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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歷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重要文獻 

六、第一屆天人之學研討會維生首席開幕致詞（民國 87 年 12 月 12 日） 

非常高興在師尊證道四週年的前夕，我們同奮追隨著師尊天人實學的腳步，在鐳

力阿道場內舉行天帝教的第一次教內學術研討會，以自己的言語，用自己在修持過程

所得到的宗教經驗，傳承實踐師尊的精神與理想。 

我們在進入主題之前，先來看各大宗教，佛教是來自於佛學，來自於釋迦牟尼個

人長期修持的經驗，發展成為佛教文化，雖然是來自於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走出

了印度文化的範圍。耶穌的教化來自於猶太文化，但是耶穌通過自己的宗教經驗，發

展出基督的宗教文化，從舊約與新約來看，二者也各有不相同的範圍。我們也可以發

現，有很多的宗教在傳承的過程中一時有很興盛的現象，但是過了一個階段之後就慢

慢沉寂下來，甚至消失了，主要的原因就是雖然吸收與溶入了別的宗教文化，但是放

棄自己的宗教文化、言語，失去自己舊有的宗教精神，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

問題。 

我們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如果當年釋迦牟尼證道之後，沒有大迦葉這一批弟

子整理了釋迦矣尼所講過的道、言語，作了第一次的大集結，現在佛經一開始都是「如

是我聞」，表示這許多經典都是釋迦牟尼親口講的，成為佛家的原始傳承，不可能經過

長期的發展，形成了今天的佛教。如果孔子證道之後，沒有經過曾子、子貢、子夏這

些弟子重新整理孔子所講的話，不會有今天的《論語》，然後再經過曾子、子思的傳承，

到了孟子將孔子的思想重新系統化，才有幾千年的儒家文化。 

因此，我可以說今天對天帝教與師尊思想的討論，也是一次大集合，將師尊的思

想加以整理、詮釋，形成天帝教的主體文化，用自己的語言建立起天帝教的文化，後

代的同奮一定會感念今天在座所有同奮所做的努力，事在人為，只要我們要有心，真

心在做，今天這一次的學術研討會值得我們珍惜，主辦單位列出「走自己的路」的目

標，我們走過來了，我們邁出了第一步，十二篇的論文涵蓋了天人文化、天人合一、

天人親和與天人炁功的天人實學領域。 

我在師尊還沒有證道之前就提出「天人實學」的說法，為什麼是天人實學？不直

接稱為天人之學？天人虛學？天人玄學？我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以為中國的思想史分四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原始儒學，到了漢朝，經過董仲舒等的努力，形成漢儒，第二階

段，從北宋諸子到明朝的王陽明，吸收了佛教禪學，開展出宋明理學，主要在探討人

的心、性與天道，第三階段是明末清初到民國初期，知識分子檢討明朝敗亡的原因，

 513



第九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認為主要是忽略了當時社會與人民的切身實際問題，於是提出實學的觀念，主張實事

求是，腳踏實地的做學問，第四階段到了民國之後，引進西方科技文化，知識份子強

烈主張要強化自己的社會、改造自己的社會，提出「學以致用」，持續加強實學的觀念。

所以實學是可以實踐，可以實用，可以實修的學術。 

師尊面對的是宗教，要改造的是宗教，他老人家認為宗教面對的是人心，人心影

響整個社會，影響整個文化，師尊在教義的前言中說： 

「宗教原為民為中一種重要的精神原素，宗教之改進可能影響民族乃至人類

之進化。蓋因宗教思想和精神領導確有激發人心創造文明之功能，故宗教之

產生是適應時代之需要。」「宗教必須具常住不滅的革新精神，方能為人類之

傳統信仰，而保持宗教的長存價值。」 

他老人家要走出東、西方傳統宗教那種玄學、虛學的形而上之學，要落實在人間，

腳踏實地的在人間，才能夠常住不滅，才能夠日新又新，才能夠真正解決人類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師尊的天人之學是天人實學，是可以落實在人間，每個人都可以做，天人

實學是貫通自然與人生的學問，幫助所有人以宏觀去觀察自然，觀察人生，了解自然，

了解人生，過去把自然列為不可知的領域，屬於神的領域，把人生看成命定的過程，

天人實學對自然與人生是一種新的宗教思想，是一種務實的宗教思想。 

我認為天人實學有三個基本精神： 

一、實事求是的精神。天人實學可以實踐，可以通過實證驗證，固然不談感應不

是宗教，但是我們用我們的語言談感應，提出親和的觀念，與一般的感應並不完全相

同，是以實際的觀念證明人與天的關係，通過實踐達到天與人之間的溝通，我們過去

已經朝這個方向一直在努力，今後更要一點一滴的加以整理出來。 

二、學以致用的精神。天人實學的修持，可以實用於人生。 

三、積極進取的精神。天人實學講求奮鬥不懈、入世苦行，天帝教要求同奮在人

間滾滾紅塵中，一面生活，一面修道，這是入世苦行，入世苦行是天帝教天人實學的

基礎，我們要盡人道，要修天道，在天道、人道中求取平衡，天帝教的奮鬥具有一種

樂觀昂揚的氣質。 

這三個精神是天人實學的基本精神，可以成為共同發展的方向。 

我在師尊證道後提出有三個不變的原則，希望天人實學的學術研討會也是根據這

三個原則走下去： 

第一、對  上帝的信仰不變。《天帝教教綱》第一條「教源」，告訴我們同奮對  上

帝的信仰不可變，宗教學對宗教的認定有八個條件，第一要件就是要有永遠不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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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主神，這是關鍵。 

第二、祖師爺的規矩不變。我們走進到天帝教的教壇，陳設一定是一樣，一張光

幕，神縵繡著「天地正氣」，神案桌圍繡著「正大光明」，同奮進入光殿一定要穿著道

袍，進去時行寸臂禮，進去之後行四跪八叩禮，這是祖師爺留下來的規矩，不只台灣，

甚至美國、日本也完全一樣。 

更重要的，《師語》在奮鬥篇中有三十幾篇文章的擷錄，一再指出：天帝教是一個

救劫的宗教，天帝教救劫法寶是皇誥、寶誥。誦唸皇誥、寶誥的聲音、方式是祖師爺

留下來的規矩，不可變。 

第三、昊天心法不變。昊天心法是天帝教同奮共有的財富，師尊歷經六十八年的

黃金歲月留下來的宗教經驗，是我們在靜坐上、修持上最寶貴的財富，師尊一直強調

昊天心法不在肉身上下功夫，不可以只重視命功的鍛鍊，而忽略了性功的煉心功夫，

不可以只重視身體上的變化，而忽略了心靈上的潔淨，性命雙修才是重要的關鍵。 

以上不變的三項堅持原則，必將成為研究與發展天人實學的基本精神。 

我藉今天的機會，向提出論文的同奮致敬，向各位參與的同奮致敬，有很多的同

奮大家一起來，這是天帝教的新希望。 

 

 

七、第二屆天人實學研討會維生首席閉幕致詞（民國 89 年 11 月 27 日） 

各位同奮在三天兩夜的活動中，完成了十四篇論文的天人實學研討。為了紀念本

師世尊百年誕辰與天帝教復興二十週年，各位同奮秉持著師尊窮究天人實學的精神，

共同在鐳力阿道場內進行這一次的研討，因此在閉幕的時刻，我想對各位同奮說明：

什麼是天人實學？ 

中華歷史文化傳統的知識份子共同追求的思想，我們稱之為「天人之學」。天人之

學是中國文化傳承中最精緻的上乘之學，所以司馬遷自我期許以究天人之際。從先秦

諸子到漢唐百家，以降於宋明理學，從形而上至形而下，通過宗教的理念結合哲學的

思辯與科學的驗證，發展出各種探討天人之際的觀念、思想以及行為，不只是哲學的

思辯、科學的驗證，還有更多屬於宗教天人之間的關係。再以西方近代文化的觀念來

看，很多的科學家、哲學家探討到最後階段，都會進入到我們在此所說的「天人之學

」的領域。這些不同的例子正說明了研究天人之學的多采多姿。 

為什麼我對天帝教所探討的天人之學會特別稱之為「天人實學」？ 「實學」不是

我們杜撰的名詞，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前有一段宋

儒朱熹先生的章句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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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

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熹將這個孔門心法，稱之為「實學」。整段的意思是說：中庸是孔門傳授的心法

，子思恐怕這樣的心法因為時間太久而有偏差，所以就寫下了《中庸》這本書，傳給

了孟子，開始只講一種至理，散佈到萬事萬物之中，最後又回到這個至理。這個學問

可以放到整個宇宙裡來觀察，也可以收藏到自己的內心。最後說：「其味無窮，皆實學

也。」重點在指出這些學問都是實實在在做人做事、研究天人關係的重要學問，所以

說「皆實學也」。在《中庸》第一章之後朱熹又有一段話： 

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

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

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意思是說：道的本源來自於天，不可變，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身上、心上。在這裏

已經開啟了「天人」的觀念，道來自於天，但是要落實到人的身上與心上，每一個人

在自己的心上、身上不能夠離開道。《中庸》所講的道要從「存養省察」做起，探討如

何養心？如何存心？怎樣做反省的功夫？然後再往上推到「聖神功化之極」，這是上帝

化育的境界，歸納的說就是先從自己開始做起，去除外在誘惑的私，擴充本身俱有的

善念、善意、善本。這一段話十分清楚的說明「實學」的功能與基礎。 

佛家的語言講「實在」、「實性」、「實相」、「實語」，起信於「實相」，宇宙的萬事

萬物有三種形象：一種稱之為法性。一種稱之為真如。一種稱之為實相。宇宙的實相

就是一種常住不變的實體、真實的形態。一般而言，佛教的基本理論就建立在整個宇

宙常住真實的現象，各種幻化出來的色相都有本體，這個本體就是實相。從大宇宙的

萬事萬物到一個人的身、心，修持的本根都落在「實相」。 

道家老子的理論講「樸」，返樸歸真的「樸」就是「實」的意思，「自然」是「復

命歸根」，生命回到宇宙的根本，宇宙的根本就是真實的安身立命的根源。 

另外從現代科學研究的方式探討，最重要是實證的工作，通過驗證、實驗的過程

得到結論，以為看得到、摸得到、聽得到的事物才是實證，實證觀念的學術理論應該

就是所謂的實學。師尊成長的時代是中國進入現代化的五四時代，當時的知識份子傳

承二個重要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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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末清初知識份子的觀念。明末清初的知識份子總結反省明朝滅亡的原因，

以為明朝中期以後的知識份子崇尚心性之學，空談強國、走上狂禪。因此，清朝的知

識份子從王船山、顧炎武、黃宗羲、傅青主、李二曲、顏習齋等人開始，非常清楚的

提出「實學」的觀念，任何的學問經世致用地都要與現實聯繫起來，而且能切切實實

的實踐。 

二、清朝末年知識份子的觀念。如魏源、譚嗣同、梁啟超他們面對外來西方文化

的衝擊，重新反省、檢討，提出「強學」的觀念，「強學」就是「實學」。 

五四的「賽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與科學，這是實學強學的重要基礎，師尊

一生都是在充分表達出民主、科學的精神，師尊在《新境界》「緒論」說： 

宗教原為民族中一種重要精神原素，宗教之改進可能影響民族乃至人類之進

化。蓋因宗教思想和精神領導確有激發人心創造文明之功能，故宗教之產生

是適應時代之需要。又說：「吾人須知古往今來宇宙間，惟有『行』字方能創

造一切，方能革新進化。」 

然後在《新境界》第五章「精神之寄托」第四節「精神之　煉」中，也可以看到

師尊對天人實學的觀念與想法：舉世能明瞭此中真諦而有恆心有毅力堅苦進修力行不

輟者，實不多覯。換句話說，實學就是腳踏實地的去做，不是空想、空講，通過自己

一步一腳印的走過去。師尊最後提出：以上僅為經驗的理論，至於進修實踐的技術，

則尚待說明。明白指出天人實學有二部分，一部分是屬於理論的部分，一部分是屬於

實踐的功夫。實學的特色在以實用為宗，以實效為重，反對空談、虛談、幻想。顧炎

武先生說：「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道就要有實際的實效。而且是「體用全學」，

清儒主張：以實學代虛學，以動學代靜學，以活學代死學。簡單的歸納，天人實學是

一種實實在在的經驗，通過經驗的累積所留下來的紀錄、理論。 

天人實學的天人在於「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名詞來自張橫渠先生，張橫渠先生

說：「因誠致明，因明致誠，故天人合一。」《中庸》第二十一章指出：「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在本章後朱熹有章句說：「子思承夫子天道

、人道之意而立言。」 

「誠」是天道，「明」是人道，天的真實情況，會因為人的努力明善而返本回樸，

通過不斷的修持，明善的具體工夫就是《中庸》第二十章中所列舉的「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明明德」就是達到明善的根本，才能夠回到「誠」

的天道境界，天道落實在人的「明明德」，落實在不斷的正心誠意反省，天人合一就在

這個過程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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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受到實學的影響非常深，「萬有動力」的觀念應該

就是來自於王船山先生，王船山先生說：「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靜之

動也。」又說：「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也。」又說：「一動一靜，闢閤之謂。由闢

而閤，由閤而闢，皆動也。」整個宇宙間就在一動一靜之間，動本身就是動，靜還在

動中。 

「靜者靜動而非不動也」的說法與萬有動力的說法是一貫的，所以是「動靜皆動

，由動之靜亦動」。王船山先生說：動靜互涵，以為萬變之宗。意思是動與靜相互結合

在一起，所有的變化都在動靜互涵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師尊自號「涵靜老人」的真實

意義。 

天人實學是實事求是的學問，而且是一步一腳印走過來的功夫，實學的本質精神

就是實事求是，通過實踐來完成天人合一之道。 

天帝教的天人實學探討生死觀應該正名為「生命觀」，「生死觀」只是宇宙生命發

展的一部分，屬於肉體生命從生的開始到死的結束的過程，師尊在〈從宇宙生命談肉

體生命與精神生命〉一文中有說：所有的物質生命、精神生命都是宇宙生命的一部分

。生與死都屬於宇宙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應該稱之為「生命觀」，這一次研討會有關生

命觀的論文非常豐富，我個人以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方向。 

天人實學的「天人合一」包含天道與人道，「天心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心」，了

解天心要從人心去了解，了解人心也可以從天心來看，這是天帝教對天道與人道的基

本觀念，生命就是天道、人道的連繫管道，天帝教教義以「一元二用」作為哲學思想

的理論基礎，一元是生命，表達生命的現象是心與物的二元，形成生命的二種面貌，

師尊說：身外無道，心外無道。道就在生命之中。 

我們的天人實學有師尊留給我們的教義《新境界》、《天帝教教綱》、《宇宙應元妙

法至寶》，但是我們應該根據師尊留下來法寶持續研究下去，這是天帝教同奮千秋萬世

共同奮鬥的目標，也才符合天人實學的基本精神。 

 

 

八、第三屆天人實學研討會維生首席閉幕致詞（民國 91 年 12 月 15 日） 

非常感動，維生以感恩的心向每一位參與的同奮致上最高的敬意！ 

師尊證道之後，我們以實際的研究、修持追隨師尊，每逢公元的雙年在大陸地區

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共同舉辦學術研討，今年（九十一年）八月在雲南昆明進行第

六次的學術研討會，十二月在鐳力阿道場內，由天人研究總院主辦天人實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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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歷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重要文獻（二） 
 

今年是第三屆，第一屆的論文有十二篇，第二屆的論文提升到十四篇，其中有以教義

結合科技的研究論文，本屆的論文更提升到二十一篇，這是大家共同努力奮鬥的成果，

在這一次研討會中還有三場學術演講，以實質的內涵提出天人實學的意見。 

每逢公元的單年，則是在台灣地區舉辦涵靜老人學術研討會，有兩岸三地的學人

共同參與，明年二○○三年將會舉辦第三屆涵靜老人學術研討會，請同奮踴躍參與。 

然後，我很願意先從這一次研討會的論文內容作出分類： 

第一部分是有關「宇宙觀」的論文。光照樞機提出一篇「宇宙生成說之探討」，這

一篇論文是本教教內第一篇依據教義的宇宙觀比較研究各宗教的宇宙觀，偏重神學的

領域。我以為還可以在哲學方面加以補強，比方說，老子五千言中有一篇非常重要的

宇宙生成說，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為和。」在道家的哲學裡，提出宇宙的生成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的順序，最後歸結在「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提出「負陰抱陽」

的原子核狀態，這應該是道家有關宇宙生成非常重要的說法。 

在教內，除了教義理論之外，《天曹應元寶誥》「 上帝聖誥」中有「彌羅無極上，

玄真靈覺中」，「玄真靈覺中」這五個字應該就是天帝教對宇宙生成最簡明的說法，「玄」

是自然、無，「真」是真實、有，「靈」是變化，「覺」是圓融，「中」是和諧，成為宇

宙生成的五個階段，從無到有，經過變化、圓熟，最後到達和諧，「沖氣以為和」應該

也是說明一種和諧的狀態，這是對宇宙的生成另一種重要的思考脈絡。我們還要結合

教義「萬有動力論」的思考，現今科學上的大爆炸說只是說明了宇宙生成的現象，而

不是宇宙生成的源頭，宇宙生成的源頭是萬有動力，在宇宙生成的變化過程中，應該

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第二部分是有關「 上帝觀」的論文。天帝教的教主是 上帝，「 上帝觀」可以確

立我們同奮的信仰，落實我們的信仰。 

第三部分是宗教與科學結合研究的論文。天帝教化的長程發展目標，要落腳在宗

教、哲學、科學三結合的研究。 

第四部分是有關春劫的研究。具體指出春劫的發展與未來的趨勢，春劫是天帝教

同奮當前救劫的課題，其中提出很多的見解，可以擴大同奮的視野。 

最後一部分是神學的研究，宗教以神學做為支柱，神學是宗教的靈魂，如何建立

天帝教的神學體系，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 

綜合全部的論文，有二個重點： 

第一、廣泛運用聖訓的內容。同奮讀聖訓，已經注意到有關文字的「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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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但是不可以忽略了聖訓動態性、暗示性、天機性的啟發。以「巡天節的研究」為例，

這一篇論文是選擇辛巳年巡天節的聖訓全文做分析、歸納、研究，我在此選出戊寅年

（民國 88 年），己卯年（民國 89 年），庚辰年（民國 90 年）以及辛巳年（民國 91 年）

四年巡天節的行程，對照說明： 

（一）戊寅年，上帝在北京天安門行轅召開保台方案與地仙會議。 上帝在美國

紐約行轅召開本地球全球經濟總會報。 

（二）己卯年，上帝從北京改到西安召開保台方案與地仙的會議，在麥加召開宗

教和平會報與宗教聯盟會報，在始院凌霄寶殿直轄寶殿召開全球經濟會報。全球性的

經濟會報改在凌霄寶殿直轄寶殿召開，這訊息很重要，這是近十年以來，首度不在美

國紐約召開全球性的經濟會議。 

（三）庚辰年，上帝在參機正殿召開春劫啟運會報，是春劫啟運的第一個會議，

在凌霄寶殿直轄寶殿召開保台方案總會報，又在紐約召開全球經濟總會報，這兩個訊

息，使我們聯想到這次會報的召開是春劫啟動，之後就有 911 事件。 

（四）辛巳年，在清明宮召開了「本太陽系春劫行運總會報」，在北京召開「保台

方案」，在華山清平樓召開第一次「兩岸總會報」，且對大陸地區統稱為「中土」。最值

得注意的是 上帝在上海召開全球經濟總會報，這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召開的經濟總

會報。近十年來一直是在紐約召開全球經濟總會報，第一次轉到上海召開，很值得我

們注意。 

依據前述聖訓資料，我們根據國際財金的報導資料，可以知道大陸今年進出口額

約有 6000 億美元，提升到全球第五位，外資投資超過 500 億美元，以人間的資料對應

聖訓研究，顯然全球的經濟已經有很重要的轉變。如上面所說，要研究天人實學，如

果單純運用無形的資料是神秘的感應，通過天與人結合才能真正落實天人實學的精神。 

第二、「內部詮釋、回應人生、研究會通」是天人實學發展的重要目標與方向。 

神學是宗教的核心，宗教完全只有科學驗證，會落入後天的境界，宗教要有神學，

才能以神學闡釋無形宇宙的觀點，進入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確立宗教的地位。師尊在

「從宇宙生命談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這一篇論文中指出很重要的神學基礎，就是宇

宙三定律「無形涵蓋有形，無形運化有形，無形創造有形」。 

我一貫以為要確立天人關係，才能建立神學，師尊入主帝教總殿之後，以帝教總

殿為核心，建立天帝教天人之際的關係。第一部分是「天命觀」，師尊在人間講得最多

的是天命，天命貫穿了師尊的一生，以三大天命做為親身的驗證，證明了天人之間的

關係，確立了天帝教神學的基本架構，天命落實在聖凡平等的教義體系，屬於人性的

天命觀，天與人的結合，成為天帝教的天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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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歷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重要文獻（二） 
 

天命觀的上層架構是「上帝觀」，天命觀的精神來自於「上帝觀」，在 88 年我正式

提出「上帝即道，道即上帝」，作天帝教神學「上帝觀」的基本架構。 

第二部分是「救劫觀」，「救劫觀」也是神學理論的重要架構，有救劫才有天人之

間的關係，師尊的救劫觀是以三個奮鬥做基礎，天帝教同奮的救劫就是向自己奮鬥開

始，「同奮」就是一同來為救末劫而奮鬥。 

  救劫觀往上是「宇宙觀」，往下是「生命觀」，天帝教擴大了生死的境界，從生

命談起，所以是「生命觀」，落實在「宇宙生命與肉體生命、精神生命」，當個人渺小

的生命回歸到宇宙生命，肉體生命的生死就置之度外了。天帝教的神學理論要以天人

關係架構四個重點：「上帝觀」、「天命觀」、「救劫觀」、「生命觀」，進入正信。 

  這八年以來，我一貫的原則是述而不作，我只是根據師尊的教義、教綱以及宇

宙應元妙法至寶等重要文獻，加以整理，進一步通過天赦之教，一步一腳印走過，感

謝全教同奮給予我的支持，給予我的鼓勵，更要感恩大家為 上帝真道、師尊傳承以

及天人實學的奮鬥，我個人只有一雙手，但是當同奮的手一起投入，手接手就有無限

的手、無限的力量可久可遠的持續不斷發展下去。在這樣的時刻，在春劫啟動的時候，

天人實學更是重要，我們知道春劫啟動之後，不能走向康同的境界，就是走向毀滅，

春劫啟動是人類面對最後選擇的時刻，師尊到人間是為救劫而來，為救劫而生，現在 

上帝把春劫的任務交付給師尊，師尊的力量來自同奮，救春劫的任務已經交到在全教

同奮的手上了。 

  八年以來，我為天人實學的生根、茁壯而努力，我把我的心用在同奮身上，功

用在自己的身上，用來整理師尊的天人實學，今天我以感恩的心，謝謝大家參與第三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因為有了三屆的成果，我們有信心傳承師尊的天人實學，弘揚 上

帝的真道，這是我們共同有的天命任務。 

 

 

九、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開幕致詞（光照首席） 

首先宣佈第七屆天人實學研討會正式開始！ 

民國八十七年，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為了提高同奮對天帝教的認識與教內的

研究風氣，在八十七年十二月舉行第一屆天人之學研討會；為了彰顯天帝教以「實」

為主的人本宗教內涵，第二屆時更名為「天人實學」，到了今年進入第七屆，也進入

第十年，從發表的論文可以了解，同奮研究的層次已漸漸深入，天人實學已有豐碩的

成果！光照也特別在此呼籲，希望全教同奮對天人實學有興趣的同奮一起參與，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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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長！ 

教育是百年大計，也是天帝教的根，天帝教建教憲章–《天帝教教綱》第六章「

精神教育」第廿三條「教本」指出「精神教育」是天帝教的「教本」： 

本教各級弘教幹部之精神教育，應以傳播 天帝真道，研修本教教義為救世之

本。為期揭破宇宙的秘奧，深入太空探求宇宙最後究竟，溝通天人文化，傳

播 天帝真道，本教特設「天人研究總院」。     《天帝教教綱》第29頁 

天帝教幹部同奮接受精神教育訓練，以「以傳播 天帝真道，研修本教教義為救

世之本」與「揭破宇宙的秘奧，深入太空探求宇宙最後究竟，溝通天人文化，傳播天

帝真道」為本，所負責的單位是天人研究總院，因此天人實學研討會由天人研究總院

承辦，今年是由天人研究總院轄下之天人研究學院為主辦，各研究單位為協辦。 

「天人實學」包含「天人文化」、「天人親和」、「天人炁功」、「天人合一」

四個領域，其基礎來自於本師世尊研究天人之學的成果。本師世尊窮究天人之學主要

是受其母︱劉太夫人的啟發，劉太夫人鼓勵本師世尊：「擴大思想領域，追求大自然

之奧，勿為功利而小天地」。本師世尊奉命到西北行道受劉太夫人的開示：最好遇機

入山靜居，致力研究天人之學。師尊在華山八年，致力於天人親和，以天人合力方式

完成現在天帝教的經典，譬如：《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後來命名為《新境界》，

以及很多經典，所以天帝教能在台灣寶島復興，源自於本師世尊在華山八年天人親和

探討而來，主要以大法–《天帝教教綱》、大經–《新境界》、大寶–《宇宙應元妙

法至寶》為主軸，《天帝教教綱》是法統，是天帝教的建教憲章，為天帝教組織制度

與啟迪佈化的依據；《新境界》是道統，結合科學、哲學、神學探討宇宙的奧妙；《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是炁統，是「昊天心法救劫急頓法門」，探討「天人合一」的理

論。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的精萃，也是中華文化的老根之所繫，中華民族立世之根本

，更是貫通天人實學的最好途徑，所以師尊常常提醒有興趣做研究的同奮，一定要好

好靜坐，通過天人合一的體悟，自然可以得到很多啟發。 

第七屆天人實學依例有「天人炁功」實務的案例研究，天人實學就要實用，特別

是配合今年弘教主題之一的「擴大天人炁功服務」，光照希望全教同奮總動員，掌握

機會做天人炁功服務，從實踐中去驗證天人炁功的理論。 

最後，光照希望將這七屆天人實學研討會的成果，做為精神教育的教材，並轉成

各教院親和集會的題材，增進同奮對天帝教精神內涵的了解，分享天人實學的成果！ 

很感謝各位同奮的參與，預祝第七屆天人實學研討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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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八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開幕致詞（光照首席） 

 

各位同奮：早安！ 

首先宣佈第八屆天人實學研討會正式開始！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在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的號召下，舉辦第一屆天人之

學研討會，以凝聚更多同奮深入探討天帝教的精神，為了彰顯師尊留給同奮的天人之

學成果是以「實」為主的人本宗教內涵，從第二屆起更名為「天人實學」。 

天人實學區分為四個領域—天人合一、天人文化、天人親和與天人炁功，本屆天

人實學研討會，天人合一領域有六篇論文、天人文化六篇論文、天人親和六篇論文，

而天人炁功則屬於案例發表。天人實學舉辦至今，已過了十一年，今年舉辦第八屆天

人實學研討會，從提出的十九篇論文來看，天人實學的研究已稍見深度！ 

天人實學的內涵以大經、大法、大寶為主軸；大經是天帝教教義—《新境界》，

原名稱為《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主要闡述上帝真道，是哲學、科學、神學三結合

的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大法是《天帝教教綱》，是救劫弘教啟迪佈化的依據；大寶

是《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是師尊六十年修持的經驗結晶。各位同奮研究天人實學，

也就是在充實天帝教的實質內涵。 

如何才能夠深入天人實學？ 師尊說： 

中國人早在漢朝即有先賢提出「天人之學」的說明，所謂「天」代表大宇宙、大

空間、大自然，「人」即指地球上的人類而言。大宇宙中每一個旋和系均有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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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師世尊於民國八十年十月一日在天人研究學院開學典禮致詞 

「天」代表大宇宙、大空間、大自然，「人」即指地球上的人類。擴充解釋，「天」

代表著無形宇宙，人代表著有形宇宙，無形宇宙與有形宇宙的關係，可以從宇宙三大

定律｜「無形涵蓋有形，無形運化有形，無形創造有形」來了解。「有形宇宙」與「無

形宇宙」之間的學問，就是「天人之學」。天人之學無窮無盡，只靠後天的學識，從

三度空間的有形宇宙，要探討多度空間的無形宇宙，將會有局限，唯有開啟靈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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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得形而上與形而下交互組合，什麼是形而上、形而下？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就是有形宇宙，「形而上」就是無形宇宙，三度空間

的人類透過先天智慧、靈覺，讓「形而上」與「形而下」交互組合，探討宇宙的秘密

才能有所突破，才能深入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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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幾千年來在思想上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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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研究，是人類貫通天人、啟發智慧的根源。 

研究天人實學，首先以後天學識為基礎，再透過自己的先天智慧與靈覺，才可以

深入研究天人實學。如何開啟先天智慧與靈覺？只有從「靜」中著手，也就是「靜坐」，

才能達到「天人合一」—人類思想上最高的境界。所以有心從事天人實學研究的同奮，

除了後天上多看、多讀、多寫之外，更要天天打坐，以及作好四門功課培養正氣，才

能夠開啟先天智慧與靈覺，深入研究天人實學。 

最後，祝第八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順利圓滿，也與各位同奮共勉，一起為充實天人

實學而奮鬥！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