁 27，極初大帝（101.3.17）聖訓： 

 

「維公樞機使者回歸自然，本席偕同坤元輔教接迎子堅靈體，天上重聚，不勝唏噓，

有感而喟，人生何其苦短！亦有感而言，人生在世，要看淡功名富貴，掙脫利鎖名

韁，力行四門功課，勤參法華靜坐，把握現實軀體，不忘培功立德，一旦功果圓滿，

自然歸晉大羅，重返  上帝左右，與宇宙共始終！但望諸弟子同奮們皆能真知力行

啊！維公樞機使者離鄉背井，遠居美國，在人道奮鬥之餘，仍把握機緣，促成教義

《新境界》英譯本出版問世，對天帝真道普化全球有啟導之功，本席亦表欣慰，期

許於清涼聖境養靈百日後，再接往帝教總殿，持續為救劫天命而奮鬥！」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維公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先到清涼聖境養靈百日 

後，再由師尊接往帝教總殿，持續為救劫天命而奮鬥。 

 

4、 巨光膺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343 期，頁 108，龍虎都令特使（101.9.8）聖訓：「光膺樞機使

者回歸自然之際，已由隨扈小組護持靈體至清涼聖境，坤元輔教親予淨靈、撫靈、安靈，

旋即面謁本師世尊極初大帝…本師世尊嘉勉光膺樞機，身在紅塵，仍保讀書人風骨，有

希聖希賢之志，勤奮好學，提攜後進，體恤鰥寡孤獨，素具仁義，特囑於完成煉靈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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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保舉進入帝教總殿潛修，以待來日持續追隨本師世尊，為傳布 天帝真道而奮鬥。」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膺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後，先到清涼聖境，師尊特別囑咐他，

於完成煉靈功課後，保舉他進入帝教總殿潛修，以待來日持續追隨師尊，為傳布 天帝

真道而奮鬥。 

 

5、 陳敏宣同奮、緒尋同奮 

   根據《天帝教教訊》344 期，頁 28，龍虎都令特使（101.10.5）聖訓：「陳敏 

宣同奮…於回歸自然之際，由鑑護童子等護持靈體至清涼聖境，坤元輔教親予淨 

靈、撫靈、安靈，旋即面謁本師世尊，敏宣同奮脫離病體的拘執，靈體輕盈自在， 

於見證出死入生之道妙，難掩悲喜之情…本師世尊嘉勉敏宣同奮…保舉敏宣同奮 

進入帝教總殿，與緒尋同奮夫婦雙修，待來日持續追隨本師世尊，為傳布  天帝 

真道而奮鬥。」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敏宣同奮回歸自然後，先到清涼聖境， 

師尊保舉她進入帝教總殿，與緒尋同奮夫婦雙修，等待來日持續追隨師尊，為傳 

布  天帝真道而奮鬥。 

 

6、 莊維律樞機使者 

   根據龍虎都令特使（102.5.26）聖訓：「維律樞機使者回歸自然之際，即由隨 

扈小組護持靈體至清涼聖境，坤元輔教先予淨靈、撫靈，親和開示生死循環之天 

人大道，旋即面謁本師世尊…本師世尊嘉勉維律樞機使者，素具正氣，耿耿忠誠， 

擇善固執，律己有道，見證皇誥救劫解厄之妙用，足為同奮楷模，特囑於完成煉 

靈功課後，保舉進入帝教總殿潛修，以待來日為宇宙救劫使命而奮鬥！」由這一 

篇聖訓，我們得知：維律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後，先到清涼聖境，師尊特別囑咐他 

於完成煉靈功課後，保舉進入帝教總殿潛修，等待來日為宇宙救劫使命而奮鬥。 

 

7、江光節樞機使者 

   根據《天帝教教訊》359/360 期，頁 138，龍虎都令特使（103.2.7）聖訓： 

 

  「江光節樞機使者回歸自然之際，已由隨扈小組護持靈體至清涼聖境，慈恩聖 

   母親予淨靈、撫靈、安靈親和，旋即面謁本師世尊，師徒靈界相會，再度重 

   逢，光節樞機使者悲欣交集，尤其親身經驗了靈界精神世界真實不虛，方更 

   深刻感受到師恩浩蕩的愛護之情，與破格拔擢承膺樞機使者天命的知遇之恩， 

   惟又愧疚未竟本師所交付天命，汗顏不已。本師嘉勉光節樞機使者入門廿七 

   年餘，一貫以老成謀國之忠誠，與豐富的行政閱歷，襄輔本師共策建制，先 

   後提出組織統一、人事統一、財務統一，奠千秋基業，可謂弼教功深，良有 

   以也。尤其為人尚儉好義，親和同奮，勸善糾過，筆耕心施，夙孚眾望，特 

   囑於完成煉靈功課後，保舉進入帝教總殿潛修，以待來日繼續追隨本師，為 

   傳揚 天帝真道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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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一篇聖訓，我們得知：光節樞機使者回歸自然後，先到清涼聖境，師尊 

特別囑咐他於完成煉靈功課後，保舉進入帝教總殿潛修，以待來日繼續追隨師尊，為傳

揚 天帝真道而奮鬥。 

 

柒、結語 

    綜合上述，截至目前為止，有 40 多位修煉者回歸自然後，曾進入無極理天的煉靈

機構去修煉。大家努力真修實煉、犧牲奉獻，全力以赴，「有為者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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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從天帝教經典探討量子力學的完整性 
 

林緒致 /賴大然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摘  要 

 

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悖論（EPR 悖論）深刻挑戰了量子力學之內涵，而後有

貝爾定理及實驗進一步檢驗是否有超光速之訊息交換。至今實驗結果都符合量子力學之

預測，但 EPR 悖論仍指出此理論並非完備，而貝爾實驗則暗示了非因果性之量子關聯。

筆者基於天帝教教義新境界之基礎，提出一假說：量子力學缺乏之隱變量乃為「陰陽」，

而目前最基本之電子乃為「陰陽電子扭合之粒子」，此陰陽場存於第五度而輕易超越光

速限制。我們也提出實驗設計，以石墨棒儲存太陽光中之陽質射線，藉以影響陰陽電子

之分佈及扭合機率，試圖證明此假說是否正確，也為教義後續研究之基礎。 

 

 

 

關鍵詞：量子力學、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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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帝教經典探討量子力學的完整性 
 

林緒致 /賴大然 

 

一、前言 

 

 量子力學是研究微小尺度下基本粒子及其交互作用之物理學。基本上人們認為世上

各種物質皆由原子所構成，而原子則是由基本粒子彼此吸引或排斥的交互作用而形成，

理論上若掌握了量子力學，層層上構，則可掌握世間物質的一切性質。但事實上並非如

此，一方面由於量子力學的計算非常繁複，不易得到精確解，二方面由於在量子力學微

小尺度下所適用的規則，在較大尺度的巨觀世界裡，多數不再適用。但在某些特殊的物

質狀態下，量子力學中的微小尺度規則亦適用於巨觀世界，例如：超導約瑟夫森效應，

量子霍爾效應等等，都是在巨觀現象中直接受到量子力學規則的掌控，而顯示出其研究

價值。儘管量子力學大多適用於微小尺度，而對巨觀世界有力難施，但其在微觀物質世

界所達致的巨大研究成果，仍使其成為人類科學史上最成功的範例：小至 3C 科技產品

中不可或缺的半導體元件，乃至核能發電，大至宇宙起源大霹靂的研究，量子力學都扮

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站在教義及經典的角度，量子力學所研究的課題是屬於電子論之範疇，特別是教義

第四章第一節「陰陽扭合變電」之後的氣粒子行為 [1]，更是量子力學所擅長，近百年

來，量子力學理論與實驗結果的相互吻合，已經無庸置疑1。巧合的是，教義完全未探

討「陰陽扭合變電」之後的氣粒子行為，而是多所著墨於變電之前的「陰陽扭合」以及

「原子動能」，似乎有意無意之間，補充了現有的科學理論，而能使其更加的完整。 

 

二、愛因斯坦定域性原理與貝爾不等式 

 

本文探討的題目「量子力學的完整性」，乃借用愛因斯坦在 1935 年所撰寫的著名論

文 「 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這篇論文被視為對於量子力學的正面挑戰 [2]。愛氏當時在物理學界已德

高望重，因此論文格外受到重視，引發以波爾為首之量子派與愛氏為首之古典派間的精

采論辯（兩者皆為古典量子論作出重要貢獻） [3]，並引起後來一連串的討論，統稱為

EPR 悖論 (Einstein Podolsky Rosen paradox)。愛因斯坦在此篇文章中，所堅持的科學

立場為：兩個在空間上互相隔離且獨立的系統，S1 與 S2，當我們在 S1 做了一個科學實

驗，應該很理所當然地，不會影響在 S2 所做的科學實驗的結果，這個敘述一般稱為定

域性原理  (principle of locality)。換句話說，我們在台北教院廚房做了一道菜，不會影

響高雄教院廚房做菜的味道。 

這樣一個簡單明瞭的科學立場，為何需要由愛氏拿出來探討呢？這是因為在量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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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論當中，當兩個系統 S1 與 S2，進入了某些特殊的狀態，發生了交互作用，則 S1

與 S2 就能相互影響，即使距離漸行漸遠，遠到發生變化再以光速交換訊息需要時間之

遙遠距離（同時交互作用小到可以忽略），影響仍然存在！這種狀態一般稱之為量子糾

纏。量子糾纏可以讓兩個獨立的系統無視時空的距離彼此之間產生莫名所以的聯繫，在

S1 系統產生的實驗結果，能立即影響 S2 的實驗結果，這對於提出廣義相對論且一切交

互作用都以光速為上限的愛因斯坦來說，必然是無法接受的，也因此他認為允許如此狀

態存在的量子力學理論是不完整的。而來自於量子力學的解釋是，此兩個系統是存在於

同一個狀態中，既然是同一個狀態，則不分彼此，所以沒有交互作用的問題，既然沒有

交互作用的問題，也就沒有了時空距離的限制。 

筆者較傾向於愛因斯坦的定域性原理，而不認為量子力學中某些特殊「狀態」具有

超越時空的能力。無論如何，實驗是檢驗科學真理的唯一方法，理論上的爭辯終究需要

實驗上的驗證才能獲知進一步的結論。1964 年，貝爾 (John Stewart Bell) 提出了檢驗此

段爭辯的實驗方法，稱之為貝爾不等式，實驗描述大致如下： 

 

1. 取一對處於 singlet 狀態1的電子，彼此朝向相反方向遠離（向左的電子稱為 S1，

向右稱為 S2）。處於 singlet 狀態的定義為此對電子的角動量總和為零：S1 + S2 = 0，

當 S1 = +1/2 時，S2 = -1/2，當 S1 = -1/2 時，S2 = +1/2。為了方便，我們定義+1/2

為向上，-1/2 為向下，但這是抽象相對的概念而非真有上下。 

 

2. 實驗上使用一個能產生均勻磁場的裝置來量測電子的角動量，當電子順著磁場

方向時稱為向上，逆著磁場方向時稱為向下。光子則以干涉方式量測，其他實驗內

容會在後文敘述。 

 

3. 根據量子力學，一對電子只有向上及向下兩種可能（上下、下上），不存在第

三種可能。在我們對於 S1 進行測量之前，無法預測 S1 為+1/2 或-1/2，一定要等到

進行測量的瞬間方能得知，對於 S2 也是同樣的情況。但無論 S1 與 S2 已經相距多長

的距離，當 S1 被量測出為向上時，此時 S2 必然為向下，當 S1 被量測出為向下時，

此時 S2 必然為向上，若兩個測量裝置彼此之間有夾角，量測結果也會隨著夾角的改

變而改變。在此就可看出上述是不符合定域性原理的：S1 與 S2 已經遠距離間隔且

不再有交互作用而獨立，但是在 S1 所做的實驗結果，會立即影響在 S2 所做的實驗

結果。 

 

4. 為了能符合定域性原理，貝爾設想在量子力學中存在了一個人們還不了解的參

數（既然存在了一個目前還不了解的參數，也就代表了目前的量子力學是不完整的。

貝爾本人也是忠實的愛因斯坦追隨者，但世事結果多是出人意料之外），這個參數在

此對電子尚未彼此遠離之際，由於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生成了一個特殊的值，這

個值影響了 S1、S2 往後的實驗結果，如此一來，既符合了定域性原理（此參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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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對電子尚未遠離，尚存在交互作用之際，而不是生成於遠離之後），也對遠離之

後的實驗結果有了解釋。 

 

5. 圖一為貝爾稍作修改之後的理論（符合了定域性原理），與原先量子力學理論

（S1、S2 可超越時空距離互相影響）的對比，直線部分為貝爾的理論，弧線部分為

量子力學的理論，從 1964 年至今，所有的實驗結果都符合弧線的部分，因此實驗證

據表明了真有超越時空的影響存在。 

 

6. 當然這些實驗結果無法說明原先的量子力學理論已經是完整的，此種莫名的超

距聯繫仍讓許多人感到困擾，因此也有科學家提出了非定域性原理的量子力學，如

物理學家 David Bohm 的理論1，試圖涵蓋此種聯繫。 

 

 

 

圖一：兩個粒子自旋的量子相關性，古典貝爾定理（局域隱函數理論）以紅線表示，量子力學

預測以藍線表示。相關性可以數量分布來想，例如在 0 與 360 度時，若測量 100 次且一側量到

自旋上 100 次，則另一側則會量到自旋下 100 次。又例如在 45 與 315 度時，一側量到自旋上

100 次，則古典理論預測 50 次自旋下與 50 次自旋上，但量子理論預測 70 次自旋下與 30 自旋

上，這是因為量子理論的粒子具有波動性。圖取自 [7]。 

 

三、陰陽扭合變電結構 

 

    筆者在前幾年的論文中，探討了四度時空的電磁場可自然地生成於五度虛空之中 

[4]，這是從多度時空朝向四度的方向來看，若從四度時空看向多度，即是由陰陽扭合變

電結構看向四度時空的電磁場，關於陰陽扭合變電結構的探討，筆者在前文中是從狄拉

克量子化條件出發，在超導態中做論證 [5]，而狄拉克則是走向了預測磁單極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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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文論述之超導態，是陰陽扭合變電結構中「同引異排」與「同排異引」之間的中

間態。當溫度提升達到熱準則由「同引異排」邁向「同排異引」，溫度降低失去熱準則

由「同排異引」落入「同引異排」，而超導態位於其間，是由兩個電子同引而成的狀態，

其磁通量是量子化的 h/2e 的整數倍1，變電之後乘以 e 成為 h/2，而為電子之角動量，

而扭合後的四度時空電磁場的光子角動量為 h，恰好等於 h/2 + h/2，陰陽各自貢獻了

相等的 h/2 的角動量，我們可以教義經典的觀點來重新詮釋上述貝爾的角動量實驗： 

 

1. 從陰陽扭合變電結構出發，我們可以思考的是： 

 a. 陰陽電子扭合變電之後，成為了現今人類科學所稱的電子，包含正電與負電，此

種電子，在目前人類科學的認知裡，是一個體積無限小的點1，亦即不存在任何內部結

構，但從陰陽扭合變電結構的觀點出發，此種電子是有結構的，亦即內含陰陽電子，因

此，現今人類所稱的電子，除了科學上已知的物理特性之外，也含有陰陽電子的特性。 

 b. 既然人類科學所稱的電子，內含陰陽電子的特性，其中關於扭合的特徵，就在量

子化的磁通量變電而為角動量時展現，反過來說，角動量的表現，也隱含了陰陽電子扭

合的特徵。 

 c. 因此，上述處於 singlet 狀態的兩顆電子，其角動量的表現隱含了陰陽電子扭合

的特徵。 

  

2. 我們可以將陰陽扭合的狀態，想像成如圖二所示意之旋轉中的陰陽： 

 

 

 

圖二：太極陰陽圖。 

 

a. 當四度時空中的兩顆電子形成了 singlet，相當於此兩顆電子在陰陽電子的層面

進入了陰陽扭合態。當我們使用磁場量測了 singlet 狀態中其中一顆電子，亦即決

定了其角動量，在四度時空中定了方向，則另一顆電子也隨之決定，相當於旋轉中

的陰陽，一端被固定定位，另一端也隨之定位。 

b. 此旋轉中的陰陽扭合態，乃是存在於陰陽電子的層面，而非變電後的四度時空，

因此，此陰陽扭合態對應到四度時空中的 singlet 態，必然存在一對應範圍，類似

前文中所論述的，在第五維中前進一小段距離，相當於在四度時空中跨越了數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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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c. 在此對應範圍之內，其中一顆電子定了角動量，另一顆電子也瞬間定下（以維

持角動量守恆），這在四度時空看來，相當於無視時空距離而相互影響，但從陰陽

電子的層面觀之，只是相當於一個旋轉中的物件，一端被固定停下，另一端自然也

固定停下。 

d. 以上論述，既符合了量子力學的結果，也無涉貝爾不等式，簡而言之，既解釋

了量子力學中的莫名所以的超距聯繫，也無須如同貝爾不等式所論述的，在量子力

學中添加不知名的參數。 

e. 因此，量子力學可正確描述四度時空之電子行為，但若從陰陽扭合變電結構觀

之，其論述是不完整的，因其無法臆想陰陽扭合所建立之聯繫。 

 

3. 結論：從陰陽扭合變電結構觀之，量子力學的確是不完整的，而愛因斯坦定域性原

理是正確的，接著我們要試圖設計實驗做驗證。 

 

四、實驗設計 

 

 由上述理論模型可得知：在此架構上，singlet 態乃陰陽扭合而成，若破壞此陰

陽平衡關係則化電態不存在。另由聖訓中得知，太陽光中含有陽質射線，且其可磁

化物質，如同強磁場磁化鐵一樣。就字面上來看，陽質射線為含有陽電子之高能宇

宙射線，在無法有進一步細節下，我們可先這麼假設。 

 我們的模型乃基於教義新境界與現代物理學理論，兩相比較對應後所推測的結

果，又基於前述之科學精神，我們必須設計相關實驗，作為模型之驗證或反證： 

 

1. 首先我們想驗證陽質射線是否存在、是否能磁化物質。我們選用高純度石墨棒

作為儲存陽質射線能量的媒介，其原因在石墨乃碳原子構成，也是構成生命的基本

元素，而陽質射線來自陽光，也為多數生命之必須。另外碳不是導體（因其形成四

個共價鍵之 SP3 結構），實驗上並未發現有磁化的現象。即使使用高純度減少雜訊，

仍含有少量矽、鋁、鐵、鈣、鎂等豐富元素，其中鐵會造成鐵磁性，這個變因我們

必須以多次實驗排除。而石墨與鑽石為同素異構體，許多實驗會選用更精純之鑽石，

但我們希望在結構上有彈性，且價格低，石墨自然為更容易取得之選擇。實驗流程

如下： 

 

 a. 取用四支石墨棒，日照時間設計為無日照（對照組，雜訊控制，編號為 C1）、

六小時 (C2)、一周（七日，C3）、一個月（三十日，C4），為避免衰減，要從實驗

時間回推日照起始點，分別為 C4: (D-30, T); C3: (D-7, T); C4: (D, T-6)，其中 D

為日、T 為小時。 

 b. 接著我們可以兩種方式測量此石墨棒是否有磁化現象，一般以超導量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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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元件 (SQUID) 測量微弱磁場，但此方法需要屏蔽室且儀器昂貴，我們選擇以量

測感應電流的方式來取代。 

 c. 根據法拉第感應定律，磁通量若有變化則必須生成一電流抵消此變化，因

系統傾向維持穩定。若石墨棒真有磁化現象，則可讓石墨棒在低電阻銅線圈中央位

置並上下移動。磁化量可能不大則感應電流也不大，低電阻可降低電流損耗、提高

訊噪比，低溫可進一步降低熱輻射，但必須抽真空及降溫，整體成本與穩定控制難

度都提高。線圈兩端組成一正負輸入端子送到高敏度示波器。（或可以金屬板產生

測量感應生成之渦電流所造成的溫差，原理相類似，但電流較敏感可量）。  

 d. 石墨棒上下移動的距離固定則感應電流波形的振幅將正比其磁化量，也可

預期其量值將與曝曬時間成正相關但趨於飽和。若磁化真的發生，則可預期以 C1

到 C2 四個數據點對時間點作圖可得ㄧ符合 exp(-T) 飽和之圖形，則可證明磁化現

象產生並與材料大小相關，也可進一步根據不同材料及質量作進一步測試。

 

 

圖三：常見之 EPR 實驗設定，鐳射光源提供光子，當穿過光柵後可能分為兩個波長更長之

光子（能量守恆），我們就可以此兩光子做干涉實驗，判斷兩光子自旋為何。這個來自日內

瓦大學的實驗，利用重力改變局部重力場，和我們想改變局部陰陽電場的概念類似，我們

將於此基礎上做改良。圖取自 [8]。 

 

2. 接著我們想知道石墨棒是否可以成為陽質射線之「容器」，也就是說石墨棒是否

能儲存陽質射線並以此能量改變局部的陰陽電子分佈，進而改變局部陰陽電子扭合

變電的機率。實驗流程如下： 

 

 a. 如前文理論部分所述，我們想要產生自旋一上一下之粒子對，可以是正反

電子或者是兩個光子（下面以正反電子為例，光子部分可參考圖三說明）。一般產

生正反電子對的方法是以高能粒子或鐳射對撞，我們在作用點上方使用 C4（存量

應最大），試圖影響電子對生成機率。 

 b. 從既定的對撞粒子，可從其能量預測其電子對生成機率，我們從兩端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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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生成之正反電子對，我們預期總數會較低，若為真則可推測陽質射線可影響局部

陰陽電子比例進而減少生成機率（兩者數量一樣多時扭合機率最大，局部陽電子增

加則減少機率）。 

 

3. 最後我們想測試陽質射線是否能讓已經扭合變電的電子回到陰陽電子態，與實

驗 2 之減少變電機率前後對照。實驗流程如下： 

 

 a. 正反電子對會沿著相同的軸線，相反的方向向兩邊射出，因要維持動量及

角動量的守恆。貝爾定理預測若測量了一側的電子自旋，則另一側的自旋固定。此

實驗目前都符合量子力學的預測（如圖一），我們若在軸線一側放 C4，若量測到的

數據與圖一不同，或單側電子（正子）被破壞，則量到的機率分佈會不同。 

 b. 若發現陽質射線確能改變陰陽扭合態，則以 C4 放置於與軸線正交平面上並

旋轉不同角度。因假定扭合態會被破壞，則與石墨棒平行的角度破壞程度應最大。 

4. 注意實驗 2 或 3 並不需要實驗 1 之結果，亦即陰陽電造成之磁化現象可以不是

科學上常用之磁場。若實驗 2 或（和）3 為真而實驗 1 為非，則可推測陰陽難以在

四度時空以現有物理量表示。另外要注意的是，雖然實驗概念上不難，但由於電子、

光子的波長都很小，要如何比對正確的粒子對就非常困難，需要相當高的精密度，

加以粒子源及管道都要準確控制，通常需大量人才之通力合作。 

 

五、結論 

 

 目前多數有關EPR悖論之實驗均不遵守貝爾不等式（此定理假定了局域性隱函數），

而是遵循量子力學的預測，但不表示其為完備之理論。量子力學並非古典定性定量之理

論，而是一統計近似之結果，也就是說，即使一側測量自旋為上、另一側仍可為上，只

是粒子對數量很多後數量會趨近於零。貝爾定理的預測目前與傳統設計實驗不合，可解

釋為局域性不存在，但根據我們的模型，局域論應該存在，某個隱函數可能存在第五度，

以超越光速之速度改變量測值。我們的實驗應可驗証此變數是否為陰陽，以及陽質射線

是否為陽電子來源之一。實驗 1 是目前可行之先期目標，而現階段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

物力進行實驗 2 和 3 這樣的前端實驗，但我們仍會設法再改進實驗設計，同時科技進步

也會帶動實驗成本下降，期待能兩者能在短時間內配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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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真空與炁場內涵初探—兼論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

之關聯性 

劉緒潔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台灣大學電機系醫學工程組博士 

 

摘  要 

本文主要從宇宙生命之角度探討真空與炁場之內涵，並論述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

之關聯性，共分成五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前言、提出從真空與炁場探索大小宇宙中次

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之內涵與關聯性之初步概念；第二部分、匯整有關粒子物理學中次

原子粒子之重要觀念與成果，包括守恆律、對稱性、量子真空、真空漲落、零點能、真

空極化、真空之對稱性破缺等觀念，以及標準模型、超對稱標準模型與規範場論，並匯

整各種次原子粒子特性、量子狀態與各項物理性質、希格斯機制與量子糾纏現象等內容；

第三部分、主要從宗教角度匯整探討炁粒子與氣粒子之內涵，包括炁粒子之產生，例如

形成宇宙中心高能源頭之狀態、炁粒子能量降階與氣粒子及電子之形成、以及炁粒子與

氣粒子的特性，探討非物質基本粒子(和子、炁氣粒子)與物質基本粒子的邊界，並從大

宇宙五大旋和律、人體小宇宙生命系統、及四大意識層等三個層面，探討炁與氣之運作；

第四部分、從三項關鍵命題探討真空與炁場之作用與關係，包括：其一、從人體小宇宙

到大宇宙之物理真空與宇宙虛空炁場關係探討，如：粒子型態與物理真空、炁氣鍛煉與

宇宙虛空炁場、相對真空與絕對真空、炁氣鍛煉層次與旋和律對應關係；其二、訊息傳

遞背景場中之真空、炁場與粒子概念，提出各級旋和律中之炁場真空層級、各級旋和律

中之訊息交流、及粒子之訊息完整程度與能量特性；其三、從真空炁海之聯合糾纏觀點

建構宇宙之生命主體意識模型，探討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自發形成概要程序、正反

宇宙中心與反物質之關係、大宇宙意識與「聯合糾纏」現象、特別的是、提出“正反宇

宙總體意識”概念方程—針對「上帝」與「無生聖母」、並提出科學、哲學與宗教對於真

空及炁場之探索思路概要；第五部分為結語，主要提出大小宇宙生命與源自真空炁場之

正反宇宙為原始聯結之觀念。 

 

 

關鍵字：真空、炁場、旋和場、背景真空基底、次原子粒子、炁粒子、氣粒子、意識、

宇宙訊息、宇宙意識、親和力、炁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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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與炁場內涵初探—兼論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之關聯性 

劉緒潔 

 

一、前言：從真空與炁場探索大小宇宙中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之內涵與關聯 

 

大小宇宙生命究竟從何而來？至今宗教論述與科學論證兩者尚屬南轅北轍、各有主

張，對於同屬探究宇宙真理而言並非好現象，但嚴格而論、科學講究證據，不可能虛構

無法證實之內涵，這正是科學可貴之處；時序已進入二十一世紀，以目前之科學成就，

是否可能進入宗教論述之範疇，同時產生兩者之間良性的交互作用是本文關切的重點。 

 

粒子物理學的工作即是從物理學角度，深入探索物質結構的根源與本質，至今已有

許多令人驚艷的成果，例如物理學家探討「守恆律」(law of conservation)與「對稱性」

(symmetry)之概念，並深入「真空」本質，提出量子真空(quantum vacuum)、真空漲落

(vacuum fluctuation)、零點能(Zero point energy)、真空極化(vacuum polarization)…等前瞻

性觀念，並從真空本質提出真空之「對稱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概念與實驗，從

而得以建構粒子產生之理論，並逐步建構「標準模型」(Standard Mode)、「規範場論」(Gauge 

Theory)與「超對稱標準模型」(Supersymmetric standard model)…及其他理論等漸趨完整

之理論架構與模型，深入掌握各種粒子之特性、量子狀態與物理性質；尤其近年來希格

斯機制(Higgs mechanism)之證實，得以理解粒子質量由來之根源問題，而量子糾纏

(quantum entanglement)現象更是極為特殊的研究命題，其中呈現量子訊息之傳遞已超越

空間局域性與速度限制，使得粒子物理學已逐漸超出單純物質界之觀點，幾乎要進入虛

無飄渺的範疇，而可能與宗教所論述之內涵產生交流之可能。 

 

就精神鍛煉的本質而言、炁氣之能階層次淬煉提昇，牽涉到物質與精神之互相轉換，

從宗教修持角度所掌握之炁粒子與氣粒子內涵，與粒子物理學所研究之範疇，看似不同

但又似乎相關；從宗教所提供之高次元訊息中，反宇宙在無序之炁海中形成，並在其中

心蘊蓄累積，形成極高能量之極子及先天炁，在大爆炸形成正宇宙之時能量奔放而出，

炁粒子能量降低而逐階形成各等級之氣粒子及物質化之粒子，反宇宙及正宇宙循環生滅

變化，其中運作之主體即為炁粒子與氣粒子；特別的是、反宇宙似乎構成一個背景基底

狀態，與粒子物理所探討的量子真空似乎相關，而正宇宙中各類旋和律似乎也有各個等

級之炁場背景，可能構成各等極之真空基底；另外、小宇宙生命結構涉及非物質之基本

粒子，如：和子、電子(屬天帝教專用名詞)等炁氣粒子，其中和子屬生命活性來源之靈

性粒子，電子則為能階蛻化之物性粒子，兩者分別構成個體生命之精神與物質部分，其

本質則皆為炁氣粒子，尤其運作在各層級意識(意識、靈識、靈覺、魂識)中之內含物更

是幽微的炁粒子。綜而言之、大宇宙天體、人體小宇宙生命系統、以及四大意識層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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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主體皆屬「炁」與「氣」之內涵，為探討其與粒子物理學中次原子粒子之相關性，

有必要深究其本質。 

 

粒子物理學所探討之次原子粒子與宗教修持所論述之炁氣粒子，似乎同源於背景炁

海真空，本文先由真空與炁場內涵切入，並探討大宇宙與小宇宙主體中有關次原子粒子

與炁氣粒子之各別內涵及其關聯性，一方面可能提供科學研究人員構思研究範疇與命題

之參考題材，另一方面綜合各方面成果，可能作為認知生命實像極有價值之素材，對於

安頓生命與奮鬥目標提供正面效益。 

 

 

二、粒子物理學中次原子粒子之內涵 

 

“物理學家不停分割下去，最後發現空無一物。” 

Jim Baggott—《Higgs: The Invention and Discorvey of the God Particle》 

 

從物理觀點來看，自然界應該是具有基本而不變的本質，也就是具有守恆特性，而

整體宇宙應有相當之對稱性，宇宙自大爆炸中產生，大爆炸之後產生整個物質宇宙，物

質宇宙由基本粒子所組成，這些不變或變化的基底，是一個真空的狀態，物理學上真空

具有非常複雜的特性，欲理解構成物質宇宙之「基本粒子」，必須理解「守恆律」、「對

稱性」與「真空」等基本特性。 

 

(一)「守恆律」、「對稱性」與「真空」 

 

1. 「守恆律(law of conservation)」與「對稱性(symmetry)」1-4
 

 

從物理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獨立的系統若是不會因為條件變化而改變其本質，我們

說該系統遵循「守恆定律(law of conservation)」，同樣從物理學角度來看，宇宙的本質應

該具有相當程度的「對稱性」(symmetry)；「對稱性」事實上意味著「守恆律」，1918 年

德國數學家艾米·諾特(Emmy Noether)提出著名的「諾特定理(Noether theorem)」，這是一

個關於「守恆定律」的重要理論，主要在論述「守恆定律」和「對稱性」之間有其對應

關係，亦即：物理上每一種「守恆定律」必定有其伴隨的「對稱性」。例如、伴隨著「能

量守恆定律」的是物理系統對於時間的不變性(或對稱性)，總能量不隨著時間而改變，

也就是有相對於時間的對稱性；另外、不論在空間的取向為何，物理系統的行為不變，

也就是具有轉動不變性，這導致「角動量守恆定律」。表 1 列出一些「守恆定律」與「對

稱性」的關係，其中「絕對定律」(exact law)，是在任何條件下皆成立的物理定律，截

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現任何違背該等定律之證據，而「近似定律」(rough rule)則是“在某些

限制的應用範圍內有很好的近似，但在條件之外則不太適用”的物理定律，所謂“某些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B%BE%E7%89%B9%E5%AE%9A%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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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範圍”、例如在較低速度、較短時間尺寸、特定交互作用或某些特定條件…等，該物

理定律近似於正確。 

 

表 1 「守恆律」與「對稱性」之對應關係 

屬性 守恆律 對稱性(不變性) 說明 

絕

對

定

律 

質能守恆定律 能量和質量轉換不變 能量和質量有比例關係，可等價描述 

動量守恆定律 對空間平移不變 物理定律不隨空間位置而變化 

(“絕對位置”不可觀測) 

角動量守恆定律 對於轉動的不變性 物理定律不隨空間取向而變化 

(“絕對方向”不可觀測) 

時空坐標變換關係守恆 勞侖茲不變性 不同慣性參考系中同一事件之四維時空

坐標變換關係不變 

機率密度守恆 機率密度流動不變 在量子力學中從連續性方程式可得到機

率密度及機率通量守恆定律方程式 

電荷守恆 電磁場(電位及向量位勢)的

規範不變性 

反應前後總電荷量不變 

色荷守恆 組成粒子的夸克其色荷總

和為零(即呈白色) 

(由於夸克禁閉效應)強交互作用下夸克放

射出膠子時，夸克的顏色必定改變以維持

色荷守恒 

弱同位旋(I 或 I3)守恆 弱交互作用過程中弱同位

旋總量不變 

弱交互作用過程中，弱同位旋 (weak 

isospin)第三分量 I3 必守恆 

電荷、宇稱和時間守恆 CPT 對稱性 綜合電荷、宇稱和時間共軛 

近

似

定

律 

質量守恆定律 任何化學反應前後質量不

變 

適用於非相對論性速度與不存在核反應

的狀況 

能量守恆定律 孤立系統總能量不變 

(對時間平移的不變性) 

物理定律不隨時間不同而變化(“絕對時

間”不可觀測)適用於非相對論性速度與不

存在核反應的狀況 

重子數守恆 重子規範變換 反應前後各粒子的重子數之和等於反應

之後各粒子的重子數之和 

輕子數守恆 輕子規範變換 粒子物理作用過程中輕子數不變 

味守恆 味量子數在強交互及電磁

交互作用下之不變性 

夸克「味量子數」在強交互及電磁交互作

用中守恆，輕子六種「味量子數」在電磁

交互作用中守恆(但兩者在弱交互作用中

對稱會被破壞) 

電荷共軛(C)守恆 電荷共軛(正反粒子)對稱性

(charge conjugation 

symmetry) 

在電磁及強交互作用下 C 守恆，但弱交互

作用下 C 對稱破缺 

宇稱(P)守恆 宇稱(空間反演)對稱性 在電磁和強交互作用中宇稱守恆，但在弱

核力中宇稱不守恆 

(宇稱為空間反演) 

時間(T)守恆 時間反演對稱性 物理系統在時間反演操作下的對稱性(但

觀測宇宙並不具時間反演對稱性) 

電荷、宇稱(CP)守恆 CP 對稱性 綜合電荷 C、宇稱 P，在電磁及強交互作

用下 CP 守恆。(弱作用下 CP 破缺) 

註： 

1. 勞侖茲協變性(Lorentz covariance)：一個物理量要稱為“勞侖茲協變性的”，是其可在勞侖茲群(純量、

四維向量、4-張量與旋量)的表象下做變換；一方程式被稱為“勞侖茲協變性的”，是其可以勞侖茲協

變量的形式寫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8%8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8F%8D%E5%BA%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8F%8D%E5%BA%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8F%8D%E5%BA%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AD%90%E6%9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C%95%E5%AD%90%E6%95%B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3%E5%8F%8D%E5%85%B1%E8%BB%9B%E5%B0%8D%E7%A8%B1%E6%80%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3%E5%8F%8D%E5%85%B1%E8%BB%9B%E5%B0%8D%E7%A8%B1%E6%80%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7%E7%A8%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B6%E9%97%B4%E5%8F%8D%E6%BC%94%E5%AF%B9%E7%A7%B0%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P%E5%B0%8D%E7%A8%B1%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E5%BC%B5%E9%8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B%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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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侖茲不變性(Lorentz invariance)：一個純量(如時空間距)在勞侖茲變換下保持不變，可稱為具有勞

侖茲不變性。 

3. 同位旋(Isospin)是為了解釋上夸克與下夸克之間的對稱性而發展出來的量子數，在強作用下，同位旋

守恆，但弱作用和電磁作用下，同位旋不守恆。 

4. 輕子六種「味量子數」：電子數、緲子數、τ 子數及三種微中子的對應數。 

5. 電磁及強交互作用下 C(電荷共軛)、P(宇稱)、CP 守恆，而弱交互作用 C、P、CP 皆對稱破缺(即弱作

用下破壞 C 守恆、P 守恆、及 CP 守恆)。假若 CPT 對稱性恆成立，則等價於時間反演對稱性之破缺。 

 

2. 量子真空(quantum vacuum)、真空漲落(vacuum fluctuation)、零點能(Zero point energy) 

 

一般所謂的「真空」是指沒有任何物質或粒子存在的空間狀態，在量子力學中「真

空」並非指沒有任何場、粒子或能量，現代物理學所界定的「真空」具有非常複雜的性

質，有關「真空」的概念有一段發展演變的歷程。 

 

十九世紀時，物理學家為了解釋電磁波如何在真空中傳播，曾將「真空」看成是一

種介質，稱之為「乙太」，後來 1887 年邁克生(Albert Michelson)－莫立(Edward Williams 

Morley)的實驗推翻了這種說法，認為並無乙太存在。 

 

1930 年狄拉克(Paul Dirac)發現方程式中出現電子具有正能量與負能量的結果，為了

解決方程式中負解的問題，狄拉克提出「真空」像是一個充滿了負能量態的電子海，當

該負能量態中的電子吸收足夠能量(＞2mc
2
)而躍遷到正能量態成為普通電子時，電子海

中可能留下了空穴(稱為「電洞」)，該空穴之特性就像是具有正電荷的粒子—正電子(或

稱為「正子」)
5，從系統整體能量來看，這種產生粒子後的狀態其能階比只有電子海的

真空狀態能階要高，因此原先的真空是能量最低的狀態。 

 

從現代物理學角度來講、「真空」是一個不斷產生量子躍動的能量之海，稱之為「量

子真空」(quantum vacuum)，能量可能在真空狀態中不斷躍動變化，當能量達到波峰時

可能轉化出正反基本粒子對，而當能量達到波谷時正反基本粒子對又可能相互湮滅轉化

為能量，這種現象稱為「真空漲落」(vacuum fluctuation)或「量子漲落」(quantum fluctuation)，

也就是說，不時會有基本粒子在「真空漲落」中出現，無中生有，隨後又消失無蹤，「真

空」並非空無一物，而是虛實粒子不斷出現與消失的狀態。李政道在講授〈真空作為不

對稱之源〉6 中介紹到：「現在我們知道真空是洛倫茲不變的，這就是說公轉和參考系的

變換不會改變真空，但是洛倫茲不變性並不包括一切物理特徵，我們仍然可以問：這個

真空態是甚麼？…在現代的處理中，我們定義真空為系統的能量最低狀態…，我們從真

空態造出單粒子態，接著雙粒子態…」，意謂真空的物理性質在不同慣性系中保持形式

不變，此即「洛倫茲不變性」(Lorentz invariance，或譯為「勞侖茲不變性」)，而各種粒

子態可能從量子真空之海中產生，從量子場論的觀點來看，每一種粒子都對應於一種量

子場，粒子就是對應的場量子化之後的場量子，當空間存在某種粒子時，顯示該量子場

處於激發態；反之、不存在粒子時，就意味著場處於基態；換言之，「真空」是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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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場量子被激發的狀態，或者說「真空」是量子場系統的基態。另外、量子理論預測，

真空中蘊藏著巨大的本底能量，稱為零點能(Zero point energy)，該能量在絕對零度下仍

然存在。 

 

對於「真空」的認知已可通過實驗來檢驗，有不少現象都需要用近代的「真空」觀

念予以說明，例如電子的反常磁矩、氫原子能級的蘭姆移位、真空極化效應、高能正負

電子對撞湮沒為高能光子、或是高能光子使真空激發出大量粒子…等。整體而言、科學

上的「真空」概念與知識仍在持續發展，物理學家仍在持續探索及發展「真空極化」

(vacuum polarization)、「真空對稱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和「真空相變」(phase 

transition of vacuum)…等內涵及其應用。 

 

3. 真空極化(vacuum polarization)
 
 

 

在某種意義上而言真空像是介質，如同電磁學中電場對介電質的極化現象(在不導

電的介電質表面和內部出現不均勻的電荷)，真空與外電磁場的交互作用將可能產生「真

空極化」現象，並可能反過來影響場或粒子的性質，導致可觀測的結果，這是由於產生

的虛粒子對會改變原本電荷和電流的分佈，可能反過來影響電磁場(例如部分遮蔽效應

或介電質效應)，因此該電磁場的作用會比原先預期的來得小 7。前面提到、處於基態的

量子場具有零點動能，不斷地振動激盪，可能產生內部自我作用或外部交互作用，由於

「真空漲落」效應，真空中各種量子場可能不斷地有各種虛粒子產生、消失和轉化，部

分「正反虛粒子對」可能帶有電荷(例如「電子-正子虛粒子對」)，因而形成電偶極矩，

並在電磁場的作用下產生位移，造成背景場之「真空極化」現象；更進一步地、若是當

周圍有一巨大的力場存在，前述「電子-正子虛粒子對」將可能被拆散而產生真實粒子。

在數學上可將「真空極化」量化成「真空極化張量」來描述介電質效應；由真空極化現

象可知，真空可能與外在力場產生交互作用，並產生實際粒子。 

 

4. 真空本質和對稱性破缺—真空之「對稱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 

 

所謂「對稱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是指宇宙真空的對稱性被破壞(即失去對稱)，

被破壞的對稱性可以是整體的或局域的，而對稱群可以是分立的或連續的。「對稱性破

缺」是量子場論中的重要概念，對探索宇宙本源與粒子本質有重要意義，在理論物理模

型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應用，例如超導物理中的 BCS 理論和標準模型中的希格斯機制。

南部陽一郎(Yoikhiro Nambu)、小林誠(Makoto Kobayashi)及益川敏英(Toshihide Maskiwa)

三位學者由於「對稱性破缺」方面的研究成果，獲得 2008 年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諾貝

爾物理獎 8，9。「對稱性破缺」包含兩種類型：「自發對稱性破缺(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及「動力對稱性破缺(dynamical symmetry breaki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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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發對稱性破缺(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 

 

原本具有較高對稱性的系統，當其內部有不對稱因素出現，導致其對稱程度自發降

低，這種現象稱為「自發對稱性破缺」，一般而言、一個物理系統自發地從一個對稱的

體系變得不對稱(例如從高溫到低溫、或是從高能階到基態…)，都屬於「自發對稱性破

缺」現象，用物理語言敘述為：「控制參量跨越某臨界值時，系統原有對稱性較高的狀

態失穩，新出現若干個等價的、對稱性較低的穩定狀態，系統將向其中之一過渡。」9

不同種類粒子、不同種類交互作用、時空、整個複雜的自然界，包括人類自身，都是對

稱性自發破缺的產物。理解「自發對稱性破缺」對於認識自然界具有重要意義，茲舉數

例如下：11-13
 

 

A.物質、反物質的不對稱：從理論上而言、自然界應該具有完美的對稱性，然而宇

宙在 137 億年前從大爆炸中產生後，宇宙的演化却呈現出不具對稱性的結果，其中最明

確的現象就是正、反物質的數量極不相當。一般所說的「物質」是由(正)粒子組成，而

「反物質」則由反粒子組成，自然界中輕子、夸克等粒子構成吾人所認知的「物質」，

而反輕子、反夸克等反粒子則構成「反物質」，粒子和反粒子(或物質與反物質)一旦碰撞

將湮滅消失並剩餘能量，特殊的是、在可觀測的自然界中僅觀測到「物質」的存在，幾

乎測不到「反物質」，就現象上而言、這其實就是「對稱性破缺」的一種表現。 

 

B.重子—反重子的不對稱：1933 年狄拉克(Dirac)預言每種粒子都有自己的反粒子，

正反粒子完全對稱。按照粒子物理學的分類，質子及中子都屬於重子，它們的反粒子則

稱為反重子，個別重子的重子數 B=1，反重子的重子數 B=－1，重子數 B 是個守恆量，

在「重子對」產生和湮滅過程中，重子數總和保持為零。然而、天文觀測所得宇宙射線

中反質子與質子數量之比小於 10
-4，顯示重子數比反重子數大許多，若重子數守恆屬於

「定理」，則似乎只能猜測重子與反重子在宇宙誕生時就不對稱，因此早期極高溫的宇

宙中應該存在著違反重子數守恆的過程。 

 

C.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1956 年前後，物理學家在對最輕的奇異粒子衰變過程的研

究中遇到了“τ~θ 疑難”(τ-θ puzzle)，實驗發現的 τ 和 θ 粒子其質量、電荷、壽命皆相同，

但衰變的產物卻不相同，如：τ
+
 → π

+
 + π

+
 + π

-
 (或 τ

+
 → π

+
 + π

0
 + π

0
)，而 θ

+
 → π

+
 + π

0，

實驗分析結果顯示，上述第一個反應中 3 個 π 介子的總角動量為零、宇稱為負，而第二

個反應中 2 個 π 介子的總角動量如為零，則宇稱只能是正。因此，若單純從質量、電荷

和壽命來看，θ 和 τ 似乎是同一種粒子，但若從衰變行為來看，如果宇稱是守恆量，則

τ 和 θ 就不可能是同一種粒子。為了解決這個難題，1956 年李政道和楊振寧提出：弱交

互作用過程中「宇稱不守恆」的假設；1957 年吳健雄在 10
-2

K 下進行鈷 60 原子核 β 衰

變實驗，用核磁共振技術使核自旋按確定方向排列，觀察 β 衰變後的電子數分佈，發現

無「鏡像對稱性」—證明了弱作用的宇稱不守恆性，李政道和楊振寧因此獲得 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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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物理獎。 

 

(2)動力對稱性破缺(dynamical symmetry breaking)
14，15

 

 

「動力對稱性破缺」(dynamical symmetry breaking)是指不在費曼圖上顯示的「自發

對稱性破缺」的一種形式，用較淺白的話講，就是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導致局部系統

之對稱性被破壞，主要應用在凝聚態物理學和粒子物理學中，其最顯著的例子是費米凝

聚。費米凝聚 (Fermionic condensate)類似於玻色 -愛因斯坦凝聚態 (Bose–Einstein 

condensate)，是由大量費米子佔據同一量子態所形成；依據庖利不相容原理，不同的費

米子不能佔據同一量子態，因此費米子不能像玻色子那樣直接形成玻色-愛因斯坦凝聚

態，科學家把兩個費米子結合在一起，成為具有玻色子性質的「費米子對」(即「庫柏

對」，Cooper pair)，使得「費米子對」冷凝，成為費米凝聚。這是一種利用外加作用，

形成對稱性破缺的一種形式，稱為「動力對稱性破缺」。 

 

(二)「標準模型」與「超對稱標準模型」 

 

1. 各種粒子特性、量子狀態與物理性質 

 

巨觀之物理性質源自微觀之粒子特性，特別的是、微觀之粒子特性常與巨觀之物理

世界性質迥異，茲將數項重要之性質，包括：質量、電荷、磁性、自旋、重子數、同位

旋、弱同位旋、奇異數(奇異量子數)、魅數(或粲數)、味荷、色荷、超荷、弱超核…等

物理觀念及性質，彙整於表 2 中。 

 

表 2 各種粒子特性、量子狀態與物理性質 

粒子特性 物 理 性 質 

質量 

(mass) 

可從幾個面向理解質量概念，「慣性質量」是物體對加速度的抵抗程度表現，「引力

質量」是定義在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之上，「慣性質量」和「引力質量」兩者有等價之

關係；另外、在狹義相對論中質量指的是物體靜止質量，即一個與物體相對靜止的

觀察者所測量的牛頓質量，一孤立系統之質量可以用此系統的能量與動量來定義，

應用 E=mc
2 概念，可得「相對論性質量」與能量成正比；廣義相對論將古典牛頓萬

有引力定律包含在狹義相對論的框架中，並應用等效原理而建立，在廣義相對論中，

重力為時空的幾何曲率，其質量概念較複雜，且並未提供單一定義；在量子理論中，

粒子質量之獲得與「希格斯機制」有關(詳後)。 

電荷 

(electric charge) 

電荷是電磁學中賦予次原子粒子的一種基本守恆特性，帶有電荷的粒子稱為「帶電

粒子」，分為「正電荷」與「負電荷」兩種，正負電荷決定了帶電粒子的電磁行為。

靜止的帶電粒子會產生靜電場，移動中的帶電粒子會產生電磁場，帶電粒子也會被

電磁場所影響。一個帶電粒子與電磁場之間的交互作用稱為電磁力(或電磁交互作

用)，屬於四大基本力場之一。 

磁性 

(magnetism) 

由於粒子內秉的自旋磁矩(spin magnetic moment)，可能在其周圍產生磁場；另外，

由於電流或電荷移動，也可能在導線或移動之帶電粒子周圍產生磁場。 

自旋 次原子粒子之自旋指的是自旋角動量及軌道角動量之總和，具有自旋的粒子具有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AB%E6%9F%8F%E5%B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AB%E6%9F%8F%E5%B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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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 偶極矩(自旋磁矩)；原子和分子的自旋指的是未成對電子自旋之和，未成對電子自

旋將導致原子和分子具有順磁性。1940 年庖利證明了「自旋統計定理」，指出費米

子(fermion)具有半整數自旋，玻色子(boson)具有整數自旋；在已發現的粒子中，最

大整數自旋為 4，最大半整數自旋為 3/2。 

重子數 

(baryon no.，B) 

重子數(用 B 表示)為粒子物理學中所定義的一個量子數，規定重子的重子數為

“+1”，反重子的重子數為“-1”，其他粒子如輕子、介子、規範玻色子的重子數為“0”。 

同位旋 

(isospin，I) 

為與「強交互作用」相關的量子數，1932 年海森堡為解釋新發現中子的對稱性而引

入「同位旋」觀念，用 I 表示，其第三分量寫作 Iz 或 I3。對於強力相同而電荷不同

的粒子，可看成相同粒子處在不同的電荷狀態，且可以「同位旋」來描述。「同位旋」

並非自旋，僅類似於自旋，也不具有角動量之單位，為無因次之物理量。在強交互

作用中「同位旋」守恆，但在弱交互作用及電磁交互作用過程中，「同位旋」不一定

守恆，「同位旋」守恆是「味守恆」的一種。 

弱同位旋 

(weak isospin，T) 

為與「弱交互作用」相關之量子數，類比於強交互作用中之同位旋觀點，用 T 表示，

其第三分量寫作 Tz 或 T3。弱同位旋是對弱超荷的補充，統一了弱交互作用和電磁交

互作用。 

奇異數 

(strangeness 奇異

量子數，S) 

奇異數 S 為表示“奇異粒子”內部性質的一個相加性量子數，只能取整數。與普通粒

子不同，奇異粒子協同產生，獨立衰變，並且產生快，衰變慢。粒子物理學規定普

通粒子的奇異數是 0 (如 p，n，π)，而奇異粒子的奇異數由反應確定，奇異數 S= +1

的奇異粒子有 Κ
0、Κ

+等，奇異數 S= -1 的奇異粒子有 Κ
-、Λ

0、Σ
+、Σ

-、Σ
0 等，奇異

數 S= -2 的奇異粒子有 Ξ
0、Ξ

-等，奇異數 S= -3 的奇異粒子有 Ω
-。 

魅數 (粲數) 

(charm no，C) 

類似於 s 夸克帶「奇異數」，c 夸克帶有一種新的量子數稱為「魅數」(或粲數)，用

C 來表示。魅數在強交互作用和電磁交互作用過程中守恆，但在弱交互作用過程中

可以不守恆。另外、c 夸克的魅數為 1，反 c 夸克的魅數為 -1。 

味荷 

(flavor) 

夸克有“味”及“色”兩種自由度，夸克之間的電磁作用及弱作用是通過“味”進行的，

而強交互作用則是透過“色”進行 16，目前已知共有六種夸克(或稱六種「味荷」)：上

(u)、下(d)、魅(c)、奇(s)、頂(t)及底(b)；夸克的反粒子叫反夸克，反夸克與其對應

之夸克有相同質量、平均壽命及自旋，但兩者的電荷及其他荷的正負則相反。 

色荷 

(color charge) 

為夸克與膠子的一種性質，與彼此間強交互作用有關。類似電荷有正負兩種類型，

色荷則有三種顏色(類比於三原色)，每味夸克都帶有 3 種色荷，膠子則有 8 種可能

的色荷；色荷概念為奧斯卡·格林柏格(Oscar Greenberg)於 1964 年提出，為解釋夸克

如何在其它方面完全相同的狀態下，卻仍能滿足庖利不相容原理而組成強子，此概

念已成為夸克模型的一部分，量子色動力學(QCD)即為探討色荷相關之動力學。 

超荷 

(hypercharge，Y) 

超荷的概念結合了「同位旋」和「味」，其與電弱交互作用中的弱超荷不同，為與強

交互作用之 SU(3)模型相關的量子數，SU(2)模型定義了同位旋，而 SU(3)模型定義

了超荷。超荷 Y=S+C+B′+T+B (式中：奇異數 S、魅數 C、底數 B'、頂數 T、重子數

B)，超荷的守恆意味著「味」的守恆，強交互作用中超荷守恆，但弱交互作用則否。 

弱超核 (weak 

hypercharge，YW) 

與電荷及弱同位旋第三分量有關之守恆量子數，類比於有蓋爾曼-西島關係之強相互

作用中的超荷(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恆)，對應於 U(1)規範對稱群，標記為 YW 

(YW=2(Q−T3))。(註：Q 微電荷數，T3 為弱同位旋第三分量) 

 

2. 「標準模型」(Standard Mode)與「規範場論」(Gauge Theory)
 17-19

 

 

(1)標準模型 

 

「標準模型」(Standard Mode)是描述所有已知基本粒子之理論框架，同時還包括希

格斯玻色子，「標準模型」也是粒子物理學中描述強核力、弱核力及電磁力三種基本力

與基本粒子相關內涵的理論，隷屬「量子場論」(quantum field theory)的範疇，並與量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B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4%BD%8D%E6%97%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1%E8%B6%85%E8%8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B2%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0%82%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5%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4%BD%8D%E6%97%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BC%B1%E7%9B%B8%E4%BA%92%E4%BD%9C%E7%9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1%E8%B6%85%E8%8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A%E7%9B%B8%E4%BA%92%E4%BD%9C%E7%9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A%E7%9B%B8%E4%BA%92%E4%BD%9C%E7%9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6%AE%8A%E9%85%89%E7%BE%A4#SU.283.2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1%E5%90%8C%E4%BD%8D%E6%9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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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及狹義相對論相容，由於「標準模型」尚未包括重力在內，因此還不是一套萬有理

論(theory of everything，TOE)。通過理論物理學家與實驗物理學家的努力，目前已建構

了構成物質世界的粒子物理規範理論架構(如表 3 所示)。詮釋強交互作用的理論為「量

子色動力學」(Quantum Chromodynamics，QCD)，而強交互作用的規範群是 SU(3)，由

於電磁力與弱作用力已統一為電弱交互作用，而電弱作用的規範群是 SU(2)×U(1)，包括

SU(2)規範群及量子電動力學(Quantum Electrodynamics，QED)；較一般性的說法是：在

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中，強交互作用、弱交互作用和電磁交互作用的規範群分別為

SU(3)、SU(2)及 U(1)，因此「標準模型」是一個規範群為 SU(3)×SU(2)×U(1)的規範場論，

而有關重力交互作用(引力)的主要理論則是廣義相對論。 

 

(2)規範場論與交互作用 

 

「規範場論」(Gauge Theory)是屬於局域或全域「對稱變換」的一套物理理論，為

「電磁交互作用」(「量子電動力學」)、「弱交互作用」和「強交互作用」(「量子色動

力學」)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數學形式架構—即前述之「標準模型」，精確表述了上述三種

交互作用的理論預測，可以說由於「規範場論」而得以建立精確的「標準模型」架構；

其他如「弦論」及「廣義相對論」的一些表述，就某種意義上而言都屬於規範場論。 

 

在粒子物理學中，「量子色動力學」(QCD)是描述夸克與膠子之間強交互作用的標準

動力學理論，亦屬於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的基本組成，對應的規範群是非阿貝爾的 SU(3)

群，群量子數稱為「色荷」，每一種夸克有三種顏色，對應著 SU(3)群的“基本表示”；膠

子一共有八種，是強作用力的傳播者，對應著 SU(3)群的“伴隨表示”(adjoint representation

或伴隨作用 adjoint action)。SU(2)規範群與弱核力有關，為將兩個複變數作轉換所得之

特殊么正群，SU(2)對稱性應用於質子與中子，得到同位旋守恆。標準模型中弱交互作

用理論指出，由於 W
±及 Z

0 玻色子的交換(發射及吸收)引起次原子粒子的放射性衰變，

其中最有名的是 β 衰變。「量子電動力學」(QED)屬於“電磁”量子真空態的微擾理論，是

古典電動力學的相對論性量子場論，對應 U(1)規範群，本質上它描述了光與物質間的交

互作用，是第一套同時符合「量子力學」及「狹義相對論」的理論。「量子電動力學」

在數學上描述了所有由帶電粒子經交換光子產生的交互作用所引起的現象，同時亦代表

了古典電動力學所對應的量子理論，為物質與光的交互作用提供完整的科學論述。表 3

彙整粒子物理中與四大交互作用相關之標準模型與規範理論架構內涵。 

 

表 3 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與規範理論架構 17
 

交互作用 參與粒子 交互作用傳播者 規範理論 

強核力 夸克(36 種) 膠子(g) (8 種) 量子色動力學(QCD)，SU(3)規範群，將三

個複變數作轉換所得之特殊么正群(3×3 么

正矩陣)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6%E8%AE%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B6%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B6%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6%93%BE%E7%90%86%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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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核力 夸克(36 種) 

輕子(12 種) 

中間玻色子(W
±及 Z

0
) (3 種) SU(2)規範群，將兩個複變數作轉換所得之

特殊么正群(2×2 么正矩陣) 

電磁力 帶電粒子 光子(γ) (1 種) 量子電動力學(QED)，U(1)規範群，一個複

變數作轉換所得之么正群(1×1 么正矩陣) 

重力 所有粒子 重力子(或引力子-尚未發現) 廣義相對論 

註 1：可將電磁力與弱作用力統一表示為電弱交互作用，其規範群為 SU(2)×U(1)。 

註 2：U(1)由於“相位因子”為 1×1 么正矩陣，故稱為 U(1)對稱性(亦稱為阿貝耳規範對稱性)，屬電荷、

超荷、輕子數之守恆律；將之推廣至 2×2 么正矩陣或 3×3 么正矩陣，得到 SU(2)對稱性(屬“同位

旋”及“弱同位旋”守恆)以及 SU(3)對稱性(屬重子數及夸克“色”及“味”之守恆)，(SU(2)及 SU(3)兩者

亦稱為非阿貝耳規範對稱性)。 

註 3：夸克(6 味×2 正反×3 色=36 種)，輕子(6 味×2 正反=12 種) 

 

圖 1 顯示影響夸克及輕子各種味荷粒子(各有 6 種)之交互作用 20，強交互作用可視

為夸克之色荷(有紅、綠、藍三種)所導致，因此色(or 強)交互作用影響三代夸克，電磁

交互作用影響三代夸克及三代帶電輕子(但不包括中微子)，弱交互作用及重力交互作用

則影響三代夸克及所有三代輕子(包括帶電輕子及其中微子)。 

 

 

 

 

 

 

 

 

 

 

 

 

 

 

 

 

 

 

 

(3)標準模型之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 

 

茲將有關基本粒子之內涵及部分特性，包括基本粒子之種類與數目、物理特性與壽

命、弱交互作用與夸克變味、強交互作用與色荷、以及「漸近自由」與「夸克禁閉」…

等彙整描述於下： 

夸克 (6 味) 輕子 (6 味) 

圖 1 影響夸克及輕子各種味荷粒子之交互作用 20
 

交 

互 

作 

用 

(相對強度：強力 1) 

(相對強度：弱力~10
-5

, 重力~10
-39

) 

 

弱及重力 

電磁 (相對強度：電磁力~10
-2

) 

 

色(or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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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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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e
−
) 電中微子(νe) 上(u) 下(d) 第一代 

緲子(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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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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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2 種基本粒子：標準模型之基本粒子包括費米子(fermion)及玻色子(boson)兩大

類，費米子又包含輕子及夸克，輕子由於味荷(flovor)之特性共有 6 種：電子(e−)、緲子(μ
−)、陶子(τ−)、電中微子(νe)、緲中微子(νμ)、陶中微子(ντ)，輕子沒有色荷，若包括正反粒

子，則輕子共有 12 種(6 味×2 正反=12 種)。夸克由於味荷(flovor)之特性亦有六種：上(u)、

下(d)、魅(c)、奇(s)、頂(t)及底(b)，三種色荷(colour)：分別是紅(R)、綠(G)、藍(B)，反

夸克具有三種補色，分別是反紅( R )、反綠( G )、反藍( B )，因此夸克總共有 36 種(6 味

×3 色×2 正反=36 種)。玻色子具有整數自旋，由規範玻色子傳遞基本交互作用，希格斯

玻色子涉及到規範玻色子和費米子獲得質量的機制，玻色子總數共 14 種，包括膠子(8

種)、W
±及 Z

0
(3 種)、光子(1 種)、引力子(1 種，尚未被發現)、希格斯玻色子(目前只發

現 1 種)。綜合 48 種費米子(36 種夸克、12 種輕子)及 14 種玻色子，標準模型中共有基

本粒子 62 種，如表 4 所示。 

 

表 4 標準模型之 48 種費米子及 14 種玻色子 

費米子(fermion) (48 種)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夸克 (36 種) 上夸克 ur，ug，ub 魅夸克 cr，cg，cb 頂夸克 tr，tg，tb 

反上夸克 
ru ， gu ， bu  反魅夸克

rc ， gc ， bc  反頂夸克
rt ， gt ， bt  

下夸克 dr，dg，db 奇夸克 sr，sg，sb 底夸克 br，bg，bb 

反下夸克 
rd ，

gd ，
bd  反奇夸克 rs ， gs ， bs  反底夸克 

rb ，
gb ，

bb  

輕子 (12 種) 電子 e
−
  緲子 μ

−
  濤子 τ

− 
 

反電子 e
+
  反緲子 μ

+
  反濤子 τ

+
  

電中微子 νe  緲中微子 νμ  濤中微子 ντ  

反電中微子 e  反緲中微子   反濤中微子   

玻色子(boson) (14 種) 

強交互作用 弱交互作用 電磁交互作用 重力交互作用 希格斯機制 

膠子(8 種) 

自旋為 1 

(反粒子為其自

身) 

W
±及 Z

0
(3 種) 

自旋為 1 

(W
± 反 粒 子 成

對，Z
0 為其自身) 

光子(1 種) 

自旋為 1 

(反粒子為其自

身) 

引力子(1 種，尚

未被發現) 

自旋為 2 

(反粒子為其自

身) 

希格斯玻色子(目前只發現 1

種) 

自旋為 0，通過希格斯機制

將質量給予其它粒子(反粒

子為其自身) 

註 1：夸克有三種色荷，總數為 6 味×2 正反×3 色=36 種；輕子沒有色荷，總數為 6 味×2 正反=12 種。 

註 2：玻色子總數=8+3+1+1+1=14 種。 

註 3：標準模型之粒子總數共有 48+14=62 種。(其中引力子尚未發現) 

 

B.基本粒子的物理特性與壽命：表 5、表 6 及表 7 顯示基本粒子之各項物理參數特

性列表，由其壽命可知，構成宏觀物質世界之基本粒子主要為上下夸克(及其反粒子)以

及正反電子，另加上正反中微子及光子之外，其餘基本粒子壽命都極短，僅在高能實驗

觀測中曇花一現。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4%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B2%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B2%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0%82%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5%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7%B1%B3%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7%94%B5%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CE%BC%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CF%84%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A%E7%9B%B8%E4%BA%92%E4%BD%9C%E7%9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97%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97%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9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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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夸克(6 味 36 種)物理參數列表 (各粒子三種色荷未列出) 

世代 名稱(味) 符號 Q J B 特點 反粒子 符號 Q 質量(MeV/c
2
) 平均壽命 

1 
上夸克 u +2/3 1/2 +1/3 I3=+1/2 反上夸克 u  −2/3 2.3 穩定 

下夸克 d −1/3 1/2 +1/3 I3=-1/2 反下夸克 d  +1/3 4.8 穩定 

2 
魅夸克 c +2/3 1/2 +1/3 C=1 反魅夸克 c  −2/3 1275 (極短)未知 

奇夸克 s −1/3 1/2 +1/3 S=-1 反奇夸克 s  +1/3 95 (極短)未知 

3 
頂夸克 t +2/3 1/2 +1/3 T=1 反頂夸克 t  −2/3 173070 5×10

-25 秒 

底夸克 b −1/3 1/2 +1/3 B′=-1 反底夸克 b  +1/3 4180 (極短)未知 

註 1：Q=電荷、J=總角動量、B=重子數、I3=同位旋、C=魅數、S=奇異數、T=頂數及 B′=底數。 

註 2：每一味夸克都具有紅、綠及藍三種色荷，上表所列的性質三種色荷粒子都相同。 

註 3：第二及第三代夸克之壽命皆極短，除頂夸克外其餘大部份仍未知。 

 

表 6 輕子(6 味 12 種)物理參數列表 21
 

世代 粒子／反粒子 符號 電荷(e) 自旋 Le Lμ Lτ 質量(MeV/c
2
) 平均壽命 

1 
電子/正子 e

−
/ e

+
 −1/ +1 

1
⁄2 +1/−1 0 0 0.511 穩定 

電中微子/反電中微子 νe /
e  0 

1
⁄2 +1/−1 0 0 < 0.0000022 穩定 

2 
緲子/反緲子 μ

−
/ μ

+
 −1/ +1 

1
⁄2 0 +1/−1 0 105.7 2.2×10

−6 秒 

緲中微子/反緲中微子 νμ /   0 
1
⁄2 0 +1/−1 0 < 0.17 穩定 

3 
陶子/反陶子 τ

−
/ τ

+
 −1/ +1 

1
⁄2 0 0 +1/−1 1，777 2.9×10

−23 秒 

濤中微子/反濤中微子 ντ /   0 
1
⁄2 0 0 +1/−1 < 15.5 穩定 

註：Le =電子數，Lμ =緲子數，Lτ =陶子數。 

 

表 7 各種交互作用傳遞之玻色子（具有整數自旋） 

名稱 符號 電荷 Q 自旋 質量（GeV/c
2） 交互作用 平均壽命 

光子 γ 0 1 0 電磁交互作用 穩定 

W 玻色子 W
±
 +1 / −1 1 80.4 弱交互作用 ﹥3.2×10

-25 秒 

Z 玻色子 Z
0
 0 1 91.2 弱交互作用 ﹥2.6×10

-25 秒 

膠子  g 0 1 0 強交互作用 未知 

引力子(假想) G 0 2 0 引力交互作用 穩定 

希格斯玻色子 H
0
 0 0 125.3 電弱交互作用 1.6×10

−22 秒 

註 1：「規範玻色子」是傳遞基本交互作用的媒介粒子，它們的自旋都為整數；希格斯粒子 H
0 自旋為

0(整數)，屬於玻色子，但並不傳遞交互作用，故不屬於規範玻色子。(H
0 電荷及色荷皆為 0) 

註 2：希格斯玻色子是希格斯場的振動表現，是希格斯場存在的明確證據，費米子與規範玻色子(傳遞

基本交互作用的媒介粒子)與希格斯場作用而獲得質量。(詳後) 

 

C. 弱交互作用與夸克變味：夸克只能通過弱交互作用(如 β 衰變)由一種味轉變成另

一種味，在 β 衰變發生時，中子(udd)內的一個下夸克釋放一個虛 W
−玻色子，隨即衰變

成上夸克，於是中子變成質子(uud)，隨後 W
−玻色子衰變成一個電子及一個反電中微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7%94%B5%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7%B7%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CE%BC%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B2%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7%B7%B2%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9%99%B6%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CF%84%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9%99%B6%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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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p + e
-
 + e )

22；所有夸克的變味過程都一樣，每一種夸克都偏向於變成跟自己同一

代的另一種夸克；所有味變的相對趨勢是由卡比博-小林-益川矩陣(Cabibbo- Kobayashi- 

Maskawa，CKM 矩陣)來描述，CKM 矩陣中 Vij 數值代表一夸克味 i 變成夸克味 j 的可

能性(反之亦然)，矩陣內所有數值的大小約略如下 23： 

















tbtstd

cbcscd

ubusud

VVV

VVV

VVV

≒












999.0040.0009.0
041.0973.0225.0
003.0225.0974.0

 

 

D. 強交互作用與色荷：強交互作用(強作用力或色作用力)是夸克之間經由三種色荷

的不同組合所產生，並藉由膠子(屬規範玻色子)傳遞；三種色荷標示為「藍」、「綠」及

「紅」，每一種色荷有其對應的反色荷—「反藍」、「反綠」及「反紅」；每一個夸克都帶

一種色，而每一個反夸克則帶一種反色。強交互作用的理論「量子色動力學」(QCD)中

定義夸克色荷的規範對稱為「色荷 SU(3)」(簡寫為 SU(3)c)，SU(3)c 的色變與色空間(為複

數空間)的「旋轉」相對應。 

 

E. 「漸近自由」與「夸克禁閉」：此兩項屬於夸克非常特殊的性質，且由於此等性

質，使得截至目前為止仍無法直接觀測到獨立之夸克粒子。所謂「漸近自由」是指夸克

之間的交互作用在彼此間越遠離時越大、越接近時越小，彷彿越接近時越自由；「夸克

禁閉」則是指夸克總是存在於介子(由夸克及反夸克對組成)或核子(由三個夸克組成)之

中，彷彿被禁閉住一般，而無法觀測到獨立的夸克；物理學家應用「量子色動力學」以

及「真空」概念來解釋這種違反一般直觀感覺的現象，並認為由於真空對於介子或核子

(兩者如同真空中的“氣泡”)的壓力作用，使得夸克不可能被釋放出來，而夸克彼此在近

距離內反而可以自由運動，同時夸克的動能與外在真空之壓力平衡，使得該“真空中類

氣泡”得以維持而不會壓垮或漲破。 

 

3. 「超對稱標準模型」(Supersymmetric standard model)及其他理論 

 

「超對稱標準模型」是「標準模型」的推廣，並以「超對稱理論」(supersymmetry theorey)

為基礎，「超對稱理論」認為費米子與玻色子是以對稱方式出現的，也就是所有的基本

粒子都具有超伴子(superpartner，即與正常粒子相對應、但具有不同自旋及質量的粒子)，

天文物理學中所說的暗物質(dark matter)即是超對稱物質；另外、一九八０年代發展的「弦

論」(string theory，試圖統一所有作用力及粒子的理論)認為粒子是九個空間維度和一個

時間維度中振動的弦，甚至更有「膜理論」(membrane theory or brane theory)，這是最近

幾年弦論學家發現並認為在量子世界中充滿了新形物體，類似更高維度的弦，可以往好

幾維延伸，這些物體稱為「膜」(membrane or brane)，換句話說、弦論學家認為所有的

粒子都是多維空間的「弦」或者是更高維數的「膜」的振動模式，從這樣的物理眼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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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整個宇宙是由多維時空的弦或膜所組織而成的交會體。而「M 理論」(M：magic、

mystery、mother…，以十一維來表述所有物理現象)在假設時空和量子理論成立之前提

下，已接近物理學描述宇宙時空最基本法則之「基始理論」，物理學家認為在基始理論

之架構下，應該可以推導出時空、維度之意義和數目，並且解釋物理定律來自何處，換

句話說、整個微觀尺度下的粒子行為，乃至宏觀宇宙之現象，都將在基始理論中獲得完

整描述，而且一但基始理論建構完成，粒子物理與宇宙學對於統治宇宙的基本定律就已

獲得最終的答案，而這兩個研究領域也就到了盡頭，這是目前物理學界的看法。24-26
 

 

在此提到的「超對稱」理論是一種假想的對稱理論，雖然在「標準模型」中，費米

子與玻色子是完全不同的粒子，但「超對稱」理論假定有一種全新的物質，可在費米子

與玻色子之間創造出對稱，每一個已知的費米子就有一個玻色子的伴侶 27，28，茲將「標

準模型」與「超對稱標準模型」中之基本粒子及其超伴子列於表 8 中 29。 

 

表 8 基本粒子及其超伴子 29
 

名稱 交互作用 a
 媒介交互作用 b

 超伴子 

帶電輕子(電子、緲子、濤子) EM，W，GR ----- 超輕子(超電子、超緲子、超濤子) 

中微子 W，GR ----- 超中微子 

上、魅、頂夸克 EM，W，S，GR ----- 超上、魅、頂夸克 

下、奇、底夸克 EM，W，S，GR ----- 超下、奇、底夸克 

光子 GR
c
 EM 超光子 d

 

膠子 S，GR S 超膠子 

W 玻色子 EM，W，GR W 超 W 玻色子 d
 

Z 玻色子 W，GR W 超 Z 玻色子 d
 

引力子(假想) GR GR 超引力子(假想) 

希格斯玻色子 e
 W (產生質量) 超希格斯玻色子 

註：a.除希格斯玻色子之外，所有粒子都感受重力交互作用。 

b. EM=電磁力，W=弱作用力，S=強作用力，GR=重力。 

c.光子只感受重力交互作用，但光子和所有帶電粒子都會行交互作用。 

d.這些粒子統稱為超荷子(chargino)和超中性子(neutralino)。 

e.超對稱理論所預測之其他希格斯玻色子未列入。 

 

4. 次原子粒子列表 

 

根據量子場論、所有粒子或物體都是由量子場形成或組成，而每一種次原子粒子(或

基本粒子)則是其對應量子場的微小振動，例如夸克是夸克場的微小振動，電子是電子

場的微小振動，引力子是重力場的微小振動，光子是電磁場的微小振動…等等。嚴格說

來、次原子粒子包括所有原子結構以下之粒子，例如：構成原子核之核子(nucleon)以及

電子，而核子由質子、中子組成，質子及中子則由夸克組成。在粒子物理學架構中，夸

克及輕子(屬費米子)以及媒介四種作用力之玻色子構成物質結構之基本粒子，而基本粒

子可以再構成強子(如重子、核子、超子、介子…等)、原子、分子及各種複合粒子，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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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粒子物理學之不斷深入，尚有多項理論與粒子結構有關，如前所述之弦論、膜理論、

超對稱理論….等，這些理論所預測之粒子大都尚未於實驗中證實，僅屬於假想之粒子，

茲綜合已發現以及假想之基本粒子與複合粒子之內容列於表 9 中 30。 

 

表 9 已發現及假想之基本粒子與複合粒子 30
 

基本粒子 費米子 夸克(三色荷未列出) u，u ，d，d ，c， c ，s， s ，t， t ，b，b  

輕子 e
-，e

+，μ
-，μ

+，τ
-，τ

+，νe， e ，νμ，  ，ντ，

  

玻色子 規範玻色子 γ，g，W
±，Z

0
 

純量玻色子 H
0
 

複合粒子 強子 重子(核子，超子)  (註 1) p， p ，n， n ，Δ，Λ，Σ，Ξ，Ω 

介子，夸克偶素   (註 2) π，K，ρ，D，B，J/ψ，Υ  

其它 原子核，原子，超原子，奇異原子(電子偶素，緲子偶素)，介子原子，

超子原子，反氫，介子核，超核，重味超核，分子 

假想的基本粒子 超對稱粒子 超費米子 超夸克，超輕子 

超規範子 超膠子，超引力子 

其他 超軸子，超荷子，超脹子，超中性子，超希

格斯粒子 

其它 大質量弱交互作用粒子(WIMP)，惰性中微子(sterile neutrino)，脹子

(dilaton)，馬約拉納費米子(Majorana fermion)，馬約拉納粒子，m(磁單

極子)，加速子，快子(或稱迅子 tachyon)，A
0
(軸子)，G(引力子)，X(X 

bosons)，Y(Y bosons)，W'(W' bosons)，Z'(Z' bosons)  (註 3) 

假想的複合粒子 奇異強子 奇異重子 五夸克態(以 Θ表示)，雙重子態(六個夸克) 

奇異介子(Exotic mesons) 膠球(由膠子組成)，混雜態，四夸克態 

其它 介子分子(Mesonic molecule) 

註 1：重子(Baryon)由三個夸克(或三個反夸克)組成，包括核子及超子。核子(nucleon)是組成原子核的粒子，有中子

和質子兩種(及其對應的反粒子)。超子(hyperon)主要有 Δ、Λ、Σ、Ξ 和 Ω 等，比核子重，壽命非常短，其中：

Δ 重子（Δ++、Δ+、Δ0、Δ−）由上夸克和下夸克組成；Λ 重子（Λ0、Λ+
c）由一個上夸克、一個下夸克以及一

個魅夸克或者一個奇異夸克組成；Σ 重子（Σ+、Σ0、Σ−）由一個奇異夸克和兩個上或者下夸克或者一個上夸

克和一個下夸克組成；Ξ 重子（Ξ0、Ξ−）由兩個奇異夸克和一個上夸克或者一個下夸克組成；電負性的 Ω 重

子（Ω−）由三個奇異夸克組成。 

註 2：介子(meson)由一個夸克和一個反夸克組成，包括 π，K，ρ，D，B 等介子，以及 J/ψ，Υ 夸克偶素。π 介子(pion)

包括三種：π+(u d )、π0(d d / u u )和 π−(d u )；K 介子(Kaon)是帶有奇異數(s)的介子，包括三種：K+(u s )、K0(d s

/ s d )和 K−(s u )；ρ 介子(Rho meson)的同位旋三重態是 ρ+(u d )、ρ0(u u / d d )及 ρ−(d u )；D 介子是(D meson)含

有魅夸克(c)的粒子中最輕的一組，包括多種成員：D+、D0、D+
s、D*+、D*0、D*+

s，及其對應的反粒子；B

介子(B meson)是一種含有反底夸克的介子，分成四種，按介子中的另一種夸克而定：B+含有上夸克，B0 含有

下夸克，B0
s 含有奇夸克，而 B+

c 則含有魅夸克，每一種 B 介子都有其對應的反粒子。夸克偶素(Quarkonium)

是無味的介子，由夸克及其反夸克組成，夸克偶素只用於魅夸克偶素及底夸克偶素，如 J/ψ 介子(魅夸克偶素)

及 Υ 介子(底夸克偶素)。由於頂夸克質量很大，在能夠通過電弱相互作用生成束縛態之前就已衰變，因此頂

夸克偶素並不存在。 

註 3：「狄拉克場」與「馬約拉那場」雖然都用於描述自旋-1/2 的費米子，但兩者稍有不同，「狄拉克場」描述的

粒子存在反粒子，而「馬約拉那場」描述的粒子即為自身的反粒子。 

註 4：基於粒子物理學之不斷深入，尚有多項理論與粒子結構有關，如弦論、膜理論、超對稱理論….等，這些理論

所預測之粒子大都尚未於實驗中證實，僅屬於假想之粒子。 

 

(三)希格斯機制(Higgs mechanism)與粒子質量 

 

有關基本粒子之質量問題，呈現非常本質的特殊現象，前面已介紹構成物質結構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7%B1%B3%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B2%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0%82%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5%E5%A4%B8%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C%95%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9%9B%B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9C%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CE%BC%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4%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CF%84%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9C%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4%E4%B8%AD%E5%BE%AE%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9%87%8F%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W%E5%8F%8AZ%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W%E5%8F%8AZ%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9%87%8F%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6%A0%BC%E6%96%AF%E7%8E%BB%E8%89%B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7%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94%E7%B2%9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9B%E7%B2%9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3%E7%B2%9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9E%E7%B2%9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9%E7%B2%9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8%E5%85%8B%E5%81%B6%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0%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K%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1%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D%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B%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J/%CF%88%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5%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D%90%E6%A0%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5%8E%9F%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5%8E%9F%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AD%90%E5%81%B6%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B2%E5%AD%90%E5%81%B6%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B%8B%E5%AD%90%E5%8E%9F%E5%AD%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85%E5%AD%90%E5%8E%9F%E5%AD%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6%B0%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B%8B%E5%AD%90%E6%A0%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6%A0%B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8D%E5%91%B3%E8%B6%85%E6%A0%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5%B0%8D%E7%A8%B1%E7%B2%92%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8%86%A0%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85%E8%8D%B7%E5%AD%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85%E8%83%80%E5%AD%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4%B8%AD%E6%80%A7%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5%BC%B7%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9%87%8D%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7%90%8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B%8B%E5%AD%90%E5%88%86%E5%AD%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sonic_molecul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0%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K%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1%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D%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B%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J/%CF%88%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5%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A5%E4%BB%8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4%BD%8D%E6%97%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BC%B1%E7%9B%B8%E4%BA%92%E4%BD%9C%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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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粒子包括費米子及玻色子兩大類，費米子包含夸克與輕子，而媒介四種交互作用之

玻色子(稱為「規範玻色子」)則包括：光子、膠子、W
±及 Z

0 玻色子、引力子(假想)，然

而特別的是：費米子、W 玻色子、Z 玻色子具有質量，甚至連中微子都有極微小的質量，

但是光子、膠子的質量卻是零，這種質量的本質差異現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在標準模

型中「希格斯機制」是一種能夠使基本粒子獲得質量的機制，其原理為應用「自發對稱

性破缺」來賦予「規範玻色子」質量，根據希格斯機制，「希格斯場」遍佈於宇宙，有

些基本粒子因為與希格斯場之間交互作用而獲得質量，2012 年 CERN 發現的新粒子(希

格斯粒子)強烈暗示：「夸克是透過與希格斯場的交互作用才獲得質量…，交互作用讓這

些粒子有了深度，使得它們慢了下來；而這個抗拒加速的力量，就是我們所謂的質量。

但是夸克的質量相當微小，只占質子或中子質量的百分之一而已，另外百分之九十九是

來自於零質量的膠子所媒介的能量，而這些膠子就在夸克之間快速移動，將夸克束縛在

一起」31；可知在標準模型裡，質量來自於基本量子場與場粒子之間交互作用的能量。

在所有可以賦予費米子與規範玻色子質量而同時又遵守規範理論的可能機制中，「希格

斯機制」是最簡單的機制。整體而言、希格斯粒子自旋為 0，屬於玻色子(具整數自旋)，

但不屬於規範玻色子(規範玻色子為傳遞基本交互作用的媒介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希

格斯場的振動，是希格斯場存在的明確證據，費米子與規範玻色子因與希格斯場作用而

獲得質量。 

 

較深入來看、「費米子」與「規範玻色子」雖然都是因為與「希格斯場」交互作用

而獲得質量，但兩者獲得質量的機制不同 32。「費米子」獲得質量的機制為：「在規範場

論中為了滿足局域規範不變性，必須設定費米子的質量為零，通過湯川耦合(Yukawa's 

interaction)，費米子可以因為『自發對稱性破缺』而獲得質量。32」亦即：「希格斯場」

與原本無質量的夸克和輕子場相耦合，通過「自發對稱性破缺」使得該等費米子從希格

斯場的真空期望值獲得質量；而「規範玻色子」獲得質量的機制為：「在規範場論中為

了滿足局域規範不變性，亦必須設定規範玻色子的質量為零。由於『希格斯場』的真空

期望值不等於零，造成『自發對稱性破缺』，因此規範玻色子獲得質量，同時生成一種

零質量玻色子，稱為『南部-戈德斯通玻色子』(Nambu-Goldstone boson)，…通過選擇適

當的規範，『南部-戈德斯通玻色子』會被抵銷，只存留帶質量希格斯玻色子與帶質量規

範向量場」32。 

 

2013 年 10 月 8 日根據諾貝爾基金會官方網頁提供的原文"for the theoretical discovery 

of a mechanism that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mass of subatomic particles，

and which recently was confirmed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predicted fundamental particle，by 

the ATLAS and CMS experiments at CERN's Large Hadron Collider"，意謂：由於次原子粒子

質量的生成機制理論，此發現促進了人類對這方面的理解，並且最近由歐洲核子研究組

織 CERN 屬下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LHC)的超環面儀器(A Toroidal 

LHC ApparatuS，ATLAS)及緊湊緲子線圈(Compact Muon Solenoid，CMS)探測器發現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6%8F%E7%AF%84%E5%A0%B4%E8%AB%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84%E8%8C%83%E5%9C%BA%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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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粒子證實。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çois Englert)及彼得·希格斯(Peter Ware Higgs)兩人

由於提出「希格斯機制」榮獲 2013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33
 

 

附帶一提、坊間俗稱「希格斯粒子」為「上帝粒子」(God particle)，此一稱呼實與

上帝或宗教毫無關係，甚至其原始由來包含稍屬負面或謔稱的含意，其一、希格斯本人

是一位無神論者，其二、由於希格斯機制與希格斯粒子涉及標準模型中基本粒子之質量

根源，而自 1964 年「希格斯機制」提出後，粒子物理學家經過四、五十年的時間卻對

於希格斯粒子遍尋不著，因此有人戲稱其為“goddamn particle”，意思是“該死的、討厭

的…粒子”，或許是雜誌或書籍的編輯不喜歡這樣的字眼，而“god particle”則較為簡單且

討喜，因而受到科學記者及科普作家的喜愛，因而最後以此名稱傳播開來。無論如何、

「希格斯粒子」賦予粒子質量，若沒有「希格斯場」，科學家將無法建構「標準模型」，

整個「粒子物理學」將無堅實的基礎。 

 

(四)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現象 34-36
 

 

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是量子系統中的一種奇妙現象，在原先彼此糾纏(局

域且暫時的交互作用)而在空間上被分開的兩個量子態之間，會出現非局域的交互作用

或超光速的資訊傳遞，用一般性的話語表示：對於有共同來源或有暫時交互作用的兩個

微觀粒子，其間存在著某種糾纏關係，不管它們被分開多遠，都將一直保持著某種形式

的連結，若對其中一個粒子進行干擾，另一個粒子(不管相距多遠)立即會知道(受到影響)。

量子糾纏這一名詞的產生可追溯到量子力學誕生之初，1935 年在愛因斯坦(A. Einstein)

等人提出的 EPR 佯謬(或稱 EPR 悖論：Einstein-Podolsky-Rosen paradox)中便已提到糾纏

態的想法(「糾纏」這個名詞由薛丁格於後提出)，波耳(N. Bohr)在這個爭論中也看到了

類似問題，物理學家在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後，量子糾纏的深刻含義才逐漸被發掘出來。

1982 年法國物理學家艾倫．愛斯派克特(Alain Aspect)實驗證實微觀粒子之間存在著「糾

纏」關係，現今量子糾纏現象已經被世界上許多實驗室證實，同時已被廣泛應用於量子

資訊的各個領域，是近幾十年來科學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量子糾纏中存在訊息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in a distance)屬於一種非局域性

(nonlocal)的概念，顯示訊息傳遞不受四維時空的限制，亦即這種訊息反應超越四維時空、

是瞬時的，訊息立即傳遞到對方，例如「量子糾纏成像」及「量子擦除實驗」等，這種

粒子間訊息的瞬間傳遞、似乎暗示在背景中存在著深層次的內在聯繫；另外實驗顯示，

量子糾纏這種關係一旦發生，就將持續下去，顯示微觀粒子能夠保持這種記憶，能夠區

分並識別和其有「糾纏關係」的特定粒子，能夠不受時空限制地保持這種糾纏關係，微

觀粒子的這些特徵似乎和某層次的記憶或意識相關，如果把意識看成物質的一個基本特

性，則微觀粒子的糾纏現象似乎呈現某種程度的意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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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宗教角度談炁粒子與氣粒子之內涵 

 

有關炁粒子與氣粒子之內涵尚不在現階段科學研究之範疇，仍屬宗教或修持領域，

此處從三個面向論述：炁粒子之源頭與內涵、非物質基本粒子(和子、炁氣粒子)與物質

基本粒子的邊界、以及大小宇宙中之「炁」與「氣」，茲分別探討於下。 

 

(一)炁粒子之源頭與內涵 

 

1. 形成宇宙中心高能源頭之狀態—先天炁、極子與鐳炁聖胎 

 

在〈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37 一文中曾以炁之變化狀態論述宇宙之生成模式，其

中論及反宇宙為大宇宙聚集炁能之中心，並為正宇宙之前驅，正反宇宙中心為宇宙生化

之源頭。大同真經提到宇宙天際炁氣相對變化之狀態：「…天者清也 輕嬰上升 若在

大空 以觀斯態 渾渾而無四方八方十方 亦無上下 無辨一切 惟茲隅中之判耳 

是曰二正 斯二正者 上下四方前後空間 咸為陽核 主是中 隅者配也 中者儿也 

配儿二者 是為二正 大觀際宇 咸為漠漠…」38，這段經文可以看成是尚無正反宇宙

前、對於原始天象狀態之描述，在廣大無序的炁海狀態中，除了散漫之炁外，只有逐漸

形成之炁團彼此間之相互作用，並慢慢形成一種「炁」的旋和場，經過相當之匯聚蘊釀

形成反宇宙之運作狀態；在《天堂新認識》中 上帝詔文談到宇宙中心「極子」的概念：

「…能源，推動著…軌道巨輪，光明突然被凝結成極子，孕藏著億萬太陽以及所有宇宙

熱源。收之，如極子之玄，可以藏之於密。放之，如鐳電之猛，可以生萬物萬靈。現世

之原子彈、核子彈、中子彈、雷射之能量，竟不及極子億萬之一…」39 另外、在《天堂

新認識》中御清玄極大天尊在〈談無形宇宙之形成與原始關係〉中談到「鐳炁聖胎」的

概念：「宇宙自無生聖母孕育以來，經無數兆億年的時間，終於結成宇宙原始鐳炁聖胎。

此時一炁靈光片片，隱隱生動，又再經歷無數兆億之年，轟然一響，宇宙的碎片挾著極

為巨大之宇宙射線，奔向四方，藉著各種自然律，形成今日之宇宙。…」40，這裡所描

述的「鐳炁聖胎」應該是代表一種極其高能且特殊之蘊育母體（此鐳之概念並非指化學

中放射線元素「鐳」，應看成一種極高能階、具放射性質、多訊息且能轉化為其它能量

及物質之本質狀態），而「極子」的能量如引文所述是一種比人類所認知的核能還要更

強大的能量，不能以人類目前所認知的次原子粒子與能級來理解；這裡雖以宗教之說法

描述宇宙自然現象，然而誠如現代天文物理學所說宇宙始於大爆炸之奇點，則「極子」

以及所匯聚而成之宇宙「鐳炁聖胎」，其鐳炁或鐳能之高能狀態可以化生宇宙萬物，似

乎正是天文物理及高能物理所探討與宇宙形成相關之前緣命題。另外、宇宙大爆炸現象

的發生，應該並不是將所有能量一次性放出，最有可能的情形應該是：正反宇宙中心之

外層能量發生大爆炸，其能量崩逝而出，而宇宙中心仍然存在，且大部分聚集之炁能也

仍存在，同時反宇宙仍在持續聚集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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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炁粒子」之能量降階與「氣粒子」及「電子」之形成—先天高能宇宙之物質化現象 

 

前段「極子」與「鐳炁聖胎」屬反宇宙於先天炁海場中聚集蘊釀之結果，當正宇宙

發生大爆炸，能量向外擴散，同時能階也逐漸降低。在此吾人將宇宙中心炁氣蘊蓄之極

高能粒子稱為「極子」，而宇宙中心經大爆炸之後之高能粒子稱之為「炁粒子」以示區

別，除了大爆炸前後有別之外，其本質與作用亦應有所差別，例如極子可能含藏正、反

粒子特性，而炁粒子則可能僅含藏正粒子特性。大爆炸後之「炁粒子」隨著向外擴散之

狀態，將逐階產生能量層次高低不同之各級粒子，茲配合圖 2 內容說明如下： 

 

(1)高能階之「炁粒子」降階為低能階之「炁粒子」、或更低能階之「似和子」、「準

和子」，其中並無能量消耗，故亦無轉換之效率誤差。 

(2)較低能階之「準和子」降階為低能階之「電和子」，並分離出「似電子」，而「電

和子」可能逐階降變為「化和子」、「合和子」、「液和子」，並對應分離出「輕電子」、「微

電子」、「汽電子」，由於已有產生各層級物質化「電子」之能量損耗，故有轉換之效率

誤差。 

(3)更低能階之「液和子」再降階為「和子」或「次和子」，並對應分離出「電子」、

「次電子」，同樣由於已有產生各層級物質化「電子」之能量損耗，故亦有轉換之效率

誤差。 

 

在此特別提出：此處所稱「和子」(harmonon)與「電子」(electropon)為天帝教教義

專門用語；「電子」代表極其微小之荷電粒子，與物理學所稱之意義不全相同，因有其

甚深之意義，故仍沿用此一名稱；「和子」(harmonon)則代表性靈結構之基本成份，屬陽

性、主動、自由、自覺的原素。另外、上述各級能階之「和子」與「電子」其能階已較

「炁粒子」為低，部分屬較低能階之「炁粒子」而部分則屬「氣粒子」(其內涵另詳後

述)，各級能階之「和子」與「電子」之形態與名稱，則為對應於不同次元空間之存在

而設，圖 2 呈現各級次元天界層中各類「和子」與「電子」轉化關係、以及轉化時之能

量及效率變化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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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各級天界層中各類和子與電子轉化時之能量及效率變化圖 

轉換能量 E10 

(無能量消耗故無轉換效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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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E代表轉換能量，與粒子之質粒(intrinsic matter)、次元天界層(dimension of Heaven)、念速(speed 

of mind)及差異係數(不同天界層中能量轉換有不同之差異係數)有關；η代表效率公式。 

註 2：此處所稱「電子」(electropon)為《新境界》中所用專屬名詞，代表物質空間中各類帶陰陽

或正負電荷之最微小質點，與一般物理學中所稱之「電子」(electron)意義不全相同。 

註 3：此處所稱「和子」(harmonon)亦為《新境界》中所用專屬名詞，代表性靈結構之基本成份，

屬陽性、主動、自由、自覺的原素。 

註 4：此處顯示電和子（位於 7 次元空間）分化為液和子（位於 4 次元空間）時，可能餘氣結成

輕電子（位於 6 次元空間），在此表示高次元之和子分化至低次元空間時，其餘氣所結之各

類電子可能位於不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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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有關前段內容以及《新境界》所論及之「和子」與「電子」概念，以及目前

科學上所謂的「基本粒子」時，依據高次元訊息之提示有如下之原則：42
 

(1)《新境界》所言之和子、電子，由於其基本質粒極小，雖無法直接等於目前科學

上所謂的「基本粒子」，但基本上如經由連續電化湊合及特殊轉換處理後，必可發現《新

境界》所言的「電子」與當今物理學所談的「基本粒子」間，仍有著表、裡上之關係。 

(2)處於物質世界中的「電子」，基本上其來源有二：因高次元和子投射於低次元

空間時，由意識幻化之餘氣所結；因「和子」內聚能量消耗殆盡墮落而成。 

(3)《新境界》所言之「和子」並非直接全等於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一個「靈魂」，一

個靈魂其內部可同時存在著二個和子以上之功能特性。換言之，和子僅代表著可組合成

物質世界中所謂「靈魂」的基本原素。 

 

3. 「炁粒子」與「氣粒子」的特性： 

 

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傳示有關「神律系統—能量型態」的聖訓資料 43，其中

談到有關「炁」的觀念：「炁主要是由能量粒子間經抱合沖擋作用而產生的能量炁化特

性」，另依據其所傳示有關「天人炁功」的聖訓，其中對於「炁」與「氣」的本質、特

性與運用做了明確的定義，另外、對於光、炁與溫度的表現特色也有說明 43-45。綜合這

些資料可知：「炁」與「氣」分別是先天及後天能量的表現型態，其主體本質是先天及

後天能量粒子，可稱為「炁粒子」及「氣粒子」，而「炁」的分類依據則是根據能量粒

子的兩項特性：其一、能量粒子含藏的鐳質粒性與宇宙訊息之完整程度(“完整的鐳質粒

性”與“完整的宇宙訊息”可視為「能量粒子」的基本性質，而「能量粒子」為「炁粒子」

之原型，可稱為原初「炁粒子」)，其二、能量粒子往來不同次元空間活動自由度之能

量層級；依據前述兩項特性、「炁」的層級大致可粗分為祖炁、先天炁、後天炁、後天

氣、元氣（靈氣）等五大類，這可以視為「炁」的廣義定義，這一個定義包含了後天「氣」

在內，而且更加的寬廣，也就是說、廣義的「炁」包括了「氣」，因此、可以依據聖訓

內容針對能量粒子定義狹義的「炁粒子」與「氣粒子」44，46 如下： 

 

(1)「炁粒子」的定義與性質： 

A.「炁粒子」是先天能量粒子，是帶有完整鐳質粒性與宇宙訊息的粒子(也可稱為

鐳質粒子，處在一元天界之中)，無靈性粒子與物性粒子之分。 

B.可自由改變原有之粒性大小或質地精粗投射到各次元空間，幻化出可以被該次元

空間之能量所接收或轉化的作用，或與各性靈意識訊息互相作用。 

C.當炁粒子彼此之間經抱合激盪作用後所產生之某種運化特性，則以「炁」或「炁

能」稱之，此屬於先天能量的表現型態之一。 

 

(2)「氣粒子」的定義與性質： 

A.「氣粒子」是後天能量粒子，是炁粒子經能量消耗與退化使其鐳質粒性與宇宙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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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大部分被封鎖住的粒子（處在二用天界之中），有靈性粒子與物性粒子之分。 

B.粒子較大，質地亦粗，無法自由往高次元空間穿梭，可在二用天界層中藉由改變

粒性大小或質地精粗之方式形成各類新粒子，而與空間能量相互融合、轉化，或與各性

靈和子的意識訊息互相作用。 

C.當氣粒子彼此之間經抱合激盪作用後所產生之某種運化特性，則以「氣」或「氣

能」稱之，此屬於後天能量的表現型態之一。 

 

另外、「光」則是炁與氣等能量粒子間相互作用產生的幻化特性，「溫度」則是能量

粒子與性靈和子作用與結合而產生的能量釋放特性。因此、「炁」與「氣」應分別從本

體與行為表現上來看，本體是「炁(氣)粒子」，行為表現以及交互作用則具有光、溫度以

及不同炁化能量層級之種種特性表現。值得一提的是、聖訓中提到：「炁…可隨著其欲

投射到的次元空間之需求，自由地改變原有之粒性大小或質地精粗，而在彼次元空間形

成新粒子，幻化出諸多可以被該次元空間之能量所接收、轉化的妙用…」44，又有「氣…

仍能藉由改變原有粒性大小或質地精粗的方式，在不同次元空間形成各類新粒子，而與

空間能量相互融合、轉化…」44，此處提到「炁」與「氣」除了可逐階產生較低能階之

粒子之外，亦能與空間能量產生交互作用，顯示「背景空間」本身具有相當的實質作用

內涵。 

 

(二)非物質基本粒子(和子、炁氣粒子)與物質基本粒子的邊界 

 

由於目前科學界並沒有無形世界的相關理論，對於無形世界的結構、基本組成以及

運作規律，僅能由修持者親身體證、或是透過天人交通所獲得的傳示內容(如聖訓)以及

經典來了解，依據天帝教相關的聖訓內容，有關非物質世界的基本粒子其相關內容及產

生方式如下： 

 

1. 靈性生命粒子—「和子」之生命活性來源 

 

在天帝教第二期師資及高教班聖訓錄中、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談到「性靈、和子

之功能」，其中有關非物質狀態且具有生命活性之基本粒子之來源及其內涵如下：「生命

之始源乃始於反宇宙之無生聖宮，其無形孕育之初，則為一交融之液體狀態耳！而生靈

之胚胎、物性之原種皆藏於此，當一切運化完備時，即轉化至有形之鐳能孕育場，由有

形之鐳能加以調教絪蘊而至成形（即指各胚胎原種得一能量之充填），再經由性靈和子

之願力及能量投射之結果，構成一性靈生動活潑之空間次元，而該和子內聚之能量特性，

則依『鐳都』外圍之『偶極區域』分門別類，以做為各次元空間願力投射下之對應效果

及配合整體宇宙觀之協調並存。47」這一段文字談到了一切非物質粒子(和子)之來源為

反宇宙之無生聖宮，以及其最根源的孕育、生成、組成及活動型態，其中所謂孕育初始

之交融液體狀態非指一般物理學中之液態，應看成高能炁氣變化之“類流體”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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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靈性生命粒子—「和子」之類型 

 

前述之和子在「鐳都」外圍之「偶極區域」進行分門別類之程序時，乃基於和子內

部所含之功能特性，亦即陰陽之正負性質加以分門別類，因而有陽性和子及陰性和子之

別，陽性和子及陰性和子依胚胎內所含成分偏向之型態分類，分別可分成五類（以靈質

及物性之多寡性為分類趨向），表 10 顯示陽性與陰性「和子」之各別類型：47
 

 

表 10 靈性生命粒子—「和子」之類型 

(1)五類陽性和子 (2)五類陰性和子 

a.靈質極高之陽質和子類型。 

b.靈質次之之陽質和子類型。 

c.靈質與物性均等之陽質和子類型。 

d.物性高於靈質之陽質和子類型。 

e.物性較重之陽質和子之類型。 

a.靈質極高之陰質和子類型。 

b.靈質次之之陰質和子類型。 

c.靈質與物性均等之陰質和子類型。 

d.物性高於靈質之陰質和子類型。 

e.物性較重之陰質和子之類型。 

註：五類陽性和子及五類陰性和子主要以靈質及物性之多寡性為分類趨向。 

 

上述五類陽性和子及五類陰性和子即為構成生命靈性成分的基本粒子，並應歸屬於

非物質狀態之基本粒子，與物理學所研究的物質界基本粒子有完全不同的內涵。 

 

3. 非物質基本粒子與物質基本粒子的邊界 

 

對於構成物質世界的「電子」之來源（如前所述，此處所述之「電子」為天帝教專

門用語，尚不完全相同於物理學中的電子，乃概指極微小之帶電粒子），除了前面圖 2

中提及：中高能階之「和子」降階為較低能階之「和子」時，由於餘炁所結可能對應分

離出各層級具物質化特性之「電子」，另外，聖訓內容提到：「若該性靈和子較具物性之

特徵時，亦無借逆修方式提昇內聚之能量者，一旦內聚和能消耗殆盡時，即無力掙脫自

然律法之定則，逐漸消失其原有之靈質生命力，形成一和子渣末之濁重體，而結束此性

靈和子之生命知覺，呈一帶正、負電荷之電子型態芻型示現於物質之次元空間中。47」

此處所論和子能階退化形成電子之結果，亦即前述各類陰質、陽質和子中，第五類陰質、

陽和子未能提升內能以致墮落轉化成陰、陽電子之型態。其變化及活動之情形如下：第

五類陽質和子「當其和能於不等量之空間中消耗殆盡時，即轉換成『陽性電子』之型態，

存在於較低能階之次元空間中，以配合性靈和子之修煉環境行其配位組合之方式，進而

產生相互影響、相互刺激下之共振效應，望能再度提昇和子與電子組合下之能階度，以

利生靈生化之進階。47」第五類陰質和子與前述第五類陽質和子類似：「當其和能逐漸耗

盡時，即呈現『陰電子』之型態存於較低能階之次元空間中。47」其中所謂「物性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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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義 48，以第五類之陰質、陽質和子來說，是指 X 元素中之貯藏記憶功能更為明顯之

和子，一旦此類和子受電質作用之影響，如陽質和子受電質「真愛」作用之影響，或是

陰質和子受電質「怨性」作用之影響，則易於表現出因沉淪而至墮落之狀態。 

 

換言之、「電子」(非物理學中之電子)之來源可有兩大類：其一、由於「和子」能量

降階時之餘炁所結，其二、由於「和子」本身能階降低至失去生命活性時墮落而成。另

外、清虛宮弘法院教師在〈談健全人格發展之終極〉之聖訓中提到有關和子墮落成電子

之內容：「由『電子』內部構造觀之，由於其內部結構絕大部分是根源於『和子』墮落

之故，因此，當和子已完全喪失原有的功能與特性時，仍可降為屬於電子結構上的功能

特徵。49」茲將「和子」與「電子」之構成成分公式及各元素功能列於表 11 中：49，50
 

 

表 11 「和子」與「電子」之構成成分公式及各元素功能 

「和子」構成公式及元素功能 「電子」構成公式及元素功能 

(1)公式： 

和子＝3 Ｘ元素＋6 電質＋9 Ｈ°(氫之精華)

＋12 Ｏ°(氧之精華)＋溫度 

其中： 

1 X 元素(魂)＝6 電質(魄) 

1 電質(魄)＝9 Ｈ°(魅) 

1 Ｈ°(魅)＝12 Ｏ°(鬼谷) 

(1)公式： 

電子＝1 Z 元素＋2 電質微粒＋3 H
0 渣末＋4 

O
0 渣末＋溫度 

其中： 

1 Z 元素＝2 電質微粒 

1 電質微粒＝3 H
0渣末 

1 H
0 渣末＝4 O

0 渣末 

(2)各成分元素功能： 

—Ｘ元素：具有意欲之功能(佛家中之意法及

末那)。 

—電質：具有聽覺及視覺之功能(佛家六塵中

之聲色)。 

—Ｈ°精華：具有觸覺及嗅覺之功能(佛家六塵

中之觸香)。 

—Ｏ°精華：具有味覺及辨覺之功能(佛家六塵

中之味及色)。 

(2)各成分元素功能： 

—Z 元素：具意識及記憶能力，是可與和子產

生相互引合作用之特殊元素。 

—電質微粒：具引合能力，可達到與其他電子

產生同引化合作用之功能。 

—H
0 渣末：可引合較高能階之電子，並具改善

原子結構之功能特性。 

—O
0 渣末：除保持各元素間之作用能力，並具

維持電子應有的活動功能。 

註 1：本表所述「和子」與「電子」為天帝教專門用語，其中「電子」與物理學所述不全相同，

為極小之帶電粒子。 

註 2：Ｘ代表某種性靈意識。 

 

比較表中電子公式以及和子公式、二者除了屬於意識及記憶特性之元素名稱明顯不

同之外(和子為 X 元素，電子則為 Z 元素)，其他三項元素成份之名稱相似，而各元素間

之係數數值、元素之功能特性則不相同，和子結構中各元素之係數為三之倍數，電子結

構中各元素之係數則為 1、2、3、4 之簡單整數，而和子結構中各元素之功能較為多樣、

靈動、活潑，電子結構中各元素之功能則較為單純、呆滯、被動，一旦和子能量損耗、

能階墮落，即轉變成陰性及陽性電子，此時、和子即由無形之粒子結構變成有形物質世

界之粒子結構，至於此陰性及陽性電子與物理學中所稱之「電子」間之關係，應該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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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研究的重點。這裡所提及的聖訓資料及論述內容，呈現出非常重要的內涵，亦即物

理學所研究論述的粒子，似乎是高次元高能階的靈性粒子經由能量分化、能量損耗、能

階墮落而來。 

 

(三)大小宇宙中之「炁」與「氣」 

 

「炁」與「氣」充斥於大小宇宙(天體與生存於其中之各類生命)之中，為體察「炁」

與「氣」之實質作用，在此從三個方面匯整論述：大宇宙五大旋和律中運作之炁、人體

小宇宙生命系統中運作之炁、以及四大意識層中運作之炁。 

 

1. 大宇宙五大旋和律中運作之炁—各次元天界層中之「炁粒子」與「氣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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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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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大類旋和律自正宇宙之大爆炸

後、經由能階逐漸降低而慢慢演化形成，運作於其中之內涵為各不等能階之炁、氣粒子，

前曾提及各級能階之「和子」與「電子」部分屬於較低能階之「炁粒子」，部分則屬於

「氣粒子」，依據前面圖 2 所示之各級「和子」與「電子」，以及先前狹義定義的「炁粒

子」與「氣粒子」，吾人可將各次元天界層中對應之「炁粒子」與「氣粒子」彙整列出，

表 12 顯示各次元天界層中對應之氣炁粒子型態。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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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次元天界層中之氣、炁粒子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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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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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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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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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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擴大而成之

旋和系(律) 

(1＜次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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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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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體小宇宙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 

 

嚴格說來、人體「生命系統」應該分成「有形生命系統」及「無形生命系統」兩大

部分來看，其中「有形生命系統」是指由後天物質單元所形成的結構體，就人來說就是

肉體部分，依據天帝教教義《新境界》、肉體部分是帶電粒子形成之結構體(可稱之為「電

子體」)，而所謂「無形生命系統」是指由靈體(稱之為「和子體」)與肉體結合之後，所

形成各類不具有形結構之無形運作系統，至少包括：「心性系統」、「靈魂意識交集引合

網路」、「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包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兩部分)、「臟腑氣能循環系統」、

「經絡系統」等五大部份，圖 4 顯示人體生命系統之基本架構圖。依據高次元所傳示的

聖訓訊息 51 及中醫學相關資料，針對無形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進行整理 52，並分析涵靜

老人靜坐修持各階段的種種現象 53，吾人可以瞭解到整個靜坐修持過程中，隨著修持功

夫之進階，其內在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皆有不同的變化及成效，並且可以看到隨著修持

功夫之持續，心境能量(內在意識能量)逐漸收歸於內，使心境能量之能階提高，同時隨

著修持功夫進階之不同，該能量會分別影響和子體中 O
0、H

0、電質、X 原素，分別釋

放和氣能量、靈氣能量、剛氣能量及炁氣混合能量。綜合看來、針對上述所列的五類無

形生命系統分別檢視其內涵，並比對其在靜坐修持各階段之現象變化，無論是其結構本

身或是運作內容物，都不離「炁」與「氣」的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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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氣)之無形運作結構體，而運作於其中之內容，不

論是能量、訊息、或是氣化內容物，也都屬於「炁」與「氣」的內涵。由此看來、欲深

入了解生命結構及其內涵，若是不從「炁」的觀念下手，恐怕不易窺其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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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大意識層中運作之「炁」 

 

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及清虛宮弘法院教師所傳示之聖訓內容，靈體(和子)與

肉體(電子體)結合後，會在大腦皮質上下方空間形成一個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靈意網

路)
54，整體並將產生四層意識作用，由淺而深分別為：意識、靈識、靈覺及魂識 55，這

四層意識之作用區域如圖 5 所示，其意義分別如下：其一「意識部分」、可稱為第一重

意識，即是吾人所知之一般意識，為一般心理學、精神醫學所探討之意識型態與功能部

份，其作用區域位於肉體之大腦功能反射區(圖中丁區)；其二「靈識部分」、可稱為第二

重意識，為肉體與靈體之交集意識，位於肉體與靈體作用之意識交集區，屬靈意網路之

電力反射區域(圖中丙區)；其三「靈覺部分」、可稱為第三重意識，則位於和子層中靈意

網路之電力作用區範圍(圖中乙區)；其四「魂識部分」、可稱為第四重意識，屬於和子層

中靈意網路熱準中心之作用層次(圖中甲區)，且個體累世永恆記憶貯藏之所在亦位於該

無形高維度區域。表 13 彙整四層意識之功能、表現特徵及運作內容，綜合看來、四層

意識中運作之粒子或作用，主要包括：愛力、炁粒子、氣粒子(電子及離子)，其中「小

和子」表示具有部分和子結構及功能之較小和子，而「愛力」則非常特殊，似乎顯示某

種訊息與粒子間之一種聯結糾纏作用，但不以粒子表示。 

 

  

圖 4 人體生命系統基本架構圖 

人體生命系統 

有形生命系統 無形生命系統 

由後天物質單元所形成之結構體，

就人來說就是肉體部分，包括： 

‧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 

‧臟腑結構：五臟六腑 

‧其他系統及結構：循環、淋巴、

免疫、呼吸、消化、泌尿、生殖、

骨骼、肌肉、皮膚… 

靈體與肉體結合後所形成各類不具

有形結構之無形運作系統，包括： 

‧「心性系統」 

‧「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 

(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 

‧「臟腑氣能循環系統」 

‧「經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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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四層意識之功能、表現特徵及運作內容 

四層意識 功能 表現特徵或內涵 訊息處理模式 運作粒子 

魂識 
(熱準中心) 

為和子「熱準點」(熱

準中心)中之真愛及記

憶貯藏特性。 

曾於「靈識」及「靈覺」部份反

應過之訊息電流，當其傳導功能

完畢後，其訊息會進入此魂識區

中作為 X 原素貯藏記憶之資料。 

訊息傳遞方式： 

靈識→魂識：小

和子 

靈覺→魂識：愛

力 

小和子(屬炁粒

子)、愛力(屬炁

粒子之特殊作

用) 

靈覺 
(電力作用區) 

(1)接收來自魂識之愛

力引合作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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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深層之精神活動及由靈感而

得之創意性思維想像等。 

一旦訊息處理

完畢後，仍會將

此區作用之訊

息過程存入 X

原素中。 

炁粒子 

靈識 
(電力反射區) 

(1)接受來自和子層所

傳遞之電力訊息。 

來自和子層具強度之「整合性思

維活動」等(如一般直覺的整體性

概念或映像)。 

當左列兩類靈

識訊息處理完

畢後，此區之訊

息過程即再轉

入 X 原素中貯

藏。 

部分炁粒子及

愛力、部分神

經電流(電子、

離子) (2)接收來自大腦功能

已反應出較具強度之

電流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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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腦功能一時無法排遣者，又如

純粹人體生理功能所引起之調

件性反應，若其強度足夠者…。 

意識 
(大腦功能區) 

一般性之意識表現，為

一般心理學、精神醫學

所探討之意識型態與

功能部份。 

較偏向於一般性之思考、分析、

或邏輯性之推理能力。 

神經系統、神經

傳導物質及大

腦內各器官之

協調運作 

少量炁粒子、

大部分為神經

電流(電子、離

子) 

註 1：「小和子」表示具有部分和子結構及功能之粒子，「愛力」似乎顯示某種訊息與粒子間之聯結糾纏作

用，而不以粒子形式表現。 

註 2：綜合看來、四層意識中運作之作用或粒子包括：愛力、炁粒子、氣粒子、電子及離子。 

圖 5 靈體與肉體結合後之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及四層意識作用區 

四層意識 位置或區域 (註) 
電力反射區中 

四意識之對應區 
位於靈體或肉體層 

魂識 甲.熱準點(中心) a 

靈體和子層 

靈覺 乙.電力作用區 a1 

靈識 丙.電力反射區 a2 意識交集區 

意識 丁.腦部功能反射區 a3 肉體層 

註 1：左圖中甲、乙及丙區域屬於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之內。 

註 2：當 a,a1,a2,a3 區受刺激時可能釋放出 A、B、C 類傳遞介質。 

(A 類具選擇性，B 類具活化性，C 類具抑制性) 

 

乙 

丙 

丁 

b4 

b3 

b2 

b1 

a4 

a3 

a2 

a1 

a 

A1 

A2 

A3 

A4 

A 
B1 

B2 

B3 

B4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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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命題中真空與炁場之作用與關係 

 

在此挑選三個關鍵命題作為探討“真空與炁場”及“炁粒子與次原子粒子”關係之用，

包括：大小宇宙中有關物理真空與宇宙虛空炁場之關係、訊息傳遞背景場之真空炁場與

粒子概念、以及從真空炁海之聯合糾纏觀點建構宇宙中心之生命主體意識模型等。 

 

(一)從小宇宙到大宇宙—物理真空與宇宙虛空炁場之關係 

 

1. 從粒子型態返回物理真空 

 

有關不同等級粒子與作用力之對應關係，在物質(或分子)層次其內部彼此間主要以

分子及原子間作用力(包括凡得瓦力、化學鍵…)維繫，當打破分子及原子間作用力進入

原子結構層次，其內部主要以電磁作用為主，當提高能量打破原子內部之電磁作用則進

入原子核(核子或強子)層次，核內部主要以強核力(色作用力)為主；若再提高能量打破

原子核內之強核力界限則進入夸克層次，夸克內部主要以超色作用力為主(一般認為亞

夸克間之超色作用力是比色作用力更強的規範交互作用 56，意即：強子間之強或色作用

力，應視為其內部夸克間之超色作用力在組成強子後之剩餘作用，在此概念下，超色作

用力可視為超強作用力)；依此推論、若能超越超色作用力界限，則將可能回到產生粒

子源頭之物理真空狀態(量子真空)，也就是可經由“真空對稱性破缺”產生粒子之原初狀

態。前面提到相對於產生粒子之較高激發能態，真空為較低能階之“基態”，從整個粒子

間作用力之大小關係來看，此基態能階雖屬產生粒子前後之擾動場中相對較低能態，但

研究顯示整個真空蕴藏巨大的基底能量，具有極高的能量密度，擾動真空產生粒子或許

類似活化能或穿隧效應，真空應可視為彼端一種具有極高潛能的基底狀態。附帶一提、

由於物理學中尚無宇宙中心之概念(詳後)，因此不會有由於中心與邊陲位置不同而造成

宇宙背景真空能階差異之觀念，在此先作簡單論述：由於大宇宙中心與邊陲之空間位置

差異，真空潛能能階亦可能不同，若以簡單模型描述其能階分佈，則中心應為高真空潛

能，而邊陲為低真空潛能，由中心至邊陲自高而低之衰變曲線模式需再發展。 

 

2. 從炁氣鍛煉返回宇宙虛空 

 

從靜坐修持(修煉炁化)進階層次可知，精(固/液/氣)較偏屬後天物質層次，若透過「性

命雙修」、「藉假修真」之鍛煉程序，初步先由煉精化氣提高能量，精神體將提昇進入後

天氣層次，再透過煉氣化神提高能量則進入神(炁)層次(應屬較接近後天之先天炁層次)，

若再透過煉神還虛提高能量則進入虛空(先天炁)層次，若再透過煉虛合道則將可能進入

宇宙最大道盤(亦屬先天炁)，亦即精神體與大宇宙融合的境界。從傳統天人合一之角度

而言，靜坐修持層次與大宇宙亦有相互對應關係，各級修煉境界對應之次元天界層次(物

質界、化電界、化炁界)以及旋和律層次(第五、四、三、二、一類旋和律)，以及其所突

http://baike.baidu.com/view/4950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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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之旋風軌道(天液旋風軌道、分和旋風軌道、電化旋風軌道、炁化旋風軌道)，在〈從

炁氣鍛煉內涵論大小宇宙之統一與調和〉一文中有詳細探討 57。 

 

3. 「相對真空」與「絕對真空」、炁氣鍛煉層次與旋和律對應關係 

 

前述「物理真空」(或量子真空)狀態由於存在內部潛勢(如前所述、潛勢分佈可能有

空間位置之相對差異)，相對於完全空無一物(無物質、無能量)之「絕對真空」而言，應

可稱為一種「相對真空」狀態；從宇宙學所論宇宙產生大爆炸之「奇點」觀念而論，「奇

點」之外部應可視為「絕對真空」，這是一種思維下的理想狀態，「奇點」本身為宇宙萬

物生成之基礎，自大爆炸之後，能階逐漸降低，並逐漸形成前面第二節所匯整介紹之各

種次原子粒子、原子、分子乃至物質，並存在各層級粒子間之各種作用力(強核力、弱

核力、電磁力、引力)；特別的是、物理上各階段作用力場與靜坐鍛煉進階層次，從前

述之物質相來看似有某種程度之對應關係(非完全等價)，而物理真空狀態與修持之道體

(指道源之本體，在時空概念上屬無量次元)則涉及所有事件之源頭；從內涵上而論、物

理學中包括「絕對真空」及「奇點」在內之狀態與修持境界所論之道體概念並非等價，

這涉及到個別之定義與內涵，當然、粒子物理學主要探究粒子之存在與性質，先不去處

理或論述“意識”特性，然而對靜坐修持層次而言，意識狀態與其內涵是重要的關鍵，這

應該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命題(詳後討論)。圖 6 初步呈現目前可知之物理真空、粒子型態、

作用力、炁氣鍛煉層次、旋和律與次元天界層次之對應概要關係。 

 

 

 

 

 

 

 

 

 

 

 

 

 

 

 

 

 

 

說明：此圖左右內容僅為顯示對應關係，並非指完全等價。 

圖 6 現階段可知之物理真空、粒子型態、作用力、炁氣鍛煉層次與旋和律對應概要關係 

 

(大爆炸前之狀態) 

(可能有空間差異) 

外部絕對真空 (僅存在奇點) 

(粒子層次) (內部作用力層次) 

夸克層次 超色作用力 

強子/核子層次 強作用力 

原子/離子層次 電磁作用力 

物質/分子層次 分子間作用力 

相對真空(真空基底) 

物理真空、粒子型態與作用力 

打破分子間作用力 

打破超色力界限 

打破強核力界限 

打破電磁力界限 

(旋和律層次) (修煉炁化層次) (次元天界層次) 

化炁界 

化電界 

物質界 

炁氣鍛煉、旋和律與次元天界層次 

第二類旋和律 

第三類旋和律 

第四類旋和律 

第五類旋和律 

第一類旋和律 

天液旋風軌道 

炁化旋風軌道 

電化旋風軌道 

分和旋風軌道 

煉虛合道 

煉神還虛 

煉氣化神 

煉精化氣 

道體(無量次元) 

虛(先天炁) 

神(炁) 

後天氣 

精(固/液/氣) 

最大道盤(先天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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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息傳遞背景場中之真空、炁場與粒子概念 

 

前段談到粒子物理學主要先以探究粒子之存在與性質，而對靜坐修持層次而言，意

識狀態與其內涵是重要的關鍵，從高次元所傳示之訊息來看，高次元空間彼此訊息之傳

遞往來，有超乎我們目前所知之狀態與形式，而訊息傳遞亦與意識層級狀態有關。 

 

1. 各級旋和律中之炁場真空層級 

 

炁場可視之為“無限可分之炁粒子匯聚場”(可稱為「炁海」)，依據炁之能階高低可

先簡單區分為：高能階炁場、中能階炁場、低能階炁場、中高能階氣場、及低能階氣場

等幾大類，各階炁(氣)場可視為訊息傳遞之背景基底。 

 

在〈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37 一文中曾以炁之變化狀態論述宇宙之生成模式，反

宇宙為聚集炁能之中心，條件俱足經大爆炸之形式生成正宇宙，逐漸向外擴散且能量降

階之正宇宙歷經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之程序，復歸於最細微低能階之

狀態，形成並沉浸在反宇宙之迴旋炁海場中，再逐漸聚集回歸於反宇宙中心，醞釀下一

次大爆炸，正反宇宙相生相成、不斷循環生滅變化，其中關鍵處是：反宇宙與正宇宙之

運作狀態同時存在。另外、在〈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結構探討〉58 一文中曾論述星系以

上之天體結構目前尚未發現明確之運轉規律，因此若暫以九大銀河星群為最大且具旋轉

調和形態之規律(第一階旋和律)，而星系為第二階、恆星系為第三階…，配合前面所提

正反宇宙運作內容，可依此形式論述炁場之真空層級如下： 

 

若將反宇宙之聚炁場當成真空基底(屬相對真空)，可稱為「背景真空基底」，大爆炸

之正宇宙能量層作為另一層級之真空基底，可稱為「第一級真空基底」，在此基底上向

外擴張之正宇宙，逐一歷經前述能量降階衰變之程序，其中所形成具有旋轉形式之星系

(如橢圓星系)自成一個獨立的星體生命系統，其旋轉調和之背景炁場可視為另一真空基

底，可稱為「第二級真空基底」；依此類推，在星系內之恆星系統旋轉調和之背景炁場

亦形成另一真空基底，可稱為「第三級真空基底」，而恆星中之行星炁場所成之另一真

空基底，可稱為「第四級真空基底」；在上述各級真空基底中，訊息之傳遞形式大致分

別對應高、中、低能階炁場波、電磁波及聲波；依據旋和律等級，將前所述之各能階炁

場與訊息傳遞形式列於表 14 中，圖 7 呈現正反宇宙旋和律各級真空基底聯屬層次關係

概念示意圖。前面提到「炁」與「氣」可與空間能量產生交互作用 44，顯示背景空間本

身具有相當的實質作用內涵，此一論述呼應真空具有潛能之概念。另外、在此特別提及

在行星尺度範疇進行的相關測試，其對應的真空基底應為第四級，此真空基底仍如同旋

和場般與行星本體同步運動，彼此之間並無相對運動，基於此項觀點，邁克生－莫立

(Michelson- Morley)實驗的原始假設與結果將有必要加以修正。第一至四各等級真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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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之訊息傳遞速度(視為背景介質之特性)是否相同(如同已知之光速)，尚待探究(詳後)。 

 

表 14 各級旋和律中各能階炁場、真空等級與訊息傳遞形式 

旋和律等級 對應之星級系統 炁場能階層級 真空等級 訊息傳遞形式 

(反宇宙基底) (無實際星體) 由低(邊陲)而高(中心) 背景真空基底 (原始聯結態) 

第一類 大銀河星群尺度 高能階炁場(大銀河星群旋和場) 第一級真空基底 高能階炁場波 

第二類 星系尺度 中能階炁場(星系旋和場) 第二級真空基底 中能階炁場波 

第三類 恆星尺度 低能階炁場(恆星旋和場) 第三級真空基底 低能階炁場波 

第四類 行星外氣場尺度 中高能階氣場(行星電磁場) 第四級真空基底 電磁波(光波) 

第五類 行星內氣場尺度 低能階氣場(行星大氣場) (分子型態)非真空 聲波 

 

 

 

 

 

 

 

 

 

 

 

 

 

 

 

 

 

 

 

 

2. 各級旋和律中之訊息交流 

 

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傳示有關〈天人親和之研究〉聖訓中提到：「宇宙間訊

息的傳遞大概分兩類，一是次元空間能量場的傳遞，如鐳質光訊、陽陰電射；一是性靈

和子的意識投射，如靈訊、靈團雜訊。59」這裡提出宇宙不同次元空間中，其內靈團互

動之兩種類型：「能量場傳遞」與「意識投射」，另依據前述聖訓資料可知，不等層級之

(向內聚炁) 

圖 7 正反宇宙旋和律各級真空基底聯屬層次關係概念示意圖 

說明：就結構上之相對運動而言，反宇宙為向內運動聚炁，正宇宙則向外擴散，且各級有序

之真空基底皆有旋和運動。 

第一級真空基底 

(第一類旋和律) 

第二級真空基底 

(第二類旋和律) 

第三級真空基底 

(第三類旋和律) 

行星尺度 

第四級真空基底 

(第四類旋和律) 

 

背景真空基底 

(反宇宙) 

大銀河星群尺度 

星系尺度 

恆星尺度 

(正宇宙) 

反宇宙 

(向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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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次元其「能量場傳遞」與「意識投射」之內涵亦不相同。第一類旋和律(72≦次元

＜99)應大致對應「大銀河星群」旋和律，其內之靈團間之互動方式是以含有大量的高

能鐳質光訊或靈訊，作為靈團與靈團之間相互交流之主要傳遞方式；第二類旋和律(33≦

次元＜72)大致對應「星系」旋和律，則是以鐳質光訊、極高能量的陽陰電射或靈訊，

作為靈團與靈團之間相互交流之主要傳遞方式；第三類旋和律(7≦次元＜33)「恆星」旋

和律，是以含有極高能量的陽、陰電射或靈訊，作為靈團與靈團之間相互交流之主要傳

遞方式；第四類旋和律(5≦次元＜7)「行星外氣層」旋和律是以含有高能量的陽、陰電

射(或在其中另含帶著正、負特質的訊息)或靈訊，作為靈團與靈團之間相互交流之主要

傳遞方式；第五類旋和律(1＜次元＜5)「行星內氣層」旋和律是以各類能量的陽、陰電

射(或在其中另含帶著正、負特質的訊息)或以諸多靈訊、靈團雜訊…，作為靈團與靈團

之間相互交流之主要傳遞方式。表 15 彙整各級旋和律中其內靈團間之互動方式，並列

出相對應之場與和子能階高低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宇宙中靈團間互動方式中之訊息傳

遞兩大類方式之本質，藉由「次元空間能量場傳遞」者、應涉及空間之背景(或介質)特

性，而藉由「意識投射」者、則應涉及和子內聚能量之高低；對低次元空間之生命而言，

除了一般廣播或通訊之訊息交流之外，亦包括透過專注之意念投出祈禱之念力，而可能

對不等次元空間之仙佛傳送出祈禱之念力訊息，此念力即是意識訊息之投射。 

 

表 15 各級旋和律中其內靈團間之交流互動方式 

旋和律與 

空間次元(註 1) 
對應之星級系統 

其內靈團交流互動方式 (註 2) 場與和子 

能階高低 次元空間能量場傳遞 性靈和子意識投射 

第一類旋和律 

(72≦次元＜99) 

大銀河星群旋和律 大量的高能鐳質光訊 高能靈訊 高 

第二類旋和律 

(33≦次元＜72) 

星系旋和律(有形

無形) 

鐳質光訊、極高能量的陽陰電射 靈訊 次高 

第三類旋和律 

(7≦次元＜33) 

恆星旋和律(有形

無形) 

極高能量的陽陰電射 靈訊 中 

第四類旋和律 

(5≦次元＜7) 

行星外氣層旋和律 高能量陽陰電射(或在其中另含

帶著正、負特質的訊息) 

靈訊 中低 

第五類旋和律 

(1＜次元＜5) 

行星內氣層旋和律 各類能量陽陰電射(或在其中另

含帶著正、負特質的訊息) 

諸多靈訊、靈團雜

訊… 

低 

註 1：宇宙充滿無量數的次元空間，表中各空間次元之數據是假設整體宇宙天界層最高以一百次元為單

位時，各天界層所佔之空間比例。59
 

註 2：兩種訊息傳遞的本質： 

－藉由次元空間能量場傳遞(鐳質光訊、陰陽電射)：應涉及空間之背景(或介質)特性。 

－直接由性靈和子意識投射(靈訊、靈團雜訊)：應涉及和子內聚能量之高低。 

 

3. 粒子之訊息完整程度與能量特性 

 

表 14 中論及反宇宙背景真空基底以及四級真空基底(本質上這五類皆屬於相對真

空)，其中反宇宙背景真空基底並不存在粒子及星體結構，而四類真空基底除了構成天



第十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438 
 

體結構之基礎外，亦擔任訊息傳遞之背景介質。除去反宇宙背景真空基底以及第五類旋

和律(行星內氣層旋和律)外，以第一至四大類旋和系而論，此四重旋和天盤構成四重(相

對)真空基底，同時構成四重意識層次之背景基礎場(極有可能亦存在四重光速或訊息傳

遞速度之基底)，這四重天盤中之粒子由於能階已經較原初炁粒子為低，其所含藏之宇

宙訊息應該已有不等程度之封鎖，而所謂完整的宇宙訊息，應該只有在背景真空基底(反

宇宙)這一個最大的基底主體處，於正反宇宙中心醞釀而形成之原初炁粒子型態(可視為

某種形態的「自發對稱性迫缺」所產生)才具有最完整的宇宙訊息。這裡存在幾個重要

的概念： 

 

其一、在極高能正反宇宙中心之炁海(量子真空)狀態中，量子躍動不已，原初形成

之高能炁粒子隨時可能回復炁海之中湮沒，在虛實有無之間變動不息，如此之極致高能

狀態因與原初之宇宙主體聯結(一種整體聯結糾纏之狀態)，因而含藏宇宙所有的訊息。 

 

其二、從反宇宙高能背景真空基底產生之極高階之能量粒子(原初炁粒子)自然具有

兩項特性：完整的宇宙訊息，高能變化特性(鐳質粒性)。所謂完整的宇宙訊息是從全體

聯結性而言，亦即並無個體與整體之間截斷之分別(因為粒子與真空之間隨時可以轉換)；

而所謂高能變化特性是指可以能階降轉成為各級能階之粒子、以及可自由穿梭於各級次

元空間之中(當然、低能階者欲往高次元空間移動，則必須提高能階)。 

 

其三、由於反宇宙背景真空是一個極致細微之量子真空炁海場，尚不存在獨立之炁

粒子或次原子粒子，其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聯結糾纏態(應由於旋和特性而導致)，在這

個背景真空場傳遞的訊息，並無時間延遲。 

 

其四、由原初炁粒子在正宇宙中能量降階所形成之各級粒子，其能階高低與訊息封

鎖程度之實質意義可以下列反向方式表述：“回復至原初高能且具完整宇宙訊息狀態之

難易程度”，意即：能階較高且訊息封鎖程度較低者較易回復，能階較低且訊息封鎖程

度較高者較難回復；上述觀點在進行炁氣鍛鍊修持或高能粒子物理實驗時，似乎都適

用。 

 

其五、其他由原初炁粒子能量降階所形成之各級粒子(包括高、中、低能階之炁粒

子、氣粒子、以及各類次原子粒子)，經大爆炸後存在於第一至五類旋和律中，由於各

一至四級真空基底之背景介質特性以及其能量較反宇宙之背景真空基底為低，因而可能

形成該各等級真空基底之背景傳遞速度限制，於各別真空基底內傳遞之訊息因而有時間

之延遲。 

 

茲將各級真空及空間次元層次內各類粒子之能階高低、訊息含藏程度、次元空間穿

梭能力、回復至原初狀態之能力、以及背景真空介質傳導能量速度之高低限值(正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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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傳遞速度)等各項特性匯整列出於表 16 中。 

 

表 16 宇宙各層級真空或次元空間內各類粒子之特性 

真空等級/ 

空間次元等級 a 

其內可能存在 

之粒子形態 b，c 
粒子能階高低 

粒子宇宙訊息 

含藏程度 

粒子次元空間 

穿梭能力 

回復至原初 

狀態之能力 

真空介質速度

高低限值 d 

(背景真空) 

正宇宙中心 

反宇宙中心不存在粒子 

正宇宙中心可能存在極

子、原初極高能階炁粒子 

極高 完整 

背景整體含蘊

聯結，無空間

穿梭之意義 

整體聯結 無限大 

第一級 高能階炁粒子 
 

    

第二級 中能炁粒子/高能氣粒子      

第三級 低能炁粒子/中能氣粒子      

第四級 
低能氣粒子/離子、次原

子 
     

(第五類旋和律) 分子、原子      

註 a：為簡單顯示空間次元等級之對應關係，正宇宙中僅以五類旋和律為代表。 

b：反宇宙中心僅蘊育粒子，並不存在實體粒子，而正宇宙中心存在極子、原初炁粒子…等。 

c：高或中能氣粒子可能包括物理學中所探究之次原子粒子。 

d：第一~四級真空介質速度高低限值是否完全相同或由高而低，仍待深究，應至少與真空(炁)密度有關。 

 

(三)從真空炁海之聯合糾纏觀點建構宇宙之生命主體意識模型—「上帝」與「無生聖母」 

 

1. 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自發形成概要程序 

 

茲將宇宙背景真空炁海與各級生命之生成關係，簡要歸納於下，另將從炁海與真空

場中自發形成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概念顯示於圖 8 中： 

 

(1)反宇宙形成：在浩瀚無序的宇宙炁海場中，逐漸演化淬煉形成反宇宙第一層次之有序

背景本體，整個背景構成一個(相對)真空基底，其有序之規律具有旋和及蘊蓄淬煉之

特性，並逐漸形成先天之旋和炁盤且中心高能之狀態，於此反宇宙中心孕育大小宇

宙生命之原型。 

 

(2)正宇宙中心形成：在反宇宙之背景真空中心本體，蘊蓄形成極高能階之極子、高能原

初炁粒子(可能如同物理真空中自發對稱性破缺生成高能之次原子粒子)，構成正宇宙

大爆炸之基礎，當條件聚足，正宇宙中心之外層產生大爆炸，能量向外擴散降階形

成正宇宙。 

 

(3)形成各級天體、生成各類生命：大爆炸發生在正宇宙中心之外層，並生成正法銀河星

群，且依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之程序逐階變化，能量向外擴散降

階形成整個正宇宙天體，各類大、小宇宙生命由此產生。各類粒子(炁、氣、次原子、

高 

 

 

 

 

 

 

低 

高 

 

 

 

 

 

 

低 

完整 

 

 

 

 

 

 

不完整 

易 

 

 

 

 

 

 

難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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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分子….)為背景真空炁場之外象(或顯相)，在正宇宙向外擴張、能階逐漸降低、

生命逐漸演化的過程中，體驗各種生命形式與意識變化，最終仍將映入大宇宙之整

體背景意識，因而在反宇宙之真空基底中蘊蓄幾近無限之訊息。 

 

(4)生命衰亡、天體毀滅：由於能量向外擴散降階，最終所有皆歸於虛空，即逐漸形成所

謂空法銀河星群之現象，所有天體、生命、物質、分子、原子…，所有結構全部崩

解毀壞，回復至次原子粒子甚至更次於次原子粒子之更細微炁氣粒子狀態。 

 

(5)正反宇宙在背景量子真空基底之炁海場中不斷循環生滅演化：所有物質以更次於所謂

次原子粒子之狀態(炁)，沉浸在反宇宙迴旋炁海場中，聚集回歸於反宇宙中心，匯聚

醞釀並持續產生大爆炸，如此過程循環不斷。 

 

(6)正反宇宙及大小宇宙之生命變化內涵，必須在反宇宙蘊蓄炁能之機制形成之後，一切

才可能發生，在此之前一切空無—或只能說僅存在浩瀚無序的炁海，且在正反宇宙

生命循環機制形成之後，一切亦將永不停息，意即：當反宇宙自炁海中首次生成並

形成正宇宙之後，一旦此規律形成，正反宇宙即持續相生相成、不斷循環生滅變化(正

宇宙擴張變化之同時，反宇宙持續聚集炁能，條件俱足即產生大爆炸)。 

 

 

 

 

 

 

 

 

 

 

 

 

 

 

 

 

 

 

 

 

無序之炁雜存於背景真空中 

圖 8 從炁海與真空場中自發形成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概念圖 

註：當反宇宙自炁海中首次生成並形成正宇宙之後，一旦此規律形成，正反宇宙即持續相生相成、不斷

循環生滅變化(正宇宙擴張變化之同時，反宇宙持續聚集炁能，條件俱足即產生大爆炸)。37 

炁海與真空 

反宇宙 

正宇宙 

形成各級天體 

生成各類生命 

逐漸形成先天之旋和炁盤且中

心高能之狀態，並醞釀大小宇

宙生命之原型 

宇宙中心之外層產生大爆炸，

能量向外擴散降階形成正宇宙 

大爆炸生成正法銀河星群，並

依正、智、明、信、成、住、

劫、壞、空之程序逐階變化 

生命衰亡 

天體毀滅 

 

由於能量向外擴散降階，最終

所有皆歸於虛空，即逐漸形成

所謂空法銀河星群之現象 

更次於次原子粒子 

之狀態(統稱為炁) 

以更次於所謂次原子粒

子之狀態(炁)，沉浸在

反宇宙迴旋炁海場中，

聚集回歸於反宇宙中

心，匯聚醞釀並持續產

生大爆炸，如此過程循

環不斷。(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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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反宇宙中心與反物質 

 

如果科學上反粒子或反物質之觀測現象正確(意即：目前宇宙中較少發現反物質，

宇宙是物質宇宙，不存在標準大爆炸模型預測的反物質宇宙)
60，且正反宇宙之模型雖尚

需發展但大致正確，則大部分尚未發現之反物質其存在處幾乎只有一種可能：可能留存

在正宇宙中心(或稍微放寬一種可能：可能部分存在恆星中心或銀河中心…)，這可能由

於兩個假設條件所造成：由於反宇宙中心背景真空基底發生一種如同目前所知之自發對

稱性破缺現象、以及僅在正反宇宙中心(偶極區域)外層發生大爆炸現象所導致；由於目

前地球所處之第四、五類旋和律交集區位置離正反宇宙中心極遠，自然難於觀測到大部

份的反物質或反粒子。存在“宇宙中心”這個說法與目前宇宙學的說法並不相同，1922 年

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深入宇宙模型之研究，作了兩個簡單的假設：第一、從

任何方向觀察，宇宙看起來都相同；第二、不論在任何地方觀察宇宙，假設一仍然成立；

現今宇宙學遵循這個說法，因而認為宇宙並無中心點存在。宇宙究竟有無中心，尚待科

學界重新檢視，吾人可先做簡單假設論述如下： 

(1)大爆炸的位置就是宇宙中心。 

(2)宇宙中心在大爆炸之後仍然存在，且仍不斷的聚集炁能。(註) 

(3)能量向外擴散的同時，由於中心之持續聚炁，因此可能發生第二次、第三次…持

續之大爆炸 (詳〈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37
) 

 

註：反宇宙聚集炁能之背景真空基底與正宇宙大爆炸之能量擴散團，兩者好比兩個

相對波動之交會、應不至於產生衝突。 

 

3. 糾纏與意識—大宇宙意識與「聯結糾纏」(或「聯合糾纏」)現象 

 

在 103 年 1 月 27 日(癸巳年農曆十二月廿六日)巡天節期間，先天一炁流意子老前輩

曾傳示一篇有關於「量子糾纏」的聖訓，提到：「天人親和作為教魂，重要性不言可喻，

且隨著時代進步，人類聲光化電之發明，更予天人親和以有力之保障。…現代科學最新

進展，由量子糾纏理論發展出人類念力、死亡後意識存在之前瞻研究，已逐漸拉近天人

間距離…」61；前面介紹量子糾纏觀念時亦提及：「量子糾纏這種關係一旦發生，就將

持續下去，顯示微觀粒子能夠保持這種記憶，能夠區分並識別和其有『糾纏關係』的特

定粒子，能夠不受時空限制地保持這種糾纏關係，微觀粒子的這些特徵似乎和某層次的

記憶或意識相關…」，顯示意識與粒子之糾纏間之關聯性。 

 

截至目前為止，量子糾纏的基本原理與應用仍在持續發展，例如三粒子、四粒子…

等多粒子糾纏態之研究，以及量子信息、量子加密、量子通信、量子態隱形傳輸、量子

計算…等之應用面開發。從「量子糾纏成像」及「量子擦除實驗」等現象來看，表面上

似乎是訊息瞬間傳遞，本質上似乎已不是訊息間之傳遞，而是本然聯結，不需要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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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樣說有一點語病，稍為嚴謹一點的說法，應該是介質本身的傳遞訊息或能量速度

特性問題(不同等級之真空基底其特性可能有所不同)，由於前述真空可能有多層級之狀

態，單純用現階段人類所處空間次元附近的介質傳遞限值，可能尚不足以證實或釐清這

個問題的本質與真相。另外、雖然目前所知量子糾纏現象存在於次原子粒子中(如電子、

光子…)，且在原子、分子以上的巨觀物質界中其效應可能被障壁衰減或掩蓋，但對於

幽微的背景真空基底(或第一~四級真空)而言，聯結或糾纏應為其本然狀態，由其中較次

原子粒子更細微之炁氣粒子，應更具有這種「聯結糾纏」特性，更特別的是、如前所述

在四大意識層中第三重意識「靈覺」與第四重意識「魂識」間之訊息傳遞是以「愛力」

呈現—某種訊息與主體之「聯結糾纏」作用。 

 

基於對炁海與真空之基本認識，正反宇宙及大小宇宙等生命可能逐步從其中產生，

而由「量子糾纏成像技術」及「量子擦除技術」所顯示之訊息即時連結，以及從前段所

述第三~四重意識間以「愛力」(訊息與主體之聯結糾纏作用)呈現之訊息傳遞方式等，可

初步進行如下推演論述：由於生命個體本身之炁氣粒子性質，其在甚深的意識層中極可

能存在如同「量子糾纏」之特性，為稍作區別，暫以「聯結糾纏」(或「聯合糾纏」)作

用稱之，在宇宙中心之彼端與此端生命個體兩者內在之間屬於原始「聯結糾纏」狀態，

雖經過大爆炸之後生命不斷之轉變演化，而且兩者距離非常遙遠，但仍存在此種內部甚

深之聯結，因此、在「聯結糾纏狀態」的此端，由各小部分「聯結糾纏」之炁氣粒子(或

糾纏之量子個體)所聯結形成的個體生命(類比於近乎無窮多量子糾纏之複雜系統)，當其

逐漸累積相當的經驗、記憶、知識與智慧時，則在聯結糾纏的彼端亦將相應累積；再者、

由於個體生命皆源自於正反宇宙中心，因而每一個個體生命皆可溯源於彼端，當聯結彼

端宇宙中心所有大小生命之整體，則將構成一個近乎無限聯結之「聯結糾纏總態」(實

際上應屬原始本體聯結)，同樣地、基於聯結糾纏現象之本質，此「聯結糾纏總態」內

部之訊息、知識與智慧除了與此端每一個與其糾纏的個體相應之外(在兩個層面上：“訊

息內涵”以及“訊息傳遞”—屬同時相應，無時間延遲)，其整體內涵將龐雜到不可思議，

若再加上其他未知曉或掌握之特性，我們自然可以給予這種狀態較為特殊的稱謂。 

 

綜合看來、從廣大無序的炁海(量子真空)場中自行經由真空漲落或震盪或自相作用

形成之旋和模式，逐漸蘊蓄聚集炁能而產生並建立“有序的”背景真空基底，形成反宇宙

結構主體，並將成為大小宇宙之生命源頭，這股深沉的生命萬象源頭與意識主體，在宗

教上稱之為「無生聖母」似乎極為恰當；而正宇宙自原始背景真空基底中心極高能處經

大爆炸作用而產生，由於中心結構仍然存在(如前所論，其中亦可能保存絕大部分之反

物質)，而絕大部分的正物質奔放而出並逐漸降低能階所形成的生命個體其內在深層意

識，與高能高意識狀態之主體之間，可能經由背景真空基底或第一至四級真空產生糾纏

聯結，如此聯結與生命總體自我調和精進之大結構整體，構成宗教界所稱「上帝」之主

體內涵(「帝」為訊息、規範與法則之統領主體，而「上帝」則為最高法則之匯總)。綜

合言之、由於原始聯結糾纏之關係，正反宇宙中心之「上帝」與「無生聖母」將有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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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特殊的性質： 

 

其一、在原初自廣大無序的炁海場中首次形成的背景真空基底，存在原始旋和包容

蘊蓄之整體訊息意識與特性。 

 

其二、隨著正宇宙形成、各級生命與人類個體生命之演化發展，當個體或人類生命

其訊息、知識與智慧逐漸演化累積，則正反宇宙中心之上帝與無生聖母也將瞬間聯結、

即時相應、亦逐漸累積。特別的是… 

 

其三、隨著正反宇宙不斷的循環生滅變化，宇宙背景真空基底(反宇宙)將累積蘊藏

無窮的潛勢，而正宇宙中心亦將含藏近乎無限的訊息，因而上帝與無生聖母的內涵將越

發不可思議，換言之、反宇宙中心是一個不斷蘊蓄的高能量高潛勢真空基底，而正宇宙

中心則是一個不斷蘊蓄變化的極多元、高信息、高意識之匯總體。 

 

圖 9 呈現意識層中之炁粒子與正反宇宙中心聯結糾纏關係之概念示意，左圖顯示意

識層中各別炁粒子與正宇宙中心之聯結糾纏示意，右圖則顯示全體生命炁粒子與正宇宙

中心之聯結糾纏總態。 

 

 

 

 

 

 

 

 

 

 

 

 

 

 

 

 

 

 
圖 9 意識層中之炁粒子與正反宇宙中心聯結糾纏關係概念示意圖 

(2)全體生命炁粒子與正宇宙中心之聯結糾纏總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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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反宇宙總體意識”概念方程 

 

由於正反宇宙本體包容無窮之內涵，不可能用語言文字完全表述，而文人善用詩詞

歌賦讚賞宇宙生命之美，科學家常以數學方程描述宇宙變化之妙；前述有關宇宙自發創

生之過程與實體，具有總體意識自然蘊蓄精進之特殊意義，由於數學方程可以簡單形式

呈現複雜之概念，在此將宇宙總體意識概念以數學形式表述，並把目前稍微能夠掌握的

意義簡要臚列其中，可得到“正反宇宙總體意識”之兩個概念方程如下： 

 

其一、反宇宙中心總意識潛能方程：代表無生聖母總意識—在此以“真空潛能”概念

表述，其內在實質以自發或擾動背景及第一至四各級真空基底之方式運作，內涵如下： 

 

反宇宙總意識潛能 Mp =真空項 + 孕育項 + 眾生項 

=  didsn̂CrotdvCdiv
1i s

c
v 







 + djBB

1j

n

1k
ksbf 






  + dtdvV 
0t 1v

n

1l

l  

















 

其中： 

(1)真空項(無序之炁海→有序之背景真空基底)：於真空(Vacuum)炁海中每一逐漸形

成之獨立炁旋(Chi-spiral)，彼此間進行交流、包容、蘊含…之訊息互動，經由自

生及交流匯總意識，逐漸形成最大之反宇宙旋和炁場(屬極致包容蘊蓄之潛藏意

識)。第一項中括號內暫以三重積分表示炁之聚集，雙重積分代表炁之旋轉，符

號 c 代表聚集與旋轉之整體作用形式，中括號之外積分代表無量數(i=1~∞)之炁

旋匯聚；此項之簡要意義為：由無量數之各別炁旋，匯聚形成最大之反宇宙炁

旋和體，構成有序之最大背景真空基底。 

(2)孕育項(高能中心)：於反宇宙炁旋中心之高能狀態進行最原始之大小宇宙生命孕

育(Breeding)，至少包括兩重內涵：各別生命體中(k=1~n)之作用功能分化(以 Bf

表示)以及結構極致細化(以 Bs 表示)，符號 b 表示兩者之交互作用形式，加總符

號之外積分代表無量數(j=1~∞)之生命意識匯聚；其中依據背景真空基底之“炁”

作為材料，由於已具有相當之潛勢內涵，因而基本上可能形成並孕育暫時區分

為各五大類之陽質和子與陰質和子。 

(3)眾生項(包括大小宇宙，即各類生命、各級天體…)：表示正宇宙生成後不斷生長

演化，由於大小宇宙眾生之意識及訊息回饋，進而擾動背景真空基底(透過第一

至四各層級真空或直接擾動背景真空)所產生之意識與訊息匯總潛勢；第一重(內)

積分代表空間軸上所有獨立生命個體意識擾動各層級及背景真空意識之潛勢，

小括號內代表每一個各別空間次元中所有之獨立生命個體(vita)意識(以 V 表示)

潛能之匯總內涵(生命個體數量 l=1~n)，空間軸上存在之各級次元空間數目如前

所述雖暫簡化分為 1~100 次元，實質上則屬無量次元空間(v=1~∞)；第二重積分

代表時間軸上(有始無終之時間紀元，t=0~∞)所有獨立個體擾動背景真空意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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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嚴格說來、以運作之實質而言，此項內涵應匯入第一項及第二項中，並

產生交互之作用，此處因僅表述意識概念，故暫以加法分項列出。 

 

其二、正宇宙中心總意識訊息方程：代表上帝總意識—在此以“訊息數量”概念表述，

其內在實質以各級炁粒子或愛力等聯結糾纏之訊息交通方式運作，內涵如下： 

 

正宇宙總意識訊息 Gi =蘊蓄項 + 創生項 + 眾生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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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蘊蓄項(偶極區域/太極區)：由反宇宙孕育之生命原種在正宇宙之偶極區域進行能

量充填，包括各級粒子(炁粒子、正粒子、反粒子…)以及各個獨立生命在此具體

產生，其中存在正宇宙中心(G)與各別生命體間(V)之訊息意識交流，符號 gv

代表彼此間之意識訊息交互作用；內層加總代表單次蘊蓄作業空間內正宇宙中

心與各個生命體(i=1~n)間彼此交流之意識訊息內涵匯總，外層積分代表有始無

終之時間軸(t=0~∞)上歷次蘊蓄作業之意識訊息內涵總和。 

(2)創生項(大爆炸創生萬物)：在各項條件俱足之下，正宇宙外層產生大爆炸，其中

夾雜各類生命個體(V)，透過其內在之意識投射，與宇宙次元空間(S)之交互作用，

進入不等次元空間層中展開其永不斷絕之生命旅程，符號 vs 代表彼此間之意

識訊息交互作用並與大宇宙產生聯結糾纏之效應；內層加總代表單次蘊蓄作業

空間內各個生命體(j=1~n)與次元空間彼此交流之意識訊息內涵匯總，外層積分

代表有始無終之時間軸(t=0~∞)上歷次蘊蓄作業之意識訊息內涵總和概念。 

(3)眾生項(包括大小宇宙，即各類生命、各級天體…)：表示大小宇宙中各類生命、

各級天體…(V)與正宇宙中心(G)聯結糾纏之意識訊息匯總，符號 vg 代表彼此間

之意識訊息交互作用；小括號內之加總代表空間軸上所有獨立生命個體(k=1~n)

與正宇宙中心交流之意識訊息匯總，內層積分代表所有空間次元中(v=1~∞)所有

獨立生命個體之意識訊息匯總效應，外層積分代表時間軸上(t=0~∞)所有獨立生

命個體之意識訊息匯總效應。 

 

在此附帶提及，整體而言、反宇宙總體意識潛能(Mp)及正宇宙總體意識訊息(Gi)兩

者，彼此之間亦具有交流互動，確切地說，兩者應為一體之兩面；再者、上述概念方程

是以宇宙中心為主之簡要模式，若是從五大旋和律之一搭配其對應等級之真空，亦可能

列出相對應之意識概念方程。 

 

5. 科學、哲學與宗教對於真空及炁場之探索思路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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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真空與粒子物理之內涵已有相當成果，透過靜坐鍛煉之宗教修持實證功夫，

對於炁場與虛空實像也頗有值得探究之處，而來自高次元傳示之訊息亦有頗多啟發，茲

將科學、哲學與宗教對於真空及炁場之探索思路概要內涵匯整顯示於圖 10 中。 

 

 

 

 

 

 

 

 

 

 

 

 

 

 

 

 

 

 

 

有關量子糾纏所呈現訊息瞬間即至之超光速傳遞現象，提供粒子物理學與宗教或修

持之間可能溝通之平台，尤其宗教經常進行之祈禱涉及與高次元仙佛間之念力訊息傳輸，

其傳遞狀態必須是超光速或甚至是完全無時間延遲現象；特別的是、天帝教經常進行天

人親和與天人交通作業，並提出「天人交通機」之概念及作為，直接涉及與高次元通訊

及星際交流之內涵，更是科學發展以及向外太空開發中重要的研發標的，有賴科學、哲

學及宗教之協同進行，誠如天帝教教義《新境界》所說：「天人之際的交通日益頻繁，

真理自必日明，而最後全宇宙之大同成矣。此時期又可名為人類宗教文化之第三紀，蓋

第一紀之宗教文化，為渺冥的，第二紀之宗教文化，則為神化的，至第三紀之宗教文化，

方為機械的（自然運行）。屆時機器一開，即可望見百萬大兵之進軍，或與數千年前之

老前輩對坐暢談，樂何如之！62」從人類文明發展以及提昇生命內涵的角度而言，實不

應偏頗於宗教、哲學或科學之一面，應該是要融合宗教、哲學與科學，結合各別專長以

探討、研究、發展更完整、更理性與靈性兼具的二十一世紀新科學，擴大人類思想領域，

真正促進人類與整體宇宙生命之幸福與和諧。 

 

圖 10 科學、哲學與宗教對於真空及炁場之探索思路概要圖 

背景真空基底                     有序的炁旋場 

無序的炁海 

深入強子/核子/夸克層次 

探討原子/離子層次 

探討物質/分子層次 

科學研究與哲學思辯進程 

深入量子與真空本質 

精化氣/氣化神/神還虛/虛合道 

性命雙修、藉假修真 

 

提升肉體/精神/性靈層次 

宗教修持與哲學思辯進程 

深入天人合一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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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大小宇宙生命與源自真空炁場之正反宇宙為原始聯結 

 

大宇宙生命演化的本質似乎就是一個炁性淬煉與意識全面且不斷發展的過程，惟本

文中有關真空、次原子粒子、炁場、炁氣粒子之相關論述，尚屬初步概念層次，仍需持

續深入探索發展，有賴科學家及宗教家或修持者擴大心胸、屏除成見、持續探索。茲提

出下列數點內容作為本文初步之結語： 

 

一、有關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之關聯性，就滿足人類好奇心與窮究宇宙真理之前提而

言、除了在科學領域上仍需持續深入研究發現以外，就目前已證實之次原子粒子而

言，其與後天之氣粒子比較，以高次元傳示之聖訓所提「電子」為例，在經過某種

「連續電化湊合及特殊轉換處理」之後，將可能發現彼此間較實質之對應關係。 

 

二、從大同真經觀點來看，反宇宙極可能從無序的炁海場中產生，形成有序的旋和匯聚

場，成為生命萬有根源之背景炁場真空基底(量子真空)，透過正宇宙中心外層之高

能量炁性大爆炸，依能階高低逐級形成大小宇宙、以及有形及無形宇宙各級生命，

宇宙整體在此炁性作用之下，以正反宇宙相生相成之方式循環生滅不息。 

 

三、從炁場之內涵可知、要能產生宇宙及生命，必須先從無序的炁海中產生有序的旋轉

調和炁場(旋和場)—亦即產生炁之聚集作用，整個廣大炁旋場構成背景真空基底，

中心形成高能之真空基底(相對於各類粒子產生之前)，才能由於炁能之蘊蓄累積而

孕育大小宇宙生命原形，因此、產生旋和場可視為宇宙生命發生之基本且必要之條

件。 

 

四、從量子糾纏觀點稍加推演之粗淺結果，各別生命體與背景真空基底可視為原始聯結

(如同糾纏狀態)，除了經大爆炸後反物質可能留存於正宇宙中心之外，由於各個生

命內之訊息與宇宙中心之原始聯結糾纏，可能形成宇宙中心不可思議之訊息與意識

總體。 

 

五、由於正宇宙天體之運動趨勢是向外擴散、能階降低，因此對於接近宇宙邊陲地區之

生命體而言，透過靜坐鍛煉提昇生命內在炁能能階、奮鬥精進、逆流而上，是靈性

生命體常存於宇宙、甚至回歸宇宙高能本體之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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