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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 劍 輝 (緒 潔 )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摘

要

本文延續第六屆「從炁的本質探討親和力方程」之研究，並綜合過去發表之文
章以及觀照目前科學界相關之領域，嘗試提出「炁理學」可能包涵之內容，期望能將
「炁」的研究工作向前推動一小步。本文共分五個部份：
壹、前言：進行「炁理學」研究的必要性
(一)人間物理學、生理學、心理學的成就與限制
(二)何謂「炁理學」？
(三)與真正生動活潑的宇宙生命實象建立對話窗口
貳、「炁理學」的基本原理
(一)炁的廣義定義與炁的存在
(二)炁的基本特性—變動不息、萬有動力
(三)「炁理學」三項規律
參、炁場與心場
(一)炁場函數
(二)心炁能場
(三)心炁相志，炁隨心轉
肆、「炁理學」的應用
(一)協助建立完整的宇宙系統模式
(二)協助建立靈理學之內涵並推動靈體醫學及整體醫學之發展
(三)協助建立靈性心理學之內涵及應用
(四)協助建立心性系統之運作模式
(五)其他可能相關的基礎及應用學門
伍、結語：「炁理學」會通天人、古今、中西、精神與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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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進行「炁理學」研究的必要性
由於持續在天人實學研討會中提出探討性的文章，在去年度(第六屆)進行「從炁
的本質探討親和力方程」之研究過程中，隱約看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在該文結論中
曾提及：
「預見三門新科學之建立及發展」
，其中談到：…似乎看到有一門新的基礎科
學即將且必須形成，雖然目前尚有一段距離，然而這門新學問卻可能標示出整體宇宙
（包含物質宇宙與無形宇宙）運作的基本法則，可暫時稱之為「炁理學」，它與目前
人間代表物質世界真理的「物理學」互相對應、而有所包容，甚至於這一門新科學可
以進一步誘導及協助另外兩門新的基礎科學之建立：暫時將之稱為「靈理學」以及「性
理學(或靈性心理學)」，他們分別對應著目前發展得已有相當程度的「生理學」以及
「心理學」，而同樣有所包容之。因此、本文綜合過去發表之文章，並延續第五屆天
人實學研討會中「二大勝善十大天人之宗教與科學內涵」、「氣與炁的場論初探」、及
第六屆「從炁的本質探討親和力方程」等之內容，觀照目前科學界相關之領域，嘗試
提出「炁理學」可能包涵之內容，期望能將「炁」的研究工作向前推動。
(一)人間物理學、生理學、心理學的成就與限制
截至二十世紀末期、人間物理學、生理學、心理學、以及各種基礎科學和應用
科學，都發展到相當高的層次，尤其在各種研究方法及設備日益精良的情況下，人類
造就的物質文明也到了前所未見的境界，其中物理學以理論及實驗兩大層面，深入探
究微觀的次原子世界以及巨觀的天體宇宙，直指物質及宇宙構成及發生的本源，特別
1-4
是相對論及量子力學的提出，對於巨觀及微觀世界更提供相當層次的答案 ，物理學

家幾乎已成為理性及真理的代言人；而生理學家對於人體生命之各項生理組織及系
統，包括：神 經 系 統 、 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以及循環、淋巴、呼吸、消化、
泌尿、生殖…等系統，已經有非常透徹的研究與瞭解，對於生命組織的探究也到
了基因解碼定序的水準，遺傳工程、組織工程、生物技術也已相當成熟，甚至個體
複製的技術也已經大致被掌握5-8；另外心理學長期以來的發展，隨著各類相關學門的
進步，其內涵也日益深邃，近年來心理學家藉由大腦功能的研究技術更有許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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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認知心理學的發展，對於心靈、感覺、知覺、思考、記憶、學習、語言、理解、
決策、智力、動機、情緒、生理變化、身心發展、行為…等等之產生及處理過程也有
了極佳的了解與掌握9-10；其他各項學門及科技在前述的基礎之下也有了相當的進步，
反觀宗教及哲學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似乎只具有形而上的玄說意義與對於未知生命
領域的暫時慰藉而已，然而即使如此、相信沒有人會認為人類科學發展已經到了極限。
檢視人類的文明演進，似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並沒有同步發展，尤其當我們
跳脫物質與肉體層次、進入真正的精神與無形層次，則目前的科學對於這個領域似乎
是尚未有一點基礎，例如：宗教所認真處理的靈體或靈魂相關的問題，就完全不是二
十世紀的科學成果所能掌握，這一個與生命相關、也是人生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在科
學上是沒有被定義的、甚至是被鄙視的，雖然有一些學者重視有關靈魂及超心理學的
問題11-12，但是截至目前為止、這些研究與論點仍未被目前的主流科學界所正視及接
受。從宗教追求真理的角度來看、靈魂不只與生命的存在真象相關，更與生命的存在
意義相關，但是因為目前沒有任何科學的儀器可以證明靈魂的存在，
（更貼切的說、
應該是：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儀器可以偵測到靈魂存在的相關訊號），也因此沒
有相關的理論、學說被建立或證實，當然也就沒有相關的科學成果，在這樣的前提下，
前世迴溯所進入的累世記憶，也同樣沒有科學意義，當然更不必說研究靈體的組成與
內涵會變成一個科學上的研究主題，弔詭的是、進行研究需要有適當的工具，然而有
沒有可能研究的工具限制或障礙了研究的發展呢？看來工具的侷限性是需要先謹慎
釐清的。單純從生命的主體來看，對於肉體與靈魂來說，它難道不像是電腦的硬體配
合了相關的驅動程式及軟體，才有良好的運作成效嗎？抽掉了軟體，電腦也就不能正
常工作了。如果人的生命是靈體與肉體的組合，則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靈體又有多少
瞭解？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似乎真的需要敞開心胸對這個基本命題仔細探究，其他
相關的命題，如更次於次原子的粒子（與靈體及天體的形成有關）、生命的產生、宇
宙的起源、超光速的問題（念力、信息的交流）、前世記憶、雙重人格、深度憂鬱、
天人炁功、炁與氣的內涵、靈體醫學、真空物理(可能與能源的開發相關)…，這一些
在二十世紀部分已被接觸到、或者有些看似不著邊際的問題，在更寬廣的眼界看來似
乎更與生命的本然、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以及生命的安頓有關，值得深究。
(二)何謂「炁理學」？
「炁理學」其實是一個被迫提出的領域或學門，嚴格的說、它應該是相對於「物
理學」在本質上或內涵上的研究差異所推擠出來的，因為物理學已經有非常嚴謹的定
義內容，同時在直觀上物理學也是針對「物質世界」的極緻學問，因此、對於〝虛無
飄渺〞的無形生命世界及各種存在的研究，不得不另起爐竈，其實從炁的本質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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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炁理學架構更應該包括目前物理學的內涵。炁理學的研究內容究竟為何？簡單
的說「炁理學」就是研究「炁」的本質、結構、交互作用、運動、行為…等基本原理
及相關應用的學問，
（有關「炁」的定義詳第二段說明）
，而「炁理學」的研究範疇，
第一個層面就是要包容前述科學研究成果以外尚未被定義的問題，包括次於〝次原子
粒子〞
（也就是〝炁〞
）存在的可能型式及特性（包括微觀性質及整體性質）、炁的行
為、炁的應用、信息傳遞、生命組成（包括靈體及肉體）
、心靈、深層意識…等；第
二個層面的主題，就是前述命題與目前科學上既有成果之間的關聯，既然同樣是研究
宇宙真象，則彼此之間不會是互斥的，而應該只是範疇界定的問題，更實質來看、彼
此之間更應該是相容相通的。
(三)與真正生動活潑的宇宙生命實象建立對話窗口
除非我們認為「物質世界」已經代表了整個宇宙的生命實象，並沒有「精神世
界」的真正存在，否則我們實在有必要深入探究「炁理學」的內涵，當然有一些說法
認為所謂「精神」狀態只是附屬在「物質」生命結構才存在，一旦物質生命結束，精
神狀態就歸零，這種說法當然沒有辦法解釋「天才」
、「個人特質」、「天賦異稟」
、甚
至催眠現象所涉及的「前世迴溯」及「累世記憶」…等問題，而更高次元的生命現象
更無法僅以三或四次元的時空加以表述及體察。小至生命的結構、大至天體運行的內
涵，以及充斥於其間活潑變幻的各次元世界的生命實象，如果沒有跳脫現有科學框
架，大概永遠尋找不到對話的窗口而一探究竟。

貳、「炁理學」的基本原理
(一)炁的廣義定義與炁的存在
1. 炁的五大分類與整體宇宙結構的關連性：
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傳示有關「神律系統—能量型態」的聖訓13，其中
談到：
「炁」主要是由能量粒子間經抱合沖擋作用而產生的能量炁化特性，依據「炁」
的能量層級大致可粗分為五大類：祖炁、先天炁、後天炁、後天氣、元氣（靈氣）等，
這可以視為「炁」的廣義定義與大要分類，這一個定義與分類將「氣」包括在「炁」
之內，而且更加的寬廣，也就是說、廣義的「炁」包括了「氣」
。從宇宙時空及能量
的角度來看，由於越接近宇宙中心能量越高，而越向宇宙外圍則能量越低14，因此若
是將這五大類型的炁比對宇宙時空15-17，其自宇宙中心向宇宙外圍分佈的對應狀態大致
應該是：正宇宙中心(上帝境界或無極理天)、氣天上層(化炁界或無色界)、氣天下層(化
電界或色界)、象天層(分化界與和合界)到物質世界(欲界)，針對天帝教教義所說的五
類旋和律、炁的能階層級及宇宙結構關係綜合列表，整理如表 1 所示；從靜坐或修煉

302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的層次來看、位於物質世界的生命體，若是內修其元氣，逐漸往上提升能階，甚至是
能夠引合上帝的祖炁(靈陽真炁)，則對於其境界及能階的提升將有極大的助益。
2.「炁粒子」與「氣粒子」
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傳示有關「天人炁功」的聖訓18，其中對於「炁」
與「氣」的本質與特性做了明確的定義，綜合聖訓的資料可知：
「炁」與「氣」分別
是先天及後天能量的表現型態，其主體本質是能量粒子，可稱為「炁粒子」或「氣粒
子」
，
「炁」的分類依據、乃是根據能量粒子的兩項特性：其一、能量粒子含藏的鐳質
粒性與宇宙訊息之完整程度，其二、能量粒子往來不同次元空間活動自由度之能量層
18-19

級。因此、可針對能量粒子定義狹義的「炁粒子」與「氣粒子」

如下：

「炁粒子」是先天能量粒子，是帶有完整鐳質粒性與宇宙訊息的粒子(也可稱為
鐳質粒子，處在一元天界之中)，無靈性粒子與物質粒子之分，可自由改變原有之粒
性大小或質地精粗投射到各次元空間，幻化出可以被該次元空間之能量所接收或轉化
的作用，或與各性靈意識訊息互相作用。而當炁粒子彼此之間經抱合激盪作用後所產
生之某種運化特性，則以「炁」或「炁能」稱之，此屬於先天能量的表現型態之一。
「氣粒子」則是後天能量粒子，是炁粒子經能量消耗與退化使其鐳質粒性與宇
宙訊息大部分被封鎖住的粒子，有靈性粒子與物性粒子之分（處在二用天界之中），
粒子較大，質地亦粗，無法自由往高次元空間穿梭，可在二用天界層中藉由改變粒性
大小或質地精粗之方式形成各類新粒子，而與空間能量相互融合、轉化，或與各性靈
和子的意識訊息互相作用。而當氣粒子彼此之間經抱合激盪作用後所產生之某種運化
特性，則以「氣」或「氣能」稱之，此屬於後天能量的表現型態之一。
3. 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
嚴格說來、
「生命系統」應該分成「有形生命系統」及「無形生命系統」兩大部
分來看，其中「有形生命系統」是指由後天物質單元所形成之結構體(電子體)，就人
來說就是肉體部分，依據天帝教教義、肉體部分是帶電粒子之結構體，也就是電子體
結構，而所謂「無形生命系統」是指由靈體(和子體)與肉體結合之後，所形成各類不
具有形結構之無形運作系統，包括：「心性系統」、「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整體
電力引合網路」(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臟腑氣能循環系統」、「經絡系統」…等
部份，圖 1 顯示人體生命系統之架構圖。由於目前科學界並沒有「炁」的相關研究，
依據聖訓及相關資料20-24針對無形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進行整理25，並分析師尊靜坐修
持各階段之現象中無形所傳示的聖訓26，吾人可以瞭解到整個靜坐修持過程中，隨著
修持功夫之進階，其內在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皆有不同的變化及成效，並且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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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修持功夫之持續，心境能量(內在意識能量)逐漸收歸於內，使心境能量提高，該
能量隨著修持功夫進階之不同，會分別影響和子體中O0、H0、電質、X原素，分別釋
放和氣能量、靈氣能量、剛氣能量及炁氣混合能量。綜合看來、針對上述所列之五類
無形生命系統分別檢視其內涵，並由各項無形生命系統與靜坐修持各階段現象變化之
內容比較來看，無論是其結構本身或是運作內涵，都不離炁與氣之範疇，即使是其結
構本身雖屬非物質之無形結構層次，精微細緻，然亦為炁氣之無形運作體，運行或是
運作於其中之內容物，不論是能量、訊息、或是氣化內容物，都屬於炁與氣之內涵。
由此看來、欲深入了解生命結構及其內涵，若是不從「炁」的觀念下手，恐怕難窺其
堂奧。
(二)炁的基本特性—變動不息、萬有動力
依據天帝教教義第一章第五節「萬有動力論」27：宇宙間實無一不在動態之中，
大者如形成宇宙天體之旋和力，中者如人體中電子與和子交相推動之動力，小而至於
一杯水中電子之活動，均無片刻之休止，故曰：「物質與自然常動，動者自動，靜者
亦動，萬有動力！」體察生命體之結構與天體之運行，其中充斥著「炁」的流變與作
用，前述生命系統運作中之炁，與五大旋和律中運作之炁，都呈現出「炁」運行不息
的特性，即使肉體生命歸於結束，或是一個太陽系毀滅歸於混沌，在下一個生命展開
以前，仍然進行著炁的不斷變化，整體宇宙的生滅變化亦然。喬奧馬古悠(Joao Magueijo)
在光速改變理論(VSL: varying speed of light)中提到28：
「隨著宇宙常數(Λ)力量增強，會
將宇宙間所有物質推到極限，當星系分散時…，一切化為孤寂…，但在這個荒蕪的情
況下，VSL預測將有廣大能量從真空中產生，因此由真空中主宰的空曠宇宙，提供環
境孕育一次新的大霹靂，循環又再度重來一次」
。這一段文字大致符合天帝教聖訓14所
稱九大銀河星群中空法銀河星群之生滅變化的基本規律，大小宇宙生命的基本狀態是
炁的不斷流變、永不止息，所有運行變化的基本特性是「萬有動力」。
(三)「炁理學」三項規律：
炁理學第一規律：同引律－同質相引、異質相悖
炁理學第二規律：中間律－同衡相衡、異衡相列
炁理學第三規律：異引律－異氣是求、同氣是離
29

在「天人親和真經」 中談到兩個宇宙生命的最最基本法則「同」與「異」，以
及由這兩個法則衍生出構成宇宙各類生命(十大天人)的三個定律法則，經文原文摘錄
如下：「教主曰 宇際天間 二大勝善 十大天人」…「二大勝善

曰同曰異

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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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濁

衡以微重

質若滄浪

四善

有名同質相引

是離

宇間因其二大勝善

衡若鴻泰

異質相悖

清其清

復名同衡相衡

濁其濁
異衡相列

微至微

重執重

因是

復名異氣是求

同氣

生和十大天人」。

有關這一段經文的意義及相關內涵之探討可參閱其他文章30-31，這段經文呈現了
幾項重要的基本原理及定律，茲整理提出如下：
其一、二大勝善：兩個超越宇宙所有規律的大法則，一個是『同』
，一個是『異』。
其二、四善：四個與本質及外象的呈現有關的基本作用，分別是：清其清、濁
其濁、微至微、重執重。(『清』、『濁』、『微』、『重』分別表現『質』與『衡』的四
個面貌，並且是由四種作用產生的：出離、混和、分化、累聚。從『質』的層面來講：
出離（抽離）而清純，可能越加的出離而清純；混和（結合）而濁雜，可能越加的混
和而濁雜；從『衡』的層面來說：分化而細微，可能越加的分化而細微；累聚而重執，
可能越加的累聚而重執。)
其三、三項規律：三個炁氣變化的基本規律，其中「炁」的內涵可以「質」來
表示。第一項規律可以稱為『質』的『同引律』，其內涵是『同質相引、異質相悖』
（相同質素的互相吸引，不同質素的則互相悖離）
，第二項規律可以稱為『衡』的『中
間律』
，其內涵是『同衡相衡、異衡相列』
（越過中間的能階障壁，出現結構相同與相
異的不同型態而分別羅列）
，第三項規律可以稱為『氣』的『異引律』
，其內涵則是『異
氣是求，同氣是離』（電性相異的互相引求，電性相同的則互相斥離）。
上述四善之四種作用呈現出「炁」在微觀上的動態行為，同時形成「炁」在本
質及型態上之變化，因而逐步衍生出廣義的「炁」之三項規律，值得玩味的是、
「炁」
在微觀的尺度下因質與量之變化，越過中間之障壁而有不同的型態，這一個中間的障
壁似乎區隔了先天與後天，無形與有形，精神界與物質界。

參、炁場與心場
(一)炁場函數
1. 炁場函數的意義與性質
依據前述對「炁粒子」與「氣粒子」的基本認識以及修持經驗進行推敲，靜態
的「炁(氣)粒子」或「炁(氣)粒子團」可能於其存在空間附近產生靜態的「炁(氣)場」，
它應該屬於一個純量場，因此可以建立炁場之純量場(scalar field)函數形式，(由於廣義
的「炁」包括「氣」，此後即以廣義的「炁場」概念代表「炁場」及「氣場」兩者)，
當靜態的「炁場」受到意識或其他作用驅動時，原本的純量場特性有可能改變成具有
向量場的特性；另外、動態的「炁(氣)粒子」表現包括投射至各次元空間之種種變幻
過程，例如改變原有粒性大小、質地精粗、形成新粒子、並相對產生光、熱…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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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能量之接收、轉化等作用，當然、「炁(氣)粒子」之投射行為也可能伴隨產生動
態的「炁場」，此類動態的「炁場」及前述經趨動之靜態的「炁場」則應該具有向量
場的特性，因此也可以建立炁場之向量場(vector field)函數形式。有關「炁場」的相關
內容及性質，可以利用向量及張量的形式加以建立及推演，底下將炁場所可能具有的
散度(divergence)性質及旋度(rotation，circulation)性質整理說明如下19, 32-34：
(1)炁場的散度(divergence)性質
 

給定一個可微分的向量炁場 C = C (p)，引進一個位於 p 點的純量函數，稱為 C 的

散度或散量(div C )，在場內任取一立體區域 V，其邊界為光滑封閉曲面 S，S 上任意
點的單位法向量為 n̂ ，則可以多重微積分型式表現出高斯散度定理(divergence theorem
of Gauss)之向量形式：



V


div C dV 



S


C  nˆ dS

(1)


上式中 C 看成是炁場中炁(氣)粒子穩定流動的向量場，方程式右邊表示炁(氣)粒

子通過曲面 S 流出去的量，因此方程式左邊之 div C 表示炁(氣)粒子在炁場中某點位


置的單位體積通量(flux)之輸出。因此，div C 構成一個純量場，稱為 C 的散度場。在
空間中某定點 p 處、若是：

(A) div C ＞0，則表示在該處有一「源」(positive source)，意即該處為炁(氣)粒子
之源頭，有炁(氣)粒子之產生、並溢散至場外。

(B) div C ＜0，則表示在該處有一「匯」(negative source，sink)，意即該處有炁(氣)
粒子內聚或消失(disapper，對外界而言)。

(C) div C ＝0，則表示沒有炁(氣)粒子之流動。

(2)炁場的旋度(rotation，circulation)性質
 

給定一個可微分的向量炁場 C = C (p)，定義一個位於 p 點的向量函數，稱為 C 的




旋度(the curl of a vector field C , rot C or curl C )，其數值為當面積趨近於零時、場量 C
所圍單位面積的最大淨環流積分值，其方向為使其淨環流積分為最大值時此環所圍面
積的法向量。在場中取一光滑開雙側曲面 S，其邊界為一光滑封閉非相交曲線 L(簡單
封閉曲線)，取定 S 的一側為正，正側的單位法向量為 n̂ ，曲線 L 上正向的單位切線
向量為 tˆ ，則可得到向量之旋度定理—史托克斯定理(Stokes' theorem)：



ˆdr  rot C  nˆ ds
C

t


L

S

(2)


如果把 C 看成是炁場中炁(氣)粒子穩定流動的向量場，則此方程式左邊表示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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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粒子沿 L 轉動的程度，其方向表示炁(氣)粒子在某定點附近繞某軸旋轉之方向。


如果 rot C =0，則稱 C 為一無旋場(irrotational field)，無旋場與位勢場(potential field)
是等價的。
2. 炁場的綜合特性
有關「炁場」可能具有之特性及內涵綜合歸納如下35：
(1)「炁場」並非目前物理學上所知的四種力場，無法以四種力場涵括描述其行
為、甚至預測其變化。
(2)「炁場」的作用主體是「炁(氣)粒子」或「炁(氣)粒子團」，而「炁粒子」的
變幻行為非常活潑，「氣粒子」則受到限制。
(3)「炁場」具有靜態的或是動態的形式。
(4)「炁場」具有可以流動、接收、匯聚、溫養、質變、調變、激發、意識操控…
等特性。其中流動、匯聚、質變屬於自然律，而各項特性都可以被訓練有素
的精神意識力量控制，可以依適當的規律加以導引操控，此屬於自由律的部
份。
(5)靜態的或是動態的「炁場」
，都有可能與各性靈和子的意識訊息互相作用，並
逐步產生靈識、意識、精神、乃至物質或是肉體上之效應。
我們知道在天人合一、天人親和或天人炁功的實際操作中，操作者放空心念(心
不動則氣連續不斷，故有連續函數之可微分特性)，則可以在心源(可以和子內聚電荷
量描述其特性及強度)之中、一方面辨識、接收、再則匯聚、調變、繼則傳遞、發射(有
方向性的)「炁(氣)粒子」
，並在心源之週邊產生一個「炁場」
，其中：心源之數學模式
可能用純量場之型式來描述，而「炁場」之數學模式則可能參考前述之場量形式加以
建立，至於其作用之效果，則牽涉到更細微的炁(氣)場承載信息與接收者內在信息間
的交互作用。
(二)心炁能場
心識作用具有非常複雜的層面與內涵，實在不易建立數學函數之型式，此處先將
問題單純化，暫時不考慮幽微細緻之意識內容，僅從能量或是能階的角度來考慮，同
時只考慮具有和子體及電子體之凡人即將對某一個外在對象(具和子體)發出心識之
念力作用時之心場狀態，這種狀態的呈現應該與一種精神性的炁能(發自元神之能量)
有關，暫時稱之為「元神炁能」，且與其內聚之「炁量」呈正比，換句話說、此時的
心場狀態應該是一種精神性的炁能場，可以用元神能量來表述，參考神與人兩個和子
間即將進行親和力作用之前，所進行能量契合測試公式中之元神能量數學關係19,35，
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參數應先納入考量：元神炁能、意識總值、心境熱準與誠敬熱準的
電力總值，吾人可以試著提出心場（一種心炁能場或元神能量場）之數學函數關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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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心炁能場(元神能量場)： C m  C m'   M   LmCE  LsCE



(12-2)

其中：

C m ＝(經意識及熱準調整後)實際呈現出來的心炁能場(元神能量場)。
C' m ＝原始之元神炁能，是指由和子內的本有元神（包含和子之靈氣能量與電子
之神氣能量）所釋放出的動力能量，與內聚之「炁量」呈正比關係。

ΣM＝兩個和子之意識總值，是兩個和子於意識放射時，所產生善惡念力之意識
總值，可為”正值”、”負值”或 “零”。

Σ(L CE m + L CE S)＝和子熱準(Level of Critical Energy)總值，是和子內在之心境熱準
(L CE m)與誠敬熱準(L CE S)的電力總值。(心境熱準是指由和子體內在各原素所
釋放出的各類氣化性能之不等深度能階，亦即指和氣、靈氣、剛氣、炁氣
能量而言；誠敬熱準是指和子體與電子體交流後所產生於靈魂意識交集層
中的各類不等之氣化深度，亦即指意識、靈識、靈覺、魂識部分)。
「心炁能場」就其結構及本質而言，它可以不斷地依循「同質相引」的規律產
生量的累聚，同時透過心境之修持而提升其能階；就其作用而言、由於炁的幽微變化
將產生各種心識作用，前面在建立心炁能場之函數關係時，暫未考慮其中之意識內
容，然而意識本身可以經由自我信息交流的方式，產生千變萬化的念頭，同時更可以
依念頭引導炁的各種變化，這種作用就如同在大腦皮質或大腦各部份貯存的記憶或資
訊，可能自然匯流而產生各種思維，其實在大腦思維的運作層次，一心是可以數用的，
有趣的是、當大腦皮層的思維暫停的時候，我們才覺察到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心」(意
識)在運作，而更深的一個層次亦然。將「心炁能場」放大來看、整個宇宙也是一個
巨大無比的心識作用場，並且幻化在不同次元時空之中，也各自有其姿態，不等次元
空間決定了它的活動自由度與運行速度的極限。
(三)心炁相志，炁隨心轉
前面談到、
「炁場」具有流動、接收、匯聚、溫養、質變、調變、激發、意識操
控…等特性，「炁場」中的幾個特性是一般物理量所沒有的，也就是它可以被意念控
制，再加以導引而流動、匯聚、留存溫養、調變，激發…等，此屬於自由律之操作；
而其中流動、匯聚、質變等現象，可以自然發生，則屬於自然律的現象。大同真經談
到心與氣之間的交互作用：「教主曰，心氣相志，心志以道，是氣曰道，心志以厲，
是氣曰厲，心志以昏，是氣曰昏，氣志心神，是以不清是心，不寧是心，其宰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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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心是神」36，
（大同真經中的「氣」字與先天之「炁」相通）
，心念作用可以導引炁
的流變，這是炁場的意識控制特性。

肆 、「 炁 理 學 」 的 應 用
(一)協助建立完整的宇宙系統模式
目前科學界對於宇宙產生的學說37-40，以 1948 年加莫(Gorge Gamow)提出的「熱
霹靂模型」（hot big bang model，或稱大霹靂學說）以及 1981 年古斯(Alan Guth)提出
的「暴脹理論」（theory of Inflationary Universe）為主流，早在 1922 年俄羅斯物理學
家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為了解釋原版廣義相對論所提出宇宙隨時間演進的
狀態，曾深入宇宙模型之研究，並作了兩個簡單的假設：第一、從任何方向觀察，宇
宙看起來都相同；第二、不論在任何地方觀察宇宙，假設一仍然成立；依據這兩個假
設弗里德曼證明在沒有宇宙常數(cosmological constant)的情形下，宇宙模型必須擴
張，也因而預測了 1929 年哈伯(Edwin Hubble)的發現；雖然弗里德曼只建立一種模
型，但是有三種宇宙模型都符合前述兩個基本假設，包括：封閉宇宙模型（球形擴張
的宇宙，當擴張到某個最大尺度後開始收縮）
，平坦宇宙模型（宇宙不停的擴張，雖
然速率漸漸減緩，但不會停止），以及開放宇宙模型（為擬球面馬鞍型的開放宇宙，
一直擴張下去，以定速膨脹，永不停止）
；除此之外還有不同的宇宙模型被提出，雖
然 1965 年宇宙背景輻射的發現及 1981 年的暴脹理論對大霹靂學說提供有力的支持，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大霹靂宇宙論都還不算完成，一直以來、宇宙學家持續致力於尋
求完整的宇宙真相及模型，包括 1926 年林布拉德(Bertil Lindblad)提出銀河系旋轉的
理論，1927 年勒梅特發表宇宙擴張論，1948 年葛爾德、霍伊爾和邦帝提出穩態宇宙
論，1983 年林德提出混沌暴漲模型，2000 年依據「銀河系外輻射與地球物理釐米波
氣 球 觀 測 計 劃 」（ Balloon Observations of Millimetric Extragalactic Radiation and
Geophysics, Boomerang）測量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之分佈情形，證實宇宙是平坦的，因
而宇宙終將停止膨脹，也不會塌陷；2003 年二月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為
探 測 宇 宙 背 景 輻 射 發 射 的 威 金 森 微 波 非 等 向 性 探 測 器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拍攝到迄今解析度最高、範圍最大之宇宙誕生初期影像，並推測
出宇宙之年齡約為 137 億年，誤差值 1%；另一方面、喬奧馬古悠(Joao Magueijo)另
闢途徑，自 1995 年起、以光速變化理論修正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試圖建立新的宇
宙模型，並持續提出相關之研究成果。從有形及無形之整體宇宙觀點來看，迄今宇宙
學研究上所發現之證據，在其相關理論之假設前提下，已有相當層次之解釋及意義，
吾人好奇與心動的是、這些證據似乎仍具有重新檢視的空間，並可能賦予新的意義，
我們看到反宇宙的運作模式與炁理學第一定律（同引律）之內容，對於宇宙生成變化
的基本運作狀態似乎提供了相當的線索，
「炁理學」的深入研究，配合及參研無形所
提供之聖訓，應該可以提供建立宇宙模型時更全面的方向指引。
(二)協助建立靈理學之內涵並推動靈體醫學及整體醫學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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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子結構方程式的四個成份，到心性系統、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再到整
體電力引合網路(包括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大致指示了靈體的結構及運作狀態，經
由修持經驗以及相關聖訓內容可知，生命個體其實包括了肉體部分與靈體部分，現代
科學對於「生理學」已有了相當深入的瞭解，為了對生命的真相確實掌握，有必要深
入探索靈體的結構與內容、以及其運作及功能，相關的內涵將構成「靈理學」的骨幹，
人間由於對「生理學」的掌握，直接對醫學有相當程度的貢獻，同理、對「靈理學」
的掌握，將直接涉及「靈體醫學」的內涵，惟有「生理學」及「靈理學」雙方面兼顧，
整體醫學的發展才會完全。
(三)協助建立靈性心理學之內涵及應用
「心理學」目前的成果主要是建立在以肉體生命之解析為主體的基礎下，由於
心理學界尚無靈體的認知，當然不會建立與累世記憶相關的知識系統及相關應用的操
作模式，然而一旦「炁理學」及「靈理學」的內涵有相當的基礎，則與前世記憶相關
的心理及生理效應將受到正視，如此建立的心理學內涵將更為完整，對於前世記憶所
造成的深度憂鬱症、或是與外靈相關的雙重人格或人格分裂、或是外靈依附…等症
狀，才可能真正觸及根本，對治之道才能真正落實，同時兼顧公平及正義。
(四)協助建立心性系統之運作模式
天人文化新探討中論及「心性系統」41之運作模式，「心性系統」主要由良知本
體(理體)、良知之用、心之用及性之用等所組成，其動態之推移轉換方式包括由內向
外(外推—理、性間之氣化推移)、由外向內(內推—心、理間之氣化推移)、右旋(由先
天轉入後天、由天性轉入習性)、左旋(由後天返先回天、由人心返回天心)等，其實質
內涵即為氣化上之會通推力(含外推、內推)及轉換旋力(含右旋、左旋)，更細微的來
看即是會通時之延展、凝聚，及轉換時之淨化、積存等質性作用，這些動態之會通及
轉換程序中之內容物，主要是以氣與炁之運動及變化為主，而且在不同的條件及狀態
下，這些氣化內容物可由靈體和子結構中各原素之交互作用而來。心的運作除了前述
從能量或是能階的角度來考慮之「心炁能場」之外，還有複雜的心識作用，此心識作
用之運作模式即是此處心性系統之內涵，而心性系統運作之內容本質，事實上也是幽
微的「炁氣聚合能量」或氣化內容物，完整的心性系統之理解及建立，也需要融入「炁」
的內涵。
(五)其他可能相關的基礎及應用學門
在「炁理學」建立及發展之趨勢下，除了前述與物理學、生理學、心理學直接
相關連結及拓展之領域、包括「炁理學」本身、以及「靈理學」
、
「靈性心理學」等領
域之外，其他相關的基礎科學及應用科學也可能同步發展或是逐步衍生，例如「炁」
與次於次原子粒子的關係、新能源的研發（真空取能、能源學）
、訊息交通、星際的
探索與交流、未來學、各類相關的發明（發明學）…，這一些發展將可能超越吾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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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之想像，一旦跳脫了物質層面的束縛，新的境界將更加寬廣、豐富、有趣。
陸、結語：「炁理學」會通天人、古今、中西、精神與物質
有關「炁理學」內涵架構及建立之工作，一方面可參酌來自高次元之聖訓內容，
一方面可配合人間長期之研究及觀察資料，並重新檢視已有之實驗成果而可能賦予其
新的意義，同時進行持續之探究以充實其內涵，其中除了西方科技對於宇宙學及基本
粒子學之研究成果外，古代中國之自然學家以及修煉之士，以不同於西方學者對於物
象之微觀剖析方法，而以抽象取意之方式建立了對自然現象獨特的觀察角度及實質成
果，值得重視，其中對於天地之氣與人身之氣之觀察及研究，不只具有獨立的知性體
系，尚有具體的修煉方法，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念，就是大小宇宙的實證及統一，
維生先生歸納「氣」在中華文化中的五項實質內涵，提出：「氣是宇宙本體、氣是具
有動態功能的客觀實體、氣是一種元素和物質體、氣是宇宙中精神和物質的中介者、
氣是人的生命本質」42，將「氣」的內容作了相當寬廣與完整的彙整（按：此處之「氣」
與「炁」通）。在建構「炁理學」內涵時，上至先秦時期、下迄秦漢、魏晉、隋唐、
宋元明清各時期有關「氣」與「炁」的研究及實證內涵43，都值得納入研究。
本文概括地提出了「炁理學」相關的大要內容，實質的內涵還需逐步發展及建
立，同時也需針對有關的科學領域及相關證據加以重新檢視。這一個領域十分的寬
廣，而且與之相關的各個分支領域也可以獨立發展，期望「炁理學」的研究能日趨熱
絡，則有形與無形的生命實像及宇宙內涵將逐步揭曉，可以預期的、這將是一個會通
天人、古今、中西、精神與物質的新興領域。
表 1. 宇宙之旋和律種類、炁的能階層次與宇宙結構
旋和律種類

天界層次

-------

無極理天

第一類
第二類

無極理天
氣天上層
氣天上層

第三類

氣天下層

第四類

象天層

第五類

物質世界
(慾界)

炁的能階
層級
純鐳質

境界狀態
上帝境界

化炁界
此層和子內聚能量
(無色界) 極高，可依願力分化
電流界、 於各空間中，作為引
導歸位之修煉方式
電準界
化電界
和子能階較高，為配
(色界)
合生靈運化之需，而
產生引導功能
分化界、 自由神(偶然律支配
和合界
下含雜質較少之和
子)
天液界、 具 轉 換 和 子 及 電 子
物質界、 生 存 形 態 之 天 界 或
次質界
人類世界或類似平
面組合之世界

是否具形象 空間次元* 其內靈團間之互動關係
光的無相
次元層
不具形象

100
72~99

不具形象

33~72

稍具形象

7~33

具形象

5~7

具形象

2~5

------大量的高能鐳質光訊
或靈訊
鐳質光訊、極高能量之
陰陽電射或靈訊
極高能量之陰陽電射
或靈訊
高能量之陰陽電射(或
在其中含正負特質之
訊息)或靈訊
各類能量之陰陽電射
(或其中含正負特質之
訊息)或靈訊、雜訊

* 各空間次元之數據是假設整體宇宙天界層最高以一百次元為單位時，各天界層所佔之空間比例，數字下之
橫線代表包含該次元。17
* 表格中各項對應之關係，因聖訓資料不同而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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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層電力引合網路
(導 航 器 )
0°、H°、電質、X 原素之電力作用軌道
0°、H°、電質、X 原素之電力作用區
心性系統
(心靈指針)
‧含藏於熱準中心內

神經系統
1.中樞神經系統

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
(小 雷 達 )

大 腦
(資訊處理中心)

順逆循環模式
脊 髓

(電 力 輸 送 管 道 )

(調 節 器 )
內層電力引合網路
2.周圍神經系統
a 感覺神經(傳入)

0°、H°、電質、X 原素之電流作用軌道
0°、H°、電質、X 原素之電力反射區

軀體
內臟

b 運動神經(傳出)
生化系統

3.自主神經系統(植物性神經)

(動力發電廠)
‧精氣神魂魄五大能量區

a 交感神經
b 副交感神經

臟腑氣能循環系統
(後天氣能)
‧五臟六腑之象與五行之氣所凝成

內分泌系統
（化學性調節機制）

經絡系統
臟腑結構
‧五臟、六腑

經脈
經絡
絡脈

其他系統及結構
循環、淋巴、免疫、呼吸、消化、泌
尿、生殖、骨骼、肌肉、皮膚…

連屬部

內部：臟腑
‧十二經筋
外部
‧十二皮部

說明 1：人 類 和 子 體 結 構：0° + H° + 電 質 +X 原 素
2：人身三大無形系統及網路
‧心性系統
‧ 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

氣化系統
生化系統

圖 1 人體生命系統架構圖

‧十二經脈
‧十二經別
‧奇經八脈
‧十五絡脈
‧絡 脈
‧孫 絡

外層電力引合網路
內層電力引合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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