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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麗 卿 (敏 肅 )
天人親和院提供

摘

要

目前《天人醫案》聖訓共輯為二冊：《天人醫案聖訓專輯 I》和：
《天人醫案聖訓專
輯 II》。輯錄的聖訓為歷年來同奮申請無形批答的聖訓，共有 570 幾則，時間自民國 74
年至 94 年，共計 20 年，歷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與第二任維生首席使者。在這些聖訓
中，有些只提到前世種下之因，卻未說明今世所得之果，因為今世之果應該是已寫在個
人的無形批答申請書中。有些提到今世之果，也說明乃因業力催討，但是並未明說前世
種下之業因為何。有些則比較有明確提到前世因以及今世果，本文擬對比較有明確提到
前世因以及今世果的案例做一整理與說明。這些案例共有 16 個，分為 6 類。第一類 5
個案例是有關眼、鼻、舌、皮膚等特定身體部位的疾病；第二類 3 個案例是有關殺生而
引發的疾病；第三類 2 個案例是有關毀人名節、毀人家破人亡而引發的疾病；第四類 2
個案例是有關行醫誤失致人於死而引發的疾病；第五類 2 個案例是有關欺壓善良而引發
的疾病；第六類 2 個案例是有關修行者迷戀神通、背信忘義加害道伴而引發的疾病。
忝為《天人醫案》研究小組之一員，希望在研讀過程中，更了解人生的目的與奮鬥
的意義，更能把握有限的生命，及時奮鬥，也希望能與同奮分享研讀心得，這就是我要
撰寫本文的動機。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的過程與歷練。除了生、老、病、死必
修課程以外，人生當中還有一些意外與變故，挫折與委屈。當我們面對這些人生課程時，
當謹記上聖高真的叮嚀與訓勉，挺起胸膛，勇敢面對，重新調整自己的步伐，重新出發，
走出黑暗與陰霾，迎向光明與希望，這就是本文期望能達到的目標。

關鍵詞：天人醫案、前世因、今世果、病考、身考、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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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麗 卿 (敏 肅 )
壹、 前言
關於天人親和，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曾經開示：
「『天人親和』在本教《教綱》訂
為『教魂』，無論是宇宙進化史實，或無形諸天上聖高真之智慧結晶，或先聖先賢之人
生奮鬥歷程，皆可透過天人親和方式而傳達人間，都是信仰

天帝宇宙大道之精神資

糧。遵之！行之！人類思想文明可以永久以宇宙之自然法則而發展不已！」 1 《天人醫
案聖訓專輯》也是天人親和的精神資糧，值得我們遵行。

貳、 傳下天人醫案聖訓之上聖高真
目前二冊的《天人醫案聖訓專輯》共收錄 570 幾則聖訓，這些聖訓分別由 17 位上
聖高真傳下，他們是先天一炁機禪子、一炁宗主、南屏濟祖、太覺威靈大天尊、首任首
席使者、維法佛王、首席督統鐳力前鋒、首席正法文略導師、萬定師主、首席承天智忠
玄君、華佗、天醫院孫真人、張仲景天醫、扁鵲、法源首席童子、醫療首座童子以及診
療首座童子。其中，南屏濟祖、太覺威靈大天尊、萬定師主、華佗、天醫院孫真人、張
仲景天醫以及扁鵲只傳過一則聖訓；維法佛王和首席督統鐳力前鋒傳過二則聖訓；先天
一炁機禪子傳過三則聖訓；一炁宗主和首席承天智忠玄君傳過五則聖訓；首席正法文略
導師傳過七則聖訓；診療首座童子傳過 23 則聖訓；首任首席使者傳過 26 則聖訓；醫療
首座童子傳過 57 則聖訓；其餘四百多則聖訓皆由法源首席童子傳下。
首先，我們來認識傳下最多天人醫案聖訓的法源首席童子與傳下次多聖訓的醫療首
座童子以及診療首座童子。法源首席童子是「龍虎門」的主持 2 。「龍虎門」是本師世
尊駐世時在無形的隨侍童子，開始於華山時代。當時「龍虎門」有二萬餘名童子，下分
七組，其中一組為「醫療組」，醫療首座童子和診療首座童子就是隸屬於醫療組。本師
世尊證道後，在第二任維生首席使者時期，於民國 96 年 2 月 26 日丁亥年 1 月 9 日

上

帝至誕日，由金闕應元禮部尚書奉御命頒佈龍虎門組織新命 3 ：「龍虎都令特使：李法
源。兼駐人間首席使者之總護法。」法源首席童子新封號為龍虎都令特使。此時龍虎門
1

《第一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頁 373，首任首席使者 87.8.15 聖訓。

2

《清靜資糧編要》頁 18-19。

3

《天帝教教訊》278 期，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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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共有七萬五千餘員，下分八組，其中一組為「醫療奮鬥群」
。龍虎都令特使李法源仍
然擔任龍虎門的主持，並且身兼駐人間首席使者的總護法。在此之前，駐人間首席使者
的總護法為王總天君 4 ，而駐人間首席使者的副總護法為法源首席童子 5 。
接下來，我們來認識其它傳下天人醫案聖訓的上聖高真們。先天一炁機禪子是鐳力
阿道場的總護法以及新制帝教總殿護法府的主持 6 。「護法府」負責人間天帝教護法系
統，執行各項護法任務，
「龍虎門」全員納入編制。一炁宗主和首席承天智忠玄君是「蓮
花聖境」與「清涼聖境」的共同總主持 7 。南屏濟祖是清涼聖境「洗心悔過府」的主持
8

，主司洗心、補過的作業 9 。太覺威靈大天尊是本師世尊靈系中二位本靈之一，
「由元

靈修證而初始孕化者，謂之本靈。」10 萬定師主洪武是本師世尊靈系中十二位始靈之一，
「由眾生世界，修成果位，初始證道者，謂之始靈。」11 萬定師主目前是台南縣初院玉
穹殿殿主。華佗是金闕凌霄寶殿「御醫院」醫學講習班的主持 12 。天醫院孫真人（孫思
邈）是清虛上宮「天醫院」的主持
的主持

14

13

。張仲景天醫是清虛上宮天醫院「首席醫療小組」

，負責首席使者的醫療業務。

叁、前 世 因 今 世 果 案 例 與 上聖高真所勉勵的因應之道
根據二冊《天人醫案聖訓專輯》，茲摘錄一些比較有明確提到前世因與今世果的案
例以及上聖高真所勉勵的因應之道。
表 1：前世因今世果的案例：眼、鼻、舌、皮膚疾病
案例

前世因

今世果

1.

未能遵守「非禮勿視」之規範原則

2.

前世造惡虐待牛群，於牛群之鼻樑數度穿孔，加掛鼻勾，導致 鼻病久久不癒
牛鼻出血膿生菌而死之業力使然。多世前身為員外，家富田地
且擁有龐大牛群以耕種。值年乾旱，農田缺水，員外心生貪心，
於是命人驅牛群至田中乾耕，牛群犁田艱辛，員外意為牛群偷

4

《天語傳真》頁 48-49，維法佛王 73 甲子年 9.15 聖訓。

5

《清靜資糧編要》頁 19。

6

巡天節聖訓錄《監觀四方 二》頁 575，極初大帝 96.2.12 丙戌年 12.25 聖訓。

7

《天帝教教訊》278 期，頁 82，金闕應元禮部尚書 96.2.26 丁亥年 1.9 聖訓。

8

《天帝教教訊》278 期，頁 82，金闕應元禮部尚書 96.2.26 丁亥年 1.9 聖訓。

9

巡天節聖訓錄《監觀四方 二》頁 572，首席承天智忠玄君 96.2.12 丙戌年 12.25 聖訓。

10

《清靜資糧編要》頁 6。

11

《清靜資糧編要》頁 7。

12

《第一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錄》頁 90，天醫院院長孫真人聖訓。

13

《無形宇宙組織總成》頁 12。

14

《清靜資糧編要》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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懶，不願耕作，於牛群鼻樑重覆穿洞加掛鐵勾，連連數次，以
為鐵勾多，拉力重就可犁田，播種有希望。不體恤牛群平時辛
勤的耕作，百般凌虐，導致牛群因牛鼻化膿出血感染相繼死亡，
此怨氣匯集成業。
生性為好道之人，但因不辨真偽而信假為真，貪功燥進，講神
通求速成而誤人誤己。到處勸人迷信執信不務正途，並且以符
籙咒語等術騙人錢財，弄得人家破人亡毀於一旦，並且逞口舌
之快講得天花亂墜，多少人因此而認假為真誤了前程，因此而
有口腔潰瘍舌頭斑點乃為處罰前世誤造口業，傷人傷己之業障
病。

口腔潰瘍

4.

前世因喜逞口舌之爭而釀成一死三傷之因果

舌潰瘍、牙痛
與惡性腫塊

5.

○家先祖所結之惡業而禍延子弟：○家先祖來台之時，開懇荒
地不慎碰上一位千年修行之大蟒蛇，當時蟒蛇並無害人之意，
且於巢穴中帶領着一群小蛇修行，○家先祖見蟒蛇身長巨大，
恐將來危及身家安全，遂尾隨至洞穴中，放了一把大火準備將
洞穴中之蛇群予以焚化。大蟒蛇雖於洞穴中另闢生路逃避，但
○家先祖卻趕盡殺絕，將一整群蛇活活燒死，蛇皮都被燒的紅
斑狼跡片片。此大蟒蛇雖被活活燒死，但其修行千年，已小有
功力，由於修行不成轉怨為恨，執念難消，總想報仇。有一天
機會終於來了，它尋找多年又有法力之蛇精終於出現，它的靈
識和蛇精結為一體，展開報仇行動。剛開始對於○家給予警告
方示之病痛，或找幾個替死鬼，使他們早死轉生，以慰那些小
蛇靈，有朝一日要將○家毀於一旦，猶如○家先祖放的那場大
火，燒死了它全部的至親和夥伴。而○○同奮即是蟒蛇精尋找
的對象之一。由於○○同奮致力於修行，和蟒蛇當年修行乃是
相同，同為「好道」之士。於是蟒蛇良心乍現，不忍誅之，然
蛇精本靈貪念很重，不願意放棄此一盜寶良機，形成○○同奮
紅斑狼蒼瘡症時好時壞。由於蟒蛇和蛇精雙靈相結已久，已抽
不出身，大蟒蛇悔不當初，但束手無策，於是透過種種管道，
讓○○同奮進入帝門，以求首席師尊伸出援手，施予診救。

紅斑狼瘡症狀
甚為複雜

3.

舌頭斑點

從表 1 的 5 個案例來看，案例 1：前世未能遵守非禮勿「視」而導致今世「眼」疾。
案例 2：前世造惡虐待牛群，於牛群之「鼻」樑數度穿孔，加掛鼻勾，使牛鼻出血
膿生菌而死，導致今世「鼻」病久久不癒。案例 3：前世誤造「口」業，逞「口舌」之
快，誤人誤己，騙人錢財，弄得人家破人亡，傷人傷己，導致今世「口」腔潰瘍「舌」
頭斑點。案例 4：前世因喜逞「口舌」之爭，釀成一死三傷，導致今世「舌」潰瘍、牙
痛與惡性腫塊。案例 5：前世放火燒死洞穴中之全部蛇群，趕盡殺絕，一整群蛇活活被
燒死，蛇「皮」都被燒的紅斑狼跡片片，導致今世罹患「紅斑狼瘡」，症狀甚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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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5 個案例很明顯可以看出，今世身體某些特定部位的疾病，的確是直接來自於前世所
造下的因。針對以上 5 個案例，上聖高真給的因應之道如下表：
表 2：案例 1-5 因應之道
案例

疾病

共同的因應之道

個別的因應之道

（五門功課、誦經、誦真言、天人炁功等）
1.

眼疾

1.發自內在真心地懺悔，並發心積極培功 隨時隨地感禱祈求無形
立德，以消減宿業。
眼光帝君慈悲加持，以
利早日重見光明。
2. 天人炁功
3. 黃表

2.

鼻病

1.必須從今日起，加強反省懺悔，洗心革 愛護小動物
面，愛護小動物，一清累業。一日有錯一
日洗，總有一天洗清累世所積欠之業力。
2.積功累德，加強誦誥，早日誦完靜坐班
所批示之皇誥，對於鼻病或有助益。

3.

口腔潰瘍

1.廿字甘露水

舌頭斑點

2.誦廿字真經二百本化解因口業所延生
執著之力
3.天人炁功
4.真誠上光殿認錯改過

1.此世更宜謹言慎言，
勿再逞口舌之快而傷人
傷己，誤導群眾。宜重
口德。
2.少食剌激性之食物，
保持口腔之潔淨舒爽。

5.力行五門功課，加強正氣培養，以正氣
抵禦因果，加強陽質射線念力放射，以認
錯改過心態迎接 上帝親和光照佛。
4.

舌潰瘍、
牙痛、
惡性腫塊

1.在病中多多思過，儘力做好四門功課， 1.勿有口舌之爭
發真誠懺悔心，懺悔前業，反思今生，尤
2.勿有不良飲食
其是「做人做事是否仍有逞口舌之爭與不
良飲食之病」，有則誠心改之。
3.出心、出力、出錢
2.即知即行，心生懺悔，應懂得珍惜福
緣，以「出心、出力、出錢」方式，多培
功立德，自然有助改善身、心、靈之病。
3.每日早、晚自誦廿字真言五百聲，可默
誦，誦畢祈求廿字甘露水服下。

5.

紅斑狼瘡

1.反省懺悔

○家和蛇群之業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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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2.全家虔誦皇誥五十萬聲迴向，消除蟒蛇 遠，亦非完全能於短期
間一筆勾消，所謂「有
之怨氣。
冤報冤，有仇報仇」乃
3.至於蛇精部份，由於得千年蟒蛇之合靈 靈界之律，今首席師尊
才足以氣焰高漲，請以廿字真言五萬聲迴 慈悲，想代為化解，惟
向，洗其心，其他後續工作自然有無形降 仍必須看○家有無此機
精之護法童子作業。
緣，肯相信、肯奮鬥，
則無事，不相信則自作
4.黃表紙
自受。
5.廿字甘露水
表 3：前世因今世果的案例：殺生

案例
6.

前世因

今世果

○○同奮前世乃一修行者，因於山中為維護生存而殘殺蛇精 蛇精和魚精纏身
和魚精，由於蛇精和魚精之怨氣不消前來催討，而導致有今
日之業報身。
○○同奮和蛇精、魚精之糾纏，表面上看似簡單，其實不然，
為阻礙○○同奮此世修行，牠等無所不用其極。

7.

前世是漁商，為經商買賣而大量殺生。

難治之症

8.

前世「殺業」太重：於前世為生活上山砍柴，求一時之便， 肺癌
放火燒野草，火勢一發不可收拾，多少生靈因而被煙嗆死、
被火燒死，怨氣深重，此世紛紛前來催討，因此一發病就是
在氣管、支氣管而至肺部。依今生之奮鬥，本可化消此一劫，
然因不能持之以恆，以致諸業緣有機可趁。
從表 3 的 3 個案例來看，案例 6：前世為維護生存而「殘殺」蛇精和魚精，導致今

世被蛇精和魚精纏身。案例 7：前世漁商為經商買賣而「大量殺生」
，導致今世罹患難治
之症。案例 8：前世「殺業」太重，放火燒野草，許多生靈被煙嗆死、被火燒死，導致
今世罹患肺癌。這 3 個案例也很明顯可以看出，今世身體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確是直接
來自於前世所造下的因。針對以上 5 個案例，上聖高真給的因應之道如下表：
表 4：案例 6-8 因應之道
案例

疾病

共同的因應之道

個別的因應之道

（五門功課、誦經、誦真
言、天人炁功等）
6.

蛇精和魚

1.虔誦三十萬聲皇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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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纏身

德迴向
2.黃表紙
3.廿字甘露水
4.於家中虔誦廿字真言十
萬聲迴向

上看似簡單，其實不然。為阻礙○○
同奮此世修行，牠等無所不用其極，
因此要病情有顯化，除了有信心外，
更需耐心配合方能見效，並感之於
誠，不畏艱難而持之以恒，則上蒼必
有顯應。

5.最好能參加這期正宗靜
坐班，以助「性靈」之清明，
對於病情之康復將有所助
益。
7.

難治之症

1.每天耐心地接受天人炁
1.希其今後謹言慎行，否則將自誤誤
功，切忌重病亂投醫，以免 人，報應難逃。
延誤病情。
2.凡事要三思而後行，切勿人云亦
2.每天個別誦誥至少一千
云，自毀前程。
聲皇誥，不疾不徐，煅煉身
3.今後應即茹素禮道，減少殺孽及體
心，淨化靈魂，冀求消清冤
內陰濁之氣，否則，一切醫療措施將
孽，改善體質，變化氣質。
徒勞無功！
4.禁食蠶豆，以減少體內造血機轉受
到阻斷，造成氣血不足，皮膚乾燥，
加重病情。並適時每天攝取天然鈣片
鈣膠囊，以防止骨骼鈣化所引起造血
不足之後遺症。

8.

肺癌

1.天人炁功

1.化療會破壞靈體的觀念，乃是不正
確。

2.黃表

2.至於以生機療法以及中藥治療，殊
不知生食療法並非完全適用各種體質
，一旦體質不適合，反而加速病情惡
化。中藥用量是否切合當前體能虛弱
情況？二者均應慎重其事。
3.只要能慎選醫生，不限於中醫或西
醫，並確實遵行醫師之建議，進行必
要的有形治療，配以無形炁療，才可
望轉危為安，否則恐會收相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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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前世因今世果的案例：毀人名節、毀人家破人亡
案例

前世因

今世果

9.

毀人名節

精神官能症

10.

毀人一家三口家破人亡

受精神打擊與折磨之苦

從表 5 的 2 個案例來看，案例 9：前世「毀人名節」而導致今世「精神』官能症。
案例 10：前世毀人一家三口「家破人亡」，導致今世飽受「精神」打擊與折磨之苦。這
2 個案例也很明顯可以看出，今世飽受「精神」打擊與折磨之苦，的確是直接來自於前
世所造下的因。針對以上 2 個案例，上聖高真給的因應之道如下表：
表 6：案例 9-10 因應之道
案例

疾病

共同的因應之道

個別的因應之道

（五門功課、誦經、誦真言、天人炁功等）
9.

精神官能
症

1.夫婦宜多多培功立德，並加強虔誦一千 建議使用「甘麥大棗
本廿字真經，共同迴向其子，消冤解孽， 湯」、「溫膽湯」等複方
早日安康。
混合使用，以求無形與
有形之雙效！
2 安排○子○○勤加練習誦唸廿字真
言，藉以感動怨靈，提早化解孽緣。
3.配合接受天人炁功、黃表紙、甘露水。

10.

精神打擊
與折磨

1.其雖誦唸六十萬餘聲皇誥，然而卻因時
常受干擾，於誦唸皇誥時，始終無法心口
如一。繼續虔誦皇誥（最好是參加集體誦
誥），如遇心中出現異聲，則不與陰靈對
話，持誦到底。
2.於平時行、住、坐、臥之中，口中隨時
唱誦廿字真言，如環境因素允許，則配合
播放廿字真言錄音帶，以求收攝心神，鎮
邪安寧！
3.天人炁功
4.黃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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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前世因今世果的案例：行醫誤失致人於死
案例
11.

前世因

今世果

○○曾與○家之一位先祖有一段淵源：

全身重病

○家之先祖習醫，當年療治○○時，有一次不慎用錯一
味花藥而導致○○提早歸天，種下因緣業力，而有今日
投胎○家了結業緣之果報。○○雖有委屈，但亦必須以
如同當時之全身重病之軀再度來人間受苦，這是他的業
力。
12.

於某世曾為醫，行醫濟世救人，在醫理好求新、求變， 病魔纏身
不喜墨守成規。雖是活人甚眾，但也誤醫多人。一方面
病痛陸續接踵而至
遊走四方，繼續為人醫病，一方面堅持繼續實驗的理
念。多少人因此而亡，因果循環，有以致之。
異變細胞急速發展
頸部甲狀腺腫瘤
表 7 的 2 個醫生誤醫致人於死案例，都是全身重病與病魔纏身。針對以上 2 個案例，

上聖高真給的因應之道如下表：
表 8：案例 11-12 因應之道
案例

疾病

共同的因應之道

個別的因應之道

（五門功課、誦經、誦真言、天人炁功等）
11.

全身重病

1 配合現代醫療，不可間斷。配合天人炁 1.儘可能尋求中藥調
功施治，每日至少一次。雙管齊下，先求 理，一方面避免過度傷
穩住病情。
及腸胃，一方面補氣調
身，加強抵抗力。
2.儘早持誦完成廿字真經九十九本，特別
迴向祈求化消○○與○家之恩怨。
2.精誠所至，金石為
開，逢此困境，更應愈
3.力行四門功課，持之以恆，身體會有改
挫愈奮，一秉積極、樂
善。
觀、進取、奮鬥之心態
4.○○應先參加靜心靜坐班，結業後持誦 以對，人道上的歷煉是
廿字真經五十五本，迴向祈求消清個人冤 天道上的資糧，以感恩
之心回報，焉知非福！
孽債。
5.先做好準備，有機會則參加正宗靜坐，
藉由先天祖炁之加持，對肉身加以改造。
於參加靜坐班期間，配合每日持誦《天人
日誦奮鬥真經》與《心經》各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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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家人於平日以代禱方式祈求廿字甘
露水，於空腹時飲用。逢斗期恭誦《天人
親和北斗徵祥真經》乙本，祈求延其壽。
12.

病魔纏身

1.先以至誠之心虔誦廿字真經五十五
1.生機飲食是可有利肉
本，以此功德迴向給身臨催討冤債，以助 體細胞之解毒、排毒功
其等普渡早超生。
能，配合正宗靜坐，可
以調整肉體機能，延緩
2.完成前項後，再持誦《天人親和真經》
異變細胞之急速發展。
與《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各四十九本，然
後在沒有強求的情況下，當作日常修持課 2.定時追蹤檢查亦是必
程，持續不斷持誦。
要。頸部甲狀腺腫瘤仍
應作放射線治療，此事
3.力行五門功課，積極培養正氣，以「省
不宜拖延。
懺-誦誥-打坐」為一完整課程單元，持續
而行。
3.「冤家宜解不宜結」，
認清因果關係，明白奮
4.雖是服用中藥，兼用生機飲食，並配合
鬥之道，奮發向上，克
靜坐、誦誥，但命功煆煉與天人炁功施治
服萬難，抵禦病魔。
仍不可省略。
5.家人多代禱、多虔誦《天人親和北斗徵
祥真經》，以助其勇往直前，迎接新命！
表 9：前世因今世果的案例：欺壓善良

案例

前世因

今世果

13.

欺壓善良

家業沉重，家事不遂、家考不斷兒
子業緣糾纏不清，精神錯亂，始終
無法恢復神志

14.

○○同奮此刻遭逢變故乃業力纏身使
業力纏身
然，緣○○同奮累世前出生富家子弟，嬌
遭逢變故
生慣養，生性怪僻，對於下人不能體恤，
言語苛薄、態度刁蠻，且瞧不起貧窮子
飽嘗苦果
弟，更不知愛護小動物，奢侈浪費、不惜
物力，每逢年節苛逼債主不留餘地，尤以
時值旱荒家倉充裕囤積居奇，以高糧價煎
逼貧民，致造惡業。
表 9 的 2 個前世欺壓善良案例，今世都是業力纏身與家考不斷。針對以上 2 個案例，

上聖高真給的因應之道如下表：
表 10：案例 13-14 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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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疾病

共同的因應之道

個別的因應之道

（五門功課、誦經、誦真言、天人炁功等）
13.

家事不遂
家考不斷

1.加強虔誦皇誥，無形將依功德與業障之
比例，從事不同程度之顯化。
2.平日於教壇光殿以外之處，宜加誦廿字
真經或真言，充為個人性之迴向。
3.於斗期時刻，默誦《天人親和北斗徵祥
真經》
，祝求諸星君移星換斗，燮調陰陽。
4.勤於煅煉「紫微諱」法技，事後默禱，
心誠則靈，自有不可思議效益。

14.

業力纏身
遭逢變故
飽嘗苦果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前世種什麼因，今
日得什麼果，○○同奮應加強道心，接受
考驗、以不變應萬變持續積功累德，衝破
業力，一秉天帝教之人生觀，積極向上奮
鬥，現正面臨交替關鍵，曙光即展，勉夫！

今生○○同奮飽嚐苦
果，以償前因夙業，幸
○○同奮能逆來順
受、奮鬥不懈，否則所
受變故更非今日之局
面。

表 11：前世因今世果的案例：修行者迷戀神通、背信忘義加害道伴
案例
15.

前世因

今世果

母子二人在累世修行中曾是道伴，因此今日有緣再結母
子，共了前段因緣。

一連串事端產生
母子慘遭變故

某世其二人均為修行者，但卻迷戀於神通，受外道所誘，
不肯按步就班，一味貪快講速成而沈迷於怪力亂神，騷擾
陰靈，操縱陰靈使其等不得安寧，並以陰靈號召群眾信
徒，聚集財源供他二人揮霍，二人不旦不知悔改且樂此不
疲，今日陰靈匯眾前來索求公道方有○家今日一連串事端
產生。
16.

○同奮與該女子之冤孽債：○○同奮與該鬼魂乃為好道之
士，結伴修行，但因○○同奮一念貪得修行寶典，以為可
以藉此早入仙班，而起了加害之心，致使該道伴雖未因此
身亡，但卻造成半身不遂的後果，必須以爬行覓食，終致
無以維生而活活餓死。該道伴含恨帶怨之心識一直想討回
公道，狀告至地府，地曹律例判處「依輪迴業力催討」，
而有今日前來催討之行為。

鬼魂冤孽夢
身體機能出狀況
頸椎以下、腰椎、
尾椎神經系統問題

從表 11 的 2 個案例來看，案例 15：前世二人修行迷戀於神通，沈迷於怪力亂神，
騷擾陰靈，操縱陰靈，今世再結母子緣，發生一連串事端，慘遭變故。案例 16：前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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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結伴修行，甲因一念之貪，加害道伴，造成半身不遂，必須以爬行覓食，終致無以維
生而活活餓死。針對以上 2 個案例，上聖高真給的因應之道如下表：
表 12：案例 15-16 因應之道
案例

疾病

共同的因應之道

個別的因應之道

（五門功課、誦經、誦真言、天人炁功等）
15.

一連串事
端產生
母子慘遭
變故

1.家中暫時不供任何神像，而應懸掛廿字
真言匾，早晚祈禱，每日虔誦廿字真言五
○○遍，以達二十萬遍為止，讓天地正氣
瀰漫○家，掃除陰霾，化戾徵祥，進一步
消解陰靈之怨氣，而不再作怪。
2.其二人之病況除了施以天人炁功炁療
外，並必須配合現代醫療用藥，且常飲廿
字真言甘露水，俾利於病情之康復。

所謂「冤有頭債有主，
冤冤相報何時了，解鈴
還需繫鈴人」
。望其母子
今後遵循正道修行，培
養正氣，不受邪道所
誘，積功累德衝破夙業
。

3.○○同奮必須增強信心、恒心，常上光
殿多為二人祈禱，勤誦兩誥，培養正氣以
不變應萬變，並將陰靈引往清涼殿等候坤
元輔教超拔，替它們開了一條永生之路，
必可永絕後患。
16.

頸椎以
下、腰
椎、尾椎
神經系統
問題

1.希望此生能奉行廿字，惟有過人之信心 1.行為不可有所偏離
與毅力，確實奉行廿字，以廿字為規戒，
2.不可有任何背信忘義
以信、願、行為準則，方足以超越命定之
之舉
束縛。
3.以現代醫學徹底全身
2.該道伴是得地曹依律批准「有冤報冤，
健康檢查，檢查重點為
有仇報仇」，只要是在令內行事，三曹均
頸椎以下神經系統。
不加涉入。現因○○同奮遇緣發心皈入帝
門，有意奉行救劫的使命，首任首席使者 4.發了願即要奉行到底
一本慈悲，指示化解此段「冤孽」之道， ，一以貫之，一門深入。
鼓勵一生奉行廿字，可以自渡渡人、自救
救人。但如行為有所偏離，該道伴即可依
令行事矣！
3.力行五門基本功課，絕對遵行廿字教
則，積極培養正氣，不可有任何背信忘義
之舉。
4.炁療
5.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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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日持誦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露水，
空腹時飲用，亦可加於米中煮食。
7.每日持誦「玉皇心印妙經」後配合靜
坐，提昇熱準。亦可以廿字真言或心經收
攝六根清靜。
8.虔誦「廿字真經」二十一本迴向給個人
冤孽債，化消過去之一段孽緣，助其普渡
早超生。

肆、及時積極奮鬥與持續不斷奮鬥之重要
從上述案例 8 上聖高真所勉勵的因應之道：「依今生之奮鬥，本可化消此一劫，然
因不能持之以恆，以致諸業緣有機可趁。」來看，我們應該警覺到，及時積極奮鬥與持
續不斷奮鬥之重要。身為天帝教的救劫使者，力行五門功課是不能放長假的，奮鬥必須
持之以恆，才不會給業緣有機可趁，趁虛而入。佛教有一著名案例也有相同意義的提醒。
西漢景帝接納袁盎的建議殺死晁錯，晁錯怨恨袁盎，累世都在尋找報復的機會，卻因為
袁盎十世皆為高僧，戒律十分嚴格，使得晁錯無法報復。唐朝時袁盎仍轉世為僧人，後
來被皇帝封為悟達國師。悟達國師因為受到帝王的恩寵，擁有過份豐厚的待遇，以致奢
侈浪費，揮霍無度，所以晁錯才有機可乘，在悟達國師的膝蓋上長出人面瘡，後來經聖
人調解，並賜予三昧法水，才使雙方得以解脫。佛教這一個案例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伍、非所有病因皆來自過去世，有些是今世造成
上述 16 案例，今世的種種和過去世的造作有很直接的關係。那麼，所有的疾病原
因都來自過去世嗎？非也！有些是今世所造成。茲摘錄二則案例如下：
表 13：今世因今世果的案例
案例
17.

今世因果

因應之道 / 聖訓勉勵

遭受邪靈侵犯：於參加
好友葬禮之時，曾有起
心動念之舉，故招引厲
鬼為之親和，以致煩擾
不已，身心俱疲。

1.時值心神未定之際，暫不進行靜參功課，俟神清氣
爽之時，再求進修靜參入定工夫。
2.加強祈懺工夫，以虔誦皇誥所得功德力量化除孽
緣，並於○院大同堂或家中勤誦至少十萬聲以上廿字
真言，迴向求超靈。
3.應速接受施治天人炁功，由此三管齊下，以求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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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除束縛而還神钁之軀。
列屬「天命換人命」性 雖無法完全恪遵師命，但為教奮鬥之無我精神仍為天
質，雖有天命加身，但 上人間所共鑑！
始終忽略謹遵首席師
尊之明示「注重養生保
健之道」，加以近半年
以來，奔波各地，親和
四方，以致呈現身心疲
憊。

18.

以上 2 個案例都是今世造成，與過去世無關。所以，我們不能將所有病痛都歸諸於
過去世。我們需要檢視自己的心念與言行，也要檢討自己是否忽略養生保健之道。

陸、不怨天、不尤人、逆來順受、吃虧就是佔便宜
人生在世，十之八九不如意，怨天尤人乃凡夫俗子常有的言行表現。以下 2 個不怨
天、不尤人、逆來順受的案例值得我們學習。
表 14：不怨天、不尤人、逆來順受的案例
案例
19.

20.

前世因、今世果

因應之道 / 聖訓勉勵

此刻遭逢變故乃業力纏身使然，緣○○
同奮累世前出生富家子弟，嬌生慣養，
生性怪僻，對於下人不能體恤，言語苛
薄、態度刁蠻，且瞧不起貧窮子弟，更
不知愛護小動物，奢侈浪費、不惜物
力，每逢年節苛逼債主不留餘地，尤以
時值旱荒，家倉充裕囤積居奇，以高糧
價煎逼貧民，致造惡業。

因之今生○○同奮飽嚐苦果，以償前
因夙業，幸○○同奮能逆來順受、奮
鬥不懈，否則所受變故更非今日之局
面。

生病

○○同奮對人間醫療疏忽能抱持寬
容之心，足可化消業障糾纏。善自珍
重，調養飲食，維護身心，形神兼養，
得見康復之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前世種什麼
因，今日得什麼果，○○同奮應加強
道心，接受考驗、以不變應萬變持續
積功累德，衝破業力，一秉天帝教之
人生觀，積極向上奮鬥，現正面臨交
替關鍵，曙光即展，勉夫！

以上 2 個案例，一個雖然遭逢變故，飽嚐苦果，但是仍能逆來順受、奮鬥不懈，所
以能有不一樣的局面產生。另一個雖然生病，但是碰到人間醫療疏忽，卻能抱持寬容之
心，所以能化消業障糾纏。道教有一著名案例也很值得我們學習，那就是北七真的郝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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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真人 15 。當年郝太古自從受人指點枯坐無益後，即登西嶽華山，覓一僻靜處，在石壁
上鑿成一洞，正欲入洞靜養，忽然來了一位道友，要求郝太古把此洞讓與他打坐，郝太
古未及回言，他就把洞佔為己用。郝太古又另覓它處鑿成一洞，誰知又來了一位道友，
要求郝太古把此洞讓與他打坐，郝太古就將洞讓與他。一連十幾年，費盡千辛萬苦，鑿
了 72 洞，就來了 72 人，都要求郝太古把洞讓與他們打坐，郝太古也都慈悲地一一讓出
去，這正是上天有意試煉其心性。郝太古已煉到無人、無我，天下眾生皆是兄弟，能寬
懷大量地讓出他費盡千辛萬苦鑿出來的 72 山洞，代表他在了結 72 緣。郝太古都能以歡
喜心，一一了結，因而成就了他的道功。我們常常聽到的話：「吃虧就是佔便宜」、「吃
苦就是吃補」，實在言之有理。

柒、身病、心病、上聖高真的諄諄教誨
從小到大，誰沒有生過病？誰沒有痛苦過？法源首席童子說道：「生老病死現象是
性靈和子於人間之自然過程，病考是歷劫之修行。」 16 當我們遭受病痛的考驗時，我們
應該如何面對呢？病考這一關究竟要如何通過呢？以下是上聖高真的諄諄教誨：
一、不生注心、才能逍遙自在
首任首席使者：「凡人必有業力，惟不能生注心，帝教修行心法需力行三奮，首先從向
自己奮鬥做起，做到『百磨我自在』，在此之時如於誦誥、誦經與靜坐時心心念念『我
要消除業障、我要消除病痛、我要償清家業』，已經落入有所為、有所求，根本違反帝
教修行之真諦，如何能以此小功小德化消累世宿業冤孽，應仔細深思！…不生注心才能
逍遙自在。」 17
二、忘記身病、去除心病
法源首席童子：「忘記身病，去除心病。誦誥不可執著於自身之病痛，必須心存為大眾
祈求，才能有『誦誥消業』之功能。」18 法源首席童子：
「肉體終將毀壞，不生注心，不
長住心，方有契機，方可造命，身病先從心病醫，調整心態，把握天赦恩典，重新出發！」
19

三、打開心結、透發生命契機
15

《七真史傳》
，正一善書出版社，1998，頁 134-138。

16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I》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7，頁 132。

17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6，頁 78。

18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I》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7，頁 28。

19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I》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7，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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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首席童子：「心有千千結，情緒不穩，心結不開，醫藥罔效。人生到頭來一場空，
往者已矣！自責無益，把握目前，知足知止，透發生命契機。」20 法源首席童子：
「將『身
病』放下，打開心結，不可耿耿於懷，『淡然』處之，平常心最重要。時時專一持誦廿
字真言，以廿字洗心革面，以廿字為『心戒』，藉此收攝心神，內斂己氣，感應廿字祥
光加被。但於浴室、廁所、餐廳或上光殿之時則停止。」 21
四、事懺、心懺、培養正氣、化解病氣
法源首席童子：「同奮面對病痛，心生憂慮，是生而為人之常情，惟既是天命救劫使者，
應一秉信心，靜思本師奮鬥不懈之精神，勇於面對病考，愈增奮鬥之決心，承擔己身之
病痛業力，自然開解心理之束縛障礙。萬法唯心造，病考之來，自有其因，與其追究累
世之因果業力，不如力行五門基本功課，尤應深切反省，由事懺而心懺，將過去、現在
凡是不符合廿字真言人生守則者，一一省懺，認錯改過，達致心地光明之心境，屆時病
痛之困擾自然消弭於無形。培養正氣，化解病氣，擴大心胸，樂觀奮鬥，存善心，行善
行，親天和人，自助天助。」 22
五、性命雙修，身心並煉、業力層層自解
法源首席童子：「金盤原種本是無染無著之純潔天性，經輪迴轉世，受業習之薰染，積
重難返，於轉世人間時，帶有和子餘習，成為個人獨特之人格特質，或生理之宿疾，於
生命之過程中或隱或顯，均屬自然之法則。於修道之奮鬥，引發宿疾，是提昇精神生命
之過程，坦然面對，放下無明煩惱，勤參法華，性命雙修，身心並煉，培養正氣，提昇
熱準，業力層層自解。」 23
六、犧牲奉獻、積功累德、重還清白之身
法源首席童子：「天帝教同奮面臨緊急危難之時，只要是合理的要求，無形秉承『上天
有好生之德』，均給予協助，但一切仍應遵行因果律之法則，仍必須靠自力的奮鬥，積
功累德，方得以化解冤孽，排除束縛，重新造命。同奮的犧牲奉獻功德，在奉獻、犧牲
之後即已啟動，或排除身病、或安定家業等，無論顯應為何，真誠熱心去做犧牲奉獻，
一旦完成，即予放下，為功德而功德，反而是自小功德。天帝教要求同奮自修自創，再

20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I》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7，頁 67。

21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I》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7，頁 37。

22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I》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7，頁 132。

23

《天人醫案聖訊專輯 II》，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祕書室，2007，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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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生命，以『我命由我不由天』之信念為奮鬥基點，可以重還清白之身。」 24

捌、結 語
地曹少皇曾經開示：「業力催討乃是前世、累世積下的業障，形成一股束縛、牽制
的力量，一般人受五行所拘，容易被其牽引，終受其掌握，痛苦不堪。想要超脫必須有
堅忍不拔的勇氣、堅定不移的毅力，先從『向自己奮鬥』作起，自我造命，創造新生命，
可以如首任首席所言：
『我命由我不由天』
。」25 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也一再提醒我們：
我命由我不由天！「本席常謂：『我命由我不由天』，其意乃在：一、人由於因緣巧合，
聚匯身業、家業，而有所謂定命之說，乃屬於後天之命。造命乃是在改變此一因果報應，
以善行奮鬥，積功累德，祚善徵祥，化消原有命定之劫數，先從向自己奮鬥做起，進而
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了業、了緣、了願，重得清白之身。二、自然即是道，大自然
的盈虛消長均有其歸屬，造命在於重歸自然，重歸正大光明，清清淨淨的自然。」 26 就
讓我們謹記他們的教誨，用堅忍不拔的勇氣和堅定不移的毅力，力行三奮，了業、了緣、
了願，重得清白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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