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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煉封靈是天帝教救劫使者特有的修煉法門，其建立在「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

道自然無為心法」之精神鍛煉總原則。本文說明修煉封靈的基礎在於性命雙修，在性功

之修煉方面，本文結合黃帝內經、大同真經、康節夫子、孟子等所言，如何去私欲，明

心性；在命功之鍛煉方面，談論內煉精氣神、外煉形體，在修煉過程中並結合天帝教的

五門基本功課，做為煉元神的基礎。最後，本文說明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的

必備條件，以元神修煉有成，繼而修煉封靈達到身外身的修煉，整個修煉過程本文將其

匯整成一個總表，以利同奮的修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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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修煉封靈 

淺 談 修 煉 封 靈 
 

吳福柱(光幸) 
 

壹、前 言 

《寶誥》˙〈先天總樞聖聖誥〉「……遇三期九五之數，普開極樂之法門……」1，

誥文明白告知，天降方便法門於三期浩劫來臨之際。 

師尊復興先天天帝教，是為挽救三期末劫。以靜坐號召原人皈宗  天帝，共同為化

延三期毀滅浩劫而奮鬥。 

天帝教法華上乘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因應時代需要傳來人間；由於時間急

迫無法在肉身用功夫，因此直接煉神還虛成就封靈，參與救劫行列，化延毀滅浩劫。 

古代道家修煉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等步驟，需要長時間來

修煉，也需要財、法、侶、地，更要有明師指導傳授，才能依序進行修煉工程，進而達

到白日飛昇境界。 

然，今日瀕臨毀滅浩劫，已不及於肉體上用功夫，因為有行、清、平、春、康、同

之劫運。故而急頓法門因應出現，俾應時代環境需要，修煉封靈的法門。 

唯有哀求  上帝大顯神通，才能化延毀滅浩劫；唯有帝教同奮領有救劫天命、握有

救劫權柄，才能哀求   上帝大顯神通，化延毀滅浩劫。 

天帝教同奮，何期有幸、何期有緣、何期有福，修煉無上上乘大法昊天心法、成就

急頓救劫法門，立地成就封靈參與救劫行列。此期毀滅浩劫正是成就仙佛大好時機，因

為劫運造就仙佛才，救劫成就仙佛果！ 

值此劫運之際，同奮們發揮「不為自己打算，不求個人福報」2大公無私的精神，

踵武師尊大慈悲願的宗教家精神，為救劫而奮鬥，積極培功立德，成就封靈回天繳旨，

回到  上帝身邊，始能與宇宙共始終，追隨師尊繼續在宇宙為救劫奮鬥。 

同奮們！不要錯失機會與時間，歲月不饒人，人在歲月時空之中運行於時間軌道

                                                 
1
《三期滙宗天曹應元寶誥》34 

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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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往前走，沒有退路，也沒有迴路，把握當今勤修「五門功課」，才不會徒嘆「時

不我與」！ 

貳、同奮基本條件 

（一） 勤修「五門功課」：各宗教教徒修持各有不同進修功課。不外使身心靈得到適度

祥和安靜，甚而消除心中煩惱，在一般宗教所謂消減業力牽絆。師尊以其 70 年以

上宗教修持經驗，殷切盼望同奮各個心性上有所進步，提出鼓勵同奮勤作「五門

功課」。 故而言：『靜坐班同奮天天做「五門功課」，自然可以解開先天業緣，因

果關係中許多奧妙，只有不斷奮鬥的同奮才能體會』。3  

(1) 祈禱誦誥： 

發揮人溺己溺的仁愛思想，「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大公無私，成就我為

人人的實質愛心行動。 

(2) 力行廿字真言： 

行持自己所認定的「人生守則」兩字，徹底力行其中一字。依據此廿字真言之精神，

作為為人處事的方針。上聖高真皆稟賦正氣，具有慈悲心腸、救世救人胸懷。遵行廿字

真言的意義內涵，視為做人做事準則，力約自己不逾範，日久月積正氣充塞，自有無形

護祐。 

(3) 反省懺悔認錯改過： 

早晚反省根據「人生守則」所選認其中一字精神內涵，檢視自己一日之中，所作、

所為、所言、所思、所見、所聞、甚而內在起心、動念等，一一審視有否合乎「人生守

則」，自選 2 個字的內涵與精神。 

若無，則需要加強反省懺悔，找出原因，逐漸斷除習性所引起的錯誤，讓自己的心

靈清醒覺悟。事實上，反省懺悔認錯改過，是洗滌心中汙垢良法，讓自己內心日新又新，

回復本來面目。 

(4) 填奮鬥卡： 

每天記載自己言行舉止，諸如參加祈禱、親和、誦兩誥、力行廿字真言、研究教義、

                                                 
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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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內經典、靜坐、熱心教內服務、參加教內活動、量力財施奉獻等，均為有益修為

之舉，進而逐漸提升正氣，使正氣日益充沛。 

(5) 靜坐： 

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因應劫運而來。《寶誥》˙〈先天總樞

聖聖誥〉「……遇三期九五之數，普開極樂之法門……」已明白垂示，劫運當前，修煉

靜坐已無法在肉體上用功夫，只有在神功上直接煉神還虛下功夫。 

而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中，配合靜坐必須先開天門、點道、默

運祖炁、原靈合體，才能幫助原人，早日修煉封靈，參予救劫行列。 

因此按時靜坐，不可間斷。尤其在百日築基期間，若能依照規定進行靜坐紮實基礎，

對日後提升境界，將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慧能六祖曰：「首任首席使者傳世之五門功課心法，實不離『直指人心，見性成佛』

可謂『萬法惟心，一道同風』。」4
可見「五門功課」與佛家修持，有異曲同工之處。  

（二 ） 基本信念（以師尊一生行儀為例）  

(1) 信：絕對信仰  上帝。 

師尊行道 70 年來，堅決信仰  上帝。絕對忠誠於  上帝。 

(2) 願：發大願、立大志。 

民國 69 年 12 月 21 日， 天帝頒詔，特准先天天帝教重來地球，在蓬萊寶島復興，

應化人間。並派師尊為 天帝教教主。師尊聆詔，惶恐萬分，以復興先天天帝教，旨在

行道救世，本教在天上既係 天帝立教，人間無人有此資格擔任教主，願有生之年，不

拘名位，為帝教效命，跪地痛哭，懇辭教主一職。 

同年 12 月 27 日， 天帝再度頒詔， 天帝自任教主，位居無形遙控，人間不再設

教主。 

因而改派師尊為「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作宇宙之先鋒，奠人間之教基」，

以台灣為起點，弘揚 天帝真道，呼籲世人急起從根自救，邁向精神重建、道德重整。

負起兩大時代使命： 

                                                 
4
《第三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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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延核戰毀滅浩劫。 

二、確保台灣復興基地。 

【 天帝詔命：                               樞機院恭錄 

謹按 

天運庚申公元一九八○年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七日 

李特首相降於凌霄直轄寶殿 

宇宙大主宰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御旨頒佈詔命： 

晉封道統第五十五代天人教凡間教主李卿極初為 

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 

傳佈宇宙大道       窮究天人文化 

化解核戰毀滅之浩劫    再造和平統一之中國 

力行三種奮鬥       促進三期大同 

奠人間教基        作宇宙之先鋒 

曉知三界十方       一體秉諭遵行 

敬維 

首任首席使者天命昭然   謹公佈受詔真相流傳後世永垂典範 】 5 

（天帝教復興後師尊修煉兩位文武首席封靈，詳《天曹應元寶誥》） 

 (3) 行：身體力行。 

師尊自皈依天德教蕭教主，以身許道一門深入，舉家西遷精神開發大 西北，攜眷

棲隱華山，看守西北門戶，以天人親和，完成《新宗教哲學思想》。 

蕭教主歸證，拜命陞座天人教主。抗戰勝利，完成  上帝賦予「第一天命」。 

                                                 
5 天帝教網頁線上書房＜首任首席使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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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聖諭中國將出現更大變亂，命往蓬萊仙島，確保台灣復興基地，展開「第二

天命」。 

隨後，闡揚宗教哲學思想，持誦「皇誥」、《寶誥》，哀求天帝教重來地球，化解

波斯灣風雲，負起兩大時代使命，力行「第三天命」。 

繼而赴日本富士山擴大祈禱，化解人類毀滅危機，並於洛杉磯舉辦祈禱大會，一路

悲願宏深。閉關百日，煉成「鐳炁真身」，更精實救劫力量。 

第二個時代使命中，分設輔翼組織，各有獨特建樹，培植堅貞幹部，訓練弘教專才。

力言確保台灣復興基地，兩度致函鄧小平，呼籲放手乾坤一擲。最後更不忘「中華一家」，

乃至聖靈歸晉金闕。6 

師尊一生行儀，足以讓同奮踵武腳步，修道南針。 

（三）：靜坐班結業同奮奮鬥方式 7 

1、犧牲奉獻：出心，貢獻智慧。出力，貢獻勞力。出錢，量力輸財。 

2、真修實煉： 

           （1）：培養正氣，切實做好四門基本功課。 

           （2）：鍛煉精、氣、神；即靜坐修持。 

叄、修煉封靈基礎 

    靜坐是修煉的一種方法，然而靜坐要有成效，需要配合時代需求的法門，才可發揮

功效，因此，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是唯一直修煉神還虛最快速的法

門。 

（一）修煉封靈的基礎，建立於性命雙修。 

（1）性功：煉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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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煉得不動，煉得一無所有。8     

                                                 
6
 同 5 

7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 6 

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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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認為，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此純為濃厚私心。修道人應將私心、名利心、

功名利祿之慾念心，逐漸淡泊。 

罪惡之源，因為有我。凡人之我，充滿私慾，此為污垢靈性主因。為使心性靈性清

潔光明，人必須使心性逐漸遠離慾念污垢。 

如何去除慾念污垢？唯有經過反省懺悔、認錯改過，找出造成錯誤的原因，再以「人

生守則」洗滌意念，逐漸清除污垢、回復本來面目。直到將心煉到不動心，見到可欲不

動絲毫念頭，才是真道心。 

煉心，煉到無感於外在的功名、利祿誘惑，欲達此境，首先必要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才有知，才可以明辨是非，以何為尺度？唯以「人生守則」作為「知」

的衡量標準；障道之因，心惑於慾望，困於私欲，迷於肉體七情所陷，「人生守則」正

可剝離迷惑、私欲、七情等所引之障礙，依「人生守則」內涵精神規範自己的內在與行

為，日日改過、日日漸新，藉「人生守則」修心養性逐步走向聖賢之路。果若人人皆為

聖賢，世間天下太平，才會有機會大同世界。 

道在身中，道在心中。煉心唯有無以為名、無以為道的境界，才能入於道中；在道

中進入無所謂道，進而無可名道。 

     再者，《黃帝內經》說：人之七情六慾，未能達到協調平衡，身體的氣隨之而有所

變化，身體五臟六腑就有不同生理現象的反應，對人體有損害。9 

《黃帝內經》談及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是屬於心。六欲：見、聽、

香、味、觸、意是屬身。10 

說明如下：11 

五臟 肝 心 脾 肺 腎 

傷 氣血 氣緩 渙 氣結 氣消 氣下 亂 

五志 怒 喜 思 憂 恐 

對治 憂愁 驚恐 怒 喜 思慮 

五行 木 火 土 金 水 

                                                 
9 《黃帝內經養生解全》p121 
10 同上p121 
11 同上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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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說明，五臟引起不同心理情緒時，所產生傷害與對治方法，其目的在於使身體

五臟維持氣的平衡，使營氣運行順暢。 

《大同真經》曰：「心氣相志 心志以道 是氣曰道 心志以厲 是氣曰厲 心志

以昏 是氣曰昏 氣志心神 是以不清是心 不寧是心 其宰是心 即心是神」。12煉

心、調氣、調冶心志，主宰氣之變化乃在於心，亦是在神。 

師尊曾說：「喜、怒、哀、樂，過即不留」13，若留在心中是一種負擔，傷氣。 

因此，煉心功夫，就是要達到一心不亂。一心不亂，七情則有節、六欲則不起。七

情有節、六欲不起，見可欲而不動心，念欲之際，敏而察知，一轉念將化邪為正。一心

不亂其氣則平、則正，不偏不邪，才能產生正氣的作用。 

故而《孟子》˙〈公孫丑〉上（二）說「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行有不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14。其意言明：「行有不慊於心，則餒矣」。 

師尊教導同奮反省懺悔，在於藉廿字真言之力行，心以配道、以長正氣；正氣於焉

充塞與體行生活中。 

〈康節夫子〉曰：「修道養性，患在不明心性，去私欲，明心性。任至誠，則無所

不適。」15  

另外，《唱道真言》說：「靜以養心，明以見性，慧以觀神，定以長氣，寡欲以生精，

致虛以立意，此要訣也。靜則無爲故心清，明則不昏故性見，慧則能照故神全，定則常

存故氣舒。寡欲則一元固，故精生；致虛則萬緣空，故意實。此要訣中之要訣也」16  

《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17是也，以氣合神，操持爲要；所謂「持其志，

無暴其氣」18是也，以精合神，清虛爲本19；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20是也。 

                                                 
12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p12 
1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38 
14

《新譯四書讀本》孟子公孫丑篇p 368 
15

《第六期師資高教訓練班聖訓集》p 87 
16

《唱道真言》卷一 
17

《新譯四書讀本》孟子盡心章句（一）p 601  
18

《新譯四書讀本》同上公孫丑上（二）p 367  
19

《唱道真言》卷一 
20

《新譯四書讀本》孟子盡心下（三十五）p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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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聖賢之輩，先以明心、養性、淨心、正心、潔欲、養正氣為入手。煉心即

是養正氣，因心氣相關。 

（2）命功：內煉精氣神、外煉有形體之鍛煉。煉精化氣、煉氣化神。21 

1：外煉有形體之鍛煉。 

修煉首重於有肉身上的精、氣、神，因有精、氣、神存在，始能內化能量。（死後

即無能為力22，因為沒有精氣神，沒有上藥三品、精與氣神，可以煉精化氣、煉氣化神） 

 一般人所謂精力旺盛，不僅是體力，另包含精力、腦力等。身體是小宇宙，配合

天體運行，在 24 小時之中，進行身體各種機能，進行排毒、消化系統、造血系統、經

絡運行營氣、衛氣功能，產生保護身體陽氣，減少邪氣侵擾，主要在於維持肉體生理機

能的運行，展現人生命現象，發揮人在世上的功能與作用，直至生、老、病、死，肉體

機能發揮到最後一刻。 

但是，人可利用各種方式、方法學習到養生、長生，甚而成仙等之方法，首先就要

保養身體的機能，維護五臟、六腑器官功能生命。 

黃帝到崆峒山向廣成子問道，告知曰：「必靜必清，無勞女形，無搖女精，乃可以

長生。目無所見，耳無所聞，心無所知，女神將守形，形乃長生。慎女內，閉女外，多

知為敗。……」23此為說明養生在於固葆精、氣、神。 

《黃帝內經》說：「寅時自手太陰肺經開始，卯時注于手陽明大腸經，辰時注于足

陽明胃經，巳時注于足太陰脾經，午時注于手少陰心經，未時注于手太陽小腸經，申時

注于足太陽膀胱經，酉時注于足少陰腎經，戌時手厥陰心包經，亥時注于手少陽三焦經，

子時注于足少陽膽經，丑時注于足厥陰肝經，週而復始。」24規律的生活，在於養生、

保養生命的能量，符合于宇宙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黃帝內經》云：「余聞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合於術數，食飲有節，

起居有常，不妄作勞，故能形與神俱，而終其天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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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耗散其真，不知持滿，不時御神，務

                                                 
2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 23 
2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77  
23

《新譯莊子讀本》在宥篇第十一p172 
24

《黃帝內經養生全解》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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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其心，逆其生樂，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25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不救。」26一個人若不能懂得養生，依照生理時鐘進行一

日生活的調節、休息、活動、睡眠，消耗自身的精、氣、神，超過體力勞動時間，形體

終至漸弱，直到衰老、元氣盡耗，無法享天年，殊為可惜。 

所以在外鍛煉有形體，日常生活起居，必須要依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睡早起，

吃飯定時定量，多喝水、多運動鍛煉身體，少吃油膩、少吃鹽、少吃甜食，讓身體血液

循環運行順暢，血管內少油垢，免除腦充血中風等現象。 

因此，飲食口欲對身體健康及心性關係至大。如：崇道真人慈示：「由口齋心齋，

以誠敬清敬之心，配合無形應化。食之滿足容易，欲之調伏難矣!先以飲食的節制作為

修心的入門功課。」27日常生活飲食一環，影響心性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道德經》曰：「塞其兌，閉其門，終身不勤。」28；「耳目口三寶，固塞勿發

揚」29 亦在說明節用精、氣、神，養生之法著重於精、氣、神與耳、目、口之間關係。 

天人教主傳示：「少思寡欲」則可「養氣」、「持氣」。以正大光明之心，養浩然正氣。

保持「心正、意誠」念念中正、心心清淨、心平氣和，隨而偶安，少耗氣、不動氣30。

鍛煉精、氣、神，必須以此而為之。  

《唱道真言》曰：「凡人情欲未斷，則精是陰精，非陽精也；氣爲陰氣，非陽氣也；

神爲陰神，非陽神也。何以精爲陰精？凡身中之火爲情欲所發，此爲陰火。精爲陰火所

灼，則命門之精隨火而泄，是以陽精無形，陰精有質。何以氣爲陰氣？-----何以神爲

陰神？神本陽也，被七情六欲驅遣，陰精陽氣埋沒在下，如一塊炭火置之冰窖之中，熱

不能勝寒，陽不能勝陰，君子不能勝小人也。總而言之，精氣神爲先天之物，則件件皆

陽；爲後天之物，則件件皆陰。」31  

 老祖宗秉承前人留下之智慧，經過實際生活運用得之，將其經驗、智慧累積，留

傳後世，後人步行其腳印，落實養生之道，保足精、氣、神，運用於修道靜坐，始能開

創新生命。延續文化精髓的傳承永續不斷，可謂用心良苦。 

                                                 
25

《黃帝內經養生全解》p41 
26

《新譯老子解義》道德經 第 52 章p331 
27 第三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p93 
28

《新譯老子解義》道德經 第 52 章p331 
29

《周易參同契》第 66 章p123 
30 第三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p101 
31

《唱道真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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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坐修道，除養生、保生之外，更要注重調和情緒與七情六之間的關係。外煉有形

體，配合宇宙（為一大天）與小宇宙（人為一小天）之間調和性。淡化個人私慾，減化

個人的俗念，由多而少、甚而至無，由濁而淨、而潔。以人心而應天心，逐漸由後天關

係轉化為先天的本質。如唱道真言所言：「斷除情欲使精、氣、神，由陰性而轉為陽性」。 

2：內煉精、氣、神。 

靜坐方式，以法華上乘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為之。先行修煉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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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奠修煉封靈之基。32 

〈玉皇心印妙經〉曰：「上藥三品，神與氣精」33。唱道真言：「心靈則神清，神清

則氣凝，氣凝則精固」34。 

精、氣、神三者實為一、不可分。順者，神化氣，氣化精。逆者煉精化氣、煉氣化

神。故而命功之鍛煉在於節勞、節欲，適時活動與休息，進而配合道家正規修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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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若能配合性功的修煉，始知性命合一。 

 師尊說：修道人大忌即在「漏」，只有希望「少漏」、而至「不漏」36。《周易參

同契》第 89 章「引內養性，黃老自然。合德之厚，歸根返元。盡在我心，不離己身。

抱一毋舍，可以長存。」37 

又第 66 章「排却眾陰邪，然後立正陽。修之不輟修，庶氣雲雨行。」38修道心正，

則氣正，排除心思與體內之汙濁之氣，成為陽氣。持續不斷，行持日久，自然正氣、陽

氣，周佈全身，其功在於不斷與不漏。 

世上只有人類特有三寶：精、氣、神，打坐即在「鍛煉精氣神，創造新生命」，先

天之精、氣、神是元精、元氣、元神，從母體中先天帶來。39 

                                                 
32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24 
33

《玉皇經》今注今譯p47 
34

《唱道真言》卷二 
35

《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p30  
3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45 
37

《周易參同契》第 89 章p174 
38

《周易參同契》第 66 章p 123 
39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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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乘的修煉法即在修煉元精、元氣、元神。傳統上總離不開後天的凡精、凡氣、

凡神，首先即開始從煉後天之陰精下手，由後天返先天，從有形還無形的功夫。40 

煉精化氣，用己身之三昧真火，把後天的陰精燒煉化成元精，再化成氣。性功修煉

到不動心自然可以靜到極點，所謂「虛極靜篤」生理與心裡的狀況。就會出現「真火」
41。 

師尊說：「一切放下，放下一切，一切不想，不想一切」，才能真火發動，心靜則

陽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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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自己體內陰陽水火自己栽接調和，根本不用身外的陰陽。42 

先天一炁玄福子聖訓曰：「昊天急頓心法則是強調個人精神上之煉靈功夫，只要煉

精化氣煉氣化神，二階段呈現 30%道功熱準程度。則即刻可進入『直修』煉神還虛階段，

靈身（凡靈）凝結無形金丹：最後可直接恩受教主  上帝詔封，而告證道，成為法身，

此乃急頓心法殊勝之處。」43 

天人教主傳諭曰：「加強命功鍛煉，多做性功煉心，性命修雙管齊下，再修神功。

奠定凡靈修煉封靈之基礎。」44 

（3）神功：煉神還虛，煉虛合道。 

修煉救劫急頓法門首先要煉「凡靈元神」「元神」就是「凡靈」（凡夫俗子之靈魂），

此與天上之 「原靈」相對應，有別於佛家中「識神」及一般人所稱之「陰神」，煉元

神是修封靈的基礎，主要再加強鍛煉命功。45 

煉元神步驟，詳《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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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溫養，還有原靈來相助，可使凡靈元神逐漸堅強壯大，

一旦修煉成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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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要修煉元神有成，必須勤修法華靜坐。在勤修苦練奮鬥過程中，昊天有一股正氣力

                                                 
40

 同上P 44 
41 同上P 47~48 
42 同上P 47~48 
43

《第四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p 238  
44

《第六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p 222  
45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68 
4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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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默運祖炁、真炁）加持於你的元神。47 

1：修煉元神有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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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昊天正氣凝結而成之原種）。48具備以上之條件方足以繼續

修煉封靈。 

肆、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 49 

（一）心理狀態：心無所住，一切放下，放下一切；心無所注，一切不想，不想一切。 

（二）生理狀態：修持不用思毫人為的力量，全在修一己之陽炁，以接  上帝靈陽真炁，

就是配合本教特有的祖炁，一經調和，聽其自然運化。 

（三）靜坐心理狀態：經常保持將睡未睡，似覺不覺身心放鬆的心理狀態。此為依據自

然法則而修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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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神俱妙的境界，促成救劫急頓法門，修煉封靈，早日成就身外之

身。此說明直修的特點，在於「自然無為」一切靜坐修持之中，所有鍛煉過程與

各階段的變化現象，均不著重於人為作用。 

 修煉封靈方法：50 

       

1：發大願力，引來先天一炁配合自然無為心法，勤參法華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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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奮修煉昊天心法救劫急

頓法門，只要真正肯立大志、發大願，一定可以了斷生死，永不輪迴將來到帝教總殿，

和師尊一起「作宇宙先鋒」。 

2：奉行四門功課，信心不惑，以自我突破。 

所謂信心不惑，即是絕對的信仰  上帝，沒有一絲一毫的疑惑（將信將疑、懷疑），

經得起打擊磨考千磨萬考，始終不退志，在日常生活中以四門功課不斷奮鬥，一心不斷

奮鬥，一心不亂朝著目標努力，最後達到適切配合的熱準「心誠則靈」，自然可以突破

                                                 
47 同上P79 
48

 同上P26 
49 同上P24 
50

 同上P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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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束縛。（不受五行限制）   

3：誠心誠意持之有恆，不懼任何困難，堅持到底，完成上天所交付的使命。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69-71 

同奮日常奮鬥過程中，須有：恆心、誠心、信心、耐心、勇猛心、精進心，凡事持

之有恆，不怕磨考和道考，積極向上，發揮正氣的力量，在人道上以不變應萬變，自然

可以完成天命。救劫急頓法門修煉方法還是要依照天帝教教綱所訂：奮鬥初乘、平等中

乘、大同上乘，循序而修。同奮最後，人人才可以造就人中仙佛。 

救劫急頓法門的關鍵階段，就是在上坐煉元神之後，扣手印開始靜坐，進入「自然

無為」，不用絲毫人為的力量與意識，然後漸入「定靜忘我」的境界。51 

為道日損，為學日益52。為道日損，損己欲與多慮，使心趨於平靜、寂空，進而有

妙。 

忘我之前，要先能「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切不想，不想一切」53。心逐漸靜、

定，與時日進，自然在虛極靜篤之下，進入渾渾噩噩的狀態，逐漸感到手、腳、身體整

體消失，只覺「一靈常照」54（ 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55。 

無形之中氣機仍在隱隱發動，陽氣上昇，得到靈陽炁氣的加持，在任、督脈中排出

陰濁之氣，自自然然在周天運轉，開關通竅，盡入形神俱妙的境界，然後才能促進救劫

急頓法門，修煉封靈，成就身外之身。56 

修煉封靈的要訣就在對五門功課「持續不斷」的奮鬥 57。以及效法師尊「奮鬥精神」，

要向自己不斷奮鬥，把握本較特殊的機緣，持續不斷地奮鬥，最後您們修煉的封靈一定

會成功，立地成為人間仙佛，您的封靈便是您的身外身，來往天上人間，負起無形應化

有形的任務，完成您們的天命，可以了斷生死，永生共存。58 

伍、結 論 

                                                 
5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72 
52

《新譯老子解義》P309  
53 同上P73 
54 同上P74 
55

《新譯莊子讀本》大宗師第六P117 
56 同上P74 
57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79 
58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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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三期劫運，才有方便法門，唯有帝教同奮參予救劫行列，才能享受到特殊急頓

修煉法門，成就封靈參予無形救劫之運作。 

「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直接煉神返虛修煉功夫之法，但先前

之準備條件，則建立在「性命雙修」的功夫之上。煉心與形體內外的鍛煉，若無法達到

相互性配合的進展，對煉神返虛的幫助將有所影響。 

「不動心」「健康身體與充足的精氣神」是修煉「元神」的基本要項。進而持續「不

斷」五門功課的修煉，「不漏」（心思、意念、欲望以及精、氣、神）保持已回復「元精、

元氣、元神」修煉的元素，早日成其大功。   

效法師尊的宗教家大慈悲心、發大願，激發潛意識的內在精神力量，發揮「不為自

己打算，不求個人福報」的宗教徒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以真誠的心，逐步完

成自己所訂定的奮鬥目標（人道上的時間安排與修道時間的進程目標），奉獻心力智慧

弘揚教化工作，以感召更多的有心人（原人）共同完成救劫的工作與宗教的時代使命。  

化延毀滅劫運，再造人間極樂世界，讓人類的生命能得延續，更有寬闊生存的空間。

轉化人心趨於祥和，人類和平共存於地球上。共創自然中的生命內涵，使自然生命的意

義，充實於宇宙之中。  

有以上培功立德、進德修道充足內涵，加上真修實煉，自助於堅實信心之基礎，靜

坐以真修為自我要求，以功德為輔，步步為營一步一階。不懼艱苦，堅定於對  上帝的

信心，以至誠的信念貫徹師尊所教導的修道功課，自我要求完成時代使命所賦於的救劫

與弘教工作。 

人生短暫，轉眼年輕變老人。時代的巨輪往前不退回，時間的巨河一去不復返，惟

有把握機會與時間，相信師尊所傳授修煉方法，堅持到底，在此生自可達到成就封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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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修煉封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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