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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承辦單位：天人親和院 

協辦單位：傳道使者團、傳播出版委員會、鐳力阿道場管

理委員會 

會議日期：中華民國一○○年十一月二五日至二七日 

會議地點：天帝教鐳力阿道場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 4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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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時逢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慶，一場齊聚教內各方專家學者公開交流天

人實學的盛會即將舉行，回首前塵，自民國 87 年首屆舉辦迄今，已堂堂邁

入第 10 屆了，累積了 200 多篇論文，嘗試以理性、客觀、實修、實持的研

究方法，探索人與天之間永無止境的真理，企圖為個人身心性命提供更扎

實的感應見證，也企圖為本教救劫弘教大業注入源源不絕的行道資糧，更

企圖為人類文明找尋新的出路。 

    天人實學前身稱為天人之學，是本師涵靜老人於民國 26 年抗戰軍興

時，歸隱西嶽華山大上方玉皇洞八年，一面長期為國祈禱，看守西北門戶，

一面致力讀書養氣，窮究天人奧秘，所建構的性命之學總體系。吾人今日

於蓬萊仙島鐳力阿道場盛大舉辦研討會，不能不緬懷白雲深處的大上方玉

皇古洞，撫往思昔，踵武師志，炁氣氤氳，道脈不絕，而今東遷蓬萊，於

焉尤盛！ 

    本屆特色之一，首度嘗試"審核推薦制度"，由天人文化、天人合一、天

人親和、天人炁功四研究院院長組成審核委員會，依據 1、是否有本教內涵

之創新價值；2、是否有本教與外界學術會通之優秀貢獻；3、是否為大會

特別邀請之論文  三項標準進行"匿名審查"、"迴避條款"的推薦作業，結果

推薦了六篇論文，列入研討會"集中發表"場次，一方面可供與會同奮參考，

一方面可資提升研究品質。因此本期論文場次安排，打破以往按四研究院

分場之慣例，特此說明。 

    本屆特色之二，除了教內文獻整理及會通科學、哲學、宗教之研究方

向外，本屆在實修、實務方面的分析論證，比例較往昔增加，包括從"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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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案"探討因果業力與奮鬥之道，及"天人炁功""廿字氣功"案例發表，將經

驗性的東西透過整理，去除迷霧，返本務實。 

    本屆特色之三，為彰顯天人實學切合時代需求之精神，專題演講特別

邀請蔡春鴻教授就三月份震驚全球的日本福島電廠事故，談及天人親和的

能源觀，探討春劫行運無中生有之可能性；此外，也為紀念中華民國 100

年來多少先烈先賢的犧牲奮鬥，以及三期主宰為挽中土氣運倒裝凡塵的大

慈悲願，大會安排兩岸統合學會所拍攝的"百年中國：迷悟之間"影片，從一

個熱愛中華文化的視野與感情，來看兩岸之間的過去與未來，為本教保台

護國時代使命，提供客觀、理性的思考背景。 

    天人實學研討會採輪辦制度，本屆研討會輪由天人親和院承辦，感謝

親和院院長、副院長、秘書室偕領大會工作團隊，備極辛勞地籌辦本屆規

模，感謝協辦單位，最後更要感謝四教區、基層教院熱情支持！ 

    天人實學研討會秉持本師涵靜老人"各本已知之理"的開放心胸，歡迎全

教神職、教職、基層同奮踴躍參與，更歡迎越來越多聞名而來的社會人士

不吝指教！讓吾人預祝大會順利圓成，成果豐碩！ 

 

天人研究總院 

2011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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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醫療機構尋求專業醫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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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表 
 

研討會日期：100 年 11 月 25 日(五)19：30 至 27 日(日)13：10 

研討會地點：天帝教鐳力阿道場大同堂 暨 101 教室 

 

時  間 程  序 內  容 備註 

11 月 25 日(五) 報到及親和 

15:00-17:00 報 到 報到註冊及床位分配 親和樓一樓

19:30-21:30 親和座談 天曹道場天籟饗宴--大自然十大天人親和  蕭靜曠 大同堂 

11 月 26 日(六) 開幕式暨論文發表 

08:20-08:50 開幕式 童光照首席使者 致詞 大同堂 

09:00-10:20 專題演講 

主持人：劉正炁 

演講人：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蔡春鴻教授 

講  題：天人親和的能源觀—從日本福島電廠事故談能源之選擇 

大同堂 

10:20-10:30  (茶敘)  

10:30-12:40 集中發表 

主持人：劉正炁 

發表人： 

1. 陸光中：昊天心法之身心靈環保 

2. 邱光劫：從老子的「自然」與「道」談天帝教的「自然律」與

「上帝」 

3. 劉正涵：天人實學之「實」義探析 

大同堂 

12:40-14:00  (午餐．休息)  

14:00-16:10 集中發表 

主持人：呂光證 

發表人： 

4. 劉緒潔：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 

5. 翁鏡幾：天帝教的使命與目標管理的運用 

6. 林緒致：從天帝教經典探討時空的新維度 

大同堂 

16:10-16:20  (茶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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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場發表 

 

主持人：劉正涵 

發表人： 

7. 黃光仗：一代軍師劉伯溫的困境與心靈超越－以劉基《鬱

離子》為例 

8. 劉普珍   ：緃橫十里洋場意氣風發－記《申報》所載青年時

代的李玉階先生 

9. 呂光證：感應之結晶－從史料探討涵靜老人之思想特色 

大同堂 

16:20-18:00 

分場發表 

 

主持人：高敏膺 

發表人： 

10.施靜嚼：《天人日誦大同真經》義理探微－從「工夫論」的觀

點闡述 

11.王鏡神：認識涵靜老人思想之「性命論」 

12.蔡光思：談涵靜老人天人合一思想中「和」「同」的人本關懷

精神 

101 教室

18:00-19:30  (晚餐)  

分場發表 

 

主持人：王光髓 

發表人： 

13.賴緒照：運用靈體醫學觀念與人間中醫醫療結合之探討 

14.劉正炁：從科學與宗教哲學觀點析論以「大愛」為磐石之「天

人炁功」 

15.王光我：廿字氣功『二段功法』之「提氣自渡法」專案報告 

大同堂 

19:30-21:10 

分場發表 

 

主持人：陸光中 

發表人： 

16.吳光幸：淺談修煉封靈 

17.劉正涵：王常月《碧苑壇經》的修道思想－兼論昊天心法「不

在肉體用功夫」實義 

18.胡緒勵：天人實學之「性功、命功及神功」內涵研究─《唱

道真言》的丹道思想 

101 教室

21:10-  

 

自由觀賞：「百年中國-迷悟之間」影片 . 晚安 

 

大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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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日) 論文發表暨閉幕式 

07:50-08:20 謁黃庭 劉正炁主儀 清虛妙境

分場發表 

主持人：劉緒潔 

發表人：翁鏡幾、黎光蛻、張鏡皈 

19.「天人炁功案例報告」及「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一) 

20.「天人炁功案例報告」及「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二) 

21.「天人炁功案例報告」及「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三)  

大同堂 

08:30-09:45 

分場發表 

主持人：李光勁 

發表人：李光勁、黃鏡悅、黃鏡悅 

22.「天人炁功案例報告」及「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四) 

23.「天人炁功案例報告」及「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五) 

24.「天人炁功案例報告」及「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六) 

101 教室

09:45-10:00  (茶敘)  

分場發表 

主持人：郭光城 

發表人： 

25. 張敏肅：從《天人醫案》相關聖訓來看前世因與今世果 

26. 黎光蛻：天帝教《天人醫案》身體的認知與調理 

27. 劉緒潔：靈理學內涵初探 

大同堂 

10:00-11:40 

分場發表 

主持人：呂光證 

發表人： 

28.王光髓：從王鳳儀的性理講病法之五行觀探討生化系統 

29.劉敏首：祖師爺的叮嚀：全真龍門心法 

30.賴大然：從粒子物理實驗談探索陰陽電子之可能方式 

101 教室

11:40-12:40 維生先生綜合講評/閉幕式 大同堂 

12:40- (午餐．圓滿．賦歸) 

註 1：議程組以鈴聲控制發表時間，時間到前 2 分鐘響鈴 1 聲，前 1 分鐘響鈴 2 聲，時間到響

鈴一長聲。 

註 2：集中發表場次，每人發表 30 分鐘，討論共計 30 分鐘，主持人 10 分鐘（含引言、結語）；  

分場發表場次，每人發表 20 分鐘，討論共計 30 分鐘，主持人 10 分鐘（含引言、結語）；

炁功案例發表，每人發表 15 分鐘，討論共計 20 分鐘，主持人 10 分鐘（含引言、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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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曹道場天籟響宴--大自然十大天人親和 

蕭淑碧（靜曠） 

捨得放下 

強風颳走了枝亞，雨水滌去了灰燼 

秋天一片片飄揚的紅葉，直到落盡 

大自然捨得放下的生命智慧 

明年春天，再見新芽上枝頭 

 

自然的力量，滌清自己 

照見平日堆砌，滿溢為患 

外在環境如此，內在身心更如是 

唯有逐一清理，捨得放下 

生命透發智慧與光芒 

 

調好心靈頻道 

不管刮風或霧起，日出或下雨， 

只要用心體會，一切都是美好的。 

念頭好像一滴水，在宇宙大磁場所產生的影響， 

如同在湖面泛起的波紋，環環相扣，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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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調好心靈頻道，與萬物相通 

植物有地方長，動物有地方住， 

我們有地方爬山走路。 

 

遙遙北斗七星相輝映， 

來自天上的能量，開啟我們的智慧。 

祂讓我們更清楚， 

晨曦--會滋養我們的靈魂， 

月光--會潔淨我們的心， 

點點繁星--會喚醒我們此生 

存在的重要使命。 

「靈」聽自然交響曲 

 

蛙聲 、 鳥聲、 蟲鳴聲， 

交織自然樂章，聲聲入耳。 

                     鐘聲、 鼓聲 、誦誥聲， 

                     仙樂飄飄，貫通心靈。 

傾聽生命之歌 ，學習自然的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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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料：蕭淑碧（靜曠） 

 

學歷：文化大學造園景觀系學士 

台灣大學森林研究所碩士 

國立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 

經歷：士林社區大學講師 

      中華民國宇愛光養生協會理事 

      天帝教自然養生靜坐班講師 

      天帝教傳道班第三期 

現職：天帝教天人堂副執事 

      陽明山國家公園解說教育課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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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蔡春鴻（奮為）教授 

（借調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講題： 天人親和的能源觀 — 從日本福島電廠事故談能源的選擇 

演講大綱： 

一、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與能源議題 

二、日本福島電廠事故的啟示 

三、核能發電原理與安全深層防禦 

四、核能應用的過去與未來 

五、如何面對選擇 

講員簡介： 

蔡春鴻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核子工程學士（1972）、美國柏克

萊加州大學核子工程（核能材料）博士(1981)。研究領域包括：

核能結構材料、腐蝕與應力腐蝕、結構完整性與機率破壞力

學、金屬表面覆膜、奈米材料、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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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SCI 學術論文超過二百篇，獲得或申請國內外專利超過

20 項。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產學合作獎、清華大

學特聘教授。曾任清華大學核工系系主任、原子科學院院長、

訓導長，及受聘担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顧問。目前借調担任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演講內容摘要： 

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全球暖化和氣候異常現象，不但對人類的生

態環境、土壤與水文系統造成劇烈的衝擊，也嚴重威脅人類的

生命財產安全，而能源的使用又是影響二氧化碳排放與溫室效

應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台灣位居太平洋地震帶及西北太平洋地

區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而且又是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孤立島

國，先天上是一個天然災害風險高，且能源供應自主性低的國

家，因此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和能源政策乃是政府面臨的兩大挑

戰，同時也是天帝教教義中探討天人親和的主要元素。日本福

島電廠事故乃源自異常天災，但事故發生以來已對我國及部份

國家的能源政策造成衝擊，本次演講乃嘗試從福島事故的啟示

與核能安全的角度切入，來引發同奮們對能源議題的討論，也

希望同奮先進們可以從其他角度一齊來探討，共同建構一個有

科學基礎與符合教義的天人親和的能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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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資料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王啟 清    道名：光我 

學歷：陸官正四十期 

經歷：副指揮官、監察科長 

道歷：先修四、高教二 

教職：侍從長、副主任 

現職：開導師、研究員 

 

▓ 王貴芳   道名：光髓 

學歷：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醫學碩士、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道歷：法華上乘正宗靜坐班先修九期、傳教使者訓練班第一期、傳道使者訓練班第一期、

嘉義縣初院參教長、嘉義縣初院諮詢委員、嘉義縣初院副弘教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助理教授、嘉義大學生藥所助理教授、 

養心齋中醫診所院長、天人親和院副院長、天人親和院傳訊使者、 

嘉義縣初院右護院 

 

▓ 王祺 雯    道名：鏡神 

學歷：銘傳畢業 

經歷：稅務記帳代理人 

道歷：傳道使者第八期訓練班 

教職：始院會計秘書 

 

▓ 呂賢 龍    道名：光證 

學歷：碩士 

經歷：天帝教教義課程講師 

道歷：先修 7、第三期高教班、第五期師資班 

教職：天人親和院副院長、天人文化院研究員 

現職：天人研究院總院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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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文 燦    道名：光劫 

學歷：成功大學 

經歷：台塑公司 

道歷：師資班第六期 

教職：執事、教司、掌教 

現職：天人訓練團訓練處 

 

▓ 林哲宇   道名：緒致 

學歷：台灣大學物理研究所肄業 

道歷：傳道使者 

教職：天人親和院副研究員、青年團委員 

 

▓ 吳福柱   道名：光幸 

學歷：台北工專 

經歷：經理 

道歷：傳導使者 

教職：極院道務委員督理委員 

現職：開導師兼天人訓練團行政暨輔導處處長、鐳力阿道場管委會專任工程副總幹事 

 

▓ 施美枝   道名：靜嚼 

學歷：高雄醫藥大學牙醫系畢業、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執業牙醫師、天帝教經典課程講師 

道歷：第 2 期春特班、第 5 期傳教使者訓練班 

教職：天人文化院副研究員、南投縣初院天南堂道務專員 

現職：兼職牙醫師 

 

▓ 胡其楨   道名：緒勵 

學歷：大學 

經歷：秘書 

道歷：傳道使者 

現職：研究學院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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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麗卿   道名：敏肅 

學歷：淡江大學英文系 

經歷：國貿經理、英文教師 

道歷：正宗坤 6、高教 5、傳道 1 

教職：天人親和院秘書&助理研究員、帝教總會副秘書長、台北市掌院諮詢委員 

現職：英文教師 

 

▓ 翁明珠   道名：鏡幾 

學歷：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系 博士 

經歷：崑山科技大學 企管系 

道歷：第 6 期傳教班、第 7 期傳道班 

教職：炁功院、親和院研究員 

現職：副教授 

 

▓ 陸朝武   道名：光中 

學歷：大專 

經歷：傳播出版 

道歷：開導師、樞機使者 

教職：翊教 

現職：天人合一院院長 

 

▓ 黃崇修   道名：光仗 

學歷：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中國思想文化博士 

道歷：先修十、第五期師資高教班、第一期傳道使者班、 

第一期師資培訓班 中退出國 

現職：天人交化院研究員、東吳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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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通敏   道名：正炁 

學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機械暨、航太工程博士 

經歷：逢甲大學研發長暨工學院院長、中華大學創校校長 

道歷：第六期春訓班班長、第五期傳教班班長、第六期傳道班班長 

教職：天人親和院副院長、天人炁功院院長 

現職：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所、講座教授 

 

▓ 劉見成  道名：正涵 

學歷：東海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教授 

道歷：正宗 23 期 

教職：天人文化院副院長 

現職：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教授、天人文化院副院長 

 

▓ 劉 煥 玲    道名：敏首 

學歷：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 

經歷：南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道歷：先修七坤十期、高教班第四期 

教職：天人合一院副研究員 

現職：南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 劉文星   道名：普珍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道歷：第四期高教班 

教職：《旋和季刊》總編輯 

現職：朝陽科技大學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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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劍輝   道名：緒潔 

學歷：台大電機系醫學工程組博士 

經歷：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台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

聯合技術學院環境工程系講師 

道歷：第三期傳道使者訓練班、第五期高級教職人員訓練班 

教職：天人親和院/天人合一院/天人文化院 研究員、弘化委員副主任委員、 

台中縣初院督教長  

現職：天人炁功院副院長、參教院副主任委員、宗教哲學研究社副祕書長 

 

▓ 蔡哲夫   道名：光思 

學歷：研究所碩士 

經歷：執事、教長 

道歷：開導師、宏教、掌教 

現職：弘化院主任、天人合一院顧問 

 

▓ 黎德安   道名：光蛻 

學歷：中國中醫科學院 醫學博士、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碩士 

經歷：長安中醫診所 中醫師 

道歷：高教班第四期、正宗先修九期 

教職：天人炁功指導院副主任、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現職：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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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文志   道名：緒照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 

經歷：中華民國中醫內婦兒針灸傷科專科醫師、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社理事 

道歷：乾先修 11 期、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 

教職：天人炁功院研究部副主任、天人炁功院研究員、天人合一院研究員 

現職：景新中醫機構董事長兼總院長 

 

▓ 賴景鴻   道名：大然 

學歷：英曼大物理博士候選人 

經歷：台大人哲社社長 

道歷：傳教使者 

現職：親和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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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親和院  簡介 
 

壹、前言 

    天人親和院依據《教綱》本文，受命專司「教魂」之建制、維護與發揚，在首任首

席使者及第二任首席使者領導下，並經前任副院長何光傑樞機擘劃，始創規模，發展至

今，由光照首席兼任親和院院長，三位副院長呂光證、劉正炁、王光髓協助之，主要任

務區分為「行政」、「訓練」、「研究」。 

   「行政」任務包括聖訓之接傳、整理、公布、歸檔，配合教政，溝通天人，襄贊救

劫弘教大業，尤其近年來推動聖訓檔案之電子化，以利保存及檢索，均為適應時代環境

需求之重要工作；至於「訓練」與「研究」任務，則分別詳說如下： 

貳、訓練 

    目前開辦「天人親和體驗營」與「天人交通人才訓練班」兩種不同的課程，針對不

同對象、不同目的，積極培養人才，推廣天人親和教化。為方便溝通起見，本院將「天

人親和」與「天人交通」定義稍做區隔。 

    「天人親和」：廣義的教魂，舉凡人與天之間的親和，比如感應、祈禱、誦經、持

咒、超薦等日常修行功課，甚或與動、植、礦物等十大天人自然生態之親和，都屬「天

人親和」的範疇，本院透過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定期舉辦「天人親和體驗營」，招

收正宗靜坐班結業同奮小閉關七天，從事天人親和之廣泛體驗，並經天人議定，擇定「侍

準」開放給參與同奮實際感受神媒傳訊的經驗，由專業講師輔導解說，以明靈界應元組

織之奧妙。 

   「天人交通」：狹義的教魂，依教綱規定目前分「侍光」、「侍準」、「侍筆」、

「侍聽」四種交通技術，專司傳布  天帝真，曉諭  天帝意旨，以及探求宇宙最後真理，

充實本教教義為主要目標。本院每年暑假定期開辦「天人交通人才訓練班」第一階段，

以招收正宗靜坐班結業，道心堅定，清心寡慾，願意為教奉獻的有志同奮受訓，經過第

一階段 49 天訓練，並經檢定測試合格者，將徵召參予第二階段 28 天複訓，及第三階段

49 天玄音訓練，須經三階段皆檢定測驗合格，證明接訊無礙者，方始從事天人交通工作。 

 23



    換言之，「天人親和」是人人可修，時時人心貫通天心的廣義修行功夫，本院計畫

未來將擴大「天人親和體驗營」的範圍，結合基層教院生態，推廣「天人親和修持」，

倡導內證的、柔性的、親和的、感性與理性兼具的修持風氣，影響教風，旋乾轉坤。而

「天人交通」雖屬專門技術，並非人人可學，然亦要擴大培訓，廣徵條件符合的同奮勇

於獻身，矢奮不渝，充實本教天人交通之質與量，彰顯天帝教之時代特色！ 

参、研究 

    茲分天人交通機研究計畫、GCP 研究計畫、天人醫案研究計畫介紹如下： 

一、天人交通機研究小組及計畫 

民國八十二年，本師指出「……少則六年，多則五十年，本教將發明天人交通機」。

八十三年，光劫開導師受命進行相關工作，進行電腦與侍生的初步實驗。八十八年十月，

緒致同奮提出「天人交通機之現代物理學原理及電路設計」，並提出專題報告及研討。

八十八年底，「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正式成立。組員有光際、光髓、緒致、緒潔、緒

積、敏原、緒嚀、緒投、嗣悃、嗣逆、敏膺、靜描、緒資、素靜、靜窮、緒勵、靜儲、

大用。八十九年起，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每月定期於鐳力阿開會討論與計劃實驗。 

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聖訓中，先天一炁玄靈子提及，有關「天人交通機之原理與設計」

一案之指示：可以觀察天人交通人員念波之變動情形，詳加紀錄，可有助於研發。 

因此天人交通機小組開始嘗試實驗研究，自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的第一

次實驗，至九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完成第十七次實驗，本組展開腦波之研究，

觀察天人交通時腦波之變化，前後共完成十七次實驗。實驗初步結果發表於第二屆天帝

教天人實學研討會上，天人親和—天人交通態之腦波變化之論文。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九

日舉辦「第一屆天人交通機之研究與展望研討會」、九十年五月六日舉辦「第二屆天人

交通機研究與發展研討會」、九十一年三月三十至三十一日舉辦「第三屆天人交通機研

究與發展研討會」、九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實驗天人交通態之量子能量變化，結果發表於

第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上。同年九月十七日起，為提高天人交通時接訓之準確

度，以利往後科學實驗，同時進行天人親和態準確度實驗。 

九十一年七月十五至二十八日，天人交通機小組成員參加天人交通技術人才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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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參與成員收穫感應多，於是天人親和院正式定期舉辦天人交通體驗營。九十一年十

二月十三至十五日，第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發表論文，計有天人交通機研發系列

一：王光髓－天人交通態之量子能量變化。天人交通機研發系列二：劉緒潔－天人交通

之基礎科學研究方法初探(一)和子結構之科學性探索。林緒致－天人交通機研發系列

三：天人交通機研發新突破─從陰陽電磁波談起。 

天人交通機小組展望：（一）開啟結合宗教與科學研究之先例，藉由科學實驗以善導人

心，引導教化，打開春劫之氣運。（二）希望經由本組之研究計劃推動，能帶動教內外

有心人士參予。（三）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所得實驗結果，可作為對外弘教有力之科學

驗證，以助於弘教度人。（四）提高天人交通人員對傳訊內容之自信心，並增強各階段

天人交通儲備人才之訓練信心，以利予通過各階段考驗。（五）對參與天人交通機研發

小組計畫之人員，提昇其靈識，以利於研發工作。 

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GCP 研究小組及計畫 

（一）簡介 

 GCP 全文為 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中文翻譯為全球人類精神意識偵測

計畫，是個集合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各領域學者的國際型研究計畫。目前由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的 Roger Nelson 主持。 

從 1998 年八月起，GCP 研究人員開始在全球建立 RNG(Random Number Generator)網

路，透過散佈在全球的 RNG，來搜集全球重大事件對 RNG 網路的影響。截至 2006 年底，

有持續或是時斷時續在偵測的 RNG 約有 70 個。 RNG 網路由 RNG 構成，每個 RNG 每秒會

產生 200 個電子雜訊位元，這種電子雜訊位元是隨機的。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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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每個電子雜訊位元只有 0 或 1 兩種可能，我們可以把 0 想成硬幣的正面，1

想成硬幣的反面，而每次丟銅板出現正面或反面的機率是一樣大，因此 RNG 每秒相當

於丟出兩百個銅板，接著 RNG 再把這兩百個電子位元相加起來，結果應該接近平均值

100。 

 本計劃的目標是要嘗試找出全人類的意識與事件發生的微妙關係。目前此計畫已經

發現，當數百萬人有共同的情緒或意圖時，RNG 網路會顯示出異常。這種情況代表著意

識與事件存在著某種關聯。 

 從 1998 以來的數據收集以及分析，得到世界上許多重大事件，對 RNG 網路造成的

影響，其分析結果可在 GCP 網站上得知。 

（二）統計分析方法 

進行分析之前，首先介紹所需之統計工具— chi-square (X
2
)Test。 

Chi-square(X
2
) Test，中文稱為卡方測試，是 1990 年左右由Pearson提出，由常態分佈

中所變化出來，用來檢驗一個自變項對應變項的效果如何
1
。其定義如下： 

 若樣品的均值為 x，母群的平均值為μ，母群的變方為σ
2
， 

假若由常態分佈母群裡面抽樣出n個樣本，每一個樣本為xi(i:1~n)，則自由度為(n −1)

的卡方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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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機率中常態分佈與 z score 的對應，如下圖一所示，可以知道常態分佈時，事件應

該大多應落於中間-2σ～2σ，以 RNG 產生的數值來看，每一秒產生的數值有 95%的機率

會落在 4.6～195.4（約 5~195） 之間的數值，有 5%以下的機率會出現 0～4.6（約 0～4） 

或 195.4～200（約 196~200）。也就是說，當 RNG 出現 0～4或 196~200 的機會高於 5%，

就代表 RNG 受到某些因素影響。 

 
圖一：常態分佈與常用統計工具數值對照圖 

 

三、天人醫案研究小組及計畫 

（一）組織 

成立於 2007 年，為天人親和院專案小組之一，組長一員，其餘為組員。(第一任組長

王光髓，現任組長黎光蛻。) 

（二）發展 

天人炁功院與炁功指導院：配合研究小組及義診活動實務學習。 

天人合一院：提供正宗靜坐對身心靈的影響，觀察變化訊息適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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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標  

傳承與發揚帝教宇宙妙法至寶，為人類安身立命取得有效途徑。 

（四）內容  

《天人醫案(一)》（民國七十四年至七十九年）及（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七年）,《天

人醫案(二)》（民國八十年至八十二年）及 （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四年），此專輯(二

冊)收錄近二十年(1985~2005)的無形答覆同奮詢問有關不易診療疾病的事務。 

（五）論文成果(2007~2011)  

 計九篇（2007 三篇，2009 二篇，2010 二篇，2011 二篇）  

1. 2007 從《天人醫案》探討同奮如何突破業之因果論 王光髓等 

2. 2007「天人親和」電力放射的科學觀 劉正炁  

3. 2007「承負與劫運」之業力研究—初探《天人醫案》聖訓與業力之啟示 周正尋 

4. 2009「和子餘習」之初探  劉通敏(正炁)等 

5. 2009《天人醫案(一)(二)》急重症(部分)解析  黎光蛻 

6. 2010 從天人親和角度探討天人炁功之運作運作機制  劉緒潔 

7. 2010 天帝教「天命換人命」案例剖析生命的發展  黎光蛻 

8. 2011天帝教《天人醫案》探討前世因後世果  張敏肅 

9. 2011天帝教《天人醫案》身體的認知與調理  黎光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