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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在古代傳統哲學「性命雙修」的基礎上認識涵靜老人的「性命論」，涵靜老

人的「性命論」以「救劫急頓法門」「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為其主要精神，

涵靜老人曾言「我從丹學道家留下來的遺產中身體力行修持，我以自己的肉體做實驗，

現在我以自己的肉體證明中國道家實踐的生命科學」。涵靜老人以自己的身體環扣自然

生命之實驗、經歷，超生對自身形體生命之認識，在黃老道家丹學「性命雙修」的基礎

上，發展出一套由功夫證入本體之道，直接切入了中國哲學核心價值，對人類之「終極

之關懷」「天人合一」，創天人實學之先驅。其過程不離「性命」「形神」「精氣神」「靜

坐」之內涵，從丹學道家而言即煉丹打坐，涵靜老人不講陰陽五行煉丹之術，直接從貯

氣、養氣下手以煉「胎」，並與自身的體悟「煉胎」引得「大空之炁」親濟調和之「生

命科學」結合，發展出「中國正宗靜坐」「救劫急頓法門」煉封靈，「直修昊天心法」

煉元神，本質上是與黃老道家一脈相承的。 

 
 
 

關鍵詞：性、命、元精、元氣、元神、魂、魄、小和子(原子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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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祺雯（鏡神） 
 

壹、前 言 

涵靜老人心物一元二用論的思想體系是從宇宙論推進到本體論，再進入到心性論，

在關心心性問題的同時把肉體生命聯繫起來，形成「性命論」，「性命論」是「心性論」

的延展，主要在指導人們如何由後天返回先天的學問，「性命論」也是中華文化黃老道

家一脈相承的主要學問。研究性命之學離不開對「精氣神」之鍛鍊的探討，在黃老道家

丹學謂之煉丹，煉丹就是打坐，「打坐」是建立在「性命雙修」的基礎上，性命雙修簡

言之就是陰陽調和，其功夫就是要自己的真水真火調和，水火既濟，生理、心理就平衡，

可見「打坐」和「性命」與「精氣神」有著密切之關聯，不僅告訴我們如何反璞歸真，

由後天返回先天，更揭示了生命真相，闡述了人與宇宙、大自然的關係，從個人修身養

性、 養生內煉，健康長壽，與治國方針 到社會大同、天人大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強

大作用，性命之學鍛鍊精氣神是中華文化之根，也是我們悠久文化的傳承命脈，也是中

華文化特有的文化遺產，對於中華文化道德傳承、人之品格、習性之涵養起著莫大的主

導性作用。 

1『涵靜老人說「靜坐」真正是天地間一門大大的學問，包括生理學，生理上的構

造啊；心理學、生化學，生理上的化學，包括形而上學，宗教哲學，各種學問的總匯，

「靜坐」沒有依絲ㄧ毫的迷信』。「性命」涵括了心理、生理之活動，涵靜老人所強調

的「性命論」主要仍在心理的與物理的要兩相配合。在認識「中國正宗靜坐」「救劫急

頓法門」煉封靈，「直修昊天心法」煉元神的過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性命」「精

氣神」所依據之本體，才能真正認識涵靜老人所主張之「性命論」。 

貳、認識精氣神 

『精、氣、神』本是古代哲學中的概念，老子稱之為「希、夷、微」，是指形成宇

宙萬物的原始物質，含有元素的意思。荀子認為：“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略而

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這裏說明兩個意思：一個是說要注意精、氣、神的物質補充：

二是強調不可濫耗“三寶。 

                                                 
1 天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 頁 207~208 師尊於第三期師資高教班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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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中國三教聖人，就教人順性命，儒曰：存心養性，以還造化。釋曰：明心

見性，以超大覺。道曰：修心煉性，以得長生。心性者，本體也，儒家以執中、道家以

守中，佛釋以空中之空以得本體，共同的目標都是追求精神不死。古人認為人的“性命”

是由「性」~人的精神和「命」~人的肉體共同組成的，涵靜老人說「性者先天也，神也，

和子也。命者，後天也，精氣也，電子也」，人的性命是由和子與電子組成的。 

涵靜老人把「神」落在先天人性上，一方面自創「法華上乘昊天心法」即「中國正

宗靜坐」由物質反自然的修養功夫，一方面以救劫急頓法門「煉魂制魄」，「直修昊天

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煉元神」，「煉元神」以靈煉靈，靠原靈幫忙，結無形金丹修

封靈，原靈想「靜坐」，要靠人間的『假我』向自己奮鬥，自己奮鬥不僅要性命雙修，

還要形神兼養。(見後面煉元神之探討) 

性命源乎「精氣神」，2『 是從母親肚子裡帶來的，

也是人類獨有的，普通的動物都沒有，所以人身難得。「精氣神」

人ㄧ下生就帶有精、氣、神三寶，

三者是人生命存亡的

根本，人之所以能生於後天者，端賴精氣神三寶。氣由精化，精滿則氣充，氣充則神足，

神氣足則人思想靈敏，耳目聰明，四體強健。』 『在人身是看不到「精氣神」，也很難

下明確的定義。可拿宇宙物理學來做比方。「精」就是人體生命的「熱」、「氣」就是力，

「神」就是光。人體生命如果沒有「光、熱、力」的功能，那就是瀕於死亡的邊緣。「精

氣神」三寶在身體的部位，拿生理來配合，「精」在小腹以下腎臟的部位，「氣」在胸腔

的部位，「神」在頭部，熱與力都是光的功能，「精氣神」是人之三寶，缺一不可。』 

3

叄、從宇宙本體來認識元之精氣神 

「精氣神」落在人身，有先後天之分，先天稱之為元精、元氣(真氣)、元神，元神

是人之先天本性，「精氣」屬於先天的純陽之精氣。後天的精氣來自榖物之精、呼吸之

氣，是凡精、凡氣，神乃欲神，後天之個性。 

元精、元氣(真氣)、元神從何而來？古代哲學認為他們是從道而來，我們以老子為

例，看看老子是怎麼說的。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有物混成指元之「精氣神」，老子稱之為

「道」，古代哲學有說「氣乃道生」，「道」是從心生的，心明則有道，「元神、元氣、元

精」根源於心而生，故心氣是不離的。老子也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

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曒，在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忽恍。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2
 天帝教《師語》「性命雙修」頁 79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出版  1988 年 12 月 初版 

3
 天帝教《師語》「內煉精、氣、神」頁 74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出版  1988 年 12 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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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已。」老子的「夷、希、微」以現代語言來

說即「元神、元氣、元精」，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摶之不得，是古之道，至今未變。

能知「元神、元氣、元精」是古之道之始，可以說是已清楚「道」了。 

從宇宙本體「和子」元素來認識「元神、元氣、元精」，「和子」元素是炁氣混合素，

「炁者」心能也；「氣者」性也、神也，乃心之「能變」轉化而來的。又和子俗稱「靈

魂」，靈者神也，「神」古代哲學謂「神即性、性即氣」；魂者心也、元炁也，「神」是由

元炁化生出的虛無元氣也，如種子之「芽」，此虛無元氣甚靈，靈則有神，謂之「元神」

也。「元神」又生出一氣，如「芽」抽出一莖，此氣甚清，清則至精，「元精」也，精與

神抱合激盪再合為三重體，「元氣」生，「元氣」乃正氣也，真氣也，或稱「祖氣」。 

「元神、元氣、元精」是稟天地之根「心神」變化而來，「心神」道家謂之「谷神」，

谷乃虛，虛者心也，牝也；神者，玄也，深奧微妙變化不測，「谷神」之意乃心可以養

神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大宇宙包括有形、無形之宇宙皆是心神的變化。天帝教認為和子心神具有瞬間意識作

用，可以幻化出諸多不同次元空間之能量。《列子天瑞》形容「心神」的變化是「自生

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一切自然而已。 

「元炁」是心能，心能經過層層轉化，化出了光能、熱能、力能。神是光能、精是

熱能、氣是力能。從本質上來說「心能」沒有實體，以氣為表現形式，故「元精、元神」

本質上還是一種液態的精氣或神氣，「精、神」皆通於元氣，實乃元氣所固有的，為元

炁(炁能)之用，自然實現以神化精、以精化氣、以氣化形，故言精、言神，則氣都在其

中矣！在《傳習錄》中有人請教陽明先生「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

一件事，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郭店竹簡》謂“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也說「天命之謂性」。可以知道，

命乃天賦之「性」繫於「精氣神」。精者體之所成，氣者命之所寄，神者性之所托，「元

氣、元神、元精」是無形的、先天的純陽之氣，「元精」是先天命之根本，「元氣」是先

天生之根本，「元神」乃先天性之根本，在未有載體之前，懸於虛空中即是未俱形化之

先天性命，老子說：我不知道它是誰的孩子，在上帝之前就已存在了。見 老子第四章

「我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元精、元氣」乃先天純陽精氣，清輕上升為天，從宇宙相對的定律而言，濁重之

精氣下降為地，是後天「陰之精氣」，「陰之精氣」必要化為形、體，因為「元神」依形

而生，氣聚則有形，形備而有質體，有了質體才有後天形命，元神才有依託，「元氣、

元神、元精」從未有載體之先天「性命」，落入後天形命，「人」才能建構在形化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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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基礎上修煉，其目的不外求得真正的永生。 《黃帝內經》「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

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 

4

氣是生之本，所謂“氣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神去，則氣失所馭而耗散；

氣絕，則神無所養而離體。氣飛神無以保，神飛氣無以留，神氣相關之密切，未可須臾

離也，故「氣」是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精氣神」謂

之元，元者，乃氣機之幻化，非真實，若「心」動引發氣機，便墮輪迴。佛家亦云：「三

界唯心造。萬法唯識生」。 

肆、認識元之「精氣神」與「性命」的關係 

「元神、元氣、元精」人未有此身，先有此物，始於父母情投意合交感之精(陰陽

電子)而成，父母精血交感之精是陰精，陽電子(陽氣)，必待真氣(陽火)來引，所謂神氣

隨精至，其間就有一點元性注入其中，謂之無形無質的先天之性，炁氣(神、精)相交、

貫連產生一和力，化為自身之元精、元氣、元神，精凝成胞胎。繼之乃有陰精(父母精

血)，凝為胚胎，當胚胎形成之際，後天有形有質之「命」就形成了，有命則「神明」

出焉。人必然是稟性與血氣而生的,有性必有氣,有氣必有性,性與氣是不離不棄的。 

「精氣神」和「性命」之關係是精神與物質的統一體，一元二用也，是「心炁」變

化的產物，根源皆由氫氧兩氣化合水素而來，兩者同出一元，雖有陰陽之別，其化學基

礎成份皆是H2O，陽明先生說「氣即流行」，流行的功用是載體，具有會通、轉換質性，

本著「精凝以聚氣」，「氣聚以化神」，故精神與物質之會通、轉換乃是氣化的作用，故

言元精、元氣、元神實乃就其功能、作用分而言之，實則為一也，一者「神氣、精氣也」，

「神氣」精神也、先天之性也；「精氣」物質也、命也，所以自古就有“心性一體”的

說法。 

「精氣神」與「性命」的關係如手心與手背的關係虛庾不離。從性命而言，「神」

即性，以「心」為舍，「精」即情也，郭店竹簡說「情生於性」，「元精」乃無形，「情」

乃有形，元精其情也真，其「質」也純。「精、神」或「性、命」具有互相化生的特性，

其關鍵點是以「氣」貫通銜接媒介聯繫親和之真理，此亦是宇宙論(宇宙生命)之立論基

礎「道者，和也、和力也，即銜接媒介聯繫親和之真理也」。從本體而言「道者」陰陽

也，沖氣以和，說明了萬物生化之根本在「氣」之平、正。「精氣神」謂之元，元即生

命之根「心、神」所起之作用也，此作用時屬「心氣」的變化，以氣為心之本，心氣無

二，心動則氣動，氣動則心動，「心、神」所起之作用都是與「氣」不分離的，從人性(和

                                                 
4
 黃帝內經《素問‧元紀大論》  頁 151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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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言養神即養心氣，從肉體(電子)而言養神即養精氣也，「精氣神」實為性命之本，

一元二用也。 

性命和精氣神是一體兩面的，本質上元精、元氣(真氣)、元神之變化與與性命是可

以會通、轉換的，通過「靜」的過程，促使心神狀態達到某種境界來激發生理的潛能，

這種狀態稱為入靜 , 而保持或深化其程度至「定靜」才有效。藉由「靜坐」在定靜中氣

化的推力可以轉換「心性」能量與意識，天帝教以為「氣」是具有意識與訊息的能量，

在修煉的過程中「精、神」所謂「意識與訊息」的能量傳遞會產生氣化現象，或左旋或

右旋真氣遍體，以達到心性能量之交換，或上升或下沉。 

所以後天凡精轉化為形上(先天)的「神」，「氣」是關鍵點，此氣乃是指以心引氣入。

人之欲望強，會主使力氣強，老子說「心使氣曰強」，故宇宙間一切「生命」所有「動」

的過程，都是元氣(心氣)升降出入運動變化的原因，莊子說通天下一氣耳！故「元氣」

不僅是天地人萬物內在的聯繫，也是有形、無形的相互轉換的關鍵點。精、神的關係是

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皆統一於真氣之中，而性命之消長與精、神的關係也是互相依存，

互相轉化，統一於真氣之中。 

伍、從心裡、生理功能認識精氣神魂魄 

言性命不能不知性命和人身生理功能之關係，「精氣神魂魄」為性命之本，「精氣神

魂魄」本質上是物質的，惟能量有層次上的不同，而有「心理」「性理」之活動，「精氣」

構成了人體之生理結構，「神魂魄」構成了人體之心理結構，兩者渾然全成，「精氣神」

是人體生命活動的三要素。《玉皇心印妙經》謂之上藥三品，生命的活動顯然和我們的

健康是有關的。精充、氣足、神全是健康長壽的根本；精虧、氣虛，神耗則是人體衰老

主要的原因。 

 5“人始生，先成精， 精成而腦髓生， 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五官百骸，變之化繼之

之，皆自然而成全。”6《靈樞·本神》說：“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

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者謂之魄。” 《靈樞·天年》「得神者生也」。又說：“何者謂

神？血氣已和，

7

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生命的產生

來自精神的「神魂魄」稱之為“性靈”，與得自父精母血媾和而成形體(精氣)，包括五

臟、血氣、營衛謂之命，始能形成完整的人。從《教義》來看，此後天之「命」稟有和

子餘習與父母遺傳基因(血氣之清濁)等後天性格。 

                                                 
5
 黃帝內經《靈樞‧·經脈》頁 301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6
 黃帝內經《靈樞‧本神》頁 293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7
 黃帝內經《靈樞‧天年》頁 386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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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中除了先天就有的「元神、元氣、元精」之外，尚有魂魄相隨，精氣神魂魄構

成了肉體部分的磁場軌道，即生化系統，帶動生理功能正常之運作，生化系統內含藏心

性系統，心性系統與生理臟腑器官皆藏有元神有密切關聯，由於魄附識而用，識依魄而

生，後天識神作用對心性有絕對的影響力，是人輪迴的主因，生化系統之「精氣神魂魄」，

其中「精氣」主要是指人體生理活動的功能而言，如果沒有陰精的資助，生理功能活動

便無以產生；而陰精的生成又必須以陽氣為之生化，如果沒有陽氣為之生化，也就不能

形成陰精。「神魂魄」是精神活動範疇(心性)，各有職責，為五臟所藏，而「和子」是心

理、性理活動的統一系統。從和子元素來看，“神”是在心理「意欲」功能下屬於生理

活動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高性能的生命機制，「心、神」在正常的神志活動之下，具

有導引「氫、氧、電質」等三種元素而指揮神經，對於臟器間的整體有協同作用，也是

產生精神活動的先決條件。「性命」指的就是人的「精神」、人的「心志」，《黃帝內經·

素問》：「心藏神 ，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如果各臟器間不能協調和諧，

則是心志出了問題，影響了磁場軌道正常運作，孟子說：「志，氣之帥也」，「志」是心

之所志，以心來領導氣，發揮磁場軌道正常功能，「性命」來自天，確立了人的道德主

體價值及潛在的能力有天作為依靠，人如何實踐天德價值與發揮內在潛能「立志」是關

鍵。 

人類之構成，即由一父精母血所成之電子(物體)及和子(性靈)交配而成。身之血、氣、

營、衛調和通暢地營運於五臟，所產生各種心理、生理(物理)功能是「精氣神」的作用，

從和子元素來看，「魂」是心也，隨神往來者乃心也，「心神」是不離不雜。《黃帝內經》

把心神(心者)喻為一國之君主，治國如治身，心神(包括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主宰

身之五臟，五臟各有職責與功能，如同朝中文武百官各司其責。8《內經·素問》說：“心

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

脾胃者，倉稟之官，五味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五臟皆有神，「神」是生理活動的主宰，神藏精氣之清靈者，發而為神，神以心為

舍，一來一往，「心」無念無欲則「元神」在，「心」起念、起分別、起執著，「元神」

去「欲神」來，「欲神」是精氣之陰濁也，「元神」與「欲神」是一體兩面的，都是「人

心」，端看「意」之用，先天元神，心中之意，不動不靜之中活活潑潑是也。欲神是大

腦意識之活動，意念有思有慮，故欲神也稱之為識神。 

在古代哲學裏所謂「神」是指「元神」，「元神」被用作代表自然界萬千變化中的內

在規律和法則，或背後的動力，如在《荀子．天論》中所提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古人認為天地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8
 黃帝內經《素問‧靈蘭密典》頁 28，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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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既奧妙亦有規律的運動，冥冥中有一股超乎人類的力量，便以「神」稱之。「元

神」虛漠靜寂，氣之純陽也，唯有「元神」在，天地人萬物才能有一切生命活動現象，

在人則為人之精神活動。 

《黃帝內經》說：「神者，血氣也」。此乃從後天生理功能言精神(神者)，氣血是化

生精神的基礎物質，所謂「血氣」乃後天之氣,包括呼吸之氧氣與飲食所產生的營衛之氣，

屬於人體的營養物質，來源於脾胃運化所產生的水穀精微，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

脈中，衛在脈外，隨血液運行周身，具有生化血液及營養全身的作用，故氣血的多少，

與人的精神狀態息息相關。氣血充盛，則神志精明；氣血不足，則精神萎靡。又五臟藏

精而化生神。如《黃帝內經》裏說：“肝藏血，血舍魂”；“心藏脈，脈舍神”；“肺

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 脾藏營，營舍意”。這裏的神、魂、魄、

意、志，都是屬於人的精神活動範疇，但它們分別有賴於五臟所藏的物質基礎，即血、

氣、脈、營、精，說明五臟功能正常，精氣充足，人即精神充沛。在心理「意欲」功能

下屬於生理活動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高性能的生命機制，「心、神」在正常的神志活

動之下，具有導引「氫、氧、電質」等三種元素而指揮神經，對於臟器間的整體有協同

作用，也是產生精神活動的先決條。 

「元神」和大腦皮層有關，指揮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受意識支配，包括人的思維、

意識、語言、學習、記憶和情感活動等都有關，此外，還有一套神經系統不受意識支配，

叫做自律神經的系統，包括交感和副交感神經，自律神經系統在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系統

之間具有穩定、自動調節人體內在環境各系統、各器官能之間諧和性保持平衡的功能，

自律神經是無法用我們的意志去控制的，但是生活中的壓力、認知、情緒、個性會使意

識支配的中樞神經系統處於興奮狀態，或莫名的緊張時，交感神經就會被刺激而引起興

奮。主意識(中樞神經)的興奮性不解除，交感神經的興奮也就不會下降。越來越多的證

據表明，人在緊張的狀態下，免疫功能會受到抑制，而在鬆弛的狀況下，免疫功能會增

強，而人類的文明病諸如糖尿病、高血壓、憂鬱症…亦是多來自自律神經系統失去平衡

的功能。自律神經系統失衡一方面源血液濃濁，致使氣血不通，另一方面人之情緒是關

鍵，七情激烈波動會干擾神經系統傷害到元神，靜坐可以排除體內濁氣，使氣血暢通，

又七情(氣)調節適中，元神養護得當，可以保持生理狀態優質的機能，並得到充分發揮，

從而便可達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同時自然可以激發心性系統內潛在「知情意」之心理機

能，而心理機能自然影響到氣化系統(性靈活動)。 

 

陸、從生理功能來認識「元之精氣」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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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精氣」從天帝教《教義》來看則是「陽電質」元素。 

「元氣」是一種極微小而且處在活動狀態的物質微粒，整個大宇宙「萬有動力」之

根源，「力」是元氣內在形式，力之運動古代哲學謂之「氣機」之發動（之前有提到是

以心引氣入），是推動促成宇宙萬物「生命」的生成、發展、變化、消亡等的因素。在

人體「元氣」是推動臟腑等一切組織器官的活動，爲人體生化原動力，「元氣」飽滿充

人之形，科學上有此一說，「氣」是一種電質微粒，帶行正負電荷，自然形成他自己的“運

動能量場”能聯繫調節機體內外環境，以維持正常生理活動的協調。 

「元氣」有陰陽之分，道也。人體生理之氣與天地之氣一樣有陰陽之分，呼吸之氣

為陽，水穀之氣是陰，在人身陰陽兩氣是彼此蘊含、相互滲透、生化的，
9
「氣始而生

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中而象變，其致一也」。 

「元精」先天一點元陽也，人生之中，先天元精是帶動維持生命活動的首要物質，

元精可以化熱轉化為元氣(真氣)，元精乃元氣之根。後天之精乃飲食營養穀物之精與一

呼一吸之氧氣化合為凡精，凡心未動，凡精即元精，元精藏於五臟六腑血液之內，是無

形的精，受先天元氣來引化為真精真氣真神，凡心動，則凡精即陰精，順流而下生人。

在人身，無論是先天元精或後天穀物之精都藏於腎，腎主藏精納氣，藏五臟六腑之精，

納五臟六腑之氣。腎精關係人的生命生長、發育、生殖、女子天癸等功能，影響人的生

殖能力；又腎主髓，髓生腦，從而影響大腦的功能，此外，腎精是否充足，和壽命、衰

老有著極密切的關係，人得此後天元精化為真氣，得以身體健康益壽，故潔欲、勿操勞，

使「元精」不走漏至關重要。 

傳統哲學所謂「精氣」，從天帝教《教義》而言，即「電質」元素，「電質」之運行

在人身指揮人的生理運動與知覺，其生理功能則以「腎精」「肝氣」為表現，「腎精」

關係著人之壽夭生死，生機莫不有其跡，有一定之大限，終有油盡燈息時。「肝氣」關

係著人之情緒。「腎精」充盈與否和人之「肝氣」有密切關係。這裡所謂「精氣」是指

先天「元之精氣」。「電質」元素乃先天之陽電能量。 

從黃帝內經所言「精氣」具有之生理功能，依據天帝教《教義》而言歸納有以下數

項共通特點： 

(一) 腎主藏精納氣，「精氣」具有生理「耳聰目明」之功能，目主肝，腎虧則肝氣不足， 

  影響視力。肝氣足：眼睛聚光，看東西特別亮，有神。耳主腎，耳氣通於腎，耳的 

                                                 
9
 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頁 181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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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力和腎之精氣盛衰有密切關係。10『人類衰老，目不能視，耳不能聞，即和子成 

  分中助視覺及聽覺之電質逐漸耗減之故』。  

(二) 「精氣」具有情之特性，「精」通情，情乃性(神) 之情也，依據天帝教《教義》而 

  言和子發出的陽電具有「真愛性與怨性」，入於父母精血內而有了先天之性、後天 

  之命。「情」有正反面之情緒，即陰陽電子之分，11《黃帝內經》「天有四時五形， 

 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 

 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此也說明了人之情「喜怒悲憂恐」為五氣所化， 

 具有五種不同的能量、作用以調節心理和生理之平衡，人之情緒變化大喜大悲傷 

 身，念之善惡(性)影響了氣之質清濁，這一切都關聯影響了「精氣神」之昇降。 

(三) 《皇帝內經》說「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大 

  喜傷心，大怒傷肝。」肝不好：火氣大，易怒，從七情來講 ，會直接傷肝。肝火 

  較盛的人比較容易發脾氣，發了脾氣，肝就受損，和子餘息藏於肝(見認識煉魂制 

  魄)，肝發怒會形成後天習慣，養成習氣(性)，形成惡性循環。《素問‧舉痛論》說： 

 「恐則精卻。」過度驚恐傷腎。「怒、恐」太超過，大傷元氣，必影響到心，心主 

 神明，神藏於心，心失去冷靜思考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不僅影響身心之健康影響巨 

 大，也說明了人的神志(腎藏志)出了問題，古人勉人「情」要「中」要「正」，就是 

 要我們把情緒至於平和泰然的心境，心理與生理之功能才能保持平衡。 

(四)  大喜傷心，心(神)屬火；腎屬水，心腎具有「水火」濟濟之功能，人之情偏邪，陰 

  濁之氣重，「水火」不能濟濟，「精氣」自然得不到適當之補給，依據教義而言，當 

  水電力供給失去正常時，生命趨於混沌，「精氣」元素無法正常指揮人生理上之運 

 動及知覺，「小和子」得不到水份供給，人體各臟腑之動力即失去平衡，自然眼不 

  明、耳氣不通，生命日趨昏暗。人身即是一個小宇宙，其生成、混沌與大宇宙一樣 

  之理，大宇宙任何旋河系中水分(水電力)供應停止或枯竭，即打破旋和力之動力平 

 衡，旋河系之空間及被漫無規律之充盪液體(水精)所瀰漫，謂之混沌也，即旋河系 

 毀滅了。 

                                                 
10 天帝教《·新境界》頁 17  帝教出版社出版  1997 年 10 月 三版 
11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頁 19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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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氣」指揮人生理上之運動及知覺，所謂生理包括了五臟六腑等之運動及知覺， 

 換言之「元之精氣」是推動臟腑組織機能活動的動力，是人體生命的原動力。沒有  

 「電質」則天地人萬物沒有熱能動能，一片死寂。人體的健康和「電質」(精氣)的 

 盛衰密切相關，「電質」的盛衰和各臟腑組織機能是否能保持平衡活動又有密切關 

 係，而各臟腑組織機能是否能保持平衡有與人之「心、情」有密切之關聯，總的來 

 說，「精氣」的盛衰除了和養身(後天穀物之精氣)有關之外也和人之「心、情」有密 

 切關聯，「心、情」和「性、命」是表裡的關係。《管子內業》有關精氣探討很精闢， 

 認為「精存自生，其外安榮」，人所以會失去精氣，乃是心思憂樂喜怒亂了心，如 

 果心不思憂樂喜怒這些情、欲，自然精氣聚則又回到生命的泉源。人之私情欲，思 

 之過度則傷神（性）傷形。 

柒、從生理功能來認識「小和子」 

人的生理活動包括五臟六俯，五臟六俯皆是細胞原子結成分子所組成，細胞原子乃

是電子結成之原子。12《教義》說：『和子以其元素中之三分之ㄧ量充實每個原子中之電

核，以司神經知覺之貫通，故每個「原子電核」又可名為「小和子」或「末和子」』，萬

物的生成，是電子結成原子，從科學的角度而言「原子電核」是帶正電(陽電)的小核心

稱之為「原子核」，小和子是細胞原子的核心或稱「原子電核」是生命活動的基本單位，

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本結構都一樣，均由細胞原子結成分子所組成，細胞的種類從五行

而言有水火木金土各種不同的元素所組成，其能量、功能、作用、質性各有不同，不同

的細胞有不同的形狀，也具有不同的功能，細胞彼此之間，異衡相列，同衡相引，各自

結成不同屬性的五臟六俯等器官。 

細胞原子結成分子其構成個體的層次： 

組織：一種或數種功能相同的細胞集合在一起，形成組織。例如胃表面的上皮組織是 

      成層的扁平細胞構成。 

器官：數種不同的組織又再集合一起，形成特定形狀的構造，構成器官。例如人類的 

      胃臟由上皮組織、肌肉組織和其他數種組織構成。 

                                                 
12 天帝教《·新境界》頁 17  帝教出版社出版  1997 年 10 月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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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動物方面，功能相同的器官，又再聯合起來形成系統。例如 ： 

(1)消化系統--由胃和口腔、咽、食道、小腸、大腸、唾液腺和胰臟等器官所形成。 

(2)呼吸系統--由鼻、喉、氣管、支氣管和肺等器官所形成。 

所有的系統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生物體，人的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循環系統和神經系統

等構成一個機能完整的個體。 

細胞之「小和子」是「原子核」具有感知能力，司職五臟六俯等器官神經知覺之貫

通，人體億萬萬個細胞之活動，是可以透過神經細胞突起處傳遞訊息的，乃是細胞原子

的核心正電原子核之作用。人之生理若有病變感覺疼痛，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肌肉疼

痛，二是神經反應疼痛，不管哪一種都是帶正電原子核(小和子)在喊救命！「細胞之小

和子」透過神經知覺告訴我們，「我生病了，救救我呀！」人體是個奧妙的小宇宙，我

們每天所食五榖米飯、蔬菜、肉類等，其消化、吸收和排泄，都是細胞之小和子的生化

反應！日常生活中愛惜自己的身體，首先要「要愛細胞，勿暴飲暴食、熬夜不睡覺，違

反自然法則生活就是在虐待細胞，虐待細胞就是虐待細胞之小和子！」從生化學上而言

「打坐」鍛鍊精氣神是可以開發隱藏在電子內的「原子電核」小和子的核能源，強健體

魄，延年益壽。反之，13「小和子能量耗盡時，所帶動之電子體其生理活性即告終結，

致使形軀分解、分化而漸至遁形於大空中。」  

捌、認識如何保住「真元」 

元精和元氣的關係非常密切，稱之為「精氣」同屬構成生命活動的物質質素，「元

之精氣」雖然來自先天，在日用之中，逐漸消耗，其得以補充之來源是藏在後天呼吸的

氧氣與穀物之精的調和化為水穀之精，是凡精，凡精是真氣之本，凡心未動(意念之活

動)， 凡精即是後天元精，後天元精需要元之真氣來引，轉換為元之精氣儲存收納能量，

在人身之中，以氣引精，以血行氣，過關通節，貫通全身，已成為一定的循行常規，而

在生理過程中「元神、元氣、元精」三者是不斷的消耗，又需要不斷的補充和資生，先

天之神氣藉後天水穀之精所資生而資養。水穀之精充足,五藏調和,神的生機才能旺盛。

所謂「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元氣足則神明健，穀氣足則體健，無先天之精氣則無

以生身；無後天水穀之精則無以養身。有精氣才有生命，無精氣則無生命；精足則生命

力強，精虧則生命力弱。14“夫精者，身之本也。”精竭氣衰身無以保，則神無以依，

形神分離，命無以存。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精竭氣必絕神必飛，故人

                                                 
13

 天帝教《天人文化聖訊輯錄》 頁 36 

 
14

 黃帝內經《素問‧金匱真言論》頁 16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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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生，全賴此精氣神。個人以為「元神、元氣、元精」三者乃「真氣」也。《皇帝內

經》15“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併而充身者也”。 真氣者的「者」意指「元神、元

氣、元精」。《皇帝內經》認為「元神、元氣、元精」三者「真元」源於先天而養於後天。
16『涵靜老人說：「修道」就是修「真元」，「真元」是由母親生我時代來的「元精」、「元

氣」、「元神」三元，我們成年結婚後就破體了，三元就會慢慢消耗，到達某一年齡就會

完全沒有了，所以「修真」是保留真元。用什麼方法保留呢？只有「靜坐」修煉，…不

分先後天、元精陰精只要達到極致，一經運化。自然成氣，亦即自身之真陰（真水）、

真陽（真火），自己去栽接。…』 

玖、認識涵靜老人精神鍛鍊特點 

    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傳統，講的就是「煉丹」修煉的一個基本原則，道家之煉丹

純以陰陽為用，陰陽和合之謂丹，就是靜坐，也稱打坐，就是鍛煉精氣神，這是符合  上

帝的宇宙大道。「精氣神」在人身中也是智慧的來源，真人、聖人以練元之「神氣」、固

元之「精氣」由後天返回先天。 

涵靜老人曾言「我從丹學道家留下來的遺產中身體力行修持，我以自己的肉體做實

驗，現在我以自己的肉體證明中國道家實踐的生命科學」。涵靜老人以自己的身體環扣

自然生命之實驗、經歷，超生對自身形體生命之認識，故能發展出一套由功夫證入本體

之道，直接切入了中國哲學核心價值，對人類之「終極之關懷」「天人合一」，創天人實

學之先驅。涵靜老人生命科學之實踐，跳脫出丹學陰陽五行煉丹之說，直接從貯氣、養

氣下手以煉「胎」，「胎」即「丹」，所謂「精凝氣聚則有胎」。但是養氣與持志的工夫，

決不是一時一刻所能做得到的。孟子曾雲：「養心莫大於寡欲，夫志，氣之帥。氣，體

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養心促成治氣，治氣可以養心，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天帝教《大同真經》

經文中五心五意：「淨心潔意，克心歛意，滌心正意，定心凝意，修心養意」於氣胎養

成期對同奮之修心養性幫助大矣！涵靜老人精神鍛鍊特點是「胎」和「炁」來談： 

   (一)則是從「氣胎、電胎、炁胎、鐳胎」來說明人體本身具有水力、火力、核能

發電廠的功能，同時說明「胎」的養成關鍵點在「氣」，氣是無形的，有形的是質，「氣

胎」的養成首先要養氣，養氣是要變化氣質，涵養氣質才能養成「氣胎」，一但漏氣了，

則前功盡棄。煉到聖胎即是開發完成了一個發電廠，可以儲存能量，亦可以發射能源；

若能不斷開發此發電廠，則可以進一步由水力發電變成核能發電廠， 於是人身便有一

                                                 
15

 黃帝內經《·靈樞‧刺節真邪篇》頁 429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16

 天帝教《師語》頁 85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出版 1988 年 12 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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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核子發電廠功能，和子本身即是首要發電系統，發電系統的網路電路系統即是細胞之

小和子，人身其電質元素如同電子產品必備的蓄電池，日用消耗中，需要不斷的補充能

量，人身則是一座發電廠(工廠)，具備了各種不同能量、功能、作用之臟腑、器官，透

過「靜坐」開發小和子核能，可以儲存能量，亦可以發射能源，此即是實踐的生命科學。 

   (二)則是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始能真水常升真火常降。這裡說的「大空

之炁」是上帝的元炁，這需要名師指點，細胞之「小和子」是「原子核」，藏有核能源

等待開發。17『人身有無數個細胞，而每個細胞都是由無數的分子組成，分子又可以細

分為原子，而原子中有原子核，那麼以人身來算一算，原子核的數目，總是有幾億萬個

了，若是一個人不修道，他死了以後，只是換了主人而已，一點運用也沒有，真是太可

惜了！ 

  故修道要運用無比威力的鐳能是不難的，訪明師，求教之，用功修習是首要；

但是不可無功無德，一個人無功無德，只想為自己修煉便是自私；唸訣死坐，便想結丹，

則是夢想而已。 

  因為修煉鐳能，是需要把全身的細胞熱源，集中到身體的丹爐，在身體裡面，

造就可以自由運用的核子反應器。一個人無功無德，他便沒有金光，正氣達不到天上面， 

上帝的元炁，自然接不上頭，這種靜坐是坐死禪啦！ 上帝的元炁， 就是激發原子核

反應的資糧。例如：一個人已經有了此核反應器（爐），但是沒有宇宙動力的推動，憑

著本身的熱準，或許能產生小小熱力反應，成個散仙，但是仍 無法排除地球引力的作

用而真正自由自在，只好在地球上遊來遊去。想辦法，積點功德，希望有朝一日， 上

帝詔書來了，引發核分裂反應，產生三昧真火，脫殼飛 昇矣！』所以引得「大空之炁」

調濟親和，需要名師指點。 

人受天地的元炁而成性，人稟父母的精氣而有生命，精氣的交流在人體中已成一定

的循行常規，因為人身中之真氣(陽電質)指揮人生理上之運動與知覺，故精氣的交流是

由陽電質引陰電精，輸運全體，發動交流，抱合激盪，不僅可以排除身中之陰氣，化為

陽氣，經過多數的電化湊合，久而不懈，循行復始，自然凝聚成為一種氣胎。陽氣(氣

胎)仍含有水的特性，再繼續鍛煉，去除水分(陰氣)，就成為不含水分之電胎，電胎會與

大空之炁相引而行，即起變化，排除陰電質成為純陽，凝聚而為炁胎，炁胎含有鐳質，

會繼續引來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煉就形神俱妙是真人的境界，炁胎再繼續鍛煉而

為鐳胎，即是所謂熱核反應。 

                                                 
17

 天帝教《天堂新認識》木德王──談具有鐳能的原人是如何修煉成功  頁 65 教訓雜誌社/帝教出版社 出版  

1994 年 8 月 30 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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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認識「熱核反應」 

18『何謂「熱核反應」呢？這是現代名詞。凡是原子核受到一定程度的激盪，便會

產生巨大無比的光與熱，一切的元素，或是物質，皆有其微小單位的原子核。所以，凡

是元素受到一定的激盪，皆可以產生如原子彈爆炸的能量。』 

19『若煉精化氣者，其和子可以達到本行星大氣層之外，而不能到達別個行星

之大氣層，故須繼續修行，所謂氣天所轄也。若此人已煉就煉氣化神的階段，他是可以

出入行星軌道，但是無法突破太陽系間的旋風軌道。但是若至煉神還虛時，結了聖胎，

他是可以突破太陽系間的旋和軌道，真正逍遙自在了。這只不過是膚淺的說說而已。靈

力的突破，必須性命雙修，永生不死之生命，只有依靠人道上努力的修持以及功德的多

寡來衡量了。』 

人身獨有的精氣神，經過修煉，可以產生與  上帝一般之鐳炁；其至極，可以因之

達到宇宙到源，而贊天地之化育。 

20『人身是個小宇宙，其微小分割單位是原子，其中心點有核子在焉，如太陽般的

維持電子與核子之間的平衡運行，人類熱量，若不散佈到各個肉體宇宙原子的話，是十

分強烈的，修丹道之作用，便是收回放出去的能量，集中在一處，慢慢用功，調和成胎，

這是後天煉成先天的方法。 

一個人若能把有形肉身煉成無形聖胎時，一旦脫離肉體，便可以把肉身中的熱能全

部運用，此可依其靈光分辨道行之高底。 

黃白金光的是達到有攝氏六 000 度的熱力，—結的是鐳胎。 

紫金光是達到有攝氏二五 00 度的熱力，—結的是聖胎，而具有鐳質。 

紅白金光只是達到氣胎階段，可以發出約攝氏六 00 度到一五 00 度的熱力。 

而太陽的熱度有攝氏六 000 度以上的溫度，故要主宰太陽，必須修煉結成鐳胎以上

的程度，才能勝任愉快。』  

人身有千萬億個細胞，每個細胞都是由無數分子組成，分子又可細分為原子，而原

子其內微小單位原子核(細胞之小和子)受到一定程度的激盪，皆會產生巨大無比的光與

熱，而「靜坐」即是在發掘這巨大的能量， 高的能量是「鐳能」，修練「鐳能」，是需

                                                 
18

 天帝教《天堂新認識》太陽星主—談熱核反應  頁 63 教訓雜誌社/帝教出版社 出版 1994 年 8 月 30 日三版 
19

 天帝教《天堂新認識》平劫主宰──談宇宙旋和系種種現象和靈力的層次。  頁 34 教訓雜誌社/帝教出版社 出版 

 1994 年 8 月 30 日三版 
20

 天帝教《天堂新認識》李特首相──談肉身如何收回放出去的熱量，修煉成胎。  頁 50  教訓雜誌社/帝教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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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全身的細胞熱源，集中到身體臍下真氣穴（丹炉），在身體裡面，造就可以自由運

用的和子反應器。 

細胞是生物體的構造和生理的基本單位，如同大宇宙中的太陽系，是組成宇宙銀河

系的基本單位，大宇宙是由千千萬億個銀河系組成，每個太陽都是原子核子融合產生的

能源，人身細胞熱源(細胞之小和子)，如同太陽核能源，他必須透過修煉「靜坐」才能

開發出原能，也是每一個人 容易做到「尊重」生命的方法，「尊重」生命就「尊重」

每一個細胞。 

從後天來看，人在誕生前的受精卵狀態，有 99%是水，具形體後人身維持在 75%是

由水分子(精血)組成的，水必須保持循環，健康狀況亮起紅燈的人，多半都是體內的水

不能代謝掉、陰氣排不出，即氣血凝結所致。精氣的交流在人身中雖然已成一定的循行

常規，平時氣血流行亦是如此，然排除陰氣保持氣血暢通必須透過靜坐煉心修性，水(電

精)屬於陰電質，有陰陽電子之分，是極易變化而不安定的物質，容易衝動，具體呈現

人類的意識、心靈，所以他必須經過「潔慾」與「定、靜」的基本功夫提煉為陽電質，

至少可以延長電質之生命，維持健康的身體。 

《教義》告訴大家，人類不論男女均是靈魂(和子)和肉體(電子體)之組合體，而此

電子體，均含有陰電子、陽電子。我們凡夫每天吸收的營養都是陰電子，再加上本身的

陰氣、濁氣無法排洩，儘管外在裝飾打扮的很好，內部還是充滿陰氣、濁氣，所以人的

身體實實在在是一個臭皮囊，一但死了，和子(靈魂)因已沾滿了陰濁之氣而離開肉體，

還有什麼用處和前途呢？ 

故「靜坐」修煉所追求的 高境界，已非一般所謂的養生延壽，而是追求永恆的超

越，既是永恆就必須有「本體論」上的根源，無極是道之根，太極是道源，此根源即「道」，

「道者，和也、和力也。」《郭店竹簡》“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日常生活中所見所

行無一非道，有情無情皆含道意，故情要正、要中，方能與心和，道家認為情要率真，

中庸謂之「率性之謂道」，心要安適，遊心於物致和諧，神自然住於心之舍，《管子》日

“天之得道者在日，人之得道者在心”。人心之於宇宙的地位猶如太陽施放陽質射線能量

於宇宙(天)與自然界(地)的地位，所以人之得道則在心。從「精氣神」而言「精者情也」，

情乃性之情，會帶給人們心理快樂、幸福的感覺和欲望的滿足，「氣者命也」是生命意

志力的表現，心可以使氣強大有力，陽電充足乃氣充沛意志力堅強，「神者誠也」是生

命的智慧，在定靜中產生。《管子·心術上》“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也就是說心能如虛谷，接納別人的意見，神氣將入舍(神即性，性即氣，氣有質之分，

質乃情之質)。只有去除人心中的物欲、情欲這些不潔之物，神氣才能留於心中。故精

神鍛鍊必須從養心、養氣、培功立德的基礎漸次向上提升至心性的功夫，所以靜坐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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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命之學，情性之學、心性之學、也是智慧之學，生命之學（包括了生理、生化、哲

學、宗教）。 

拾壹、從新境界來認識涵靜老人的精神鍛鍊 

21【古往今來，宗教家所認為傳統的憂難神秘，即是如何把握現實軀體自強不息的

鍛鍊「精」「氣」「神」三寶。鍛鍊之道為何？在於清心寡慾定靜安慮而達於至善妙境，

以求生命之歸途，俾得永生共生。此種自修自創由物質而返自然的修養秘傳工夫，道家

謂之「靜參」，佛家謂之「參禪」，亦即世俗共知的所謂打坐。究其本原，性命之學而已。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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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未能徹底瞭

解自然與物質相配之原理，與夫如何運用返本還原之大道，是以不感興趣，無恆修行。」 

涵靜老人以數十年之實地經驗與個中真相略為闡發，依次分析，淺顯說明，以資高

明者之參證。 

一、初學基本智識─靜坐必須寡慾清心，無人無我，一切妄想俗慮概行掃除盡淨，

渾渾噩噩，順其自然之運行，以合天體。此時親力增強，電光透發，瀟灑自如，便到似

知不知，似覺不覺的活潑境界。若稍加著相，或強用潛意的導引，便生障礙，即違自然。 

  二、氣胎─「精」之成分為非白非青半陰半陽之質，是陰陽電子中的至陰精粹。「氣」

為和子中一種高等電質與靜電軀體交流後所發生的至陽熱流。是故精氣的運行在排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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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凝聚成為一種氣胎。蓋因其已成為一定的循行

常規，故此平時氣血流行，亦復如是。此即丹經所謂擒龍伏虎抽鉛調汞的功夫，亦即煉

精化氣的時期。一般丹經關於精氣一類抽象名詞過多，爰特整理分析如次： 

     精─虎─鉛─水─坎─玉兔─姹女─木母─陰─電精      

氣─龍─汞─火─離─金烏─嬰兒─金公─陽─電質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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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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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無化有。惟此個中奧秘，不可以言語形容，必須躬親體驗，自覺自悟耳。 

                                                 
21

 天帝教《新境界》「精神之鍛鍊」頁 93   帝教出版社出版  1997 年 10 月 三版 
22 天帝教《第六期高教師資班聖訓錄》頁 109 帝教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998 年 7 月初版  2003 年 6 月二版。 「大空之炁」包括

祖炁、無形靈光以及無形神媒所施放的和力能量。無形靈光又可粗分為鐳光、雷光、紫金光、金光、神光……等不同層級的靈氣光

能，經由層層天界的能量混合與轉化過程後，進入「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而與大腦皮層中產生炁氣交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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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炁胎（聖胎）─炁胎結構要素，即如佛家的舍利，道家的金丹，分析化驗其中

皆有鐳質。蓋電胎與大空之炁相引而行，即起變化。此因大空之炁內中含有熱性與多陽

電性，而本身所化電胎之內亦含熱性與電性，然此電性與多陽電性相比，即復變降而為

陰質，二性異引交相磨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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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本體尚含

有少數電質仍為靜態，不能健全發生作用。故須時加溫養，以排其電質，使其成為純陽，

助長形成炁胎的發育。但此鐳質本身含具引力及一種剛中之銳炁，無所不化，輕清上昇，

速度迅疾，繼續引來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雙方立起作用化成鐳體，形神俱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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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真我（二我）之出現，亦即原來軀體氣炁孕育之化身。從茲煉

神還虛，真火自焚，瓦解肉體，真我常存。此乃鐳之威力，亦為物質而返自然之妙用。 

時至今日，「新境界」已為本教教義，本教為闡明天帝宇宙大道，特在本節再加入

鐳胎新觀念，以為教義之擴充，並說明真我常存，永生共生之終極目標。 

  五、鐳胎─鐳胎為宇宙大動力與大能源之結集，須由聖胎再修煉而成，大凡電力的

發射至極大能量時，電子本身會受到激烈振盪，成為放射線體，即是所謂熱核反應，道

家煉丹謂溫養，便是鐳質小丸之再精煉，再純化，到達一定程度結成聖胎。此聖胎，好

比是人身之發電廠，可以儲存能量，亦可以發射能源；但是若不斷開發此發電廠，則可

以進一步由水力發電變成核能發電廠，核能發電廠形同宇宙能量廠，而人身即是一個小

宇宙，本身便有一具核子發電廠功能之鐳胎待開發。故鐳胎是由聖胎（可以控制大電量

與小部份鐳質放射）經過不斷電力沖擊，排除一切陰電子，進而陽電子間之熔合產生熱

核反應（完全是鐳質），成為核子反應爐相似之收發控制器。 

  鐳胎若再繼續鍛鍊，範圍不斷擴張，其放射能將難控制；必須進入宇宙主宰之一定

場所修煉，配給特種元素加以保護與調和，以成就化生宇宙間 高級之性能，可以連結

宇宙間所有的光粒子，而形成超級的大能量。 

  六、性命雙修─凡此氣胎、電胎、炁胎、鐳胎之成就過程，必須性命雙修以奠其基。

性者先天也，神也，和子也。命者，後天也，精氣也，電子也。由無形而至有形，必須

自然與物質適切配合，和子與電子達到相當熱準，把握現實，天人合一，方可澈底征服

自然。由有形而至無形，即要運用物質而返自然，勘透生死，性命雙修，始能達進聖凡

平等。是故性命之說，如玉連環分解不開。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實者虛之，虛者

實之；自家有性，自去養性；自家有命，自去立命，不以有形累無形，必然無中生至有。 

今人不貴性命，浪費精神，消耗電子，是以速死而諉諸大數，不知人生究竟，生命

歸途，需要向自己奮鬥，培養正氣，鍛鍊身心，善用本身精氣神混合化煉，按時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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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氣血，電精交流，持久不輟便能排除陰氣，疏通瘀濁，使之清者上昇，濁者下降。

陰濁祛除，自然卻病延年，陽和充溢，當可返老還童。斯時已由「電胎」進入「炁胎」

階段，靈機煥發，智慧圓明，自修自創之基本功夫於此大定，更能自度度人，常應常靜，

一得真我，永生共生。「神媒」之所以能具有超制自然律之功能，亦無非生前修持所得

之結果而已。 

以上僅為經驗的理論，至於進修實踐的技術，則尚待說明。】 

拾貳、認識性命雙修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原子中包含一個中子，婦女在懷孕初時，自然分裂成「性、命」。

性者，心也、神氣也，性繫於神；命者精氣也，性善、性惡乃氣之流行，須在氣上始見

得，若無氣，則無可見。而人之性需要依靠內在氣稟的變化以達靈明，得以彰顯人的本

性。生命活動在意念中容易自我，形成習性、習氣，本性為習氣所染，養成了後天個性，

陽明先生說“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淮南子說：「命之不存，性將焉修？」”

可見性命之間的關聯「氣」之重要性。 

『性命」是四千餘年來中國道家正宗ㄧ脈相傳的基本修練方法。性命有先後天之

分，人稟父母交成一點真氣而受形，謂之無形無質的先天之性。男精女血而成的胎原形

體，謂之有形有質的後天之命。蓋人在母胎未生之前，本來性命合一，所謂「命無性不

立，性無命不存。到十月胎圓氣足，一落母體，而性命到此則分為二，從此性不能見命，

命不能見性。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所以上古道家極端貴重形體(身)之性命。主張

性命雙修，返本還原，鍛煉精氣神，重造我性命。並說：「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

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命功，萬劫陰霾難入聖。」 

「性命雙修」是傳統中國幾千年來的修煉 高指導原，用現代話來講，就是身心鍛

鍊，心即性，「身者」精氣神也，現代人多以為多做動功，諸如爬山、跳舞、打太極拳

等，精神就很好、身體也健康，其實這都只是在鍛鍊體魄而已，對於身體內部的臟腑、

氣血循環系統、自律神經系統的健康以及種種精神作用與人格素養，僅有間接的作用，

而且效果十分有限，且無形中也是在耗「電質」元素能量，身體是否健康，精力是否充

沛，以及生命是否長壽，真正決定性的關鍵是心理健康與生命中之三寶「精氣神」，世

人忽略了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否與心性(神)之修煉有關，心性(神)之修煉又和「氣」有關，

世人沒有真正明白「精氣神」之自然與物質之原理，故不重視「靜坐」。 

三教聖人都是注重一個「心」，儒家講「正心」；道家講「煉心」，涵靜老人也講「煉

心」，佛家講「明心」，宗教更是講求心法、心傳，主要由於人類變化都是從心理上開始，

心是人的主宰，這裡所講的「煉心」是煉無形靈覺的心，而非血肉之心。以天帝教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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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論，一定要和子與電子達到適切配合的熱準(誠)，靈覺之心才能發生作用，成為人的

主宰，所以天帝教主張：修道即修心，身外無道，道在人心。「煉心」就是煉凡心、人

心，這個人心、凡心是先天本心落入後天，受到七情六慾汙染，聲色貨利侵擾，起心動

念，產生物慾，變成了物性，一切罪惡都是人心所造，人心不明人之為善為惡，全在人

心一念之轉。 

性命雙修 重要的就是「煉心」，「煉心」的目的就是要「明心見性」「超凡入聖」。

人生 難把握的就是自己的心，中國從軒轅黃帝開始，在治國理念與個人修養中即有心

法相傳，堯帝承繼軒轅黃帝心傳「允執厥中」四字心法，中就是中道，把良心放在中間，

中庸之道「至中和，天地位焉」，堯王要舜王以「中」道治天下。舜帝傳大禹就是用「中」

字又加了十二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幾千年前還是農業社會的時代，

舜王已發現人與人的交往已有機心，待人不誠懇，連ㄧ點點的道心都沒有流露出來，道

心是先天從母親肚子帶出來的天真爛漫的真心、天心，由於人心不斷的墮落，舜王提醒

禹王，要好好挽救人心，反省再反省，檢討再檢討，精益求精，就是「惟精」，ㄧ就是

要天人合一，凡心死，道心生就是天人合一了(惟一)。到了一就是「中」了，到了允執

厥中的時候就是世界自然永久和平了，沒有什麼好爭了！ 

『涵靜老人精神鍛鍊總原則，建立在「性命雙修」的基礎上，分為「性功」、「命功」、

「神功」。「性功」是工夫修養的問題。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先天性靈和子」來

到人間，若不「性命雙修」難以提升靈命達到進化甚至進階，於人也難以變化氣質，「先

天性靈和子」以神為性，以心為明，但人心面臨複雜的社會關係，情欲交互作用，修命

不修性，難以為明，污染了「先天性靈和子」命日降，又「先天性靈和子」以氣為命，

若修性不修命，電質元素能量無法獲得充電，命無以為繼，故「性」之淺移默化，「性

功」「命功」兩者難以分割。 

 ○1 「性功」──立志希聖希賢，做好道德行為上之修養，以「教則」、「教約」規戒身

心，將此一顆凡心、人心煉的不動，煉的一無所有。 

 ○2 「命功」──(a)生命外在形體上之鍛鍊＞動功 

               (b)生命內在精氣神之鍛鍊＞靜功(靜坐)：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3 「神功」──「煉神還虛、煉虛合道」。』 

『什麼叫「性功」？「性功」主要功夫就是「煉心」、「立志」，「煉心」就是心性之

學，研究心和性的學問。』涵靜老人認為性功的第一步要學聖人的言行，希聖希賢，效

法聖賢把品德修好，做一個堂堂正，有正氣的人，不為自己打算，幾千年以來，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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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就是教人做人，以做聖人為 高境界。道家則要性命雙修才有希望「超凡入聖」達

到真人的 高人生境界。 

凡夫「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只為個人利益打算，不管國家民族之利益，只為

自己一人、一家之打算，今天社會上不良習氣的人實在太多了，「超凡」的第一步即是

把凡夫不良的習氣通通一掃而盡，中國幾千年來就講過「氣質輕者上升，濁重者下沉。」

根據教義而言，滿腦子靈魂外面都是陰電子、陰氣，還談什麼性功呢！ 

拾叄、認識煉心的方法（下手處）： 

(一) 從「喜怒哀樂過即不留」下手。「過即不留」就是不動心，無動於衷，好事不

動心，壞事也不動心，不留在心理面，一切放下，過即不留，以此磨練我們的性情，普

通人能煉到「不動心」，凡事都不會與人計較了，凡夫 容易動心，動心會直接影響到

我們每一個的情緒，故煉心的第一步就是從「喜怒哀樂無動於衷」開始，煉到 後一切

不動心。 

(二) 從「力行廿字真言」下手。以「廿字真言」「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

仁慈覺。節儉真禮和。」任選兩字做為人生守則，來規範我們的本心，融化於日常生活

中，把一顆凡心清除大埽，恢復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本來面目。 

不動心是從培養正氣而來，「廿字真言人生守則」就是正氣的根源，把心住在「忠

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也就是這二十條光明大道，只要

做到一個字，正氣就能充沛，則心不住名，也不住利。古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富貴不能淫」就是正氣，正氣是從不動心而來，而人是稟天地正氣而生，是可以發揚正

氣的。 

(三) 「反省懺悔、認錯改過」。「力行廿字真言」培養正氣，一定要「行」，每個人

從二十條光明大道選兩個字，做為自己的人生守則，每天力行，每天反省檢討「認錯改

過」，天天檢討，天天改過，正氣的根源就在「反省懺悔、認錯改過」這一剎那間，而

善與惡也就在這一剎那間，「反省懺悔、認錯改過」是與煉心 有直接的關係，也是正

氣的來源。 

 (四) 「以救天下蒼生為念」。虔誦皇誥、寶誥，為天下蒼生祈禱，為化延核戰毀滅

劫祈禱。 

前三項是向自己奮鬥，把心煉的「一心不亂」、「不動心」， 後一項是「不為自己

打算，不求個人福報」的精神，把心煉的專一心志，眾所一志「一條心」。「一條心」、「一

心不亂」、「不動心」，就是天帝教的「昊天心法」，所以「煉心」的功夫，特別強調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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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睡覺、做人、做事，所謂行、住、坐、臥都要注意，「煉心」不離這個「煉」字，

把一顆心煉的空空洞洞，一無所有，「見可欲而不動心」，然後可以臨危不亂，做到「威

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達到人生 高境界，凡夫一切的習氣、陰氣、

濁氣都沒有了，如果不肯做煉心的工夫，凡心不死，道心不生，眾生永久是眾生，凡夫

永久是凡夫。 

(五) 靜坐的時間：「一切放下、一切不想」，從心理面開始，一切不想，不追想過去。
23『打坐時心靜不下來，陽氣就無法上升，一切也無從談起，所以要大家下苦功，做「定

靜忘我」的功夫，就是要「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切不想，不想一切」，心即能慢慢

定下來。 

心不靜則陽氣不生，靜坐在煉心的基礎上，心靜到極點，自然出現「真火」(動力、

本身陽氣) 發動，心情平靜，心神安定，思慮周全，智能清明，心乃能有所得，而逐漸

達到四書中，大學上所說的“定靜安慮得”的境界。 

天帝教同奮的五門基本功課，其中四門為(一)力行人生守則(廿字真言)、(二)反省

懺悔、(三)誦念皇誥、寶誥、(四)填記奮鬥卡。都是煉心的工夫。 

天帝教講「煉心」功夫，不只限於一般的修心養性，還要積極向上、樂觀奮鬥，發

揮「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其目的在救劫。故天帝教信徒除了做一般的修心

養性「煉心」的功夫外，還要誦誥、祈禱，大家一心不亂，精神心靈的虔誠念力一定可

以直達金闕，一定可以達到救劫之目標。 

何謂「命功」？ 

「命功」即「靜坐」鍛鍊精氣神。傳統道家的心路過程：(一)煉精化氣、(二)煉氣

化神、(三)煉神還虛。 上乘的修煉法即在修煉「元精、元氣、元神」，但傳統上總離不

開後天的凡精、凡氣、凡神，首先即從後天的陰精下手，這是由後天返先天，從有形還

無形的功夫。在煉心的基礎上，心靜到極點，自然出現「真火」(動力、本身陽氣) 發動，

心不靜則陽氣不生，多去一分陰氣，則可多生一分陽氣，才能起化的作用，把「精」提

煉上來，化煉成氣，自己體內陰陽水火自己去栽接調和，根本不需要身外的陰陽，道家

修煉的工夫即是從「煉精化氣」開始。 

24『內練「精氣神」，根據學理實證，通常分為三個階段，就是「煉精化氣」「煉氣

化神」「煉神還虛」，但照道家正規修練方法，應分為五個階段：「保精保氣保神」「固精

固氣固神」「養精養氣養神」「補精補氣補神」「化精化氣化神」， 後則是「還精補髓補

                                                 
23

 天帝教《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頁 73~74  帝教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5 月新版 
24

 天帝教《師語》頁 81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出版  1988 年 12 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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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依此鍛鍊精氣神，循序漸進，小則可以卻病延年，中則可以返老還童，上則可以

長生不死，形神俱化，粉碎虛空回歸自然。』 

25天帝教在「靜坐」前，要先加強煉命宮。也就是在靜坐前先用意念把氣引入丹田，

以先天的正氣與後天的凡體溫養凡靈，使得凡靈能夠慢慢的堅強、壯大起來。煉命功就

是煉元神，煉凡靈。 

何謂「神功」？──靜坐的境界已達凝神入真氣，把陰神煉到陽神，陽神出胎，真

我成功，所煉成的元神就像自己的形容形貌，為陽神的化身，神與氣合。「形神合一」

元神可以突破天門到大宇宙中消遙，與虛空同體，此即「煉神還虛」，如老子所言「虛

極靜篤、返樸歸真」。 

在「形神合一」的基礎上「煉虛合道」，元神煉的真元一體，神形俱妙，有無隱顯，

變化莫測，其壽無量，了性、了命也，精神久生，此境界即是進入「煉虛合道」。 

「元神」足以密切影響電子體，形成生機、生命及各種思維與活動能力，「神功」

是從煉元神下手，我們的肉身只是個介面，這一切，都為了讓靈魂得到試煉，靈力的突

破。 

「性命雙修」 重要的一關就是「煉心」，只要煉心的功夫做好，修道、修仙可以

說成功一半了。生前不做煉心的工夫，不好好把人作好，只煉「命功」，煉的陽神出胎，

真我成功以後，這個神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仙佛，沒有修養，沒有風度。要能通天澈地，

生前必要性功、命功並重， 後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大智慧者，成為天地間一位頂天立

地、有非常智慧的救劫仙佛。 

拾肆、認識形神兼養 

古人講養生要「心不外馳，神不外溢」。「性命雙修」是著重在心裡層面的養生之道；

「形神兼養」是著重在生理層面的養生之道，故「性命雙修」與「形神兼養」是不離不

棄的，形神之間的關係如淮南子說：「形者生之舍」。「形備而性命成也。形之不存，神

將焉附？命之不存，性格焉修？」淮南子指出「性命」與形具出，所謂「形」指形體、

軀殼而言。形神是生命的保證，只有「性命雙修」是不足的，還要「形神兼養」。   

涵靜老人說：現代社會之人只爭一時，只知追求物欲往前衝，根本不談養生之道，

無從「保命」，一但病發，什麼方法都來不及了。天帝教要同奮們「一面盡人道，一面

修天道」就是要大家在工業社會還能修道，還懂得養生之道，以養生而保命。 

從涵靜老人所言，可以了解形神兼養之道在以「養生、保命」內聚能量，「養生」

                                                 
25 天帝教《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134  師尊於第三期師資高教班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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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養神」，「養神」重在養「陽氣」，「陽氣」是指「神氣」，「神氣」足得以保命。「保

命」是保精、保氣，重在養形，古代哲學養形重在養臟腑，臟腑養生的原則要順四時陰

陽的變化以養生，所謂春養肝、夏養心、秋養肺、冬養腎。因為五臟皆有神，沒有形則

神無依託，氣充形，「元氣」飽滿充人之形，形恃神以充，神依形而生，形離則神亡。

古代聖人養生既重視養精、養氣以養形，也就是保持形體的健康，更重視精神對形體的

反作用，故注重養神。常人依神氣以維肉體之生存，至人養神氣以證無上之妙道。道家

認為“神”不內守，則“性”為“心意”所搖；“氣”不內固，則“命”為“聲、色”

所奪；“神”與“氣”乃一身“上品妙藥”，重在“不亡精”。 

保命之道重在養形，維持形體的物質基礎是精，生命活動的能量基礎是氣，在「精

氣神」三寶中，精、氣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是保命之基礎。精能化氣，氣能生神。生

命現象的表現又在於神。「形本生於精」，所以保命之道的關鍵就在於培養陽之精氣，必

須透過「靜坐」，精足則氣旺，氣旺則神全。神全則人神采奕奕，壯實無病。從有形而

言，養精氣就是養腎，因為腎藏精納氣，生活放蕩，影響腎臟健康，斨傷精氣，直接影

響各臟腑之健康。 

養生之道重在養神，應避免勞神過度，耗傷陰精，以靜養之。神是生命的主宰，「得

神者昌，失神者死。」神依形生，氣聚則有形，有形乃有體，體乃精之所成，精依氣盈。

氣滿則精全。「氣乃生殺之本始，萬物之綱紀」，我們的身體不好，歸根於我們的陽氣強

不強，斨傷陽氣的首惡在個性「善念」不足，「惡念」時起，又「情、欲」耗傷陰精，

故養生要求情緒保持穩定、不要過分高亢或低落，還要惜「精神」，不要讓自己的想法、

欲望變的太多，甚至慾望非想，要知足常樂，祛除貪欲，同時改變自己不良的個性，順

著大自然之法則去生活與修行。 

養形養神、保命養生就是養陽氣，氣為心之本，養氣和煉心是不可分離的，煉心可

以恢復我們本來的「善」性，通過善德之累積，也就可以養浩然正氣，浩然正氣乃純真

陽氣也，養陽氣就是培養正氣，產生陽剛正電。如何培養正氣，產生陽剛正電？ 

古人說「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大宇宙是萬有動力，人的運動與宇宙運動的客觀

規律相一致，動中寓靜而產生內外修煉的 佳功態效應，均是與天地之氣（即陰陽二氣）

相融匯的結果，是順應自然的結果，是“天人合一”的具體體現，就是道家“道法自然”

之修養境界，涵靜老人進一步提出了「動則有功」的概念，「動功」是建立在利人利己

的前提下，心中存利人利己，胸中之氣自然浩浩蕩蕩，流通無礙，自然可以活絡氣血，

生體健康。 

古人說「喜則陽氣生」，怒是墜陰的，人每天都要存有歡喜心、感恩的心，精神活

動存有歡喜心、感恩的心就能生發陽氣，從而影響正氣的強弱。黃帝內經「百病生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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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心情愉悅的人能長久地保持青春活

力而延年益壽，說明我們的古人非常清楚心理對於健康的主宰調節作用，它可以直接影

響臟腑陰陽氣血的功能活動。 

存善念、養善氣。善念生陽氣，中國儒道兩家都很注重「善」，把「善」落在人性

論上，可說是一脈相承：如，孟子的性善，以四端心存養善心積德，就能產生至大至剛

之浩然正氣，並充塞宇宙之間。又如，老子尊「道」，貴「德」，故重「積德」，以「善」

來累積德。八章「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

不爭，故無尤。」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瘕謫。」五十四章「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七十九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認為只有「善」

可以珍貴自己的本性。管子的「善氣迎人，親如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 

反省懺悔。「有罪以免邪？」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常知揩式，是謂玄德。」老子指引行不善之人一條道路「常知拭除垢穢」，也可以潔淨

「和善的本性」，此與儒家每日三省，知過能改，是一樣的意義，人不怕犯錯誤，要常

常拭除垢穢，真正悔改仍可以保有先天「和善的本性」，所謂「善人化于道，則求善得

善，有罪者化於道，則免惡入善。」涵靜老人則以「廿字真言」「忠、恕、廉、明、德、

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理、和」為人生守則，選擇

其中一字或兩字為各自修養行道基本準則，早晚反省懺悔，引導人心向善向上，以自渡

而渡人，自救而救人，培養「善之誠心」，「善、誠」是從陽剛正電來的，以此作為煉心

的工夫，培養陽剛正電，無形中自然正氣凝聚充溢自身，則精氣神之鍛鍊已紮下根基。 

形神兼養的目的在於保持人體自身陰陽的協調平衡祛病延年。靜以養神(靜坐)、動

以養形。動靜合宜則形神合一，是人體健康的象徵，若形神失調則患病，重視形神兼養，

對人體養生及維護心理健康起著重要作用。《皇帝內經》「陰平陽密，精神乃治；陰陽離

決，精氣乃絕。」《內經》強調了陰陽平衡對於長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了要調

攝精神、節制飲食、起居作息有規律、減少嗜欲等養生方法。《素問·上古天真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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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帝教五門基本功課已包含了「養生保命」在內，只是宗教上談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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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其中許多奧妙，只有不斷奮鬥的同奮才能體會。

也只有「性命雙修，形神兼養」，生理與心理兩者並重，方能身心俱健，“盡終天年”。  

拾伍、認識「直修昊天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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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到涵靜老人精神之鍛鍊「氣胎、電胎、聖胎、鐳胎」，是其自身的經驗理論，

至於進修實踐的技術，則是涵靜老人在「性命論」的基礎上，自創「救劫急頓法門」「直

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此心法亦奠基是在堯舜禹的心法、與道家心傳的功夫

基礎上，簡稱「昊天心法」，「昊天心法」的基本功夫不離精神鍛鍊總原則－性命雙修。

際此三期末劫，想修正宗丹鼎大法，在時間上與客觀環境，根本已不允許在肉體上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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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跳脫古代道家以意念導引在肉體上下功夫，26直修「煉神還虛」在「元神」上下

功夫，直接「煉虛合道」。煉「元神」形式上是超越命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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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了解涵靜老人自創「昊天心法」，是從

煉「元神」下手，在「形神合一」的基礎上「煉虛合道」 

「直修昊天心法」「直修」的條件，必須先打開無形天門(玄關一竅)，然後接引  27

上帝的靈陽真炁(默運祖氣)，這是帝教修煉昊天心法 大的關鍵！(需名師指導)。「昊天

心法」的起步功夫，就是「煉元神」，屬於內功，簡易而行，其起步功夫如下： 

    ○1 「心無所住，一切放下，放下一切；心無所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 

    萬法唯心造，凡夫心中什麼都有，要想超凡入聖，必須將一顆心煉的乾淨一無所有，

「心無所住，一切放下，放下一切；心無所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也就是金剛經

的精華如何「降服其心」之「應無所注而生其心」，也是道家的「煉心」、佛家的「明心」、

儒家的「正心」！人人有一個心，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可想而知要想煉心、養

心、正心、清心的功夫談何容易！但功夫是點滴累積起來的，要知行合一「打掃心上地，

做出性中天」，「心無所住，一切放下；心無所注，一切不想。」 

    ○2 修持時(靜坐)不用絲毫人為力量，全在修一己之陽氣，以接  上帝靈陽真炁，也

就是配合本教特有的祖炁，ㄧ經調合，聽其自然運化。 

    ○3 入坐以後還要經常保持『將睡未睡，似覺不覺』，全身放鬆的心理和生理狀態。 

   「昊天心法」起步功夫，主要目的是先修一己之陽氣，ㄧ心不亂，繼續奮鬥下去，

功夫到了，就能進入「一靈常照、萬念皆空」的境界。 

直修天帝教的「昊天心法」是以「念」、以「志」兩個功夫達到「一條心」、「一心

不亂」、「不動心」， 這兩個工夫都離不開「氣」的修煉。《孟子‧公孫丑》：「夫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也就是說「氣」伴隨著「志」而出，志統

                                                 
26 天帝教《法華上乘浩天心法》頁 87  「直修煉神還虛」需有名師為我們○1 開天門○2 接引  上帝靈陽 
  真炁(鐳光)。名師是我們的老師，尊為涵靜老人。 
27 默運祖炁，即是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在涵靜老人精神鍛鍊特點(2)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 

  和，始能真水常升真火常降。需要名師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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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著氣，氣則是本體充滿在人身內的精神能量(腎藏志)。他還說：「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也就是說專注於立志，則能引出浩氣，專注於聚氣，則志能伸，「志」與「氣」

相互關聯，「志」、「氣」這兩個功夫，都屬於是心中意念之活動，「志」、「念」統一於「氣」

之中，所謂自然與物質相配之原理，關鍵即是「氣」，「氣」是媒介物質，「氣」和「念」、

「志」須臾不分，此亦是心物一元二用的原理。凡入門直修天帝教的「昊天心法」，煉

元神首先要培養正氣(養陽氣)、立大志、發大願，發大願力可以了斷生死，不再輪迴，

也是為修封靈而準備。立志才能養育靈明之氣，去掉昏濁習氣。《傳習錄》“志氣所至，

氣亦至焉”。 

直修「昊天心法」以救劫為目的，以超凡入聖而至天人合一為 高主旨，非徒以卻

病長生為事也。「自然」是宇宙的根本大法，直修「昊天心法」是依自然法則而修煉，

以「煉元神」為下手處，不聚氣而氣自聚，不勞神而神還虛，經過一靈常照萬念皆空，

而達超神入化、形神具妙的境界，促成救劫急頓法門，修煉封靈，早日成就身外之身，

天人合力共同挽救劫運。此即涵靜老人說的「鍛鍊精氣神，創造新生命，才能與宇宙共

始終」。   

拾陸、認識救劫急頓法門 

「性命雙修、形神兼養」，雖然是符合天帝教的救劫急頓法門，與修傳統丹道，仍

有不同，中國道家傳統幾千年來的丹鼎大法，在肉身上用功，首先要能結聖胎，一但功

行圓滿，才能揚神沖舉，與帝教「救劫急頓法門」大不相同，救劫急頓法門是強調在「形」

「神」上面下功夫，所謂「氣具則有形」，「神依形而生」，形、神之聯繫關鍵仍在「氣」，

而人之念力活動，究其竟不過氣之活動，故形的修練和人的念力有關，是重在養氣、治

氣，養氣是養陽氣、治氣是治情、欲，治邪氣(惡念)。又「形」指形體、軀殼而言，形

體、軀殼是我們的「身」，以道家語來講，稱人身有“三魂七魄”，從教義來看“三魂”

即和子三 X 元素，「魂者」靈也、和子也；“魄”即電子，故在「形」的修煉上，首要

「煉魂制魄」。又「神」的修練指修煉元神，以真我常存，永生共生為終極目標，真我

是二我是陽神(元神)的身外身，成為救劫的仙佛(法身佛)，天帝教對仙佛等概念是由人修

成的，在無形界可以擔任神媒，為天人之間的橋樑，傳遞天人文化，屬於天人關係的一

部分，「神、仙、佛」非屬神密的、不可知的。 

涵靜老人說：『「救劫急頓法門」乃適應時代的需要，因為本地球的氣運到了三期末

劫開始，地球上人類命運危在旦夕，時間、環境根本不許可人類再在肉體上下功夫，為

了搶救三期末劫，為了壯大靈界(無形界)救劫力量，  天帝頒下昊天救劫急頓法門，修

煉封靈，(封靈即是法身佛)，成就立地仙佛，故救劫急頓法門是為救劫而準備」』。 

 348



認識涵靜老人思想之一「性命論」 

「救劫急頓法門」不僅是應時代的需求以救劫為終極目標的救劫至寶，要達到強大

救劫的力量以修封靈、煉元神為目標，更以煉無形金丹為目的，成就封靈之身外身，乃

真我（二我）之出現，來往天上人間，替您負起無形應化有形的任務。 

28『救劫急頓法門的修煉，(一)先修「凡靈元神」「煉魂制魄」，(二)結無形金丹。』

先修「凡靈元神」「煉魂制魄」就是以正氣力量，修煉人身本有之元精、元氣、元神，

以助煉神還虛之功(神功之修煉)，而奠修煉封靈之基。分別來認識「凡靈元神」、「煉魂

制魄」、「結無形金丹」。 

 一、修煉凡靈元神  

「元神、元氣、元精」實乃和子幻化之物也，元神是我們的「凡靈」是「真我」是

先天的真我，是凡夫俗子之靈魂，從「和子」開展出來的，「和子」是先天元神之源，

是元神的種子，未成胎的「元神」是正氣所凝，煉元神就是煉凡靈，煉淨累世所沉積於

和子中之獨有習性(和子餘息)。煉凡靈依功力的深厚，具有與肉身相似的體態與面目，

不斷的勤修苦煉，可以成就極高大的金身，他的面貌與我們自身的面貌一樣。 

有「元神」在，生天生地，皆由此矣！也唯有元神真性經過修鍊可以超生三界，不

再受陰陽五行束縛，而精氣則是隨天地而敗壞的。生前沒有經過鍛鍊的和子稱為「陰

神」，也就是說元神不經修煉就是毫無防備能力的「陰神」，靈魂出舍，就是所謂的出陰

神，陰神沒有自由運用的能，神不住舍，令肉體失去憑靠，是非常危險的。 

「陰神」與幾千年來道家傳統修煉成功的「陽神」(神、仙)相對，這其中的關鍵就

是「陽神」已經具備「帝教教義所謂死後足以在靈界生存的條件」，在教義中提出兩個

特別值得大家重視的觀點： 

第一、生前不修，死後「已」無能為力。   

第二、鍛鍊精氣神，創造新生命。 

     人生必死，物質體是一定要毀滅，只有鍛鍊精氣神，創造新生命，才能與宇宙共

始終，由此可知「精神」的可貴。 

從宇宙相對的定律而言，與「凡靈」相對應的是天上之「原靈」，「原靈」是先天的

靈，皆是証聖果者，也得過  上帝敕封，再造法身「封靈」，凡能培養正氣的人凡靈得

到修煉，把陰神煉成元神，又能立功立德，即能再造法身「封靈」，在名師涵靜老人指

點下，為每一位皈師參加靜坐的同奮找回原靈，「原靈」是陽，「凡靈」是陰，「原靈」

                                                 
28 天帝教《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24~26   帝教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5 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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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的「凡靈」「凡體」共同努力奮鬥，可以說是陰陽調和，那就是天人合一了。同

樣的，「凡靈」「凡體」在人間不知奮鬥，「原靈」會失望，沒有希望，只好離開「凡靈」，

「原靈」一離開，炁統就斷了，也就是天人之間的關係斷了，想要煉得「封靈」是不可

能的。 

煉元神是以靈煉靈，在為修封靈作準備，除了「性命雙修、形神兼養」外，還要「立

志」「立願」能為人類的福祉著想，即是有功德於世的人，封靈越多表示你所獲得的能

量和資訊就越多。煉元神或修封靈其方法： 

1、發大願力，以引來先天一炁，配合自然無為心法，勤參法華靜坐。 

2、奉行五門功課，信心不惑，以自我突破。 

3、誠心誠意，持之有恆，不具任何困難，堅持到底，完成上天所交付的使命。 

二、煉魂制魄 

    從道家觀點而言人為三才之身，天魂、人魂、地魂。 

    天魂由天而降，為天性，愛人以德。 

    人魂：父精母血所結，為後天稟性來自「固執念」，後天稟性是人間的煩惱 

    地魂：為習性，習性是物慾所繞，是「負面能量」養成的習氣。地魂可以為善，也

可以為惡。修道者，去習性，化稟性，圓滿天性，三魂合一，即成道。 

魂隨神而往來。「魄」，並精而出，指依附形体而存在的精神。魄，陰神也。魂，陽

神也。29《左傳》召公七年載：「人生始化曰魄，即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而魂魄強。」

孔穎達疏曰：「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各異，附形之靈曰魄，

附氣之神曰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出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

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魂乃陽神，和子也，

魄乃陰神，電子也，在人的一生中，魂魄不斷的衝突，兩相力爭為主，故煉魂即是加強

煉人魂、地魂，把先天的天魂找出來，制魄即是降制陰神，魄體也、電子也，是生命的

實相。 

陽神，魂也，是可游離於人體之外的魂。30「魂者，乃指和子脫離電子體之剎那顯

像，輕輕而上之浮游和子」。31『魂是「先天和子的餘習」所結成，先天和子來到人間生

成肉身，必然沾上人間濁氣、習氣，把無知無識的和子，染成一片烏黑，故先天和子被

                                                 
29

《新譯黃庭經‧陰符經》  頁 31~32  三民書局(股)公司出版  2009 年 5 月出版二刷 
30

 天帝教《天人文化聖訊輯錄》  頁 35 
31

 天帝教《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魂魄剖析  頁 102~103   帝教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5 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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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到腦中的松果體，而沾濁陰之部分和子，化為魂，被肝吸附而藏於肝中。魂受魄力引

響，因果偏向人間，則人魂重於其他二魂。魂受魄力(慾望)牽制，因果偏向陰曹，則成

為陰魂，乃地魂濁重之故。』 

何謂七魄？ 

魄，陰神也，人之精氣曰魂，形體曰之魄也。從天帝教《教義》而言即「小和子」，

是未經鍛鍊過的和子，依附形体而存在的精神，「小和子」是無法游離於人體之外的陰

神，支配肉體、並依附肉體而存在的未開發的核能源。 

32「篆文 （白，“泊”的省略，停靠） （鬼，指支配肉體的神秘能量），造

字本義：支配肉體、並依附肉體而存在的神秘性靜態能量。古人認為，肉體是“魄”的

泊處，當肉體死亡，“魄”便不復存在；但“魂”可以在肉體死後“雲遊”。在古代中

醫觀念中，“神”*  是統領生命的天真能量，來自于父母奇妙的“兩精相搏”，需要後

天觀照持守；“靈”*  是溝通天地萬物的通神力量，比“神”更脆弱，要以靜心與覺悟

特別養護；“魂”*  是統領精神的神秘能量，也稱“陽神”，主動，負責有意識狀態下

的情感、思想等心智活動；“魄”是統領肉體的神秘能量，也稱“陰神”，主靜，負責

無意識狀態下的感知、代謝等生理本能。」     

「細胞」(電子結成的原子)建構了我們的組織、系統、器官，即魄體，有魄即有識

的作用，即識神的作用。33『魄有七魄，七魄是受情欲所生之濁力，藏於肺中。從人性

而言七魄即七情，七情藏於性中，人身去世，七魄也消失。因七情(喜怒哀樂悲恐驚)所

激發產生的力量屬於後天意識的反應，當人類肉身死亡，意識還在的時候，魂雖離身，

可是魄猶在軀體纏粘，則依本人心理與意識的輕重，魄力一一離去，如「恐」意太重，

身亡而魄不散，聚為悍烈之氣，往往會成為白日之鬼，又無魂來牽繫，故往往會做出直

覺上慾念的反應而攻擊人』。「識」不斷，是人輪迴主因，是生命因果論。 

元神若不經借假修真之途徑者，和子本具之內聚能量，自然逐漸耗損，位能逐漸降

低，而於假體生命結束脫離電子體時，依剩餘之內聚和能高低，重新隨緣附著，進行下

一生命之循環，即佛家所謂六道輪迴，生命不斷更替交換下之性靈和子，不知借逆修方

式提昇位能者，其內聚能量不斷受到電子體之影響消耗，處於低能階狀態，易受低等電

子體吸附，終至輪迴不已，不能自己，天帝教謂之生命之偶然論也，人生之究竟，果真

如是，則生命之價值亦可謂了無意義。 

                                                 
32

在线象形字典：vividict.com/WordInfo.aspx?id=3899 
33

 天帝教《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魂魄剖析  頁 102~103   帝教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5 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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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生在世首重加強天魂(先天和子)的力量，以腦中的真純和子為引導，煉濁魂

而為淨魂，煉七情制伏魄力(肉體)，煉成正氣之元神，成就後天之軀而証先天之果，此

乃煉魂制魄。』 

天帝教所謂煉魂制魄的功夫，是藉助肉體修煉之方式，加強煉濁魂、煉七情： 

(1) 煉就肉體和子能量之提昇，以和子能帶動電子體之活動所產生之負面抗力，達到修

煉淨化之目的。 

(2) 藉助以正氣力量修練人本身肉體本有之元精、元氣、元神，以助煉神還虛之妙化。 

(3) 終的目的是要保元神，保元神就要煉七情制伏魄力，煉七情制伏魄力要發心、立

願，可以制伏識神，可以制伏識神，即可以斷識(斷七情之用識)，斷心中一切的妄念

活動，如金剛經所言「云何降服其心」「應無所住」。魂者，神之所藏也，煉魂，即

所以保神，即所以制魄，即所以斷識。 

34『如何煉魂制魄？ 

(1) 以智慧來明悟先天所帶來的使命。先要有使命感「天命意識」，才能引來宇宙陽質射

線(浩然正炁)的加持。 

(2) 精是人身之寶，可不能當作廢物一般處理。陰精作怪才會產生七情六慾，…故人身

修道，必先煉精氣，把精消化成為氣，如果不煉精，則陰精作怪，魄力增加，又無

正氣來壓制，則會做出傷害別人的事情，故煉精為修道之首要。 

(3) 如何煉精呢？必先正心、知天命、修道德，喚醒良知(和子之能)，做為催化之媒，  所

以修心養性又是煉精之根本。 

(4) 如何修心養性，需要時時抑制衝動，控制魄力(七情六慾之反應)，需要名師來開天門，

來指導靜坐。 

(5) 謂何強調練精化氣，一個修養很好的人，會因一時衝動而失去理智，做出為人所不

齒的事，這是因為只修性而不修命，未能除去陰精的作亂，強忍的工夫與勉強抑制

的防線一但破裂，則將合泛濫，無法收拾！ 

(6) 煉精需求名師，自古名師難求，而魔師易得，為了求道陷入魔陣而不知！魔道也能

煉精化氣，可是化的氣是魔氣、陰氣，故有些魔王假裝仙佛，教人修息靜坐竟要門

徒採陰補陽，採陽補陰，食腐穢之物，煉邪門之道，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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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死心，元神即活，死心非枯槁之意，乃專一不分心，煉魂制魄就是要把凡心減

到 少，凡心經過修煉，去除後天不好的思想，去除人的各種固執念執著心，才能返回

先天的元神，也就是「返本歸真」。神本由心，心無為，則元神之性現。本心若不正，

必引來魔界之氣，便墮元魔。故修道人 重視「發心」，「發心」正確合乎天心，則可以

成就光明正大的「元神」，發心偏斜，自私自了，往往不知不覺練成變異之「元魔」！ 

三、結無形金丹 

無形金丹，是煉元神有成，培育出之原種。 

修煉封靈—(1)帝教修煉救劫急頓法門不以肉身結丹為目的，而是修煉無形金丹，所

謂無形金丹，就是無形這股昊天正氣凝結而成之原種，無形這股昊天正氣，加持於您的

封靈，而您仍在奮鬥不懈，您的封靈就成為您的身外之身，來往天上人間，替您負起無

形應化有形的任務。無形金丹乃真我（二我）之出現，道家曰「陽神出胎」，佛家則曰

「明心見性」，此即修元神有成。 

(2)修封靈必須具備的條件：○1 修元神有成○2 勤修法華靜坐○3 犧牲奉獻功德 

                        ○4 天命(賜封)○5 賜紫金光與無形金丹。     

元神修煉有成，持續勤修苦煉奮鬥過程中，昊天有一股正氣加持於您的元神，一旦

得到天帝召見、賜封、加賜紫金光，無形中就有一位封靈形成，封靈是身外之身即「法

身」，來往天上人間，替您負起無形應化有形的任務，完成天命，可以了斷生死，永生

共存。 

煉元神是奠定修封靈的基礎，修封靈是為了壯大無形界救劫力量，只有修煉急頓法

門才能培養封靈，即地成就仙佛，以挽救三期劫運。運用「念力」而修急頓法門 重要

的是「煉元神」，煉元神的方法， 重要的是須得助於35「先天之炁」加以溫養，還有原

靈來相助，可使原靈凡神逐漸堅強，一但修煉成形，且能有與肉體相像的形態與面目，

出現身外之身，在無形發揮應化力量，加速封靈修煉的成長。所以「救劫急頓法門」修

煉元神，是一種配合救劫任務的無上修煉方法。 

簡言之，煉元神是為修封靈而準備，急頓法門是為救劫而準備。傳統道家以肉身結

丹為目的，是元神經過修煉，即可以成就物質化的陽神(地仙)，雖然可以禦氣變化，但

所發揮的力量還是有限。傳統道家要從陰神修到陽神，不知要下多少的時間苦功，其中

困難重重，修得地仙已不易，所以說「修道者車載鬥量，成道者鳳毛麟角。」但是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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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之炁」是指「上帝的靈陽真炁、祖炁」，也是在教義中精神鍛鍊章所提到的引來大空之炁調劑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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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成，培育出之原種「封靈」，凡靈凡體在人間不繼續向自己奮鬥，此「封靈」原種

也會繼續萎縮、消失。 

拾柒、認識「中國正宗靜坐」 

中國靜坐稱之為「黃老之學」，就是仙學，中國傳統幾千年來，從伏羲老王開始到

軒轅黃帝一直到老子，都是從靜坐來參悟宇宙密奧，傳佈  天帝宇宙大道，以靜坐來養

生只是小事，道家對靜坐的主要宗旨，以八個字「超凡入聖，天人合一」可以包括了。

只要不斷的下工夫，身體上的毛病自自然然會祛除，去病延年，不需要去求，自自然的

就可以達到長生、養生之目的，「自然」是宇宙間一切的一切的根本大法。所以「靜坐」

在天道上是返本還原的回天之路，在人道上可以健康長壽、長生不老。 

涵靜老人說36『「靜坐」這個名詞，開宗明義的說，就是中國上古道家從靜中養生保

命的修練方法，後世道家稱之為煉丹，佛家禪宗也講靜坐，唯個人所講的是「中國正宗

靜坐」，起源於黃帝。』中國古代黃帝內經講，修養 高的人為真人、至人、聖人、賢

人。真人即是俗所謂的神仙，道家數千來的重要修持功夫，可分「超凡」、「入聖」、「登

真」幾個階段，凡夫要以學做聖賢為起步，先完成聖賢修養，達成聖賢境界，再談修真

修道，而進入 後真人境界，以完成 高人生境界之目的。 

天帝教的「正宗靜坐」即是在傳授「煉元神」「修封靈」的方法，煉元神是在「靜

坐」之前默運祖炁，親濟調和溫養元神，進入靜坐之後，一切就講自然，靜坐完全不假

絲毫人為力量與意識控制，全憑個人氣機自然運化，修一己之真陰真陽、真水真火，自

去栽接，自去調和。因此有所謂的四不。一、不守竅就是不執守於任何穴道位置上。二、

不調息不運氣。就是照常呼吸，該呼的時候呼，該吸的時候吸，不加導引。三、舌尖不

抵上顎。而是舌尖輕舔上顎。四、不執著於某一處。即心念思想不停留於任何一處，心

無所住，心無所注，不管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放下，把心放下才能不想。心靜到極

點，自自自然然就出現了。心要靜到極點，體內的「陰氣、濁氣」才能排出，相對的「陽

氣」自然提昇，意同道家「虛極靜篤」的說法，也就是打坐靜到極點，才能進入化境。

自然忘我。   

什麼是「忘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一切都以「我」為主體，這個我是「假我」，

不能把心胸擴大，不能大公無私解心結，樣樣為自己打算，作繭自縛，就不能「忘我」。

涵靜老人說儒家的「定靜安慮得」就是一部坐功「假我」就是「凡體」，到了上光殿靜

坐時，天上至少有一位「原靈」來為我的「凡體」之「元神」調靈，為「凡體」之「肉

體」調體，到了心定下來，定到極點，進入渾渾噩噩的狀態，然後首先感覺兩手、兩腳

                                                 
36

 天帝教《師語》 頁 58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出版  1988 年 12 月 初版 

 354



認識涵靜老人思想之一「性命論」 

頓然消失，再出現身體胸、背無存之意感， 後連頭部豁然化為虛無，身心內外一切蕩

然不存，只覺得「一靈（元神）常照」，此即為「忘我」的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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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形神具妙的境界，然後才能促進就劫急頓法門，修煉封靈，成

就身外之身！』    

涵靜老人創天帝教，辦理「正宗靜坐」傳習班，只是傳教過程中的一種手段，而不

是目的，是借靜坐來搶救原人──善良種子，也就是為天下蒼生，搶救三期末劫， 逃

過三期末劫之宏願。 

靜坐的目的(一)清心寡欲(二)變化氣質(三)自渡渡人(四)超凡入聖(五)回歸自然

(六)永生共生。  後面三項不容易做，先從前面三項開始做起，基本上 重要是從做人

做事著手。 

37『帝教正宗靜坐以「正宗」為名，乃是由於此一心法為  上帝的正統ㄧ脈相承，

而以「法華上乘」為專有名詞。「正宗靜坐」即直修「法華上乘昊天心法救劫急頓法門」

是宇宙應元妙法至寶，與「教義」是適應時代環境需要之宇宙人生大道，兩者是搶救三

期末劫過程中的兩大擎天支柱。』「教義」「正宗靜坐」是天帝教修行的核心。 

拾捌、結語 

中國幾千年來講修持、講煉丹、講靜坐，就是講「性命雙修」，「性命雙修」是中華

文化 珍貴的遺產之一，也是黃老道家靜坐功夫「登真」及佛家的理論體系「明心見性」

之依據。涵靜老人「性命論」重在養心養氣，唯有一心不亂、培養正氣，以念力誦念皇

誥、寶誥與諸天不斷親和，無形中加強元神的力量，使得正氣的神祇獲得能量，才能解

除世界之危急。「性命論」不離「性命雙修」煉元神；不離「靈命雙修」煉凡靈，以壯

大靈族正氣能量，元神不能獨存，必須借假修真，奠定修封靈的基礎，以達到天人合力

救劫之目的。 

涵靜老人的「性命論」，在性命雙修的基礎上，自創「救劫急頓法門」直修「昊天

心法」，煉元神有「原靈來親和」，有急頓成就的「天人合一」妙法，有虔誦皇寶誥的「救

劫法門」，有立地成仙的「法華正宗靜坐」開天門，接受的是昊天正炁，既修天道，又

修人道，是一種「急」與「頓」之法門，然而頓法易成而難修，必須要勤修苦煉。天帝

教的昊天心法，是參贊宇宙教化，而宇宙「系星地球」是千千萬萬個。昊天心法可謂百

千萬劫難遭逢，有識者、有緣者，當把握此可遇不可求之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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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靜坐」已蔚為風潮，東西方人士修習靜坐也十分普遍，對於人心教化啟蒙有

著實質之作用，不僅影響國家盛衰甚大，也影響人類未來的前途，對38「大同」之目的

性，起著更大的作用力，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精神旺盛，心靈超脫，智慧清明，更為

自己、為家庭、為社會、為國家，實須加緊修鍊靜坐功夫，並發揚光大之，發展推廣之，

努力達成「救劫」之目的，「天人大同」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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