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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天帝教神學思想架構芻議 

劉劍輝(緒潔)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天人文化院副院長 

台灣大學電機系醫學工程組博士 

 

摘  要 

本文主要以探討天帝教之神學思想為主，除了提出概要架構以方便掌握其內涵之

外，亦可做為深入研究之基礎。全文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開宗明義：首先提出何

謂「神學」以及天帝教神學思想之特質及其思想範疇架構；後續第二至第四共三大部分，

則分別從宇宙生命、生死關懷、生生不息等三個層面，概要論述天帝教神學思想之特質，

第二部分、宇宙生命層面：包括天帝教的「無生聖母及上帝觀」、「宇宙觀」及「生命

觀」；第三部分、生死關懷層面：包括天帝教的「生死觀」、「終極關懷」及「救劫觀」；

第四部份、生生不息層面：彙總天帝教的神學論述及「奮鬥修持觀」，包括「神與宗教

法統」及「奮鬥鍛煉終極」兩個區塊，其中「神與宗教法統」區塊包括神的三種產生類

型(先天神、炁化神、後天神)、神權認識三階段(第一神論、第二神論、第三神論)、五

大宗教法統，而「奮鬥鍛煉終極」區塊則包括天帝教的奮鬥觀、修持觀(靜坐鍛煉層次

與終極目的)、以及天帝教救劫法權的特殊性及神學思想的終極目標；第五部分結語、

包括：其一、從宇宙生命、生死關懷、生生不息三個層面，概要論述天帝教神學思想之

特質，可做深入探討之基礎；天帝教之應元天命亦具有推動「劫運化解」及「文明發展」

兩大責任；其二、欲了解  無生聖母及上帝境界(及「先天神」、「炁化神」)，應從宇

宙生滅變化內涵切入，天帝教「無生聖母及上帝觀」及「宇宙觀」可為參考；其三、個

體掌握適當鍛煉修持法門，可能提升能階達到與宇宙共始終之永生境界(後天神)，此亦

為各宗教修持之目的，透過自我「造生」創造天上人間「永生」之幸福和諧，此為天帝

教神學思想之終極目標。 

 

 

 

關鍵詞：神學、無生聖母、上帝、宇宙觀、生命觀、生死觀、終極關懷、救劫觀、奮鬥

觀、修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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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神學思想架構芻議 

劉劍輝(緒潔) 

 

一、開宗明義：何謂「神學」？天帝教神學思想之特質及其範疇 

 

(一)何謂「神學」？ 

 

不同的宗教有其所屬不同的神學體系及內涵，從天帝教的角度以及從實義上而言、

「神學」應該有至少兩個層面的意義：其一、探討高於人類的生命型態(高次元生命，

亦即「神」—廣義的概念，包括上帝、先天神、炁化神、後天神)、其存在次元空間、形

式、活動狀態、以及對於人間相關事務運作內涵之整體學問；其二、探討從人的角度、

如何透過修持、鍛煉、累積功果…逐步提升意識內涵及個體能階，進入與高次元生命團

體融合的整體學問。第二個層面大部分宗教大致皆稍有涉及，而第一個層面原本不易探

討，但經由天帝教經典及天人交通傳示之聖訓，使得吾人得以有機會一探其究竟。 

 

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在第二期傳道班聖訓中所提：「何謂『神學』？即研究

『神』的一門學問。什麼是天帝教的神學？天帝教神學即是研究天帝(即  上帝)以及諸

多聖神甚至人神，從整體特質、歸屬，以至於如何運化無形、有形，進而達到永生、共

生理想的一門實踐性的學問。01」這一段話除了提出  上帝概念之外，也把神的內涵、

神與人之間的交互關係、以及人的修持終極概念涵括進來，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

內容。 

 

 

(二)天帝教神學思想之特質 

 

原本人間已有五大宗教，分別傳承自兩千年及兩千五百年前，然而人類文明發展至

二十世紀，已發明出可以摧毀靈體的武器，嚴重撼動靈界生態與結構，傳統五大宗教幾

近束手無策，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以道統第五十五代天人教教主的身分，哀求  上帝親

自主持教化救劫，而有天帝教之復興。有關天帝教神學思想之特質，先天一炁玄靈子老

前輩聖訓提到：「天帝教神學的整體特質，吾人可用『應元』(即應運當元或開元)二字

囊括之。在歸屬上，基於各個聖神、人神均是以『撥亂返和』的願力與冀求，逐一朝向

永生、共生的奮鬥目標層層邁進…02」，由此可知、「應運開元」是天帝教的重要承擔，

而「撥亂返和」則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化延甚至化解人類核子武器之毀滅浩劫，

以維護性靈生存及淬煉之場所—本地球及所處之太陽系，使性靈生命得以有機緣奮鬥提

昇；其重要之奮鬥精神與特質，亦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聖訓所說：「…以天帝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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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天帝教的「撥亂返和」基礎，是建立在積極、樂觀、進取、向上的恒動泉源上，其

奮鬥精神與特質有三：一、天命意識的不斷擴大，二、救劫願力的持續深長，三、無形、

有形應元勢力的不斷擴增。換言之，在天帝教的神學中，各個神媒之所以能夠產生大宇

宙『撥亂返和』的能量調節作用，主要根基即建立上述三項因素之上。02」可知：天命

意識、救劫願力、應元勢力等三項內涵，攸關撥亂返和、劫運化解之成效與成敗。 

 

另外、吾人從天帝教教義、經典及眾多無形界上聖高真所傳示之聖訓中，可以看到

其中含藏許多性靈生命及宇宙結構等相關內容，超越目前人類所知之範疇，除了高次元

智慧生命希望人類知曉生命及宇宙之更深內涵以落實救劫工作之外，應該是更希望引領

人類擴大思想領域及研究範疇，眼界不要只局限於地球上之爭奪，而應致力於提升人類

至較高層次的新境界，這是除了前述劫運化解工作之外，另一項重具有要意義的工作—

文明發展；因此天帝教神學思想除了包涵著調和宇宙、化劫救劫思想之外，還涵括宗教

神學、哲學、科學前緣…等內容，具有開啟甚至引領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責任。 

 

 

(三)天帝教神學思想範疇架構 

 

基於前面所述有關「劫運化解」及「文明發展」兩大面向之重要工作，茲初步提出

有關天帝教神學思想之範疇架構，至少應包括如下三大層面及各次級項目： 

 

 

 

 

 

 

 

 

 

 

 

 

 

 

 

 

 

 圖 1 天帝教神學思想架構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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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面、宇宙生命層面：包括「無生聖母及上帝觀」、「宇宙觀」、「生命觀」；

第二層面、生死關懷層面：天帝教的「生死觀」、「終極關懷」及「救劫觀」；第三層

面、生生不息層面：天帝教的神學論述與「奮鬥修持觀」(包含「神與宗教法統」及「奮

鬥鍛煉終極」兩部分)，第一部分、「神與宗教法統」，包括：神的三種產生類型、神

權認識三階段、五大宗教法統，第二部分、「奮鬥鍛煉終極」，包括：天帝教的奮鬥觀、

靜坐鍛煉層次與終極目的、天帝教救劫法權的特殊性及神學思想的終極目標等；整體架

構顯示於圖 1 中，並分別詳述於後續各節。 

 

 

 

二、天帝教的「無生聖母及上帝觀」、「宇宙觀」及「生命觀」 

 

在此特別介紹有關天帝教極為特殊之「無生聖母及上帝觀」、「宇宙觀」及「生命

觀」等內涵如下： 

 

(一)天帝教的無生聖母及上帝觀 

 

究竟仙佛境界與上帝境界孰高孰低，原本不是一般人所能或是所應處理的問題，

但卻常常是人間各大宗教間之爭議所在，每個人為了能夠安頓自身生命，常常終其一生

探索生命之意義及其內涵，並且不由自主地主觀認定其所安住之信仰對象具有宇宙最

高、最終極之內涵與意義。吾人可以確認仙佛是由人所修證而成，但人類如欲試圖真正

理解  上帝之形式與狀態，恐怕至少需能大致理解宇宙之生滅變化形式及結構。 

 

對於宇宙之生成及其變化、《新領域》中有甚多探討，有關「宇宙觀」部分之相

關內容將摘述於後段，在此先提出無生聖母及上帝觀以及宇宙意識等概要內容。 

 

大宇宙由無序之炁海場自絕對真空之背景中、經無法計數之時間醞釀產生龐大之

反宇宙旋和炁場，並形成高能階、高意識之中心，經外層大爆炸而形成正宇宙(含科學

稍知的有形宇宙及宗教所知的無形宇宙)，並自此形成「有始無終」之整體宇宙生命及

時間概念 03。反宇宙之高能階高意識狀態在天帝教稱為  無生聖母，具有孕育大宇宙天

體及小宇宙性靈原種之微妙作用，正宇宙之高能階高意識狀態在天帝教則稱為  上帝，

具有調控全宇宙和諧運行之大威神力；由宇宙中心投射至各次元空間之個別性靈，具有

獨立自由之個體意識，在各能階次元空間之輪迴中體驗及淬鍊生命，並可能降低能階投

入具有色身之電子體中(如三度空間人身或各種動、植物…之有形結構體)，可能再經逐

步提昇能階，通過體驗、學習、複製反宇宙淬鍊孕育生命之歷程，而重返高次元天界。 

 

在此針對無生聖母及上帝概念、併同個別性靈之內涵，以神性與意識涵括層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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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宇宙結構概念呈現於圖 2 中，有關先天神、炁化神、後天神之內涵另詳後述。 

 

 

 

 

 

 

 

 

 

 

 

 

 

 

 

 

 

 

 

 

(二)天帝教的宇宙觀 

 

在此提出「正反宇宙相生相成、循環生滅不已」、「正宇宙五大旋和律」，以及「旋

和系統動態變化之宇宙」等三項內容，以簡要呈現天帝教之宇宙觀： 

 

1. 正反宇宙相生相成、循環生滅不已 

 

有關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自發形成概要程序，《新領域》中提出「正反宇宙相

生相成、循環生滅不已」之模式，以展現整體宇宙之生命型態 03,04。茲摘錄從無序之炁

海與真空場中自發形成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之概要內容於下： 

 

(1)反宇宙炁旋場形成：在吾人所認知之宇宙形成之前，僅有無序之炁場，雜亂存在

於背景真空(屬於絕對真空)之中，此一狀態可稱為無序的宇宙炁海場，屬於「前宇宙」

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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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神性與意識涵括層級相對於宇宙結構概念圖 

(註：有關先天神、炁化神及後天神之意義及內容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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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極久之醞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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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宇宙炁旋場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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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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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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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程序逐漸降階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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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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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正反宇宙循環生滅變化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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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正宇宙、反宇宙之作用同時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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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正宇宙五大旋和律 

 

前述大爆炸所形成之正宇宙包括「有形宇宙」及「無形宇宙」，有形宇宙即「物質

宇宙」，無形宇宙即「精神宇宙」；依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所說：「宇宙有無數之

太陽系，由無數之太陽系聚結為銀河系，由無數之銀河系再規劃為九個大銀河星群…，

九大銀河星群依其轉輪而有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之『應』字…」05，

綜而言之、正宇宙除了上帝中性律之外，大致形成五種不同等級之旋和律動 06,07，第一

類旋和律屬於天文學尚待發現之大銀河星群之旋和律動，第二類旋和律屬於星系尺度

(如銀河系)之旋和律動，第三類旋和律屬於恆星尺度(如太陽系)之旋和律動，第四類及第

五類旋和律則屬於行星尺度(如本地球)之旋和律動，其中第四類旋和律大約位於大氣層

磁層附近範圍，第五類旋和律則大約位於大氣層中平流層底層以下之範圍；前面提及、

五大旋和律包括物質宇宙及精神宇宙在內，其結構及整體宇宙五大類旋和律多層級關聯

層次概念示意如圖 3 所示。 

 

3. 旋和系統動態變化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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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反宇宙相生相成、循環變化之狀態下，整體宇宙呈現旋和系統之動態變化，亦

即：反宇宙旋和炁場不斷聚集炁能於其中心，條件具足即形成大爆炸，能量及物質向外

奔放形成正宇宙，正宇宙不斷自宇宙中心產生，一重一重向外推出，有如天帝教《三期

匯宗天曹應元寶誥》中〈先天無生聖母聖誥〉所說：「…未有天地之先、即凝陰陽之炁，

一畫既判乾坤、三元分成否泰……始源透出蓮花、花花齊現仙台，一炁靈光片片、萬象

紫炁千千…」08，整體呈現大宇宙不斷生滅變化之生動萬象，特別的是、目前宇宙學認

為宇宙各向均等，並沒有宇宙中心之概念，吾人認為宇宙學所說之大爆炸位置即是宇宙

中心，此即正、反宇宙中心，而且在大爆炸之後仍然存在，不斷進行聚集炁能、且條件

具足即產生大爆炸之程序。 

 

 

 

 

 

 

 

 

 

 

 

 

 

 

(三)天帝教的生命觀 

 

1. 反宇宙中心(無生聖母)孕育大小宇宙生命 

 

大小宇宙之生命孕育源頭即為反宇宙中心，而其無形之核心單位即為無生聖宮，前

面提及反宇宙聚集炁能，經大爆炸形成正宇宙之各級有形無形宇宙天體時空；不只如

此，《無形宇宙組織總成》提到：「無生聖宮為宇宙中最高仙佛的訓練學府，亦是應化

宇宙萬性萬靈之起源所在。為大宇宙聚能之所在，隱隱育宇宙之胎…09」，此處所說聚

能之所在，隱隱育宇宙之胎，包括大宇宙天體及小宇宙性靈生命內涵，其中小宇宙生命

之孕育源頭，如太虛子老前輩在《清淨資糧編要》之聖訓所提：「…在未形成宇宙之前，

吾即由反宇宙中心—無極理天無生聖宮剎那間彈射而出，奉  聖母之旨，與玄玄上帝各

凝先天鐳炁與先天玄玄一炁，共同協助上帝創建宇宙道統、法統，以為無形界之行為準

則，並維持宇宙和諧平衡之自然律。10」顯示太虛子老前輩是由反宇宙之無生聖宮所產

生；另外、《第二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提到：「生命之始源乃始於反宇宙之無生

圖 3 整體宇宙五大類旋和律多層級關聯層次概念示意圖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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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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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絪蘊而至成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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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這一段

聖訓更清楚顯示反宇宙是孕育所有宇宙性靈之中心。 

 

2. 大宇宙循著九個階段生滅變化 

 

前面提到、正宇宙包括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等九個大銀河星群，

此九大銀河星群實為大宇宙天體自生而滅之九個生命階段；自大爆炸生成正法銀河星群

後，依序向外擴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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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復至細微炁氣粒子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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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條件俱足即產生大爆炸，如此過程自第一次孕育生成反宇宙及正宇宙之後即循

環生滅不斷。 

 

3. 小宇宙個體生命之結構與生滅變化 

 

就小宇宙生命而言、性靈生命於反宇宙中心產生之後，依據個體意志自由投射至宇

宙各次元時空，展開其體驗各級次元宇宙時空之生命輪迴旅程，惟若性靈和子之能階逐

漸降低，將無法往高次元空間移動，可能降階至較低次元時空及相應之生命型態，甚至

最低階無生機者在空法銀河星群中完全解構，最後可能以毫無生機、低能階之殘碎炁氣

型態，漩流返回反宇宙中心，成為構建新性靈生命之基本材料。 

 

一般而言、在三次元空間之個體生命結構，主要包括和子體及電子體兩部分，茲將

個人小宇宙生命系統中各類無形網路架構關係顯示如圖 4 所示；若是性靈個體懂得把握

生命積極奮鬥鍛煉之意義，不斷修持精進，則由於其能階之提升變化，圖中所示之各類

無形網路系統，亦將相應於大宇宙時空之活動自由度，亦即：鍛煉修持能階越高、體內

無形網路亦不斷淬煉提升，其宇宙次元空間之活動自由度亦逐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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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死關懷：天帝教的「生死觀」、「終極關懷」及「救劫觀」 

 

茲就三度空間生命體之出生、死亡、面對生死問題之適當處理、天帝教的終極關懷

以及「救劫觀」等內容，概要敘述於下： 

 

(一)天帝教的生死觀 

 

1. 出生 

 

三度空間生命體之出生，實為和子靈體與電子肉體兩者結合之結果，當某性靈和子

圖 4 個人小宇宙生命系統各類無形網路結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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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無形界相關作業之後，預備投生於某類型生命電子體中(例如人類之胎兒)，當胚胎

發育成熟之後、於母胎中突破胎盤而出時，該性靈和子即從胎兒之天門位置旋轉而入，

首先進入其大腦之松果體中，初期並大約以和子十分之一量，分佈嬰兒全身，以協助剛

剛出生嬰兒之發育，而大部分約百分之九十之和子，則藏於大腦，指揮該電子體之思維

及活動 12；及至成人狀態，則以約三分之一量充實全身每個原子之電核，以司神經知覺

之貫通 13。特別的是、在出生剎那，和子體自頭頂天門旋入之時發生兩項重要效應：其

一、累世記憶封鎖效應，其二、部分和子餘習複製存留效應，而將累世記憶大部分封鎖

於和子之 X 原素中，僅複製存留小部分之和子餘習慣性，主宰該電子體此生之生理遺傳

機序，並成為此生命體之基本人格原型 14,15。 

 

2.一般人之死亡過程 

 

以人類或動物而言、死亡即是和子靈體與電子肉體分離的一種結果，一般人於瀕臨

死亡時，體內和子靈體會開始發生和能凝聚之現象，亦即其和子體逐漸收歸及聚合，並

於離體之時，瞬間將此生所學習到的經驗及記憶，匯聚進入和子 X 原素之魂識知覺中，

並依據和子靈體內在之意識導向及內在意識能量高低，配合偶然論或是因果論之大自然

秩序，進行下一次輪迴的淨化作業與轉世準備 16。當和子靈體與完全肉體分開之後，個

體生命即告終結而死亡，此時對一般人而言、和子靈體主要會經過四個階段：靈性意識

停滯、靈性意識甦醒、道德意識審判、與靈系靈族交流，其對應之時間前三階段各約為

七天(即一般所說之頭七至三七)，第四階段大約為二十八天(四七至七七)、甚至可能約百

日；經過此四大階段之後，該靈體和子可能進入輪迴轉生、或在天界暫享福報、或逐階

在天界中進修。有關一般人死後之各階段程序、以及其輪迴轉世或靈界歸位方式及途徑

詳如圖 5 所示 17，其中包括親人臨終各階段助念之效應，可協助一般人了解如何面對死

亡、如何處理死亡過程、以及臨終助念之相關基本重點。 

 

另外、有關應元組織中天門未開之人、天門已開之人、修封靈半途中斷之人、修封

靈有成就之人，其死亡過程各個階段則與上述略有不同，簡言之、由於涉及個人修持境

界及回天覆命等內涵，其程序依據不同類型可能較為簡單與特殊。 

 

 

(二)天帝教之終極關懷 

 

有關個人如何面對死亡、親人如何處理死亡過程、死亡後的真相及多次元世界實像

為何、如何告知眾生生前死後之生命重要觀念、以及關鍵程序之處理要項(例如圖 5 中

所示內容)…等內容，以便能真正安頓眾生，原本即為正信宗教必須對其信徒交代清楚、

並且能夠讓其信仰者達到生命安定、有所歸屬之實質目的。上述這些命題及其內涵，實

際牽涉到兩大內容：其一、對於整體宇宙觀之理解，其二、實際有效之修持方法，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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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個體生命修持之能階與宇宙結構層次之對應關係，以便於讓該個體能夠進入與其修

持能階對應之高次元世界。 

 

由於人類文明已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對整體宇宙觀之認知內涵，應逐漸能含括宗

教、哲學、與科學，事實上各大宗教之間對於宇宙結構之認知及說法並不相同，而科學

對於宇宙之整體結構尚在逐步摸索建立，天帝教由於應元天命的關係，對於宇宙之整體

結構已有來自於高次元仙佛相當內容的聖訓傳示，除前面所提到之正、反宇宙觀念之

外，稍微詳細之討論如《新領域》中〈第六章 大宇宙基本結構單元—老子之恆星生成

宇宙模型〉、〈第七章 正宇宙、反宇宙—正反宇宙運作模式〉、〈第八章 有形宇宙、

無形宇宙—整體宇宙結構探討〉、〈第九章 小宇宙、大宇宙—炁氣鍛煉內涵及大小宇

宙之統一與調和〉，上述這些內容，可能提供科學家、哲學家、宗教家…得以突破個人

所知障蔽、從而獲得較為深入及完整認知之基礎，協助人間建立真正的宇宙結構內涵。 

 

《新領域》中〈第九章 小宇宙、大宇宙—炁氣鍛煉內涵及大小宇宙之統一與調和〉

以及〈第十三章 生命淬鍊之極致—靜坐鍛煉之終極境界與整體作用〉等內容，則提供

涵靜老人以人間為基礎，實際透過身心靈之鍛煉，不只突破至今人類在正宇宙中鍛煉之

極限，更進入反宇宙中最高鍛煉機構—無生聖宮極子道院，成就最高級之性靈生命、與

宇宙共始終，並且具備生化化生之特殊能力。 

 

 

(三)天帝教的救劫觀 

 

1.何謂「劫」？「劫」如何產生？依據天帝教的說法、所謂「劫」即是氣運失調，

依據其失調規模程度而有小劫、中劫、大劫之分，如小至個人厄運、大至震動三曹之劇

變；至於「劫」如何產生？嚴格說來、有兩大層面：其一、天體運行、自然流變：亦即

大自然依照九大銀河星群(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之自然程序生滅演變，

自然即會產生劫運；其二、人心造作、戾氣累積：人心會造生戾氣累積成劫運、劫運戾

氣亦會影響人心，造成天不清、地不寧，而可能造成加重或加速劫氣之運行程度與速度；

宗教上所說「三期末劫」之恐怖，在於一般傳統戰爭僅會造成肉體之受傷或死亡，而三

期末劫則可能造成靈肉俱毀之現象。 

 

2.「劫」的種類？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在「劫的種類」中提到盤古之劫、三期之

劫、系星之劫及性靈生命之劫，並在說明盤古之劫中提到：「『盤古』之意，本為計算

整體宇宙氣運的時間單位。在盤古之歷算時空內，主要是以正、智、明、信、成、住、

劫、壞、空作為整體宇宙氣運(或稱大宇宙、大自然氣運)之九大循環階段。盤古之劫則

是指上述盤古歷算，已進入劫、壞、空三個階段而言」18，又提到盤古之劫有大盤古之

劫、中盤古之劫及小盤古之劫等三類(性靈之劫可歸為第四類)，依據該聖訓內容該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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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運分別對應所有宇宙星雲(包括無形、有形星雲)、某宇宙星雲中之銀河星群(包括無

形、有形銀河星群)以及某銀河星群中之太陽系等(包括無形、有形太陽系)進入劫、壞、

空三個階段；惟若是比對《新領域》〈第八章 有形宇宙、無形宇宙—整體宇宙結構探

討〉中有關五大旋和律之內容 07，該三類劫運似可分別調整對應於大銀河星群(第一類旋

和律)、星系(第二類旋和律)、星系內之恆星(第三類旋和律)；然而不論對應之關係為何，

關鍵在於存在不同宇宙等級層次之三大類劫運。 

 

3.行劫與救劫之程序：依據天帝教之說法，三期末劫劫運之進程分成六個階段：行

劫、清劫、平劫、春劫、康劫、同劫；前三階段幾乎是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嚴格整飭

氣運的階段，後三階段則漸趨和緩甚至祥和，當然也有局部空域未能順利完成後三階

段，而被人為毀滅性武器所破壞。嚴格說來、行劫亦是救劫，如同醫病治療之程序，施

藥開刀、刮除或割除病體…，其目的是為整治病情，使病體康復，當然、即使身心健康，

生命也會衰亡，除非個體性靈生命鍛煉至不生不死之境界；大宇宙天體亦然，正宇宙循

著九大銀河星群之生命歷程、逐步演變，終將步入劫、壞、空之階段，除非位於無形宇

宙無極天、正反宇宙之中心部位，這是大宇宙不生不死的核心位置。 

 

由前面之論述可知、三期末劫實為大自然調整氣運之程序之一，從時序上看、各階

段之間亦有其重疊處，並非單純線性發展，從空間上看、本地球自九一八事變起，已進

入行劫階段，而在地球不同區域，就事實而言、各階段發展進度也可能有所差別。另外、

從「救劫」角度而言、天帝教強調「劫由人造，劫由人化」，由於人心思惡除了可能化

為實際行動、如殺盜淫妄、釀成巨禍…實際造成種種人為禍害之外，人類思惡之心所發

出暴戾凶殺之氣，充塞大空間之中，循環累積，所謂「戾塞天地」，可能反過來影響人

心更趨於窮惡，或是直接、間接影響大自然環境，促成天災大禍。 

 

因此天帝教之救劫層次有二：「救急」以及「救根」，所謂「救急」乃是勤誦皇誥

及寶誥，如同能量守恆原理，累積正向之精神念力，以一分一分的正氣，一分一分地消

除暴戾凶殺之氣，澄清氣運，從無形中感召天和、人和，而實際消弭有形之災劫；另外、

「救根」乃弘揚天帝真道，教化人心，移風易俗，直接從有形入手，甚至引導人類之文

明發展，深入探索心靈及時空內涵，提升人類的精神層次，以及擴大人類之思想領域及

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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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輪迴轉世或靈界歸位方式及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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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生不息：天帝教的神學論述及「奮鬥修持觀」 

 

由前面論述得知、大宇宙自反宇宙由無生有之後，實為生生不息、永不停息、有始

無終之生命狀態；在此從生生不息之角度，提出天帝教的神學論述以及奮鬥修持觀念，

包括：「神與宗教法統」(神的產生類型、神權認識三階段、五大宗教法統)，以及「奮

鬥鍛煉終極」(奮鬥觀、修持觀—靜坐鍛煉層次與終極目的、及天帝教救劫法權的特殊

性及神學思想的終極目標)兩大區塊、共六個項目。茲分別論述於下： 

 

(一)神的產生類型：先天神、炁化神、後天神 

 

除了  無生聖母及  上帝為大宇宙本身所創造之外，天帝教對於其他各類神祇之產

生類型，提出先天神、炁化神、後天神之說法，有別於其他宗教，茲依據先天一炁玄靈

子老前輩在《第五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中所傳示之聖訓彙整其內涵如下 19： 

 

1.先天神：大自然本身在創造大自然之剎那，因能量與意識間特殊化合效應所形成

之一元神。 

 

2.炁化神：先天神依其內在意識投射與能量運作，所幻化而成之較低能階分靈和子，

以輔佐 上帝行使創造物質、支配物質並操縱調和五大旋和律律動之神祇。 

 

3.後天神：天帝教教義《新境界》所指由人所修煉而成之淨化和子(第三神)。 

 

由此可知、「先天神」及「炁化神」皆為未曾投身於人間、極高次元天界之上聖高

真；而人間各宗教如道教、佛教、或是民間信仰…一般所稱頌信仰之仙、佛、神明…，

除了部分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提及之  上帝外，大都是具有人身而在人間歷

練修持，最終成就果位者，歸屬於上面所述之「後天神」，其修持之經歷、方法…傳諸

其門人弟子，足為後人所效法學習。 

 

 

(二)神權認識三階段：第一神論、第二神論、第三神論 

 

有關人類對於神權之認識，天帝教教義《新境界》提出歷經三個階段之看法，分別

稱為第一神論、第二神論、第三神論，茲依據《新境界》摘錄其內涵如下 20： 

 

第一神論(創造之神)：「古代民智未開，科學尚未發達，人類對於各種變化莫測之

自然現象，凡無以名之者，皆謂神力之所使。故神權之第一時代，即為神權至高無上之

時代，舉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動植礦物之現象，無不認為神靈之創造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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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神論(救贖之神)：「神為人類之救贖，其威權至高無上，凡人之功罪皆可由神

之喜怒而獲得善惡之報償，上干天怒，則災難迭至；上得天心，則大罪可赦。」 

 

第三神論(媒介之神)：「神權之極限不過可為自然與物質間之一種媒介，神乃是執

行上帝旨意之天使，不獨不能創造自然，即神之本身，亦並受自然律之支配，惟具有方

法足以避免之而已。」 

 

嚴格而論、上述第一神論及第二神論，大致應涵括  上帝乃至各級先天神、炁化神、

後天神等各類神祇之籠統認知層次，主要由於遠古人類智識未開，無由認識、分別及判

斷；另外、《第五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中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亦提到：「吾等

認為西方之神律系統，至目前為止仍屬『獨神』信仰之範疇，亦即教義所謂『第二神論』

之理論架構，尚未證得教義第三神的修持淨化成神的體系。而東方信仰中之神律系統又

往往混雜有高度的民俗色彩，亦無法融貫地詮釋出人類何以能藉由修持方式淨化成神的

理性論說。因此，天帝教所負之時代使命及終極目標，正足以適應時代環境需要，適時

地彌補『神權信仰』或『泛神崇拜』的缺失。19」亦即西方信仰「獨神」之認知屬於救

贖或威權之第二神論概念，東方信仰混雜高度民俗色彩，而第三神論主要認知到後天神

可以由人類歷劫修成，而躋身高次元天界，甚至能與宇宙共始終，呈現人生積極奮鬥之

意義。 

 

另外、《新境界》亦提到：「在第三神論中，上帝卻是調和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

其所及之範圍不只是宇宙間和子以及人類之靈魂，即鐳力之操縱亦能影響風雨雷電等自

然現象之發生。在自然界中，火山、洪水、彗星、地震等災難之迭起，亦何嘗不是人類

破壞自然律所引起之反應，所以人類一切違反自然界平衡的行為，自然會感召可以預料

的天災人禍。20」這段文字顯示  上帝對於大宇宙中眾性靈及自然律之調和操控之大威

神力，而人類破壞自然律之作為，當然也會導致自然界之反撲。 

 

 

(三)五大宗教法統 

 

有關五大宗教修持之法統，茲依據《新領域》彙整高次元聖訓內容摘述於下 21： 

 

1.耶教證道的程序為由凡間、歷南天天使行宮、中天聖靈殿、中天基督道院，若經

清虛宮理德院考核通過，再進入清虛下院上苑明樂殿修煉，最後至無極天摩西主持之源

法妙宮。 

 

2.回教修道之法統為由凡間、歷南天清真靈宮、中天清妙殿、清真道院修煉，若經



16 

清虛宮理德院考核通過，再進入清虛下院上苑明樂殿修煉，最後亦進入無極天摩西主持

之源法妙宮。 

 

3.儒宗在南天設有翰書院、中天設有儒宗道院，證果者須經中天昭明殿評議，通過

者直至無極大羅天清虛上宮弘法院受訓，再經理德院考核，進入上苑明樂殿證聖胎之

果，得入無極天孔夫子主持之儒心法院，為士儒最高道場。 

 

4.道教於南天設天師府，中天設道德總殿，內設培靈府、聚靈府、結靈府等三府，

於無極大羅天設置之道靈法院，由太上老君主持，證胎之後須至清虛宮弘法院待命，以

便納入帝教法統。 

 

5.凡間修佛有成就者，先由接引尊者接引至西天下院道場，禮拜釋迦摩尼佛於雷音

寺，受佛授記，再至清虛上宮弘法院待命，若功行圓滿(回願)、願力了結，再入西天上

院天佛院修證蓮花化身，再至昊天西佛蓮花殿為教席。 

 

圖 6 呈現五大宗教之法統架構 21，整體看來、各大宗教從位於象天層之凡間接引信

徒，往無形天界逐階修持上升，先透過各自之接引法門，由南天門進入氣天下層(南天

天界)，經過修煉及考核，再往氣天之上層(中天天界)精進提昇，若經無形考核通過，則

可能再進入無極天下層，成就者再往無極天上層繼續提升修煉，有成者得於大宇宙中來

去自如、變化自在，或行其願力與教化。另可能有其他依正法修持之宗教法門不在以上

所述者，惟各宗教降顯人間，道脈與法統應皆有其傳承，且亦皆有其無形界對應及接引

單位，人間修持應予審慎與客觀面對。 

 

由上述內容可知、各大宗教法統相關之無形單位歸屬於行政天界單位，而宇宙各次

元及諸天天界，存在著諸多分屬於各層級天界次元之修煉道場及福報天界，個體生命之

歷程實在於不斷之淬煉精進；再者、需注意的是天降五大宗教，皆為傳承上帝之教化為

主，人間各大正信宗教不分高低、其實一律平等，於無形組織可見一般，而此處所摘要

論述介紹者，亦僅屬簡要概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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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帝教的奮鬥觀 

 

天帝教之奮鬥觀植基於「聖凡平等」之概念，亦即：凡人可以透過自我奮鬥之途徑，

達到與上聖高真同樣位階之高次元宇宙時空境界，而奮鬥之途徑與進階依據《天帝教教

義─新境界》之說法則有三個層次 22： 

 

1.向自己奮鬥：「向自己奮鬥者，即努力以求掙脫人類本身上電子之影響的奮鬥也。…

欲求向天奮鬥、向自然奮鬥，首先必須向自己奮鬥，以奠其基，即儒家所謂正心誠意內

聖功夫是也。」換言之、向自己奮鬥即是誠意正心、以求內聖的基本功夫，是各種奮鬥

的基礎。 

 

2.向自然奮鬥：「向自然奮鬥者，即創造人類之文明以達於真理之域也。大自然之

威力，上有旋風，下有引力，中有風雲雷電火山地震高山大洋之險阻。自然界對於人類

之迫害與限制者，實無時無地無之，人類至今尚未能克服之。試想以神佛之尊，尚不斷

與自然奮鬥，蓋惟有克制自然，方能充分發展靈性之活潑也。今人類方忙於殺伐，自相

戕賊，不知最大之敵實為自然。如能移其自相殘殺之精力而與自然奮鬥，則近道矣。…」

(天降五大宗教、不分高低一律平等) 

圖 6 五大宗教法統 
(此圖內容由作者以人間概念呈現無形結構，恐有顯示上不合宜之處，特在此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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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向自然奮鬥者，即是發揮人類聰明與智慧，突破大自然之限制，提升文明的層次與

精神領域之境界。 

 

3.向天奮鬥：「向天奮鬥者，即向神奮鬥，向天界要求平等之奮鬥也。生為堂堂正

正之人物，死為堂堂正正之神靈，此不作修持但憑功德之客觀的收穫，自由神之境界也。

尚友仙佛，一心向善，立德於世普渡無量，臨終引來和力奮超天闕，此聖者之境界也。

憑自身之淨業，鍊金剛不壞之修持，堅苦奮鬥以自達於平等之域，此仙佛之境界也。故

人生於世必須抱有永恆之大志，發無量之大願，以求生命之不滅，始足以免輪迴之苦，

自拔於罪孽之域，並為千秋後世促成宇宙真理之實現，如此方為大丈夫！」最高層次之

向天奮鬥者，即是突破自身靈體與肉體、以及大自然天界層次之束縛，冀求能逐階而上

進入自由神、聖者、仙佛…高次元宇宙時空之境界，與仙佛聖真並駕齊驅，甚至與宇宙

共始終。 

 

 

(五)天帝教的修持觀：靜坐鍛煉層次與終極目的 

 

承續上面所說之奮鬥觀，透過靜坐鍛煉提升內在和子靈體之能階，從生命個體內在

變化之程序而言，依據《新領域》所說 23、除了一般所說如「煉精化氣」(得氣胎)、「煉

氣化神」(得電胎)、「煉神還虛」(得聖胎)三階段之外，後續更有「煉虛合道」(得鐳胎)、

「煉道化生」(得極胎)等境界，整體而言有五大層次，與前面所說之正反宇宙境界之活

動自由度比對，則分別對應：行星周邊尺度、恆星內尺度、星系內尺度、大銀河星群內

尺度、以及最中心之正、反宇宙尺度；有關靜坐鍛煉層次與宇宙次元空間對應關係如表

1 所示。靜坐鍛煉之終極境界及整體作用與目的可歸結為：透過功圓果滿之修持，回到

反宇宙中心修證「極胎」，並再於正宇宙中實際參與宇宙之調和及參與宇宙之生化作用—

參贊宇宙化育，擴大個體生命於宇宙活動之自由度與參與程度。 

 

表 1 靜坐鍛煉層次與宇宙次元空間對應關係 

鍛煉階段 氣化結果 靜參境界 次元空間(旋和律) 活動自由度 

第一階段 煉精化氣 氣胎 第四/五類旋和律 行星周邊尺度 

第二階段 煉氣化神 電胎 第三~五類旋和律 恆星內尺度 

第三階段 煉神還虛 聖胎 第二~五類旋和律 星系內尺度 

第四階段 煉虛合道 鐳胎 第一~五類旋和律 大銀河星群內尺度 

第五階段 煉道化生 極胎 進入反宇宙中心 正反宇宙 

 

 

(六)天帝教救劫法權的特殊性、神學思想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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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帝教救劫法權的特殊性： 

 

由於人類已發展出可以摧毀靈體之核子武器，在宗教上稱之為三期末劫，先天一炁

玄靈子老前輩在談到「天帝教神學理論基礎」中提及有關天帝教救劫法權的特殊性：「對

於這種可以不斷擴增自我奮鬥勢力的特殊現象，嚴格地說，也唯有在今日人類已面臨如

此迫在眉睫的浩劫危機時，天帝不忍見所有生靈慘遭如此命運，才特賜寰宇間所有聖

神、人神這般曠劫難逢的機緣，也就是說只要肯發『救渡蒼生免於慘遭三期末劫』之願

心，即在當下便具備了『參贊宇宙應元教化、渡化』的資格，以代天行道。24」換言之、

任何一個生命個體，只要能體認到人類核子浩劫之危機，而願意發出願力，並實際參與

化劫、救劫的工作，使得救劫奮鬥勢力得以不斷擴增，即具備參贊化育、代天行道的資

格，而擁有救劫之法權。 

 

2. 天帝教神學思想的終極目標 

 

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在談到「天帝教神學理論基礎」中也提及有關天帝教神學思

想的終極目標：「…帝教神學的理論基礎，乃建立在應元組織體系的範圍上，其應元宗

旨，則是以遵行『天命』，宏揚上帝真道為依歸的精神，以『救劫、救急』的願力，配

合不斷自我『造生』的突破，確實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以創造出『永生』的太平

盛世，此亦為天帝教整體神學理論的終極目標。24」亦即在化劫、救劫之應元使命基礎

上，透過自我「造生」、並創造天上人間「永生」之太平、和諧、幸福之盛世，即為天

帝教神學思想的終極目標。 

 

 

 

五、結語 

 

茲提出三點內容，最為本文之初步結語： 

 

一、本文從宇宙生命、生死關懷、生生不息等三個層面，分別概要論述天帝教神學

思想之特質與相關內容，可做為進一步探討天帝教神學思想深入內涵之基礎；特別的

是、由於天帝教之應元天命，因而亦具有肩負「劫運化解」及「文明發展」兩大要項推

動之責任。 

 

二、欲了解一般宗教或天帝教所論述之  上帝境界及其內涵，應該從較為完整之宇

宙生滅變化內涵切入方始恰當，天帝教的「無生聖母及上帝觀」及「宇宙觀」可作為適

當之參考；而理解宇宙生滅變化及結構、亦有助於對「先天神」及「炁化神」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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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小宇宙呈現交互影響之相關效應，個體小宇宙生命可能透過掌握適當之鍛煉

修持法門提升內在能階，而達到與宇宙共始終之永生境界，除了可安頓現實生命之外、

亦可能成就如本文所述之「後天神」位階，此亦為各宗教修持之最終目的，透過自我「造

生」進而創造天上人間「永生」之太平、和諧、幸福世界，此即為天帝教神學思想之終

極目標內涵。 

 

 

參考資料 

 
01.《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天帝教神學理論基礎(一)〉，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06 月

初版，p.111。 

02.《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天帝教神學理論基礎(一)〉，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06 月

初版，p.111-112。 

03. 劉劍輝，《新領域》，〈第七章 正宇宙、反宇宙—正反宇宙運作模式〉，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12

月 21 日，p.227-278。(最初發表於：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天帝教天人研

究總院，南投，2011.11.25，p.575-601。另刊載於《旋和季刊》第 67 期，2013 年 07 月，p.55-96。) 

04. 劉劍輝，《新領域》，〈第十二章 真空與炁場—兼論次原子粒子與炁氣粒子之關聯性〉，台北：帝教出版有限

公司，2015 年 12 月 21 日，p.439-504。(最初發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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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南投，2014 年 12 月。) 

05.《無形宇宙組織總成與補篇》，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親和院彙編，2016 年 06 月合編初版，p.8。 

06. 李玉階等著，《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1997 年 10 月三版，p.76-77。 

07. 劉劍輝，《新領域》，〈第八章 有形宇宙、無形宇宙—整體宇宙結構探討〉，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 21 日，p.279-320。(最初發表於：第十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結構探討〉，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南投，2013.11.16，p.251-282。另刊載於《旋和季刊》第 77-78 期，2016 年 1-4 月，p.97-135。) 

08. 天帝教始院，《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先天無生聖母聖誥〉，1996 年 2 月版，p.33。 

09.《無形宇宙組織總成與補篇》，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親和院彙編，2016 年 06 月合編初版，p.9。 

10. 天帝教極院珍本，《清淨資糧編要》〈靈系語錄〉，，1988 年 9 月，p.90。 

11. 天帝教《第二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帝教出版社，1989 年，p.198。 

12. 天帝教《第二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談人格形成之理論架構(一)〉，台北：帝教出版社，1989 年，p.37-38。 

13. 李玉階等著，《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1997 年 10 月三版，p.17。 

14. 劉劍輝，《新領域》，〈第一章 「靈理學」內涵初探〉，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 21 日，p.33-34。

(最初發表於：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南投，2011 年 11 月 25 日，p.575-601。另

刊載於《旋和季刊》第 68 期，2013 年 10 月，p.90-120。) 

15. 天帝教《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生死之究竟〉，台北：帝教出版社，1989 年，p.3-4。 

16. 天帝教《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生死之究竟〉，台北：帝教出版社，1989 年，p.5-6。 

17. 劉劍輝彙編自《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一般人的輪迴轉世〉，南投：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1996 年 2 月

初版，p.7-14。 

18. 天帝教《第一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劫的種類〉，台北：帝教出版社，2003 年 6 月初版，p.82-86。 

19.《第五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談神律系統(一)〉，台北：帝教出版社，1996 年 08 月 30 日初版，p.472-475。 

20. 李玉階等著，《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1997 年 10 月三版，p.100-102。 

21. 劉劍輝，《新領域》，〈第八章 有形宇宙、無形宇宙—整體宇宙結構探討〉，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 21 日，p.311-314。(最初發表於：第十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結構探討〉，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南投，2013.11.16，p.251-282。另刊載於《旋和季刊》第 77-78 期，2016 年 1-4 月，p.97-135。) 

22. 李玉階等著，《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1997 年 10 月三版，p.103-107。 

23. 劉劍輝，《新領域》，〈第十三章 生命淬煉之極致—靜坐鍛煉之終極境界與整體作用〉，台北：帝教出版有限

公司，2015 年 12 月 21 日，p.505-545。(最初發表於：第十四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靜坐鍛煉之終極境界

與整體作用探討—以涵靜老人靜坐修持成果為例〉，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南投，2015 年 12 月。另刊載於《宗

教哲學季刊》第 79 期，2017 年 03 月，p.79-114。) 

24.《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天帝教神學理論基礎(五)〉，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06 月

初版，p.13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