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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涵靜老人之「自然充滿生命，生命充滿自然」命題，說明自然界一切生化現

象，包含物質與精神同樣不滅的循環過程，自然是生化的本根，也是運動變化的律則，

並沒有其他力量操縱。宇宙是由精神與物質依心物一元二用論，不斷矛盾之統一、對

立之調和的場所。人與宇宙同源同質同構，也同其他生命體一樣，即 「和子」、「電

子」之適切配合，產生生機與生命。在此宇宙之間，一切均受自然律之支配，即生命

亦不能逍遙於「道法自然」之外；故人生之性質亦是心物一元二用論，在呼吸之間，

隨著氣化流行，生命與自然合而為一，涵靜老人據此物質之自然觀與精神之人生觀提

出宇宙生命觀，形成宇宙人生渾然一體之天人合一理論。涵靜老人的天人合一理論，

不斷返本開新，積極回應時代課題的挑戰，展現宗教常住不滅革新精神，而保持宗教

本身的常存價值。 

 

   關鍵字：自然、生命、氣化、宇宙生命、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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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充滿生命，生命充滿自然─── 

涵靜老人之自然生化觀與宇宙生命觀 

 

黃 子 寧 （ 靜 窮 ）  

 

壹、 前 言 

一、思想背景： 

   「自然充滿生命，生命充滿自然」之命題，原始出處為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所

著《天帝教教義─新境界》
1
 附錄二〈新境界原序〉：「自然係充滿生命的自然，生

命亦是充滿自然的生命。」
2
。這篇序文的敘寫目的在說明《新境界》編寫要旨在

闡發天帝真道，說明生命來源、人生究竟，是涵靜老人於中日戰爭期間，靜居華山窮

究宇宙真理，潛修所撰涵蓋「天人合一」、「聖凡平等」之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此書

係由科學、哲學、宗教精義融貫整理分析而成，立論積極向上樂觀奮鬥，旨在使人認

識超越時代之宇宙人生新境界。其哲學基礎在於：肯定「心物一元二用論」之宇宙本

體，說明宇宙萬物之生動現象，實由和子（心）與電子（物）兩種質素所組成，心與

物兩者渾然一體之兩面，物不離心而獨立，心不離物而空寂，宇宙之中實為心物並存、

統一調和的場所。文中不斷反覆論證唯心唯物兩種對立思想是落伍陳說，惟「心物一

元二用論」是心物之爭的初步答案。利用唯物論為鬥爭工具，是不合宇宙自然法則的

極端行徑，終將覆沒，而人類本身應該急起聲討，撥亂反和；並強調心物一元二用是

宇宙本體，要把握宇宙本體去認識世界，建立宇宙人生觀。 

    這篇序文於民國五十年《新境界》易名再版時增補進來，其文章語境開顯了不同

於民國三十一年成書時所關注的時代課題。成書的背景是中日戰爭期間，為了撫慰陷

於苦難、疲弊的人心，邁向精神重建道德重整，進而激發人心創造文明，所以涵靜老

人與黃維道、維生先生在華山以神學天人交通新途徑，結合當代科學、哲學知識，溝

通天人求出真理，揭發生命之究竟、精神之寄托、奮鬥之階段、世界之歸途，建立適

 
1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一書，乃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於民國廿六年七月二日

蘆溝橋事變，對日抗戰前五日，辭官攜眷潛居華岳，日與天遊，參悟宇宙境界，溝通天人文化，經

天人合作，於民卅一年壬午之冬完成。原名「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民國卅三年於西安市出版發

行。民國卅八年五月舉家東渡來臺，為使無神論者避免宗教主觀觀念的影響，便於接受，進而瞭解

宇宙人生的新 境界，故於民國五十年再版時易名為「新境界」。以下文中引用天帝教教義，則直接

註明《新境界》。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帝教出版社，1997.10 月三版一刷。 
2 《新境界》於台北再版發行時，涵靜老人親撰自序及後記二篇加附其內。同上，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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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時代需要的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以開拓人類生存競爭思想領域，化除凶殺暴虐仇

恨心態，希冀戰爭早日結束，世界和平早日到來。筆者認為這是涵靜老人第一天命的

體現。 

    到了民國五十年寫序文時，當時的時代背景正處於人類未能普遍正確認識宇宙真

理，因而囿於心物之爭，各走極端，形成世界民主、共產兩大政治陣營壁壘對峙，偏

執思想造成民族乃至人類共同的劫難，而中華民族亦慘遭分裂的苦難。涵靜老人深感

人類的劫難源於生命不明究竟、沒有根， 上帝（天）不見了，世界觀、人生觀落入

主客關係二元矛盾對立，科學昌明卻被利用來製造毀滅武器，物質文明發達卻助使人

陷於物欲迷失真性，地球資源有限而人欲無限，以致個體生命心物不得和諧、人我不

得和諧、國與國不得和諧。如果人類不能從根自救，認識宇宙本體心物一元二用的真

理，體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與責任，回歸 上帝所設立的宇宙真道，撥亂反和，回歸

自然，恐怕將演成人類無法挽救的毀滅浩劫……窮本探源，終結心物之爭，筆者認為

這是涵靜老人當時關注的時代課題，亦其第二天命的呈示。 

    思想，可以超越已知的知識與科學，是人類面臨命運轉折時最重要的核心力量，

足以激發人心、改變行動、創造文明；而所謂真理是依著人類思想的進化（即境界），

而一層層被揭曉。涵靜老人認為：宇宙之間真理無盡無窮。科學家、哲學家、宗教家

亦應順應時代潮流，各本已知之理趨向於心物交相組合的途徑，以求發現闡明「一切

未知」之理。而每個時代的宗教除了必須適應每個時代的思想要求，更應把握科哲相

配原理與自身修持功夫，交流天人文化，啟迪後世繼續不已朝著宇宙境界探求天人之

間永無止境的最後真理。
3
 

二、自然生命，生命自然 

   「自然充滿生命，生命充滿自然」之命題，原始出處為涵靜老人《天帝教教義

─新境界》附錄二〈新境界原序〉
4
倒數第二段： 

      在此自然界生化不息精神與物質同樣不滅的循環過程中，自無至有，從 

      有返無，實無何種超自然律之力量，足以無始無終的運行不已，嬗變不 

      已，生生不已。惟有認識大自然為大自然自身所創造，物質為自然所凝 

      成；自然係充滿生命的自然，生命亦是充滿自然的生命。世界一切生命 

      現象，由於永恆不已的矛盾的統一，對立的調和，故在吾人之一呼一吸 

      間生命已與自然交織為一，而宇宙人生渾然一體之道大明。對於心物協 

      調，聖凡平等，宇宙無分，天人大同之由來，益得明證。而人非純粹的 

                                                 
3 參閱《新境界》，頁 4。  
4 《新境界》於台北再版發行時，涵靜老人親撰自序及後記二篇加附其內。同上，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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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天非純粹的天，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的微妙關係，更易識 

      透。 

此段說明自然界一切生化現象，包含物質與精神同樣不滅的循環過程，自然是生化的

本根
5
，也是運動變化的律則，並沒有其他力量操縱。宇宙是由精神與物質依心物一

元二用論，不斷矛盾之統一、對立之調和的場所
6
。人與宇宙同源、同質、同構，也

與其他生命一樣皆有同質性的元素，即 「和子」、「電子」之適切配合，產生萬物之

生機與生命。
7
 所謂「生命」，《新境界》解釋為「性靈和子」，和子（即性靈）並非

虛無飄渺的氣體，亦是一種高級化學元素之組合。
8
 此宇宙之間，一切均受自然律之

支配，即生命亦不能逍遙於「道法自然」之外。故人生之性質亦是心物一元二用論
9
，

在呼吸之間，生命與自然合而為一，形成宇宙人生渾然一體之道。涵靜老人在這裡所

說的 「呼吸」，不單指後天口鼻的呼吸作用，亦指中國哲學氣化宇宙論的氣化作用，

甚至指涉更積極的、具有宗教意義的呼吸，即無形天門開闔呼吸先天的浩然元炁，涵

靜老人所謂的「呼呼吸吸通帝心」。心物一元二用是宇宙人生觀的哲學基礎，一元是

指生命，二用是兩種表現：和子與電子。所以涵靜老人的宇宙觀是生命的宇宙觀：   

「自然充滿生命，生命充滿自然」。這裡的「自然」可以當道解：「道者，和也，

和力也，即銜接媒介親和之真理也」
10
，道雖是形上物，仍為實質的，且在人類本

體之中，而與天地相和合。道是不斷復反運動的，並遵循自然律媒介親和形上形下、

自然物質，處處彰顯道意——生機。而這裡的「自然」也可以當宇宙解，因此涵靜老

人結論：「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  

 

 

貳、自 然 就 是 生 命 的 展 開 

    先秦道家所說的「自然」，陳鼓應先生認為有三層意涵：一為物理的自然，二為

人文的自然，三為境界的自然。而老莊言自然，多屬人文自然，即意指人的自性的發

揮。
11
 漢魏以後，「自然」學說更被突顯，例如：東漢王充以道家自然觀對抗儒家神

學目的論「天人感應說」；魏晉新道家則以「自然」抗擊儒家「名教」，提出「越名教

而任自然」的命題。道教對於「自然」的理解圍繞並密切聯繫著「道」這個最高範疇

 
5 「本根論」始見於張岱年先生《中國哲學大綱》（台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92），張先生對於 

   中國哲學宇宙論探討所使用之範疇，並且，其將「道論」置於「本根論」之下，就其使用意義 

   囊括本體論或宇宙論。「本根」一辭已為學界接受，於哲學領域普遍使用。 
6 《新境界》，頁 67。 
7 《新境界》，頁 43。 
8  同上，〈生命之究竟〉：「生命者，和子也，亦性靈也。」，頁 57。  
9  同上，頁 67。 
10  同上，頁 117。 
11 陳鼓應，〈道家的人文精神〉，《道家文化研究》第 22 輯，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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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與屬性而展開，即道教認為：（一）自然為產生道的根本；（二）自然為宇宙萬

物的本性，萬物以道為法，以自然為法；（三）自然是道的本性，自然本身即在道中，

無須效法。
12
 涵靜老人認為： 

（一）自然就是道： 

           道者─陽─動─自然─先天─無形↘ 

                                      ＝〉和─宇宙萬象  

         德者─陰─靜─物質─後天─有形↗ 

    自然就是道，與物質根本相對，二者相對而不相離
13
，和合演成宇宙一切生動的

萬象、活潑的生機。 

（二）自然就是自然法則： 

            ↗「自然律」（機械律）——旋和律、萬有引力 
14
   

宇宙公律 ＝ 

            ↘「自由律」，（神律）——神仙操縱「自然律」之科學方法。
15
    

（三）自然是氣化流行：一切物質的、精神的生成演化，包含風雲雷電火山地震高山

大洋等自然現象皆生命的氣化作用。 

    關於「自然」與「道」的本質屬性與運動生化的思想，成為我們認識宇宙、人生

與天人關係的理論基礎。道家自然觀產生、形成與演變則體現了人認識宇宙創生運

動、萬物生成演化、天人關係、生命境界所具有的特殊視野以及人主觀能動的實踐行

動。 

 

一、自然就是道，道法自然 

關於世界本原的哲學問題，中、西、印度三大哲學系統，以此揭開了古代世界哲

學序幕。希臘哲學史上第一位哲學家泰利斯，提出水是萬物本原；作為中國哲學之父

的老子，則提出比水更抽象的道作為萬物本原。老子從「物」的世界中建立起「道」，

以道作為人文世界的本原和本根，從而開創了中國的本根論與宇宙論。
16
  

    先秦時期，老子建立了天道自然無為的學說，完成中國哲學史上理性的突破。老

子提出的「道」的哲學範疇，使人類的認識超出具體的、個別的事物的侷限，概括出

                                                 
12 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437。 
13 參閱《新境界》，頁 118。 
14 同上，頁 74。 
15 同上，頁 69。 
16 陳鼓應，〈道家的人文精神〉，《道家文化研究》第 22 輯，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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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原則的道。「道」字本義為人走的道路，引申義為方法、途徑，已初步的具有規

律性、普遍性的意思。「天道」一詞，在春秋時期已是指天象運行的規律，也有時包

括人生吉凶禍福規律的意義。老子吸取了道與天道的一般涵義，將之概括為事物存在

和變化的最普遍原則
17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立不改，周行不殆。可以為天地

母。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 

老子認為有一個混沌未分，在天地未判就存在著的這個存有，它比天地更在先，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它不靠外力而存在，永遠循環往復的運行著。混然一體

的存有，可以作為天下萬物的根源。不知道應當叫它什麼好，就叫做「道」，勉強給

它起個名叫做「大」。在這裡，老子反對 上帝創造世界的神創論，反對世界的形成起

於外因。「道」，是客觀存在著，不停地運行的實體。老子接著說：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二十五章）  

 

此處應該是用當時天文學上描述天體運行的狀態來描述道體的運行狀態：道的運

行，週而復始；道、天、地、人這四者都很重要，但道是最基礎的。筆者認為，老子

的道論建構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這裡的「域」，有場域的概念，應該指的是宇宙，

而人並列其中，表示老子肯定人來自於宇宙。陳鼓應先生認為，將人列為四大之一，

如此突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這在中國思想史上尚屬首見。18 最後，老子提出結論：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人效法地，以地為根據；地效法天，以天為根據；天效法道，以道為根據；道以它自

己的本來的樣子（自然）為根據。道的內在原因──自然，決定了它的存在、運動，

而不靠另外的原因，這裡排除了 上帝（天）的意志力量，呈現機械式的自然律則。

王弼、河上公、陳鼓應先生都認為這裡的「自然」是狀詞，自然而然。筆者認為，「自

然」的律則貫穿連繫道、天、地、人，「自然」也可以是名詞，就是包含道、天、地、

人四者的整體存有，「自然」界即宇宙，與張載「太虛即道」的「太虛」有異曲同工

之妙。   

對於「道」，《老子》還有進一步的描述： 

 

 
17 任繼愈，《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46。 
18  陳鼓應，〈道家的人文精神〉，《道家文化研究》第 22 輯，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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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物19，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精。其精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 

 

老子說明「道」不能通過耳目感官直接認識，因為它沒有具體的、固定的形象，所以

也無以名之。「道」創造萬物呈現虛無的恍惚狀態，但是虛中有實，其中包含「精」，

「精」不僅是真實存有，而且「有信」，以其自身之運動規律可供信驗，證明它的存

在。任繼愈先生認為這裡的「精」是指極細微的粒子狀物 
20
。這裡的「信」，除了說

明道的運動變化具有固定不變的律則之外，維生先生認為「信」也是「信息」，並以

能量（即氣化）的形式儲存、溝通、傳布。《老子》接著說：「自古及今，其名不去，

以閱眾甫。」（二十一章）因為道最真實、最具體，它是永恆存在，根據它，才能認識

萬物的開始。沒有固定形象的道，在老子看來不是「空無所有」的「虛無」，而是最

真實的存在，它是一切具體事物所以產生的最後根源。 

    「道」具有「有」和「無」兩種性質，老子常常用「有」和「無」來說明自然界

的存在；「無」是比喻「道」的無形、無限性，「有」是比喻「道」的實存性。在老子

看來，凡是有固定形象的物就會有限，具體的、有名的物，只能生出具體的、有名的

物，它們不能產生萬物，所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而「無」

比「有」更根本
21
。從無形無象到有形有象的過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道是無形無象混沌狀

態的精氣，混然一體的存在。維生先生認為，「道生一」的意思是道產生一個元素——

先天炁。
22
先天炁分化為陰陽之後，不斷由對立的兩種氣相互推動轉化，產生氣氣沖

和的狀態，進而生成萬物。筆者認為，所謂「三」並非指新的第三者，而是陰陽二氣

和合不斷相互推動轉化的運動狀態，勉強的稱這整個陰陽和合且不斷相互推動轉化的

氣為「和」，故「和」即是生成萬物一切動力的根源。這個動力的根源說也與涵靜老

人所說：「一切現象中之動態，皆是電子力與和子力所成之『和力』。」
23
 相同。 

中國哲學史上，《尚書．洪範》的五行說認為水、火、木、金、土是五種構成世

界的最基本元素。《管子．水地》篇認為水是萬物的根源。《易經》以天、地、水、火、

                                                 
19  此處「道之物」是依高明先生《帛書老子校注》校正，且此文高明先生認為訓「之」為「生」較 

合本義。而王弼本作「道之為物」，大陸學者過去對於老子哲學究竟屬於唯心論或唯物論進行過多 
次討論，此句經文即是兩派爭論的焦點之一。唯心派認為「道之為物」就是「道創造萬物」，唯物 
派如馮友蘭則持「道是物」譯法，而任繼愈將「道之為物」直接譯作「道這個東西」。參閱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329~330。  

20  任繼愈，《中國哲學史》第一冊，頁 46。 
21  任繼愈先生認為這裡老子給唯心主義留了後路。同上，頁 48。 
22  李維生，《天人合一研究》上冊，天帝教極院，1995，頁 54。 
23 《新境界》，頁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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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雷、山、澤八種自然物作為萬物的起源。這些不同的學說都力圖在物質世界中尋

出一種或多種物質來說明世界的本質與成因。這些學說的哲學價值首先在於揚棄了 

上帝創造萬物的宗教思維，從自然本身尋求說明世界的成因；其次，它們力圖在複雜

多樣化的現象中，找尋統一的、概括的總原則，促進了人類抽象思維的提高。但是它

們共同的缺點是用部分說明全體，用具體的事物說明普遍的規律。 

   筆者認為：老子的道，作為世界的最後本原，由精神外化為物質，藉由道內在和

力作用，再將精神結合物質，心物一元。道的屬性「無」，不同於任何具體的事物，

彰顯道是無限大與無限小的統一並運動變化著，包含更廣泛、更概括、更具有普遍規

律的意義，而有無的統一，才有生成。老子的道，包含陰陽二氣的矛盾統一；而道依

循自然律自身復反的歷程，即動力「和」 的「化成」，作為「生」的具體意義。 

    

二、自然是氣化，生命在氣化 

    前期道家老子和莊子的「天」超出天命的範疇，直向自然義的天──「道」的範

疇發展，他們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根，人亦是以「道」為本。《莊子．知北游》：

「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人

的一切皆非獨立於自然，而為自然之物。道生化天地萬物，由無而有；而道也是氣，

氣聚氣散。《莊子．知北游》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又說：「通天下一氣耳」。說明生命從自然一氣而來，氣聚是無形結合有形的生命

狀態，是為生；氣散是無形離散有形的生命狀態是為死，生死死生，方生方死，無所

謂生無所謂死，完全是自然「化」的作用。 

譚峭認為萬物都是從道而生，從虛演化而來。《化書．道化》：「道之委也，

虛化神，神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塞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神，

神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塞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

養氣，忘氣以養神，忘神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24 這裡說的是虛、

物變化的兩個過程。從「虛化神，神化氣，氣化形」是道順生萬物的變化過程，即

「道之委也」；由「形化氣，氣化神，神化虛」是萬物還原於道的變化過程，即

「道之用也」。在譚峭看來，有形的萬物始原於虛，又還原於虛，杳渺的虛既是萬

物的本原，又是氣的歸宿，而氣不過是從虛到形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譚峭看來

 
24  譚峭，《化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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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聖人所以高明，在於能「窮通塞之端，得造化之源」，了解虛是世界的第一原

理，並且從「道之委」和「道之用」兩方面達到虛實統一、心物合一的境界。   

   

三、涵靜老人物質之自然觀，心物一元 

    涵靜老人認為，宇宙本體之最終成分、宇宙動力之基本律則是科學、哲學上的問

題，也是宗教上的問題。《新境界》第二部〈物質之自然觀〉，說明宇宙間構成物質之

最終成分是「電子」與「和子」。電子是物質的最終成分，是粒子；和子是精神的最

終成分，涵靜老人認為和子並不是虛無飄渺的氣體，而是一種高級化學元素之組合
25
，

這是也是一種粒子，不過是形而上、精神界、無形的粒子。電子又分為陰電子與陽電

子，電子由於同引律之關係而結成陰靜之物體，和子因受異引律之支配而出入於任何

物體之內，形成心物和合一元二用的世界。自然就是宇宙，包含物質與精神，而宇宙

間整個生動現象，實為無量無邊之和子與電子兩種基本質素統一調和之組成。所謂無

所謂心，無所謂物，兩者實為渾然一體流行不休的兩方面。物不離心而獨立，心不離

物而空寂，兩者不能須臾分離。心與物的關係，只如一個手掌之有手背與手心之分，

只是一個整體不同的兩面而已。 

    電子（物質）與和子（精神）所構成之一元二用的宇宙本體，即為一切動力之根

源。此種動力，或為物質之自然的，或屬精神之自覺的，均屬電子與和子相互推動配

合之影響，亦即是電子與和子交相配合而成之動的單位。一切現象中之動態，皆是電

子力與和子力所成之「和力」之作用。 

 

叁、生 命 的 價 值 在 合 乎 自 然 

一、宇宙人生渾然一體 

 回顧殷周之際人文精神的萌發，我們了解是以憂患意識為基本動力。此一憂患

意識，亦灌注於各偉大思想流派之中；儒家墨家不待說，先秦道家，也是想從深刻的

憂患意識中，超脫出來，以求得人生的安頓。以老子哲學思想為例，老學的根本動機、

根本用意是救人、救物、救世，不在於單純為追求智慧而發展形上學的宇宙論。徐復

觀先生認為：「老學的動機與目的，並不在於宇宙論的建立，而依然是由人生的

要求，逐步向上面推求，推求到作為宇宙根源的處所，以作為人生安頓之地。」 

    所以，道家的宇宙論即是道家的人性論，宇宙人生渾然一體，宇宙論不過是人生

哲學的副產物；老子要從宇宙根源決定人生與自己根源相應的生命價值、生活態度，

                                                 
25 《新境界》，〈生命之究竟〉：「生命者，和子也，亦性靈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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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安放在宇宙根源的處所，以取得人安身立命的立足點，而

這也正是老子思想的目的
26

，老子的終極關懷。 

    生於民國初年的涵靜老人，生於憂患長於憂患，亦同傳統中國人的哲學觀點，皆

是以生命領域為中心，上達至神聖的天，下踐形入於物質世界的深處，處在宇宙之中；

而其宗教思想最根本目的在於「救劫」，即為大宇宙整體生命生生不息而奮鬥，故人

生的目的亦為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此救劫的天命意識，貫穿了涵靜老人一生的知與

行。 

 

二、涵靜老人的宇宙生命觀，以宇宙為家 

    從涵靜老人民國七十年發表的〈宇宙生命談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27一文中，可

知：吾人之生命包含肉體生命（即電子體）與精神生命（即和子）。電子是物質的最

終成分，是粒子；和子是精神的最終成分，涵靜老人認為和子並不是虛無飄渺的氣體，

而是一種高級化學元素之組合
28
，這也是一種粒子，不過是形而上、精神界、無形的

粒子。此二者組成人的整體生命，展現活潑潑的生命現象。另外從《天人親和真經》
29

裡的「十大天人」，對涵靜老人的生命觀有所補充：

「浩浩無痕，清清天際，美偉大哉！覆幬載寧之中，咸含生和，苗萌十

大天人。貫繫連氣，無為之有為。」
30
 

這段說明宇宙浩大虛無清朗，在天覆地載之中，處處佈滿生命、處處充滿生機，即處

處都有和子，依著無為的自然律，氣氣流行，自生自化，生成「十大天人」。而「十

大天人」生成的內在作用，經文中的主講者天人教主進一步說明：「宇際天間，二大

勝善，十大天人」31
。所謂「二大勝善」即「同」、「異」的作用力，亦即自然律中

的引合公式：同引異排、同排異引。「同」、「異」的作用力依據和子、電子本身質的

精粗、重的大小而有相引合、相排斥的作用，聚散而成十種不同類型的「天人」；筆

者認為「天人」可以理解為宇宙之間的生命體。「天人之質衡，權於知行」
32
 ，說

明「天人」的分類依據的是「知」、「行」功能的高低而判。 

    所謂「十大天人」是：聖、凡、和凡、飛和凡、藏生凡、非藏生凡、基動凡、動

凡、基靜凡、靜凡。「凡」的定義是：「慧銳智度，致利致行」
33
 凡即是人，質衡相

 
2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商務，2003，頁 325。 
27  同上，附錄三，頁 133。 
28  同上，〈生命之究竟〉：「生命者，和子也，亦性靈也。」，頁 57。  
29  天帝教基本經典，天帝教始院印行，1982。 
30 《天人親和真經》，頁 12。 
31  同上，頁 13。 
32  同上，頁 14。 
33 《天人親和真經》，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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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天人的原生類型。在人之下的生命體是各種凡，即各種動物、植物、礦物，縱

然肉眼看不到植物、礦物短期時間的運動變化，但是在經文中描述它們不是死寂被動

的物質而已，在其中仍然有和子，有生命、有生機，會主動的運動變化，只是各自的

速率不同。所以，在涵靜老人的眼裡，連石頭都有生命。由人漸次向上修煉，提升知

行功能，可以進化成「聖」；所以，「十大天人」本質平等，都是和子、電子，只因「知」、

「行」功能的高低不同而有不同的生命形態。而聖神，是物質進化的變相，人修證而

成。涵靜老人據此理論基礎提出了「聖凡平等」、「天人大同」以及「第三神論」——

媒介之神（媒自然介物質）
34
： 

（一）、先有自然，後有物質，最後方有神，故名「第三神論」。。 

（二）、大自然為大自然本身所創造，而上帝為調和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 

（三）、物質為自然所凝成。 

（四）、神為物質進化之變相。 

（五）、神權非創造，亦非支配，而為媒介。 

    人秉自然之精華而生，開啟神界之進化：大自然→人→神，人與神同根源，都是

物質進化而成，差別在智慧與修養，並非根本的差別，故「聖凡平等」。人應該加強

奮鬥，把握真理，撥亂反和。故，涵靜老人說：「修道者，合精炁為一體，由物質

而返自然，由後天而合先天，由現實而配真理，發親力而應和力，故能成神。」
35
 

    從上可知人的生命來自「宇宙生命」，且與「宇宙生命」同質、同構。人，作為

宇宙之子，以自然本性事奉宇宙父母，視十大天人（即天地萬物）無一非我手足同胞，

與張載〈西銘〉開顯的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境界相同。人體認到自己在宇宙之間的地

位，則自然而然天道在內心，自然而然隨順天地之道表現在人倫日用平常之間，一如

莊子所說：「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行，本乎天，位乎得。」
36

，

反本歸真，回歸自然，直契宇宙生命本原——自然，而以宇宙為家。 

 
肆、結 論 

一、真理行健，人自強不息 

  《天人學本》中記載著涵靜老人所做的一首詩〈真理行健〉
37 ：    

 

                                                 
34 《新境界》，頁 102。 
35  同上，頁 119。 
36 《莊子·秋水》，台北，三民，1989，頁 201。 
37  此詩是天人教主（即涵靜老人），於民國 34 年下元龍華會功德圓滿日，作於西安天人教始院。參 
    閱《天人學本》下冊，台北，天帝教極院， 1999，頁 54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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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大無涯，時空相假借。 生化原自然，新陳來代謝。 

      惟有性心真，靈明常放射。 斯天不生人，萬古常如夜。 

 

    《天人學本》中亦記載著涵靜老人對於這首詩的解說，茲整理要點條列如下： 

 

（一）、這首詩作於《新境界》剛問世於西北，涵靜老人針對《新境界》而作。  

（二）、宇宙間的真理無窮無盡。 

（三）、假如這個地球上沒有人類，誰去追求真理？所以人比真理更可貴。 

（四）、〈真理行健〉包涵《新境界》之〈物質之自然觀〉、〈精神之人生觀〉： 

      「宇宙大無涯，時空相假借。生化原自然，新陳來代謝。」是「物質之自然觀」 

      「惟有性心真，靈明常放射。斯天不生人，萬古常如夜。」是「精神之人生觀」      

（五）、大宇宙天體運轉剛健不已，自強不息。大宇宙裡的每個太陽系都有一個地球， 

      地球上的人都叫地球人，地球人有高度智慧，可以發現宇宙真理，弘揚傳佈 上 

      帝的大道。 

（六）、用「斯天不生人，萬古常如夜」說明《新境界》是人本精神。 

 

    這首詩的主題是宇宙真理，但整首詩的重點是落在人，以人的視角觀察宇宙，思

考真理。詩一開頭先形容什麼是宇宙？所謂宇宙，廣大無邊，時間、空間的維度也只

是勉強假借來幫助我們——寫詩的人、讀詩的人認識宇宙用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世界

也不過是有形的宇宙，還有一個無形宇宙存在。至於無形宇宙有多大？它必然比有形

的宇宙還大，涵蓋有形宇宙。這整個無法用人間語言、概念形容的大宇宙，勉強的稱

為自然。自然界的一切萬有都是自然自身所創造，物質為自然所凝成，自然內在的律

則，隨著引合機制和子出入電子體，自生自化，生化化生、循環不已。這個自然宇宙

大生命，包含精神生命與肉體生命，自然裡所有的生命體（十大天人）亦皆如此，同

源同質同構。所有的生命體在自然宇宙裡組成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心物一元二

用，矛盾之統一對立之調合。 

    人，是天人的最基本原型，就物（物質）的維度來說是進化的最高級，就心（精

神）的維度來說是成聖（神）的基礎；所以，人有心物兩種矛盾的元素，一方面是渺

小，另一方面極其偉大，是自然宇宙大生命的樞紐，可以從有形生命體「凡」，進一

步生化為無形生命體「聖」。神存在於無形宇宙，對無形宇宙生命的繁衍來說，人有

決定性的影響，可以創造無形宇宙繼起之生命。對於有形宇宙來說，人除了開發利用

自然資源，更負有調和自然氣運、維持生態環境與天體運行平衡的責任，以維持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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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生命各安其位、各適其所，和諧幸福。所以，人是宇宙的骨幹
38

，挺立宇宙大

生命，密切聯繫無形宇宙與有形宇宙。沒有宇宙則沒有人，但是沒有人則宇宙是一片

死寂，如同漫漫長夜，永無光明之期。而人最可貴的是覺悟自己的真性——人心的一

點靈明，用智慧去認識真理，進而弘揚真理開創文明，並且效法天行健的精神，自強

不息從向自己奮鬥做起，進而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積極的為大宇宙之生而生，創

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筆者認為，這裡的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並非說明在有形宇宙生

命量的繁衍，更應指涉作質的提升，提升到創造無形宇宙生命——聖神的境界，即自

我創造與奮鬥，由後天返先天，回歸自然，進化為無形宇宙中的神媒。而這就是宇宙

人生觀的真諦，亦是人生命的究竟。 

    何謂真理？哲學定義的「真理」：「真理在認識論中，是就認識的行為所指的相

同性，在主觀的認識行為中，與客觀的事物相合一。」39
而真理是怎麼被我們認識？

詮釋學認為，重要的不是真理是什麼，而是「我」這個認識的主體怎麼去認識真理。

所以真理是什麼、世界有多大，它關鍵性的決定在於認識主體本身——人！ 

    涵靜老人認為：「真理無盡無窮。人類雖是理智最高等動物，然而僅能了解

理智所能見聞之直覺範圍，即是『大而化之之謂聖的聖人』，亦斷不能因其已

知之理，而窮究出乎『知的極致』之外。」
40
涵靜老人認為人類目前僅能明瞭「相

對的真理」，對於宇宙的究竟仍未能盡知，一方面是限於認識的工具限制，一方面是

走錯了方向，囿於心物之分各走極端，未能窮本探源。就人類如何認識真理問題，涵

靜老人認為必須結合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方法，使真理向人一層層開顯：「真理係根據

善之誠心，一切動念（親力）合乎天理人情，所以終能獲得『最後之神』的同

情親和。」
41
「最後之神」即 上帝，上帝為御統全宇宙和子─性靈的唯一主宰，因

為 上帝具有特種鐳力以操縱電力。也就是說： 上帝為維持宇宙自然律之最高執行

者，具有無窮盡之能量，施予各太陽系熱能與光，藉之維繫全宇宙和子─性靈之生生

不息。所以真理是什麼、世界有多大，它完全以認識主體人的境界（善之誠心，即熱

準）到哪裡所決定，這裡將宗教帶進參與人認識真理的活動，並成為人能認識真理的

最後原因。 

以人為中心開展的天人關係，涵靜老人將它落實在個體的人——我，由我層遞往

外推向人、天、地的生命根源——自然，打通天地人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

合一」，所以「自然係充滿生命的自然，生命係充滿自然的生命」、「人非純粹的

人，天非純粹的天，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 

                                                 
38  《新境界》，頁 141。 
39  張振東，《西洋哲學導論》，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頁 75。 
40 《新境界》，頁 2。 
41 《新境界》，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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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應包含科學並超越科學 

    人類思想由原始的天人合一觀發展到明確地以「主體－客體」天人相分式為主導

的近代哲學，這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大進步，人本精神萌發的歷史轉折點。其結果，一

是發揮人的主體性，推翻教會神權，走出宗教迷信；另一結果則是現代科學的長足發

展。 

    但是「主體－客體」天人相分式也造成了嚴重的弊端和流弊，就像《莊子》裡混

沌被鑿了孔竅，象徵宇宙生命的死亡。一、把主體和客體看成是彼此外在的實體，產

生一個超乎感性獨立的概念王國，將哲學引向脫離現實人生的蒼白境地。二、「主體

－客體」二分在西方近代史發展的結果是越來越被抬高到唯一的至尊的地位，走入無

神論、唯物主義，以致造成物慾橫流、精神境界低下和自然環境對人類反撲的現象。 

明清之際以後，主要是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故有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思想愈

來愈受到批判。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一批先進思想家們主張向西方學習，譚嗣同主

張區分我與非我，梁啟超大力介紹並讚賞笛卡兒和康德的主客關係說和主體性哲學。

中國近代哲學史上先進的思想家們向西方尋找的真理，從哲學上說，就是學習西方近

代哲學的「主－客」二分思維方式與其相聯繫的主體系哲學，具體的說，就是學習科

學，發揮人的主體性，以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學習民主，以發揮人的主體性，反對

封建統治者的壓迫以及各種變相的封建壓迫。 

西學東漸，成為強勢話語。西學為中國人敞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視域，擴展了中

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把中國納入到世界歷史的範圍之內。但是，即使如此，

西學也不是當然的框架，可以用來規範中國人從古到今的所有思考。我們希望西學是

一盞燈，幫助我們看清自己的來路和去向。《新境界》融貫西學，進而發展屬於我們

的新思想去尋求解釋和答案，而不是以西學為版型，把它裁剪成一套現代的衣裝。 

    涵靜老人作為當代宗教思想家，體認必須突破時代困境、宗教框架，運用科學語

言、哲學語言重新建構與詮釋宗教思想。涵靜老人曾隨同 一炁宗主蕭昌明大宗師學

道，復受 雲龍至聖指點靜坐要旨──自然，出入於道藏理論、儒佛思想之間；民國

廿六年，因緣際會，辭官攜眷靜居華山，窮究天人之學，終能揚棄舊有宗教思想，直

承老子道論，參悟宇宙境界；並以天人親和方法，融會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原理，

參酌中外古今宗教哲理，精心建構貫通天人之道：物質之自然觀（含宇宙本體論） 與

精神之人生觀（含人性論、工夫論與境界論），揭示聖凡平等、心物一元二用之宇宙

真道，立論積極向上，樂觀奮鬥，旨在使人認識宇宙人生新境界，啟發人類開拓生存

競爭思想領域。 

    涵靜老人認為，窮究宇宙究竟，應該以「心」（精神文明）結合已發展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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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文明）做研究或探討之方向。由此，真正溝通天人文化，奠立與開啟新宗教哲

學思想體系，積極回應時代之宗教哲學課題。其所開創之宇宙境界論，不僅展現出一

個具有物理空間廣度與心靈精神深度的存有學與世界觀，成為可以包容一切物質存在

與精神存在，即心物一元二用的存有理論基礎；藉此，一天人，合心物，終結了唯心

唯物之爭，且更將真理的高度提升、維度轉向更周遍多元。涵靜老人所建立的宇宙人

生觀，更為現代社會面對全球性的資本物質主義與消費庸俗文化氾濫的困境，建立人

類生命根源於宇宙的形上依據，提供一個足以貞定人性尊嚴的價值理論與自我生命實

踐的途徑。 

    涵靜老人的天人合一理論，具有五四學人
42

精神，不斷返本開新，除了承繼了中

國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精華，亦融貫西方科學、哲學，指導人類思想文明轉型的艱鉅

工程。積極回應時代課題的挑戰，展現宗教常住不滅革新精神，而保持宗教本身的常

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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