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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急重症醫療品質之優劣直接關係病患的生命與健康”。帝教《天人

醫案(一)(二)》(簡稱《天人醫案》)，記載多項獨有的宇宙法寶在《天人醫

案》中多次出現，實際的運用於生命體，作者擇錄部分急重症案例分二種(急

症與重症)，各種的疾病分三項(病因、調理、預防)列表并解析，希望以宗

教醫學角度看待急重症，得以提升醫療品質，了解生命意義與價值。 

本報告揭示疾病的可能原因有先天與後天，提供解決的調理方式不脫

五門功課的煉氣煉心煉靈與持誦經典，雖然現代醫學有不足的地方，但是

仍須持續治療，尤其是急重症患者，更需無形與有形應化配合的天人合力。 

本案的啟示我命由我不由天，了解人的本身具創造能力，當積極樂觀

奮鬥的精神發揮，生命多重系統即產生極大力量，如此疾病緩減，健康可

待，即便肉體過於毀損無法保命，亦能體悟生死，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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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醫案(一)(二)》急重症(部分)解析 

黎德安(光蛻) 

 

 
一、前言 

 

因為急重症醫療品質之優劣直接關係病患的生命與健康。因此，如何提升我國急重

症醫療品質一直是醫界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此外，在全民健保的架構下，急重症醫療由

於所費不貲，經常成為醫療經濟學的議題。在講究成本效益的健保體系裡，如何在有限

的醫療資源下照顧好急重症病人，並維持相當的醫療品質，是急重症醫療從業人員必備

的知識。這段話是醫療專業研究人員的心聲，急症常是突然的意外，重症有時是急迫，

卻也見緩慢的，但類似這二種疾病常帶給病患自己或家人不少衝擊，經濟情緒生活上都

有一定程度影響。隨著精緻的需求明顯，以致發展出現代的健康模式:生物--心理--社

會，三者有密切關係，然而現有醫學對於精神意識的處置仍有不足，歷史上各宗教在此

方面累積不少經驗。帝教發展至今亦有二十餘年之無形批答案例，經整理彙集名稱《天

人醫案(一)(二)》(簡稱《天人醫案》)，帝教多項獨有的宇宙法寶即在《天人醫案》中多

次出現，實際的運用於生命體，在此作者選擇部分急重症案例列表并簡單解析，試圖學

習如何緩解自己痛苦之餘，幫助別人去尊敬生命，從而了解其意義與價值。   

  

 

二、急重症醫學 

 
2-1急症(溢血4例 車禍5例 溺水2例) 

急症醫學又稱急救醫學或急診醫學，它是研究與處理急、危病人及傷患急救、途中

監護治療、醫院內治療，及其組織和管理等問題的專門學科1。急救就是當人們遭受意
外傷害或突發疾病的時候，在送到醫院治療之前，施救者按醫學護理的原則，利用現場

適用物資臨時及適當地處理傷病者並給予傷患緊急性、臨時性的救護處置。目的之一

“保存生命”:恢復呼吸、心跳；止血；救治休克。當急救簡易處理“叫叫ABC”，隨即

送達醫院作常規急救措施與醫護。 

 

 

                                             
1 大科普網http://www.ikepu.com/biology/medicine/emergency_medicine_tot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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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醫案》簡表 

        ⑴溢血(腦 吐 

病  因  

 腦--命定 衰老 

 吐--前世因果 

  

調  理  

        

腦 

 

1天人炁功 

   廿字甘露水 

   黃表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 

   廿字真經 

        

吐 

 

2炁功 

   廿字氣功 

   靜心靜坐 

   收光"黃表 

   祈誦兩誥 

  

預  防  

 
1 出血症狀，不可再施行手術-開刀之方式易傷元神,自我造命 飲食習慣，

以新鮮、清淡為主  

  

 2不宜多次手術之進行，可持續進行天人炁功與黃表施治  

 

 

⑵車禍  

病  因  

 命中一大關卡 

 命中大劫 

 緣已盡  因果 

  

 藉病回歸以了塵緣 

調  理  

 天人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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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表 

 靜坐班 

 廿字真言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 

 廿字真經(作用化執解冤⋯) 

 廿字真言匾 

 廿字甘露水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 

預  防  

 及時奮鬥，善盡人道，家庭和樂，再修天道 

 

 
⑶溺水 

病  因  

 冤孽債 面臨一大劫難 生命機能低落 

調  理  

 炁功 

 後天肉體和子失調  

 黃表(作用安神⋯)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 

 廿字真經 

預  防 人間之醫療 

 積極奮鬥向道，培養正氣 

  

 十五歲前出外旅遊，或戶外戲水，均應提高警覺 

 
2-2 重症(癌症--惡性腫瘤) 

重症醫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當醫學科學發展到一定水準，需要深化對各個器官、各

個系統問題的研究時，臨床醫學於是出現了以不同器官（系統）為基礎的各種專科，然

而，醫學發展到今天，多個器官相互作用、相互干擾，發生序貫性功能衰竭，病死率明

顯高於單器官功能衰竭。從單個器官到多個器官，出現了新的轉變，提出了新的挑戰，

陳德昌認為它的特性:從單器官向多器官的轉變，從另一個側面凸現了重症醫學跨學科的

特性2。98.2.18 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計十九類 (首類“需積極或長期治療之癌

症”。)  
 

                                             
2 陳德昌 健康報:願重症醫學走好獨立之路200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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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醫案》簡表 

 ⑴癌症(肝9例、肺1例、乳房2例、食道1例、胰1例、 腦瘤1例 

病  因  

 1壽元將盡 已盡--肝 

   怨氣未消  

 
  業力 

飲食及生活習慣 

   開刀一劫 

   過度累積疲勞 

 2陽壽已盡--肺 

 3業力 冤孽債--乳 

 4帶病消業 陽壽幾盡--食道癌 

 5飲食均衡 壽元--胰 

 6惡性腦瘤 

調  理 

肝 

 

1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  

   奮鬥真經 

   廿字真經   

    廿字真言  （迴向，可減輕病痛之苦  

   靜坐  (坐時加長扳腳時間 甩手愈慢愈好，用以調節呼吸 

   天人炁功  (手術二十四小時後，每次不宜超過三十分鐘  

   黃表紙 

   甘露水    (幫助心繫於肝部，愈執著愈會出狀況  

   療靈療心 

   培功立德 

   反省懺悔  (以餘年奮鬥  肉體配合靈體扼止癌細胞之擴展 ) 

       

肺 

  誦誥  (延壽 
 

培功立德 -近日之奮鬥成果及功德適時接引○氏至蓮花妙境 

       

食道 

 

廿字真言-教化靈魂再生 功德迴向  培功立德 

       

胰 

 

診療童子 

       

腦瘤 

 

反省，以餘年奮鬥，追永生之路 廿字真言迴向，可減輕病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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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防  

 1天命換人命 (發能力所及之大願  

   炁功與現代醫療同時進行療理 

   營養攝取與養生 

   精神寄託 積極樂觀 

   體悟"生與死" 

 3決心與毅力 人間醫療 

 4增強求生意志 

 5人間醫療 

 

解析： 

1腦出血 

指非外傷性腦實質內出血,死亡率很高 吐血:又名嘔血 多見於現代醫學的消化性潰

瘍、腫瘤、肝硬化引起食道胃底靜脈破裂等疾病。車禍:現場,不到萬不得已,切勿搬動受

傷者。盡可能讓他鎮靜,這樣可以減少出血,防止病情加重。若耳、鼻和嘴出血,可能是顱

骨破裂;如腿部顫抖、刺痛或麻木,可能是腰脊或頸部嚴重創傷。在這種情況下,不恰當的

搬動常常會導致傷者癱瘓,甚至死亡。溺水:溺水者剛被救出時,首要的是疏通呼吸道,立即

進行口對口的人工呼吸,若等待蘇醒後再排出肚子裡的水。常會失去搶救成功的寶貴時

間。急症病人一旦先機失去多會走向重症階段，如此對患者與家屬又是一項負擔與壓力。 

2 引錄二段癌與瘤的介紹(維基百科) 

癌醫學術語亦稱惡性腫瘤，中醫學中稱岩，為由控制細胞生長增殖機制失常而引起

的疾病。癌細胞除了生長失控外，還會局部侵入週遭正常組織（浸潤）甚至經由體內循

環系統或淋巴系統轉移到身體其他部分（遠端轉移）。一旦診斷確定，癌症通常以結合

手術、化療和放射療法的方式進行治療。隨著科學研究的進步，開發出許多針對特定類

型癌症的藥物，也增進治療上的效果。如果癌症未經治療，通常最終結果將導致死亡。 

腫瘤，指一種細胞的異常病變，而不一定是身體上面的腫塊。這一種病變，使身體

部分細胞有不受控制的增生，許多時會集結成為腫塊。腫瘤大致可分為良性腫瘤及惡性

腫瘤。腫瘤細胞與正常細胞相比，有結構、功能和代謝的異常，它們具有超過正常的增

生能力，這種增生和機體不相協調。 

綜合上述二種《天人醫案》簡表分為三項：病因、調理、預防 
⑴病因：可分先天與後天，前者有壽元(將盡、盡)、命(關卡、劫、定)、業(帶病)、

緣(帶病)、因果、冤孽債、生命機能；後天者有情志(怨氣)、積勞、飲食、 衰老。 

⑵調理：天人炁功、黃表、廿字真言、廿字真言匾、廿字甘露水、靜坐班、天人親

和北斗徵祥真經、廿字真經、奮鬥真經、祈誦兩誥、療靈療心、培功立德、反省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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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預防：人間醫療、炁功與現代醫療同時進行療理、天命換人命、營養攝取與養生、

體悟"生與死"、精神寄託、積極樂觀增強、求生意志。  

疾病的發生病因有一個或多個，先後天有可能交互呈現，新境界:和子與電子同處一

軀之內，實為矛盾之統一，對立之調和，其鬥爭始終繼續不已。一般醫療大抵對後天病

因可以診斷，卻不易判斷先天疾病。調理相當於治療，病因症狀到何種程度都有不同處

方(藥種 劑量)。假如以心物區分，心者如培功立德、反省懺悔。物者如黃表、廿字甘露

水。其餘心物合用或比例不一，自有不同。預防勝於治療，上工治未病，而先後天的加

強，無外五門功課(煉心煉氣煉靈)。人間醫療在急重症是必要的。 

 
 
三、宗教醫學 

 
醫學是項預防與治療疾病的科學，對於維護健康長壽有極大的幫助，生命的過程呈

現生死去來？老病苦樂？一般醫學對身心的老病處理有不少經驗，然而生死仍存有許多

疑慮與不明，因為靈魂是生死的基本;固然科學文明帶給人類生存生活進步與健康壽命的
維護，但是“完全健康的人”也應有靈性的感知，宗教認知靈魂因此宗教醫學對於調節生
命身心靈整體的和諧是重要的。帝教靈體醫學開啟天人相應與天人合力的思想，精神與

物質是可轉換的。引錄一段 師尊對於研究宗教醫學的意見: 
研究靈體醫學⋯⋯使得我們的靈體能夠維持我們光明的本體。因為我們一起心一動

念對我們的靈體都有損傷，使得我們的靈體都要受到污染，陰電的污染。所以後天生理

上的病，這是後天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3。 

由上第二節《天人醫案》部分急重症案例簡表及解析， 提示我們如下觀念,，造命

論、精神免疫、煉心煉氣煉靈及經典實用化，分別簡述： 

 
1、造命論 

《師語.自己造命》：一般凡夫俗子，都受五行金、木、水、火、土生剋的拘束，要

想超數，就要每天檢討，多培功、多積德，結果功多過少，就能打破定命論，自己造命。 

《師語.我命由我不由天》：「定命論」。人一生下來，認為命就註定，一切靠天。不

知自己努力上進奮鬥，一切聽天安排。此種人如果生在農業社會的太平時代。並沒有關

係，如果這種人生在今日工業科技社會時代，就非常危險；必定落伍，而被淘汰。因此

我們既然生在這個高度科學化的時代，我們就應該要向天奮鬥、向自己奮鬥。並且積極

                                             
3 《天人學本(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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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先向自己奮鬥開始。自己奮鬥，就是要造命。  

《師語. 向自己奮鬥，這就是造命！》:很多人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但

是他們的遭遇並不同，這個原因過去我們中國的命相家也沒有詳細的說明，所以說，不

管無形中命運如何安排，在人生的過程中，不論是王侯公卿，或者是販夫走卒，都要經

過生、老、病、死，四個過程，因此，我們就應該自立自強，要積極地與周遭環境邪惡

勢力奮鬥，先從向自己奮鬥開始，創造未來。 

《師語. 生命的目的與價值》：在於生前要做一個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死後即可自

救其靈魂。  

綜言，從物質世界突破到精神世界，是從自己奮鬥開始造命。 

 
2、精神免疫 

WHO(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 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會上完全安寧美好的狀

態，不僅僅是免於疾病或虛弱而已。 

1964年起，心理神經免疫學(Psycho Neuro Immunology)就是研究心理與人體免疫關

係的科學。它是近 40 年以來形成的一門新的學科。精神免疫學認為，我們的精神或者

說是心理狀態，能夠透過免疫系統來調節我們的身體健康，這原是一套理論如今證實

“心理調控確實可以影響免疫系統的功能”4。心氣的歸屬自古以來即是哲學爭論的一

點，從天帝教心物一元二用論看此又可了解其實用意義。 

人類的身體構造是一個非常奧妙的生物化合系統，一般而言，體內電磁波透過大腦

皮質傳導於中樞神經系統，依序引發有形與無形的活性化而產生交感之現象。從現代醫

學的觀點來說維持人體生命運作的有形組成主要為︰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淋巴系

統、骨骼系統、關節以及肌肉系統。傳統中醫文獻提供精神意識的鍛鍊可加強抵抗力，

無形能量系統則有經絡、臟腑。目前不少臨床顯示生理機能與心理狀態會交互影響。天

帝教氣化系統、心性系統及靈意網路系統能量理論，將生命靈與肉的親和關係做了密切

聯結，天人炁功透過心與氣不同程度的氣化運行，身體感知，通關過竅，進而強化靈與

肉平衡，免除疾病展現活力，延續并創造生命。 

 

3、煉氣煉心煉靈 

    生命之學即是性命之學，性命雙修是 “以假修真”把人身上的精氣神發揮淋漓，
心物合用，存後天養先天，遵行五門功課，當中煉氣養命、煉心養性、煉靈養神，最後

身心靈往來通暢。 

 
                                             
4 林文娟:：心理神經免疫學研究《心理科學進展》2006, 14(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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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煉氣 

天帝教傳承特色之一決定在炁統，把氣分為二類，分別為後天氣(簡稱氣)，先天炁(簡
稱炁)。現代科學研究 “氣”有三種性:物質、能量與訊息。在中華文化六種實質的內涵，
亦明白顯示藉由法華上乘正宗靜坐的方式，改變人體的精氣神， 使質能提升，炁氣氤

氳，分清別濁，可運化萬千，創造新境界。 
崇道真人 “御心”、 “御氣”的妙用指出差異（天運乙丑年一月二十二日）： 
因為人必先起心而後動意，先有心理作用，再是物理的反應，而 “炁氣御心” 即

是運用行動未發前的心理意識，也就是以祈禱的念力與無形的法身，來御使人心趨向。

“御氣”只能以種種物理的方式來變化，可以說是 “超能力”而不是“超感應”，超能力
只能用在局部，是物理現象，超感應是用在全面，是一種心理上的連鎖反應，其影響力

是施放在心智之中。所以救劫的力量在於 “御心”不在於 “御物，同奮們所煉的是“御
心”大法為一 “救劫法門” 。 
師尊有言：“以意運炁”必須見諸於後天體能、氣機穩定基礎之上，否則氣炁轉化

將會造成逆氣，引起肉體生理機能失衡，病症隨現。5 

 

3-2煉心 

    中華文化談心的鍛鍊可說百家齊放，道家儒家佛家都各有心得，師尊於此更有其見

解與體會，依維生先生歸納認為“煉心”，可以有三步驟: 

        第一步：煉心前，把心收回來。 

        第二步：煉心時，把心放下來。 

        第三步：煉心後，把心安起來。 

說的簡單些就是“打掃心上地”，“坐出性中天”，之後“天真活潑”。 

教約規戒身心，規範我們的身體，使得我們的心不要往外面亂跑，這種功夫就叫要

“煉心”6。 

 

3-3 煉靈(煉魂制魄) 

3-3-1涵義 

藉由法華上乘正宗靜坐，以五門功課不斷煉魂制魄，自我奮鬥與創造，進而一靈常

照，這種功夫就是“煉靈”。(按:此處煉靈者指的是在世者並非“上苑明樂殿”或“蓮

花聖境歸空者) 

閉關時有多個階段，在“炁氣養成期”的階段，多次記載靈覺的觸發很快，肉體亦

                                             
5 同上《天人學本(下)》：428 

6 師尊講授《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錄音 199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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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敏感，應多注重保健之道，使肉體保持最佳之狀態，助凡靈與原靈共同煉靈無所阻

礙，並引錄一則7： 

 

天人教主：                                        

八十五年八月廿四日 

                                           丙子年七月十一日未時 

    炁氣養成期雖屬於煉靈課程，然肉體之變化亦是關鍵之一。凡靈得原靈之助，產生

炁氣絪縕的功能，可以增強凡靈之能量，此時，若肉體之能階不能同步提高熱準，會造

成靈肉之間的不協調，使得肉體呈現昏沉的現象，受訓學員會覺得身心疲乏、感官模糊、

神智恍惚等。最要緊必須加強命功煆煉，多做性功煉心，性命雙修，雙管齊下，再修神

功，奠定凡靈修煉封靈之基礎。 

    亦有凡靈靈體強化，肉體機能也大幅增強，此時最忌陰精作怪，慾望迭起，如不能

即時止意止念，雖然只有念漏或意漏，也會妨害了修行。因此，精、氣、神十足時，要

把握住煉心煉性功夫，才不致於功虧一簣，下手處是以正思惟克心斂意，以廿字真言洗

滌身心，保持身心平衡狀態，來去無心，順其自然，自能一心不亂，守住本心，共同煉

就封靈原種。 

     

3-3-2靜坐修持 

中國正宗靜坐是我國五千年前老祖宗留下來的強身強種、養生長生，天人合一惟一

的遺產，也是古代道家鍛鍊精神，肉體，以求超越物理世界之束縛，而達形神俱妙長生

不老之基本修煉方法 8，本教修的是法華上乘正宗靜坐，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

為大法，即不加絲毫一點人為的力量與意念。8  

靜坐功夫最後就是達到“無心無念”，要用什麼方法來煉?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帝

教同奮基本功課，奉行廿字真言人生守則是煉心，反省懺悔認錯改過也是煉心，誦唸皇

誥、寶誥一心不亂，同樣也是煉心。9 

 

涵義 

（一）性質 

師言：“法華上乘昊天虛無大道是  上帝的真傳”，煆煉精、氣、神，性命雙修的

原則，進行兩階段修煉方法，初階段是: “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進階段

                                             
7 《第五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217 

8 《師語》1988. 12：53 

8  同上8：54 

9 同上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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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運念力而修“急頓法門”。 

這是我們天帝教的法華上乘靜坐的定義，每次靜坐就要默運祖炁。10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講《靜坐要義》明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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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先天“性靈”、命是後天“肉體”，

亦即“靈魂與肉體”同時修煉。 

《天人學本》解說:靜坐看看當然外表看起來我們的身體不動，但是內部的氣血還在

動啊，要使得我們的心也不動才行啊，如果人身體坐在上，心還在動有什麼用啊？要不

動心才行啊，所以“靜到極點”，最後你身體內部才能起變化，我們身體裡面的陰氣、

濁氣的毛病慢慢要經過氣機的運轉，慢慢排泄出去，我們自己的真陽就慢慢要升起來。

11 

 

（二）原理特色 

(1)帝教“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的原理，就是希望大家在做功夫的時

間，要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不想一切。以達渾渾噩噩的境界，亦即“將睡未睡，似覺

不覺”的觀照狀態。此時，你的原靈清明在躬。12  

(2) 我們修煉急頓法門靠什麼？就是靠默運祖炁，這是  上帝的特恩。我們修封靈

這個在身體內部的無形金丹就是靈陽真炁啊！13  

師尊1991.7~8月講授《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錄音(文字) 如下: 

(3)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是以默運祖炁迎接教主  上帝的靈陽真炁，直

接由煉神還虛下手，先煉凡靈元神， 

(4)所謂直修就是一開始就從煉神還虛下手，但是無形中對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這

兩步功夫還是不知不覺、自自然然的在經過 

(5)急頓法門就是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先從第三步開始， 

(6)急頓法門就是適應救劫， 

(7) 急頓法門，先給大家成就煉封靈， 

(8) “自然無為大法” 即是是修持時不假絲毫人為的力量與意念，全在修一己真

陽之炁，以接天地真陽之炁，就是配合本教特有的默運祖炁。所謂 “祖炁” ─即道統

始祖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帝之靈陽真炁， 

(9)修急頓法門就是了斷生死的捷徑，快路。 

 

                                             
10 師尊講授《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錄音(文字) 1991.7~8 

11 同上10:357 

12 同上8：73 

13《天人學本(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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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用 

以氣的觀念說明，靜坐要先排除身上的陰氣、濁氣，《師語．祖炁》指出:如果本身

陰氣太重則根本進不去，必須自身一己真氣發動，然後才與靈陽真炁調和運化。以下列

舉數則作代表，分別引錄於《師語》《天人學本》《靜坐要義》，可詳閱《宇宙應元妙法

至寶》內容： 

(1)我們靜坐煉丹目的就是要內病不生，外病不入，內病不生談何容易啊？就要任

督兩脈都能打通啊，就要做定靜忘我的功夫啊。 

(2)真正我們靜坐的人，只要真正在下苦功，這是天天在啟發你的智慧，這個智慧

的課，這門課裡面簡直是無窮無盡、無量無邊，你要什麼有什麼，就是要用什麼方法去

開發。 

(3)能減少一分陰氣、濁氣，就提昇一分陽氣、正氣。自身的正氣、陽氣充足，與 

上帝的靈陽真炁融合(祖炁)，是正宗靜坐昊天心法的修行關鍵。培養陽氣、正氣得自於

平時內心的修持，欲望重的人，欲望不斷成長、不斷擴張，內心充滿了陰氣、濁氣，在

靜坐的時候一方面排濁氣、陰氣，一方面又在不斷增加濁氣、陰氣、邪氣，靜坐又怎麼

能有效果呢？ 

(4)靜坐進修，小而可以卻病延年健康長壽，可以探討宇宙秘奧人生究竟，可以神

人交通透露天人消息，可以長久住世救世了緣；大而可以超凡入聖，長生不死回歸自然！ 

(5)要心靜到極點，你心不靜沒有辦法，配合不上的，要心靜到極點了就配了，你

的心跳同呼吸就能配合。 

又言：只有心能靜到極點才有可能與呼吸配合，首先心要放下，就是要 “一切放

下，放下一切” 、 “一切不想，不想一切” ，一切妄想雜念停止，心自然可以靜到

極點，進入返本還原的真息狀態。靜坐到了這個程度，自可祛病延年、健康長壽。 

(6)而天帝教的直修法華上乘旲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最後必定達到真境界，

回歸自然，到了 上帝的身邊，而與宇宙共始終。 

 
小 結 

靜參訣有段 “心兮遊龍” 及 “氣執一中” 指出人的心是變化多端，氣在身體聚

集也自然運轉，正氣是從四門功課和靜坐而來，當靜坐到一定程度，心不有所住，一切

放下，氣自然會充溢，而心氣達到中和。身心並煉，性命雙修，調神保形，首先獲致 “祛

病延年” 之功效。天帝教五門功課包含煉心煉氣煉靈，煉心與煉氣必須配合，煉心可

幫助氣化，煉氣可推動煉元神，煉靈進而炁氣氤緼，心氣相通達到保生養命。隨著精氣

神鍛鍊，質能階段不斷晉升，元神與原靈的配合急頓法門可以成就封靈，搶救三期末劫，

了斷生死，重返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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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典實用化 
帝教經典是以侍光方式傳下 “先天的話”，是教義的延伸， 口誦心惟， 進而力行

達到顯化(按:聚集能量作用迴向注點)，以下二段引文足證。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誦經須知:廿字真經以化覺為本，普渡為旨，以期奮進大同。同奮於

日常生活之中不斷持誦，修心養性，治人道而返天道，共進大同泰階。誦畢本經，須誦經文所載迴

向文一遍，分別有 1.特別迴向文冠辭2.中元超渡法會3.月行超薦法會：4.對特定回歸自然者：5.對特

定身體欠安或需手術者：6.在飾終禮堂(靈堂)：「願以此真經，迴向○○○，⋯⋯。」 

   一炁宗主於己卯年之「秋祭法會」傳示：⋯⋯眾同奮持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與奮鬥

真經，念力佈達，即時得以順利運化。⋯..同奮不要輕忽誦經之願力，持誦之時，念念

專注，口誦心惟，立有顯應，心有旁騖，則功德未能圓滿，豈不遺憾！ 

  另維生先生更強調經典具有”天人合力”的功能14：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移星換斗 化戾徵祥 延生祚福 增祿添壽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  日常生活中不斷持誦 修心養性 治人道返天道 共進大同泰階 

  《 天人親和奮鬥真經》不斷持誦可福慧雙修 人己並利 遜願無窮 功德無量 

 
 

四、結 語 
 
師尊：宗教上談養生,還有先天業緣因果關係在其中,會阻礙你不能去養生保命,只

要靜坐班同奮天天做五門功課,自然可以解開先天業緣因果.本報告揭示疾病的可能原

因有先天與後天，提供解決的調理方式不脫五門功課的煉氣煉心煉靈 與持誦經典，雖

然現代醫學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仍須持續治療，尤其是急重症患者，更需無形與有形應化

配合的天人合力。 

藉由本案的啟示我命由我不由天，了解人的本身具創造能力，當積極樂觀奮鬥的精

神發揮，生命多重系統即產生極大力量，如此疾病緩減，健康可待，即便肉體過於毀損

無法保命，亦能體悟生死，不枉此生。 

 

                                             
14 田心耘 《人人一本福德存摺》 帝教出版 2006.5: 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