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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 

天人炁功鍼心，解決多年憂鬱失眠 

 

壹、基本資料 

 

‧案例標的：憂鬱症及長期睡眠障礙 (五年) 

‧案例當事人：吳幸如  ‧案例期間：102年 ～ 106年8月 

‧案例撰寫人：吳幸如、蔡大同(台南市初院) ‧撰寫時間：106年8月 

‧案例分析人：天人炁功院(訓練處處長)高緒含 

‧案例分析時間：106年11月30日 

‧案例報告人：高緒含 

 

 

貳、案例報告 

 

憂鬱症多年，自102年服用抗憂鬱劑和安眠藥至今，106/8開始停止使用安眠藥，目前以穩

定睡眠為目標。 

 

炁功調理心得 

我不相信有鬼，因為我沒看過。我不相信有神，因為願望從來不曾實現過。 

我不相信有人會愛我，因為連我也不愛自己。我不相信任何人，因為我連自己都不相信。 

這樣的我罹患了憂鬱症許多年，最後安眠藥成癮，雖然有時吃了藥仍然睡不著，但沒有吃藥我

更焦慮，典型的成癮症狀。 

 

106年初，因為職場的問題，被高層栽贓還不得反駁的氣憤壓力下，所有的症狀加重，不

知道找誰商量，怕同事指指點點不敢和同事抱怨，不想給家人朋友帶來情緒負擔，所以假裝沒

事，曾經嚐試著尋求專業協助，但面對醫師心理咨商師我竟不知從何說起，心想那就靠自我調

適撐過去，但·········不知不覺間抗憂鬱劑和安眠藥都失去了效果，我沒有辦法專心在工作上，忘

東忘西，情緒暴躁，無法入睡不想進食的結果，體重一路的往下降，我想，不如就這樣吧〜就

這樣死了也好… 

 

感恩上帝慈悲祂始終沒有放棄我，6月有位台北多年不見的朋友「凝雩」來了電話說：

「台南有辦靜心靜坐班，妳要不要來參加」，其實我不知道那要做什麼，只是覺得「靜心」我

實在太需要了，二話不說馬上就答應，其實當時的凝雩不知道我正處於嚴重的情緒和睡眠的困

擾中，由於凝雩人在台北，於是請我到台南初院找她的好友「敏首」，和「敏首」稍做親和後，



「敏首」知道我的住家離初院路途遠，又幫我推薦到天門堂找「大同」同奮並且馬上和他取得

連繫，她說「大同」同奮是位熱心資深的同奮，相信他能幫助妳。一來我對陌生人有恐懼感，

二來是位異性我又更緊張，但硬著頭皮我還是來到天門堂報到。這一天是106/6/26，從這一天

起一切有了轉變…… 

 

第一堂課己不記得大同同奮說了什麼，可是他教我廿字真言，我挑了「覺」「恕」，講課

結束後，大同同奮說要做幫我做炁功調理，半信半疑下也只能閉上眼睛就範，可是又很想打開

眼睛偷看到底在幹嘛?不知道多久後大同同奮無奈的跟我說「妳可以把自己交給我15分鐘嗎?」

我也誠實的回答「沒辦法吔〜」。當時還心想，我又不認識你……。不過當天仍然是有收獲的，

我開始思考，我想要什麼呢?我不斷為生活奔波，努力照顧家人之餘，我自己要什麼呢? 

 

而我只是想「吃的下飯，睡得著覺，笑的出來，讓身邊的人安心」。 

 

「覺」的開始…我開始會想「我要什麼」「我怎麼了」…… 

 

之後每一堂我準時報到上課，大同同奮除了當堂的主題講課之外，也花很長的時間親和，

耐心的誘導我說出問題困擾點，並教導我由帝教的角度來看問題的由來，在一次一次的親和後，

第三堂課我們終於理出線頭，原來一直以來的心理的傷，是和母親的緊張關係和長期被忽略的

怨念，還有一段很黑暗的生命期，而我以為的自我調適就像是在心裡貼上OK蹦，以為看不見

就好了，孰不知傷口依然在那裡。那一天我忍不住大哭了，哭了好久好久…我第一次可以講得

出心裡的痛和不敢道與人知的自卑，而且那個人不會笑我看不起我，雖然就像是清理傷口一樣，

撕開會痛，但總要撕開才能治療它。那天做天人炁功調理的時候第一次我感覺被無形的力量包

圍呵護著，熱氣源源不斷的頭頂灌入，身心靈充滿能量和被關愛的感動，我知道我被接納了。

回家的路上心靈允滿喜樂，今以後我不再是孤單一個人…。 

 

之後的上課、親和、天人炁功調理都像是在清創傷口一樣，慢慢扒開慢慢癒合。情緒越來

越穩定，睡眠也越來越穩定，但…這時候，我仍在用藥中。 

 

奇妙的事發生了，有一天在做完睡前扳腳和例行性的自我對話之後，心裡響起一個聲音

「妳該減藥囉！」我頓了一下，隔天是我很重要的一個證照考試，如果睡不好影響表現怎麼辦，

但我相信是無形仙佛給我的安定力量，我真的把長效型的安眠藥拿掉，那一晚，睡的真好，記

得這一天是106/7/14，離我來天門堂的日子才過了半個月。早上精神熠熠考試順利通過，這一

次的經驗給了我無比的信心，我一定可以戒藥的。然後天人炁功調理和上課每週依然持續進行

著，大同同奮也不斷鼓勵我再繼續減藥，那時只剩下短效型安眠一顆，我們開始嚐試各種方法

停藥，一開始並不太順利，但抱著相信天醫相信師尊師母慈悲和相信大同同奮的信心下，毅然

決然的我們在106/8/13停止使用任何藥物，而且維持到現在。雖然還沒有辦法每天睡得著，睡

眠品質也還有待改善，但己不再有不吃藥就會焦慮旳現象。 



 

106/8/14適逢聖訓緊急誦誥，在大同同奮的鼓勵和開導師的允許下我也加入的緊急誦誥的

行列，誦誥帶我給很大的幫助是訓練自己專注，沈澱，平靜，無形中又增加了心理安定的力量，

我很喜歡當中跪拜的儀式，把自己全然的交出給上帝而我也全然的俯首誠心的接受上帝。凡事

禱告全心接受上帝，相信師尊師母及無形仙佛的堅定信仰，一個人的孤獨感慢慢褪去，慢慢的

我身邊的人也感受我比較有精神有笑容。106/8/18在引渡人凝雩及敏首的見證祝福下，我皈師

了。 

 

大同同奮常說，炁功調理貴在診心不診病，要在兩誠相感下才能進行。所以事前的親和是

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結，求診者能打開心門從心裡相信施診者，而施診者能有同理心，只

要『親力』足夠，必能引來相同頻率的『和力』回應，達到熱準，炁功調理就能發揮作用。 

 

現在的我雖然仍不相信有鬼，但是我知道不管有形、無形，都值得被尊敬、被救贖；我學

會相信同奮、相信每個關心在意我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懂得愛我自己、愛我的母親、甚至願

意用皇誥去愛不認識的人…·我值得被愛嗎?我的微小心願值得仙佛聽見嗎?我相信有一天師母會

笑著對我說：因為付出所以妳值得… 

 

 

参、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憂鬱症是一種情緒障礙。憂鬱症主要的問題是情緒低落，此時會有思想及行為等其他方面

的變化，有以下的症狀：心情沮喪、食慾減退、失眠、怠倦感、悲觀、無望、罪惡感、失去自

信、低估自己能力、失去興趣、猶豫不決、缺乏決斷力、意志力喪失、自殺意念及行為等。憂

鬱症不是個性抑鬱、內向寡歡者的專利。任何人都可能得到憂鬱症。導致憂鬱症的原因很多，

遺傳、個性、環境因素、身體因素都很可能會影響。憂鬱症是可以被治療的，需要和醫生或心

理健康專家一起討論治療的方法。走出憂鬱症的方法有：睡眠充足、多做運動、重新整理生活

步調、學習放鬆訓練、多曬太陽、找到適合的憂鬱症藥物等。 

有研究指出，約有50%的憂鬱症首發症狀為失眠，而失眠的主要表現為入睡困難和早醒，

造成睡眠品質變差或睡眠時間減少。睡眠品質不佳，不管對個人或整個社會都帶來嚴重危害，

另外，受到睡眠不佳困擾的民眾，身體有問題的比率通常較正常民眾增加20％；而有二分之一

的成人在精神不佳狀態下，將無法做決策。憂鬱引起失眠，而失眠又加重憂鬱，如此惡性循環

下去，病症只會逐漸加重而不易痊癒。 

  



二、當事人基本狀態： 

 

1、 當事人長期憂鬱症及失眠嚴重影響工作及身體健康，如當事人自述：「憂鬱症多年，自

102 年服用抗憂鬱劑和安眠藥至今 ……」；「我不相信有人會愛我，因為連我也不愛自己。

我不相信任何人，因為我連自己都不相信。這樣的我罹患了憂鬱症許多年，最後安眠藥成

癮 ……」；「不知不覺間抗憂鬱劑和安眠藥都失去了效果，我沒有辦法專心在工作上，

忘東忘西，情緒暴躁，無法入睡不想進食的結果，體重一路的往下降 ……」。從上面文

字即可看出，當事人憂鬱的症狀很明顯，無自信、悲觀、沮喪、罪惡感等負面的情緒一直

困擾著當事人，而失眠的情況也每況愈下，最後演變成藥物成癮，甚至藥物無效的情形，

整個人的身、心、靈受到極大的傷害。 

 

2、 天人炁功「鍼心」打開心窗，逐漸克服長期的憂鬱症及失眠，重獲新生，當事人的自述：

「那天做天人炁功調理的時候第一次我感覺被無形的力量包圍呵護著，熱氣源源不斷的頭

頂灌入，身心靈充滿能量和被關愛的感動 ……」；「天人炁功調理都像是在清創傷口一

樣，慢慢扒開慢慢癒合。情緒越來越穩定，睡眠也越來越穩定 ……」；「但抱著相信天

醫相信師尊師母慈悲和相信大同同奮的信心下，毅然決然的我們在 106/8/13 停止使用任

何藥物，而且維持到現在 ……」。在接受近兩個月的天人炁功調理與同奮鍼心親和之後，

讓當事人從安眠藥成癮，進步到完全停藥，整個人不再受憂鬱及失眠所苦了。 

 

三、天人炁功調理得失分析及整體意義 

 

1、 天人炁功首重「鍼心」，解開心鎖，療癒心傷，憂鬱自然得解脫。當事人自述：「大同同

奮除了當堂的主題講課之外，也花很長的時間親和，耐心的誘導我說出問題困擾點，並教

導我由帝教的角度來看問題的由來，在一次一次的親和後，第三堂課我們終於理出線頭，

原來一直以來的心理的傷，是和母親的緊張關係和長期被忽略的怨念，還有一段很黑暗的

生命期，而我以為的自我調適就像是在心裡貼上 OK 蹦，以為看不見就好了，孰不知傷口

依然在那裡。那一天我忍不住大哭了，哭了好久好久…我第一次可以講得出心裡的痛和不

敢道與人知的自卑，而且那個人不會笑我看不起我，雖然就像是清理傷口一樣，撕開會痛，

但總要撕開才能治療它。」心理的問題有時明顯易見，有時隱晦潛藏，需要調理人用心親

和，協助當事人釐清、探索及深掘問題，在一次次的親和中，幫助當事人面對問題，解決

問題，最後放下問題，撫慰內心的傷痛，圓滿心靈的不足。天人炁功之鍼心看似簡單，實

則不易，需要經驗的累積，親和時的言語態度及行為，對方言語、身體及行為回饋的情形，

親和時的環境氣氛等等，有很多的細節需要學習的，但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同理心與慈悲心，

「兩誠相感」，如此才能助人療癒心靈的創傷，重建完整的新人生。 

 

2、 在適當的機會，以及當事人的同意之下，可以逐步地帶領當事人進入同奮的奮鬥行列。

106/8/14 適逢聖訓緊急誦誥，在大同同奮的鼓勵和開導師的允許下我也加入的緊急誦誥的



行列，誦誥帶我給很大的幫助是訓練自己專注，沈澱，平靜，無形中又增加了心理安定的

力量，我很喜歡當中跪拜的儀式，把自己全然的交出給上帝而我也全然的俯首誠心的接受

上帝。凡事禱告全心接受上帝，相信師尊師母及無形仙佛的堅定信仰，一個人的孤獨感慢

慢褪去，慢慢的我身邊的人也感受我比較有精神有笑容。106/8/18 在引渡人凝雩及敏首的

見證祝福下，我皈師了。天人炁功首在推廣廿字真言，使人認識及認同廿字，並且願意終

身奉行不輟，其次在引人進入帝教奮鬥行列，願意皈師、誦誥及靜坐等，進而弘教渡人。

因緣俱足的情況下，鼓勵當事人自我奮鬥，擺脫宿命的糾纏，培養正氣，自渡而渡人，這

是天人炁功的成功典範。 

 

3、 本案例著重在當事人自我的反省與內在心靈的變化，透過天人炁功的調理，幫助當事人重

獲新生。但是對於天人炁功的調理過程則著墨不多，例如：天人炁功調理的次數或頻率、

每次調理的時間長短、調理時著重的部位、甘露水或黃表的使用情形、當事人自我奮鬥的

情形(誦誥、靜坐、反省或誦經等)、調理者的心得感受、被調理者調理前、中、後之反應

及感受等，這些調理過程中的細節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天人炁功的調理方式可以從這些

細節中，慢慢歸納出一些模式，而這些模式可以幫助同奮在未來面對同樣病症時作參考，

我們透過案例資料及經驗的累積，可以整理出對這類病症的較佳處理方式，使之發揮天人

炁功最好的效果，讓同奮有例可循，照著經驗操作，減少不必要的錯誤，提升天人炁功的

成功率。靜坐班或複訓班上課時，學員們也經常會詢問相關的問題，碰到怎樣的情況，該

怎樣的處理，希望能有一些經驗的傳承，天人炁功院的講師雖然平常也會幫人做炁功，但

畢竟個人的經驗還是很有限，只能透過案例的收集，集合眾人的經驗，如此才能幫助新進

的炁功學員，豐富學員的認知與經驗，減低學員的摸索時間。 

 

4、 案例中提到「大同同奮說要做幫我做炁功調理，半信半疑下也只能閉上眼睛就範，可是又

很想打開眼睛偷看到底在幹嘛?不知道多久後大同同奮無奈的跟我說『妳可以把自己交給

我 15 分鐘嗎?』我也誠實的回答『沒辦法吔〜』。當時還心想，我又不認識你……。」這

顯示我們做天人炁功的事前親和很重要，在做炁功之前充分與被調理者溝通，講解天人炁

功的原理及調理過程，還有被調理者應該保持的心態，讓被調理者安心，解除被調理者的

心防，如此才能發揮天人炁功的最大功效。天人炁功的事前親和常常會被人忽略掉，以為

只要遵照標準的動作流程做一遍就好，殊不知事前親和做的好，常有事半功倍之效。天人

炁功建立在兩誠相感之上，人與人、人與天之間親和力的建立是關鍵，親和熱準到達，天

人炁功才能發揮最大功效，而事前親和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在解除心防，化解對方的懷疑，

進而對天人炁功產生信心，此時被調理者才能受到天人炁功最好的調理。因此，事前親和

是所有從事天人炁功的同奮不能忽視的重要動作。 

 

5、 本案例充分顯示出天人炁功鍼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心理問題方面，只要能透過鍼心的方

法，解開心裡的枷鎖，療癒心靈的病痛，通常都能得到很好的調理效果。如果只是重複性

地施作天人炁功調理的動作，而不做心靈層面的親和溝通，天人炁功的調理效果就會很有



限，甚至是事倍功半而徒勞無功。因此如何與被調理人親和？了解被調理人的問題所在？

是所有做天人炁功同奮的首要課題，「鍼心」親和是天人炁功調理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

的一步，希望有心發願做天人炁功的同奮都能充分了解這個步驟的重要性，多在親和鍼心

上面下功夫，相信同奮定能在天人炁功上獲得更大的收穫。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 

為教奮鬥、天命換人命－克服輻射汙染傷害 

 

壹、基本資料 

 

‧案例標的：核輻射汙染傷害、嗜睡昏睡、面無血色、身體惡臭、僵直性脊椎炎… 

‧案例當事人：藍光膛(台中縣初院) ‧案例期間：75年 ～ 82年 

‧案例撰寫人：蔡敏憫、藍光膛 ‧撰寫時間：107年11月 

‧案例分析人：天人炁功院(訓練處處長)高緒含 

‧案例分析時間：106年11月30日 

‧案例報告人：蔡敏憫、藍光膛 

 

 

貳、案例報告 

 

一、緣起： 

民國69年，我25歲正值青壯年就進入核能一廠參加核能廠培訓一年，之後擔任輻射偵測防

護職務，規律的上下班，每天下班都在網球場打球，體力甚佳，運動興趣高昂，曾經是台北北

區網球賽冠軍球手。任職期間每年都有參加核廠為員工安排到台北榮總作健康檢查，檢查全身

各個器官有無受核輻射汙染的傷害，歷經5年的健康檢查結果都正常，沒有核輻射傷害的異狀。 

75年初升起一股直覺，心裡就是非常排斥到核一廠工作，雖然薪水頗高，但覺得工作乏味

無趣，不想再履職核一廠，擬予辭職。 

後來回想參加天帝教奮鬥之後，有次  師尊問我以前在哪裡工作？我恭敬報告  師尊：「以

前在核能一廠任職」，師尊說：「很好呀！高薪很多人想進去都去不得。」我回說：「報告  

師尊，不知道為甚麼那時候我很不想在這個地方工作，所以離開」， 師尊聽了竟然手拍坐椅

扶手哈哈大笑說：「那就對了呀！」，我心想都失業了，老師怎麼還哈哈大笑，現在恍然大悟，

我要離職的心念是一種媒壓，要我離開這個職場吧！ 

 

二、疾病史： 

75年3月1日正式離開核一廠，離職半年後，感覺體能耐力有退步現象，但身體沒有不舒服，

自認為是少運動的關係。為了要恢復體力，開始每天爬山勤做運動鍛練體力，但仍然無法提振

精力，這時不得不承認體力真的不支了，真的病了。接著陸續出現更嚴重的症狀，嗜睡昏睡，



每天從夜裡睡到隔天下午四五點，無法工作，面色灰暗無光，嘴唇泛黑無一絲血氣沒有血色，

身體發出惡臭，睡覺時有如僵屍般，整夜無法翻身，全身每吋肌膚不能碰觸，一碰觸就劇痛萬

分，起床時必須喬到某個不痛的姿勢，內人敏朋協助以快速動作拉起來，否則身體的痛是無法

形容。 

三十幾年前的醫療沒有先進的設備儀器和科技可以明確檢查輻害，也無專家研究輻害，而

中醫先生(古時醫者稱呼)看診治病大致依憑病者主訴和醫者的經歷經驗，再依據望聞問切診斷

下藥，所以當時中西醫根本無法為我診出病因，對症下藥。核一廠上班時，參加過有關輻射傷

害防護的安全教育，教育內容包括輻射量之多少與引發疾病嚴重程度成正比，和輻射可引發的

各種疾病和症狀，我的症狀與安全教育所教的疾病吻合，又離職前二年我的工作區在高劑量放

射線區內，因此自認為我的怪病無疑是核一廠的輻射汙染所致，離職半年後濳在的傷害爆發了，

因無法工作、經濟問題沒錢就醫，只好求助另類療法，於是開始尋求神壇、通靈道場、武術功

夫堂等跑遍全省各個地方，耗費三年時間奔勞尋求救助，病況不但毫無改善更加重病痛，身心

瀕臨崩潰，心志降到谷底。 

這時朋友蘇光人(同奮)跟我介紹天帝教他說：天帝教老師是一位90歲唐山來的仙人，教人

打坐，我聽了立即找尋天帝教道場，很快找到了位於台中市旅順路的省掌院，寄望天帝教能醫

治我的惡疾。 

進入省掌院看到當時是省掌院的專職人員敏仙和敏求兩人，告訴她們想皈依天帝教，當場

讓我填寫皈師表格，由賢德代掌教帶領我在光殿完成皈師儀式，儀式進行時身心平靜，身體沒

有不舒服異狀，順利完成皈依天帝教儀式，但卻在皈宗後第一次上光殿參加誦誥時，頭部有熱

熱和重重的感覺，接著頭部有如被炸裂開的劇痛，無法忍受，飛快的逃出光殿，出光殿後頭部

劇痛立刻恢復正常，疼痛消失，同奮告訴我是因為我腦部秀逗，陰陽沖擊的現象，不能進入光

殿誦誥，但是為著能夠多誦誥奮鬥，期待奇蹟出現，醫好我的病痛，時時都在自我鼓勵堅定信

心。因此咬牙忍受頭痛欲裂的痛苦，也要上光殿參加誦誥，經過多次考驗，終於可以適應光殿

的炁場，從此進入光殿的頭痛異狀消失了，順利參與奮鬥行列。 

78年參加先修第8期静坐班開始學習靜坐後，睡眠品質、皮膚觸痛、體力不濟等病狀都改

善了，但80年參加第3期高教班時，之前的病症又覆發，痛苦更厲害，高教班第二階段，病況

更加劇烈，是人生最辛苦的日子，93年參加傳道班時無形聖訓指示要我結訓後尚須繼續靜坐一

百天。 

 

三、奮鬥史 : 

正宗靜坐班結訓後79年初、帶領靜心靜坐班學員進鐳力阿朝聖時，被  師尊兩次叫住要我

籌備成立台中縣初院，並令於79年12月21日天帝教復興10週年時完成，我向  師尊回應說

「好」！ 



成立初院的基本條件就是當地皈師同奮人數必須達到200人以上，因此著手租借活動中心、

民眾服務社等分別在豐原潭子辦理靜心靜坐廣渡原人，靜心靜坐招募期間我每天開車，在豐原

縣區內繞著大街小巷及崎嶇山路宣傳天帝教，期望招募更多人來參加静心靜坐，了解天帝教而

皈宗，以達到成立台中縣初院的門檻。巡迴繞車途中，經常累得全身無力、無氣、酸痛，必須

將車停在山路旁(豐原山路多)席地蹲坐休息片刻，以恢復體力提振精神，每次坐地休息時就ㄧ

股暖流如倒水般的由上而下直貫天門，頓時全身充滿溫熱舒暢，精神立刻恢復振奮後再前進，

完成一天工作後已是入夜時分摸黑回家。經過一年努力結果沒有完成  師尊交代的使命，內心

十分不安，逐請教資深乾道同奮，提供可以贖罪的辦法，同奮建議：1.進鐳力阿當監工，2.當  

師尊侍童，這兩種工作我不適合擔任，同奮再建議「願力轉進」當專職，就這樣在省掌院擔任

專職。 

在省掌院任期一年中、對  師尊令我成立初院的承諾仍然懸掛心中，一刻不敢解放，戮力

要完成  師尊的囑咐，繼續在豐原、潭子等區域奔波辦理靜心靜坐班，每期學員都有40人左右，

沒有上課時我親自登家拜訪學員，每期學員全數結業，沒有中途而退，結訓後學員全數皈師，

大多數人也都進入正宗靜坐班，在地同奮人數達到規定的條件，因此台中縣初院於民國80年底

終於成立了，我堅守職責在台中縣初院任專職2年，完成  老師交給我的任務。 

為成立初院奔勞期間、身體疾病並未完全康復，仍是氣色不佳、脊椎骨僵硬，乾道同奮建

議我去醫院檢查看骨科，骨科診斷為嚴重僵直性脊椎炎，治療困難，醫生不敢為我醫治。病痛

依然伴隨我，不過本人一本初衷，堅強自我期許「向自己奮鬥」，跟隨  師尊、絕對信賴  上帝。 

民國82年第四期高教班時、無形在天極行宮公布前三期高教班同奮天命換人命名單，我是

在第三期天命換人命名單之內，名單內的同奮都入關叩謝  師尊，我沒跟上同奮入關，因為我

以為學員閉關時不可擅入關內，後來同奮告訴我特案申請可以入關，即刻趕往拜謝  師尊，見

到  師尊下跪行四跪八叩大禮，到第八叩禮時  師尊在我背部來回輕輕捋了三下，並慈祥說了三

聲「好啦！好啦！好啦！」。事過兩個禮拜後與同奮同往緬甸，住宿在仰光的旅社，當晚洗完

澡後、感覺原本僵硬疼痛無法前彎後仰、雙手觸不及膝的幾十年僵直性脊椎骨竟然變得柔軟、

可以向前向下彎曲、雙手可觸摸到腳底，腰部活動自如，而且不會僵硬、不會疼痛、不會不舒

服，不能療癒的嚴重僵直性脊椎炎惡疾竟然痊癒了，這些年來我臉色完全恢復清亮健康氣色，

實在是非常感念  師尊的再造之恩。 

至今還是繼續努力宏教，各教院需要我效力、絕對義不容辭，同時在大陸宏教的心願依然

不退縮。大陸對宗教活動和集體集會尚未開放自由，前些年都在江浙地區如長江三角洲、廣東

珠江三角洲一帶傳播傳統文化，宣導廿字教化，以教易經和命理服務的方法為當地人服務，作

好往後在大陸宏教的基礎。 

 

 

 

 



参、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一般談到的輻射傷害指的是有較高能量的游離輻射，輻射線依來源，可分成兩種：一種是

天然輻射，另一種是人工輻射。天然輻射例如地球本身含有很多天然放射物質，在衰變過程中，

會釋放出輻射線，另一個則來自地球以外的太陽及銀河宇宙射線；人工輻射主要是來自醫療及

工業用的儀器，以及核子反應器，核能電廠的設備與核子武器。 

 

游離輻射通常是持續性的釋放，輻射傷害的嚴重程度與輻射線的種類、輻射源的強度、輻

射暴露時間的長短、身體暴露在輻射線的面積大小成比例關係。游離輻射會改變原子及分子，

損壞細胞內重要分子，例如DNA的結構，導致細胞受傷害；細胞核內的DNA與染色體較易受

損，所以分裂中的細胞，如生產血球的骨髓，持續新生黏膜細胞的胃腸道，都比較容易受傷害；

相反的，比較少分裂的細胞，像是神經細胞就比較不會受傷。如果在短時間內，身體受到超過

特定劑量的輻射，人體會很快產生反應——嘔吐、掉髮、白內障、不育、甲狀腺功能下降、皮

膚灼傷，甚至死亡。然而，很多輻射造成的影響，會潛伏在人體內，在很多年之後才爆發出來，

最常見的「輻射潛伏病」就是癌症，如果受輻射影響的是懷孕的母親，胎兒出生後罹癌率也會

提高。 

 

二、當事人基本狀態： 

 

3、 當事人由於在核電廠工作的關係，身體受到輻射的汙染，雖然在工作當時沒有發現病痛，

身體檢查也沒有問題，但是也因此而深埋病根，為日後帶來很大的身體傷害。輻射的汙染

在低劑量時是不易察覺的，而且也不易清除，只會逐漸地累積在身體中，對身體的傷害也

在不斷累積，直到身體出問題，腫瘤出現了，才能夠被發現。當事人因為因緣際會（媒壓）

離開核電廠的工作，卻在半年後體力開始退步，身體也慢慢出現問題，可能的原因是受到

核輻射汙染的關係，輻射對身體組織細胞的傷害超過了自我修復的能力，細胞因輻射而產

生變異，身體的健康狀況就下降，各種病痛就產生，由於不是特定的器官出現問題，在醫

學上很難查出確切的病因，因而無法對症下藥，身體也就越來越差，心理的負擔也越重，

最後導致身心崩潰的地步。 

4、 當事人經由朋友的介紹進入天帝教，身體受到正氣的調理，在誦誥時的產生種種不舒服的

症狀，但是當事人還是忍住不適，持續誦誥奮鬥，最後不適獲得緩解。後續在正宗靜坐班、

高教班及傳道班，都有病症復發，更加痛苦的情況，當事人堅持弘教渡人願力不斷，最終

克服所有病痛，恢復健康的身體。 

 

 

 



三、個人奮鬥得失分析及整體意義 

當事人靠著自己不斷的奮鬥，以及發心完成  師尊所交付成立台中縣初院的任務，獲得天

命換人命的機緣，最終克服輻射汙染的病痛，恢復身體健康。整個過程有許多關鍵之處，茲探

討如下： 

 

6、 如報告中所說：「…在皈宗後第一次上光殿參加誦誥時，頭部有熱熱和重重的感覺，接著

頭部有如被炸裂開的劇痛，無法忍受，飛快的逃出光殿，……但是為著能夠多誦誥奮鬥，

期待奇蹟出現，醫好我的病痛，時時都在自我鼓勵堅定信心。因此咬牙忍受頭痛欲裂的痛

苦，也要上光殿參加誦誥，經過多次考驗，終於可以適應光殿的炁場，從此進入光殿的頭

痛異狀消失了，順利參與奮鬥行列。」顯示當事人以堅定的意志，克服身體的不適，而可

以有持續進入光殿誦誥、培功立德、奮鬥造命的基本條件。 

7、 報告中又有：「78 年參加先修第 8 期静坐班開始學習靜坐後，睡眠品質、皮膚觸痛、體力

不濟等病狀都改善了，但 80 年參加第 3 期高教班時，之前的病症又覆發，痛苦更厲害，

高教班第二階段，病況更加劇烈，是人生最辛苦的日子，……」顯示於 80 年 7~8 月間五

十五天閉關的靜坐進階課程，引發更深層的病兆，但卻是療癒的契機，持續奮鬥則是必要

之作為。當事人從 79年初立願引渡原人，協助成立台中縣初院，於 79年底大約一年時限

期滿時自認目標尚未達成，而發願擔任教院專職，並持續引渡原人，前後歷經約兩年終於

在 80年底達成任務，並擔任台中縣初院專職 2年，其間已獲無形肯定，於 82年公告給予

天命換人命的機緣。 

8、 有關當事人之輻射傷害以及脊椎骨疾病(骨科診斷為嚴重僵直性脊椎炎)，當事人並沒有在

報告中特別針對施作天人炁功進行描述(或許有或沒有接受炁功調理)，但是明確提到其戮

力達到  師尊所要求的建立教院工作，因而獲得無形仙佛及  師尊的特殊加持，報告中提到：

「民國 82 年第四期高教班時無形在天極行宮公布前三期高教班同奮天命換人命名單，我

是在第三期天命換人命名單之內，……我特案申請可以入關，即刻趕往拜謝  師尊，見到  

師尊下跪行四跪八叩大禮，到第八叩禮時  師尊在我背部來回輕輕捋了三下，並慈祥說了

三聲『好啦！好啦！好啦！』。事過兩個禮拜後……幾十年僵直性脊椎骨竟然變得柔軟、

可以向前向下彎曲、雙手可觸摸到腳底，腰部活動自如，而且不會僵硬、不會疼痛、不會

不舒服，不能療癒的嚴重僵直性脊椎炎惡疾竟然痊癒了，這些年來我臉色完全恢復清亮健

康氣色…。」這段描述，也是當事人病症轉變的重要關鍵，當事人除了奮鬥功果獲得無形

肯定，而有「天命換人命」之殊勝機緣外(無形仙佛可能在其睡眠或打坐時，施以「靈體

醫學」相關之作業程序)，並且在叩謝  師尊的時候，師尊在當事人背部來回輕輕捋了三下，

這個如同天人炁功加光及排濁的關鍵動作，或許可以視為當事人在累積了相當的功果之後，

師尊以金光拂去其積存已久之穢氣、病氣，使得當事人自此之後身體漸漸好轉，不只幾十

年的僵直性脊椎骨毛病痊癒，臉色也完全恢復清亮健康的氣色。 

 

9、 維生先生一直強調：「天人炁功是心法」，而且在進行炁功調理前後的親和動作，關鍵重

點就是激發被調理者的奮鬥或是自我造命意志，特別的是、生死攸關的疾病更可能牽涉到



個人此生遭遇或累世因果關係，若是奮鬥條件具足，才可能出現仙佛加以調整或仲裁的契

機。本案例當事人除了知曉天帝教救劫弘教使命之重要性，更依憑堅定的奮鬥意志，達到

形同再造命運的結果，這也顯示天帝教法門的殊勝，只要個人能夠勤做修持功課，立願發

心為教奉獻，自能獲得無形庇護，在不斷的奮鬥過程中予以加持正氣，改善身體健康，以

延續生命。 

 

整體而言、當事人由於戮力協助完成建立教院以及弘教工作，因而獲得天人炁功最殊勝的

「靈體醫學」療理作業機緣，並且以此「天命換人命」的結果，得以持續其奮鬥、累積功果、

有價值、有意義的生命時程及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