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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乃針對正宗靜坐之炁氣循行作初步之探討，由中醫理論經絡系統了解一般靜

坐之可能氣循，而本教正宗靜坐牽涉祖炁之加持，其氣循又異於一般之靜坐；本教正

宗靜坐炁氣循行涵蓋範圍，包含靈體、心性系統、氣化系統、生化系統及臟腑經絡系

統間氣能之反應，比一般靜坐更為殊勝，反應更為複雜玄妙；本文由通貫路徑做基礎，

做系統間氣能循行之初論，俾有利於未來更細部氣循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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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靜坐炁氣循行運轉初探 

賴 文 志 (緒 照 ) 

 

 

 

一、前言 

師尊言：「從學術觀點來說，『靜坐』是一門大學問，它包括生理、心理、哲學、

醫學、形而上學、生化學、宗教哲學等等科學」。（註一）由師尊老人家一生之靜坐經

驗提出上述之言，可見靜坐雖是靜靜地坐，外表似靜而不動，但其內在卻是一個非常

複雜的的機理反應。而本教之正宗靜坐，乃是師尊以一生打坐經驗再結合先天所匯成

精華而傳下，其要訣在於不守竅、不調息運氣，不執著於某一處，心無所住，一切不

想，一切放下，一切順其自然。其中一切靜坐之奧妙，皆在靜中自然無為而行。一個

個體如鐘如松靜靜地坐著，但假以時日之進行累積，卻能運轉出不同機理出現，譬如

達到了健康狀態，心靈平靜了，心境提升了，甚而出現了靈之變化，成就了對靈。這

種變化在人體內在，到底形成了怎樣的改變，是一個值得探討之處。本文以氣之循行

運轉角度，從中醫經絡循行切入，進入對正宗靜坐炁氣循行運轉之初步探討。 

 

二、中醫氣脈之循行 

靜坐內在的反應，離不開『氣』的循行，氣在一般人而言，是一種非常抽象的物

質，但中國幾千年來對於氣的觀察與記載甚而鍛煉，卻在典籍上有非常系統的記載。

在中國古代，氣的系統大致可分成二支，一支即成為中醫的系統，一支則形成道家修

煉的系統，這二個系統是自古以來談氣最多的系統，道家修煉屬於形而上，較為虛玄；

但中醫系統講究陰陽氣血平衡，以氣的角度深入養生與治病，談起來較為實在，雖然

仍是抽象，但氣的研究時至今日，卻是已達科學與物質化。而氣的循行，在現今的研

究裡已不再虛玄，甚而十二經絡氣的道路也被研究證實，就以人體結構，從中醫角度

而言，氣的循行是一個自然存在的系統，它本身就是日復一日、週而循行的系統，此

系統平時是一個維生系統，但如進入靜坐狀態，卻可能變成另一個生命粹變的系統，

茲就中醫氣的角度來看其在人身中如何循行。 

氣循行的通道，中醫稱之為「經絡」，經絡系統是人體內溝通表裡內外，聯繫上

下左右，網絡周身前後，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竅、筋脈肌膚聯成一整體的

組織結構，同時又是氣化單元。其中以十二經脈為主體，包括奇經八脈、十二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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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絡脈，為人體氣血的通道，還包括以十二經脈循行部位所劃分的十二經筋、十二

皮部，列表如下：（註二） 

 

手三陰經：手太陰肺經、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經 

手三陽經：手太陽小腸經、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陽三焦經

足三陽經：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陽膽經 

 

 

十二經脈 

足三陰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 

奇 經 八

脈： 

督脈、任脈、衝脈、帶脈、陰陽蹻脈、陰陽維脈 

 

 

 

經脈 

十 二 經

別： 

手足三陰三陽經別 

絡

脈： 

十五絡脈（十二經之絡加督、任絡及脾之大絡）浮絡、孫絡 

經

筋： 

手足三陰三陽經筋（十二經筋） 

 

 

經

絡

系

統 

皮

部： 

十二皮部 

 

以上之表即是人之經絡系統，此系統構成了人的網狀網路，藉由此網路溝通了人

體的全部，而在裡面循行即是氣血，且其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靈樞、

衛氣），循行有一定方向並相互銜接。根據中醫學理論，以後天穀氣為本的理論，將

十二經脈循環之開端，定在化生水穀精微之氣的中焦，又根據「肺朝百脈」之理，故

氣血流注自手太陰肺經開始，然後陰經交陽經，以表裡相合關係，交於手陽明大腸經；

再則陽經交陽經，以手交於同名之足經，則交於足陽明胃經；再則陽經交陰經，仍以

表裡相合之經交接，則交於足太陰脾經；再後則是陰經交陰經，由於陰經屬臟，故以

足交手之陰經，則在體腔內交於臟，則自脾經交於手少陰心經；繼則陰交陽，交於表

裡相合之手太陽小腸經；繼則陽交陽，交於同名之足太陽膀胱經，繼則陽交陰，交於

表裡相合之足少陰腎經，繼則陰交陰，自腎經達胸中交於手厥陰心包經；繼則陰交陽，

交於表裡相合之手少陽三焦經；繼則陽交陽，交於同名之足少陽膽經；繼則陽交陰，

交於表裡相合之肝經；繼則陰交陰，自肝經上注肺，再返回肺經，重新再循環，為『週

而復始』。（註 2）一天十二個時辰，十二經脈各走一時辰，故循行一天，則走完十二

經脈。其分佈與經脈流入如以下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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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經脈分佈部位簡表』（註 2） 

十二經脈 外部 內部 

手太陰肺經 胸旁上肢內側前大指 屬肺，絡太陽 

手厥陰心包經 乳旁上肢內側中中指 屬心包，絡三焦 

手

三

陰 手少陰心經 腋下上肢內側後小指 屬心系，絡小腸 

手陽明大腸經 鼻旁頸肩前上肢外側前次指 屬大腸，絡肺 

手少陽三焦經 眉梢耳後頸肩後上肢外側中

無名指 

屬三焦，絡心包 

手

太

陽 

手太陽小腸經 耳前頸肩胛上肢外側後小指 屬小腸，絡心 

足陽明胃經 目下面周頸前胸腹第二側線

下肢外側前次趾 

屬胃，絡脾 

足少陽膽經 外眦頭顱項側脇腰側下肢外

側中第四趾 

屬膽，絡肝 

 

足

三

陽 

足太陽膀胱經 內眦頭頂第一側線項後背腰第

一、二側線骶下肢外側後小趾 

絡腦，絡腎，屬膀胱 

足太陰脾經 胸腹第三側線下肢內側前、中大

趾內 

屬脾，絡胃 

足厥陰肝經 脇部陰部下肢內側中、前大趾

外 

屬肝，絡膽 

足

三

陰 

足少陰腎經 胸腹第一側線下肢內側後足心

小趾下 

屬腎，絡膀胱，絡心 

 

『十二經脈流注表』 （註 2） 

肺內 1 手太陰肺經 

2 手陽明大腸經 
手次指端 

鼻旁 
3 足陽明胃經 

4 足太陰脾經 
足大趾內端 

心中 
5 手少陰心經 

6 手太陽小腸經 
手小指端 

內眦 
7 足太陽膀胱經 

8 足少陰腎經 
足小趾端 

胸中 
9 手厥陰心包經 

10 手少陽三焦經 
手無名指端 

外眦 
11 足少陽膽經 

肺內 12 足厥陰肝經 
足大趾外端 

 277



第六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78 

『十四經脈流注表』（註 2） 

 
1 手太陰肺  2 手陽明大腸 

   
4 足太陰脾  3 足陽明胃 

   

5 手少陰心  6 手太陽小腸 

   
8 足少陰腎  7 足太陽膀胱 

   

9 手厥陰心包  10 手少陽三焦 

   

 

 

任 

14 

 

 

 

督 

13 

12 足厥陰肝  11 足少陽膽 

 

 

 

 

 

 

 

 

 

 

 

人體經脈的循行，除了十二道正經的氣循之外，最為吾人修行者關切的當是奇經

八脈，以中醫理論而言，所謂奇者有二解：一為異也，不同於一般的意思，乃異於十

二經也；一者沒有配偶，故稱奇。在＜難經二十八難＞衍發＜內經＞之義說：比於

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道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

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這是把人體內十二經比作自然界之河流、溝渠，將

奇經八脈比作湖泊，將氣血運行比作水流。十二經脈氣盛時，則入奇經而蓄之，十二

經脈氣血衰少時，奇經之氣血可流入於十二經脈而補之。（註 2）這種奇經八脈與十

二經的概念，損益之間，在吾人修行打坐的氣機運行上，是很有價值的參考。不管道

家或吾帝教正宗靜坐之氣循，皆是有意義的。奇經八脈，其氣血流循如何呢？其中督

脈循行於身後正中線，任脈循行於身前正中線，各有本脈所轄的腧穴。此二脈循行人

體軀體頭面之主幹正中，故與十二經脈合稱十四經。其餘如衝脈循行於腹部第一側

線，交會於足少陰經；帶脈橫行於腰部，圍身一周，交會於足少陽經；陽蹻行於下肢

外側，上至肩及頭部，交會於足太陽經及足少陽經等；陰蹻行於下肢內側，上至頭面、

眼部，交會足少陰經；陽維行於下肢外側，上至肩、項、頭部，交會足太陽經及督脈

等；陰維行於下肢內側，至腹第三側線上行至頭部，交會於足少陰經及任脈。另值得

一提者為何任、督二脈在人身之中，常是一個非常令人嚮往的經脈，主要是其二脈有

督理全身十二經脈之功，督脈為陽經之海，督理全身六條陽經；任脈為陰經之海，調

理全身六條陰經，所以為何全身氣循起變化後，最後會反應在任督二脈上，其理可見。

如分佈表：（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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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脈 分布部位 交會經脈 

督脈 後正中線 足太陽、任 

任脈 前正中線 足陽明、督 

衝脈 腹第一側線 足少陰 

帶脈 腰側 足少陽 

陽蹻 下肢外側、肩、頭部 足太陽、足少陽、手太陽、手陽明、足陽明 

陰蹻 下肢內側、眼 足少陰 

陽維 下肢外側、肩、頭項 足太陽、足少陽、手太陽、手少陽、督 

陰維 下肢內側、腹第三側線、頸 足少陰、足太陰、足厥陰、任 

 

十二正經與奇經八脈共組成人體重要的氣血循行道路，日復一日循行不已，以維

持人體之正常機能以行使生命現象，看似虛玄不實，然氣在其間循行，只要是有生命

的個體，皆行而不綴，然人如何去感覺其循行呢？除非是特別的體質，否則難感其氣

循，在正常機能下無聲無息，然若人體機能失衡卻可感到一種感覺，可以說是氣的反

應，那就是「痛」，痛以中醫角度而言，乃”氣不通”之象也，捨此，正常人可能很

難有「氣感」的感覺。但是若進入靜坐、修行打坐，這種氣循所反應的感覺卻可能因

人而異，各有各的反應。本教正宗靜坐，乃採自然無為之心法，上接原始先天之炁能，

在進入人體之後，其氣循如何反應？與中醫經絡氣循有關，但絕不是單純之經絡氣

循，亦可能不同於道家修煉的方向，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三、一般靜坐的氣循 

從中醫角度看氣血在人身中的運行，就不難看出一般打坐所產生的氣循反應。人

體的正經循行，十二道經脈以正常的狀況，從後天的脾胃運化五穀雜糧的精微轉輸肺

經之後，而後輸佈全身並由奇經八脈調理全身之經脈，現在若由本身氣機的鍛鍊，可

能由各種手段或方法，強化身體的氣脈循行，在日復一日、累積不斷的強化調理中，

無形中十二正經的氣循日益旺盛，甚而滿溢，進入任督奇經八脈，終而藉由打坐強化

之氣循，在十二正經與奇經八脈上形成強而有力的循行網絡，這種氣循反應，有人後

天生理的神經感覺系統較為敏感，則可見其在身體上產生的如蟻感、麻感，甚至如針

刺感、熱感壓迫感…不一而是，甚至進入道家的高層修煉，產生任督二脈小周天之運

轉，進入由後天的氣循上接先天炁源而產生身心靈之變化、生命之昇華粹變，此即以

正常的後天修煉可見的十二道經脈、奇經入脈的循行變化。在這種過程中是一種內在

的氣，可稱為人身內在的細微能量的變化，在氣循的過程，先由後天較為粗糙的精微

 279



第六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80 

物質，經日積月累的變化催煉，會轉而較為精微的能量變化。以中醫的角度而行，並

不是虛玄，而是可見的事實。然此種打坐所產生氣循的感覺與過程，非親自深入體驗，

仍難窺奇究竟，如同常人飲食生活，其氣每日運行，仍人人無法感覺一樣，此亦如師

尊所言「靜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四、正宗靜坐之炁氣循行 

至於本教正宗靜坐的氣循，筆者個人認為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很值得探討的課題，

先前提到一般打坐的氣循由後天精微之氣，進而催煉而後到達道家的高層修行階段，

會引入另一個精微的能量，此能量即是先天氣能-炁。這個因素是人體在經由後天能

量煅煉至某種層次後，方能引合此種先天的炁能，而產生生命的昇華粹變，但天帝教

的正宗靜坐卻一開始就有此種因素的加入，即『祖炁』。在這種狀況下，正宗靜坐的

氣循一開始就顯得不一樣，甚至到最高境界似乎可說又異於一般靜坐的反應。 

正宗靜坐之氣循，以個人觀點認為：按天人炁功『炁』進入人體的管道，是循祖

炁管道而下，所以祖炁的管道即是先天的管道，這股先天祖炁由師尊接引下來之後，

循著人體的天門而進入，進入之後按天人炁功原理，是先由靈體轉化後方進入人體後

天的機能組織，並與人體後天之氣結合而成『炁氣』轉運型態。筆者認為：炁是性質

相似，但祖炁與天人炁功之炁卻有不同作用，但共通之處即是都要經過靈體的轉化，

方能在人體進行循行。此亦為帝教正宗靜坐有別於一般及道家靜坐之處。而正宗靜坐

之氣循如何運轉呢？筆者從靈體醫學角度推論，仍離不開與天人炁功炁療時炁之進入

方向。炁療時炁進入的程序，由『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至『整體通貫路徑』，這是

整體的路徑，『炁』若能循序而進，自然運轉當中，就會在此循行產生運化。『祖炁』

是一種非常純且先天的炁能，這種炁能與天人炁功的炁能，皆是可因不同之空間而運

化，雖然能量極強，但在人體內若不能為人的靈體運化，卻也難進入體內，另者未經

正宗靜坐開其天門，更是不得其門，再甚者未逢名師接引，何有機緣逢其加持，此三

者皆具，方可讓炁順利與靈體接觸，進行炁氣之鍛鍊；然炁乃精微之能量，在人體內

之運化，乃屬無聲無息、自然而為，非經過長時間之鍛煉或先天特殊體質，甚而心性

修持，卻也難感其『氣感』。此乃是先天之炁之特殊之處，即所謂之『炁化成形』之

妙用，起微妙之變化在於自然而為之中。而正宗靜坐炁氣如何循行呢？ 

以整體通貫路徑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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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通貫路徑 

 

                     外來能量             心性系統   

                                  

氣化系統（二）（1.2 層） 

 

大腦皮層 

      

 

 

氣化系統（3.4 層）       順                脊髓 

                （一）                               末梢神經 

                                     

逆 

︵
機
體
功
能
︶ 

 

 

 

生化系統…臟腑功能 

 

1、祖炁 

祖炁即是外來能量之一，經師尊接引之後，再由同奮默運祖炁，從先天層層而下，

在氣化系統（二）即是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此為自然存在於人體與靈體間的機制，

如先天－炁玄靈子老前輩言：「所謂自行性即是指明這是一種靈、肉之間的自然運作，

並非一般人可以用自我意識來隨意改變的，除非該人經過修持至某一能階熱準，否則

很難突破這種靈肉的侷限。」在此機制下，祖炁經由靈體Ｘ元素之轉化下會將此極為

先天的炁能轉為人體所能吸收的炁氣混合能，而此炁氣混合能會經由大腦皮質之運

化，在正常常態下，首先經由氣化系統（一）進入生化系統，強化生化系統之氣化力

量；或在大腦皮質與順行上來之炁能結合，經由人體之脊髓、中樞神經、末梢神經轉

進入人體之臟腑經絡，在人體臟腑經絡運行，當然就包含了上述中醫理論經脈網路系

統，若是持續運行狀態保持良好，會再經由生化系統再進入氣化系統（一），再進入

大腦皮層，如此循行不已。 

2、心性系統 

此通貫路徑中有一個跟外來能量在一起的心性系統，此系統位於氣化系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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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是隱而不顯，但在炁氣循行中卻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師尊常言：「修無形靈覺

之心」、「性命雙修」，此言箇中之奧妙，筆者以為就在心性系統。天人炁功的炁療過

程中，亦跟其有重要關聯，當天人炁功之炁療能量，若要持續進入人體的治療部位，

即須在第三道的接收關卡，即靈意網路的熱準中心處，與心性系統湧出的氣化內容物

應合上，若契合上則這股炁療能量方能持續顯現其力量，通往指向性的病處，否則對

整體的炁療成效將會顯現不彰。而正宗靜坐過程中其炁流的能量，亦與天人炁功有其

異曲同工之妙，只是一者在於被治者以心性的內容物與天醫之炁相契合，一者以自己

之心性內容物與祖炁之炁化能量相契合，二者契合之後皆會在大腦皮質起加成之作

用，而有利於下一歩炁循的作用。所以正宗靜坐的過程中，日復一日之修此”無形靈

覺之心”當有助於炁化的進行，有利於能量之粹煉，此乃正宗靜坐突破的關鍵之一。

此正如聖訓所言：「心性系統有如一個調撥心靈與生命機體的控制器，它雖然隱而不

顯，不易為人所知覺，但其功能一旦被開啟，將會促使內在的動力能量大量湧現，得

以順利進入大腦皮層中作用，並刺激大腦皮層加速氣化運行，以增強原本處理能量與

意識訊息的功能，使得該個體之心靈意識領域得以擴大，生命機體的運作能力更形彰

顯。」（註 3）心性系統於正宗靜坐的炁氣循行中其重要可見一斑。 

3、生化系統 

在炁氣循行中亦是不可忽視的另一個重要系統即是生化系統，生化系統之結構在

此不予贅述【請參考天人文化新探討（二）】。生化系統如同一具藏存體內的動力發電

廠，它被定位在「能夠維持個體活動的另一組發電系統，其重要性僅次於和子帶動電

子體產生生命現象後所形成的動力來源，和子帶動電子體可說是人體首要發電系統，

生化系統則可視為是次要的發電系統。其中五大能量區專司接收來自大腦皮層或由體

內臟腑傳導而來的電力能量，並在達到一定的運行熱準時，自然得以源源不斷產生電

力、能量（初級發電廠），形成維繫該生命機體的運作，甚至可以將多餘的能量部分

貯存起來，形成一個重要的貯電系統或貯電倉庫（氣胎、高級發電廠），在由初級發

電廠提升到高級發電廠的過程中，體內臟腑是所需的電力與能量的重要來源。」（註

4）這段話提示了幾個吾教靜坐有關的重要觀點，一者往昔常提及靜坐猶如充電，電

池充電，以本教而言，不只是電池充電而是發電廠的充電，而且可由初級變為高級，

此即是本教由初級正宗靜坐進入氣胎，甚而師尊的鐳胎的過程，靜坐修持鍛鍊變化猶

如發電廠電力的變化。二者生化系統初需由臟腑機能維持其起步，即提供電力與能

量，所以可看出，初級之正宗靜坐，對於臟腑功能的提升及維持人體機能的健旺是非

常重要的，此即為本教師尊所傳下正宗靜坐-『性命雙修』重要的關鍵。沒有健全旺

盛的臟腑功能，則難啟於正宗靜坐的高級變化。 

生化系統在炁氣循行中會與臟腑經絡形成通貫互相影響作用，且其中所產生之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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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可影響氣循之方向，影響整體的氣循；而在整體修煉中，氣能在生化系統的變化

更直接影響本教所謂＜煉精化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的過程，甚而結胎的成

果。故此，生化系統在於修煉氣循中更顯其不可或缺之重要性。 

由此通貫路徑我們進入本教正宗靜坐的炁氣循行軌跡，當我們持續靜坐的當時，

此時身體的氣能筆者將之分成二個部分： 

一、靜坐時由於氣機的鍛鍊，此時臟腑經絡系統，隨著靜坐的鍛鍊氣循十二經脈、

奇經八脈，持續運轉，其經絡氣循的調節，隨著前述的中醫理論而循行，日復一日，

此時隨著氣機的旺盛，臟腑經絡的氣能會與生化系統形成能量的互通，情況良好的時

候，會讓生化系統的能量起加乘的變化。 

二、打坐的同時，運用本教的默運祖炁進入身體，此時祖炁經由氣化系統（二）

（似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進入靈體運化，再進入人體的大腦皮層。並與心性系統溢

出之能量契合，首先強化五大能量區之運行能量。                                            

這二個部分，看似分開，其實在靜坐當中是同時進行，此時的氣能在人身中循行，

有後天臟腑經絡的氣循，有先天祖炁炁能，而二者氣循如何產生互融呢？此關鍵即在

臟腑經絡與生化系統間所產生的氣能性質及在大腦皮層的契合。當臟腑經絡與生化系

統所產生的氣能是屬於陽值能量，此時氣能會循著氣化系統（一）的方向進入大腦皮

層，而在大腦皮層若能再與心性系統所產生的炁氣能量契合，則會依大腦皮層當下的

和子力與電子力大小再進行通貫，若和子力大於電子力，則依神經系統進入生化系統

並經由氣化系統（二），再返回大腦皮層作用。若電子力大於和子力，則偏向由氣化

系統（二）進入生化系統，再調整後，再通過神經系統反向刺激大腦皮層繼續作用。

但反之，若生化系統與臟腑經絡間所產生的氣能是屬於陰質氣能，則此時運行的路線

則相反，且大部分的陰質能量會被滯留在各臟腑器官中，而部分陰質氣能會繼續轉入

脊髓部位，進行調節與分辨，再轉入大腦皮質，以維持通貫。而在此過程中祖炁亦持

續而下，其作用即若能在大腦皮層與心性系統的炁能契合，則主要之效能，即加強生

化至氣化系統，或氣化至生化系統，於逆轉或順轉運行上的推動力量。同時也具有舒

緩已形成「損耗」運行的作用力量。同時並且於大腦皮質處持續與生化系統上來之能

量契合持續保持通貫。 

所以由以上炁氣循行的通貫路線可以看出本教正宗靜坐異於一般靜坐之處，筆者

以為即在於「性命雙修」的法門，及祖炁無形自然而為的炁化力量，起於無聲無息、

自然運化。 

「性」－心性系統的炁化能量，必須由修其無形靈覺之心，久而久之，「心境」

熱準能量的釋放與刺激，方可與祖炁能量大效能的融合與作用，並進一步起能量之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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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生化系統與臟腑能量的鍛鍊，進一步提升陽質能量，方可與祖炁與心性

系統而來的炁能起融合粹煉，進而提升能量的變化。師尊言：「坐下去」，一切變化盡

在細微中進行，久而久之，會在日積月累中，起了生命的昇華，再造新生命。 

綜觀正宗靜坐之氣循，可以簡單以下表述： 

 
與心性系統之 

（1）正宗靜坐  祖炁  氣化系統（二）  經 X 元素之轉化  大腦皮質     

 

氣化系統（一）  生化系統  強化由生化至氣化系統或氣化至生化系統之運轉力 

 

量 

 

（2）生化系統與臟腑間之氣化內容  陽質能量  氣化系統（一）  炁氣絪縕 

 

第四、三層面  大腦皮層  與祖炁、心性系統內容物契合  能量與意識訊息之 

炁化能量結合 

深層 
 

總匯與分辨 （  氣化系統（二）  炁氣絪縕第二、一層面  心性系統  炁 

 
常態 與細胞間之訊息傳遞 

化能量作用 ） 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  末梢神經  臟腑經絡  持續與生 

 

化系統發生保持通貫  直至陽質能量熱準消失而終止 

 

（3）生化系統與臟腑間氣化內容  陰質能量  末梢神經與細胞間的訊息傳遞  

 

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  脊髓  初步能量、意識間之匯集與分辨  大腦皮層  

 
深層 

能量訊息總匯與分辨 （  氣化系統（二） 炁氣絪縕第二、一層面  刺激心 

 

性系統  炁化能量作用）  氣化系統（一）  炁氣絪縕第三、四層面  生化 
常態 

 

系統五大能量區  與臟腑氣能發生連續性通貫  直至陰質能量循環熱準受破壞 

 

而終止。 

所以在持續的打坐當中，氣能持續在靈體與肉體臟腑經絡與生化系統五大能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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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作用，若能量持續在通貫中，粹煉出更精微的能量時，則會產生更精微的變化，

即在五大能量區產生另一種的能量，如結胎，若胎能屬陽性氣能，其能量持續與靈體

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五大能量區持續反應，甚至煉就封靈的形成，此即是本教正宗靜

坐之殊勝所在。相反，更要注意者，若其結胎屬於陰性氣能時，則其內在質能上的變

化成效，終將維持在以負面性質能變化為主要作用重點，修煉出魔胎之類的偏差成果

（註 5）。此亦為吾人修煉不得不慎之處。 

 

四、正宗靜坐與一般靜坐氣循成就比較 

如上所述，就以氣循角度而言，我們可以釐出本教與一般靜坐最大不同點在於祖

炁之加持，此祖炁之加持不經肉體的運化，而需由靈體之運化而至生化系統，以加強

生化系統與臟腑經絡及氣化系統間之通貫力量，當生化系統與臟腑經絡持續的通貫

中，藉由質能的焠變，可以煉就結胎與封靈之成果；而一般靜坐其氣循必須臟腑經絡

持續的鍛鍊強化與心性持續精進修持，結合後，方可使生化系統與氣化系統起精微質

能變化，造化好，方可進一步引入先天炁能，再粹煉更高之能量變化，這中間所需多

少時日與磨練，可能非我們所能想像。師尊說過天帝教同奮修持由如坐直升機直升，

由正宗靜坐氣循即可深切看出，此殊勝法門值得珍惜把握。 

 

五、結論 

吾人常以為靜坐是一種枯燥單調的外在行為，但內在卻蘊含了奧妙的氣機反應，

人在日復一日單調重複的行為中，最值得興奮喜悅的莫如內在氣機的變化的感覺，外

在如鐘如松如枯木，但內在每天隨著氣循的反應，卻有難以言表的內在變化，這就是

靜坐的奧妙，也是靜坐中氣循過程對身心靈影響的結果。此文只是對正宗靜坐氣循的

初探，只粗略探討各系統間較為廣泛性的循行，其間各系統內細微之氣循，除臟腑經

絡系統外，如氣化系統、生化系統，仍有待深入探討，希望此文的提出，有助於下一

步各系統氣循之探討及理論與實際的印證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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