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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昊天心法之直修」主要在說明此心法是因應此時代環境而降顯的，因此有其殊勝的
地方，使同奮深入瞭解以加強奮鬥信心，而一門深入的持續不斷勤修，以期有所成就，
本文大要如下。
一、前言。
二、昊天心法之含義。
三、昊天心法之直修。
四、直修的條件：
1、點道（打開無形天門）
2、默運祖炁（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

3、原靈合體
五、昊天心法降顯的緣由
1、三期末劫，核戰毀滅浩劫
2、 上帝派駐人間的首席使者

本師世尊涵靜老人

3、 上帝的宗教——天帝教的復興
六、為什麼要有這些條件。
七、結論。
傳統釋、道有所謂「理雖頓悟，事須漸修」，即「悟」而後修，但天帝教應是「得」
而後修，就是天帝教同奮都是先得到昊天心法的三個條件，然後腳踏實地，漸次真修
實煉，痛下煉心苦功，再配合願力、志向，只要持續不斷，必有所成。
關鍵詞：直修、急頓法門、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靈陽真炁、性功、命功、
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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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心法之直修
陸朝武（光中）

壹、 前言
道教老祖陳摶，唐末五代、宋初，即將修道煉丹細分為三步驟，即煉精化氣、煉
氣化神、煉神還虛，亦有分五個步驟，煉己築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煉虛合道。一般都是循序漸進，按步就班，逐次修煉。
由於本地球氣運已進入三期末劫，無形三期主宰領天命倒裝下凡救劫應世，即本
師世尊涵靜老人。涵靜老人為挽救三期核戰浩劫，哀求

上帝復興先天天帝教於本地

球，也就是涵靜老人一再強調，宇宙間氣運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會有經

上帝或無形

特別安排的人，創立適應當時時代環境需要的教派、法門。
際此三期末劫，想修正宗丹鼎大法，在時間上與客觀環境，根本已不許可在肉體
上用功夫，以期修得聖胎，煉得陽神真身，所以必須適應時代，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
然無為心法。
所謂「直修」就是從「煉神還虛」下手用功夫，即昊天心法之直修，形式上雖是
超越命功、性功，事實上無形中仍會自然而然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個步驟。
本論文首先綜合了涵靜老人，有關簡要說明何謂「昊天心法」的資料，昊天心法
是

上帝的正統一脈相承。大家要發大願、立大志開拓心胸氣度，容天、容地、容萬

物，培養天地正氣，才能與大自然的道契合。
昊天心法是從「直修煉神還虛」下手用功夫，除了涵靜老人明確說明的三個條件
之外，又根據「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中歸納三個條件，稱為內、外在條件。內在條件：
點道（打開無形天門）、默運祖炁（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原靈合體。外在條件：

三期末劫，核戰毀滅浩劫、 上帝派駐人間的首席使者涵靜老人，肩負兩大時代使命、
上帝的宗教天帝教—重來人間。
但天帝教也遵循傳統道家修煉的原則，即性命雙修。但另加一個神功，即性功、
命功、神功。因此，性功是心的直修、命功是氣的直修，神功是靈的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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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又提出「盜」的觀念，此源出於黃帝陰符經，乍看「盜」給人的印象是不好的，
但在古時「盜」是作正面解釋，是「攝取、平衡、制約」的意思。昊天心法之「接引
帝的靈陽真炁」
，即攝取大宇宙、大自然，以至於

上帝金闕鐳都之天地正氣及

上

上帝

的靈陽真炁。
涵靜老人要同奮發願、立志、省懺、放下、不想，即是要同奮隨時處於沈澱清靜
不動心的狀態，由無知、而有知、而瞭解、而產生「信」心、而發出「願」力，最後
付出「行」動，而修道、得道、成道。

貳、昊天心法之含義
首先概略瞭解〞昊天心法〝之含義，茲綜合涵靜老人的講話資料：
一、昊天指大宇宙、大空間、大自然。也可以說是

上帝金闕。

二、心法是用心去體悟、用心去實踐、用心去驗證。所以昊天心法，又是宇宙心
法、自然心法、上帝心法。
三、昊天心法，不應是狹義的單指「中國正宗靜坐」，應有更廣泛的含義。
四、上帝的正統一脈相承。
五、實為宇宙間無上上品修道丹法。
六、我們大家的心能夠與大自然的道契合，我們這顆心能夠貢獻給

上帝，同大

自然的道契合的人，契合就是配合，才夠得上資格同天地正氣結合，如果我
們不能配合的話，天地正氣根本就沒有辦法跟我們接得上，我們能夠奉獻越
多，志向越大的人，天地正氣加被到我們身上就越大。
七、所以魔障通通可以消除，不求感應自有感應，只要我們能培養正氣，同天地
的正氣配合起來，很簡單。
所謂這顆心奉獻給

上帝，即發大願、立大志，也就是犧牲奉獻、誦誥修持。

此天地正氣，一指布滿於大宇宙、大空間、大自然之炁，一指

上帝的靈陽

真炁。天地正氣跟我們接得上或接不上，其意即謂我們在靜坐修持時默運祖
炁，能不能接到

上帝的祖炁（靈陽真炁），能接受多少？那要看個人培養

正氣的熱準了。
八、昊天心法無所不在，日常的食、衣、住、行、坐、臥，都與昊天心法息息
相關。
九、昊天心法在開拓同奮的心胸氣度，容天、容地、容萬物。喜、怒、哀、樂過
即不留，如此，才能與

上帝、涵靜老人印心，修持昊天心法得其旨趣，而

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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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昊天心法之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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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超越了道家煉精化氣、煉氣化神的兩個階段，
而直修煉神還虛的功夫，是自然無為的一種「頓法」
。頓法就是讓其豁然貫通，
一步登天，直接還虛。①
煉修「急頓法門」，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雖先從第三步「煉神還虛」
下手，但第一、二步之「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仍在無形中不知不覺自然運化。
因為，三期末劫核子戰爭一旦爆發，南天門以下仙佛統要受到劫難，所以

上

帝特別為因應時代環境需要，安排真傳修煉救劫急頓法門，降顯於人間帝教，
方便同奮煉元神、修封靈，在不斷奮鬥過程中，自自然然可以立地成就仙佛。
②

現在正是三期末劫，在時間上與客觀環境已不許可再修傳統丹道，在肉體上
用功夫，必須藉救劫急頓法門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③
由於宇宙間本地球氣運，已經到三期末劫，行劫開始的時候，如要靜坐修煉，客
觀環境、時代的需要，已不適合循傳統道家修煉的三步曲：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
神還虛，逐步、循序漸進，即傳統丹道在肉體上用功夫，必須藉救劫急頓法門「直修」
「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也就是通稱為「昊天心法」。
昊天心法分兩部份，即「帝教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簡稱為
「正宗靜坐」
，因為是在中國，又叫「中國正宗靜坐」是昊天心法之初階。另一部份是
「救刼急頓法門」又叫「急頓法門」，是昊天心法之進階。
昊天心法之「直修」是自然無為的一種「頓法」
，頓法就是讓其豁然貫通、直接還
虛、一步登天。
道家修真之法，不外三元丹法，即天元、地元、人元是也。天元神丹，立地
飛昇，惟百世不遇耳。地元靈丹，點化黃白，世罕真傳。人元大丹，性命雙
修，了當生命，莫過於此。前二者為外金丹法，後者為內金丹法。④
外金丹法，即外丹，以外在藥材燒煉成藥丸，而服食。中國外丹術自漢代肇其端，
經魏晉南北朝的不斷發展，到唐代達到極盛，而宋元以降則漸式微，但即趨向內丹的
研究發展。
內丹金法即內煉精、氣、神，以人體內在之精、氣、神代替外在之藥材，即所謂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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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元內丹，以文始派為最高，以少陽派為最大，文始派直修虛無大道，以無
為法而兼有為法，頓超直入，了性而自了命者也……。⑤
大道淵源於黃帝，而集大成於老子，一傳尹文始，即關尹子，再傳麻衣道人
6
（李名和），李傳陳希夷（陳摶），陳傳火龍真人，是為文始派。○

老子騎青牛從東向西方而來，即紫氣東來之意，至潼關遇關尹子，而留下道德五
千言道德經，是為文始派之傳承。
綜觀文始經全文，其道要不外以虛無為本，以養性為宗、虛則無相，無相無
執，故能精氣合一、心性合一、形神合一，而自然頓超聖域矣。惟修文始派
之虛無大道，下手最難……，本老子道德經與黃帝陰符經而妙用神化之……。
⑦

仙學真詮曰：「文始經曰：「能見精神而久生，能忘精神而超生。」蓋忘精神
者，虛極靜篤，而精自然化炁，炁自然化神，神自然還虛。此虛無大道之學
也，見精神者，虛靜以為本，火符以為用，煉精成炁，煉神還虛，此以神馭
氣之術也。學虛無大道者，雖不著於精炁，然與道合真，形神俱妙，有無隱
顯，變化莫測，其壽無量，是了性而自了命者也。⑧
關尹子融合了老子道德經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⑨「致虛極，
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復。」⑩之自然無為，以虛無為本，即自然無為之修煉心
法，靜坐修持時，能虛極靜篤，就能精自然化炁，炁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而至形
神俱妙，變化莫測，其壽無量。
以養性為宗者，能精氣合一，心性合一，形神合一，即性命雙修。因此，透過虛
無大道，自然化煉之過程，必頓超聖域，即直修「煉神還虛」之境界。
11
觀天之道，執天之行，盡矣！……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
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不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律曆所不能契，爰
12
有奇器，是生萬象。○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概括了天、地、人三曹，是「陰符經」的主體思想，因
為「觀天之道」
、
「執天之行」都要靠人去做，所以又說：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可見，天、地、人三曹中，人具有決定作用。
道家把修煉稱之為「修道」
，從求道、學道、修道、得道，以至最後道成。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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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道就是「觀天之道」的過程，而修道、得道、道成，就是「執天之行」的實踐。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理，是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說。⑬
由此可知，自古以來，聖君明主，歷代有道高人，無不是體悟天體運行之法則，
遵守宇宙自然變化之奧妙，效法陰陽數理之動靜，暗合神明造化之德，以此作為規律
法則，而養生修煉、治國、平天下。
自然界的變化有一空的規範，就看你如何順應，巧妙的操作、運用，這些變化都
與我們的身體息息相關。
最自然、有效的養生之道，其實是「清靜、自然、無為」
；我們看自然界的萬事物
都是默默地成長，春、夏、秋、冬四時，循序、漸漸地發展。
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4

結果陰陽和諧，變化順暢、萬物欣欣向榮，所以古往今來養生修道、得道者，都
崇尚自然，並不強求。
仙學真詮：蓋三關自「有為」入「無為」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二關者，
頓法也，今只須逕做煉神還虛功夫，直到虛極靜篤處，精自化炁，炁自化神，
15
把柄在手，命由我造，煉神還虛一關，最簡易，最直捷。○

「仙學真詮」所謂「蓋三關」者，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步驟，修
上一關兼下二關者，頓法也。上一關指煉神還虛，下二關指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兼
應是說兼備，包含的意思，也就是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所謂直修就是從「煉神還虛」下手用功，形式上雖是超越命功，但事實上無
形中仍會自然而然經過煉精化氣，煉氣化神兩個步驟。○
16

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雖先從第三步「煉神還虛」下手，但第一、
二步之「煉精化氣、煉氣化神」，仍在無形中不知不覺自然運化……。○
17

直修意義為何？是指直接先從「煉神還虛」下手修煉，形式上雖是超越性功
和命功，但在無形中自然而然仍舊經過「煉精化氣」
、
「煉氣化神」兩個步驟。
18
○

「直修」雖是從「煉神還虛」下手，但「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步驟（二關），
仍然在不知不覺中，關開竅通，只要靜坐到「虛極靜篤」或靜到極點，就能起「化」
的作用，才能進入化境，把「精」提煉上來，化煉成氣，化氣成神，進入形神俱妙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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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丹修煉的基本步驟，陳摶（無極圖）界定為煉精化氣、煉氣化神、煉神還
虛三個步驟，為後世內丹家所宗。南宋余洞真在（悟玄篇）中首次將這三個
步驟稱為三關，即煉精化氣為初關，煉氣化神為中關，煉神還虛為上關。○
19

伍守陽繼承了內丹學的丹道觀，也認為丹道是人道之逆，仙道逆成也要經歷三次
變化，即三關修煉，即有三關修煉而仙道得，又說：
「修煉三關者，使精返為氣，氣煉為神，神還為虛。即是從三變返到二變，
從二變返到一變，從一變轉到虛無之位，是位天仙矣。由此虛之而又虛，虛
到無極，便是天仙升遷到極尊處。○
⑱

伍守陽所謂從三變到二變，即是從三關（煉精化氣）返到二變（煉氣化神）
，從二
變（煉氣化神）返到一變（煉神還虛）
，從一變轉到虛無之位，即煉虛合道。是位天仙
矣，即升天為仙，亦可稱為地仙。由此虛之而又虛，虛到無極，即不斷的持續修煉精
進，就可以由地仙而金仙，而大羅金仙。
也就是涵靜老人所說：如果你們肯按自然無為法用功，…你不要去想它，無
形中自然在煉精化氣、煉氣化神，無形中自然一關一關地過去。○
21

此即把握現實軀體，勤修苦煉，不用絲毫人為的力量與意識，一切放下，一切不
想，自能漸入「定靜忘我」的境界，無形中此時氣機隱隱發動，一己陽氣上升，得到
上帝的靈陽真炁之加持，在任督兩脈中排出陰濁之氣，自自然然在周天運轉，開關通
竅，進入形神俱妙的境界。
昊天心法之直修，由以上論述只是心法、法門的部份，它範圍應可以更廣泛，茲
列舉心的直修、炁的直修、靈的直修。即心的直修，以心（道心）煉心（凡心）：氣
的直修，以炁（先天炁）煉氣（後天氣）；靈的直修，以靈（無形）煉靈（凡靈、元
神）。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心的直修，以心煉心
前面的心是道心、天心、本心；後面的心是凡心、世俗之心，以道心、天心，來
磨煉凡心，期以將凡心、世俗之心煉至道心之境界，或是將人心、凡心直接升華，提
昇至道心、天心的境界。
所以法華上乘正宗靜坐一開始就是要求將凡心減到最少一點，換句話說即是
做寡欲的功夫，使自己私慾減到最少；天下世俗事到了求之不得時是很痛苦，
22
何必去自尋煩惱。○

同奮們參與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誦誥運動，發揮「不為自己打算、不求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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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報」的精神，只要大家一心不亂，精神心靈的虔誠念力一定可以直達金闕。
23
○

涵靜老人在每一期正宗靜坐班開始的時候，要求參訓同奮將「凡心、世俗之人心」
降到最少，做「寡欲」的工作。並問同奮來參加靜坐班的原因，大多數同奮都回答說，
為了健康、長壽、袪病延年。涵靜老人就會很鄭重的告訴同奮，出發點是對的，但這
是為私，身為天帝教的同奮應為天下蒼生著想，所以從「現在」（參加靜坐班之後）
起，要「化私為公」，將為自己健康、長壽的「私心」，化為為天下蒼生打算的「公」
心。也就是要發揮「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的精神。
中國人有個觀念，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但涵靜老人卻要顛破傳統，要求天帝教
同奮一夜之間，去「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從凡心提昇到道心、天心、本心，
做聖人，為天下蒼生化延核戰毀滅劫而奮鬥不懈，難到不是心的直修嗎？
修道即修心，修的心不是形體的心，而是修無形靈覺的心，是屬於無形的內
心修養；修行是屬於有形的、外在的，配合身體行動。如廿字真言，每位同
奮必須身體力行，把每個字的意義都瞭解，並溶化配合於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24
這就是修行，也就是以行動來表示，不要光說不行。○

「大凡修道，必先修心。」修心者，令心不動，心不動者，內景不出，外景
25
不入，內外安靜，神定氣和，元氣自降，此乃真仙之道也。○

夫道者，心之體；心者，道之用，道融於心，心會於道，道外無余心，心外
無余道。能知運用者，以道觀心，心即道也；以心貫道，道即心也，是心也，
26
非人心之心，乃天心之心也。○

道家將道與心，視為體、用之關係，但又論道融於心，心會於道，因此，道與心
是合一的，因為，以道觀心，心即道，以心貫道，道即心。
涵靜老人言修道即修心，此心不是形體（心臟）的心，是無形靈覺的心，又說修
行，要以實際行動來付予道與心的內涵意義，就是以「廿字真言」中自選的兩個字融
於日常生活之中，身體力行，配合行動，用心去體悟。其實為天下蒼生誦誥化劫，誦
誥就是具體的修道行動，那誦誥的心是什麼，應是天心、道心，祈求

上帝赦罪悲憫

的赤子之心，就是人心體天心，天心化人心，心心相印。
不出家之修道人，都必須以出世之心，行入世之道。在塵而不染塵，心要不
為紅塵所染，心不留戀紅塵。雖照常行事，但對功名富貴，酒色財氣看淡，
心裏空洞無物。也就是修日常起居之行，順自然合理的原則，不急不緩，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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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實地去體驗，去領悟，久而久之，便可以明白人生真正的做人道理。○
27
涵靜老人認為，出世修行，入世服務，出世修行是修這顆世俗之心，修得無私無
我，才能沒有差別心，分別心，因沒有分別心，才不會有富貴、貧賤、好惡、善惡之
分，才能全心全力入世服務人群，將自己無私的奉獻給這個社會，且要淡泊名利，清
心寡欲，入世才不易被這個紅塵大染缸污染！
出世與入世兩者是對立統一的，出世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入世，我們旣不能隨波
逐流，也不能消極避世，這才是修道、學道和為人處世的正確態度。
離凡世者，非身離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蓮花，根在泥而花在虛空
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今之人，欲求不死，死而離凡世者，
28
大愚，不達道理也。○

此是王重陽祖師立教十五論之十五論「離凡世」，王祖師言離世也者心也，非身，
而且是「得道」之人，才能夠「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但涵靜老人卻要天帝教同奮
至始至終，都以出世的心在红塵中立世行道，此亦是心的直修。

二、炁的直修：以炁煉氣
涵靜老人之「昊天心法」也是炁的直修，故靜坐不是只限於袪病延年、健康長壽，
還要向自然奮鬥、向自己奮鬥，亦涵泳自然環保、心靈環保之意識，因此是炁的直修，
以炁煉氣，以先天炁鍛煉體內後天氣，如靜坐時

上帝靈陽真炁的加持，能改變體質，

變化氣質。
（一）靜坐修煉時

上帝靈陽真炁的加持

無形中此時氣機仍在隱隱發動，陽氣上昇，得到靈陽真炁的加持，在任、督
29
脈中排出陰濁之氣，自自然然在周天運轉，開關通竅。○

坐到有不知自己身體在那裡的感覺，此時尾閭之陽氣就一天天上升而與先天
30
靈陽真炁調和運化，開關通竅。○

發大願，立大志，就能充滿正氣，使得心胸開朗，容天、容地、容萬物，然
31
後靜下心來，可以引來先天一炁（靈陽真炁、祖炁），加以調和運化。○

（二）誦誥時與 上帝的光融合在一起，而感動昊天正氣的加被。
在光殿中，光殿就能反射由金闕直射下來的鐳光，就是說，您們所收到的光
是一種經過過濾的柔和光波，可以適合於各種不同的熱準，以利同奮來吸收
與運化，因為直接的光太強了，非到『氣化神』的階段是無法忍受，所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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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裡的聖幕發出的光是一種金闕的殿堂反射的光，相反的，也會透過聖幕反
射出您們奮鬥的影子，這影子就是您們的元神。透過聖幕就能把您們的元神
投照在金闕殿堂中，與

上帝的光融在一起，而感動昊天正炁的加被，發揮

無形應化有形的力量！這是

上帝與您同在的證實，唸皇誥與寶誥因為念力

32
與諸天不断親和，無形中就能加強元神的力量。○

因此，同奮們只要上光殿就能與

上帝的光交融，得到靈陽真炁的加持，如祈禱、

誦誥時，一心不亂，精神心靈的虔誠念力一定可以直達金闕，效果特別大。
（三）天人炁功，大宇宙中浩然正氣，宇宙能量的加持調養。
天帝教天人炁功是運用先天的「炁」
，是宇宙能，只要肯發揮惻隱心、慈悲心，
接受對方的請求，兩誠相感，達到適切配合的熱準，無形中的靈力即可以加
33
持，通過同奮的身體發出的先天炁為人治病， ○

所以天帝教靜坐班同奮都經由涵靜老人傳授天人炁功，都來自先天，但同樣具有
後天的兩個基本條件，1、要培養浩然正氣，正大光明做人。2、要誠心發揮慈悲心，
才能接引天醫院院士的靈力，發揮天人炁功的效力。
（四）省懺也是炁的加持與運化。
這五門功課與修煉昊天心法救劫急頓法門，自有其直接關係，更與「直修」
34
方法有連帶關係。○

立刻認錯改過，天天有錯天天改，就在那一剎那，凡靈（元神）
、原靈合而為
35
一，發揮天地正氣。○

一個人只要每天做省懺的功課，並以跪懺的方式，謙卑而虔誠的進入內心最深處
（陰暗面）的認錯改過，拉進與

上帝的距離，得到無形靈陽真炁的加持運化，而達

天人親和，天人合一之熱準。

三、靈的直修，以靈煉靈
涵靜老人講「誦誥救劫」，此劫不是一般的人為或自然災害，而是靈肉俱毀的核
子戰爭三期末劫。人類必須向天奮鬥，調和宇宙氣運。因此，是靈的直修，以靈煉靈，
即以先天靈（原靈）或無形仙佛、上聖高真、監護童子來鍛煉後天之元神（凡靈），
使同奮煉元神有成，成就封靈，身外之身，以壯大無形靈界救劫力量。
（一）調靈調體
這個假我坐在蒲團上，天上至少有一位「原靈」來為我的「凡體」之「元神」
36
調靈，為「凡體」之肉體部分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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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煉元神就是煉靈
教職上靈就是原靈修煉原神，乃是原靈之源；再造法身，即是原靈得到修煉，
37
再鍛煉出新的靈體，是以靈煉靈。○
肯犧牲奉獻出心、出力、出錢，但未能即時真修實煉：將來可以進入清虛宮
38
下院，繼續煉靈，即修煉元神。○

週三會禱會坐時，是一種同奮再光殿的集靈，無形仙佛在無形集體的調靈調體。
靜坐的目的就是要將自身體內陰、濁之氣排出，多排一分，陰濁之氣，自身的陽氣就
會提昇一分，然後才能與靜坐時默運之祖炁——上帝靈陽真炁產生親和力，共同調和
原靈與凡靈之陰陽。
事實上煉元神就是煉靈，煉靈是修煉金丹大道的過渡階段，如果得先天原靈的調
靈調體，元神的修煉可以因原靈的幫助，達到無形應化有形的作用，天帝教的修持就
是如此殊勝玄妙。

肆、直修的條件
一、點道（打開無形天門）
二、默運祖炁（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
直修的條件，必須先打開無形天門（玄關一竅）
，然後接引

上帝的靈陽真炁

39
（默運祖炁），這是帝教修煉昊天心法最大的關鍵。○

天帝教的法華上乘正宗靜坐，首先要由我（涵靜老人）為大家「點道」
（打開
40
無形天門）
，並口授心傳「默運祖炁」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關係太大了，。○

由上兩段可以知道，
「直修」第三關「煉神還虛」的功夫，其條件必須先經本師世
尊（涵靜老人）點道（開天門）
，即打開無形天門；其次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默運

祖炁）
。就是先修一己真陽之炁，然後接引「祖炁」（上帝的靈陽真炁）
，這是天帝教救
劫急頓法門的關鍵所在，依此，才能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超越「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兩個步驟，而「直修」「煉神還虛」。
自然無為大法，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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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調和，聽其自然運化，

41
關開竅通。○

修持時不假絲毫人為的力量與意念，此人為的力量與意念，即有為法之守竅、調
息、吐納、運氣、導引，就是發出人為的後天心念產生某種力量，致使身體內某一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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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竅）
、呼吸，或氣的循環，產生了不是在自然狀態下的變化，不假絲毫人為的，就
是處在自然狀態下的運作，即自然無為心法，全在修一己真陽之炁。以接天地真陽之
炁，一己真陽之炁是從尾閭發動而沿督脈上升，當靜坐修持時「定靜忘我」之狀態下
所產生，然後就能與「扣手印」後「默運祖炁」時，下來之

上帝的靈陽真炁，調和

運化而關開竅通，周天運轉。此即「煉神還虛」在「自然無為」的靜坐化煉中之生理
現象。
三、原靈合體
這是鍛煉元神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須得助於先天之炁（靈陽真炁、祖炁）加
42
以溫養，還有原靈來相助，可使凡靈元神逐漸堅強」。○
43
如果得先天原靈的協助，元神的修煉可因原靈的加持，達到無形應化的作用，○

帝教修行有原靈配合，有鑑護童子來保護，……同奮經過靜坐的調教，師尊、
44
師母召來您們的原靈，就是希望每位同奮都培養正氣，把陰神煉成元神。○

鍛煉凡體元神（靈）首先須先天之炁（靈陽真炁）
，加以沐浴溫養，調和運化，抱
合激盪。原靈來相助、來配合，即得益靈氣，沖和薰蒸、電化湊合，加強命功鍛煉，
使凡靈元神逐漸堅強。
在座同奮個個根基深厚，頂天立地，有天命，又有原靈來相助，要能懂得「定
45
靜忘我」的道理，大家功夫自然可以進步，圓滿成功！○

各位同奮所煉的是昊天正法，有前所未有的「原靈親和法」，有急頓成就的
46
「天人合一妙法」。○

故凡是原靈到人間親和原人，就可以因煉精化氣而得益，一方面助凡軀
47
成就天命，一方面可以因凡軀的奮鬥而得精氣。○

剛開始時此股正氣未能成形，而是受原靈與監護童子的保護，以免為邪魔盜
48
取。○

培養一位封靈，除了依靠「修煉元神」之外，要有「金光加持」
、
「原靈調教」、
49
「監護童子護法」。○

由以上可知鍛煉元神時，需要原靈來相助、來配合。凡靈元神也要原靈來親和
調教，修成了封靈，更要原靈來護法，不讓邪魔干擾或盜取，在原人的修煉過程中，
亦可以互相炁氣之交融、煉化，相得益彰。因此，原靈合體是直修「煉神還虛」上
關之必然條件之一。

伍、昊天心法降顯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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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天上的氣運已經進入行劫的階段，時間急迫，將要應劫之原人，天上還
要想辦法加以搶救，只要能與帝教真正原人同樣按照天上的規定，直修昊天
心法，即可予以特別機緣，同時上天對這次三期末劫「行、清、平、春、康、
同」六個階段所需投入的應元救劫、行劫的仙佛原種太多，而天上原來領有
天命之應元仙佛確實不敷分配，因此，天曹會議上，三期主宰為了適應天上
人間環境需要，提議修煉封靈，可以立地成就仙佛之急頓法門，直降於人間。」
50
○

一、三期末劫，核戰毀滅浩劫，曠劫難逢。
際此三期末劫，想修正宗丹鼎大法，在時間上與客觀環境，根本已不許可在
肉體上用功夫，以期修得聖胎，煉得陽神真身，所以必須適應時代，直修昊
51
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

天帝教的復興由於正逢本地球行劫開始，是核子戰爭的毀滅浩劫，前所未有，因
之為曠劫難逢。人類的生存客觀條件與時間都受到壓迫感，所以不可能循序漸進，依
太平盛世道家傳統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甚而煉己築基、煉虛合道的步
驟修煉，必須適應時代潮流，以自然無為心法，直修「煉神還虛」之昊天虛無大道。
二、上帝派駐人間的首席使者

本師世尊涵靜老人，肩負兩大時代使命

（化延核戰毀滅浩劫，拯救天下蒼生；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保台護國）。
所以我（涵靜老人）一再強調宇宙間氣運到了適當的時候，就會有經

上帝

52
或無形特別安排的人，創立適應當時時代環境需要的教派、法門。○

本地球人類氣運已到了三期末劫，故特派已主持宇宙五十九餘次三期末劫之三期
主宰（涵靜老人），到本地球救劫、救世。
三、上帝的宗教——天帝教（先天天帝教復興在本地球）。
面對現實，世界全面戰爭起來，……最惡劣的局面，最難苦的日子，……試
問，我們除掉祈求

上帝拯救天下蒼生，使人類理智立即恢復正常，消戾氣

而啟祥和，和平早露曙光，世界得能苟安一時之外，有誰能旋乾轉坤，施展
53
妙法，挽救空前危機。○

世界毀滅將要臨頭，人類如要在地上繼續生存下去，惟有順應自然，返本還
原，急起認識這未有天地之前，歷劫留傳下來最古老宗教的時代意義，重新
54
在地球上復興天人仰崇先天固有的天帝教，繼開道統，挽斯末劫。○

惟我天帝教再來人間，可以調和天地之氣化，挽救世運的危機，默化潛移，
人心于不知不覺間可望日趨健全，自然而然地恢宏。天帝的真道，奉行天帝
55
的旨意。○

314

昊天心法之直修

由以上可知，現有地球上的宗教已難挽救世道人心，拯救三期末劫，也惟有先天
天帝教重來人間，繼開

上帝道統，調和天地之氣化，道德重整，精神重建，消除大

空間暴戾之氣而呈祥和，旋乾轉坤，化延毀滅浩劫邁向康同之境。

陸、為什麼要有這些條件
因為是「直修」，從「煉神還虛」下手用功夫，超越了「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兩步驟。

一、煉精化氣（氣胎）
是故精氣的運行在排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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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是陽電質（氣）來引陰電精（精）
，輸運全體，
發動交流，抱合激盪，經過多數的電化湊合，久而不懈，循行復始，自然凝聚成為一
56
種氣胎。○

所謂煉（精）化氣，……這（精）指的是先天（元神）
，在未生性慾未動凡心之前，
一心清靜而修而煉，真火把後天（陰精）質料鍛煉成氣；……不分先天後天、元精陰
精，只要靜到極致，一經運化，自然成氣，亦即自身之真陰（真水）
，自己去栽接，不
57
須假借身外之陰陽，自己的真水、真火，自己去調和。○

命功的第一步即（煉精化氣）
，用己身之三昩真火，把後天的陰精燒煉化成元精，
再化成氣，……必須心要靜到極點，自然出現（真火）
，……才能真火（動力、本身陽
氣）發動，……多去一分陰氣，則可多生一分陽氣，才能起（化）的作用，把（精）
48
提煉上來，化煉成氣。○

由「教義」與「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的敍述，可以瞭解「煉精化氣」是本身肉體
內在精、氣的運化作用。教義之陽電質（氣）即大寶之「真火」
，陰電精（精）即「真
水」
。所謂的輸運全體，發動交流，抱合激盪，電化揍合，久而不懈，則是大寶之只要
靜到極致，自身之真陰（真水）
、真陽（真火）
，一經運化，自己去栽接，自己去調和，
去一分陰氣（人身中的至陰電渣），則多一分陽氣，漸漸就能化煉成「氣胎」。
因此，涵靜老人所謂的丹鼎大法在肉體上用功夫，包含了兩種意義，即有為法之
守竅、調息、運氣、導引與本身體內精、氣之運化。
59
余聞古之治病，惟移精變氣，可祝由而已。○

精氣為物，游魂為變。在“黃帝內經＂中，精既指五谷之精，也與生殖之精
有關；氣的含義更為廣泛，包括呼吸之氣、水谷之氣、五臟六腑之氣、正氣
60
和邪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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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移精變氣”應該就是後來內丹學所謂的“煉精化氣”，“精氣為物”應是精
氣構成了物質體，即身體，後道家加神，變成了人身三寶，而能加以鍛煉，則可以成
仙成神了。
“黃帝內經”據考證大概形成於戰國時期，秦漢時期有增補修訂，其對人體生理
學中的“經絡學說”及修養精氣神的“真人”養生理論，對後世內丹學的形成是有重
大的啟示與影響。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數，食飲有節，起居有常，不妄作勞，
故能形與神俱，而盡終其天年，度百歲乃去。今時之人，不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
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精，以耗其真，不知持滿，不時御神，務快其心，逆於生樂，
61
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但是人類靠吸收營養轉換成陰精，每天能吸收的營養有限，日常消耗陰精過多，
62
身體必然日漸虛弱，最後精竭，只有死亡一途。○

至於藉靜坐為養生之道，只要能不斷下功夫，身體的病痛自然可以消除，可以祛
63
病延年，這是第一階段最起碼的功夫，不必求，自自然然可以養生、長生」○

涵靜老人所謂的第一階段最起碼的功夫，即煉精化氣的鍛煉，只要陰陽精氣調和，
飲食日常生活正常，不消耗於酒、色、財、氣，養生、長生，自然可以達到，而防止
衰老，宿疾亦可全部根除，以至於內病不生，外病不入。
◎ 成就後的生理現象：
（乾）馬陰藏相（又稱摛白虎）；（坤）斬赤龍。通任、督二脈，小周天。

二、煉氣化神（電胎）
氣胎的運轉，全憑電質、電精的驅轉輪迴，相互磨擦，自然交通，不急不緩，
陰氣漸消，逐步化為電胎。同時心意純一，靜極生動，歛神伏息，引得大空
之炁調濟親和，始能真水常升，真火常降，氣炁絪縕，循環升降，常濟於中，
64
自無化有。○

氣胎的運轉，即煉氣化神的過程，是電質（氣、真火）與電精（真水、精）之小
周天進入大周天的河車運轉。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即超越本身體內氣之運轉，及
突破肉體空間之束縛，而接引到大宇宙，大空間、大自然之炁（天地正氣）
，與之調和
運轉化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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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坐第一個目的在希望能打通任、督兩脈；道家稱為（周天運轉）
，就是小周
天，或稱（河車運轉），佛家則稱為（法輪常轉）。……如果我們靜坐時，能
多排出一分陰氣，陽氣即上升一分，即從尾閭骨沿督脈而上轉到任脈，而到
海底，再至尾閭，就是一次週天運轉，……。心能定下來，靜到極點……此
時尾閭之陽氣就一天天上升而與先天靈陽真炁調和運化，關開竅通，最後任
65
督兩脈自然豁然貫通，而會周天運轉。○

中關煉氣化神，又稱大周天功夫，它通常以黃庭（中丹田）為鼎，下丹田為
爐，純陽之氣為大藥，用大周天火候進行煉氣化神，煉氣化神的步驟通常為：
采大藥、過關服食、封固和行大周天之火。……靜定而後生（元神于靜定之
66
中寂照黃庭，大藥自生），息定而後生（真息定則大藥生）。○

涵靜老人所謂陽氣從尾閭沿督脈而上轉到任脈，而到海底再至尾閭，就是一次周
天運轉，此是煉氣化神之初期階段，到陽氣一天天上升而與先天靈陽真炁調和運化，
則是後期階段的大周天，即伍守陽稱中關煉氣化神，又稱大周天功夫，而伍守陽所謂
靜定而後生、息定而後生，則是涵靜老人之心能定下來，靜到極點，教義之「靜極生
動，歛神伏息」
，從尾閭上升之陽氣就能接到先天靈陽真炁，此「先天靈陽真炁」即伍
守陽採大藥之「大藥」，要在靜定、息定後方能採到。
此涵靜老人之「接引」 上帝之靈陽真炁，及伍守陽之「採」大藥。「接引、採」
與軒轅黃帝時代通用的「盜」是同一含義。
陰符經中篇：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
67
三才旣安…。」○
68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見，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此「盜」一般的解釋是「利用、制約、平衡」之意，而從修煉的觀念則是「取、
採、接引、攝入」等，如涵靜老人「接引」

上帝之靈陽真炁，進入人的身體內，與

己身真陽之炁，調和運化，使之改變體質、變化氣質，甚而超凡、入聖、登真，成仙
成佛。
陰符經指出，天地、萬物、人，是互相彼此制約、平衡，也是供輸的，即自然界、
大宇宙的環境，會影響到動植物的生存與茂盛、榮枯；動植物又會影響到人類的成長
與繁衍，人類也會影響到動植物的生態，三者互相影響、牽涉、盛衰，只有三者取得
平衡、和諧。天、地、人三才方能和平共榮，人類才能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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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每於適當之時機，懂得天地萬物之奧妙，採鴻濛為判之氣以為丹田，奪天地盈
虧之數以為命基，此即「盜機」
，即「盜也有時機」的問題。但天帝教之接引

上帝之

靈陽真炁，又甚於天地萬物，陰陽之術數與氣之變化。
「盜」在氣功之修煉中，有着特殊的意義，指坐善者采取適當的練功方法，
開始時在自然寬鬆的功態下，攝入自然界的清氣，然後在功力精進的前提下，
采用穴位體呼吸的方法，擴大與自然之間的氣體交換，向自然界〝盜奪〞特
69
殊營養素。」○

坐善者指修道靜坐的人，適當的煉功方法，自然寬鬆的功態下，應是指「自然無
為」的修持心法，穴位體呼吸仍是指靜到極至或內呼吸的（胎息）狀態，如此攝取了
宇宙天地之氣（能量），即特殊營養素來體內調和運化。
青城丈人曰：
「採補之道，非房中家採陰補陽之事，而係採天地之氣，以補我
之氣，採天地之精，以補我之精，採天地之神，以補我之神。因天地之化，
以造我之化，因天地之命，以續我之命，天地之氣不息，則我之氣亦不息，
天地之化不止，則我之化亦不止矣，天地之命不壞，則我之命亦不壞矣。因
天地之生生不已，以成我之生生不已，則天地之命常新，而我之命亦常新矣。」
70
○

青城派青城丈人直言，採補之道，並非一般所謂的男女房中之術，而是採天地之
氣，以補我之氣，採天地之精，以補我之精。
道家有所謂乾過八八之數，坤過七七之數，已不適宜修煉，但惟有懂得採補（天
地正氣）之妙者，可以與一般一樣修煉而能有所成就。
涵靜老人也表示童真之體看破凡情，養真葆元，自古難得，如能修煉，收效極快，
三年必有大成；中年人多已破體，血氣衰敗，身體虧損，必須早行栽接之功；老年人
更為吃力，須從補精補氣補神做起。
◎ 成就後的生理現象：進入胎息狀態，天門由濁到清，能接引大空間、大宇宙、大自
然之天地正氣，由小周天進入大周天。」

三、煉神還虛（炁胎，又稱聖胎）
蓋電胎與大空之炁相引而行，即起變化，……由熱化沸，由沸化炁，即含鐳
質。由此鐳質凝為多數小丸聚於丹田成為（炁胎），亦曰（聖胎），惟此炁胎
自凝結成形之後，力量尚覺孱弱，……故須時加溫養，……使其成為純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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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長形成炁胎的發育。……繼續引來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雙方立起作
用化作鐳體，形神俱妙。一旦豁然貫通，即從泥丸沖舉而出……，道家則曰
「陽神沖舉」，佛家則曰「明心見性」，此乃真我（二我）之出現，……從玆
71
煉神還虛……真我常存。……此乃鐳質之威力，亦為物質而返自然之妙用。○

以上教義所言之過程，即「煉神還虛」之化煉過程，在煉氣化神完成而成就之電
胎後，仍然要繼續引來大空間、大宇宙、大自然之炁（天地正氣）與之配合，沐浴溫
養，以至於一旦豁然貫通，即從泥丸沖舉而出，此泥丸（百會穴）即「天門」
，此聖胎
從天門沖舉而出，也就是天門自然開啟，從此真我（二我）消遙自在，再繼續引來大
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此（大炁）不一定是大宇宙、大空間之「天地正氣」
，亦融和
了少許 上帝之靈陽真炁，此天地正氣亦含鐳質，而天帝教之「默運祖炁」之「祖炁」
是

上帝金闕鐳都之鐳炁，即

上帝的靈陽真炁，因此，是天地正氣（鐳質小丸）之

再精煉、再純化。
漢魏以來的煉神之道，把煉神合道改為“煉神還虛＂，“虛＂是對道的性質
72
的概括，意為超越語言的存在，乃與道契合為一。○
73
述上關功夫，只以一〝0〞表示，謂〝功夫到此，一個字也用不著〞。○

這出自禪宗“不可說，不可說＂之意，又謂末後功夫，不但還虛，且須〝精
7 4
碎虛空，以打破虛空為了當〞，意謂〝虛〞的觀念，也須泯絶。○

虛即無極之初，即本來之性體，
「還虛」就是復歸無極之初，以完夫本來之性
75
體。○

涵靜老人的“點道” （開天門）
，可以說是兩種涵義，
〝點道〞是由凡體變（返回）
道體，除了體質的改變外，是心性上亦提升，即伍守陽所謂的超越語言的存在，與道
契合。或李道純的功夫到此，一個字也用不着，即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了。也就是連“虛”
也要泯絶，不存在。至此則“口欲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
76
收心離境，住無所有，不著一物，自入虛無，心及合道。○

意為不受任何意識對象所打擾，在虛靜的純粹無為意識中，自然〝心乃與道契合〞
。
這只說意念不著身心內外一切相，並不進入無意識的昏沈狀態，必須得持虛無靜篤的
靈覺“息止而不滅照，守靜而著空”。在虛心無為的純粹意識中，就能貫通天人之隔，
即肉體之障（束縛）
，道之能量就能回歸生命自身，對人體產生作用，即內化的功能。
心不受外，名曰虛心，心不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則道自來止。故經
77
云：人能虛心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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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涵靜老人之「默運祖氣」有異曲同工之妙，道又解之為炁，心即心念，靜坐
修持時不假絲毫人為的意念與力量，全在修一己之真陽之炁，以接

上帝之真陽之炁，

即本教特有的「默運祖炁」，一經調和，聽其自然運化，周天運轉．關開竅通。
與小周天相比，大周天之火不用意引、不着相、不用時、不間斷，為不有不
78
無之文火，即所謂“十月養胎只綿密寂照之功而已＂。○

此小周天為煉精化氣至煉氣化神的初階之過程，而大周天則指煉神還虛之上關功
夫；不用意引、不著相，不用時，不間斷，此為自然無為與道合真之境，綿密寂照，
此為靜坐修持時，保持“將睡未睡，似覺不覺”之身心靈俱寂之狀態。
◎ 成就後的生理現象：
一、陽神出胎（沖舉）
－地仙（此乃真我，二我之出現）。
－天門自然開啟（一旦豁然貫通，即從泥丸沖舉而出，收縱在我，來去自如，道
家則曰「陽神出胎」，佛家則曰「明心見性」，亦即原來軀體氣炁孕育之化身，
凡體變成道體。）
二、繼續引來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
（此「大炁」不一定是大宇宙、大空間之天地正氣，亦融和了少許

上帝之靈陽

真炁，此天地正氣亦含鐳質，而天帝教之「默運祖炁」之「祖炁」，是
闕，鐳都之鐳炁，即

上帝金

上帝的靈陽真炁。因此，是天地正氣（鐳質小丸）之再精

煉、再純化，雙方立起作用化成鐳體，形神俱妙。
三、從茲煉神還虛，真火自焚，瓦解肉體，真我常存。
由上可知「煉神還虛」的境界應是：
（一）凡體變成道體即「點道（打開無形天門）」，天門自然開啟。
（二）繼續引來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即默運祖炁，接引

上帝靈陽真炁）。

（三）從茲煉神還虛，真火真焚，互解肉體，真我常存。自然感動其先天累世修證
得道之原靈來與之配合（即原靈合體）。
中國傳統道家修煉到了“煉神還虛”的上關境界，隨時可以或必須接引大宇宙、
大空間之大炁（天地正氣），與本身體內後天之先天炁（一己真陽之炁）不斷的持續
調和運化，沐浴溫養，煉而再精煉，化而再純化，虛而又虛，虛到無極，無而生有，
以至於丹成胎熟，凡體變成道體，煉得陽神真身，瓜熟落地，即所謂的「陽神沖舉」，
從泥丸宮（百會穴）而出，與大宇宙、大自然、大空間合而為一，收放自如，消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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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又可稱為「聖誕」（涵靜老人語），普天三界齊祝賀，也自然感召其先天累世
修證得道之原靈來與之配合，即「原靈合體」，救世救劫。
所以，點道（打開無形天門）；默運祖炁（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原靈合體。

到了「煉神還虛」之時，都已完全俱備，帝教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
法（中國正宗靜坐），既然講自然無為之「直修」、「煉神還虛」，超越了「煉精化
氣」、「煉氣化神」兩個步驟，就應該俱備這樣的功能，但一般民眾皈師後成為初皈
同奮，現在雖然有八週的「自然養生靜心靜坐」課程，仍然不俱備上關「煉神還虛」
的條件。但涵靜老人一再強調，時代環境已不允許再從肉體上用功夫，但又必須要急
速培養天帝教中堅、忠誠的弘教救劫幹部，另一方面也凸顯

上帝真傳昊天心法之殊

勝，因此，涵靜老人以其先後天之特殊來根，配合無形運作，將「直修」的三個條件
先給天帝教同奮，並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耳提面命，告訴同奮要發大願、立
大志、信心不惑、真心誠意、真修實煉、勤修苦煉。又透露修煉的秘訣〝持續不斷〞。
期能進入天帝教這個大家庭的

上帝原人，確實能謹遵涵靜老人懇切的諄諄教

誨，發揮過人的毅力，犧牲奉獻，悟透修煉的真義，痛下苦功，不間斷的實修，而漸
次累積經驗，身體內病痛全部發出來，宿疾全部根除，能內病不生，外病不入，了斷
生死，永不輪迴，以至於頓超聖域，成就封靈，身外之身。

柒、結論
傳統道家的有為法，都是逐漸循序修煉，從煉己築基用功夫，一步一步精進，往
上提昇，這就是漸修，但是漸修的過程是考驗不斷的，所以涵靜老人才說：「非得有
過人之毅力，點點滴滴，累積經驗，才稍有所得。」因此，如半途退志（道）了，恐
怕就無法完成第一步（煉精化氣），如第一步（煉精化氣）完成，但此時如在動凡心，
勢必馬上又恢復原來初步階段，就不可能進到第二步，如能進到第二步（煉氣化神）
階段，且能修煉完成，如果半途又發生魔障退道了，那就無法進到第三步（煉神還虛），
但一般來說，到了煉氣化神的階段，退志的機率不高，卻不是完全沒有，不過到了第
三步煉神還虛的境界，該是不可能退轉了。
由教義第五章第四節精神的鍛煉以及道家丹鼎大法中了解，「煉神還虛」的階段，
已具備了「天門自然開啟，能接到並融和於大宇宙、大空間之天地正氣、先天原靈自
動來合體，救世救劫，培功立德」，這三個條件、功能。
昊天心法既然講「直修」，從「煉神還虛」下手用功夫，必然要俱備此三種條件。
也就是「直修煉神還虛」的三個內在條件：點道（打開無形天門）、默運祖炁（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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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靈陽真炁）、原靈合體。還有不可或缺的外在條件，即三期末劫，適應時代客觀
環境和需要，以及先天天帝教的復興，與

上帝派駐人間的使者—涵靜老人之天命。

然而同奮都是剛入門、初皈師，怎麼可能有此能力，但為了要名符其實，涵靜老
人只有憑其先後天特殊的來根，配合無形運作，將三個條件先給同奮。這就是宇宙間
無上上品的修道丹法。可是「煉神還虛」的境界，已是行、住、坐、臥，都處在定靜
止念的狀態，本身內在氣的化煉，亦從大周天到了粉碎虛空，與宇宙融合為一體了，
突破了空間（肉體的束縛），與時間（四正時，每一坐的時間），即處於不動心的沉
澱清靜狀態。
超越了六不，也超越了五門功課，也無所謂發大願、立大志。此即所論述的：心
的直修，以心煉心；炁的直修，以炁煉氣；靈的直修，以靈煉靈。
但涵靜老人又為什麼要同奮持續不斷的勤做五門功課；痛下苦功，真修實煉，勤
修苦練；要發大願、立大志。
此即佛家所謂「理雖頓悟，事須漸修」，六祖之頓悟，只是經文義理而已，但於
人事心性之磨煉尚缺，因而離開五組之後，復於獵人隊中，磨煉十餘年，才凈除習氣。
同樣涵靜老人說，從「煉神還虛」下手修煉，形式上雖是超越性功和命功，但在無形
中自然而然仍舊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兩個步驟。及同奮雖頓時俱備了昊天心
法「煉神還虛」（心法、理）的三個條件，但於累積勤修的功夫（事）尚無，所以要
從頭開始，點點滴滴苦煉。涵靜老人告訴同奮，五門基本功課必須與日常生活配合，
拿它像吃飯、睡覺一樣，還要有動功的配合，更要發大願、立大志，以為持續不斷用
功的動能。方能稍有所得。以六祖之根器，開悟後尚在獵人、羊群中、煉心十多年，
我們同奮輕鬆愉快修煉一、二十年，又算什麼？
古人說：「道者，盜也」，道就是盜，知道天地之奧妙，而神明默運，攝取陰
陽之靈氣，調和化煉，奪宇宙造化之權炳，則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盜天地、
窃陰陽、奪造化」
，就能用陰陽之道而脫陰陽，依世間法來出世間法，可以性命俱了，
心法兩忘，超出天地，永劫長存。
盜機的是誰，修煉者，修煉者又是誰呢？就是聖人。陰符經上篇「知之修煉，謂
之聖人。」因此，具有大聰明智慧者，才是真正修道煉心者，想修煉者，心中也要自
命不凡，具備信心，才能修道有成。觀之，天帝教三十年來倾全教同奮努力弘教渡人，
奮鬥的同奮總是維持在數千人左右，如此現象，知之者，也就不足為奇了！

322

昊天心法之直修

捌、參考文獻
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15 頁 帝教出版社
○
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48 頁 帝教出版社
○
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51 頁 帝教出版社
○
4○
5○
6 《訪道語錄》、李樂俅箸 196 頁 真善美出版社
○
7○
8 《訪道語錄》、李樂俅箸 197 頁 真善美出版社
○
9 新譯老子讀本；余培林註譯、16 章 40 頁 三民書局
○
10 新譯老子讀本；余培林註譯、25 章 51 頁 三民書局
○
11《黃帝陰符經養生》、張岫峰著 42 頁 元氣齋出版有限公司
○
12《黃帝陰符經養生》、張岫峰著 43 頁 元氣齊出版有限公司
○
13《周易、繫辭、上傳》、南懷瑾著 81 頁 老古文化
○
14 新譯四書讀本 謝冰瑩等著 陽貨第十七 275 頁 三民書局
○
15《訪道語錄》、李樂俅箸 198 頁 真善美出版社
○
16《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23 頁 帝教出版社
○
17 ○
1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53 頁 帝教出版社
1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48 頁 帝教出版社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53 頁 帝教出版社
20 《伍守陽內丹思想研究》、丁常春著
○
40 頁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21 《伍守陽內丹思想研究》、丁常春著
○
65 頁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2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62 頁 帝教出版社
2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42 頁 帝教出版社
24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9 頁 帝教出版社
25 《道教內丹學溯源》戈國龍着
○
63 頁宗教文化出版社
26 《道教內丹學溯源》戈國龍着
○
53 頁宗教文化出版社
27 師語 23 頁帝教出版社新版
○
28 《伍守陽內丹思想研究》、丁常春著
○
60 頁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2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74 頁 帝教出版社
30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73 頁 帝教出版社
3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69 頁 帝教出版社
3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94 頁 帝教出版社
33 《天人炁功基本教材》、36 頁
○
帝教出版社
34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55 頁 帝教出版社
3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41 頁 帝教出版社
3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74 頁 帝教出版社
37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18 頁 帝教出版社
3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7 頁 帝教出版社

323

第九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3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7 頁 帝教出版社
40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49 頁 帝教出版社
4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64 頁 帝教出版社
4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9 頁 帝教出版社
4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69 頁 帝教出版社
44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90 頁 帝教出版社
4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92 頁 帝教出版社
4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06 頁 帝教出版社
47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18 頁 帝教出版社
4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21 頁 帝教出版社
4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30 頁 帝教出版社
50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67 頁 帝教出版社
5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23 頁 帝教出版社
5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51 頁 帝教出版社
53 《首席使者精神講話》、涵靜老人
○
12 頁 帝教出版社
54 《首席使者精神講話》、涵靜老人
○
15 頁 帝教出版社
55 《首席使者精神講話》、涵靜老人
○
17 頁 帝教出版社
56 《天帝教教義》、涵靜老人
○
94 頁 帝教出版社
57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14 頁 帝教出版社
5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47、48 頁 帝教出版社
59 《黃帝內經. 素問. 移精變氣篇》
○
60 《周易、繫辭、上傳》、南懷瑾著
○
93 頁 老古文化
61 《素問、上古天真論》
○
6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45 頁 帝教出版社
6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32 頁 帝教出版社
64 《天帝教教義》、涵靜老人
○
95 頁 帝教出版社
6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涵靜老人
○
72 頁 帝教出版社
66 《伍守陽內丹思想研究》、丁常春著
○
44 頁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67 《黃帝陰符經養生.》、張岫峰著
○
108 頁 元氣齋出版社
68 《黃帝陰符經養生.》、張岫峰著
○
110 頁 元氣齋出版社
69 《老子人體生命科學.》、于昌新著
○
169 頁 中央編譯出版社
70 《訪道與錄》、李樂俅箸
○
199 頁 真善美出版社
71 《天帝教教義》、涵靜老人
○
96 頁 帝教出版社
72 ○
73 ○
74 《伍守陽內丹思想研究》、丁常春著
○
46 頁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75 《伍守陽內丹思想研究》、丁常春著
○
112 頁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76 ○
77 《道教內丹學溯源》戈龍着
○
48 頁宗教文化出版社
78 《伍守陽內丹思想研究》、丁常春著
○
147 頁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