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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報告—我的炁功經驗 

天人炁功案例報告—我的炁功經驗 

 

高 騏 （ 光 際 ）  

 

    當年我會來參加天帝教是因為長年的失眠，和自行煅煉氣功出了問題。經由同奮

的炁功表演，讓我的病痛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我來到天帝教的目的之ㄧ就是

要學天人炁功。但是經由靜坐般的課程介紹中，同奮也這麼說，只要勤誦皇誥、做好

靜坐功夫，這些病都是可以痊癒的。在靜坐班期間，本師世尊也很關心我的病，要我

拿奶粉給他加光後每天服用，因此我的失眠的毛病很快就好了，我對天人炁功的學習

慾望也逐漸下降，傳授了天人炁功之後也很少有機會為人炁療，更少為自己求靈丹妙

藥服用，對天人炁功是一無所知。 

    在我們參加靜坐班時有位前期坤道同奮很熱心為同奮作炁療，她經常一方面炁療

一方面為同奮說因果批皇誥，她用的炁功招勢與眾不同，聽說是一炁宗主在無形指導

的。有很多同奮，包括坤道和乾道都喜歡在旁助道解說或維持秩序。有人問她為何可

以這樣的法力無邊，她說她每日起來後都要在家做早課，包括打坐、祈禱和誦經，通

常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做完功課後才能出門，所以她這樣的功夫是得來不易的。有熱心

同奮推薦我給她作炁療，她為人和藹親切，做了之後就說，她的炁功對我這病可能效

果不大，要我多誦皇誥。後來聽說她竟與一乾道同奮雙雙都放棄自己原來的家庭，兩

人同居在一起，說是這樣更能助道。本師對這件事非常生氣，不許她再來天帝教給同

奮作炁功。聽到這樣的結果真是為她婉惜。 

    民國 76 年年初，本師世尊要我請假一年住到天極行宮來專心休養以治療我的皮膚

病。本師要我寫一份病情報告，經他批示請天醫前來炁療後就要我呈上光殿。其實我

的皮膚病過去經過不當的中醫治療後早已變成大片的紅皮症，不論用任何藥物治療都

無反應。但在上了報告給無形後，過了沒有多久，我看到奇蹟發生，全身的皮膚患部

開始腫大，奇癢與脫皮，尤其兩條腿腫的像象腿一樣，全身虛脫無力。經服用由師母

所煉製表丹和布丹之後，全身的腫脹立刻消退，在經過連續服用表丹和布丹一個半月

後，身上所有的皮膚病徵完全消失匿跡。本師說還要再發。果然一週後，紅疹又開始

一點點長出來，一兩週之後全身紅腫幾乎恢復原狀，再經過服用表丹和布丹一個半月

後，皮膚病又再度完全消失匿跡了。之後本師笑著對我說，以後就要換一種方式來治

療啦。到底是甚麼治療方式，本師沒有進一步說明。 

    在我住在天極行宮的下半年裡，皮膚竟完好無缺，皮膚也未發出一丁點紅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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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年後再回到工作崗位上時才逐漸慢慢再發出紅疹。以後每年都固定時間發紅疹後

再服用表丹或布丹以為治療。這些奇蹟使我當時認識到，本師世尊確實有炁療的天命，

無形確實有天醫院的天醫在配合本師的指令療理同奮各種病痛。 

    我雖然有這種認識，但始終不敢為同奮治病，也不相信自己有這個能力。直到婚

後，敏穗生病。她喉嚨一痛接著就咳嗽就沒完，吃藥也治不好，在她的鼓勵下我只好

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沒想到卻效果奇佳，喉嚨不再痛也不再咳了。我有一次一早起

來就發生無名的耳鳴，耳朵叫了一兩週都不好，真是受不了。敏穗不知道怎麼治，請

來一位常作炁功的老同奮幫我炁療，記得他在我耳朵後面打金針沒幾分鐘的工夫，這

耳神經竟破繭而出，耳鳴一下就消失了，真是神奇。一兩年後又發生同樣的耳鳴，也

是請他來一下子就解決了。 

    我漸有了信心後，想開始對外做炁功，剛好這時有一位同事的太太得了乳癌，已

經到末期，人開始陷入昏迷，我鼓起勇氣對這位同事說明意願，也很誠心的為她做了

炁功，心想看看是否會有甚麼起色。但沒想到當晚就發生緊急送醫後不治。這使我警

覺，天人炁功是否對已入末期將要歸空的病患有加速歸空的作用，這在我後來擔任開

導師碰到一個不同但類似的案例得到印證，當時有位坤道懷孕，卻常常嚴重下體出血，

恐導致胎兒不保，她向我要黃表想以止血保住胎兒，但黃表敷上之後的第二天，胎兒

卻整個流掉了。 

    在 81 年 10 月我奉本師徵招擔任開導師，這下子得直接面臨同奮的生老病死了。 我

決定以後碰到所有的病症都用天人炁功來試，以累積經驗。這段時間我面臨老大、老

二相繼出世，常碰到如小孩受驚夜哭不停、百日咳、小兒腹瀉不止、 小兒手口足病、

夏日長熱疙瘩等等我都用炁功療理，效果奇佳。我想若沒有這炁功發揮的功效, 這養

小孩的日子可真是很難度過的噢。在老二出世時竟然碰到難產，當時我已陪伴敏穗守

在醫院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沒有任何動靜，身心疲憊，心想家裡還有兩歲半大的

老大要照顧，學校和天帝教也有諸多事務等著我去處理，這樣守在醫院乾等實在令人

著急。我靈機一動，決定使用天人炁功來催生，在默禱後直接在敏穗肚子上寫催生二

字，並加放光，沒想到她竟突然疼痛加劇，感覺嬰兒在肚中劇烈翻滾，醫生檢查後馬

上命護士小姐推進產房接生。後來我在師母早年的講義中看到，確實是可以用這樣的

天人炁功法來催生的，因此也將師母的這段炁功實務編入到天人炁功基本教材之中以

嘉惠同奮。 

    有次閉關受訓，突然有位開導師心臟病發作，難受的喘息不已，當時沒有醫生可

以做緊急處理，他呼叫同奮是否可以給予協助，幾位同奮見狀立刻一壅而上給他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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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功，但大家卻都在找他身上哪裡的穴道可以打金針或加光，有人打河谷，有人打足

三里，還有人在問要打哪一個穴道才對，他們中卻沒有一位直接加光心臟，也沒有按

本師所傳授的炁療方式做，我覺得很奇怪，治了一段時間後這位開導師仍在喘息不已，

我這時也忍不住了，就直接伸手打性竅之後再對他的心臟加光，沒多久就看到他的喘

息緩和下來也不再痛苦呻吟了，這使我認識到，天人炁功是不需要按中醫上的穴道來

打的。  

   在教院擔任開導師，對同奮的請求應該是來者不拒，有位很奮鬥的坤道告訴我他父

親肚子不舒服，要住院開刀，希望我能幫忙炁療，這位同奮平常在教院是這樣的奮鬥，

我當然義不容辭，到了醫院後發現刀已開了，不但是癌症並且病症因開刀而開始擴散，

情況非常不樂觀，他無力的斜靠在床上，我幫他炁療約四十分鐘後就回去了，隔幾天

再去炁療時，他竟可以自己坐起來給我炁療半小時而不累。第三次再去炁療時，他已

可以自己下床吃東西洗澡，真是不可思議。隔沒有幾天就出院了，這真是天大的顯化。 

   記得有位同奮好像是因為腎臟病造成雙腿水腫，聽說他平日也很奮鬥，我很樂意幫

他炁療，只做了一次就好了大半，同奮看到天人炁功有這樣好的效果就要我去幫另一

位患了同樣病的同奮做炁療，希望藉此引起同奮對帝教更大的信心，我欣然前往。但

是做完後卻聽說沒有甚麼效果，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打聽之下，這位同奮平常幾乎

沒有甚麼奮鬥，也不太相信天人炁功的力量。看來天人炁功要兩方面的努力才能生效，

縱然施診者有意來炁療，但求診者無心也無法達到炁療效果。 

   有天有位老同奮打電話給我要我幫他做炁療，看來他已走投無路才找到我。 他與

我同是正宗靜坐班第十期。記得他在靜坐班結業後沒多久就爆發得了肝癌， 肚子腫的

奇大。他向他的工作單位請了長假，在家或住院治療。有位同奮很熱心的帶他給本師

世尊用他的鐳炁來治療。後來他的病情就逐漸好轉，他在休養了半年後竟完全康復而

回原單位上班去了。但是經歷過這次大病，他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教訓，對帝教的信

心一如以往，沒有任何進步，他的作息也一如以往，沒有特別奮鬥。 

    整整十年後，沒想到他的肝癌再度復發。當時鐳力阿正要舉行 55 天的傳教和傳道

班訓練，他很幸運的能以身體不適為由向他的單位請了長假，來報名參加 55 天的受

訓。在受訓期間始得知，由於上天的特殊恩典他才得以暫緩十年沒有發病。他也發願

回到基層教院後要肩負起他教職應負的責任。他的身體也在 55 天的受訓煅煉中獲得康

復。但他在受訓的過程中卻透過熱心的同奮指點獲知，若將青菜水果適當調配打成汁

來飲用對身體會有很大幫助，甚至可以治癒很多醫學上不能治癒的病。他回到基層教

院後除了盡到教職該盡的責任外，他卻很熱心推廣如何調配青菜水果打成汁來增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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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健康。剛開始他是用這套理論為媒介來引渡原人，勸人除了飲用青菜水果汁之外還

要配合靜坐才能真正治癒疾病。他的名氣大燥，很多機關、團體都請他去演講，他也

大量印製了自己做的宣傳品，宣導如何正確的調配青菜水果汁才能治癒各種疾病。 

   我到了他家後，他告訴我這次肝癌又突然發作後，他立即向他工作的單位請了長

假，並和妻子隨即搬入鐳力阿想專心休養身體，沒想到赴鐳力阿休養了沒幾天，病情

急轉直下，有次他在一陣難過咳嗽後竟大口吐鮮血不止，他在大驚之餘立即和妻子搬

出鐳力阿直奔回家，真是有走投無路之感。我問他還相信青菜水果汁能救他命嗎? 他

默默不語。我再問，你會走到今天這一步，上天事前不會不給你示警的。他說他當時

已迷了心竅，認為只有吃青菜水果汁才能治病，打坐根本對健康沒用，他有這樣的想

法後確有收到上天的警示，他感覺他這樣做是會失掉天命，也就沒有了人命。但他已

橫了心，決心不予理會。沒想到真的應驗，甚感後悔不已。 

    經過這番親和後，我對他的炁療有了信心，深信本師在天上不會不理他的。當時

我幫他做炁療時，自己卻突然莫名感動，好像本師再度前來給他炁療。他後來告訴我，

那次炁療使他獲得從未有的舒服感，他的信心大增。我當時卻感覺自己每天的時間很

緊張，應該找教院同奮一起來幫他做炁療以減輕我時間上的壓力。教院同奮也很配合，

每週都有排兩班請同奮給他做炁功，我感覺那這樣我就似乎都可以不用再去了。由於

我的疏忽，隔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他心裡有了變化，他的信心受到熱心同奮的考驗，

有人拿給他很多秘方去治療，有人教他念佛教的大明咒。他對我說他已念滿了二十萬

遍的大明咒，已經成功了，我ㄧ臉狐疑他到底成了甚麼功。於是我提議教他們夫婦煉

製表、布丹以治療他的病痛，他們欣然同意。我在光殿中傳授他們煉製的方法時竟發

生奇怪的事，黃表和布丹用火燒了很多次都燒不著，這是我煉製表、布丹以來從未發

生過的事，我內心惶恐至極，擔心上天似已切斷了他這一條康復的生路了。我隨即暗

示他要對自己的事(後)有些準備，未想他夫婦聽了之後激動不已，我就不敢再提了。  

   我最後一次到他家做炁療時，他說他這兩天都有夢到觀世音，感到興奮不已，他似

乎感覺這是一種吉兆。我卻一臉狐疑，我心想我來幫你做炁功，請的是本師世尊和天

醫來無形運化，你怎麼會連到觀世音那裡去了，我想真是人心難度，這時他突然說要

起來上廁所，在他起來的瞬間我卻感覺到他的身體輕薄如紙，體能早已耗盡，我已無

能為力了。未想三天之後，他的病情急轉直下，在緊急送往成大醫院的隔天就氣絕歸

天了。我為他做送終儀式時，竟發現他兩眼大睜，死不瞑目，我很後悔沒有做好臨終

開導，導致這樣的結局。 

    我在當了樞機使者之後，沒有了基層教院的舞台，做炁功的經驗就少了很多。直

 126



天人炁功案例報告—我的炁功經驗 

到我的父親突然病倒，母親要我負起照顧他的責任。父親被從醫院直接送到我家時已

是 94 歲的高齡，醫生告訴家人他患的是心衰竭，需要細心照顧、按時吃藥尤要靠安眠

藥才能入睡。由於他還有老人癡呆症，很難溝通，當晚他被螫騰的又疲憊又睡不著甚

感惶恐。我立即幫他做炁功，首先感覺背部僵直，在化解了背部的僵直後沒多久就見

他鼾聲大作睡著了。我接著連續兩天幫他做炁功時，卻都感覺他肺部有極嚴重的病症，

在經過幾天炁療後父親的身體才恢復了健康，我就開始陪著他早起散步，他說他感覺

像大病初癒，問我這是怎麼回事?兩週之後，衛生所通知說父親在前次住院時所做的檢

查報告已出爐，確定他已得了肺結核，需要立即住院治療。我這時才恍然大悟，為何

父親剛來我家時會感覺他的肺部大有問題。 

    父親住院後共驗了十餘次的痰，都沒有驗出結核菌。後來又去培養病菌，也沒有

培養出來。我一直懷疑父親的結核病在初到我家的那幾天就被炁功治好了，但苦無證

據，X 光片也顯示不出來，醫生說不管如何，只要第一次驗出有結核菌，且 x 光片也

顯現出斑點，就要接受半年到一年的治療。因此接下來我必須長期用炁功來增強父親

的體力以對抗結核病用藥所產生的副作用。  

    接下來就要對父親的痴呆症炁療，我不知痴呆症是哪裡發生的病變，到網站上查

了很多資料後才知道是大腦神經的退化造成，一般用藥也無法治癒只能減緩症狀和惡

化的程度。在了解到問題出在大腦後，我在局部加光時就集中加在大腦，以加光配合

打金針。我不知炁功是否會有效，但我有決心要去炁療。我想起過去師母曾說過的經

驗：她們剛搬到大西北時，在所居住的庭院中有一顆已枯死的樹，在經過每日用廿字

水澆灑後竟能奇蹟復活。這表示細胞是可以用廿字水的浸潤而後復活的。以此類推，

我相信每日以炁功加注在父親的頭上也一定能活化他的腦神經細胞而恢復他的記憶功

能。 

    經過連續幾次炁療後，最先開始感覺父親的頭堅硬如石，就如同死掉的枯樹一般，

後來感覺逐漸軟化，父親的情緒也轉為穩定，生活漸恢復正常。例如原先會日夜顛倒，

即白天睡覺半夜起來遊蕩，半夜如廁後找不到自己的床，上廁所用手掌直接擦拭大便

再塗抹在牆上或毛巾之上，把衣服脫光在屋內來回走盪，對小孩極無耐性等的症狀逐

漸減輕到最後消失，真是謝天謝地。我將這些心得向當時的二任首席維生先生報告後，

沒想到他卻立即要我籌組炁功指導委員會並任命我接任該會的主任委員。 

    我在擔任炁功指導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時，維生首席希望我們能推動憂鬱症和戒毒

的炁療研究。炁功戒毒的案例是可以在師母的回憶錄中找到，但憂鬱症可以靠炁療治

癒嗎? 既沒有案例也沒有前期同奮可以諮詢。巧的是我在成大卻剛好碰到自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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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憂鬱症，他不敢告訴別人，自己常躲在校外所租的房屋內難過流淚。後來主動找

醫生治療但效果不彰。經與他談完後，我建議用炁療試試看，他欣然答應。沒想到第

二天，他告訴我他的憂鬱症已一掃而空，他已完全康復。我信以為真，沒有再為他炁

療。但過一段時間後他似乎故態復明。我感覺憂鬱症是靈體上受了傷，似乎要連續炁

療一段時間或配合五們基本功課後應該可以不藥而癒的。  

   去年，有位老同奮打電話要敏穗幫她外孫治病，也就是她女兒的兒子。她原本活潑

可愛的外孫卻因為葡萄球菌感染，而需要住成大醫院治療。沒想到經過密集多次的抗

生素治療後，病情卻每況愈下，眼看就恐要失去這只有五歲大的外孫，小孩的父母和

該同奮都心急如焚。敏穗首先答應前往炁療，第二天我也隨行。但小孩的性情大變，

除母親外不許任何人進入他的房間。我們只好等到晚上他睡著後再行炁療。這天晚上

經過約四十分鐘的炁療後小孩就鼾聲大作早已睡的不知去向了，我們當下就感覺這小

孩的病好像已經康復了。就建議其父母是否可以稍等兩天觀察療效後再行決定是否要

開刀，我自知這項建議並不適當，但實在出於不忍這個父母親的寶貝要挨上這無情的

一刀，我可以想像他父母親的內心煎熬。他父母是學醫的，深知小孩的病情和開刀的

危險性，對我們的建議卻也只有心領了。 

    第二天醫生在小孩的心臟開上一刀，將感染的組織切下拿去化驗。令大家驚訝的

是這被感染的組織上的病菌全是死的。醫生不得其解，我經思考後卻感覺這像是上天

安排給我們做了一次炁療實驗，告訴我們炁療所使用的先天炁是可以立即將體內的病

菌殺死的。道理很簡單，病菌只是一團濁氣所形成，當然在碰到先天炁之後就雲消霧

散了。這使我想起了師尊(首席督統鐳力前鋒)的寶誥: 鐳能閃閃清世塵之厄。如何見證

這鐳能閃閃的先天正炁能清世間的濁氣呢？答案就是我們這次的炁療實驗了。這難怪

在我們炁療後就立即會感覺到這小孩的病已康復了。過去沒有這項實驗，炁功治好了

不知道原理何在，如今終於得以釐清。 

    隔了一兩週之後小孩的腿部又開始疼痛不已，我們當晚又在他腿部做炁療，在感

覺腿部的病症應該已經康復後就回家了。說也奇怪，沒想到第二天，醫生竟會對小孩

做全身掃描，卻發現大腿的髖關節處藏有一個十公分長的大膿包。於是醫生立即開刀

將濃包拿出，隨後將濃液拿去化驗，卻又發現濃液內的細菌早已死光了。這次的檢驗

又再一次的見證先前所體認到的炁療原理，正炁化濁而能殺死病菌，也驗證了寶誥所

言實非虛語。 

    天人炁功真是神奇不已，同奮善加利用這個先天至寶，可以救世濟人，宏揚天帝

真道，真是功德無量，福慧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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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人 炁 功 院 案 例 分 析 小 組  

李 光 勁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大腸頭端升結腸部位惡性腫瘤 

‧案例當事人：劉添榮（奮祥）68 歲 

‧案例報告人：劉奮祥 

‧案例分析人：天人炁功院案例分析小組 李光勁 

‧案例分析時間：99 年 9 月 9 日 

 

貳、案例報告 (我重生了— 劉奮祥自述) 

一、記得 98 年 4 月 3 日晨突然發現便血,但身體卻無任何不適現象，因持續兩天的 （4

次）便血，於是在 4 月 5 日上午與在美國當醫師的兒子連絡上，告知此事，兒子

聽後立即建議我住院做詳細的檢查，因為不明原因的內部出血是非常危險的事。

因此我於 4 月 5 日下午即住進台北榮總開始做一系列的檢查，4 月 6 日安排胃鏡

及大腸鏡檢查，結果在大腸頭端升結腸部位發現膿瘍，即是出血的源頭，醫生立

即做切片化驗,當時的心情一則喜一則憂， 喜的是終於找到病灶，憂的是不知化

驗結果是良性或惡性？只能虔誠地祈禱。4 月 9 日早上醫師宣佈切片化驗的結果

是惡性，必需立即開刀切除，並安排 4 月 10 日手術，我聽了如晴天霹靂心情掉

至谷底，但立刻回神，我必需面對，因此向醫師要求暫緩開刀，我必須調適心情

與家屬會商開刀事宜，因此我立刻與在美國的兒女商量如何處理，我兒子告知我

處理的兩個原則：一是、必須想辦法立刻出院，才能有機會尋找好的醫院及好的

醫師。二是、必須安排另作正子斷層掃描(PET/CT)之檢查，以確知癌細胞有無轉

移。因此我兒子立刻從美國直接打電話給我的主治醫師王醫師，商量讓我出院及

安排正子斷層掃描的檢查，一切如預期，我在 4 月 10 日出院立即安排 4 月 13 日

在榮總作正子斷層掃描的檢查。4 月 17 日報告出來，顯示並無淋巴及遠端轉移現

象，因此可放心安排開刀事宜。我兒子於 4 月 21 日自美國返台，立刻安排 4 月

22 日榮總直腸外科楊純豪醫師的門診及 4 月 23 日和信醫院直腸外科陳健治醫師

之門診，兩次門診與醫師詳談後最後決定在和信醫院開刀（評估各種條件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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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並立刻安排 4 月 28 日住院，4 月 29 日開刀，和信陳醫師精湛的腹腔鏡技術，

順利的完成我的開刀手術(過程約 3 小時),並住院一週至 5 月 4 日出院,此次開刀非

常成功，切除約 20 公分之結腸及同時切除 36 個淋巴,並立即將淋巴做病理化驗，

結果發現 2 個淋巴有癌細胞存在，因此必須轉往腫瘤內科安做「預防性化療」(每

2 週一次，合計 12 次療程，需 6 個月時間)。開刀滿一個月後即可安排化療，遂於

98 年 6 月 5 日開始做第一次化療，直迄 98 年 11 月 8 日順利完成 12 次的化療療

程。以上是我自發病到開刀至化療完成，所做的最佳對策之處理過程。 

                                 

二、在 6 個月的化療期間，我聽從兒子及醫師的話，以平常心看待並保持歡愉的心情，

渡過每一天，因為現在的我沒有悲傷的權利只能勇往直前去戰勝病魔，在此要特

別一提的是：引介我到「天帝教」皈師的台灣省掌院王光祥先進，在開完刀後，

特別叮嚀我，做化療期間一定要同時做「天人炁功」如此配合醫院之醫療與宇宙

先天炁能量加持雙管齊下，才能產生最好的效果。我遵照光祥先進所矚，在 6 個

月的化療期間，我每週到天帝教天人堂請光清主事幫我做「天人炁功」3~4 次，

加上我勤於誦誥、打坐，很神奇的，當我每次做完化療均有食慾不振之現象，但

做完「天人炁功」後即食慾大振，一口氣吃 3 碗炒米粉，效果真是顯著！憑著無

比的毅力與信心，加上樂觀的心情，再加上誠心的誦誥、打坐，天人炁功及無形

仙佛的加持，讓我安然度過最艱困的化療期間（6 個月），目前僅做每 3 個月 1 次

的定期追蹤，恢復情形良好，非常感恩！ 

 

三、此次的生病，讓我重生，因為從此徹底的改變我以往的生活習慣，重生的我開始

過著規律的生活(早睡早起、充足的睡眠)，正確的飲食（均衡營養），適當的運動

（日行一萬步），保持歡愉的心情（壓力紓解、細胞活化，再加上正向的人生觀（面

對人生態度之轉變），讓我覺得今後的人生還是非常美好快樂的度過每一天，在此

與大家共勉之。 

                            

參、案例分析 

一、醫學理論 

大腸直腸癌一如其他疾病，出現的症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多樣化的，有時很難

與其他疾病做區分。常見的症狀簡述如下： 

(一) 排便習慣發生改變：例如突然發生慢性腹瀉，便秘。 

  (二) 排泄黏液：腹瀉，腸炎時常也會產生一些黏液，大腸癌更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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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混雜血液。  

(三) 便血或糞便帶血：出血是一個重要的警訊，提醒要注意腸道健康。  

  (四) 裹急後重：這是指常有便意，肛門裡老是有東西的感覺，常要上廁所， 

                又解不大出來，常是直腸癌的症狀現象之一。  

  (五) 其他如腹痛、貧血、食慾不振、體重減輕、腹部腫瘤等都是必需注意的現象。 

  (六) 惡性腫瘤化療之後遺症：血象低下、噁心嘔吐、腹痛腹瀉、風疹表現、 

                      禿髮、心悸失眠、口唇潰爛、尿急尿頻等現象。 

 

二、炁功理證探討 

(一) 人體每日都會產生、累積二種對健康有害的汙染～陰氣、濁氣。     

      陰氣：每日七情六慾不平衡所發(情緒失和)〜心病。 

      濁氣：每日飲食與生活習慣不正常所積(生化失調)〜身病。 

人體本有調變現象，會因無形的陰濁之氣(醫學無法檢驗)逐漸累聚結為有形的 

物質病體(醫療技術可以具體檢驗出來)。這種情狀是生活在世上的人常常發 

生、歷經之癥證，是自然界物質生成現象的一環。因此，世人如不去認知或警 

覺有這種生命生存潛在危機，縱然以當前人類的醫藥、文明、科技高度發展條 

件，仍無法解除內在身、心、靈所承受的壓力，每日陰濁之氣所衍生累變而造 

成心因性疾病、精神性疾病、免疫系統疾病、基因突變…等疑難症狀將層出不 

窮，成為現代人類最需面對與克服的生命重要課題。 

(二) 劉奮祥同奮（以下稱奮祥）今年 68 歲為殷實的商界知識份子，於日本經商，平

時無不良嗜好，生活作息規律，且十分注重養生、喜好運動，每每涉獵醫學書

籍充實知識，並學習乾元太極功與太極氣功導引術有多年。飲食習慣正常，不

菸不酒不賭，唯慣以動物性脂肪與起司當主食，尤其喜好起司口味，幾乎是日

常的必備餐點菜餚。 

(三) 奮祥家庭美滿、事業穩定、兒女都有成就，且其人生觀十分開朗健康，自稱絕

不累積工作壓力，若遇有壓力的情形，回家後都會以影片、電視等的休閒方法

來適時調解。如以奮祥每天生活作息規律，注重運動與養生，而會引起大腸腫

瘤症狀，從有形的面相探討，我們客觀的排除了平日生活習慣或是工作壓力所

肇之因，而由另一相對因素判斷，應是常以動物性脂肪與起司當主食的問題比

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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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奮祥同奮住進台北榮總開始做一系列的檢查，得知在大腸頭端升結腸部位腫

瘤是惡性，必需立即開刀切除～奮祥表示：當時有如晴天霹靂！直問老天為什

麼是我？心情低落到谷底十分頹喪，導致太太與家人更是萬分擔心（人之常

情）。肇於奮祥平日有十分健康的人生觀又具有開朗的個性，自問：擔心對發

生的事情有用嗎？於是在二三天的低潮過渡期後就全部放下，決心以正向的態

度同病魔奮戰，因而也平息了家人的不安情緒。 

當下經冷靜的思考與家人探討後，接受兒子醫生專業建議～要榮總醫師暫緩開

刀，另作正子斷層掃描 (PET/CT)之檢查，以明確癌細胞有無轉移。經美國行醫

的兒子以其醫學的專業背景孝心關懷父親，安排了整個的醫療方向（這是奮祥

的福報）。除了採用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做完善的治療，復有主治陳醫師的豐富

臨床經驗與關心鼓勵，加上自己做了相當健全的心理建設～以平常心看待並保

持歡愉的心情渡過每一天，因為現在的我沒有悲傷的權力，只能勇往直前去戰

勝病魔。幸佑奮祥是天帝教同奮之福緣，除了能有人間完善醫療技術的治療，

還得到帝教傳承人間濟世救人的殊勝法門「天人炁功」的持續調理，輔以自我

力行五門功課的造命奮鬥，終而很有生活品質的順利度過整個化療期。 

 

三、炁功行證分析 

(一) 接受天人炁功之因緣： 

奮祥經台灣省掌院王光祥同奮引進帝教皈師，因事業工作關係而在 93 年參加

日本教院舉辦的中國正宗靜坐 24 期特訓班，因短期修習訓練所限，當時對「天

人炁功」認識不深，也未有條件參加天人炁功授證。俟發病後，相信並接受引

進人光祥同奮的叮嚀：做化療期間一定要同時做「天人炁功」，如此配合醫院

之醫療與宇宙之先天炁能量加持雙管齊下，才能產生最好的效果，即開始誠心

請求天人炁功服務。 

(二) 炁功服務的具體過程： 

奮祥自述『在 6 個月的化療期間，我每週到天帝教天人堂請光清主事幫我做「天

人炁功」3~4 次，加上我勤於誦誥，打坐』： 

1、因地緣關係，自 98 年 5 月開始在天人堂(台北市北投區)誠心、信心請求炁功調 

理，持續六個月期間每週 3~4 次的天人炁功服務。 

2、光清主事是資深同奮，炁功調理過程中除以完整的施治流程為奮祥愛心服務， 

並於手術部位加強局部調理，黃表使用一日一張，在光清主事的慈悲心與長年 

奮鬥的熱準條件下配合奮祥的信心與誠心，復得無形醫護神媒的加持護佑，產 

生最佳的天人親和力，以致效果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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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奮祥是日本短期正宗靜坐訓練班結業，對於五門功課的奮鬥內涵並不深

入，光清主事除了為其炁功調理、鍼心親和之外，伺時建立起帝教修持正確的

造命奮鬥觀～自己要勤做五門功課加強「誦誥、靜坐」的鍛煉，才能從根本自

救再造新機，藉此也確實輔導奮祥的誦誥與靜坐要領，而使奮祥獲益良多。 

 

四、結語 

(一) 奮祥抱著感恩的心，每日落實五門功課的奮鬥，發病迄今，每日至少一坐，每

週至少二次的參與誦誥救劫，以及二次以上的天人炁功調理，這是他個人能夠

改造生命恢復健康的最大基礎條件之因。    

(二) 造命奮鬥觀：固然人體每日都會產生、累積二種有害健康汙染～陰氣、濁氣，

經由奮祥身體力行帝教五門功課的要義，除了保持過去的健康人生觀與正常的

生活作息，遵循「廿字真言」為人生守則之外，每日都能奮鬥不斷，誦誥、靜

坐、省懺功夫(動功、靜功)做足，並能時刻自我檢驗是否落實功課填記於奮鬥

卡上，自可有效祛除沉滯於人體內的陰氣、濁氣之疴，恢復身、心、靈的和諧

解除病灶(人體之隱疾、宿疾更是潛伏危機)，恢復精、氣、神飽滿的健康狀態。

奮祥見證：化療期間～每週做「天人炁功」3~4 次，加上我勤於誦誥、打坐，

很神奇的，當我每次做完化療均有食慾不振之現象，但做完「天人炁功」後即

食慾大振，一口氣吃 3 碗炒米粉，效果真是顯著！ 

(三) 天人炁功服務基本要求條件： 

      1、要有有誠心、信心，不能有好奇心或者懷疑心態者。 

      2、必須要有正氣或者有心積極培養者。 

      3、接受中西醫長期治療無效的疑難症狀。 

    以上所列的炁功服務基本條件奮祥個案都已具備，除了本身平時為人處世正當沒

有不良生活習慣之外(不菸、不酒、不賭)，也注重養生之道(運動、太極氣功、紓解壓

力)，較之一般人的生活準則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發病(癌症~惡性腫瘤在現代的醫學

仍是歸屬疑難症狀)之時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因應病情(自然必需配合飲食習慣的調

整)，並沒有怨天尤人之舉。今以摘錄天人炁功學理探討聖訓一篇，作為適切的引釋:

『如以本地球道場的整體性天運、氣運、人運、道運的發展觀之，未來人類愈是步入

高科技、高文明的發展，其內在身、心、靈所承受的壓力，也將相對提高，一旦無法

適當紓解，自然身、心、靈不容易獲得淨化，甚至導致許多不明原因之心因性疾病、

精神性疾病、免疫系統疾病…等，以及各種文明病也將層出不窮。屆時，可能連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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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之醫學都將窮於應付，唯有配合本教「天人炁功」之炁療，才可望收到事半功倍

之效果』(先天一炁玄靈子於民國 88 年 8 月 19 日，己卯年七月九日未時傳示)。 

    奮祥在完善的醫療技術治療條件之下，復又能夠誠心、信心接受「天人炁功」調

理(奮祥發病化療期間都是親自到天人堂誠心請求炁功調理，沒有要求在宅炁功服

務)，且能力行五門功課再造新生命的機緣，歸諸資深先進~光祥、光清同奮的引導與

自我良好的人生態度之功，以致能臻人與人、人與天的親和熱準，達到天人炁功最佳

的「親和力」與「鍼心」效果。 

    天人炁功的原理是人與人、人與天的親和力作用〜「人與人之親和力」:施治者以

誠心、信心、愛心配合自我奮鬥鍛煉的浩然正氣為和力，加上求診者以誠心、信心、

改過向善心請求救苦的親力，親力與和力產生熱準(善之誠心)；「人與天之親和力」:

人的親和熱準能引合無形醫護神媒(金闕精神療理院主治院士)加持宇宙先天炁能量(含

藏神光與金光:神光調整後天軀殼，是物性的療法；金光則不做分類，是屬於靈性的治

法。所謂物性不調，靈性則不著根本。)，以源源不斷的方式由施治者傳導施放到求診

者身上，調理祛除身體的陰氣、濁氣及病苦的障礙，修復身、心、靈的和諧與健康機

能。 

    奮祥的個案歷程分析，由過去我們入世行道所得到的實務經驗而論，可謂是「福

報、智慧」的雙重體現，當人用智慧在看待生命之時，自然會展現出不同的生活方式

與行動力，才可能擺脫宿命的束縛。在此除了祝福奮祥能夠積極奮鬥成功對抗病魔之

外，也對光祥同奮暨光清主事的引渡原人與救濟苦厄之真心付出表示敬佩，足供同奮

為範。更冀望奮祥能深體  上帝恩德、 師尊恩澤及同奮的愛心，抱著感恩的心為天下

蒼生發願奉獻一己之力，參與救劫的奮鬥行列，並能時時弘揚濟世救人的「天人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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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二) 

 

天 人 炁 功 院 案 例 分 析 小 組  

朱 敏 隱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淋巴腫瘤轉移肺癌 

‧案例當事人：游萬宗(光殷)同奮 

‧案例報告人：鄭敏旭 

‧案例分析人：天人炁功院案例分析小組 朱敏隱 

‧案例分析時間：99 年 9 月 18 日 

貳、案例報告 (悼光殷—鄭敏旭撰述‧劉鏡仲摘錄) 

一個在生活困境中堅持奮鬥意志的生命故事。 

光殷同奮，本名游萬宗，民國七十七年皈宗天帝教，參加先修七期正宗靜坐班。

於靜坐班結業後，擔任高雄市掌院天人炁功副執事；高教三期結業後，擔任教財中心

執事，之後擔任管理中心執事；參加高教五期複訓班及第六期師資班結業後，擔任高

雄市掌院參教司、屏東縣初院參教司。 

在人道上，他育有二子一女；從高教三期結業後，工作一直不順利，與同奮投資

砂石廠，倒閉虧損，終至將房子賣掉…，後在保險公司做業務，甚至售起兒童有聲書

籍、有聲電腦等等的業務。但他對於教院的兼職及日常的服務工作，卻從未因工作不

順而中止。同奮敘述當時教院遷移時，從舊的高雄掌院到新掌院，一些辦公傢俱須要

購置，是他先去估價、詢價、比價到議價，再讓同奮認簽購買或掌院購買，幫掌院省

下不少錢。 

太多太多的記憶，足足讓我在他發生事情(發現肺癌時)，令我不解，看著他過著

人生的黑暗時期，而平日兄妹相稱的我，卻無法分擔他的「痛」！我個人的情緒、奮

鬥的信心，卻隨著此事而起浮，反反覆覆在心中哀悼及回想！我幫他做天人炁功無法

得到預期的效果，令我感到心痛！我常反省，是否我做人出了問題？寫到這裡，不禁

淚潸滿面，當時是哭著向同奮述說，請同奮幫忙，想想辦法； 後有侍筆…等無形批

答，也讓我了解光殷的因果業緣。記得民國八十三年，我擔任天人炁功副執事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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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著「信、願、行」，告訴自己只要同奮開口要求天人炁功服務時，我只能點頭去

做，絕不能搖頭。秉持著願力、信心，一股衝勁的服務同奮。光殷在八十六年六月份

醫治時，高雄市掌院(包括台南、屏東)，都不知道他在醫院動手術，他不喜歡別人知

道(因為他的工作在台南，家住高雄縣林園鄉，他常跑高雄、屏東、台南三個教院)。

隔天，我在公司突然接到光殷電話，說他在九如路交流道附近林進興醫院，做一個小

手術，將他多年在痛的淋巴腫瘤取下，手術很快，取下後，再做切片檢查。他要做此

手術時，是他認為近幾個月比較有空，拿下後，在人道及天道上，要開始好好奮鬥。

要我下班後，順道去幫他做天人炁功。開完刀，他感到身體之氣，一直很不順暢。他

說：師尊曾經說過，打坐的人， 忌諱動刀，一動刀，很難恢復打坐的元氣。我持續

一星期為他做天人炁功服務，有時我會在醫院等他，因為他跑到高雄縣初院做晚課，

或個人誦誥、打坐。這期間，我要回家時，即會去醫院等他，然後幫他做天人炁功。 

過了一星期(七月份)，出院回家休養；但身體一直不舒服，體重下降。即到長庚

醫院做檢查，當時醫生診斷，是不明腫瘤移轉肺部。他還是不讓大家知道，繼續來掌

院奮鬥，誦誥打坐。記得七月份，要到潮州天然堂辦理南部教區天人合一研習營台語

長青班集訓籌備會，我開車載他同行，當時我沒去察覺，他身體之不適。在路途中他

說：「敏旭，待會兒如果到了天然堂，妳去開會，我要休息。」我即回答：「對不起，

您說錯了，您以為開會當開車，應該是您去開會，我去休息，才對！…。當時他也沒

說什麼，即沒有回話。然後，又談起到別的話題，我也沒想那麼多；沒多久掌院的同

奮都知道，他得了肺癌；我還以為大家聽錯了，怎麼會這樣呢？我去他家看他，馬上

跟他說：「對不起，當時在路途上我真的不知道，還對您講那麼狠的話！」。他以一

向善良的心，樂觀的跟我說：「大家是同奮，不要想那麼多。」…如此的對話，至今

仍圍繞饒在我腦際中。 

八月份在休養期間，好多關懷他的同奮，相邀到他家去看他。此時，掌院亦發動

誦廿字真經一百本迴向給他，願消清冤孽債，身體早康復。還有同奮幫忙籌款，讓他

的經濟得之舒緩；因為，家裡經濟一直不是很好，又有重病在身，太太沒有上班，在

家裡照顧小孩。家中大兒子就讀國小五年級、二兒子國小四年級、小女兒才三歲。七

月份，真是不巧，他的弟弟給他們二十萬現金，以供家用，但其太太要到銀行存款路

途中，又被歹途搶走！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那段期間，很多善心人士(同奮)，介紹偏方，可治任何疑難雜症；他卻堅持以生

食療法來抗癌。並在九月份來掌院專職，希望藉著奮鬥，藉著打坐排濁氣，甚而有天

人炁功來療理本身之重病；不知是否不能太過勞累，專職期間，又多生了幾顆腫瘤，

遍佈在頸部。又有同奮介紹，埔里有位醫生亦很高明，年紀輕輕的，專治癌症。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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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院請假，到埔里治病。到十一月中旬，情況又不見很好，甚而喉嚨失聲，又覺得林

園的家空氣不好(因接近林園工業區，每晚皆有工廠排放惡氣)，所以，只好全家遷移

花蓮。掌院在此時得知光殷病情一直沒有好轉，情況反而更加不好，又發動全體同奮

誦唸廿字真經迴向給他；當時同奮在家或在教院誦唸，然後再打電話到教院來，集中

在掌院統計，約有五百多本。 

花蓮空氣真是很好，但那些腫瘤，一痛起來，卻不選場地，無時無刻，甚而半夜

也痛得很難入眠。第一次，我們去花蓮看他，大家籌了款要給他，他不收；他告訴我

們，歡迎來花蓮看他，但他不想接受同奮的金錢支援。掌教偷偷的放在水果袋內，轉

告他太太，同奮的心意，請收下。 

第二次，我們去花蓮看他。一見面，只見他的體重又下降了，臉色蒼白，全身會

發抖。我說：「我幫您做天人炁功，好不好？」他說：「好」。我即默祝心願，希望

纏繞在其身旁的冤親債主得渡，尋迥向管道等待超拔。天人炁功當下幫他稍緩病痛，

做完後他覺得氣定、不發抖、甚而與我們聊天，聊的很開心，我們鼓勵他要有奮鬥意

志力，克服病魔。隔天，我們聽他太太說，他昨天有睡覺，早上一大早，起來泡澡。

但是，我們要回程時，他又到房間躺著，痛得無法站起來與我們道別，只有遠遠在房

門外，看他在床上不停的蠕動、呻吟。 

八十七年二月，得知光殷情況不好時，掌院又安排斗期時間，在光殿集體誦唸北

斗徵祥真經為光殷祈福。我們第三次再去花蓮看他，那時已是三月底了。到醫院安寧

病房看他時，大家都眼紅了。當時光殷已是瘦得皮包骨，癌細胞又繼續蔓延，光殷是

一位很有原則的人，一開始就拒絕做化療，致使身體外表雖然瘦，但是，皮膚很白，

頭髮烏黑，眼睛炯炯有神；聽他太太說，如果一天沒有幫他刮鬍子，隔天即會滿鬍腮。

有時常會回想，他堅持不做化療，是「原則」救了他，還是害了他。 

當時掌教和光殷談到他一生的為人，有太多認識他的人到目前皆很關心他，只見

光殷眼睛紅了。掌教告訴他：「師尊肯定你一生的奮鬥，人間的奮鬥告一段落；在另

一個世界有另一個奮鬥的使命，你可安心的再去奮鬥。」只見光殷很激動的，沒有聲

音的哭了(因為喉嚨無法發音了)。掌教將隨身攜帶師尊的照片送給光殷，只見光殷一

直握在手中，在場的我們眼淚不聽使唉，一直啜泣。 

由一個活生生的同奮與大家共同奮鬥，從平時的相處到他面臨「死亡」的時候，

教人不禁會回憶起一首歌：「若是我回頭來牽你的手……」這是一首台語歌，讓我意

識到，同奮的相處，要回頭就回頭吧！生命中，有多少錯放的手？老實說，同奮在一

起奮鬥，有的情誼較深，可互稱為兄弟、姊妹。有的因為各持己見，而讓同奮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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慚慚疏遠，轉而有心結的產生。生命是短暫的，失去的是不是一個將來會令自己魂牽

夢繫的摯友呢？開開心心的奮鬥，真心的與人相處，服務同奮才是做人基本的原則，

亦是宗教所談的身心靈的安置吧！ 

參、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依據聖訓的說法來分析人體的病症、基本上應由三種層面之傷害所造成： 

(一) 靈傷與靈病--聖訓上提到：「靈魂曾於累劫以來，累積諸多業因，此業因待無形暨

有形之機緣成熟，而產生業力，形成靈魂本身缺陷或外靈侵擾等業障，進而影響

靈魂之靈識…」，經由各種力量相互作用之下形成「靈傷」，由於此種靈傷，而可

能導致後天各種生理上之疾病，可稱為「靈病」，是一種由於靈體交互作用之傷

害所導致的疾病。 

(二) 氣傷與心病--聖訓上提到：「身心靈受到外環境因素與訊息影響，而產生七情六慾

之心理意識，此意識同時對靈與身分別造成『靈傷』與『內傷』，此兩種侵害於

人體形成一種『氣傷』，此乃靈氣與心氣鬱結所致…」，由於此種氣傷，而可能導

致各種心理上之疾病，可稱為「心病」。 

(三) 內傷與身病--聖訓上提到：「由於平時生活方式不適當或生活習慣不良，經長年日

積月累所致，影響後天生理機能之正常運作，或因外環境之風、寒、暑、濕、燥、

火入侵，或因曾經受到外傷、撞傷、差傷…等傷害，未能徹底治療其患部，以致

傷氣損筋傷脈，甚至深入臟腑形成「內傷」…」，由於此種內傷，而可能導致後

天各種生理上之疾病，可稱為「身病」 

由本案例之報告內容來看，當事人之發病及整個牽動之過程，應是靈傷及靈病所

引發之成分為重，然而當事人於本案例中呈現之心態及意志，頗令人動容，也值得分

析及稱述。 

二、當事人的奮鬥意志與同奮的炁功調理及關懷 

當事人身體上之淋巴腫瘤，因工作忙碌而無暇顧及，待工作稍能撥出空閒，而興

起將其割除之念，經醫師檢查及割除之後，並未能獲得痊癒，竟引發癌細胞轉移至肺

部， 後造成難以挽回之病狀，其間雖然有化療醫治的建議，但是當事人基於修持奮

鬥過程之體悟，深知其為業緣之催討而願意以坦然之心面對，希望用生食療法及天人

炁功之輔佐，以自我奮鬥之方式轉換命運，雖然 後並未能夠挽轉，但是在與病魔奮

鬥的過程，卻展現了堅定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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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旭同奮與當事人一起在高雄掌院服務，彼此於工作中建立深厚的默契，像一家

人親切、溫馨，深刻體會到當事人的用心態度，報告中提到：「同奮敘述當時教院遷

移時，從舊的高雄掌院到新掌院，一些辦公傢俱須要購置，是他先去估價、詢價、比

價到議價，再讓同奮認簽購買或掌院購買，幫掌院省下不少錢」，當事人處處展現對

教院工作之用心與付出，當面對當事人病症爆發時，心中當然非常不捨，因此全心全

意的為其祈禱及進行炁功調理，真誠的用心關懷，只要有機會就為其施作炁功，以平

衡其身心靈狀態，化減其病魔摧殘之痛苦。報告中提到：「開開心心的奮鬥，真心的

與人相處，服務同奮才是做人基本的原則，亦是宗教所談的身心靈的安置吧！」這是

同奮 可貴的情誼，也是同奮的基本態度。雖然 後無法救回當事人之肉體，但是相

信在同奮與仙佛的親和及加持中，他是帶著感恩的心離去的，而他的靈也是得以超脫

的，同奮的愛心、仙佛的慈悲心、病者的感恩心，在天人炁功診心診靈過程中是 珍

貴的展現。 

三、當事人的奮鬥成果 

本案例之當事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雖背負了許多沉重的生活壓力，工作事業一再受

到衝擊而受挫，但為妻小生活仍勞碌奔波不已，心裡長期的壓力與無形業緣的引動，

導致身體病痛纏身，這期間當事人面對生命一連串的挫折打擊並不怨天尤人，雖承受

種種困頓，仍默默於教職上盡心服務，由於對天命的絕對信賴，日常於教院出心出力

的付出，從未因工作不順遂而中止，於身體無法承受病魔折騰時，也僅以低調不張揚

的請求親近的同奮施治天人炁功，每每於炁功加持後，身心方才呈現平穩狀態。 

嚴格說來、天人炁功對本案例之當事人來說似乎 終是失敗的，案例報告人說：

「我幫他做天人炁功無法得到預期的效果，令我感到心痛！我常反省，是否我做人出

了問題？」，但是報告中又提到：「 後有侍筆…等無形批答，也讓我了解光殷的因

果業緣。」， 後當事人雖然無法逃離業緣急迫的催討，但是由於他本身在教院奮鬥

的成果，能夠有機緣讓同奮發動為他誦經祈禱，報告中提到：「掌院亦發動誦廿字真

經一百本迴向給他，願消清冤孽債，身體早康復。還有同奮幫忙籌款，讓他的經濟得

之舒緩」；…「掌院在此時得知光殷病情一直沒有好轉，情況反而更加不好，又發動

全體同奮誦唸廿字真經迴向給他；當時同奮在家或在教院誦唸，然後再打電話到教院

來，集中在掌院統計，約有五百多本。」從這裏來看、除了同奮彼此間之宗教熱誠之

外，這也明確顯示當事人本身奮鬥之堅持與成果，誠如光劫掌教所言：「師尊肯定你

一生的奮鬥，人世間的世緣告一段落；在另一個世界有另一個奮鬥的使命，你可安心

的再去奮鬥」，這一段話也替當事人面對病痛之奮鬥過程作了 好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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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業力」無非是人生當中人與我之間應對過程所有總結的代名詞，有所虧欠

的一方有兩種選擇：一是退縮逃避，一是負責承擔，若是勇於面對債務用心償還，則

雖有遲速之別， 終必然獲得冤業消清、彼此冰釋、而重返自由之身，人生奮鬥之意

義亦在此展現，本案例值得我們深思惕勵。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三)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三) 

 

天 人 炁 功 院 案 例 分 析 小 組  

劉 緒 潔  

 

壹、基本資料 

‧案例標的：肺部感染萎縮 

‧案例當事人：陳周阿芒(鏡呼)同奮 

‧案例報告人：蔡招香(敏憫) 

‧案例分析人：天人炁功院案例分析小組 劉緒潔 

‧案例分析時間：99 年 9 月 30 日 

貳、案例報告（蔡敏憫撰述） 

鏡呼同奮於民國 94 年 3 月 21 日在台北參加遊行至中正紀念堂，突然感覺全身虛

脫無力，蹲地稍休息，立刻搭捷運返家。當晚有咳嗽嘔吐，次日在住家附近診所就醫，

診斷是一般感冒，服二日藥後咳嗽更嚴重、痰變多，以後轉換多家醫院治療，也服用

高價中藥(一帖 5000 元)，病況未緩和，原只咳嗽痰多，又出現氣喘、呼吸困難，病情

危急、轉診台北西園醫院，該或不該的檢查全作了，也無法診斷確切病因病名。後來

94 年 5 月 20 日在台大醫院 X 光檢查之肺部影像並無明顯異樣(圖一)，病因仍不知。 

前後歷經一年左右奔忙於急診急救、進出加護病房，仍然呼吸困難，嚴重到吸不

進空氣，如窒息斷氣的痛苦，再轉往台大醫院家醫科求診，被診斷為結核病菌感染的

肺病。鏡呼同奮及家人不相信台大醫院診斷，復轉台北榮民總院診察，結果與台大醫

院相同，再折回台大家醫科會診胸腔內科，接受藥物治療，其間咳嗽氣喘不斷，病情

不僅退步，呼吸困難到無法走路、無法説話，即刻會診胸腔外科，95 年 3 月 23 日X光

檢查顯示左側肺部全部萎縮(圖 2)，喪失呼氣吸氣功能，緊急施予放入支架手術擴張氣

管，以利氧氣供給、維持生命。住院一個多月，出院時醫師囑咐家裡必須準備抽痰機、

氧氣機，隨時供給氧氣，每天需要拍背助痰排出。病情穏定一段時間後、又再發生上

述的危急病況，急送台大救護，發現氣管支架被分泌物阻塞，加護病房監護一週餘，

轉到一般病房續療 38 天，醫囑必須做氣管切開手術，才能維持呼吸道暢通，因害怕沒

接受醫囑，南下轉診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胸腔科，檢查顯示左側肺葉全萎縮，外支

氣管腔也萎窄，氣切手術非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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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正明同奮(鏡呼堂弟)建議求助天帝教天人炁功，正明同奮的勸說和家中供

奉神明的允杯鼓勵、而於 7 月份南下高雄市掌院，寄住正明同奮家，並於 95 年 8 月皈

師，每天早上到教院誦誥、打坐(2~3 坐、每坐 30 分鐘以上)、求診天人炁功，晚上正

明同奮接她回家，一天參加四場集體誦誥，誦誥中仍會氣喘，憑著自己對帝教信心不

惑和毅力持續奮鬥不懈。當時負責打掃清潔教院同奮因故請辭，鏡呼在不甚健康情況、

欣然接手幫忙打掃及清理茶几杯盤，約一週後舊疾氣喘發作、不能呼吸、臉色蒼白、

全身癱軟，在場同奮嚇慌了，有人大叫快撥 119 送醫急救，此時有同奮以黃表加持並

施予天人炁功，危急病況隨即緩和，憋鬱胸部立刻舒暢，呼吸道暢通、氣色恢復過來，

撿回一命。 

此後每天仍繼續奮鬥，精、氣、神一天比一天進步，在高雄市掌院前後奮鬥將近

三、四個月，並於 95 年 11 月 8 日參加正宗靜坐秋季班，後來回到台北在台北市掌院

持續奮鬥，至 96 年 1 月 21 日順利完成正宗靜坐班課程，仍持續奮鬥將近一年，這段

時間病況時好時壞，也曾有信念動搖之狀況，所幸有正明及月艾兩夫婦持續親和關心，

讓鏡呼能定下心來，至 97 年初整個病況好轉，已不需要藥物或氧氣筒之輔助，後來回

台大醫院檢查，主治醫生説：「先X光檢查再作支氣管鏡，才可觀察肺部萎縮的程度」，

X光照出的結果讓醫生驚訝萬分，原本左側已全部萎縮、功能全失的肺部，竟然肺泡

90%以上擴張開來，肺功能恢復正常，顯現奮鬥之奇特成果。至今每隔 6 個月回台大

醫院回診，99 年 7 月 2 日之X光檢查(如圖 3)，肺部皆正常，今年(99 年)7 月 4 日~8 月

28 日圓滿完成鐳力阿 55 天閉關的嚴格訓練。        

   感言：鏡呼同奮說今後在帝教奮鬥就是她的生活，              感謝高雄市掌院光廚及每位同

奮，此後生活重心就是參加救劫、祈禱誦誥，反省懺悔、勤修靜坐、勤奮參加教內各

種活動，以報  上帝及 師尊慈悲。  

 

圖 1. 症狀發生初期經由 X 光檢查無明顯異樣之肺部影像。(影像日期：9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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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症狀發生後約一年時間持續接受藥物治療，經由 X 光檢查顯示左側肺部全部萎

縮(影像右邊)，該區已喪失呼吸功能。(影像日期：95 年 3 月 23 日) 

 

 

圖 3. 經過持續炁功調理、打坐、誦誥…後，原本已全部萎縮、功能喪失的左肺部竟然

肺泡 90%擴張開來，肺功能恢復正常，讓醫生驚訝萬分。至目前為止每 6 個月回

診一次結果皆正常。(影像日期：99 年 7 月 2 日) 

參、案例分析 

一、病症簡介： 

本案例當事人之症狀主要為結核病菌感染所導致的肺部萎縮症狀，屬於肺部呼吸

障礙之疾病。一般肺部萎縮可能由多種原因引起，最常見的原因是由於長期的發炎症

狀引起肺泡和小氣管擴張的異常，可能經由結核感染導致肺組織破壞所致，也可能是

結核性胸膜炎、胸肺組織受壓所致，也有因肺外的疾病引起肺部的萎縮，例如有胸膜

炎時會出現纖維性的增厚，使肺部的擴張出現問題。在症狀上可能會有咳嗽、痰多、

胸口發悶…等現象。肺部萎縮在 X 光檢查中可能出現肺部影像有缺塊，一般對於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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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之治療方式主要是化學藥物治療，需給予抗結核藥物，如果延誤時間過長，肺功可

能喪失，嚴重時必須進行切除手術。 

 

二、個案基本狀況： 

本案當事人從發病到症狀明顯確認，大約經過整整一年的時間(94.03~95.03)，其

中從狀況不明以為是感冒開始，經過中西醫持續不斷治療，症狀並無好轉，後來嚴重

到呼吸困難，經 X 光檢查顯示左側肺部已全部萎縮，經緊急施予放入支架手術、擴張

氣管，以利氧氣供給，並且必須準備抽痰機、氧氣機，隨時供給氧氣，並拍背助痰排

出。基本上、當事人在疾病出現到形成症狀的一年過程當中，大致上仍持續進行治療，

惟效果不佳，病情仍惡化。 

 

三、天人炁功調理之契機(因緣)與關鍵： 

當事人於 95 年 03 月實施放入支架擴張氣管手術後，仍持續接收藥物治療，其間

症狀時好時壞，由於再度發生危急病況，急送台大救護，發現氣管支架被分泌物阻塞，

經過台大醫院及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之檢查，顯示除左側肺葉全部萎縮之外，連帶

支氣管腔也萎縮，必須進行氣切手術。當事人經由其堂弟之建議和家中神明之指示，

決定於 95 年 07 月南下高雄，寄住於其堂弟家中，並接受天人炁功調理。 

當事人於 95 年 07 月南下高雄後，即持續接受炁功調理，並參與誦誥打坐，同時

於教院中服務，由於有此機緣，因此在發病危急時，能及時獲得同奮之炁功緊急調理，

且炁功調理之效果是明顯而且是立即性的，報告中提到：「當時負責打掃清潔教院同

奮因故請辭，鏡呼在不甚健康情況、欣然接手幫忙打掃及清理茶几杯盤，約一週後舊

疾氣喘發作、不能呼吸、臉色蒼白、全身癱軟，在場同奮嚇慌了，有人大叫快撥 119

送醫急救，此時有同奮以黃表加持並施予天人炁功，危急病況隨即緩和，憋鬱胸部立

刻舒暢，呼吸道暢通、氣色恢復過來，撿回一命」。 

當事人後來回到台北之持續奮鬥過程，自 96 年 1 月 21 日順利完成正宗靜坐班課

程後將近一年時間，其實是整個病症是否能真正復原之關鍵時段，也是考驗之所在，

這段時間由於病況時好時壞，當事人信念曾發生動搖，所幸有同奮親友持續親和關心，

讓當事人終能定下心來，持續靜坐、誦誥、奮鬥，至 97 年初整個病況終於好轉而穩定，

也正是因為這樣、天人炁功對於本案例之最終成果可以說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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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案例當事人在左肺葉功能喪失，經長期藥物治療已無正面效果之情況下，最終

能以天人炁功、靜坐、誦誥…之奮鬥功德而獲得成功，應該具備了幾個條件： 

(一)當事人因其堂弟之故而有獲得接受天人炁功調理之機緣。 

(二)當事人經由民俗擲笅方式，相信炁功調理之功能。 

(三)當事人有條件放下一般性工作，全心全力針對病症下功夫。 

(四)當事人透過正宗靜坐課程，每日固定進行修持功課，經由反省懺悔、靜坐、誦誥、

並接受炁功調理，從內煉修持、誦誥功德、炁功調理等幾個方面同時下手，另外、

當事人藉由教院幫忙打掃等工作，進行無謂佈施功德，使得在突發危急狀況時，

身邊能有同奮及時相助，得能渡過緊急關卡，更加速負面力量之消除，以及正面

力量之累積。 

(五)當事人於參加正宗靜坐結業後，在大約一年左右的養病調理期間，曾出現信念動

搖之狀況，這時若是中斷持續自我鍛煉之功課，對症狀將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所

幸有熱心同奮經常給予親和，安定其心，並堅定其奮鬥意志，最後當事人也能持

續奮鬥，最終病症獲得好轉。 

 

不論整個過程之變化如何，當事人終究由於機緣、信心、內修、外功、持續付出

之「信、願、行」實修功德、以及熱心同奮之親和，最終能夠堅持奮鬥、獲得病症解

除之成果，值得慶幸、亦值得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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