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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昊天心法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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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幾千年來道家煉丹、修持、靜坐都主張性命雙修，在學理上將修煉

功夫分為三部曲：（一）煉精化氣、（二）煉氣化神、（三）煉神還虛。必須

要煉精化氣達到百分之一百，乾道達到馬陰藏相、坤道達到斬赤龍，然後用

己身陽氣衝開天門，接引先天炁，才能夠進入煉氣化神；煉氣化神也必須煉

到百分之百，達到「陽神出胎」，才能夠進入到煉神還虛，達到真火自焚，

瓦解肉體，真我常存，成為大羅金仙。昊天心法的修煉，是直修昊天虛無大

道自然無為心法，即不加絲毫一點人為的力量與意念，直修「煉神還虛」的

功夫。 

昊天心法雖然直修「煉神還虛」，而前面二步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是在日常修證五門功課中，自自然然經過，只要修煉達到百分之三十的道功

熱準程度，就會依天人親和、原靈合體，頓然進入煉神還虛。 

正宗靜坐班的三大件事：點道–打開天門、接引祖炁、原靈合體，是促

成直修的條件。 

昊天心法直修煉神還虛，是自然無為心法，在靜坐時，心不執著於某一

處，「心無所住，一切放下，放下一切；心無所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

絲毫不加一點人為的力量與意念，全在修一己真陽之氣，以接 上帝靈陽真

炁，一經調和，聽其自然運化。 

 

關鍵詞：昊天心法，直修，煉神還虛，點道、打開天門、祖炁、靈陽真炁、

一己真陽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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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昊天心法之「直修」  
黃藏瑩（緒我）  

 

 

一、前言 

  天帝教的昊天心法，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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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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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謂「法華上乘」即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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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提「煉」字就落入「後

天」，而違反自然，但本教煉神還虛之「煉」仍秉持「自然無為」之宇宙最奧妙之修持

法則。2 

我剛才告訴大家，丹鼎大法幾千年來是從肉體上用工夫，但是我們不能不知道，因

為儘管在肉體上用工夫不容易，修十年、二十年、幾十年根本一無所得、修不成功的太

多太多了！但它的方法是沒有錯–「三步工程」。天帝教現在直修昊天虛無大道就是先

從第三步開始，我們修的是「無形金丹大法」，就是從過去丹鼎大法的第三個階段開始，

儘管是第三個階段開始，但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在無形中還是不知不覺的過去。
3 

天帝教靜坐的方法就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就是重在「直修」兩個

字，直修煉神還虛，就可以「就原路回家」，這個家就是我們老家，回到 上帝的左右。
4 

 

中國道家幾千年來煉丹、修持、靜坐都主張性命雙修，在學理上將修煉功夫分為三

部曲：（一）煉精化氣、（二）煉氣化神、（三）煉神還虛。要從後天返先天、從有形還

無形的修煉功夫，必須修煉人生特有的三寶–「精、氣、神」，打坐就是在「鍛鍊精、

氣、神，創造新生命」，就是藉由打坐，用氣引精，用血行氣，將原本順行的精、氣、

神，逆修而創造新生命5。然而修煉三部曲，必須要煉精化氣達到百分之一百，乾道達

到馬陰藏相、坤道達到斬赤龍，然後用己身之陽氣衝開天門，接引先天炁，才能夠進入

                                                 
1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15。 
2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19。 
3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社，2012，頁 154。 
4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三），帝教出版社，2012，頁 300。 
5 對於精、氣、神的解釋，可參見筆者於第 11 屆天人實學發表之「昊天心法之煉精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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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氣化神，煉氣化神也必須要煉到百分之百，達到「陽神出胎」，才進入到煉神還虛，

達到真火自焚，瓦解肉體，真我常存，成為大羅金仙。 

昊天心法的修煉，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也就是直接從「煉神還虛」

下手用功，屬於無上上品修煉丹法。 

本文即在討論昊天心法之「直修」的意義！ 

 

 

二、直修的條件 

（一）正宗靜坐三項殊勝法寶 

際此三期末劫，想要修正宗丹鼎大法，在時間上與客觀環境，根本已不許可在肉體

上用功夫以期修得聖胎，煉得陽神真身。因應時代，無形降下了昊天心法，方便同奮一

面生活，一面修道；一面救劫，一面弘教。6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最主要有三項殊

勝法寶：點道–開天門、默運祖炁與原靈合體。涵靜老人指出： 

天帝教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開天門，．．．第二件接引靈陽真炁，第三件．．

就是替你們各位找回你們的原靈。．．除了  上帝的天帝教有這樣大的神通，哪一個教

行啊？7 

對於昊天心法三件殊勝法寶分析如下： 

 

１、點道–開天門 

出生時，靈魂從天門進入肉體，此時，天門暢通，然而在成長過程中，受到濁氣與

陰氣的影響，慢慢喪失先天帶來的浩然正氣，也就是說，一般人的生活、思想與追求，

多為人間的享樂、情慾的糾纏，沾上越積越多的陰氣與濁氣，慢慢阻塞了天門。涵靜老

人在先修十一期坤修四期靜坐班點道儀式中，詳細說明點道的意義： 

今天大家進入天帝教大門，舉行皈道儀式，求修正宗靜坐，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

「點道」（打開天門）。在為大家點道（打開天門）之前，首先要向大家說明什麼是點道？

為什麼要打開天門？ 

所謂「點道」也者，本教稱之為「打開天門」。天門就是靈魂進入肉體原來的孔道。

點道就是將凡夫大家受到後天情慾、濁氣封閉堵塞的天門重新打開，可使大家回天有

路；平時在靜坐時，默運經我接引下來 天帝的靈陽真炁（祖炁）。 

人體從母體生下來，一到世界上，靈魂從天門進入肉體，靈魂與肉體合為一，就是

人類生命的開始。歷經衰老、疾病，最後靈魂又離開肉體而告死亡，這是每一個人必須

經歷的過程，也是天地的造化。 

在人類死亡靈魂準備離去的時候，一般的凡夫由於生前沒有經過修煉，到了身體發

育，知識開了以後，七情六慾一天天增加，陰氣、濁氣將原來的路（天門）封閉堵塞，

                                                 
6 參見筆者於第 12 屆天人實學所發表之「急頓法門與救劫天命」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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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最後要離開的時候，靈魂很難從原來的孔道離開軀殼，痛苦掙扎，不得其門而出，

最後只能從下部出去。唯有生前肯下苦功修煉的人，懂得保持天門的通暢，不但平時可

以來去自由自在，最後靈魂更可以由天門回去，這就是「就原路回家」！ 

凡是參與天帝教正宗靜坐的同奮，雖然都要發大願、立大志，不為自己打算，不求

個人福報，而為拯救天下蒼生奮鬥，但是教主 天帝特別慈悲，先為同奮找回回天之道，

將來可以返本還原。所以今天大家參加正宗靜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為大家打開天門。
8 

 

為什麼要點道–打開天門？此時此刻是三期危急的時刻，同奮參加救劫奮鬥行列，

就是向天奮鬥，為了使同奮發揮天人親和、無形應化有形的妙用，在參與正宗靜坐班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將同奮的天門打開，使同奮能接受到昊天的靈陽真炁，調和運化，而

產生浩然正氣。 

天門被打開的同奮不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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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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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永壽的表徵。平常人由於不斷的自我奮鬥也能達到天門開啟的

目的，但是必經一段煎熬，這好像是自己單獨奮鬥，與蒙受貴人扶持之不同。 

 

（１）打開天門是唯一超生了死的法門。 

打開天門、維持暢通無礙的天門孔道，就是唯一超生了死的法門，各教各派八萬四

千法門，修的就是這個，天帝教的急頓法門早已有了這個無上法寶了！9 

涵靜老人指出： 

我給你們點道，不是我的力量，無形中的力量、一股正氣把你們打開了！不是我後

天的力量。所以點道是最最重要的事，進入天帝教將來回天，回到原來的老家去，就是

要經過這一關。10 

 

萬法教主在聖訓指出回天的路徑：11 

Ⅰ、天門已打開的同奮，其元神由頭頂百會之地離開肉體，此時會有鑑護童子或是

您的原靈來接引，由於天門通暢，一旦元神離軀會頓然全身舒暢，其感覺妙不可言，功

力不足則先由蓮花童子引渡到第七天蓮花聖境修行，經四十九天到一百天的調和，再送

清虛宮進修，經清虛宮修煉期滿再依意願派駐諸天，這是有功德於世，並經靜坐班訓練

才有的殊遇。12 

                                                                                                                                                         
7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社，2012，頁 160-163。 
8涵靜老人於 80 年 10 月 12 日在先修 11 期、坤先修 4 期靜坐班講授。 
9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107-109。 
10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社，2012，頁 162。 
11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107-109。  
12民國九十六年二月，無形頒佈新制涼聖境組織，同奮為救劫弘教而奮鬥，回歸自然之時即受引至清涼聖

境，完成生死之大事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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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天門未開，可是能夠虔心奮鬥的同奮，其人過世時會有蓮花童子來打開您的天

門，其路徑還是先到蓮花聖境修行再說。 

Ⅲ、功行俱足，靈我合一的同奮一步登天直奔金闕，三十三天齊聲讚歎！此時金光

覆映，天花繽紛，三千大千世界天樂齊鳴。 

Ⅳ、身為同奮不思奮發，知法犯法，罪加三等，死後無法領受金光洗滌，靈肉崩離，

痛苦至極，魂歸閻王，經過諸獄淨靈之後，心生慚愧，還有機緣到廿字講堂修行。 

Ⅴ、一般般生死後依功果與罪行或福德，由城隍引道或鬼卒夜叉拘提，不一而論。 

Ⅵ、功行未足，可是奮鬥不懈，凡是精進的同奮常有原靈與之合體，憑原靈之力直

沖清虛宮，已有幾位同奮具有此條件而登清虛宮，今以圖示： 

 

佛教同樣有對從天門回天的描述。大正藏《八識規矩》補註卷下，有一段文字如此

記述： 

總括經論。頌曰：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

膝蓋離，地獄腳板出。 

 

這是對人死後轉世投胎的敘述，意思是說：人死以後，其所積累的善業，會讓身體

從下方開始冷；所積累的惡業，會讓身體從上方開始冷。如果頭頂出現暖熱，表示已證

聖果。如果眼睛最後冷卻，表示昇天。如果心窩最後冷卻，表示再度轉世為人。如果腹

部最後冷卻，表示墮餓鬼道。如果膝蓋最後冷卻，表示淪入畜生道。倘若最後冰冷的是

腳底，表示墮入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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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打開天門省了多年苦功。 

傳統道家的修持，必須用氣引精，用血行氣，過關通節，貫通週身，最後以己身之陽

氣衝開天門，功夫必須用的很正確，而且要下好幾年功夫，才有可能達成。天帝教同奮

參與正宗靜坐班，首先的大事就是點道–打開天門，省很多年的苦功。 

點道–打開天門不僅打開生死回天之路，也使同奮能夠接受到昊天的靈陽真炁與無形

上聖高真的加持。涵靜老人指出： 

比方說我們奮鬥有功的同奮，無形中這許多上聖高真給你們加的光，這個光怎麼消

化？從那裡進去？就是從天門進去，等於我們默運的靈陽真炁一樣啊。13 

 

２、祖炁–靈陽真炁 

「祖炁」即是帝教特有 上帝之靈陽真炁，為修煉救劫急頓法門最重要關鍵，涵靜

老人指出： 

「直修」的條件，必須先打開無形天門（玄關一竅），然後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默

運祖炁），這是帝教修煉昊天心法最大的關鍵！14 

雖然在修煉救劫急頓法門直修「煉神還虛」的功夫，但是無形中仍會自自然然通過「煉

精化氣」、「煉氣化神」兩階段，這就是帝教救劫急頓法門的特色，主要關鍵是在帝教特

有的「默運祖炁」，接引教主──天帝的靈陽真炁。15 

天帝教的法華上乘正宗靜坐，首先要由我為大家「點道」（打開無形天門），並口授心

傳「默運祖炁」，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關係太大了，大家只要肯下苦功，所謂「功不唐

捐」，確是真實不虛的！16 

天帝教「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默運祖炁，尤其是今

天我們修煉急頓法門，靠什麼？就是靠默運祖炁，這是 上帝的特恩。17 

本教「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的重要關鍵就靠這一個默運祖炁，這個就

是修煉急頓法門、修煉封靈，我這許多封靈就是靠這個來的。18 

 

祖炁必須經由天帝教首席使者親自接引，並且親授口訣，方始生效。 

 

３、原靈合體 

（１）何謂原靈？ 

                                                 
13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社，2012，頁 168。 
14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49。 
15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52。 
16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64。 
17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社，2012，頁 170。 
18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帝教出版社，2012，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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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講，原靈就是靈魂的父母親。涵靜老人指出： 

原靈經過千千萬萬年修煉，有時奉命下凡，到人間救世救人，也會投在某一個特定

的人身上，成為這一個特定的人的性靈（即元神），成道以後，仍舊回到 上帝左右服

務，這就是原靈與原人的關係。19 

 

（２）為什麼要原靈合體？ 

涵靜老人指出： 

合體就是原靈分靈（電氣）貫注到原人大腦裡，成為此一原人的主宰，在內部指揮

思想、行動，幫助這個人（在本教即為同奮）先盡人道，一切順利，可以完成救世救人

的使命，達到下凡救世的目的，然後再專修天道，將來仍能回到 上帝的左右。反之，

如果原靈不合體，元神力量不夠，就不能發揮作用，往往一不小心就顛倒輪迴了。 

原靈合體，只有天帝教教主 上帝有此權威，直接下達命令，主要是天帝教同奮都

是人間的救劫使者，在人間一面救劫、一面弘教；一面生活、一面修道，所以希望同奮

經過原靈合體之後，更要加強培養正氣，犧牲奉獻，為兩大時代使命，為救自己的國家

與同胞而奮鬥。20 

 

原靈合體的目的，就是藉此增加元神的力量，一面救劫，一面弘教，一面生活，一

面修道，幫助同奮先盡人道，完成救劫救人的使命，再修天道，將來仍能回到 上帝的

左右。 

 

（３）如何讓原靈不離開？ 

雖然參加正宗靜坐班的同奮都會找回原靈，進行原靈合體，但，原靈合體並不代表

原靈不會離開，唯有持續不斷奮鬥，才能確保原靈不會離開，甚至有的同奮任務大、責

任重，還會有第二、第三位以上的原靈前來合體。涵靜老人指出： 

台灣靜坐班同奮，十五年來，至少有一萬人以上，都蒙教主 上帝的慈悲，為大家

找回原靈合體，但是根據我所了解，原靈離開合體之同奮不在少數，這是什麼原因？因

為這些同奮困於人道上奔忙，只為自己打算，沒有培養正氣，忘了自己救世救人的責任，

原靈認為原人─他的凡體不求上進，沒有培功立德機會，最後只有離開凡體回天了，表

示這一位同奮沒有奮鬥的決心與勇氣，原靈與他合體沒有前途，當然只有回天一途了。

換言之，原靈合體並不表示永久不會離開，唯有同奮持續不斷的努力奮鬥，能夠達到使

命的要求，才能繼續合體，甚至有的同奮任務大，責任重，還會有第二、第三個以上的

原靈來合體，更加強了那一位同奮在人道上奮鬥力量、事業前途，這就是天帝教所強調

的「天命」，也是天帝教獨有的宇宙法寶之一。21 

 

                                                 
19涵靜老人於 1993 年 11 月 11 日在日本第 7 期正宗靜坐班講授。 
20涵靜老人於 1993 年 11 月 11 日在日本第 7 期正宗靜坐班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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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心法是同奮返本還原之心法，也就是立地成就神媒之修煉法寶，為什麼昊天心

法可以立地成就？除了昊天心法是屬於自然無為心法，原本就是無上上品修持方法，更

重要的是昊天心法有點道、默運祖炁、原靈合體三項殊勝法寶。同奮發願成為 上帝的

救劫使者，為搶救三期末劫而奮鬥，因此，教主 上帝特賜立地成就仙佛的昊天心法，

急速成就，讓同奮有更多奮鬥的力量參與救劫行列。分析這三項殊勝法寶都與教主 上

帝有關，如：點道，由奉上帝詔命的現任首席使者，配合無形中極初大帝的運化；祖炁

是上帝的靈陽真炁，如果 上帝不允許，同奮根本接引不得；又如：原靈合體，沒有教

主 上帝的命令，不可能請動原靈前來合體，協助同奮的修持與奮鬥。 

 

 

（二）因為有正宗靜坐三項殊勝的法寶，才能夠「直修」。 

傳統道家的修煉，必須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階段，一步一步修煉，

最後，真火自焚，瓦解肉體，真我常存，最後達到「陽神沖舉」，成為大羅金仙。22 

天帝教同奮參與正宗靜坐班，開始修習昊天心法，就由首席使者代表，以無形的運

化之力，完成點道–打開天門、接引祖炁，再幫同奮找回原靈，藉由這三件殊勝法寶，

直修煉神還虛。比較道家修持三步驟晉階修持之條件與昊天心法殊勝法寶： 

 

道家修持三步驟 修持之條件 昊天心法三大殊勝法寶 

煉精化氣   

煉氣化神 １、以己身陽氣衝開

天門 

２、引得大空之炁調

濟親和 

１、點道–打開天門 

 

２、接引祖炁23 

煉神還虛 陽神出胎 原靈合體 

 

從對照表清楚了解，昊天心法與傳統道家的修持過程不一樣，藉由點道–打開天

門、接引祖炁，替代傳統道家「以己身陽氣衝開天門」、「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原

                                                                                                                                                         
21涵靜老人於 1993 年 11 月 11 日在日本第 7 期正宗靜坐班講授。 
22從涵靜老人的「精神之鍛煉」的氣胎、電胎、聖胎、鐳胎，在氣胎階段涵靜老人清楚指出「亦即煉精化

氣的時期」。從電胎–「斂神伏息，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氣炁絪緼，循環升降，常濟於中，自無化有」

至聖胎–「一旦豁然貫通，即從泥丸沖舉而出，收縱在我，來去自如，道家則曰『陽神出胎』，佛家則曰

『明心見性』，此乃真我（二我）之出現」之前，屬於煉氣化神的階段，從陽神出胎之後，進入煉神還虛，

達到真火自焚，瓦解肉體，真我常存。涵靜老人，《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帝教出版社，

2010，頁 33-38。 
23祖炁是 上帝的靈陽真炁，是宇宙間最原始、最中心的能量，也是宇間間最精純的先天能量，傳統道家

修持者，經己身陽氣打開天門，斂神伏息，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也只是接引到無極天外圍之先天炁，

與祖炁仍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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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替代了「陽神」，也因為有點道–打開天門、祖炁、原靈，昊天心法才能夠直修煉神

還虛。 

 

 

三、直修的關鍵 

天帝教的靜坐，屬於自然無為心法，即不加絲毫一點人為的力量與意念，直修煉神

還虛，其下手方法：不守竅、不調息運氣、舌尖輕舔上顎、不執著於某一處。在打坐時

經常保持將睡未睡、似覺不覺的身心狀態，「心無所住，一切放下，放下一切；心無所

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此時，心靜到極點，體內的氣機發動，一己真陽之氣發動，

以接 上帝的靈陽真炁，調和運化，關開竅通，這是直修「煉神還虛」的根本與關鍵。

涵靜老人指出： 

身體內之「陽氣」究竟從那裡發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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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昊天心法首先要求大家打坐時，必須把握住「心無所住，一切放

下，放下一切；心無所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的大原則。道家「虛極靜篤」的說法，

也就是在打坐時要靜到極點，才能進入化境，我用「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切不想，

不想一切」的說明告訴大家，是我自己六十多年修持的心得，此中經過，只有自己去體

會，是不能以言語、文字來形容！24 

排洩一分陰氣，即可培養一分一己真陽之氣，就是同時即可吸收一分 上帝之靈陽

真炁，天帝教獨有的「默運祖炁」即是要求：先修一己真陽之氣，然後接引「祖炁」（天

帝靈陽真炁），這是天帝教救劫急頓法門的關鍵所在。依此才能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超

越「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而直修「煉神還虛」。
25
 

 

因此，如何修煉「一己真陽之氣」成為修煉昊天心法的重要課題。要修煉一己真陽

之氣，必須先煉心，煉心工夫做得好，在靜坐時能夠「定靜」而達到「忘我」的境界，

同時，減少體內的陰、濁之氣，多排洩一分陰氣，即可培養一分一己真陽之氣，同時吸

收一分 上帝的靈陽之炁，以達「化」的境界26。 

 

 

四、直修的基礎 

                                                 
24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58。 
25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64。 
26如何修煉一己真陽之氣，可參見筆者於第 10 屆天人實學所發表之「修一己真陽之氣」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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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心法雖然直修「煉神還虛」，但在無形中，仍會自自然然經過「煉精化氣」、「煉

氣化神」二階段。涵靜老人指出： 

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所謂直修就是從「煉神還虛」下手用功，形式上

雖是超越命功，但是事實上無形中仍會自然而然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個步驟。27 

天帝教由於正逢本地球行劫開始，修煉「急頓法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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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雖然在修煉救劫急頓法門直修「煉神還虛」的功夫，但是無形中仍會自自然然通過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階段，這就是帝教救劫急頓法門的特色，主要關鍵是在帝

教特有的「默運祖炁」，接引教主──天帝的靈陽真炁。29 

 

昊天心法的修煉，藉由點道–打開天門、接引祖炁與原靈合體，只要修煉達到「煉

精化氣」的程度，就會因天人親和、原靈合體，成就還虛之妙。崇道真人在聖訓指示： 

就是說同奮所修煉自然無為的法門即是由原靈的配合，精、氣、神的鍛煉，兩誥願

力的持誦，直接達到煉神還虛的階段，只要到修煉「煉精化氣」的程度，就因天人之親

和、原靈的合體，頓然而成就「還虛」之妙！30 

 

先天一炁玄福子在聖訓更進一步指示： 

天帝教法華上乘昊天急頓心法則是強調個人精神上之煉靈功夫，只要煉精化氣、煉

氣化神二階段呈現百分之三十道功熱準程度，則即刻可以進入「直修」煉神還虛階段，

靈身（凡靈）凝結無形金丹，此與道家在肉身凝結金丹之過程各有殊異，並且最後可直

接恩受教主 上帝詔封，而告證道，成為法身，此乃急頓心法殊勝之處。
31
 

 

雖然昊天心法直修煉神還虛，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是在日常修證五門功課中自自然

然經過，但，必須要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達到百分之三十的道功熱準程度，就會因天人

親和、原靈合體，頓然進入煉神還虛。 

也就是說，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要達到百分之三十的道功熱準程度，是直修煉神還

虛的基礎。然而昊天心法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是在日常修證五門功課時，不知不覺中

修煉，要達到這百分之三十的道功熱準程度並不難，只要每天力行五門功課。 

                                                 
27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23。  
28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48。 
29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51。 
30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97。 
31《第四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教訊雜誌社、帝教出版社，1994，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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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門功課與「直修」有直接關係 

五門功課是同奮參與正宗靜坐班之後，每日要修證的功課。涵靜老人指出，日常修

證的五門功課與直修有直接關係： 

我一再強調，一再說明，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明白，這五門功課與修煉昊天心

法救劫急頓法門，自有其直接關係，更與「直修」方法有連帶關係。總結來說，每一位

同奮在日常不斷奮鬥過程中，五門基本功課必須要與日常生活配合，懂得這個道理的同

奮一定不斷奮鬥，輕輕鬆鬆，自修自得，一點都不覺得勉強， 上帝的宇宙大道昊天心

法修煉急頓法門，即是如此簡而易行。32 

 

同奮每天做五門功課，就是在做性功、命功的功夫，也就自自然然，不知不覺中修

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二階段。涵靜老人指出： 

 

在帝教靜坐班同奮，日常不斷修持奮鬥的五門基本功課中，也就包含有性功、命功在

內，自然而然，於不如不覺間，會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步功夫，其中四門

基本功課，偏重「性功」鍛煉，配合法華上乘正宗靜坐之「命功」鍛煉，則循著奮鬥初

乘、平等中乘逐步晉修，最後將一顆凡心煉得乾乾淨淨、一無所有，只要確實不斷奮鬥，

自然可以成為人中仙佛、救劫使者，這是何等自然、何等輕鬆的修煉方法，只是天下事

愈平淡、無奇，大家反而不重視，忽略了其中的重要性，帝教同奮有特殊的因緣，只要

不斷奮鬥，每天在做五門基本功課，就是在修煉「性功」、「命功」的功夫，反之，如果

已經皈宗帝教參與正宗靜坐班同奮而不做五門功課，就是自暴自棄。33 

 

 

六、結論 

為了搶救三期末劫， 上帝降顯昊天心法，讓「萬事莫如救劫急」的同奮，一方面

積極從事救劫弘教工作，一方面求修正宗靜坐，接受「炁統傳承」，直接煉神還虛，快

速成就，修證封靈而立地就成仙佛，增加救劫力量。因此，修持昊天心法，不僅可以成

就個人的修持，還會因為修證封靈，增加救劫天命的無形運化力量。 

為了讓昊天心法能夠「直修」， 上帝安排了點道–打開天門、接引祖炁、原靈合

體等殊勝法寶，如果沒有這些法寶，就無法進入「直修」，也因為有這些法寶，讓同奮

可以「一面救劫，一面弘教；一面生活，一面修道」。無形古佛指示： 

                                                 
32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55。  
33涵靜老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帝教出版社，1992，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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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代的人類不懂得如何去修行，若是偶而遇到肯發心修行的人，不是走入歧

路，就是走火入魔，如果有些道行的修行者，往往會因為「磨考」而得過且過，而現

在各位教職同奮有首席帶你們走，又有特上乘的「昊天心法」可以靈修，我們這些仙

佛真是把你們當作寶貝，你們只不過花了三分之一不到的功夫，就可以得到古人修道

所達不到的成果。以前的修行真苦，要錢沒錢，吃住隨緣，有的是道修不成早成了餓

殍；又有的盲修瞎煉，找不到明師；亦有人煉成魔道成為魔眷。他們修行中偶而仙佛

來點化一下，就會快活得忘形，馬上十分精進，很勇敢的修下去，那裏有像你們這麼

吃住方便，明師跟著叮嚀，還得「聖宮」先天仙佛下降調教，仙佛訓示每日一篇，哈！

得來全不費功夫，舒服到這種地步，人道天道皆能兼顧，是要各位個個成為人類活仙

活佛，救更多的活人，不負生逢三期末劫成為帝門的「救劫」天使，時間不多了，趕

快奮鬥吧！34 

 

同奮日常力行五門功課，不知不覺中，已在修煉性功、命功，也在不知不覺間，經

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步功夫。只要這二步功夫達到百分之三十的道功熱準程

度，就可以因為天人親和、原靈合體，頓然進入煉神還虛的境界。因此，五門功課與修

煉昊天心法救劫急頓法門，自有其直接關係，更與「直修」有連帶關係。涵靜老人指出： 

這是何等自然、何等輕鬆的修煉方法，只是天下事愈平淡、無奇，大家反而不重視，

忽略了其中的重要性，帝教同奮有特殊的因緣，只要不斷奮鬥，每天在做五門基本功課，

就是在修煉「性功」、「命功」的功夫，反之，如果已經皈宗帝教參與正宗靜坐班同奮而

不做五門功課，就是自暴自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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