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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靜坐炁氣循行-養生強身之探討 

 

賴文志（緒照）  

天帝教天人合一院研究員 

 

 

 

摘 要 

本教正宗靜坐非在肉體上用功夫，而到底能不能對身體產生健康長壽的附加效

益，本文即是探討正宗靜坐炁氣循行-養生強身之理。由教義初學基本智識階段，探

討師尊打坐經過，為何能使身體達到健康養生的作用。本文從本教整體電力引合網

路，探討本教氣能與中醫氣能的差別，並了解氣能的循行與作用，進而由師尊的打坐

初學自習階段，在氣化系統與生化系統的變化，對身體產生的作用，了解正宗靜坐對

於健康養生的可能效能。 

 

  關鍵詞：整體電力引合網路，氣化系統，生化系統，心境能量，炁氣混合能， 

      經氣，真氣，先天氣，後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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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靜坐炁氣循行-養生強身之探討 

 
賴 文 志 （ 緒 照 ）  

 

 

壹、 前言： 

自古以來，靜坐一直是中國上古道家養生保命的修練方法，道家歷代來也流傳

了不少有關修煉而長壽成仙的記載，中醫學上如黃帝內經裡也提到了上古之人法於

陰陽數術，而得以長生長壽的記載，而現代人更有許多人利用打坐、修煉氣功來作

為養生康健的憑藉，這打坐的過程中到底在人體裡起了如何的作用？為何在靜靜地

坐的過程中，日積月累而能讓身體的氣機運行異於平常，而達到健康的狀態。 

當然靜坐看似靜靜地坐著，但其實其中蘊涵了身體的奧妙變化，它包括心理、

生理、醫學、形而上學、生化學、宗教哲學等科學
（1）

，在打坐的過程中，由於氣

機循行的變化使人得到了健康，到底在人體中造成怎樣的氣機循行反應，本文將以

中醫的角度及正宗靜坐與教義精神鍛鍊初學基本智識的過程，來探討養生強身的氣

循反應。 

 

貳、整體電力引合網路 

要提到本教正宗靜坐與養生強身之關係，就不得不了解本教和子電子一元二用

與涵靜老人一生的打坐經過，本教教義言：生命的來源必須宇宙間兩種基本質素之

調和，即和子與電子之適切配合，方能產生低微物體之生機及高級物體之生命。故

生機及生命之來源，首先必由下述電子組合之演進而奠其機械之基礎，然後配以和

子，方能表現出各種有機物及無機物萬殊之狀態。
（2）

換言之，以教義角度而言，

萬物生命之來源皆來源於和子之能量，在於和子與電子適切配合後而由和子指揮電

子行使生命。以人而言，嬰兒初生母胎之時，即將其附近廣三立方丈垂直以內之和

子引入其大腦之中，而後該被引入之和子遂為該人之主宰而行使其權威，指揮大

腦，直至該人死亡之時始止。
（3）

此即人的生死，故人其一生生命的行始，其能量

來源皆源於和子支配電子而行使其生命，而和子是和子帶動電子體產生生命現象的

動力來源，亦稱為人體首要的發電系統。和子與電子的結合後，和子是如何的指揮

與運化才能將和子的能量源源不斷的供給電子體，以行使生命的樂章呢？當和子與

電子體結合後，自然會在人體中形成一種無形的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幫助X原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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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其他三種原素，使各原素均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X原素亦是藉由電質原素指

揮人體中樞及自主神經系統的特性，透過人身中之無形電力引合網路，帶動體內生

化系統的加速運轉，達到強化生理機序的功效
（5）

。（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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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整體電力引合網路，我們即可清楚了解到本教一元二用和子電子適切

配合產生生命的歷程，即和子指揮電子體的原理，了解這一層和子與電子的關係

後，進入本教正宗靜坐的過程中，為何氣炁在人體之運行，產生的一連串反應，對

身心靈運化的過程，及產生效應的過程，就可以進一步的了解了。 

此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區分為二大部分，一為氣化系統，二為生化系統，氣化系

統可理解為和子部分，即和子四大原素所形成的能量軌道與作用區。中間精氣神魂

魄為所謂之生化系統，為五大能量區，其中蘊含了中醫的五臟臟象，後天五行運化

及五大能量區變化，是個極為重要的能量運化區。在此須值得一提的是此圖中粗黑

線的圓圈代表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是人體大腦皮質上下方的一個網路。此網路是

人體內外能量交換的重要樞紐，在本教的正宗靜坐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未

來提到的「心境能量」即在此產生作用。個人以為此圖形的構成乃是和子與電子體

結合之後自然形成的網路，這種無形網路之形成目的乃是幫助和子主導電子體，使

其在二元結合下形成一元的生命的行使，雖是平面圖形，但實際上乃多元多度之圖

案，不可理解成一個平面圖形。筆者亦深深以為此圖藏蘊著帝教修行法門奧妙的原

理，帝教各種法門的原理皆源自於此，是個值得研究亦是必須嘗試解密的寶庫。和

子帶電子體的生命現象是本圖炁氣循行的基本運化，本文將述及之強身養生，是其

炁氣循行的基本變化，而本教各項修持的身心靈變化，是炁氣循行的高級變化。 

此圖之氣化系統、生化系統各有其能量軌道，代表著身體能量粒子的匯集，個

人以為在此二系統運轉循行的”氣”，有別於中醫經絡之氣，此種能量循行乃是先

天和子與後天電子體結合後形成的能量狀態，是一種炁氣混和能量。而這二種系統

會因人體內在和子的修持與鍛鍊而形成運轉的變化，這種變化會使人之身心靈的質

能更進一步轉化，養生強身只是一個基礎性的變化而已。 

 

參、整體電力引合網路炁氣混合能與中醫之氣能 

正宗靜坐或者人間各式各樣之靜坐，談到養生強身皆離不開『氣』，但此氣在

人體的運行與定義，個人以為卻各有不同，吾人常嘗試去用中醫與經絡的理論去解

釋氣的運行，這種解釋雖可粗解之氣的狀態，但實際上，中醫的氣與靜坐之氣卻稍

有不同，與本教正宗靜坐之氣能更有出入。然個人以為這些氣能之本質應是不變

的，但在不同的地方，所解釋或代表的各有層次之不同。以中醫而言，氣能循行臟

腑經絡，在身體構成經氣氣脈系統，此氣乃其基本單位，更代表生命基本的運作。

而靜坐乃是藉由靜坐之方式強化了本身氣的運行。再以本教而言，以無形電力引合

網路來解釋生命的運作，而其中亦有其氣的運行，這中間所謂的”氣”有何不同

呢？由於無形電力引合網路乃由和子與電子的結合而成，和子來自先天，電子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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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結合後由後天配合先天之運化，先天支配後天之運作，再加上本教正宗靜坐

默運祖炁之關係，所以此網路循行了炁氣混合能型態，而這種炁氣與中醫之氣有何

差別呢？要了解這種氣能為何能對身體養生健康有作用，當然要了解其本質為何？

本人試將以本教教義之氣與中醫之氣稍加解釋，此種氣的層次釐清，有助於了解打

坐層次上的變化，亦可幫助了解打坐養生強身的原理。並祈有道之士之指正。 

（一）炁 

（1）是一種先天的能量，純而無染，帶有極高之能量與訊息，並極具多樣性，

可隨著其欲投射到的次元空間之需求，自由地改變原有之粒性大小或質地精

粗，而在彼次元空間形成新粒子，幻化出諸多可以被該次元空間之能量所接

收、轉化的妙用，甚至發揮出可與各性靈和子的意識訊息相互作用，產生「炁

化成形」的妙用。
（6）

筆者以為此種炁能量極高，並帶有宇宙訊息，三度空間

之人類，若非自己修行極高，身心靈質能已變，否則難以接收。本教天人炁功

的炁、正宗靜坐的祖炁即是此種能量。若要為人類所能接收，除了須有人接引

轉化之外，更要經過人類靈體X元素元素之轉化，方能轉為人類所能吸收的炁

氣混合能，此即本教天人炁功與正宗靜坐殊勝之處。 

（2）此炁的作用對於身體肉體之影響，不是直接的，所以才有所謂的「炁化成

形」。此意即是先天的『炁』一旦與某性靈和子意識訊息形成共振，在適當條

件的配合下，該和子的改變將是先從靈體發生能量變化（能變）的效果開始
（6）

，而後逐而擴大至身心的安適變化，情況良好時可達到肉體機能平衡的狀態，

這種作用在天人炁功的炁與祖炁的原理相同。所以本教正宗靜坐接引祖炁的作

用並不在肉體上用功夫，以達長壽健康，但靜坐功夫深了，卻可達到強身養生

的附加效益。 

（二）氣：此氣的定義就較為複雜，以本教的定義與中醫之氣的看法就有出入，但

個人以為是在層次的差別，所言之物各有不同之處。 

（1）本教定義： 

a、”氣”為和子中一種高等電質與靜電軀體交流後所發生的至陽熱流
（7）

。個

人觀點以為此種氣與中醫之氣是不同層次的物質。此言應為先天之元氣與生俱

之，此種氣在靜坐中的過程中若經過強化，有助於中醫之氣的變化。所以才有

教義所云：是故精氣的運行在排去人身中的至陰之電渣（陰氣），自然交流運

轉，用氣引精、用血行氣、過關通節，貫通週身
（7）

。此處以”氣”引精的”

氣”與用血行”氣”的”氣”是指同一種物質，是整體電力引合網路氣化系統

內的”陽電質”部分。這就與中醫之氣有截然不同的層次。是與人類和子與電

子激合後的精粹能量有關。而此處教義所說「以血行氣」與中醫理論的「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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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帥」、「以氣行血」亦是不同層次之說法，應當注意其差別。 

 

ｂ、氣是後天能量的表現型態之一，究其本質是由先天能量粒子經層層消耗與

不斷退化，使得其內所含藏的鐳質粒性與宇宙訊息大部分被封鎖住，而無法表

現出完整的本體特性，故已有靈性粒子與物性粒子之分（處於二用天界之中）

其與先天能量粒子相比，粒性較大，質地亦粗，當這一類能量粒子彼此之間經

抱合沖盪作用後，也會產生某種運化特性，此以”氣”、”氣能”稱之
（6）

。

此段描述定義更能說明本教的氣，乃是和子電子體抱盪激合而成。

 

（2）中醫之氣：＜靈樞．本藏＞云：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

利關節者也。＜難經．二十三難＞：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而榮於身者也。

所以探討中醫之氣就與經絡有絕對關係，中醫稱此經絡內在之氣則稱之為經

氣，經絡網絡全身，無一不有，而行運行氣血協調陰陽之作用，故人之生命與

健康就與之經氣有著密切關係，簡而言之，經絡的生命活動，即是維持人之生

命根本，無”氣”則人之生命就將消失。 

經絡之氣之本質為何呢？經絡之氣簡稱為經氣，經氣如何存在體內？內經＜

素問.離合真邪論＞：「真氣者，經氣也。」在＜靈樞.．刺節真邪＞中又作了解釋：

「真氣者，所受於天，與榖氣并而充身也。」內經這段描述就將人體的氣作了充

分的闡述，說明了人的內在經氣分為先天與後天，先天即為先天之元氣，穀氣即

為後天飲食水穀所生之精微之氣。這兩股先後天之氣，合併而充養人之身體，以

行使生命之作用，這就是真氣，也就是經氣。而這也隱微說明了本教之”氣”隱

涵於中醫之真氣裡面。本教之氣有部分與中醫的先天之氣是指同一種物質。 

（a）什麼是先天之氣？ 

先天之氣是人生命活動之本源，故叫做「生氣之原」。＜難經八難＞：諸十二

經脈者，皆繫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

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靈樞．

決氣＞：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這即是說生氣之原是父母之

精而來，而精是身之本，由於是在身體形成之前，所以又稱為先天，故稱為元氣，

是為腎間動氣，即腎氣，因此腎氣又稱先天之氣。＜脾胃論．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真氣又名元氣，乃先身生之精氣也，非胃氣不能滋也。內經又云：腎者主水，

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這又說明元氣乃是由父母處所得，生於世後，又需後天水

穀之精微所滋養，而五臟六腑之精由水穀精微所得，並由腎藏之而滋養腎氣，人才

能生長發育。這就是先天之氣，是真氣的組成成分，也是經氣之成分之一。 

這裡中醫的先天之氣，個人以為與本教教義的”氣”大致相同，應指同一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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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後天之氣： 

即穀氣，又稱為胃氣，為後天飲食水穀所化生之精氣。＜素問．經脈別論＞：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

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又云：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

上歸於肺，道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難經．六十六難＞：三

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靈樞．邪客＞云：五穀入

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

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

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晝

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這即說明人食了五穀水

飲入胃後化為精微，散精於五臟，並化為三氣，宗氣出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

氣出於下焦，這些都是經氣之組成成分，即為後天之氣。綜上所述中醫之氣即真氣

經氣，可以下表所述。 

 

   先天之氣

 
（元氣.真氣） 

 

生氣之原腎間動氣呼吸之門三焦之原十二經之根本

積於胸中出於喉嚨貫心脈行呼吸肺朝百

脈 

 

宗氣 

（上焦） 胃之大絡虛里出於左乳之下脈宗氣心主

血脈 

營氣 

（中焦）

水穀之精氣化以為血行於脈中以榮四末

內注五臟六腑 

     

經
氣
︵
真
氣
︶ 

 

 

 

後天之穀氣 

（胃氣.食氣） 

衛氣 

（下焦）

水穀之悍氣足少陰分間行於脈外先行四末

行於五臟六腑 

 

這裡又必須一提的是那臟腑之氣又是為何呢？其實臟腑之氣與經絡之氣都是

全身之氣，亦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真氣、經氣，氣分布在某一臟腑或某一經絡即成為

某一臟腑或某一經絡之氣，而這些氣則是構成各臟腑的基本物質，也是推動和維持

各臟腑，進行生理活動的物質基礎。而其來源亦是來自於先天之氣，自然界呼吸的

清氣，和脾胃化生之水穀精微結合化生而成
（8）

。 

綜觀上列所述，對於身體之氣，已大致了然，本教之氣偏於和子與電子體所激

盪而生之氣，帶有先天之氣與後生生發之氣。中醫之氣則有先天之精所化生之氣即

元氣、先天之氣、腎氣，及後天水穀所化生之營氣、衛氣、臟腑之氣，及與呼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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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結合之宗氣。而先天之炁，則存在於高度空間，本身之和子則具有先天之炁的隱

含能量與訊息，並具有轉化先天之炁為後天炁氣混和能之能力。中醫之氣分佈臟腑

經絡，全身無一不在，循行經絡絡屬臟腑溝通內外，形成一個全身之經脈網路，此

一網路維持生命之行使，循行正常則通而無病，不通則痛而成病。本教整體電力引

合網路和子藉由此網路支配生命個體而行使生命，和子能量足夠支配電子體順暢則

無病，若和子病或電子體病，則此網路運行軌道失衡，顯露病症。不管中醫或本教

網路，皆著重於循行通暢合乎軌道運行，人之病痛，都可造成中醫經絡與無形電力

網路之循行失暢，打坐無非強化了中醫經絡循行之氣，與無形電力引合網路氣能的

運行。而由氣的本質而言，無形電力引合網路的氣能包括了中醫經絡的氣能，中醫

氣能只是無形電力引合網路的一部份，屬於生化系統部份。整體而言，無形電力引

合網路包括了肉體與靈體，所以若以打坐而言，整體電力引合網路更能說明靜坐上

的一切身心靈氣能之變化。 

 

肆、靜坐強化”氣”的哪些作用？ 

氣是自古迄今一種宏觀下的物質，雖然物質科學昌明，儀器精銳，但迄今全球

只要接受經絡氣機理論，仍不能脫離用”氣”來表達這種經絡中的物質，在打坐過

程中，由於氣機的運行與改變，想當然耳一定可以理解到打坐或練氣功者身上神經

或生化、內分泌的改變，但”氣”這種物質人們至今仍無法用身體上任何一種科學

醫學的微物質來取代它，因此迄今”氣”這種物質，仍為人類留下了很多可以探討

的空間，而本教的氣與炁更遑論了，所以個人以為在探討這些與氣有關的作用，仍

應從古代宏觀的角度探討，要來得貼切，吾人仍以從中醫角度來看氣的作用。 

靜坐為何能達到強身養生的作用，主要是”氣”形成了變化，而氣在身體是有

什麼作用呢？＜難經．八難＞：氣者，人之根本。＜類經．攝生類＞說：人之有生，

全賴此氣。＜醫方考．氣門＞：「氣化則物生，氣變則物易，氣盛則物壯，氣弱則

物衰，氣正則物和，氣絕則物死…」，這種說明了氣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最基本物質，

並具有生理功能，而氣的強弱表達了一個生命個體的強與衰，氣的強化與平衡有助

於一個生命個體的健康。氣的作用以中醫之理論而言，具有以下之作用： 

（一）推動作用：主要是以氣自身的活力與運動，推動和促進機體的生長發育，各

臟腑、經絡等組織器官的生理活動，血的生成和運行，津液的生成，輸布和

排泄等。若身體氣不足或氣的活力和運動減弱時，則氣的推動和激發作用減

弱，機體各方面的生理活動也隨之減退，生長發育可能遲緩，成人則可能早

衰，或病痛形成。 

（二）溫煦作用：＜難經．二十二難＞：「氣主煦之」，是指氣對於機體的臟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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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皮膚、筋骨等組織器官和血、津液具有溫煦作用。溫煦若失常可能出現

寒象，如四肢不溫、體溫低下、畏寒喜溫等現象。 

（三）防禦作用：＜溫疫論補注．原病＞：「凡入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實，

邪不能入。」「因本氣虧虛，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氣的防禦作用主

要具有防止外邪入侵人體而致病的作用。所以有人常感冒生病，由氣的角度

而言，”其氣必虛”，就可以理解了，乃氣的防禦作用減弱了，全身的抗病

能力也隨之下降，造成外邪入侵而致病。 

（四）固攝作用：是指氣的固攝作用，能對血、津液、精液等液態物質有防止其無

故流失的作用。若氣的固攝作用減弱，則可以導致體內液態物質的流失，如

出血、大汗、遺精、尿失禁等。 

（五）氣化作用：氣化是指通過氣的運動而產生各種變化，諸如氣的生成及代謝，

精血液的生成與代謝及其相互轉化，都是氣化的範疇，因此機體的新陳代

謝，實際是氣化的具體體觀，筆者以為氣化是人體生命的基本功能作用，除

了基礎的氣化代表了人體基本的新陳代謝與生長外，靜坐的氣的作用，亦包

括於氣化的作用，是屬於高度功能。 

以上五種氣的作用功能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缺一不可，它們必須密切協調

配合相互為用，才能維持正常生理狀態。靜坐在氣的推導下能讓身體功能產生變

化，就可以理解了。 

 

伍、炁氣循行強身養生之理 

了解了氣之本質與其作用，就可以理解為何氣的變化與強化能讓身體健康了，無

疑的藉由打坐強化了這些氣的循行與作用。氣的運動稱為『氣機』，氣在身體上的運

動正常了，人的生理機能就會正常，而氣的正常運動則須具備二點：一、是氣的升降

出入之間平衡協調；二、是氣的運行通暢無阻。若此氣的運動正常，則稱為『氣機調

暢』，而氣的升降出入之間平衡失調，則稱為『氣機失調』
（9）

。中醫用針灸、導引、

藥物使身體之氣機調暢，今則以打坐的方式來調暢身體之氣機，無非都在”調氣”，

其理其實不會差太多，只是一個是有形的針藥，一個是無形的調理。 

 

（一）一般打坐： 

中醫認為按摩與針灸是將經氣移到不足而病的部位，神氣才能恢復。而氣功

導引吐納同樣也是調理經氣，＜靈樞．官能＞云：『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

引行氣。』導引是運動肢體，行氣是調整呼吸，二者同時運用則是氣功。
（10）

所

以藉由長期的練功中，逐漸強化自己的吐納運氣，而能夠用自己的意念將經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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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並按其意念使其經氣沿著自身的任督二脈運行，就是所謂的『小周天』，而

若能將經氣按自己的意念運行，運行十四經脈，則是打通了『大周天』。
（16）

這樣

程度的功法，藉由氣循的作用，以自己的意念將經氣循行全身，達到調整全身氣

機的作用，並可隨意念將經氣導至”病所”，產生調氣治病的效果，以這種防病

治病的作用，就可以達到保健養生長壽的目的，這就是一般打坐之氣循作用。 

 

（二）本教之靜坐： 

按本教正宗靜坐，其最終目的並非以達到健康長壽為目的，以師尊一生打坐

經驗與歷程與其所言，可以看出正宗靜坐最終目的是回歸自然，永生共生
（7）

，

但其過程卻可為身體帶來健康，以師尊涵靜老人為例，其二十歲時，由於腹部長

一腫瘤，心中起以靜坐養身袪病之念，於是即自習靜坐，暗中摸索。直至民國十

九年，師尊皈依蕭教主之前，此階段即是教義所謂初學基本智識階段
（5）

，在此

階段，涵靜老人的自行修習打坐的初學過程中，即因內在生化系統與生理循環機

序獲得強化改造，使得內在腫瘤自行消失
（12）

。正宗靜坐乃師尊涵靜老人積其一

生打坐經驗，及融貫天人之學而匯成之精華，既然師尊自己之經歷如此，那正宗

靜坐自然有其身體健康之效用。但有些人要問到，為何有人打坐打了數年，身體

為何一直未達自己想要的健康狀態呢？若以師尊為例，個人以為要達到自己健康

的效用，就要達到師尊的初學基本知識階段的境界，而此階段的炁氣循行，亦可

當作為正宗靜坐達到強身養生的基本參考原理。 

這種初學基本智識階段，身心狀態是教義所言：「無人無我，一切妄想俗慮，概

行掃除盡淨，渾渾噩噩，順其自然之運行，以合天體」。而內在心境能量須達到「親

力增強，電光透發，瀟灑自如，似知不知，似覺不覺的活潑境界」。
（13）

 

在這個階段為何能達到身體健康的效用呢？其氣循如何？本教教義解釋打坐之

氣循與一般中醫經絡經氣循行不同，而是以整體電力引合網路的軌道來分析，如前述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其分為氣化、生化兩大系統，其氣循與能量變化即以此為基礎，個

人以為此網路之氣循涵蓋中醫之經氣氣循，而且尚包括本教和子力的作用，所以應更

為細微，其氣的層次更微細於中醫之氣。師尊達到能將腫瘤消失的初學階段，在整體

電力引合網路的氣循變化是如何呢？ 

根據師尊初學基本智識階段之變化，其可分為氣化、生化兩方面： 

一、氣化方面： 

在此階段中，內在氣化的電力引合網路偏重在加強各電流作用軌道與各電力反

射區的功能，進而帶動強化內在生化系統之原有運行。 

炁氣循行：靜坐調整身心過程心境能量收歸於內提高心境能量刺激 X 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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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炁氣混合能影響其他原素各電流作用軌道與電力反射區之運行初步加

強各原素各電流作用軌道與各電力反射區作用之功能 

 

二、生化方面： 

在此階段，內在生化的電力引合網路，偏重在加強各能量電力作用軌道與各能

量區的功能，進而強化原有的能量交互關係，發揮相生相剋的應有效能。 

炁氣循行： 

靜坐調整身心過程心境能量逐漸收歸於內心境能量提高刺激X原素釋放

炁氣混合能影響電質釋放出強度的陽質電荷傳入中樞自主神經系統強

化神經傳導特性促進生命機體之生理循環功能傳入生化系統的電力引合網

路能量區產生共振初步強化生命機體在各能量區中所應有之相生相剋效能，

生化的效能有二：（一）可淨化內在心靈的感受與境界（二）具有改善生理機能、

強健體魄的實質功能。如首任首席師尊於此自習靜坐的初學過程中，即因內在生化

系統與生理循環循環機序獲得強化改造，使得內在腫瘤自行消失。

其

（14） 

由師尊的初學基本智識階段及本教之氣化生化之炁氣循行，可以看出以下幾個

重點： 

（一）本教正宗靜坐之氣循與中醫十二經脈循行有別，個人以為十二經脈循行屬於生

化系統之一部分，即五臟臟象部分，在中醫之氣循部分乃是人體生命現象的自

然流行，是維持生命現象的基本，而靜坐之氣循部分，以本教正宗靜坐而言，

除了有中醫經脈循行之外，另外重要的部分即是靜坐時之心境能量，此心境能

量可刺激和子 X 原素的炁氣混和能，不僅影響氣化系統內和子各原素的功能

作用，更可影響和子電質及人體中樞自主神經，進而促進生命機體之生理循環

功能，並同時使生化系統之各能量區產生共振反應，而達到強化生化系統之相

生相剋之效能，影響身體機能。可見靜坐對心境能量的提升，是初學打坐影響

健康養生功效的基本因素。師尊常言，修無形靈覺之心，提升熱準靜坐方有成

就，由此可見其重要性，所以以養生健康而言，不管一般打坐，或是本教正宗

靜坐，若心境能量未達教義所言：親力增強，電力透發，瀟灑自如，似知不知，

似覺不覺的活潑境界，要翻轉自身疾病沉疴可能尚無法達到，但了解此項因

素，於打坐時時時省心、養心提升內在心境能量，假以時日，雖不能中的，亦

不遠矣，於平時養生強身，當有一分助益。 

（二）師尊自習靜坐階段，並未涉及本教之祖炁，但師尊卻可由心境能量的提升，刺

激 X 原素之炁氣混合能，進而影響生化氣化系統，而使師尊身上之腫瘤消失

達到健康，可見本教祖炁及正宗靜坐並非在肉體上用功夫。而師尊一生打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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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為使一般人亦能以打坐而達到健康養生之目的，故傳下靜心靜坐，藉由靜

心而提升心境能量，以普通之後天有為法，使一般人可不信奉天帝教，亦可打

坐而達到養生健康的目的。此亦為師尊之自習靜坐袪病養生之寶貴經驗之傳

承。 

（三）按祖炁加持下，具有增強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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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由師尊之初學基本智識階段之氣循看出，此階段皆在

氣化生化各自之能量運轉強化，並未涉及氣化生化系統能量之順轉或逆轉，可

見祖炁之作用非關人體之健康，但隨著靜坐功夫之深入，卻可由祖炁之加持，

強化生化、氣化系統之運轉能量，無形間更可在深度的修持下，加強身體質能

的變化，而更能使身體更為健康長壽。 

 

陸、結論： 

按中醫理論，靜坐過程中強化了經氣的循行，而使得身體之經脈網路處於強化而

氣機調暢的狀態，人體因此而得到更好的防病或治病的功效。而本教正宗靜坐，其炁

氣循行乃基於和子與電子的適切配合下，形成的整體電力引合網路之運轉，乃是生化

系統與氣化系統的能量運轉，藉由打坐過程中，提升了本身的心境能量，而釋放了炁

氣混合能，並影響生化、氣化系統，並進而影響身體的生理機序，而達到初步身體建

康的狀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打坐一定可以達到養生強身的目的，因為藉由靜

坐強化了氣的循行與作用，不管是由中醫或本教正宗靜坐角度切入，但由師尊初學基

本智識階段，更可以理解靜坐要達到養生健康的附加價值，則必須在靜坐過程中，不

斷調整身心，並進而提升心境能量，而此心境能量才是刺激炁氣循行的根本，達到身

體健康的源頭。換言之，若要藉由靜坐達到養生健康長壽的狀態，則須達到教義所言

「寡慾清心，無人無我，一切妄想俗慮，概行掃除盡淨，渾渾噩噩，順其自然之運行，

以合天體」。心境能量則須「親力增強，電光透發，瀟灑自如，似知不知，似覺不覺

的活潑境界」如此期許，健康長壽自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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