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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體是可以創造的，在天帝教的教義裡，凡人的個體是可以自我造命的，只要你

努力奮鬥，「天命換人命」要實現，是有機會的。過往年輕時，是用命在賺錢；而人到

中年，便用錢來養命；好諷刺的一段話，可是，年輕時，血氣方剛沒思考如此遙遠，等

到『疾病』臨身時，才是煩惱的來臨，人會生病，應是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疾病應

該是被定義為：『心靈的能量被阻塞或扭曲，而顯示在肉體上的結果。』而疾病帶給我

們的啟示，應該是『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及渴望改變的動力』，不是一個疾病或癌症來害

死你，而是要來告訴你，改變你的生活品質。疾病是『我們人生的轉機。』1藉由在天帝

教的種種奮鬥方法，以及通過各種考驗，只要正心正念、堅定不移，持續站在救劫的崗

位上，那麼『造命』就不是一個奇蹟。 

 

 

關鍵詞：天命換人命、造命、先天來根、後天願力、專才、正信的態度 

 

 

                                                      
1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 8、9。 



 2 

造命的個案研究-我命由我不由天 

 
蔡靜宜（凝正） 

壹、前言 

「天命換人命」是一個神聖的名詞，它不可能輕意的降臨，但當機緣俱足時，

它真正印證了「救劫使者的生機」。只要同奮心中有愛，心中有蒼生，哪怕人生考驗

不斷，亦有「重生造命」的機會。本個案研究-我命由我不由天，將與您分享「重生

的原動力─生命的出口」。 

人生的成長過程有病考、家考等等的磨煉，而同奮應該如何將這股肉身的折磨、

心靈的煎熬及被壓抑的情感能量，轉化成提升生命價值的動力呢？如何導引疾病找

到生命的出口呢？「塞斯理論」相信：『患上癌症的人是因為內心曾經經歷過大的痛

苦與絕望，是在無能為力的狀況下，無法做出改變。』2只要我們對疾病有了新的定

義，那麼就要學習開啟我們的內在力量。 

貳、何謂造命 

所謂「我命」的「命」，我們每一個人從呱呱落地就是生命的開始，這一個命可

以分「生命」的「命」及「命運」的「命」兩方面來講。先講「命運」的「命」，世

界上的人，中外古今，大都相信宿命論，從生下來，就認為一生的命運是註定的，

一切靠天，受到出生年、月、日、時八字，無形中的支配。所以一方面講命，一方

面講相。內五行為命，外五行為相。因此有很多人把一切都寄託在命運，不愛惜自

己人生，最後便沒沒無聞，此種人如果生在農業社會太平時代，並沒有關係，如果

這種人生在今日工業社會的時代，就非常危險，必定落伍而被淘汰。反之，有很多

人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但是他們的遭遇並不同，這個原因過去我們中

國的命相家也沒有詳細的說明，所以說，不管無形中命運如何安排，在人生的過程

中，不論是王侯公卿，或者販夫走卒，都要經過生、老、病、死四個過程，因此我

們應該自立自強，要積極地與週遭環境邪惡勢力奮鬥，從向自己奮鬥開始，向自己

奮鬥，這就是造命！3 

在師語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當中，師語第十九頁已提出結論，（一）打破定命

                                                      
2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 10。 
3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 

  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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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二）盡人事以待天命。4也就是向自己奮鬥的大無畏精神。 

向自己奮鬥，就是要「造命」：（一）自立自強與惡勢力奮鬥，與環境奮鬥，創

造未來命運（前途）－－能造命之人，最後便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二）積

善培德，多行方便，肯發大願，救世救人之人也能跳出三界之外。5 

「一切天註定，上天自有安排」，這樣的概念從古至今皆然，然而一切靠天，聽

天由命卻也忘了自己，該積極奮鬥，創造屬於自己的命！在明朝的「了凡四訓」中

的第一篇也明白的點出「立命之學」的重要！也就是造命的第一步。 

明朝袁了凡先生，好研究命學、相學，到處請教高人，知道自己的命運，官只

能做到縣長，也沒有兒子，最後他決定不願與一般人一樣受命運的支配，要創造自

己的前途，後來考上科舉，果然發表為縣長，在上任時與夫人商量好。公門之中好

修行，要開始改造命運，研究一種「功過格」，並在公堂設一專人，專管縣長的功與

過，看到的的確確替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時，就在功格上記下來；做了一件損害老

百姓的事時就在過格上記下來。 

同時他的夫人在後堂聽到一件愛護老百姓的案子就在黃曆上用紅筆圈一圈，如

果縣長判的不好，就圈一個黑圈，一到月終兩方面對照，錯了就認錯改過，經過一

年多以後，太太懷孕生下一個兒子；而他的命運本來說是沒有兒子。後來官也做大

了，升到尚書，就是現在中央政府的部長。因為他培功立德自己造命，居然超數，

不受命運支配，這些事實，袁了凡先生寫了一本訓誡兒子的書「了凡四訓」中都有

記載。我所以引證這段故事，就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要打破宿命論，要靠自己造命。6 

參、造命的條件 

在「了凡四訓」第一篇：立命之學。在當中更明白的說明，要創造命運，不讓

命運束縛我，且更需竭力行善，努力斷惡，即為立命之道！ 

在無資源條件的運用之下，從前的生活也確實只能聽天安排，但是！在瞬息萬

變的現代，就必須掌握無限的資源，讓自己向天而奮鬥！而生命之命及命運之命就

是奮鬥過程的修練及精神修道上的提升，也藉此過程才能從「假我」蛻變成「真我」！

而「我命由我不由天」不就正是如此。 

天帝教聖訓提出「天命換人命」，亦是造命之意。而聖訓提出「天命換人命」

之條件有四點： 

(1) 先天願力大—領命下凡，於人間不迷失方向，朝著了願而行，雖壽元已盡，

                                                      
4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台北：帝教出版社，1988/07，頁 19。 
5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台北：帝教出版社，1988/07，頁 20。 
6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 

  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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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精誠格穹蒼，天必延其壽，助其完成天命。 

(2) 後天願力更大—壽限雖已至，但其一心以天下蒼生為已任，憂國憂民，奮

鬥不懈，天必助其完成心願，人壽雖盡，天壽卻増。 

(3) 積功累德—行善濟世，救苦救難，積陰德而施惠眾人，人壽雖止，天壽卻

長。 

(4) 有特殊長才—上天借用其長才以行道，借重其秉賦以救劫，運用其智慧宣

揚宇宙真道，對人心的淨化產生立竿見影之功效。7
 

個案主角符合「天命換人命」的三個條件，即為先天來根、後天願力及專才等

三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先天來根 

    一生篤信觀世音菩薩，記得在四十歲那年經歷了「天命換人命」以後，開啟了

『先天來根』的智慧，真正開啟『重生』的人生。從小生病，一路走來，對疾病兩

個字，好比身體上的共修名詞，直到重生。在生病時，真正的啟蒙無形師是王母娘

娘及觀世音菩薩，一路學習走靈修之路，從馴靈、煉靈到領旨辦道，其間也歷經生

死劫，眾仙佛相護而過關。覺得因緣際會，一路走來冥冥之中都有貴人相助、無形

師及有形師的特別指導，讓個人從一張白紙（拿香跟隨父母親拜拜）直到會與無形

上師印心相通，進而領旨辦道服務眾生。回想從真心的發下大願，努力地在有形無

形眾生間的種種服務，用心的走「重生」後的每一步路，堅定而不退縮，忙碌地，

充實地，直到走進帝教大門。 

  觀音佛祖曾開示：「九轉九品蓮花台，普渡慈航心自開，佛心佛性皆顯現，佛子

佛音天界傳」。意義為每日藉由九品蓮花台九轉啟動法輪，接引眾生「普渡慈航」時，

心與先天智慧自然開啟，眾佛子的佛心佛性自然彰顯，眾佛子藉由唱誦佛曲『般若

波羅蜜多心經』時甘露遍灑，讓法音、甘露遍及法界，直達天際。 

二、後天願力 

    進入天帝教，發過大願：「從今而後，秉持著正心正念，只要能力所及，願意為

眾生服務，絕不退縮。並以引渡原人一百人為目標，為救劫而奮鬥。」至今，已引

渡 85 人皈師，其中 31 人具有道名，並肩負起宏教渡人的職務，如中心執事、副執

事、坤院事務長等教職，這些引渡的原人持續在帝教奮鬥，培功立德，為天下蒼生，

奮鬥不懈。 

    師尊賜於道名『正』字，期許以正心正念，好好地帶領引渡的原人，不能帶到

脫隊。但是研究的個案中，引渡之原人有失聯狀況，或退志的、或考試沒過關的、

或心中起貢高而在宮壇寺廟服務者，這些失聯同奮對帝教沒有深入了解，也是個案

                                                      
7 〈造命的條件〉，《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帝教出版社，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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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深感婉惜及內疚的，其誠心懺悔，並努力拯救中。 

三、專才 

個案主角是一位身心靈整合的瑜伽老師，並引喻「瑜伽教室是一個修行的道

場」，除了具備運動者的健康理念之外，對於學員的教導也相當細膩，期望學員由身

體的運動，達到『心』的和諧，進而淨化『性靈』，這是一個「身心靈工作者」由衷

服務的境界，希望藉此可以親和原人，並引渡原人歸隊。正如觀世音菩薩寶誥「萬

流匯宗聖教，千真普禮帝門」的誥文。個案主角相當珍惜無形上師（註：無形上師

指觀世音菩薩）給予種種的啟示，讓她擁有與眾不同的理念與身段，拓展出自己的

一片天。同時與學員一起養生運動，共同成長，精彩及富有了重生的人生。 

每一個人的價值要靠自己去創造，命運也要靠自己去創造，儘管現在時代進步

到太空時代，核子時代，如果不向自己奮鬥，向天奮鬥，決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

在五行中。因為每一個人都要受五行的相生相剋，只有非常人懂得「造命」，自己創

造才可不受命運的支配。8 

因此，平時要積極的培功立德，才得以自己造命。 

肆、病症與考驗 

從小十二指腸潰瘍，一直受胃痛之苦，加上母體遺傳 B 肝帶原(e 抗原陽性)，以

及父系遺傳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症)，從年輕就開始服降血脂藥物，若不服藥，膽固

醇即升到 300 以上，比較嚴重的是肝(DNA 病毒)，於 99 年 1 月 4 日於台北國泰醫院

血液血清檢驗，HBV DNA(copies/ml)指數達 161 百萬，HBV DNA (IU/ml) 3220 萬，HBV 

DNA(pg/ml) 5554.5。透過帝教的修持法門，持續奮鬥至 105 年 3 月 9 日，檢驗結果

已呈現 HBV DNA(copies/ml) －「Undectable」，HBV DNA(IU/ml) －「Undectable」。

【「Undectable」意譯為「目前檢測不出病毒」】 

醫學的診斷-肝臟已呈纖維化現象，又病毒指數如此高，醫師並不看好後續發

展，只能盡力治療與協助，但是，個案主角放下對疾病的執著，真心誠意的祈禱，

聽無形的引導與安排，依個人的專業為眾生服務。並勤上光殿，恭誦兩誥及打坐，

因為『動』功，要有『靜』功來收攝，如此『動靜皆宜』的修持法門，也道出主角

本名的真實意涵。 

人生的考驗不斷，個案主角的兒子以十八歲的青春年華，生病回歸了，對於一

個母親而言，其帶來的衝擊、無奈與心痛，無言以對…。之後，藉由『無形批答』

開示「…童子身下凡了願，功德圓滿，塵緣已了，願力已了，不用下凡為人，本靈

                                                      
8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 

  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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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回歸本位，繼續修持」，聽到以上之批示，個案主角放下了，衷心地祝福兒子於

無形持續奮鬥，並惕勵紅塵中的我們，珍惜人身難得，做好性命雙修，將來天上再

見。 

如何放下呢？上師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心開一切開，精進無障礙。」古云：「吃

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佛陀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

惹塵埃。」這些開示是要我們好好省思，放下執著念，跳脫當下，回歸本我，為救

劫蒼生而奮鬥，才是當務之急。 

滾滾紅塵中貪、嗔、癡、慢、疑五魔之考驗，令人淪陷其中，對於一個修行者，

常犯小錯，累積多了便是大錯，要時時警惕自己，多多省懺，讓自己由過失中跳脫

出來。在行道中，難免有處理不圓滿，種下一些惡緣(因果冤欠)等待收圓，所謂樹

大招風，一個人當你有能力時也會招來一些『眼紅』妒嫉的眼光，所以要修『內斂』；

因個案主角的個性好動、淘氣，故其行事作風，常有先斬後奏，衝鋒陷陣之舉，雖

出發點是善的，但也有爛慈悲之時，此乃修道人大忌，凡事三思而後行才得宜。這

是經歷種種挫折之後，才體悟的珍貴經驗，人人常說，修道人六親緣淺，應該是情

感的昇華！看過世間的無奈與苦難，人生為何物？『天堂』與『地獄』，只是一念之

隔，人的心開了，有如蒞臨天堂，事事了願；心堵了，如臨『地獄』，煉獄中自我折

磨。 

伍、正信的態度 

為人一生忙到最後到底為了什麼？如果能永久長生不老，才有價值，才有意義。

但卻是不易做到，因此應該要修道，要靜坐，才不會有空虛之感。 

天帝教所主張的修道，是要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修道並非出家，而是一面修

人道，一面修天道，兩者兼而顧之，進而得之。所謂盡人道，便是以盡做人的責任。  

為人父母以及為妻子，則是修人道。為自己－即是修天道。 

修道不是逃避現實，而是與現實奮鬥。必須把握現在軀體（假我），自己奮鬥創

造－即自奮自創，锻鍊人生生命之三大元素－精、氣、神三寶。從現在之肉體生命，

以創造未來之精神生命。9 

個案主角參與天帝教的救劫奮鬥之後，每天跟著誦誥、持經，學習師尊傳授的

「法華上乘正宗靜坐」，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大法，與進入帝教之前所習

的道家靜坐功法有其不同之處，其間差異乃有為與無為之別，再加上在「知」的方

面的充實，也提升靈性的智慧。當個案主角非常投入，努力學習下，深感諸位上聖

高真的修持與氣度，為拯救天下蒼生不遺餘力的奮鬥精神，令人折服。宇宙之浩瀚，

                                                      
9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台北：帝教出版社，1988/07，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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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感覺自身的渺小，學習、研修與救劫，居然可以同步而行，實在是太奧妙了，尤

其師尊與師母對同奮的愛，對天下蒼生的大愛，令人感動，更堅定了個案主角追隨

兩位老人家的腳步，為救劫努力，奮鬥再奮鬥，不敢鬆懈。 

師尊一生心中「心繫天下蒼生」。心中隱憂叮嚀：「今天，我們生在這個非常

時代，世界人類的命運面臨核子戰爭的威脅，大家都記得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

還沒有結束之前，美國發明了原子彈，第一顆投在日本廣島，第二顆投在日本長崎，

請各位想想多少萬人立刻死於非命，如果日本天皇不投降，第三顆原子彈就要投在

東京。師尊引用這一件事，是要今天世界的人類要提高警覺。世界仍處於核戰邊緣。」
10
 

因此，天帝教的教徒同奮負有二大時代使命：第一哀求 上帝拯救天下蒼生，

化延世界核戰毀滅浩劫；第二就是哀求 上帝，確保台灣復興基地，三民主義早日

統一中國。 

在這邊師尊所闡述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說的是大我，不是小我，是

指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談到小我，要大家多談個人「立身處世」，要正大光明，

積極培功立德，是可以改造個人小我的命運的。 師尊又說：「今天世界上每一個人

的生命都沒有保障，如果每一個人都只為個人打算…」那麼天下蒼生所面臨的危機，

是無法化解的。 

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太渺小，微不足道。大家都了解今天不管生活在地球上那一

個民族，不管那一種方式，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下大家都希望活命，生

命從那裏來，一個是肉體的生命，一個是精神的生命，二個生命加起來才能夠得到

我們人生的生命。
11
所以，師尊告訴我們：「生命操在自己的手中。」 

平時要積極的培功立德，才得以自己造命。個案主角對 師尊的胸襟及言教、身

教，非常景仰與折服，故而不斷充實自己，激勵自己，心中隨時秉持著正心正念，

帶領引渡的原人，勤上光殿恭誦兩誥，且時時抱著省懺之心，反觀自省。當周圍同

奮身陷逆境時，個案主角透過親和引導及天人炁功服務，以及持誦經典收圓身旁不

圓滿的因果冤欠，務必讓共修同奮得以『關關逆境關關過』的服務精神。 

陸、結論 

『新時代的觀念認為：物質是由意識的能量所形成，是意識賦予物質存在的豐

富性。意識的演化在物質的形體，為的是在物質世界裡學習及操作，而意識是形體

                                                      
10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 

   頁 93-94。 
11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 

  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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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主宰。』12『所以當你的自我意識對身體越不信任的時候，越會妨礙了身體本

身智慧的運行，那就會愈不健康，如果因為恐懼身體會生病而去運動，或從事使身

體健康的努力，基本上，只會更加深身體的不信任感，適當的運動，對健康有幫助，

但若是因為怕死而運動，這種源於恐懼所做的運動，可能會讓身體更不健康，因為

身體所接到的信息是不信任的。』13 

個案主角是一位身心靈整合的瑜珈老師，當然，針對每一位運動者，健康的理

念是非常要求的。平常教導很細心，希望讓學員能參透更多，體悟更深入。進而更

能讓彼此更相知而得以探測天命的因緣，以引渡原人歸隊救劫為使命。 

針對個案主角論述造命的個案，是一個真實的案例，以此分享現身說法，只要

人人有著寬廣的心、慈悲心、愛心，關懷周遭人、事、物，並藉由正念上師引領，

道法傳承，正心正念「信、願、行」，那麼要創造未來美好的人生，將不是奢望。 

本世師尊鼓勵我們造命，我命由我不由天，要向自己奮鬥、向天奮鬥、向大自

然奮鬥，要發大願、立大志，同時要先修人道再修天道。 師尊再說：「沒有一個修

道人士不受魔考而直上青雲的，能夠通過道考，此人必有大用。」14以上皆為 師尊

告誡眾弟子，行道要有無私的胸襟，努力奮鬥，配合「信、願、行」，方能成就大道。 

進入「天帝教」修行，能遇見良師，能在重生之年獲此至寶，人人怎能不抱者

懺悔之心、感恩緬懷之心，用心的走每一步路，創造天命的契機，最終得以完成使

命，回天覆旨。因此『造命』的奇蹟，是可以創造的，只要人人有奮鬥心、有願力，

那麼追隨 師尊的精神，更堅定地勇往直前吧！ 

                                                      
12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 20。 
13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 23、24。 
14 天帝教教史委員會，《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一)》，台北：帝教出版社，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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