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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餘習」之初探
劉 通 敏 (正 炁 )、 王 貴 芳 (光 髓 )、 廖 修 德 (緒 積 )、 周 植 基 (正 尋 )
黃 秋 俐 (敏 原 )、 張 麗 卿 (敏 肅 )、 鄭 美 麗 (靜 心 )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天人醫案聖訓研究小組

摘

要

當人類發生生命之剎那，其「和子(靈魂)」與「電子體(肉體)」的引合
因緣，除業力因素外，亦包含了「和子餘習」因素；因此，「和子餘習」
實為輪迴轉世的重要依據之一。有關業力因素之研究，相關文獻或專書甚
多，而天帝教聖訓中「和子餘習」一詞，鮮見於先前其它宗教、哲學及科
學文獻之報導，此為本文對於「和子餘習」進行初探之動機。
文中首先彙整「和子餘習」的定義，然後根據定義探討暨分析天人醫
案與「和子餘習」之間的關係。分析的案例計有 11 件，依「業力因素」與
「和子餘習」的「生理心理表徵」、「和子記憶經驗」、「功德」、「過」
以及天醫聖訓所頒示的「因應之道」，來分項表列剖析，並依序從「培功
立德」要「持續不斷」、「無磨不成道」、要除「四賊與七情」必須「自
赦、人赦、天赦」及「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的雙重內容」來闡述
這些「和子餘習」天人醫案。
其次論述「和子餘習」對「和子、電子體『引合因緣』」與「人格特
質」之影響力；最後歸納天人醫案中的因應之道，發現藉由後天之努力學
習，力行涵靜老人所傳授之「性命雙修、正宗靜坐」並輔以天帝教特有之
「合靈奮鬥」實為淨化「和子餘習」、改善先天不足，並臻於「聖凡平等」
境界之生，即「新生」，之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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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餘習」之初探
劉 通 敏 (正 炁 )、 王 貴 芳 (光 髓 )、 廖 修 德 (緒 積 )、 周 植 基 (正 尋 )
黃 秋 俐 (敏 原 )、 張 麗 卿 (敏 肅 )、 鄭 美 麗 (靜 心 )

壹、前言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是《三字經》剛開始的一段。人之初
性本來都是純潔無瑕，但是後天的習氣卻相差很遠，只因深受紅塵染缸之薰習，以致
習氣深重，物慾高熾，如不知即時煉心剋慾，潔身自愛，終日沉浮慾海，虛渡一生，
1

2

輾轉輪迴，實為可悲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 亦有云：「人之性心，其體必潔，如
惡惡蒙，如厭毀穢，即通其境，柰處其行，是云『性垢』。」
人的「習氣」會隨著輪迴累世相伴嗎？涵靜老人曾開示：「現世的功名富貴都帶
3

不走，只有罪惡和功德和自己的道行（靜坐功夫）可以帶著走。」 ，那麼「習氣」
和「罪惡、功德、靜坐功夫」的關係又如何呢？如果「習氣」會隨著輪迴累世相伴，
就變成「餘習」，接下的問題是：個人在世之人格特質或生理之宿疾與「餘習」相關
嗎？是否有方法淨化「餘習」？這些都是高深複雜而值得探討的問題，然而在初探「餘
習」相關諸問題之前，宜先明白其定義。

貳、 「和子餘習」的定義
（一）「和子」亦即「精神意識之表徵」4。
除了具有「能量」以外，和子亦即「精神意識之表徵」，經由物質世界之歷煉，
增加了精神意識之能力與經驗，再經過不斷地增進所欠缺之能力與經驗，經由正宇宙
之修煉，提昇能階以臻圓滿之境而回歸本位，亦即所謂返本還原之最終目標。
（二）.「意識慣性」5
每一個胚胎芻型之和子，自原始狀態時即具有保存記憶功能之特性，任何一種意
識、念頭均會真實記錄在各個性靈和子之記憶貯藏區內，並形成該和子在「餘習」上
的意識慣性。在原始狀態之和子尚未生起意識幻化的念力，「餘習」功能仍純屬於中
性狀態。然而，當此原始和子一動意念，其意識記錄自會隨著念力之輕重，而貯藏於
Ｘ原素的記憶貯藏區中，以做為意識投射於各次元空間之記錄片段。一旦該和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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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貯藏區」業已發生記錄作用時，其所形成的「餘習」，實指在記憶體上存留的
意識慣性而言。
（三）.人類「和子餘習」的界定

5

由化電界以下之次元空間觀之，「餘習」的界定較偏重於輪迴中所必須履行之義
務與責任，甚至包括因緣業力等。亦即在此處對「和子餘習」界定範圍，實又包含各
性靈和子於轉生輪迴時，所浸染到之「道德意識」、「善惡功過」與「因緣業力」等
因素。換言之，以人類角度來看，所謂「和子餘習」者，實指和子由於累世沈淪，不
斷與電子發生作用，即將累世所浸染之「習性」及「學習」、「經驗」等記憶部分，
貯藏於X原素內，此一記憶功能及作用，實足以影響該「和子」於日後輪迴上之引合
作用，亦即當發生生命之剎那，其「和子」與「電子」的引合因緣，除業力因素外，
亦包含了該「和子」在前世或累世所累積之功、過及道德慣性等「和子餘習」因素。
換言之，當一個陰靜「電子體」在與「和子」引合，產生生命現象之同時，其日後人
格發展的健全與否，實因受到「和子」累世「餘習」的影響，已間接在個體之發展上
扮演著足以改變「靈質」或「體質」的重要依據，所以「和子餘習」雖非和子中四種
重要原素之一，但卻極具影響力。如果針對「和子」中所帶有之先天遺傳特徵而言，
「和子餘習」實應屬於「靈」的範圍，換言之，「餘習」者，乃為累世所沈積於和子
中(屬靈質上)之獨有習性。（註：「靈質」部分將於後文再予闡述）。從靈體醫學的
角度觀之，金盤原種本是無染無著之純潔天性，經輪迴轉世，受業習之薰染，積重難
返，於轉世人間時，帶有和子餘習，成為個人獨特之人格特質，或生理之宿疾，於生
6

命之過程中或隱或顯(預警)，均屬自然之法則 。
（四）「和子餘習」實為輪迴轉世的重要依據之一5
「和子餘習」在先天的原始狀態時，雖尚未受到意識之污染，但以Ｘ原素整體性
記憶貯藏功能而言，此時，即已具備能保存各個性靈和子在其意識上所投射之點滴記
錄（包括願力之功能）。因此，就一個生命個體（性靈和子）之整體性循環角度觀之，
「和子餘習」所扮演之功能與角色，正足以做為該性靈和子於各次元空間中轉世輪迴
上之重要依據。
精要而言，「和子餘習」雖非和子中四種重要原素之一，但卻極具影響力，其角
色實為輪迴轉世的重要依據之一，以及輪迴中所必須履行之義務與責任，其範圍由原
始中性狀態，降為各個性靈和子之意識慣性狀態，而後再落入物質世界，純以凡軀和
子的「經驗」、「學習」、「知識記憶」等所形成之慣性（其目的亦在汲取和子所需
之道糧）。當然，其中也包括「善惡功過」、「性垢」、「道德意識」及「因緣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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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慣性因素在內5，這些綜合「餘習」於生命之過程中或隱或顯(預警)的影響個人之人
格特質或生理之宿疾。

參、 「和子餘習」案例與分析
（一）個案案例7:
法源首席童子：
代理首席使者交付龍虎門調查○○同奮請求之事，特來回覆如后：
（一）、其弟生理上所顯現之現象，乃和子餘習之表徵，其累世中曾有一
世在西藏密教修法，受過嚴格宗教教育洗禮，但因一念之差而入歧途，
多年修行毀於一旦，惟畢竟經多年苦修，和子記憶始終難忘，於其投胎
轉世時，立願以此為戒，而有今日種種。
（二）、其弟與○家尚有因緣，此世前來了緣，以求功果圓滿。
（三）、此時因其和子體強電子體弱，如能用其真意真性，自必趨向於
善。一旦電子體強，和子體無法主宰，恐將忘記投胎時之立願，此為隔
世之迷，不可不慎！因此必須時時善加誘導，如有機緣，可勸勉參加正
宗靜坐，共奮自創，同了三期，以復天命。
分析：
第一項的和子記憶(『學習』、『經驗』等記憶部分)始終難忘(痴)某一前世之「過」…
當事人「生理上」所顯現之現象，乃「和子餘習之表徵」…「立願」以此為戒。這些
詞句都出現在前述「和子餘習」的定義中，《一炁宗主清涼真經》亦云：「事痴害體」。
第二項則說明了當發生生命之剎那，其「和子」與「電子」的業力引合因緣以及此世
前來了緣；第一與第二項合起來也顯示了「和子」與「電子」的引合因緣，除業力因
素外，亦包含了「和子餘習」。第三項，涵靜老人曾說過：「讀書人要立大志，修道
人要發大願」，案例中的當事人某一世為修道人，因一念之差而入歧途犯了過，於是
發了願欲於此世了願，唯天醫提醒其身居火宅，恐其物慾相蔽，烈火焚身，真性迷失，
而忘了投胎時之立願，成為隔世之迷，因而開出處方：「參加正宗靜坐」，因為持續
靜坐至一定階段可以達到「煉神制魄」的功效，和子能主宰電子體，就不會忘了投胎
時之立願，如能持續奮鬥當有了願的可能，前世之「過」的和子餘習乃得以淨化，換
言之，「持續正宗靜坐」為消除「負面和子餘習」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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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案彙整6-7:
由於天人醫案多涉及隱私，無法一一詳列與分析，爰以歸納分析方式呈現如下表。
表A 多案彙整6-7
編號

業力
因素

8540

與○家

和

子

餘

習

生理心理表徵

和子記憶經驗

生理顯現現像

立願為戒

因應之道
過
某世

尚有因

修道

緣

誤入

功德
正宗靜坐

歧途
8628

本案與

已誦誥二百萬

力行五門功課、

身臨冤

聲，身心仍倍受

舉辦家庭親合集

孽催討

折騰無以入

會、虔誦廿字真

無關

眠，與宿世和子

言、恭誦天人親

餘習之後遺症

和北斗徵祥真

有關

經、天人炁功、
黃表紙

8802

孽緣業

惶恐不安

不能諒解

廿字真經迴向消

報「身病

清嗔癡怨、廿字

好治，心

真言、天人親和

病難醫」

奮鬥真經、靜坐

累世之

班持誦皇誥、天

業由來

人親和北斗徵祥

久矣

真經、天人炁功
診心、黃表紙甘
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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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多案彙整6（續）
編號

業力

和

子

餘

習

因應之道

因素
8823

生理心理表徵

和子記憶經驗

過

功德

「幻(相)由心

累世修行累積相

教導以正確宗教

生」乃因累世

當多道術餘習，

信念，明辨「迷

餘習與現世體

靜坐班天門開啟

信」，完成靜坐

質過於神經質

後靈覺受和子餘

班應誦持皇誥

所致

習所導，對宗教

數，性命雙修為

之天人交通、神

指引，天人親和

通多有臆測與想

北斗徵祥真經

像，時而清明，
時而昏思
8827

與○家 小同奮先天體
有業力 質孱弱抵抗力
牽引

較差發燒不

誦持皇誥以結善
緣減輕業力縛、
廿字真經迴向
「消清諸宿業，

斷，小心照顧

普渡早超生」，

調養方能適應

持續現代醫學治

人間生存。

療並配合天人炁
功施治，家人共
同持續奮鬥培養
正氣，可有效化
減小同奮內在和
子餘習，長大後
參加正宗靜坐班
以助轉化先天體
質、 開啟先天智
慧，斷除和子餘
習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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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多案彙整7 （續）
編號

業力因素

和
生理心理表徵
累世怨氣鬱積
於喉部，在本世
有應得喉癌之
因果，但因能不
斷奮鬥，和子餘
習中之隱疾提
早出現預警。

8831

子

餘

習

和子記憶經驗
累世中曾受刑
而亡，怨氣不
忘

8904

○家與○
家有不解
之緣，兩
家在今世
之祖父母
一代前來
結為夫妻

常有不平之氣
但是和子餘習
干擾，而有今日 之怨氣猶存
之種種。

8922

因果業障
病，個人
受苦累及
雙親，既
是討債，
也有報
恩，百年
恩仇(恨)
糾纏

業力病根深入
和子，和子餘習
沈重，靈識暗昧
不得清明，而有
今日種種

因應之道
過
功德
累世中
曾受刑

先祖因
一念之
貪，二
樁喜事
破滅，
兩家因
而生嗔
怨

一位
勤參
佛理
後代
勸人
向善
而積
功德
○家
得以
未發
生絕
後

早晚確實反
省懺悔、跪誦
持誦廿字真
言、甘露水、
廿字真經、天
人親和奮鬥
真經、中西醫
治療配合天
人炁功、黃表
紙
廿字真經、虔
誠默禱「化干
戈為玉帛，化
執以生覺，普
渡早超生」舉
行擴大親和
廿字甘露水
淨室、天人炁
功、正宗靜坐
廿字真言、行
善積德、北斗
徵祥真經
發願行善化
解因果恩怨
播放「廿字真
言」、「心經」
以此法音啟
發本來純真
之性、皇誥、
奮鬥真經、廿
字真經、北斗
徵祥真經，現
代醫療配合
天人炁功施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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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 多案彙整7（續）
編號

8929

業力因素

和

子

餘

習

因應之道

生理心理表徵

和子記憶經驗

身體的病

受和子餘習之

相約求得功名

賣身葬

五門功課、病的

是累世業

薰染，對於身

後再來迎娶，

親

源頭在心宜自

力之轉、

體狀況常有

造化弄人未能

另了一段

「曾慈悲對

如願，皈依同

父母因

人，別人卻不

一宗教了業、

果、再了

能以慈悲對

了緣、了恨，

一段夫妻

我」之嗔性

化痴、化嗔

緣

過 功德

解心鎖、自赦人
行善於

赦，中、西醫會

○人

診配合天人炁
功，黃表紙，廿
字真經、奮鬥真
經、廿字甘露
水、靜坐、北斗
徵祥真經

9320

層層業力

於修道之奮

勤參法華，性命

鬥，引發和子

雙修，培養正

餘習宿疾，是

氣，提昇熱準，

提昇精神生命
之過程

業力層層自
解。探研教義，
虔誦經典，每日
祈求廿字甘露
水，天人炁功療
理，自解心鎖，
天助自助。

9417

有業力

和子餘習為情

每日靜坐二

(愛)慾所執，

次，加強反省懺

苦受煎熬

悔功課，「我命
由我不由天」向
自己奮鬥以超
脫業力束縛

282 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分析：
1.「培功立德」要「持續不斷」
8

7

《廿字真經》 云：「一子得道。九祖拔渡」。案例 8904 中的某世後代雖未必修
證至得道境界，但是勤參佛理，一再勸人向善而積功德，○家乃得以未發生絕子絕孫
9

之境況矣！因此積功累德，可漸次消業除障！培功立德之功效大矣，《新境界》 一
書亦提及立功德於世，雖未靜參修持，逝後可為自由神;崑崙仙人的上乘修煉法，雖
10

達陽神沖舉，亦需立下三千功、八百果，才得奉玉旨召回賜封大羅金仙 ；昊天心法
10

修煉封靈條件之一也為「持續不斷犧牲奮鬥培功立德」 。「培功立德」重點即在「持
6

續不斷」，才能層層消解業障，案例 8929 雖有行善於○人，但是業緣不斷，和子嗔
癡餘習不斷，唯有自解心鎖、自赦人赦，斯能化解層層業力與餘習。這就像靜坐能排
除陰濁之氣，但是飲食水穀加上七情六欲，又生濁氣，唯有自身勤參法華，性命雙修，
才能陰盡陽存，亦即自己的陰陽自己去調合。
2.「無磨不成道」
6

於修道之奮鬥，引發和子餘習宿疾，是提昇精神生命之過程，9320 案 的和子餘
11

習宿疾正是警惕其道業精進的魔考，火宅即是道場，清虛宮弘法院教師 有云:「自己
的業障與餘習自己消，所謂『魔考』乃是消化自己的業障與餘習罷了!」又曰:「考驗
是有層次的，降生為人之後，因為七情六慾所造成的缺失必須償還地曹與人曹的欠
債，這是初步的『因果考(魔考)』，除此之外依次還有『地魔考』、『人魔考』、『天
魔考』等由基本上的肉體、慾念到心靈上的『真性』『真情』進入『靈空』階段都要
考」；聖訓中也有以『魔考』、『道考』及『靈考』來劃分的：『魔考』如前述，小
範圍來講「魔考」是屬於私的方面，『道考』是屬於「公」的方面；道考考的就是忠
誠，看看能否意志堅定，不變初心，也考其培功與培德；『靈考』就是元神之考。通
12

過這些考驗方可成就《黃帝內經》 所謂的「真人」。其實「道魔並闡」，所以「魔」
並不一定是壞的，只是扮演相反的角色，藉此考驗、磨煉一個修道人的決心與毅力而
已! 無形檢試是從最細處下手，對只求個人表現，標新立異者，以『慾魔』施考。先
助其自我澎脹，再戮破其虛弱假相，立時感受到無地自容，唯有無相的懺悔，認錯改
過，才算通過。 其他如貪、嗔、痴、愛、恨、慢、疑等分別有『貪魔』考貪念、『嗔
魔』考嗔怨，『痴魔』考痴妄、『愛魔』考愛戀、『恨魔』考憎恨、『慢魔』考傲慢、
『疑魔』考多疑，無所不考，一考再考，無磨不成道。 還記得《金闕應元雷部尚書
13

王寶誥》 誥文中的「磨無始」嗎？以師尊（涵靜老人）的修為都還要被仙佛磨考，
更大的考驗是： 天帝教於本系星地球復興，師尊堅辭擔任天帝教教主，而有爾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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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真可謂「百磨我自在、不懼神媒鞭」，達到正己化人，不但在
世時能潛移默化週邊之人，證道後位居無形仍持續奮鬥不已，而能受封「極初大帝」。
3.要除「四賊與七情」必須「自赦→人赦→天赦」
6

表A至D中和子餘習的負面實離不開貪（8904 案） 、嗔（8802、8904、8922、8929
6

6

6

案）、癡（8802、8929 案）、愛（9417 案） 之所謂四賊（四苦）與 喜、怒、哀（8802、
7

7

6

6

8922 案） 、懼（8802 案） 、愛（9417 案） 、惡、欲（9417 案） 等情緒之七情，歸
9

納如下表。注意，根據《新境界》 「怨性」為「愛之反應」。

表E

和子餘習與四賊七情關係

和

編號

子

餘

習

貪 嗔 癡 愛（怨） 慾
8802

●

●

8831
8904

●

恐
●

●
●

●

●

8922

●

●

8929

●

9417

●
●

●

「本來之心，即清淨心，慾焰所熾，故曰火宅。欲熄火宅，必自心始。誰可熄之？
14

必自熄之。自熄之道，返諸本心。」《一炁宗主清涼經》 如是說。 維生先生擔任天
帝教第二任首席使者時於公元 2000 年乞求天赦，蒙

15

天帝恩准「天赦年」 ，影響娑

婆世界宏大：「乞求萬生萬靈，通過自赦、人赦、天赦的理性程序，各依生命尊嚴、
生存和諧、生活幸福的自然規律，得以和平、安樂、生息，回歸宇宙大道，生生不息」，
要得到天赦，同樣必須先做到自赦。這也是表D中天醫對 8929、9320 等案所建議的因
應之道：「自解心鎖、自赦人赦」，換言之「自赦是自我反省與懺悔，人赦就是寬恕，
因為你的寬恕與

15

14

上帝的寬恕合而為一，才能夠獲得天赦」 。《一炁宗主清涼經》

復曰：「欲熄火宅，先除貪嗔癡愛，貪嗔癡愛，人之四賊，若要滌除，先止其心，再
定其性…貪慾無厭，爭奪必起…慾燒其心，必焚其身…嗔者恨也；人之忿恨，必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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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拔劍而起，殘身而鬥，遺禍無窮…癡人心妄，事癡害體，情癡害身…愛者心慾，
邪念之源，見美思之，見色愛之，刺身之戟，伐樹之斧，無愛無慾，身心清靜。」，
此段真經內容，道盡了表E中負面和子餘習於人類肉體和靈體（精神）生活變異的影
響。
4.「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的雙重內容」—『靈質』與『靈氣』
如前所述，「和子餘習」實指和子由於累世沈淪，不斷與電子發生作用，即將累
世所浸染之「習性」及「學習」、「經驗」等記憶部分，貯藏於和子之X原素內，人
類生命結束時和子被排出於肉體之外，和子除了以「偶然論」或「因果論」的輪迴方
式飄浮於大空中之外，由於處於輪迴形態的和子在尚未與新的陰靜電子體引合之前，
9

必然會經由旋風的剝削，才具有與陰靜電子體結合的能力 ，而人類生命在引合之瞬
間形成，由於和子與陰靜電子體同時受到強大電力相引的影響，以致於和子在旋入人
腦的松果體時，和子內部的Ｘ原素即刻發生變化，會將累世輪迴中所學習到的經驗與
記憶部分阻斷，僅存留前世或累世的部分和子餘習，主宰該電子體此生的生理遺傳機
序，形成獨特的個體生命氣息與人格特徵16。
表A至E中和子餘習所涉及之四賊與七情其實與和子各原素的特性功能關係密
切，依據《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16所述，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或『靈質』
（先天質性）與『靈氣』（先天氣性）的雙重內容可歸納如下：
一、『性』(正值)：
1.「Ｘ原素」由神明與果決中生出悟性
2.「電質」的真愛性。
3. Ｈ°的溫良性、喜悅性。
4. Ｏ°的寬大性、和善性。
二、『欲』(負值)：
1.「Ｘ原素」由癡性作用生出妄欲（炁氣能量）
2.「電質」由怨性作用(愛之反應)生出瞋欲（剛氣能量）
3. Ｈ°中的慢欲（靈氣能量）
4. Ｏ°的貪欲（和氣能量）
再回頭檢視表 B 中之 8823 案，當事人因累世修行累積過多道術餘習，對宗教之
天人交通、神通多有臆測與想像，時而清明，時而昏思，顯然靈質「Ｘ原素」之神明
與果決悟性被蒙昧，導致癡性作用彰顯生出妄欲，所以其和子餘習負值之癡性在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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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體，天醫因而責成該教院開導師教導以正確宗教信念，明辨「迷信」，當事人自
己更要性命雙修，以期恢復其「Ｘ原素」之神明與果決生出悟性。表 C 案例 8922 之
當事人業力病根深入和子，和子餘習沈重，靈識暗昧不得清明，而有今日種種；所謂
病根深入和子，這「深入」用語乃強調侵入至和子原素中能階最高位於最深層的「Ｘ
原素」，從而障蔽其所負責之功能特性：神明與果決中生出之悟性，而突顯出癡性。
爰是，天醫囑咐其家人播放「廿字真言」、「心經」以此法音啟發其本來純真之性，
亦即清明之心。換言之，如考慮本段論述，表 E 可修正如表 F（增加○）。
表 F 「和子餘習」天人醫案與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間之關係

和

編號
貪
8802

子

嗔

癡

●

●

8823

餘

愛（怨） 欲
●

恐
●

○

8831
8904

習

●
●

●

●

8922

●

○

8929

●

●

9417

●

●

●

肆、 「和子餘習」之影響力
「和子餘習」雖非和子中四種重要原素之一，但卻極具影響力，茲分述如下：
一、.「和子餘習」與「和子、電子『引合因緣』」17
當一凡軀和子在結束此生之生命後，該和子即帶著沾染電子之靈體，歷經所謂：
①靈性意識停滯階段、靈性意識甦醒階段、道德意識審判階段，再進入至該和子之④
整體「靈系」、「靈族」意識交流階段時，自然會透過前述「餘習」中所存留的獨有
習（遺）性之意識交流，獲得該和子於下一世輪迴轉世中，所應「學習」或「加強」
之使命與任務（註＊＊）。然而，當該和子一旦經由與高能階之「靈系」意識交流得
知下一世輪迴計劃，此時，該和子在道德意識審判階段於Ｘ原素之記憶貯藏區中（包
括餘習部分），產生道德意識判斷之結果（註：現在該了解為何涵靜老人一再苦口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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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叮嚀大家：「現世的功名富貴都帶不走，只有罪惡和功德和自己的道行（靜坐功夫）
3

可以帶著走。」 以及「天上的價值標準以功德與正氣為第一。」18），同時配合和

子現存內在能量之高低（筆者註：與道行（靜坐功夫）有關），而決定該和子與下一
任電子體結合之因緣。諸如：主動（因果論）或被動（偶然論）之引合關係。
前述 9320 案例中：於修道之奮鬥，引發和子餘習宿疾，是提昇精神生命之過程。
顯然其和子循因果論輪迴轉世此生，負有「學習」或「加強」之使命與任務，所以天
醫開示如能勤參法華，性命雙修，培養正氣，提昇熱準，業力層層自解。 8540 案例:
「當事人生理上所顯現之現象，乃和子餘習之表徵，其累世中曾有一世在西藏密教修
法，受過嚴格宗教教育洗禮，但因一念之差而入歧途，多年修行毀於一旦，惟畢竟經
多年苦修，和子記憶始終難忘，於其投胎轉世時，立願以此為戒，而有今日種種。」
又是一件負有使命與任務的輪迴轉世案，而「與○家尚有因緣，此世前來了緣，以求
功果圓滿。」：顯然其和子循因果論輪迴轉世此生。
註＊＊：於意識交流階段時，當低能階和子能夠意識到高能階和子之靈流能量，即會於Ｘ原素之記憶
體中形成反應，此時，記憶貯藏區內的「餘習」部分，自動會先判斷來自外界能量流之輸入
訊息，是否與該和子其「炁統」、「炁緣」之淵源相符，之後即轉入其他各個原素（如Ｈ精
華、Ｏ精華、電質）中進行訊息交流反應（轉折功能），最後再經由Ｘ原素總匯合之功能特
性，將所收到之意識訊息做出是否回應的判斷，若是，才決定發出能與該意識靈流親和之回
應訊息。但此互動現象仍有其條件的限制，諸如：當一方和子所發出之親力靈流，得不到另
一方的回應時，即無法完成此意識交流之目的。各性靈和子相互間之親和關係，仍須受到因
緣業力的影響，才能發生於意識上之親和交感。

二、.「和子餘習」與人格特質16
在和子餘習定義一節中，曾敘述到當一個「電子體」與「和子」引合產生生命現
象之同時，其日後人格發展的健全與否，實因受到「和子」累世「餘習」的影響，已
「間接」在個體之發展上扮演著足以改變「靈質」或「體質」的重要依據，這裡用「間
接」，因為部分人格特徵直接源於生理遺傳。一般而言，和子在個體生命發生前其內
部成分與構造，大都已經在轉世前的種種複審區域中，重新淨化或稍加調整成中性狀
態(指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的雙重內容，已調和成中性不帶電的狀態)，僅留
下少部分的前世慣性殘留在和子餘習中，並以此特性與新的陰靜電子體結合，剎那間
產生新的個體生命與不同的人格特徵，也就是本文文首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習相遠。」。而以極大願力投胎的和子，在個體生命發生前，和子內部成分與構造並
未完全被淨化或調整成中性狀態，該和子呈現以「性」為主導的狀態，其未來人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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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表現出「領導型」的人格特徵或獨有的個體生命氣息。至於承受極大業力投胎的和
子，在個體生命發生前，和子內部成分與構造並未完全被淨化或調整成中性狀態， 該
和子呈現以「欲」為主導的狀態，其未來人格發展表現出「雙重人格」的行為與特徵，
導致出現精神異常或失魂等精神疾病。而本文所分析的 11 個案例，如表A至F，大多
偏屬承受較大業力投胎的和子類型，茲將本段文字內容整理為表G，以供比較參考。
表G

主導人格發展的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的雙重內容

靈魂生命的型態

主導人格發展的
和子內各原素雙重內容

人格發展

一般投胎和子

性與欲(中性)

不同的人格特徵

極大願力投胎的和子

性(正值)

領導型人格特質

[悟性、真愛性、溫良性喜悅
性、寬大性和善性]

承受極大業力投胎的
和子

欲(負值)

雙重人格特質

[妄欲(癡性)、嗔欲(怨性)、慢 [精神異常或失魂]
欲、貪欲]

「人格發展」實與「和子」、「電子體」間之互動關係密不可分。首先，生命現
象之發生，是針對和子與電子體在結合之剎那所形成之交合狀態而言，此刻和子對於
前生或累世之記憶部分，經由和子之特殊作用而造成記憶中斷之現象，以輔助新生之
個體不致受到前生記憶之干擾而妨礙此生人格之發展。然而，就人格發展之過程論
之，當先天和子與電子體結合之剎那，和子所帶有的先天功能與作用，雖然受到記憶
隔離的影響，但對於和子原本之「和子餘習」及「和子資質」差異（指和子之精粗、
四種原素比例之不同而言）卻不在此限。一般和子投胎為人後，其人格發展受到「個
體因素」、「群體因素」及「環境因素」之影響。
「個體因素」：是指個體因先、後天條件上之差異，而導致人格發展上之不同結
果，其中之和子先天特性：包括和子「資質類別」、「質、(氣)能分類」及「和子餘
習」（本文主題）等之個體性差異。
「群體因素」：指的是個體從少年、青年、壯年、老年期等階段，當人格發展經
過長時期對個體的認識後，自然會由自我關注階段將焦點轉移至對事物之關心及人際
交往等關懷上，進入主動學習與接受適應群體性生活之意識，而逐漸偏重於人與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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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換言之，人格發展的成熟與否直接與群體意識之發展有關，而《新境界》
9

亦言：人類互動之關鍵乃在於「因」、「緣」二字之關係。「因」者，指由「思想」

及「意念」放射9,19所結下之「善」、「惡」因子。「緣」者，指由「聚」「散」(人
與物、人與人)現象所組成之 「業力」定則：1.有因＋有緣→因緣(人類互動關係良
好)；2.無因＋有緣→不結緣(人類互動關係僅止於擦肩而過之陌路人)；3.有因＋無
緣→(雖曾相遇、卻無緣相聚)及 4.無因＋無緣→(不產生互動關係)。善因(念)結善
緣(業)，惡因(念)結孽緣(業)，一惡一善則不結緣。此一互動關係為形成日後人格發
展助力或阻力之重要關鍵。因此，一旦個體於群體適應階段，無法獲得健全發展時，
將由於個體之自我保護心態而造成過度自閉或自卑等後遺症，甚至出現異常性之人格
病變與缺陷（參 8904、8922、8929 案例）。
「環境因素」：乃泛指個體於整體之後天學習環境而言。諸如：人類雖於先天智
能上不足，應可透過後天環境之學習方式，得到適當之人格發展。但是否能逢此機緣
獲得良好之學習環境，則亦受到該人與事、物間之條件因緣及事物差異而定。換言之，
人與事物之聚、散因緣實與人類之聚散因緣，有其互通之親和力關係。
「和子」、「電子」配對所表現之特徵，如針對人格發展做一界定時，則大致情
況如下17：
(１) 和子「靈質」純、劣之界定：
靈質純：指個體具有極高之覺醒能力。（悟性高）
靈質劣：指個體所具有之覺醒能力較差。（悟性差）
(２) 電子「熱準」高、低之界定：
熱準高：指個體具備高度之精神活動能力。（導電性強）
熱準低：指個體所具備之精神活動能力較差。（導電性弱）
(３) 和子「靈氣」強、弱之界定：
靈氣「強」：指個體具有極高之學習領悟力。（智能高）
靈氣「弱」：指個體之學習領悟力較差。（智能差）
(４) 電子「動能」大、小之界定：
動能大：指個體具備極強之活動精力。（好動）
動能小：指個體所備之活動精力較差。（安靜）
如依據上述「和子」、「電子」之人格界定，應不難推類出屬常態性之人格發展特徵，
然以個體性之道德意識概念，及對人格發展之影響力觀之：一般而言，
「和子」之「精」
、
「粗」、「強」、「弱」與電子之「精」、「粗」、「強」、「弱」，雖然部分已受
制於「和子餘習」之「轉折因素」，及「和子」、「電子」配合時的組合影響，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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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發生之同時，由於電子體獨有的生理性的遺傳及腦部功能之運作與發揮，仍可改
善緣自先天上的失調。換言之，「和子」、「電子」一旦結合後，所產生的個體性差
異，對該個體在道德概念、行為判斷及對未來人格發展之影響，雖已具備先天上之資
質類別，但藉由後天之努力學習，仍具改善先天不足的積極性效果。

伍、 「和子餘習」的淨化與「新生」
一、是否有方法淨化「和子餘習」？
一般和子皆有「餘習」，那麼是否有方法淨化「和子餘習」？類似的問題為：人
之性心，皆有「性垢」，柰行爾云？《天人日誦奮鬥真經》2的回答是：溺於狂境，
20
是強奮狂，滌之必潔，以味人心。《天人日誦大同真經》 帝師曰：慾者即心，而人

在生，焉有無慾？教主曰：是我曰潔，非敢曰絕，以形以思，皆有所思，無得以絕，
以潔其不正，以減其不名，是故心清務慾潔，氣清務心潔，繩準其慾，規方其心，長
存其輕清之氣，昇鴻於天，一生一祥，芸生凝祥，維於四極，繼於宇宙，無志之氣不
生，劫亂焉萌，是斯者，可云清寧，可進大同。你看「一生一祥，芸生凝祥…可進大
同」，「潔慾」的功效如此之大！貪嗔癡愛人之四賊，身居火宅，無可避免，《一炁
宗主清涼經》14因此教人那麼就學學聖人的「真貪、真嗔、真癡、真愛」：說諸聖人，
亦有貪嗔癡愛：「性中真貪，貪度盡眾生、貪承擔原罪，可悟本性」，「寧學真嗔，
降其魔、治其賊，止於至善」，「聖人之癡，萬元同性、不高不卑、眾生皆具靈覺、
有形皆具太極，四時合焉，萬物育焉」，「大道之愛，生天地、育萬物，視物苦為己
苦、視人難為己難」。《天人日誦奮鬥真經》2：「振己自己，越舉奮鬥」。向自已
奮鬥，簡言之，就是振奮自己、超越自己原有慣性（舉止）的奮鬥之道。那如何超越、
淨化和子在「餘習」上的意識慣性？
17
《天人文化聖訓輯錄》 提到如以整體性人格發展層面觀之，「和子餘習」之道

德意識概念乃為人格成長之部分意識。然而，若由靈性淨化角度而論，則一切「善惡
功過」及「因緣業力」等輪迴依據，皆與道德意識所產生之「行為」或「思想」息息
相關。換言之，就生命個體之輪迴法則而言，無論該個體先、後天資質差異為何，一
旦其落入物質世界學習時，會將大部分焦點投注於充實新知、新體驗（註：請參前文
「和子」亦即「精神意識之表徵」一節），造成個體的「道德直觀判斷力」漸受後天
學習環境之影響而降低（所謂「道德直觀力」是指：存留在和子內之部分道德意識慣
性對此世道德判斷的直觀認知），但此直觀道德判斷力會漸漸受到後天學習環境之影
響而降低。至此，對該個體而言，因已落入由後天群體對道德觀念之認同，所組合成
的群體性道德約制力量，但已非原始的道體本質。因此，當一個體欲以此生精力一探
原始之道體本質，獲得內在靈性之提昇，則可由個體先、後天配合過程淨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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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淨化和子餘習其方式為17：道德意識感的發揮，善念、善行，協調之身、心及
藉修持改善。
再回頭檢視「和子餘習」天人醫案表 A 至 E 中天醫所建議的因應之道，計有：
甲、力行五門功課（1.奉行人生守則（或教則、廿字真言）、2.反省懺悔、3. 祈禱、
誦誥（天帝教特定經典：皇誥、應元寶誥）、4. 填記奮鬥卡、5.靜參修持。）
乙、虔誦天帝教基本經典（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平等真經、奮鬥真經、廿字真經、天
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天人親和真經）及共同經典（心經）
丙、發願（念）行善、行善積德
丁、性命雙修、正宗靜坐
戊、中西醫會診配合天人炁功、黃表紙、廿字甘露水
己、家庭親合集會
庚、培養正氣、提昇熱準
辛、自解心鎖、自赦人赦
任、教導以正確宗教信念
癸、「我命由我不由天」向自己奮鬥以超脫業力束縛等
統計：11 案中，有 8 案被要求「虔誦皇誥」、7 案「持誦廿字真言」、9 案「持誦基
本經典」(7 案廿字真經、7 案北斗徵祥真經、5 案奮鬥真經)、10 案「反省懺
悔」、7 案必須接受「天人炁功」診心與調理、9 案要「正宗靜坐」、2 案要
「行善積德」。
表H

天醫對「和子餘習」病例建議的因應之道其項目與出現案例數目關係
天醫對「和子餘習」病例
建議的因應之道
虔誦皇誥
持誦廿字真言
持誦基本經典

出現案例
數目

8
7
9

(廿字真經 7、北斗徵祥真經 7
、案奮鬥真經 5)
反省懺悔
「天人炁功」診心與調理
正宗靜坐
行善積德

10
7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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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命雙修、正宗靜坐」
上列因應之道彼此相關(例如：（庚）的培養正氣、提昇熱準，可從（甲）的力
行五門功課（四門功課和靜坐）而來)，其內容實已涵蓋上述淨化和子餘習的四個方
式。以善念、善行為例：8904 案與 8922 案，因負面和子餘習和業力較深，天醫建議
為（丙）、發願（念）行善、行善積德。本文文首曾提及人往生後「只有罪惡和功德
和自己的道行（靜坐功夫）可以帶著走。」靜坐的功效大矣！這裡講的「靜坐」指的
是上列（丁）之「性命雙修正宗靜坐」：性是先天「性靈」、命是後天「肉體」，亦
即「靈魂與肉體」同時修煉。「性」是先天帶來，與生俱來的本能，人類在食、色兩
種本能之外，而欲求光大生命，就要修道，懂得養生之道。所謂養生之道，就是靜坐，
完全合乎科學原理，不論動功、靜功，不外乎生命的煆煉，也就是所謂的「命功」煆
煉：動功注重外在形體的煆煉，靜功注重內在精（氣）神的煆煉（註：天帝教同奮尚
可修煉「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直修「神功」修「封靈」--煉神還虛，煉虛
合道。）換言之，靜坐就是生理、心理與動功、靜功的配合調和，而下手修煉的總原
則就是「性命雙修」。所謂「性功」煅煉，則是「煉心」：立志希聖希賢，做好道德
行為上之修養，以「教則」規戒身心，將此一顆「凡心」、「人心」煉得不動，煉得
一無所有，終達「明心見性」，恢復本心（或初心、平常心，道心（聖心），赤子之
21
心） 。這樣「性命雙修正宗靜坐」的內涵亦已包括淨化和子餘習方法中之道德意識

感的發揮、協調之身、心及藉修持改善。無怪乎，天醫對本文所分析的 11 個「和子
餘習」案例，除了因年紀太小或肉身疾病限制，都要求要「正宗靜坐」。
其實，如果能做到「靜參三要」22，上述淨化和子餘習的四個方法，即可全部涵
蓋。靜參三要：
(1)、清心寡慾：以廿字為起點，作內修自省的功夫。從我們人生守則認定的兩
個字做起，只要做到一個字，就可以進入「清心」階段。
(2)、早晚反省、懺悔：檢討認定人生守則中的兩個字有沒有力行實踐？只要能
做到一個字，其他的十九個字，就等於孔夫子講的「吾道一以貫之」。每天早晚用一
杯清水，虔唸廿字真言數遍，邊唸邊想，每一字的含意，及自己是否有所違反，有則
改之，無則自勉，此即廿字真言水（甘露水），唸完後喝下。也就是用甘露水來洗心
滌慮，用廿字真言來省照內心，拭擦心鏡污染。
(3)、培外功：財施與法施（勸人為善、雪中送炭等）。《天人日誦大同真經》20
亦云：「恆歲之沾，以淨則明…是道在沾而不責。」。先天一炁玄靈子23亦開示：「靜
坐的目的為何？不外在探求內在實相之真我（即自性、先天的良知良能）部分，並以
此了悟此生所該學習及服務眾生的應有使命。當人類能夠藉由靜坐途徑喚起內在真我
之真性情，並以真我的本來面目來觀照該靜坐者的身、心、靈，甚至依此達到覺悟的

292 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契機，此刻即可與實相宇宙的天運法則(大宇宙意識靈流)相契合，產生無量的觀照智
慧。」，自自然然達到身、心、靈的協調（淨化和子餘習方式③）。
四.「合靈奮鬥」與「新生」16---人生之過程乃為淨化和子之歷練場
皈依天帝教的同奮，因天門已開，如能勤持五門功課保持天門暢通，將可利用天
帝教特有的「靜坐合靈奮鬥」9, 10, 24來逐步「淡化和子中各元素的餘習」而達到《新境
9

界》 所謂的「新生」：生存於三次元空間的人類必須力求突破現有的時空限隔，超
越有形軀體之牽絆，才能達到再行提昇、再行淨化的目的；否則一旦內在能量消耗甚
鉅必然墮入次低能階的空間中生存，不由自己。更廣義的說，「和子」亦即「精神意
識之表徵」，人類生命之來源即肉體與靈魂之結合，而不斷的經由成長之歷練，激發
人類潛能，並加強和子之知識與能力，朝向高位能空間位移，和子之精純且能量高者，
即達於高位能之區域；反之，則朝向低向度空間位移。當和子因自身之精粗大小達至
某一向度空間時，又與該向度空間之電子體結合，產生新生命，繼之而起，又不斷之
歷練，以淨化和子之精純度朝向更高之空間次元，因此精神即不斷歷練再歷練不斷淨
化不已，此即「精神不滅之原理」25。最終達到「聖凡平等」境界之生，即《新境界》
所稱之「永生」（或「大生」）

「新生」的實質內涵：是以打破舊有的生存形態，轉入更高能階次元空間中繼續
生存與淨化，作為其主要奮鬥目的。「新生」的目的：主要在提昇宇宙間各性靈和子
的內在能量，以突破受到層層空間引力的限隔，打破既有的輪迴法則，達到靈性再造
與質、能(氣)躍進的良性轉換形態。因此「新生」的最終極目標，即是所謂的「與

上

帝共始終」的新生(大生)命境界。
「新生」的蛻變過程需要「靜坐合靈奮鬥」
：各個性
靈和子仍必須經由與同質頻率的媒介神（第三神）親和加持，透過其間不斷合靈奮鬥
或加靈（分靈）奮鬥的互動過程，才能加速淨化二和子內在各原素的功能，逐一提昇
內在的質性、氣性，達到漸進恢復先天本然的質、氣狀態，以盡於不斷蛻變與再造的
終極新生觀。筆者以為天帝教基本經典《天人日誦平等真經》26裡，天人教主所說的：
「無勵吾體，無徂吾心，時魄吾體，時滌吾心 ，體心不貳，維勳吾跡，拓智致聰，
拓神致清，合配吾神，永光綬爾，凡致脩爾，超倫絕聖，咸平等焉。」，這段話最能
貼切的闡釋「聖凡平等」境界之生的「新生」。
16

就淨化過程而言，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大層級的蛻變階段 ：
第一階段：主要在淡化Ｘ原素中的「餘習」（慣性部分）功能，藉由持續不斷進行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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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合靈互動的過程中，逐步淡化含藏在「餘習」內的貪欲能量（註：請參
考前述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的內容）
，一旦「餘習」內的貪欲能
量已淨化成純然正值能量，此時便可恢復Ｏ°原素原本所含藏的先天質性
（和善、寬大性）與氣性（和氣能量）的應有功能，以增強該和子在施放
和氣能量時的應有氣性，同時帶有可支配存在在第四、五類型旋和律內各
次元空間大部分自然律現象的能力。

第二階段：除了在淡化Ｘ原素中的「餘習」功能，強化Ｏ°原素之先天本然質性，主
要在增強Ｘ原素中的貯藏記憶功能，逐步淡化含藏在「餘習」內的慢欲能
量為純然正值能量，此時便可再恢復Ｈ原素原本所含藏的先天質性（溫
良、喜悅性）與氣性（靈氣能量）的應有功能，以增強該和子在施放靈氣
能量時的應有氣性，同時帶有可支配存處在第三、四、五類型旋和律內各
次元空間的大部分自然律現象的能力。
第三階段：除了在淡化Ｘ原素中的「餘習」的功能，強化Ｏ°、Ｈ°原素之先天本然質
性之外，主要亦在增強Ｘ原素中的貯藏記憶功能，逐步淡化含藏在「餘習」
內的瞋欲能量，為純然正值能量，便可恢復電質原素原本所含藏的先天質
性（真愛性）與氣性（剛氣能量）的應有功能，以增強該和子在施放剛氣
能量時的應有氣性，同時帶有可支配存處在第二、三、四、五類型旋和律
內各次元空間的大部分自然律現象的能力。
第四階段：除了在淡化Ｘ原素中的「餘習」功能，強化Ｏ°、Ｈ°、電質原素之先天本
然質性之外，主要亦在淡化Ｘ原素中的貯藏記憶功能，逐步淡化含藏在「餘
習」內的妄欲能量為純然正值能量，便可再恢復Ｘ原素原本所含藏的先天
質性（悟性）與氣性（炁氣能量）的應有功能，以增強該和子在施放炁氣
能量時的應有氣性，同時帶有可支配存處在第一至五類型旋和律內各次元
空間的大部分自然律現象的能力。
在第四階段中，Ｘ原素內的貯藏記憶功能將會逐步被淡化，並將其中所產生的能量作
為調和與支配已恢復先天本然狀態下的和子各原素功能之用，隨後各原素的功能也將
一一淡化，近似於處在

上帝中性律能量場內充填能量後的各胚胎芻型和子的原始狀

態一般，以為與宇宙共始終的終極淨化所需(終極新生)，也就是臻於《天人日誦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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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經》26天人教主所云：「合配吾神，永光綬爾，凡致脩爾，超倫絕聖，咸平等焉。」

陸、 結論
《天人親和真經》云：「慧銳智度，致利致行，是名凡。」，爾爾我我生為人類，
天人原生，本來即具有能不斷地精進與超越的智慧以及為臻於至善之境而專心致力達
成「聖凡平等」的天賦資質，亦即《天人日誦平等真經》所曰：「是性無陂亦無隰，
是其大知，越發越奮，惟進惟濯，圖名曰上，靡自神，勞自精，殆趨自汰，圖名曰下，
此惟人為，察資咸均，是名上下資平等。」，是以《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勉勵爾我：
「振己自己，越舉奮鬥。」，要振奮自己、超越自己原有慣性（舉止）。 從這個角
度觀之，凡軀和子的 X 原素將本文所敘述之累世「餘習」內容忠實的一一記憶下來，
做為個人的助道資糧，以不同表徵顯現百磨爾我，無非冀望生為凡的人類，「理入」
還要「行入」去超越、淨化「和子餘習」的意識慣性，健全人格的發展，達到「聖凡
平等」之「新生」，而臻於修圓「還本還原」之境。筆者有幸能有機緣一睹 11 件「和
子餘習」天人醫案之部分內容，茲將探討、分析後所獲之主要結果摘要如下：
1.

「和子餘習」的表徵可以「四賊」來歸類，出現之案例數目由多至少依序為：
愛（怨 5）
、嗔（4）
、癡（2）
、貪（1）
。如改為「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
的雙重內容」來歸類，則為：愛（怨 5）、嗔（4）、癡（4）、貪（1）。此一
觀察或可說明一炁宗主頒示《清涼真經》的用意，以及《新境界（教義）》
和《天人文化新探討》在討論「人性之研究」和「和子餘習的淡化」時為何
要介紹「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的雙重內容」。

2.

當一凡軀和子在結束此生之生命後，沾染薰習之和子，在轉世輪迴前之過渡
旅程有一階段會歷經所謂「道德意識審判」
，
「和子餘習」的內容「學習（智）、
經驗（能）、功、過、願力、道德慣性及道行（靜坐功夫），甚至包括因緣
業力等」於茲受審，並配合「和子現存內在能量之高低」，而決定該和子與
下一任電子體結合之因緣。諸如：主動（因果論）或被動（偶然論）之引合
關係。此一部份可補充《新境界（教義）》於「偶然論」與「因果論」之論
述內容，且值得再探；而「和子現存內在能量之高低」則與道行（靜坐功夫）
有關，此亦可做為涵靜老人在世時一再耳提面命:「生前不修，死後已無能
為力。」9的最佳註腳。另一觀察為：筆者於彙整「和子餘習」之定義與內
涵時，發現聖訓對「人類和子餘習」的界定甚至包括「因緣業力」，兩者之
間的關係，似乎亦值得撰文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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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所分析的 11 個案例，其主導人格發展的和子內各原素『性』與『欲』
的雙重內容所彰顯出之病例，多數偏屬承受較大業力投胎的和子類型。

4.

天醫所建議的「和子餘習」病例因應之道，11 案中：有 8 案被要求「虔誦
皇誥」、7 案「持誦廿字真言」、9 案「持誦基本經典」(7 案廿字真經、7
案北斗徵祥真經、5 案奮鬥真經)、10 案「反省懺悔」、7 案必須接受「天人
炁功」診心與調理、9 案要「正宗靜坐」、2 案要「行善積德」。另，《天
人文化聖訓輯錄》中所頒示之淨化和子餘習方法為：①道德意識感的發揮，
②善念、善行，③協調之身、心及④藉修持改善。已皈道（參加正宗靜坐）
的天帝教同奮其日行功課27：「力行教則、祈誦皇誥寶誥、反省懺悔、填奮
鬥卡、靜參、修法」以及常到教院參加早、午、晚課和法會持誦基本經典，
這些功課的內涵實質上已涵蓋前述「和子餘習」淨化方法的內容。人身難得
今已得，大道難明今已明，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然而關鍵還
是在：「力行」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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