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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歷屆論文篇數統計1 

 

                                                 
1 第 7 屆研討會除論文 20 篇之外，另有天人炁功案例報告 2 篇。 
2 第 8 屆研討會除論文 18 篇之外，另有天人炁功案例報告 15 篇。 
3 第 9 屆研討會除論文 25 篇之外，另有天人炁功專案 1 篇、案例報告 1 篇及案例分析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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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一 、 我 們 的 路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在第二任首席維生先生的號召下，舉辦了第一屆天帝教天人

之學研討會，矢言「走自己的路」，嘗試以研討會模式帶動全教研究天帝教之內涵，將

信仰的情操提煉成精妙的思想，「內化」則落實於人生當中，蔚為實言、實踐、實證、

實事求是的教風，「外推」則會通於當代各方學術思潮，以利學術弘教之實質發展。於

是從第二屆開始將「天人之學」更名為「天人實學」，彰顯「實」之獨具意義。 

本屆天人實學研討會最大特色，是落實於制度運作，將本師手訂的「天人親和」

「天人合一」「天人炁功」「天人文化」四大領域分別由總院四個研究院「天人親和院」

「天人合一院」「天人炁功院」「天人文化院」各自負責，作為該院年度研究成果的發

表平台，提供教內外有志趣的人士進修、學習、分享思想與經驗的機會，並歡迎加入

各院組織，共同精研。由於「天人文化院」尚未成立，先由「天人研究中心」及「天

人研究學院」負責「天人文化」領域各一場，結合既有的研究計劃制度與這兩年教內

菁英大量投入的道學研究，以展現天帝教豐碩的文化內涵。 

回首來時路，本師畢生窮究天人之學，參悟宇宙境界，所著〈感懷明志〉詩第三

句「遊遍人間行教化」下註「…以學者姿態，新宗教家身分，週遊環球，教化自然流

行，教義宏揚。」充分流露本師致力宗教思想教化的豪情；第二任首席維生先生於任

內高舉天人實學大纛，深化總院研究實力，退任後仍以弘揚天人實學為壯志，奔走兩

岸；光照首席接任天命後，強調「深耕深根」，既落實於制度，復著重於教化；「我們

的路」便是這一條理性、思辯、務實、崇修的康莊大道，引領世人「邁向道德之重整，

精神之重建，人心於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世界末劫得能消弭於無形。」 

 

                      天人研究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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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自己的路 

    天帝教天人之學的內涵是什麼？在本師世尊留下的珍貴文獻中，有一篇於民國 

81 年 10 月 1 日天人研究學院第一屆開學典禮的致詞講的最清楚： 

所謂「天」代表大宇宙、大空間、大自然，「人」即指地球上人類而言。

大宇宙中每一旋和系均有地球，都是稱為「地球人」，在有智慧生物的星球中，

以地球的人類智慧最高，可以運用人類的智慧探討宇宙的秘密，所以「天人

之學」即是在揭發宇宙的秘奧。由於宇宙的真理無窮無盡，因此人類探討宇

宙秘奧的天人之學也是永久沒有止盡，何況三度空間的人類智慧仍然有限，

想要了解多度空間以上的宇宙真理，全憑後天的學識與能力是不可能的，只

有運用我們人類的靈覺，使得形而上、形而下交互組合，才有可能突破，才

能深入探討、研究。 

    帝教將「天人之學」分為四大部份，而以「天人文化」為首要，以後天

科學、哲學理論為基礎，進而探討宇宙形而上之學，建立宇宙人生觀；「天人

親和」部份是要人的有形軀體與大宇宙、大空間多度空間以上的超人、真人

直接親和；中國人幾千年來在思想上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但是人類

有物理上的束縛，如何將此一障礙排除，幾千年來中華民族的先知、先覺前

輩不斷努力，最後發現一個道理，須從「靜」中得到，只有在「靜」中，才

能達到人類思想上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至於由靜而定，或由定而靜，全

靠個人去體會，所以天人合一的研究，是人類貫通天人、啟發智慧的根源；

至於「天人炁功」，從天德教、天人教以至天帝教，名稱為了配合人間需要，

由「精神治療」、「精神療理」、以迄「天人炁功」，其以正氣祛除疾病為手段，

而以診心為目的則始終不變。 

    師尊在這篇文獻中為本教天人之學的研究指出了發展的方向，要言之，即是在後

天科學、哲學的基礎上，配合自身之修持功夫，開創一種新視野、新文化的學術先河，

以期普化人心，創造天人大同的理想文明。但是起步是艱難的，尤其在本師證道四週

年的今日，環顧全教現況，我們發現，如何鼓勵同奮好好研讀本教教義、經典、聖訓，

如何鼓勵同奮好好實修昊天心法，自救救人，自渡渡人，確是當務之急。 

    維生首席曾指出：天人之學乃天人「實」學。因此，我們鼓勵從我們的宗教生活

中來摸索天人之際那條緲冥的線。我們認為宗教學術不應離開生命，更不能忘記信仰，

如何在同奮們的信仰基石上建立天帝教獨有的文化，來滋潤同奮的心靈，來指引同奮

走出身心靈的困苦，是我們起步的開始。我們的能力是渺小的，心靈是卑微的，但是

我們志氣昂揚，要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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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為什麼需要天人實學？ 

（一）時代潮流的趨向 

    在二十一世紀曙光乍現的今日，人類綿延五千多年的文明火種，無疑是更璀璨耀

眼了。 

    曾有歷史學家以「動力論」解釋人類文明的歷程，指出人類從早期的畜牧動力，

進步到工業革命的蒸汽動力，這中間足足發展了近五千年，但是從蒸汽動力突破到電

力，則不到五十年光景，再從電力突破到核力，則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事了。因此，

可以說人類文明的動力來源，從具體龐大的畜牧動力，進入到分子、電子、核子的層

次，一步步精細化、抽象化、也更具威力化，這種現象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發揮的更淋

漓盡致，其中尤以電腦的發明，資訊動力崛起最受矚目。資訊動力有別於電力、核力

之類的物質動力，資訊動力基本上是一種精神動力，它是以訊息儲存、交換、改造、

創新的方式，大量豐富人類的知識寶庫，促使文明飛躍前進。訊息並非物質，它是一

種精神層次的協定，這種由「物質」發展到「精神」的動力趨向，無疑將是二十一世

紀的顯著象徵。 

    再以經濟角度來看，初期文明大多是採「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後來才有貨幣

概念出現，但早期仍以金、銀、銅等貴重金屬鑄造貨幣，仍不脫「以物易物」的原始

需求，直到紙幣出現，人類對「物質」的倚賴，開始蛻變，也逐漸朝抽象化、精細化、

方便化邁進，信用卡則是進入「電子貨幣」的時代，網際網路興起後，「虛擬貨幣」更

是抽象到連卡都不必了，只要一組密碼就代表了財富，可以說，人類對「物質」的需

求已經轉進「精神」戰場！ 

    事實上，網際網路的興起，已經昭告一項事實：若把人類文明視為一個有機體生

命，那麼在歷經五千年的懷胎養育之後，這個生命基本的肉體雛型已經具備，現在正

發展大腦、中樞神經系統，等待出生後的第一聲啼哭！ 

    因此，在本教重來地球復興二十週年的紀念日上，在這跨世紀的巨輪交錯中，我

們不能忽略這樣的文明趨勢，我們不能自外於這樣的時代潮流，我們必須走出傳統宗

教只重精神不重物質的窠臼，只重個人解脫不重文明趨勢的弊病。 

    我們必須瞭解，天帝教是個救劫的宗教，這個劫叫三期末劫，劃分六個階段，所

謂「行、清、平、春、康、同」，前三階段是在總結人類偏於「物質」的業報，其中殺

人武器層出不窮，尤以核子彈頭最具威力，到「春」這個階段，一變轉到「精神」方

面的業報，各種法門、各種教派百花齊放，怪力亂神、靈通邪異到處充斥人間，特異

功能、意念武器可能發展為「精神核子武器」，再度威脅人類。這種由「物質」的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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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精神」的征戰，在在顯示唯有「物質」與「精神」合理協調發展，人類才有可

能逃出此一宇宙逆流的三期末劫，進入「小康」、「大同」的理想世界。 

（二）什麼是天人實學？ 

    本師世尊於華山隱居時，曾有感而吟：「物質精神體用同，東西文化各推崇，哲科

兩學應調劑，道器兼資本相融，只因功利傾唯物，悲劇一開演無窮，淘汰自然看結果，

當知執兩用其中。」「淘汰自然」講的是三期末劫的氣運發展，「執兩用其中」講的是

本師參悟天人之學的結晶「新境界」的哲學基礎—「心物一元二用論」。 

    「心物一元二用」在個人修持上講，就是「性命雙修」，在人類文明講，就是「物

質精神均衡發展」；在學術上講，是「哲學科學合流」，在宗教上講，是「人天一體」。

本師在教義有幾段話最能代表其中精髓：「無所謂心，無所謂物。」「天非純粹的天，

人非純粹的人。」「生命是充滿自然的生命，自然是充滿生命的自然。」 

    以上種種，不論心、物，不論人、天，不論生命、自然，都是屬於天人之學的範

疇。 

    「天人之學」最簡單明瞭的代表著作，當然是教義「新境界」，本師自述他是在華

山之顛，「煙霞中讀書養氣，聖凡間往來談論」「上接清虛之炁，下貫涵靜之體」，完成

這部「開學術未來之先河，創宗教空前之新義，導人類努力之正途，求天人大同理想

之實現」的著作。 

    然而天帝教復興後，為積極研究弘揚「天人之學」，在本師世尊手上以教義為基礎，

將之分成三大部門，一是天人文化，一是天人親和，一是天人合一，其後鑑於天人炁

功的時代性需求，因此將之從天人親和獨立出來，四大部門於焉確立，天人之學終於

粲然大備。 

    從內容來講，天人之學在「天人親和」方面，著重如何與上聖高真、高度空間的

超人、真人溝通，其形式不限於祈禱、持咒、接靈等等，也包括透過儀器從事溝通的

研究；在「天人炁功」方面，不僅著重以正氣治療身心靈的功效及理論，更重視發展

靈體醫學，促使人類對生命有完整認識；在「天人合一」方面，講究從靜中超越物理

世界束縛，達到形神俱妙，證悟宇宙真理的境界；在「天人文化」方面，則是綜合哲

學、科學、宗教學優點，發展心物一元、天人一體的文化觀，是上述三門的基石壤土。 

    從入手角度來講，天人之學有理入，有行入，理行並進，知行合一。在理入方面，

四大部門均可與西方哲學、東方哲學做會通交流，亦可與基督神學、佛學比較研究，

更可付諸科學驗證，因之，在理論發展上，獨具風騷，各有一片江山；至於行入方面，

天人炁功之金針、金光、靈丹妙藥，天人親和之呼號、廿字總咒、皇誥寶誥、四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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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等等，天人合一之昊天心法急頓法門，天人文化之禮儀、皈戒，都是本教至寶，

都是最珍貴的法脈傳承，是每一位同奮均可身體力行，以之脫胎換骨、窮究天人的憑

藉。 

    故維生首席使者倡議，「天人之學」更名為「天人實學」，以「實學」二字，代表

實實在在，不履虛蹈空，可以真知力行的大學問。本師在主持自立晚報期間，亦曾在

「天聲人語」專欄提出他老人家巡天節的見證，自言：「我總一面求知，一面求行，希

望做到知行合一，而能一旦豁然貫通。」這段話也為「實學」二字下了註腳。 

（三）我們如何突破瓶頸？ 

    自本師歸證回天之後，本教面臨極大考驗，雖在維生首席領導暨全教同奮努力之

下，逐漸恢復生機，但不可否認的，未來瓶頸仍多，公元二千年再出發也好，二十一

世紀再出發也好，許多同奮都在思考如何走出去，如何在各宗教派系林立，各種法門

充斥之下，而拿得出天帝教獨具之特色，以弘揚真道。 

    但天帝教獨具之特色是什麼？天帝教十五項獨有的宇宙法寶是什麼？反省復興二

十年來，我們弘教人員說佛、說道、說儒、說民俗信仰、說科學、說哲學、說感應、

說神通等等，固是方便引用，然而是否也反應出我們對本教內涵認識、實踐之嚴重不

足？ 

    所以今日提倡天人實學，不僅僅是弘教之所需，也是我們內部教化之所本，本師

手訂教綱時，將負責天人實學的天人研究總院定位為「教本」，取「一教之本」意，教

本不固，教乃動搖，就遑論弘教救劫，渡人佈道了。 

    我們有鑑於此，多年來亟思如何突破困境，以研究天人實學、實踐天人實學、推

廣天人實學為己任，然而力量是薄弱的，我們只能從舉辦「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著手，一方面提供現有研究人員有公開發表的機會，一方面鼓勵全教同奮重視學習、

倡議實踐，我們呼籲走天帝教自己的路，不必隨波逐流，不必人云亦云，我們有天命，

有心法，有實學，我們有獨立的教格，相信將在未來世界上領導潮流，創造文明，目

前我們力量雖然卑微，但有信仰，就有了一切。 

    因此，我們舉辦「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的理念非常清楚，是以建立天帝教獨

具特色為目標，或許在未來會考慮與他教或學術團體合作，但現階段仍以鼓勵教內研

究實修為主，一步一腳印，穩健地走下去，因為宗教是千百年的事業，不急於一時成

就，這是我們的信念，也是對本教復興二十週年來的展望，希望能有更多有志同奮一

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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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師世尊涵靜老人闡述天人之學全文（民國 80 年 10 月 1 日） 

今天是本教天人研究總院附設之天人研究學院成立開學。天人研究總院是依據本

教教綱第六章「精神教育」第二十三條「教本」而成立，下分「天人文化院」、「天人

合一院」、「天人親和院」三大部門為研究單位，為了重視精神教育，因此附設「天人

研究學院」配合三大單位，其下設「天人文化研究所」、「天人合一研究所」、「天人親

和研究所」，至於「天人炁功研究所」在無形中本來已併入天人親和所，在人間為了宏

教需要，特別設立「天人　功研究所」。這些組織或單位都必須符合教綱規定的精神，

這是本教最基本的措施原則。 

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研究學院的構想，是早在五十年前華山時代，完成了「新宗

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時即已存在，由於「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的內容適合時代需

要的理想，我有信心如果透過天人交通的方法，可以提供人類深入探討宇宙究竟，在

學術方面可以有很多有價值、有意義的新發現，但是這一想法必須要有計劃、有組織，

所以當時就有成立專門研究天人學問機構的靈感。 

中國人早在漢朝即有先賢董仲舒提出「天人之學」的說明，所謂「天」代表大宇

宙、大空間、大自然，「人」即指地球上人類而言。大宇宙中每一旋和系均有地球，都

是稱為「地球人」，在有智慧生物的星球中，以地球的人類智慧最高，可以運用人類的

智慧探討宇宙的秘密，所以「天人之學」即是在揭發宇宙的秘奧。由於宇宙的真理無

窮無盡，因此人類探討宇宙秘奧的天人之學也是永久沒有止盡，何況三度空間的人類

智慧仍然有限，想要了解多度空間以上的宇宙真理，全憑後天的學識與能力是不可能

的，只有運用我們人類的靈覺，使得形而上、形而下交互組合，才有可能突破，才能

深入探討、研究。 

帝教將「天人之學」分為四大部份，而以「天人文化」為首要，以後天科學、哲

學理論為基礎，進而探討宇宙形而上之學，建立宇宙人生觀。「天人親和」部分是要人

的有形軀體與大宇宙、大空間多度空間以上的超人、真人直接親和。中國人幾千年來

在思想上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但是人類有物理上的束縛，如何將此一障礙排

除，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先知、先覺前輩不斷努力，最後發現一個道理，須從「靜」

中得到，只有在「靜」中，才能達到人類思想上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至於由靜

而定，或由定而靜，全靠個人去體會，所以天人合一的研究，是人類貫通天人、啟發

智慧的根源。至於「天人炁功」，從天德教、天人教以至天帝教，名稱為了配合人間需

要，由「精神治療」、「精神療理」、以迄「天人炁功」，其以正氣袪除疾病為手段，而

以診心為目的則始終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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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帝教復興以來，天上旋即成立天人研究總院，由太虛子聖師祖擔任院長，天人

文化院院長為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天人合一院院長為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天

人親和院院長為先天一炁流意子老前輩，天人炁功院院長為先天一炁玄道子老前輩。

在今天天人研究學院成立的開學典禮上，我特將先天、後天的關係以及組織來源為大

家做一簡單說明，可使大家在心理上有了基本概念，得能一門深入，真正為研究而研

究，沒有其他的意圖與條件。研究的方法可分學理與實踐兩方面，同時並進，真正去

下苦功。 

事實上，帝教今天設立天人研究學院四個研究所，是從正宗靜坐班逐步發展，腳

踏實地一步一步提昇上來。首從民國六十八年，為了搶救三期末劫，廣渡原人，秉持

「有教無類」，先天一律平等，使得人人都有機會參與帝教奮鬥行列的原則，因此靜坐

訓練班遷就社會大眾，只傳授帝教各項先天、後天基礎知識，引人入勝，得能進入帝

門奮鬥，所以靜坐班結業同奮可以說是本教「宏教基層幹部」。今天帝教之第一時代使

命－「化延核戰毀滅浩劫」已能達成初步「化延」的目標，美國布希總統在前天（九

月二十九日）鄭重宣佈：美國將大量裁減核子武器，蘇聯也有善意的回應，在最短時

間內跟進，這都應歸功於十年來各期靜坐班百日訓練培養成功之基層（基本）幹部，

共同發揮「不為自己打算」祈禱誦誥的正氣力量。 

到了民國七十五年，為了落實教綱的規定，才開辦師資班以及高級教職幹部訓練

班，培養帝教「中堅幹部」。今天開辦的天人研究學院研究所是培養宏教全才傑出幹部。

十多年來，以靜坐班、高教班訓練為基礎的在座各位學員，多年來大都參與本教各項

活動，對帝教已有相當的認識，在天上也有相當的地位，所以先天與後天可以配合，

換句話說，已經有了「天人合一」的相當基礎，所以我在開學表文上特別列出三大誓

願，最重要就是第三願——「願在二年結業之後，接受首席使者的調派」，這樣在兩年

之間，才可以縮短天人之間的距離，也就是縮短與 上帝之間的距離，最後全部可以

負起重大救劫、宏教的天命。 

各位同學能夠發大願參加天人研究學院研究所第一屆，真是福緣不淺，我除了希

望大家回憶過去的歷史，主要的目的是在希望培養道心堅定，永久奮鬥、犧牲奉獻的

忠貞幹部，總結來說就要「謹遵天命」、「服從師命」。在今天開學的第一天開宗明義地

告訴大家，提醒大家，「天命可畏不可違」，無形天律賞罰分明！希望各位定下心來，

在今後兩年當中努力研究、學習，將來準備做帝教傑出的忠貞幹部，前途無量！恭禧！

恭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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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歷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重要文獻（一） 
 

五、已丑年巡天節天人實學相關聖訓 

 

傳示日期：丙戌年二月四日午時 

(95)帝極（參）天字第 075 號 

首任首席使者： 

  本席一生致力於窮究天人之學，得之於先母劉太夫人之啟發，潛居華岳之時復蒙 

天帝昭示，創訂「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天帝之教重來地球，即是來自於華山時期天

人合力完成之《新境界》與「道統衍流」等經典。 

  中華文化之華山學術圈乃為傳統道學中天人之學主要傳承，結合「天」與「人」

之配合溝通，逐步形成天帝教天人實學思想體系，而以大法《天帝教教綱》、大經《新

境界》、大寶《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傳世，有教綱之法統，則有組織制度；有教義之道

統，則能集合科學、哲學、神學共探宇宙之妙；有大寶之炁統，乃能以天人合一貫通

天人之學，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的精粹，亦為中華文化老根之所繫，中華民族立世之

根本。 

  現代社會之生活秩序紊亂，經濟行為敗壞，人心惶惶不安，何能有修道之心？帝

教總殿即是為在全宇宙弘揚天帝真道而設，本席將與各位同奮在天人間共同為佈化天

帝真道而奮鬥，本席期待同奮都能盡心盡力於天人實學，各依一己之長，在天人合一、

天人炁功、天人親和與天人文化各個領域中，一門深入，融會貫通，個個都是宇宙弘

道傳教先鋒。 

 

傳示日期：戊寅年十月廿六日辰時 

(98)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首任首席使者： 

天人研究學會以學術方式直接探討本教天人之學實質內涵，確已達到帶動之作

用，有關之文字資料可整理於教訊刊出，使得更多的同奮均能參與。修行的過程如何

堅定己心，一窺大道之堂奧，必須在同奮三要：信、願、行下功夫，尤其是「行」，惟

有劍及履及腳踏實地去做，才是根本，透過學術研討之辯證，正是在「行」跨出的第

一步。 

本席也在此進一步指出：天人之學的學術研討，除了本教文獻資料之探討，亦涵

蓋了與各宗教的比較研究，但不作批判，只以「行」之例證作說明，並且結合科學與

哲學一探究竟，把握住「宗教信仰」之態度與認知，以教為宗，不離本來。 

透過學術的研討，縮短天人之距離，明白天人之究竟，更能堅定信仰，本席希望

全教同奮勇於參與，以正信的態度信仰天帝教化，於行、住、坐、臥中表現出天帝教

同奮之宗教情操與行為，唯有確實明白上帝教化之真理，才能奉行同奮之天命職責，

此次的天人之學研討會是成功的，盼再接再勵，以助上帝之教化普化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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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示日期：己丑年十二月廿六日午時 

 (99)帝極(參)天字第０49～43 號 

太虛子： 

  上帝於清明宮召開「地球文明暨天人實學推展總會報」，聖示： 

  一、地球人類文明之進展深入各個領域，諸民族文化亦各擅勝場，匯為人類整體

資產，際茲春劫，危機意識高漲，諸大文化間必須親和交流，破除種族隔閡，超越語

言、文字障礙，融合宗教教義，致力宗教會通，開啟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契機。 

  二、持續推廣天人實學，結合宗教、哲學、科學，探究宇宙真理，開啟宇宙境界，

建立地球新文明，開展天人實學常住不滅宗教革新之精神。 

  三、推廣天人實學須以百年樹人之胸襟，世代薪傳，匯為宇宙生命主流。 

 

(99)帝極(參)天字第０49～44 號 

 天人教主： 

  教主 上帝召開「地球文明暨天人實學推展總會報」，補充說明： 

  一、天人實學涵蓋天人文化、天人合一、天人親和、天人炁功四大領域，人間同

奮須行理並進，唯精唯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邁向精神文明主流。 

  二、天人實學乃實知、實學、實持、實修，學以致用，引導人心回歸正道，開啟

人間新境界。 

  三、天人實學研修，一道同風，匯聚正氣，化減春劫行運。 

  四、天人實學與地球文明乃一元二用，相通相貫，欲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唯在立志向天奮鬥以臻聖凡平等耳。 

 

(99)帝極(參)天字第０49～45 號 

先天一炁玄靈子： 

  天人實學發展以天人文化研修為基礎，勉勵同奮精研教義，擷取第三神論精神，

探討心物一元二用之哲學思想，仰體親親仁民、仁民愛物之大德，參研物質之自然與

精神之人生，知己、知人而知天，天人實學已具基礎。 

  學海無涯，唯勤是筏。中華文化道統薪傳之典籍與各大宗教教義，皆是人類文明

寶庫，有志研修之同奮，無形天人文化院皆予護持，邁向宇宙境界，探究宇宙最後真

理，不虛此生。 

 

(99)帝極(參)天字第０49～46 號 

 先天一炁玄福子： 

  人類心智啟蒙所嚮往的最高境界，即為天人合一，惟以明師難求，心法難聞，終

致「修道者車載斗量，成道者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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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歷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重要文獻（一） 
 

  迨至三期末劫，地球人類同遭劫難，金闕不忍金盤原種回天無路，爰降昊天心法

救劫急頓法門，以接引原人。凡能堅定信心，勤修苦煉，精進不已者，天人合一實簡

而易得。 

  實修實證天人合一，亦為天人實學體用合一之關鍵，鼓勵有志同奮即由天人合一

之研修起步，邁入天人實學領域，天道酬勤。 

 

(99)帝極(參)天字第０49～47 號 

先天一炁流意子： 

  天人親和之作用，由有形而無形，穿越時空，通貫古今，無遠弗屆，無所不在。天

人實學之推廣，天人親和居關鍵地位。 

  天人親和訊息傳遞，須通過天人交通之媒介，落實培育天人交通人才，是為天人

合力之重點。 

  春劫行運，變化多端，影響人心，有志參與同奮除重視先天靈質外，後天知識之

養成、犧牲奉獻精神與天命意識之發顯，皆為天人訓育關鍵。 

 

(99)帝極(參)天字第０49～48 號 

先天一炁流道子： 

  春劫行運，百毒齊發，百病齊生，天人炁功應運而出，兩誠相感，足可鍼心治病。 

  有志天人炁功者，日常作息規律，勤修五門功課，以改造自己，同時謹守分際，

不貪天之功，勿炫耀自誇，落實正心誠意、修身養氣之德行，自然體道日深，可代天

行道。 

  天人炁功學理結合人間基礎科學，豐富天人實學內涵。 

201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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