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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八十二年清虛宮弘法院教師規劃心靈學講座課程系列，並敦請無形界二十八位
上聖高真及專家學者參與，天人親和院即由天人交通侍生接傳心靈學系列聖訓，包括「西
方精神分析學」、「宋明心性之學」、及「天帝教心靈學」三大部分，其中「西方精神分
析學」及「宋明心性之學」已編入《人類意識概要(上冊)》
，並於八十六年九月出版，
「天
帝教心靈學」預定納入《人類意識概要(下冊)》
，惟至今尚未出版。本文經由留存之聖訓
手稿影本，探討天帝教心靈學之基本內涵及其意義，共包括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
主要說明何以無形界上聖高真要提出天帝教心靈學；第二部分摘要介紹天帝教心靈學內
涵，包括：構成之三大系統、
「心靈實現」整體脈絡演化過程、
「理論系統」中基本經典
及教義之內涵等；第三部分探討天帝教心靈學之幾項特點，主要包括：(一)以天帝教「基
本經典」為「理論系統」基礎核心；(二)以「心物一元二用論」為主體提出整體宇宙結
構及三大作用力場內涵，作為宇宙心識交互作用之基礎原理；(三)由深入的人類意識形
態概念，提出完整的心靈系統(人格與意識)理論架構；(四)提出靜坐修煉境界與大宇宙旋
和律層次互動對應關係；(五)提供靈識淨化與靈覺提昇的究竟修持方法，並以達到「天
人一體」之永生境界「新生論」做為心靈淨化之終極目標；第四部分討論天帝教心靈學
的意義與未來發展，提出天帝教心靈學顯示大宇宙無限包容的德性在正反宇宙醞釀時即
已具備、大小宇宙心靈具有互通之本質，並介紹天帝教心靈學未來扮演的角色及發展方
向，以及「天帝教心靈學」與「靈性心理學」的匯流趨勢；第五部分為結語，提出整體
宇宙心靈最大的包容性成就無生聖母最大的愛、大小宇宙心識心靈本質內涵具可會通特
性、天帝教心靈學提供融通大小宇宙心靈的實修法門。

關��：人類意識、心靈學、靈性心理學、人類心靈系統、心性系統、理論系統、實踐
系統、輔導系統、宇宙觀、修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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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何以無形界上聖高真要提出天帝教心靈學
由於清虛宮弘法院教師之盛德，規劃一系列之心靈學講座課程，並敦請無形界二十
八位上聖高真及專家學者參與，天帝教天人親和院於民國八十二年年底開始，即由天人
交通侍生接傳心靈學系列聖訓，包括「西方精神分析學」、「宋明心性之學」、及「天帝
教心靈學」等三大部分內容，其中「西方精神分析學」及「宋明心性之學」已收編入《人
類意識概要(上冊)》1 中，並於八十六年九月出版，至於「天帝教心靈學」部分預定納入
《人類意識概要(下冊)》
，惟至今尚未出版。由留存之聖訓手稿影本，可以窺見「天帝教
心靈學」架構龐大，遠超過人間一般心理學或心靈學之範疇，至於無形界上聖高真何以
要提出天帝教心靈學，應有幾項理由，茲彙整提出於下：
(一)礙於先天限制，人間相關心理或心靈研究恐無法突破局限進入高次元精神生命領域
誠如《人類意識概要(下冊)》所提：
「礙於人類受到有限的知識學習與理解上的限制，
致使目前以人類所理解的範圍與層面仍無法打破時空界限，進入高次元精神生命的領域
中。此難題即便是經由哲學思辨的反覆探索仍然是無力突破的僵局。」 2 另外，更由於
人間物質科學之發展，現代科學心理學亦受到該趨勢的影響，學者對於心靈或靈性問題
若非不予處理，便可能是以物質化之態度面對，甚至主流科學界認為心理作用僅是大腦
神經電流的產物，而有心研究之學者，除了被歸類於非主流領域外，亦難於以本身條件，
突破研究之僵局。
(二)整體人心日趨墮落，心靈不安，心氣糾結不平，導致氣運失調及劫運興起
天帝教復興之緣起，即因系星地球戾氣累積，導致三期劫運，如三期匯宗天曹應元
寶誥中玄靈高上帝序文：「自子運判開鴻濛，寅會生人迄今，歷五萬餘年，孽案累積，
不計春秋，殺盜淫妄，戾塞天地，昊天震怒，故有三期之總清，亦氣運之所至也。」 3
又如《人類意識概要(下冊)》所言：
「…一旦人心不古，自甘墮落頹廢，喪失人格，此等
不平之氣，因會充塞於宇由大空之間，影響自由律原有的平衡，繼而破壞自然律的諧和
1
2
3

心靈學系列，《人類意識概要(上冊)》
，天人文化聖訓叢書，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1997 年 9 月初版。
心靈學系列，《人類意識概要(下冊)》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聖訓手稿 p.79。
中皇大天尊玄靈高上帝序，《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85 年 2 月版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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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行，這就是亂危徵起之初候。」4 原本大宇宙氣運即有成住壞空之行運，惟人心造作，
將加速氣運失衡，如何調和自然律、並力挽頹廢人心及劫運，實為上聖高真慈悲關注所
在。
(三)人慾日熾，需要心靈教化以變化氣質、應合天心
《人類意識概要(下冊)》提及：
「慾是由心所生，慾也是人心的一種表現形態，生而
為人，一旦落入五濁紅塵之中，怎能夠沒有慾望？即使是精進到自由神的境界，也都還
有顯神通的慾望，何況是人類。…天帝教的修持，無論是理論、實踐或輔導系統，在其
基礎的延革上，都是以人『心』的氣質變化，做為應合天心、溝通天人之際的轉換要路。」
5
因此，如何從理論、實踐及輔導系統中，教化人心、正確疏導處理慾望，以變化氣質、
應合天心、溝通天人，即為傳示天帝教心靈學的重要目的。
本文論述主要依據《人類意識概要(上冊)》(已出版)及《人類意識概要(下冊)》(未
出版之聖訓手稿)之相關內容進行介紹及闡述。至於「天帝教心靈學」名稱之定位，聖
訓中曾出現「天帝教心理學」
、
「天帝教心靈學」及「天帝教心性之學」等名稱，雖然人
間原始及廣義之心理學內涵，已略包括或可以推廣衍伸至心靈範疇，且東方心性之學亦
有相當內涵及成果，惟綜觀《人類意識概要》上下冊內容，其論述主體已超越目前人間
心理學或心性之學範疇甚多，且已出版之《人類意識概要(上冊)》中已統一使用「天帝
教心靈學」一詞，因此，使用「天帝教心靈學」作為此門學問之定名，應極為恰當，相
關內涵、特點及意義，茲分別闡述於後。

二、天帝教心靈學的內涵
(一)天帝教心靈學構成之三大系統
天帝教心靈學之構成內容主要包括三大系統：理論系統、實踐系統與輔導系統等，
茲依據《人類意識概要(下冊)》 6 內容摘錄彙整介紹於下：
1. 理論系統：
理論系統包括四大類別：其一、
「基本經典」－如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平等真經、
奮鬥真經、天人親和真經、天人親和北斗徵祥真經等；其二、「共同經典」－如各大宗
4
5
6

(同 2)，聖訓手稿 p.86。
(同 2)，聖訓手稿 p.86-87。
(同 2)，聖訓手稿 p.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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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經典等；其三、「特殊經典」－如皇誥、寶誥等；其四、本教教義之理論架構。理
論系統可以引導同奮在日常修證上的認知與體悟，並可做為於心性探討方面的理論依
據。
2. 實踐系統：
實踐系統包括三大部份：其一、
「修持部分」如誦誥化劫、力行四門功課、弘教、
渡人…等；其二、
「靜坐部分」－如正宗靜坐、靜心靜坐…等；其三、
「技術部分」－如
天人炁功、天人交通…等。實踐系統可以導正同奮在生活行動上之修持偏差，並可做為
心性修持方面的實證基礎。
3. 輔導系統：
輔導系統包括三大系列：其一、
「宏教系列」－如教綱之行動方案；其二、
「規勸系
列」－如廿字真言、明心哲學精華等指導原則；其三、「聖訓系列」－如諸先天大老聖
訓精要、弘法院教師系列講義之釋疑輔導等。輔導系統可以輔助同奮面對周遭環境的適
應能力，並可做為個人於心性提升與淨化的管道。
茲將上述有關天帝教心靈學內涵之架構彙整顯示於圖 1。目前聖訓傳示有關天帝教
心靈學之內容主要為理論系統部分，其餘兩大系統尚待日後無形上聖高真再予傳示。
天帝教心靈學

理論系統

技
術
部
分

圖 1 天帝教心靈學內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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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帝教心靈學「心靈實現」之整體脈絡演化過程 7
從修持的角度而言，無論是前述之理論、實踐或輔導系統，其基礎都是以人「心」
的氣質變化做為應合天心、溝通天人之際的轉換要路。天帝教心靈學中特別依據《天人
日誦大同真經》所論述的「心」做為修心起步之基本命題，以司貫通心理或心靈系列的
整體性脈絡。有關煉心實證以達到「心的實現」(心靈實現)之整體脈絡演化過程，可從
縱貫層面(主觀面)及橫攝層面(客觀面)等兩個層面來看：
1. 縱貫層面(主觀面)：
縱貫層面是由主觀面看心的實現，可從「修心起步」、「修心特色」、「演化過程」、
及「終極目標」等四個重點來表述：(1)修心起步之作法依據《天人日誦大同真經》為：
「止於日沾一責」
，亦即指每日力行省懺工夫；(2)修心特色可分為三個階段：由「習心」
、
而「智心」
、最後達「仁心」
；(3)煉心實證之整體脈絡演化過程可包括四個步驟：其一、
煉心的基礎：由前述「止於日沾一責」作起；其二、身心的淨化：從三個面向著力，理
論系統(達理)、實踐系統(性命)、輔導系統(道用)；其三、變化氣質：漸至澈悟妙理、而
實踐聖凡平等；其四、返本還原：實際證得天人大同境界，有關此煉心實證縱貫層面之
整體脈絡演化過程關係顯示於圖 2 中；(4)終極目標：由「人慾」返至「天理」
，成就人
類生命的價值。

(煉心的基礎)

(身心的淨化)

止於日沾一責

理論系統 (達理)

實踐系統 (性命)

澈悟妙理
(變化氣質)
實踐聖凡平等
(返本還原)

證得天人大同境界
圖 2 煉心實證之整體脈絡演化過程—縱貫層面

7

(同 2)，聖訓手稿 p.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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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橫攝層面(客觀面)：
橫攝層面是由客觀面看心的實現，亦可從「修心起步」
、
「修心特色」
、
「演化過程」、
及「終極目標」等四個重點來表述：(1)修心起步之作法依據《天人日誦大同真經》為：
「潔其不正、減其不名」，亦即指節制慾念，減除無名邪思為原則；(2)修心特色可有三
個進程：由「感性層」、而「知性層」、最後達「德性層」；(3)煉心實證之整體脈絡演化
過程亦包括四個步驟：其一、煉心的基礎：由「潔其不正、減其不名」作起；其二、身
心的淨化：亦從三個面向著力，理論系統(達理)、實踐系統(性命)、輔導系統(道用)；其
三、變化氣質：漸至澈悟妙理、而實踐宗教大同；其四、實踐真理：達到彰顯世界大同
義諦，有關此煉心實證橫攝層面之整體脈絡演化過程關係顯示於圖 3 中；(4)終極目標：
由「有限心」進入「無限心」，彰顯人類生命的意義。

(煉心的基礎)

(身心的淨化)

潔其不正、減其不名

理論系統 (達理)

實踐系統 (性命)

輔導系統 (道用)

澈悟妙理
(變化氣質)
實踐宗教大同
(真踐真理)

彰顯世界大同義諦
圖 3 煉心實證之整體脈絡演化過程—橫攝層面

依據聖訓傳示內容：在「心的實現」問題中，
「縱貫層面」是以成就生命之「質」—
即發展個體之天道、天命以達天德為其實現的內容；
「横攝層面」是以成就生命之「量」—
即發展個體與家國天下結為一體的目標為其實現的內容。此二大層面所延展之意義，不
僅已涵攝人類整體生命的內容與價值，更代表著人類精神生命的最高指導原則，其奮鬥
精神與實質內容之精神圖示即為天帝教的精神標誌—教徽。
(三)天帝教心靈學「理論系統」中基本經典及教義之相關內涵
天帝教心靈學中之「理論系統」囊括各大宗教經典及其教義體系等所謂「共同經
典」，以及本教之「特殊經典」、「基本經典」與「教義」等。目前聖訓所傳示之內容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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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教「基本經典」與「教義」部分做通盤性之概要說明，由於《人類意識概要(下
冊)》尚未正式出書，底下先分別將《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天人日誦平等真經》、《天
人日誦奮鬥真經》、《天人親和北斗徵祥真經》、《天人親和真經》、及《教義—新境界》
等原聖訓手稿內容中，針對宇宙觀部份、修持觀部份、及心靈淨化部份摘錄重點介紹於
后：
1.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 8 ：
(1)宇宙觀部分－「天體運行之自然宇宙觀」
：本經典所論述之宇宙觀部分，除物質
宇宙生生不息的演化狀態外，也包括與大空之中整體性靈共同生化垂演之循環法則。換
言之，大同真經強調的宇宙天體觀念，具有時時可變化的生動天機，而其間所生存之個
體生命，也隨時得與大宇宙天體之循環氣息相貫通，即使是小到人類的意念初動，一切
善、惡念頭的氣質表現等。事實上，由於這些心念所放射的氣息，均自然與大空中所存
有之陰、陽二氣互感、互動，因此，經文提到：如欲消弭宇宙中暴戾、陰霾之魔氛，基
本上必須先匯聚每一個個體生命所呈現之祥和氣氛，此氣氛一旦能充塞於宇宙大空中，
則暴戾之氣自然不萌而徵於祥和。經典後半部分內容即為介紹有關「大同之術」
、
「大同
之象」的徵候及可實踐之理想與境界。
(2)修持觀部分－「心氣作用之修持觀」：大同真經有關修持觀部分，首先是以人類
的心氣、心志、心慾…等心內問題談起，其目的主要亦在於經由剖析人類心理(靈)層面，
使人能夠從對個體之關懷與了解，進而懂得修持的重要及價值。換言之，當人類能體悟
出大、小宇宙間其微妙關係並力行修持之道，那麼人類所生存的主體環境即可得到祥
和、安寧，而整體宇宙之氣氛也會因此獲得改善，進而達至世界大同、萬世康寧的理想
境域，此刻宇宙、人生自是一體通融、協和萬方，魔氛氣焰自然無所遁形。因此，在本
經文中特別針對人類心氣作用的各種現象加以析述，並說明人如何才能降伏心氣、心
志、心慾…等之不當念頭，發揮修持者所能臻於至善之理想境界。
(3)心靈淨化部分－「心靈淨化之心氣鍛煉法」
：大同真經中有關人類心靈淨化之整
體幅度，除涵蓋於前述修持觀部分，對於心氣煅煉之描述部分相當完整而具體，故以此
做為心靈淨化幅度的主要象徵。就事實而言，人類一旦懂得如何修持，其內在靈性隨即
開始有所變化，當通過心性上之層層體悟，潛藏於身中的心體功能，會經由與靈性間霎
那交流所產生的淨化意識相配合，獲得心靈淨化之氣機，同時可改變個體原有的內在「靈
質」與「體質」，繼而用正己化人之影響力改善周遭環境，導正不良風氣，達到宇宙整
體性和諧的理想境界。此點也正是本經典所強調「氣質變化」與「形質變化」(由個體
內、外在形、氣上之變化，擴大至整體宇宙於形、氣上的變化)間之淨化關鍵。

8

(同 2)，大同真經經義擇要，聖訓手稿 p.91-106。

366

天帝教心靈學之基本內涵與意義探討

2. 天人日誦平等真經 9 ：
(1)宇宙觀部分—「以平等為基礎之整體宇宙觀」
：平等真經中所敍述的平等宇宙觀，
主要重點在強調宇宙的奧妙在於「它」創生出宇宙萬象與億萬性靈之同時，已賦予了億
萬性靈平等一致的共同根基，此根基並未因主、客觀條件上之不同而有所偏差。然而人
類如直接用目前物質世界中所觀測到的各種不平等現象，欲求理解整體宇宙生存型態的
平等內涵，事實上極不易具體掌握其中精髓，因此，經典中透過四種不同角度析述出平
等宇宙觀的究竟意義。換言之，雖然「平等」意義的究竟性價值，實不離宇宙在創造萬
物前之本體內涵，但此處由於經典中為詮釋出何以人類會於物質世界中見到各種不平等
現象，並為澄清人類與無形天界間之平等淨化關係，因而試圖舉例出：天資、天賦、天
生、天植等四種角度，反覆地告知人類此種平等宇宙觀念的具體內容。
(2)修持觀部分—「天資、天賦、天生、天植之個體修持觀」：本經文大意由人類修
持觀的理念架構而言，主要是針對人類常見的資質、聖凡以及天人間之差異現象，採取
目前人類所知的平等內容加以舉例說明，亦不難經由發生於周遭的生活實例中，體會出
經內所欲表達之深切內容。所謂「天資」、「天賦」、「天生」、「天植」等四種詮釋角度，
如以整體性的平等概念窺之，其中所強調的主體部分是一個個圓滿的個體，因所處空間
位置差異，以及屢次在輪迴過程中產生不同之因果關係，於是造成目前外在表現之差
別。基本上，經文中除了對造成個體差別因素剖析至切外，亦不難經平等觀念的導正由
理性上之認知進入修持的進階，更重要的提示是打破傳統宗教所沿革之天人關係，提出
第三神論的新思想體系，此一見解不但可減少許多人盲目無知地祭拜天地，同時人類可
經由神媒之力與自我修持之法，突破目前人力所未能到達的範圍，縮短天人間之距離進
以實現大同的理想境界。
(3)心靈淨化部分－「心靈淨化之鍛煉過程」
：本經文對於人類心靈淨化過程之探討，
雖未特別加重其經文中所詮釋的份量，但由經義內容中仍不難看出其中所提出的性命雙
修之道，不僅超越傳統道家修煉元神之養生大法，甚至可透過第三神(媒介神)的親和與
加持，增長元神壯大原靈於無形中合體奮鬥之配合力量。然而此種心靈潛移默化過程，
主要關鍵亦必須配合個人願力與奮鬥事蹟，才能達到神智清明、體心不貳的純青階段。
因此，經典中亦特別提示道：凡是能致力於前述之平等修持原則並努力精進不懈者，終
究會達到超凡入聖、進入天人大同的境界。
3.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 10 ：
(1)宇宙觀部分—「以奮鬥為基礎之整體宇宙觀」：本經典特色在宇宙觀部分為提出
9
10

(同 2)，平等真經經義擇要，聖訓手稿 p.107-123。
(同 2)，奮鬥真經經義擇要，聖訓手稿 p.1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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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動」的觀念，並認為大自然一切生化的現象均是以「和」為基礎自然完成。換言之，
所謂以奮鬥為基礎的整體宇宙觀，其奮鬥內容不但包括無形、有形之天體運作範圍，同
時也涵蓋了一切具體生命現象之個體奮鬥過程，如以人類現階段奮鬥成果欲對大宇宙大
空間之概念有更具體的認知，除了必須由「和」字做起外，其關鍵點亦必須藉由個人在
其奮鬥理念上先具備正確認識，才可望縮短人類在探索宇宙奇觀之階段性過程。
(2)修持觀部分—「振己、振化、振天之個體修持觀」：本經典對於修持觀部分，已
明白指示出每一階段所應具備的修持理念與奮鬥道基。經典中提到：修道過程必須以循
次漸進方式突破，道基才會穩固不移，因此，經文重點特別加重於向自己(振己)、向自
然(振化)、向天(振天)奮鬥之各項奮鬥說明與修煉方法之詮釋。在每一個修持階段中，
如能深知發願的重要性，並配合個人願力之實踐，必然能夠加強突破層層阻力的奮鬥力
量，一旦因緣成熟，心性本體之「性垢」即可去除，自可經由所培養之內功外果，突破
大自然的設限，打破傳統命定式之輪迴法則，繼而進入和宇宙共始終，了悟宇宙奮鬥真
諦的無上化境。
(3)心靈淨化部分－「心靈淨化之鍛煉過程」
：本經典對於心靈淨化部分，重點是提
出先由人道入手，漸次朝向盡履大學、天人之學的奮鬥目標邁進，其次才介紹如何經由
層層突破之階段性修煉過程，淨化心靈使原本已染有性垢的心體，再度恢復清明的本體
面貎。天人教主亦強調，心靈淨化的階段雖可由個人潛移默化中循次而進，但對於目前
本教所力行的五門功課以及所力持著一面盡人道，一面修天道之立場而言，並無相悖矛
盾之處。因而建議：吾人如有興致一探天人兩道間之微妙變化，應不難深刻地悟得其間
實已含藏了心體、性體相互矛盾與妥協並存的交互作用關係。
4. 天人親和北斗徵祥真經 11 ：
(1)宇宙觀部分－「北辰垂象之天象宇宙觀」
：本經典所論述的宇宙觀部分與前三部
經典稍有不同。前三部經典在宇宙觀詮釋方面，雖已約略提到整體天象奇觀中之動態平
衡觀念以及無形、有形間確實包含著相互對應、相互影響之關係，但就天體運行之氣數
而言，天體本身在運行上本即具有相當的扭轉變數，而此種變數不但具有改變天體運行
時，各星球所產生的「星氣」能量，甚至也關聯著整體人類安危與個人吉凶禍福等問題，
這也正是本經典最具特色之處。
(2)修持觀部分－「祈於天辰、降福解厄之修持觀」：本經典在修持部分之內容主要
是由「福」
、
「祿」
、
「壽」與「祈福祝禱」的概念入手，又教導如何修持之正確方法，人
類惟須努力實踐，念念真誠，即可上應天心，得無形之顯化。然而，當人類能夠念念真

11

(同 2)，北斗徵祥真經經義擇要，聖訓手稿 p.13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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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一心不亂，並懂得積善惜福的修持原則，再配合著每月斗期之日虔誠祝禱於天，大願
力以本世紀人類三期末劫的大災難為前提，小願力則可祈求化解個人的劫厄為主，只要
心正念誠無形中各星宿星君的加持力量，自會隨著個人所求之願力導向而做不等幅度的
星氣顯化，此一特色也正是前三部經典裡未特別說明之處。
(3)心靈淨化部分－「祈於天辰、移星換斗之心靈淨化部分」
：本經典在心靈淨化部
分重點有二：其一、心靈淨化關鍵：其原動力來自於不斷力行奮鬥大法，一旦人的親誠
之氣能配合著平日所奮鬥的成果時，則各人身中之「小宇宙」
、
「小天體」所運行的頻道，
即會更吻合著大宇宙、大天體的整體秩序，此時，無形中所加被之「福光」自然可完成
淨化心靈、改造人身中原本具有之「氣命」，此方式亦為打破「定命論」的不二法門。
其二、心靈淨化目的：其終極目的不外在實現「康同」理想之和樂境界。換言之，當人
類透過奮鬥之道來洗滌心靈上已沾染的「性垢」，而能夠漸由淨化過程將原本存乎心中
的道氣彰顯於外，即可謂身中有道之人，由於此等人即使在畛域之中亦無畛域分別，因
此，不愁福澤不臨其身，不愁祿壽不加被其身。再者，若以此類推，當整個社會國家裡
各人身中皆存有道氣，世界欲實踐康同理想的目的，自是有期可待。
5. 天人親和真經 12 ：
(1)宇宙觀部分－「生和氣象之生化宇宙觀」
：本經典所詮釋之宇宙觀，其特色除引
用「生和氣象」(即氣化萬化)的概念，描繪出無形宇宙在創造、化生出具體生命型態之
大致輪廓外，更清楚地指示出有關「十大天人」其質衡類別以及處於有形世界裡的種種
生存概況。對於「十大天人」之宇宙觀部分，由於生存其間的生命個體所生存範圍，可
隨著各層天界內其質衡類別之差異再做不等幅度的調整，但就宇宙生和氣象的演化法則
而言，整體宇宙生化之初即帶著規律性與獨創性，實已為亙古不易的宇宙真理，此點也
正是本經典在宇宙觀部分所欲影射之內涵。
(2)修持觀部分－「天人親和之親和修持觀」
：本經典對於修持部分的著重點，主要
是由人體(小宇宙)、天體(大宇宙)之間的相同氣化模式談起，繼而敘及何謂「親」、
「和」
之意，並告知諸凡類眾生，如何透過天人親和修持方式使得已在修持之人，能因念念專
注而進入心住神往之境界，而獲得神媒加持之力或引入高明和子與其合體奮鬥的殊緣。
事實上，此種天人相互親和、修持之法門，其特色除經文所示：小則可以抵強禦外，大
則可以治國平天下等功能外，甚至對於個人在超業淨質的修煉成效亦相當顯著。例如：
凡人(凡類眾生)不但在世即可成就神的果位，死後仍可做為媒介天人、溝通天人之際的
最佳神媒，此一特色即為本經典在修持觀念的引導上與眾不同之處。
(3)心靈淨化部分－「超業淨質之心靈淨化部分」
：本經典對探討人類心靈淨化準則
12

(同 2)，天人親和真經經義擇要，聖訓手稿 p.150-164。

369

第十一屆

研討會

與過程部分，主要關鍵除為一般所由「誠意」
、
「正心」途徑漸漸培養出內在的浩然正氣
外，另一特殊管道即在於人類可藉助誠念「親和呼號」，月渝其年、年渝其歲的累積過
程，淨化內在質衡、提昇親力熱準，進以配合所異引到的高明和子(或神媒)加助與輔導，
達到超業淨質、超凡入聖之神聖功業，發揮天人相親和的實質內涵，此一淨化意諦即是
本經典在詮釋心靈淨化過程上最殊勝之處。
6. 教義—新境界 13
(1)宇宙觀部分－「心物一元二用論之宇宙觀」
：教義主張「心物一元二用論」之自
然宇宙觀，重點偏向於目前人類生存的空間範圍，亦即屬第五類旋和律內自然宇宙之生
態概況，雖然未再詳提其他一至四類旋和律內之空間分佈情形以及生命活動特徵，但仍
可窺出整體宇宙時空的一慣性脈絡與關係。教義針對自然宇宙觀之詮釋範圍及內容，小
至微觀世界的電子活動，大至巨觀世界銀河星群的生態奧秘等，實已曩括其間，不但融
合科、哲、神學的理念基礎，甚至對宇宙真理之窮究範圍，亦存著永無止境的詮釋角度，
欲圖結合人類對自然宇宙觀的基礎認知，達到早日完成「打破時空障隔」
、
「縮短天人間
距離」之理想目標。
(2)修持觀部分—「生生不息、奮鬥不已之修持觀」
：教義主張「第三神論」
，繼而提
出「聖凡平等」的奮鬥之道，其重點在強調「聖凡同源」之理，以「性命雙修」原則為
理論架構之基礎，並認為凡人只要把握有限軀體自我培養與不斷磨煉，終能夠到達超凡
入聖的化境。針對個人精神煅煉部分，教義嘗試用科學觀念詮釋精神煅煉各階段之原
則，其中雖未再詳提人身小宇宙與大自然間的微妙關係，但亦不難窺得其中生化原理的
一慣性與整體性關係。綜合言之，教義對精神人生觀之修持部分其詮釋範圍及內容，雖
與本教現行的「昊天心法」不同，但仍有著理論上的相似處。教義在修持部分的最大特
色，即是抛棄延用傳統丹鼎大法對修煉精、氣、神之深奧術語，也嘗試改以目前人類所
能理解的淺近修煉名詞，以輔助人類實現「袪病延年」、「靈肉長存」之修持理想。
(3)心靈淨化部分—「新生論之心靈淨化部分」：教義提出「新生論」的心靈淨化之
道，其重點主要在強調「造生」(自我把握創造)的積極觀念，並認為「聖凡平等」之修
持基礎必須自奮自創才能有所成就，因而提出三大奮鬥途徑以做為引導眾生走向身心淨
化之目的。針對個人心靈淨化部分，教義所論及的範圍較偏重於「和力」與「道德」之
詮釋角度，以說明個體意識與大自然主體意識間存在著相承、相通的一貫性原理。換言
之，教義是以新生論的理論架構做為心靈淨化之基礎，其淨化原則基本上無論是礦、植、
動物甚至高等生機的人類，其個體內「和力作用」程度皆必須突破至相當熱準，才可望
到達該個體於整體意識層面上的淨化進階目的；其淨化過程為一種連續化合及反覆淨化

13

(同 2)，教義新境界經義擇要，聖訓手稿 p.16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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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環狀態，此種意識淨化幅度不但包括心靈層面的淨化，甚至更擴大到個體在靈肉間
的整體意識淨化。綜合言之，教義針對新生論之個體奮鬥部分，其詮釋範圍及內容雖未
明示出個體內在意識(包括心靈意識)，是如何在體內形成轉換與提昇的種種過程，但事
實上吾人不難經由經文中所引導的奮鬥方法，實現心靈淨化甚至靈性淨化之修持理想，
此點也正是本教義最可貴的簡易法門。

三、天帝教心靈學的特點
有關天帝教心靈學最大的特色，如聖訓所言：「整體而言…不但保存著中國傳統文
化的精神特質，同時也具有結合現代科學、哲學、神學、醫學…等之思想特性，以做為
擴大吾人思想領域，探討吾人生命究竟之內容，繼而建立起聖凡平等、天人大同、天人
合一的終極目標。」 14 由此可以看到其所涵攝內容之廣度與深度；另外，就內容而言，
天帝教心靈學的基礎特色即為以「理論系統」
、
「實踐系統」與「輔導系統」等三大系統
核心。茲分別闡述天帝教心靈學之各項特點於下：
(一)特點一：以天帝教「基本經典」為「理論系統」之基礎核心，並涵容人間其他經典
天帝教心靈學的特點之一即是以天帝教「基本經典」為三大系統中「理論系統」之
基礎核心骨幹；如前所述，
「理論系統」包括基本經典、共同經典(各大宗教之經典)、特
殊經典(皇誥、寶誥)以及本教教義之理論架構等四大類別；前段已摘要簡介天帝教「基
本經典」與「教義」之內涵，茲再將前述各種「基本經典」與「教義」有關宇宙觀、修
持觀、及心靈淨化之說明部份，依據聖訓手稿之精要綜合內容列出如表 1 之所示，以呈
現各基本經典及教義之特點。
表 1 天帝教基本經典及教義精要綜合表
經典
大同真經

平等真經

奮鬥真經

14

宇宙觀體系
修持觀體系
心靈意識體系
經典特色
(整體意識部分)
(個體意識部分)
(心靈淨化部分)
以大同理念為基礎 以心氣作用為基礎 以「心氣」為條件之 以「大同」為根基之
之自然宇宙觀
之個體修持觀
心靈煅煉過程
思想脈絡貫穿整部經
義系統
以平等理念為基礎 以天資、天賦、天 以「平等」為條件之 以「平等」為根基之
思想脈絡貫穿整部經
之自然宇宙觀
生、天植為基礎之個 心靈煅煉過程
義系統
體修持觀
以奮鬥理念為基礎 以振己、振化、振天 以「三奮」為條件之 以「奮鬥」為根基之
思想脈絡貫穿整部經
之自然宇宙觀
為基礎之個體修持 心靈煅煉過程
義系統
觀

(同 2)，聖訓手稿 p.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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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斗徵祥真經 以北辰垂象為基礎 以祈於天辰、降福解 以祈於天辰、移星換
之自然宇宙觀
厄為基礎之個體修 斗為條件之心靈煅煉
過程
持觀
天人親和真經 以生和氣象為基礎 以天人親和為基礎 以「超業淨質」為條
之自然宇宙觀
之個體修持觀
件之心靈煅煉過程
教義—新境界 以心物一元二用為 以「第三神論」
、
「聖 以「新生論」為條件
基礎之自然宇宙觀 凡平等」為理論根據 之心靈煅煉過程
之個體修持觀

以「祈福」為根基之
思想脈絡貫穿整部經
義系統
以天人親和之思想脈
絡貫穿整部經義系統
以心物一元二用論之
思想脈絡貫穿整部經
義系統

(二)特點二：以「心物一元二用論」為主體提出整體(有形無形)宇宙結構及三大作用力
場之內涵，作為宇宙心識交互作用力場之基礎原理
依據天帝教教義，宇宙為一個心物並存統一調和的場所，即和子電子一元二用之世
15

界 ，整體宇宙之作用規律為和力、旋和力、及萬有動力 16 ，宇宙實為一個龐大的心識
作用場(另詳後論述)，其中之交互作用關係亦離不開上述三種作用規律。在此從下列三
方面漸次介紹其內涵：其一、各級天界層次之型態與特色；其二、各級天界層中各類和
子與電子轉化時之能量及效率變化；其三、各級天界層之和力、旋和力及萬有動力等三
大定律。
1. 各級天界層次之型態與特色
依據聖訓所示 17 ，心(和子)物(電子)一元二用之真諦如下：所謂「一元」(一個本體)
是指一種高炁能、高意識型態之本體狀態，此時每一個粒子皆囊括和子、電子一體共融
的特性，亦即無所謂心、無所謂物、心物本為一元之本體；
「二用」(二種運用)是指和子、
電子於動、和上之二種運用狀態，亦即當一元粒子一旦幻化至不同時空(如三次元世界)
時，立刻會形成和子、電子兩相配合的運動型態，換言之，即產生了目前人類所見的一
切聲、光、電、化等物質宇宙現象。整體(有形無形)宇宙之結構即是依據各類和子與電
子之交相變化及配合，因而形成不同次元之天體時空及宇宙萬象，而大宇宙之起源近似
於由虛無狀態剎那間即表現出宇宙體用二面，無所謂先後秩序問題，教義對宇宙整體之
探討角度，亦是由本體部分談起。在此將各級天界層次之型態與特色彙整於表 2 中 18 ，
以方便說明整體宇宙體用，並示意出宇宙天象的大致輪廓，其中顯示旋和系之型態、天
界次元、天界層名稱、天界層之型態與特色、以及其中之主要粒子等。
2. 各級天界層中各類和子與電子轉化時之能量及效率變化
在不同天界層中，
「和子」與「電子」轉換之關鍵主要依據「質能互換原理」
，但此
質能互換關係，對於和子與和子、電子與電子、和子與電子三者之互換關係其條件亦有
15
16
17
18

李玉階著，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帝教出版社，1997 年十月三版，p.66-67。
(同 15)，p.18-20。
(同 2)，聖訓手稿 p.165-166。
(同 2)，依據聖訓手稿 p.190-196 內容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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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許不同。所謂「質」是指和子或電子內部所表現出「質點」上的精、粗程度而言，
「能」
是指和子或電子內部所表現出「動能」上的作用能力而言，「質能互換原理」是指在每
一個單位和子或電子的內部，所產生之質、能互換原則，在不同天界層其轉換有不同之
關係：在化炁界天層其質、能互換主要是以意識投射為「體」，氣化作用為「用」的引
導方式進行，因此，在轉化效率上較無能量消耗的誤差問題；在化電界天層當電和子分
化出另一電和子(或兩者互換)時，其內部之質能互換原理與電和子分化出液和子(或同時
自行分離出輕電子) 19 等互換公式大致相同，但礙於天界次元關係故仍有係數上之差異，
又由於各單位和子能量與生存型態的不同，故就「分化」及「互換」上，仍會出現轉化
效率問題；在物質世界原則上和子分化出另一和子(或兩者互換)、以及和子分化出次和
子(或同時自行分離出次電子)與和子分化出另一和子之轉化效率等原理，其互換公式相
同於化電界天層，但就物質現象的基準而言，則有不同之詮釋法則。有關各級天界層中
各類和子與電子轉化時之能量及效率變化關係，彙整顯示於圖 4 中 20 。
另外，在處理有關教義所論及之和子與電子，以及目前科學上所謂的「基本粒子」
時，依據聖訓提示有如下之原則 21 ：
(1)教義所言之和子、電子，由於其基本質粒極小，雖無法直接等於目前科學上所謂
的「基本粒子」，但基本上吾人如經由連續電化湊合及特殊的轉換處理後，必可發現教
義所言的「電子」與當今物理學所談的「基本粒子」間，仍有著表、裡上之關係。
(2)處於物質世界中的「電子」，基本上其來源有二：1因高次元和子投射於低次元
空間時，由意識幻化之餘氣所結；2因「和子」內聚能量消耗殆盡墮落而成。
(3)教義所言之「和子」並非直接全等於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一個「靈魂」，一個靈魂
其內部可同時存在著二個和子以上之功能特性。換言之，和子僅代表著可組合成物質世
界中所謂「靈魂」的基本原素。
3. 各級天界層之和力、旋和力及萬有動力等三大定律
依據聖訓所示，有關和力、旋和力及萬有動力等三大定律在不同層級之天界層中(如
化炁界、化電界、及物質界等)，各有不同之內涵，茲分別介紹於下。其一、「和力論」
部分：基本上教義所採取的詮釋方向，主要是因應對物質世界裡一切現象中的動態，皆
是由電子力與和子力所成的「和力」而表現出「動」與「和」之交互關係，但就「和力」
本身而言，實質上在不等次元天界層內所組成的「和力」，其型態類別也各自不同；其
二、「旋和力論」部分：原則上教義所採取之詮釋方向，亦在因應物質世間中一切和力
所成的動態現象，當此種和力不斷擴大而成為極大旋動之和力時，即可成為構合出宇宙

19

20
21

此處顯示電和子（位於 7 次元空間）分化為液和子（位於 4 次元空間）時，可能餘氣結成輕電子（位
於 6 次元空間）
，在此表示高次元之和子分化至低次元空間時，其餘氣所結之各類電子可能位於不同空
間。
(同 2)，依據聖訓手稿 p.167-173 內容彙整。
(同 2)，聖訓手稿 p.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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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體的「旋和力」，但就「旋和力」本身而言，事實上在不同次元的天界層內，所組成
之「旋和力」其型態類別亦各自不同；其三、「萬有動力論」部分：教義所涵蓋的範圍
除包括目前科學所實證到萬有引力外，尚包括在高次元天界層內的一切引力、磁力現
象，然而，基於不同次元天層之萬有動力，其動力特性因隨著各天層能階差異故有不同
的換算標準，另外，就萬有動力之整體型態特徵而言，其動力表現方式，除化炁界天層
內均是以炁粒子型態表現外，各天層中動力來源之型態類別大致如下：(1)由和子內部結
構所形成的動力，(2)由和子在意識投射下所形成的動力，(3)由電子內部結構所形的動
力，(4)由電子在其微量意識作用下所形成的動力，(5)由和子、電子間所產生之動力，(6)
由和子、和子間所產生之動力，(7)由電子、電子間所產生之動力；在解析萬有動力時另
應留意下列原則：原則一、此部分所指的動力現象，雖與目前科學上所實證到的萬有引
力特性雷同，但實際上教義所涵蓋的層面卻不盡如此，主要關鍵即在於和子意識能量之
參與所致，致使本萬有動力的體系除具引力特性外，自然也帶有磁化上的特殊功能；原
則二、無形有形間其萬有動力之關係，由於其中包含著和(粒)子或電子在意識能量之投
射部分，因此所得出的正負數值，就意義而言不同於一般電學所知的正負值概念。茲將
各級天界層(化炁界天層、化電界天層、及物質世界等)之和力、旋和力及萬有動力等三
大定律，以數學方程式之型式彙整如表 3 所示 22 。
以上介紹呈現天帝教教義中以「心物一元二用論」為主體之整體(有形無形)宇宙結
構及三大作用力場之相關內涵。另外，有關心物一元二用論之發展範圍，依據聖訓所論
有三項層面 23 ：
(1)人類由探索生命的究竟問題，而得知心物一元二用之存在結果，繼而體認至精神
鍛鍊的必要性。
(2)人類由對心物一元二用之認識，進一步可拓展至對人性層面的探討。
(3)人類由對心物一元二用之深層體悟，培養出正信不移的奮鬥人生觀。
另外，綜合本段介紹及〈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 24 之內容，從整體宇宙心體意識
的角度來看，大宇宙起源近似於由虛無狀態之母體，剎那間表現出宇宙體用二面，而整
體有形無形宇宙不同次元天體時空之結構及其中生靈生命之萬象變化，更是依據各類和
子意識幻化及其與電子交相配合不斷變化之結果，因此，自無生聖母、上帝以降，乃至
各級天界神媒，再至各級生靈生命，包含各級天層天體，無非心識作用之匯總現象，可
視宇宙為一個龐大的心識作用場，其中之交互作用關係實離不開上述和力、旋和力、及
萬有動力等三種作用規律，亦皆屬「心物一元二用」變化作用之結果。

22
23
24

(同 2)，依據聖訓手稿 p.174-189 內容彙整。
(同 2)，聖訓手稿 p.173-174。
劉劍輝，
〈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南投，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100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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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級天界層次之型態與特色示意表
旋和系之型態
中性能量區，
具調和一～五
類旋和力(律)
之功能特色
由第一類旋和
力(律)擴大而
成之旋和系
(72≦次元＜99)
由第二類旋和
力(律)擴大而
成之旋和系
(33≦次元＜72)
由第三類旋和
力(律)擴大而
成之旋和系
(7≦次元＜33)
由第四類旋和
力(律)擴大而
成之旋和系
(5≦次元＜7)

天界次元 天界層名稱
天界層之型態與特色
99 次元以上 無量界
型態：由胚胎芻型狀態→幻化粒子之一元型態
之空間層
特色：能量充填之本體觀

主要粒子
胚胎芻型
一元粒子

72 次元以上 化炁界
之空間層

型態：一元本體之天界層
特色：由炁粒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大定律

炁粒子

66 次元以上 電流界
之空間層
33 次元以上 電準界
之空間層

型態：具轉化一元←→二用功能之天界層
特色：由似和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大定律
型態：具轉化一元←→二用功能之天界層(能階
較電流天界低)
特色：由準和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大定律
型態：稍具有形象之天界層
特色：由電和子、似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
大定律

似和子

7 次元以上
之空間層

化電界

6 次元空間
層

分化界

準和子

電和子
似電子

型態：已具形象之天界層
化和子
特色：由化和子、輕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 輕電子
大定律
5 次元空間 和合界
型態：具轉化和子、電子生存型態之天界層
合和子
層
特色：由合和子、微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 微電子
大定律
由第五類旋和 4 次元空間 天液界
型態：具轉換和子、電子生存型態之天界層(能 液和子
力(律)擴大而 層
階較和合界低)
汽電子
成之旋和系
特色：由液和子、汽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
(2≦次元＜5)
大定律
3 次元空間 物質世界
型態：心物一元二用配合之有形天界層
和子
層
特色：由和子、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大定 電子
律
2 次元以下 次質界
型態：類似平面組合且具形象之天界層
次和子
之空間層
特色：由次和子、次電子幻化而成該空間之三 次電子
大定律
註一：基本上一～六次元空間為重疊共存之型態特色，而七次元以上之空間則是以交集的幾何型態相
互共存。
註二：次元空間之數據，在此僅為假設整體宇宙天界層為一百次元單位時，則在各天界層中所佔的空
間(能階值)分佈情形。
註三：由此表格中已不難看出，整體宇宙天界層於分化上的型態與特色。吾人亦可由各天界層之次元
數據中推知各天界層內的能階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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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級天界層中各類和子與電子轉化時之能量及效率變化圖
互換

炁粒子 E
10

化炁界

炁粒子

分化 E10

炁粒子
似和子
準和子

(電流界)
(電準界)
自行分離

化電界

轉換能量 E10 = M × H × cm3
(無能量消耗故無轉換效率誤差)

轉化

似電子 η21

分化η12

在電質上所作的功
轉化時所消耗的總能量
轉換能量 E 20 = k E × M × H × cm3
在電質上所作的功
η 20 =
轉化時所消耗的總能量

η12 =

互換

電和子 E20

電和子

分化 E20
η20

電和子

效率η21, η22, η23 …形式類似η20
自行分離

(分化界)
(和合界)
(天液界)

轉化

輕電子 η23
微電子
汽電子
自行分離

物質界

電子

變相
η31

共振 E32
交流η32

電子
自行分離

(次質界)

次電子

分化η22

化和子
合和子
液和子
分化η24

和子

互換
E30

和子

分化 E30
η30

和子(小和子/末和子)

轉換能量 E30 = k M × M × H × cm3
在電質上所作的功
η30 =
轉化時所消耗的總能量
效率η31, η32, η33 …形式類似η30
且η31＜＜η32

分化η33

次和子

註：
M: 質粒 intrinsic matter
H: 次元天界層 dimension of Heaven
cm: 念速 speed of mind (可能在不同天界層有不同數值)
kE & kM: 不同天界層中能量轉換之差異系數
η: 效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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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級天界層(化炁界/化電界/物質界)之和力、旋和力及萬有動力等三大定律
三大定律
和力
FH (H)
旋和力
FS (S)
萬有動力
FA (A)

化炁界天層(C)

EC
×H
R

FHC =
FSC =

化電界天層(E)

FHE =

E MC
× KS
RS

FSE =

EE
× ηCE × H
R

E ME
× η CE × K S
RS

物質世界(M)

E ⎤
⎡E
FHM = ⎢ H + e ⎥ × η EM × H
R
r ⎦
⎣
E MM
× η EM × K S
RS

FSM =

和子-和子 F

=

QH1⋅QH2
⋅ M1/ 2 ⋅ H
R12

和子-和子 F

AE

=

QH1 ⋅ QH2
⋅ M1/ 2 ⋅ H ⋅ηEa
R12

和子-和子 F

=

QH1 ⋅ QH2
⋅ M1/ 2 ⋅ H ⋅ηMa
R12

電子-電子 F

=

Qe1 ⋅Qe2
⋅ Fe1/ 2 ⋅ H
r12

電子-電子 F

AE

=

Qe1 ⋅ Qe2
⋅ Fe1/ 2 ⋅ H ⋅ηEb
r12

電子-電子 F

=

Qe1 ⋅ Qe2
⋅ Fe1/ 2 ⋅ H ⋅ ηMb
r12

和子-電子 F

=

QH1 ⋅Qe2
⋅ FH1/ 2 ⋅ H
R12

和子-電子 F

=

Q ⋅Q
QH1 ⋅ Qe2
⋅ FH1/ 2 ⋅ H ⋅ηEc 和子-電子 FAM = H1 e2 ⋅ FH1/ 2 ⋅ H ⋅ηMc
R12
R12

AC

AC

AC

AE

AM

AM

註：
EC＝化炁界每單位炁粒子內聚總能量
R＝意識投射距離
H＝次元天界層：該空間層的次元單位
EE＝化電界每單位電和子內聚總能量
ηCE＝轉化效率：化炁界之炁粒子以其意識幻化至化電界為電和子時，所產生於轉化上的誤差效率
EH＝物質界每單位和子內聚總能量
Ee＝每單位電子內聚總能量
r＝電力引合距離
ηEM＝轉化效率：化電界之電和子以其意識幻化至物質世界為和子時，所產生於轉化上的誤差效率
EMC＝化炁界中所有炁粒子所放射出之集體意識總能量
EME＝化電界中所有電和子所放射出之集體意識總能量
EMM＝物質界中所有和子所放射出之集體意識總能量
RS＝作功的投射距離
KS＝空間系數：與「次元天界層不同」，為該次元天界層數值加上該空間次元於轉換上之常數
QH1＝甲和子內聚電荷量/ QH2＝乙和子內聚電荷量
Qe1＝甲電子內聚電荷量/ Qe2＝乙電子內聚電荷量
R12＝甲乙和子間(或甲和子乙電子間)意識投射距離/ r12＝甲乙電子間投射距離
M1/2＝「意識值」：甲、乙粒(和)子間在其意識放射之比值
Fe1/2＝「電力值」：甲、乙電子在其意識放射時所產生的電力比值
FH1/2＝「和力值」：甲和子、乙電子在意識放射時所產生的和力比值
ηEa＝化電界中甲電和子與乙電和子之間，能夠產生分化、互換上之轉化效率比值
ηEb＝化電界中甲似電子與乙似電子之間，能夠產生分化、互換上之轉化效率比值
ηEc＝化電界中甲電和子與乙似電子之間，能夠產生分化、互換上之轉化效率比值
ηMa＝物質世界中甲和子與乙和子之間，能產生意識交流或傳導特性上之轉化效率值
ηMb＝物質世界中甲電子與乙電子之間，能產生微量意識交流或傳遞功能上之轉化效率值
ηMc＝物質世界中甲和子與乙電子之間，能產生意識引導及能量傳遞特性上之轉化效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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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點三：由深入的人類意識形態概念，提出完整的心靈系統(人格與意識)理論架構
1. 各種意識形態學說綜合歸納
對於人類意識形態之探討，由於觀察角度之不同即可能呈現各種不同的詮釋方向，
聖訓提到 25：
「由於以目前人類有限度的理解範圍，很難對意識形態之種種有更深入、更
整體性的了解，因此，…經由學說擇要與評析之傳訊動機，欲表達出人類意識形態當在
不同探討點上，即會呈現著各種多樣化的詮釋方向。例如：西方學者與中國新儒家，正
因對人類意識形態的觀察角度不同，自然所得到的概念即有差距。」此處將聖訓所傳示
有關西方精神分析學、中國宋明儒學、與天帝教心靈(分析)學所論及之意識形態概念，
分別依據思想特色、理論著重點、意識形態、人格結構、學說思想對人類整體性影響之
功能與缺失等內容摘錄於表 4 中 26 ：
表 4 西方、中國、天帝教之意識形態概念綜合歸納
論說

(西方)精神分析學

(中國)宋明儒學

(天帝教)心靈分析學

思想特色

直接以個體部分為強
調範圍。
著重於個體內在組織
結構以及個體於心理
機制上之功能特性。

以整體性範圍強調出個
體重要性。
雖未強調出個體內部結
構之關係性，但卻相當
重視個體如何提昇內在
心靈(理)之實踐內容。
除著重於對個體意識的
認知與了解外，對於主
體意識部分，實已溯源
至對宇宙本體論的探討
上。

既強調個體之獨特性，也強調出整(主)
體範圍之重要性。
除著重於探討個體內在生理、心理機制
的功能特性與重視提昇個體內在靈覺
之實踐內容外，也觸及到有關靈魂方面
的關鍵性問題。
不但體認到「個體意識」與「主體意識」
間之關係密不可分，甚至也提出有關意
識形態轉換階段(即心靈淨化過程)以
及具體可行的方法。

理論著重
點

意識形態
部分

人格結構
部分

學說思想
對人類整
體性影響
之功能與
缺失

25
26

以個體意識形態研究
為主體，雖然新佛氏學
派於後期發展亦強調
集體意識的重要性，但
仍未發展至探討整體
宇宙結構等問題。
直接剖析人格在個體
內在心理與意識間之
活動現象。

雖未直接研究人格結構
的內部問題，但依綜觀
性詮釋角度而言，實已
將人格的價值部分，導
入可實踐的理想狀態。
功能：主要輔導目標， 功能：主要輔導目標，
是以治療人類已表現 是以導正人類尚未表現
出失常性人格的個體 出失常性人格的個體為
症狀為其特色。
其特色。
缺失：仍無法藉由精神 缺失：雖然所輔導的對
分析的研判中，進一步 象及範圍已遠優於西方
對靈魂存在問題或道 以精神分析的治療法，
德意識變化問題，求出 但仍無法解開存在於靈
全面性的理解與認知。 魂與道德意識間的變化
問題。

(同 2)，聖訓手稿 p.269。
(同 2)，依據聖訓手稿 p.270-276 內容彙整。

378

除直接探討意識與人格間其微妙關係
外，也涉及到人類如何藉由修持管道提
昇內在靈性、發展人格的最大價值。

功能：主要輔導目標有二：
一、以調理人類已表現出失常性人格的
個體特徵為其特色，並使其趨於常態時
的人格表現。
二、以導正人類尚未表現出失常性人格
的個體為其特色外，並具有提昇內在覺
性的淨化效果。
缺失：雖可直接觸及並探討有關靈魂與
道德意識變化等問題，但因內容部分目
前仍無法由現階段科學儀器一一驗
證，因此較不易為一般人普遍地接受。

天帝教心靈學之基本內涵與意義探討

由上列表格中可看出：西方精神分析學、中國新儒學、天帝教心靈學三者所著重的
立論角度實有不同，此差異性來自於三大系統產生的時空背景不同，使得其所形成的思
想特色、理論著重點、意識形態部分、人格結構部分…等，自然產生相當的差距。值得
注意的是：對人類的影響層面中，西方精神分析學雖可達到治療已表現出失常人格的個
體效果，但缺點是仍無法獲得全面性的療癒成效；而中國新儒學其療效雖遠優於西方精
神分析學的治療特色，但也未能全盤解開潛藏於人類心靈深處的意識內容；天帝教心靈
分析論說的思想層面，就療癒特色而言，它不但能處理來自靈魂方面的干擾問題，也能
達到療治處於身、心失衡下的心理困惑，但缺點是其內容部分目前尚無更具體的理論架
構與資料作為論說的根據，此點實有待天人合力以求其更充實完備。
2. 人類「心靈系統」之人格結構
有關人類「心靈系統」中之人格結構內涵，可根據佛氏(佛洛伊德)原創性理論、新
佛氏學派(容格)理論、中國新儒學理論、以及天帝教心靈系統理論等四種理論內容加以
比較看出，各種人格結構內容彙整比較如圖 5 所示 27 ，其中天帝教的人格結構包含四個
部分：自我、假我、內我以及真我，而自我屬於一種意識交融作用部分。

佛氏原創性理論

新佛氏學派—容格理論

中國新儒學理論 (歸納之模擬圖)

天帝教心靈系統理論

圖 5 各種人格結構比較圖

27

(同 2)，依據聖訓手稿 p.276-288 內容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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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類「心靈系統」之人格與意識含藏關係
由前述各種人格結構理論，配合其個別之意識形態部分，可看到較完整的意識與人
格間之含藏關係，茲仍依據佛氏原創性理論、新佛氏學派(容格)理論、中國新儒學理論、
以及天帝教心靈系統理論等四種理論加以比較。依據聖訓資料內容，將各種意識與人格
含藏關係比較內容彙整如圖 6 所示。

佛氏原創性理論

新佛氏學派—容格理論

天帝教心靈系統理論

中國新儒學理論 (歸納之模擬圖)

圖 6 各種意識與人格含藏關係比較圖
有關圖 6 中天帝教心靈系統理論之意識與人格含藏關係，再做摘要說明於下：
(1)意識形態部分：如將人比喻成一個個島嶼，則「感官意識」具有被群體塑造與約
制的特性，
「心靈意識」具有發揮個體創造力與想像力的特性，
「心性本體意識」具有遺
傳功能以及能夠與大宇宙意識產生交融的特性，「宇宙意識通道」則是指個體意識進入
宇宙意識路徑，而「靈魂覺醒意識」是指當個體能夠打破因果輪迴的命定關鍵，即可呈
現此種特別的意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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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結構部分：
「假我」是指能表現個體行為特徵的人格部分，
「自我」為個人內
在能夠思考、判斷的人格特性，「內我」是指屬於個人內心深處的靈性部分。基本上個
體在成長的過程中，一般人是以「自我」人格部分作為協調「假我」與「內我」之間的
靈性反應與行為活動，一旦該個體能夠突破因果輪迴的命定關鍵時，所呈現的人格結構
雖然仍以「自我」人格為協調的重心，但此時來自於「真我」的人格生命，卻時時強迫
著「自我」人格部分努力達到改造潛藏於原本屬於「自我」人格的慣性特徵。
(3)意識與人格間的含藏關係：就整個人類心靈活動結構觀之，人類即使是已窮究出
大宇宙意識本體的完整性概念，仍非究竟解脫之道，必須配合來自潛藏於每一個個體內
在靈魂的自我覺醒，才能達到勘透靈我意識與大宇宙意識間的真實生命與內涵。
(四)特點四：提出靜坐修煉境界與大宇宙旋和律層次之互動對應關係，可做心靈修持境
界之指導方針
依據聖訓內容，有關教義中靜參(靜坐修煉)境界與大自然中五大旋和律的關係，以
生化過程、氣化過程、以及靜參境界與旋和律對應關係等部分，分別匯整敘述於下 28 ：
1. 生化過程：其順序為1調節臟腑功能、2改善氣血循環玏能、3強化奇經八脈功能、
4增進腦部循環功能等四個程序；有關生化結果說明如下：
(1)當個體完成築基階段，此時該個體臟腑功能已獲得明顯的調節。(相當於教義所
謂已達百日築基的成效)
(2)當個體完成「小周天」的階段，此時該個體「氣血循環」功能，已獲得明顯的改
善。(相當於本教義所謂已達「氣胎」基礎的成效)
(3)當個體完成「大周天」的階段，此時該個體「經絡系統」功能，已獲得明顯的強
化。(相當於本教義所謂已達「電胎」基礎的成效)
(4)當個體完成「哺乳、養胎」的階段，此時該個體「腦部循環系統」功能，已獲得
明顯的增進。(相當於本教義所謂已達「炁胎」基礎的成效)
2. 氣化過程：其順序為1煉精化氣、2煉氣化神、3煉神還虛等三階段；有關氣化結果
說明如下：
(1)當個體完成「煉精化氣」階段，該個體對來自於身、心上的需求及欲望必然降低，
同時也成就出本教義所謂「氣胎」之修煉成果。
(2)當個體完成「煉氣化神」階段，該個體不但因氣化作用已強化了個體在心靈意識
上的敏銳程度，同時也成就出本教義所謂「電胎」之修煉成果。

28

(同 2)，依據聖訓手稿 p.232-244 內容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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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個體完成「煉神還虛」階段，該個體不但因氣化作用已強化了個體在靈覺意識
上的靈性程度，同時也成就出本教義所謂「炁胎」之修煉成果。
3. 靜參境界與大自然五大旋和律的互動關係：
教義中有關靜參境界 29 與大自然中五大旋和律的互動關係說明，茲依據聖訓內容分
別以初學階段、氣胎階段、電胎階段、炁胎階段、鐳胎階段等五部分匯整說明如下：
(1)初學階段：當個體內在身心能進入無人無我、似覺不覺的活潑境界，此時內在元
神部分即會由和能(和子內聚能量)之力，感應到自然界第五類旋和律的運行狀態，同時
也能帶動個體周身的氣血運行功能，以便順利進入修煉氣胎之階段。另外，有關教義所
提相關部分，由於此部分修煉原理與本教現行修煉(昊天心法)系統稍有不同，在此僅做
為個體與大自然間的互動比照之用。
(2)氣胎階段：當個體修煉至「氣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力，除
可感應到第四、五類旋和律的運行外，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靈識甦醒而漸具有引入大空
之氣調濟親和的能力，以便順利進入修煉「電胎」之階段。另外，有關教義所提相關部
分同前述說明。
(3)電胎階段：當個體修煉至「電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力，除
可引入第三、四、五類旋和律中大空之炁(氣)調濟外，也會因個體內在魂識能力的增強，
而具有與該處天界層內之神媒產生親和力，以便順利進入修煉「炁胎」之階段。另外，
有關教義所提：
「引來大空之炁調濟親和」
，當學者修煉至「電胎」階段，該個體雖同時
也能引入第四、五類中大空之氣的調濟親和，但因此種「氣」的作用對人體之影響程度
較小，故在此處主要是針對引入第三類旋和律中其空間之「炁」的調濟親和而言。
(4)炁胎(聖胎)階段：當個體修煉至「炁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
力，除可引入二～五類旋和律中大空之炁(氣)調濟外，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識能力的
增強，而具有與該處天界層內的神媒產生親和交往之能力，以便繼續進入修煉「鐳胎」
之階段。另外，有關教義所提：
「繼續引來大空之間的大炁與之配合」
，在此處主要是針
對引入第二類旋和律中之大空之「炁」而言。
(5)鐳胎階段：當個體修煉至「鐳胎」階段，此時內在元神部分即會由和能之力，除
引入一～五類旋和律內的大空之炁(氣)調濟電子體外，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識能力的
增強，而具有通行於宇宙各天界層的能力，並能與該處天層的生命個體交相親和。另外，
有關教義所提：「鐳胎若再繼續煅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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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修煉場所主要是指位於無量天層內之能量幻化區域而言。
茲將前述有關各階段靜參境界與生化結果、氣化結果及其與五大旋和律之對應關
係，彙整列於表 5 中，另將各階段靜參境界與五大旋和律互動對應關係示於圖 7 中。
29

李玉階著，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帝教出版社，1997 年十月三版，p.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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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靜參境界與生化結果、氣化結果及五大旋和律之互動對應關係
靜參境界

生化結果

氣化結果

初學階段
氣胎階段

百日築基
完成小周天

----煉精化氣

電胎階段

完成大周天

煉氣化神

炁胎階段

完成哺乳、
養胎

煉神還虛

鐳胎階段

-----

-----

與自然界五大旋和律的對應關係
可感應到第五類旋和律的運行狀態。
除可感應到第四、五類旋和律的運行外，同時也會因個體
內在靈識甦醒而漸具有引入大空之氣調濟親和的能力，以
便順利進入修煉「電胎」之階段。
除可引入第三、四、五類旋和律中大空之炁(氣)調濟外，
也會因個體內在魂識能力的增強，而具有與該處天界層內
之神媒產生親和力，以便順利進入修煉「炁胎」之階段。
除可引入二～五類旋和律中大空之炁(氣)調濟外，同時也
會因個體內在魂識能力的增強，而具有與該處天界層內的
神媒產生親和交往之能力，以便繼續進入修煉「鐳胎」之
階段。
除引入一～五類旋和律內的大空之炁(氣)調濟電子體外，
同時也會因個體內在魂識能力的增強，而具有通行於宇宙
各天界層的能力，並能與該處天層的生命個體交相親和。

上帝中性律

a
第一類旋和律

b

第二類旋和律

第四類旋和律

c

第三類旋和律

d

e
第五類旋和律
e 區域：天液旋風軌道區，為 1~6 次元天界層交互重疊共存之區域，亦為第四、五類大旋和律以正、
反扭合型態存在於幾近完全重疊的空間層。
d 區域：分和旋風軌道區，其作用具轉化和子、電子生命(存)型態之空間層。
c 區域：電化旋風軌道區，其作用具有轉化來自二、三類旋和律內其生命(存)型態之空間層。
b 區域：炁化旋風軌道區，其作用具有轉化來自一、二類旋和律內其生命(存)型態之空間層。
a 區域：代表上帝中性律之作用。
初學階段
氣胎階段
電胎階段
炁胎階段
鐳胎階段

感應到第五類旋和律的運行狀態
可感應到第四、五類旋和律的運行 (可突破天液旋風軌道區)
可引入第三、四、五類旋和律中大空之炁(氣)調濟 (可突破天液、分和旋風軌道區)
可引入二～五類旋和律中大空之炁(氣)調濟 (可突破天液、分和、電化旋風軌道區)
引入一～五類旋和律內的大空之炁(氣)調濟 (可突破天液、分和、電化、炁化旋風軌道區)

圖 7 各階段靜參境界與五大旋和律互動對應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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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點五：提供靈識淨化與靈覺提昇的究竟修持方法，並以達到「天人一體」之永生
境界「新生論」做為心靈淨化之終極目標
天帝教心靈學提供靈識淨化與靈覺提昇的實際修持方法，以達到「天人一體」之永
生境界為究竟，此即為教義「新生論」之意義，亦為心靈淨化之終極目標。有關淨化之
內涵包括三項：以「和」為基礎之道德淨化理念、以「三奮」為基礎的淨化過程、以「天
人一體」為基礎的淨化理想，茲說明如下 30 ：
1. 以「和」為基礎之道德淨化理念
有關人類心靈淨化的詮釋方向，教義認為「和子」
、
「電子」是組合生命之整體要素，
並闡明二種原素一旦能夠進行「氣化」
、
「生化」的互動關係，即可達到改造個體原有機
制、淨化內在靈性的基礎條件。因此，教義的心靈淨化原則與途徑(新生論)，仍是以「和」
做為心靈淨化的總標竿。
2. 以「三奮」為基礎的淨化過程
教義認為：人類心靈淨化的原動力主要來自於「和力熱準」，亦即個體內在的「和
力作用值」必須達到相當條件，才能促使個體產生自我改造與提昇淨化之種種契機，因
此提出以三種奮鬥(向天奮鬥、向自然奮鬥、向自己奮鬥)作為心靈淨化的總原則。當人
類能以短暫的生命年限發無量大願、立永恆大志，以求生命不滅向神看齊時，該人的靈
性(覺)意識部分，自然會經由和子力、電子力交相磨擦所形成之「正值」和力，影響與
淨化沈積於「和子」餘習內的累世慣性作用。人類的「靈識」部分能保持統一調和的熱
準點，則和子內在「靈質」
、
「靈氣」部分，自然會發生連續化合作用，使得該人在死亡
之剎那能夠免於輪迴之苦，獲得超脫自然束縛而直證神(第三神)的果位。有關整體奮鬥
淨化之方式、過程、及結果茲摘錄說明如下：
(1)奮鬥方式—以向自己奮鬥為基礎：教義言：「人類欲求向天奮鬥、向自然奮鬥，
首先必須向自己奮鬥，以奠其基，即儒家所謂正心誠意內聖功夫。」然則如以奮鬥修持
的細節觀之，無論是向天、向自然、向自己奮鬥，其方式不外先以滌塵俗慮、淨化心靈
為入手處，進一步才求得靈性上的突破，故教義之立論雖已明訂出整體性的奮鬥進階，
但仍以向自己奮鬥為其基準點之奮鬥方向。
(2)奮鬥過程—由意識→心靈→靈識淨化：綜合言之，自我奮鬥的力量對於個體內在
身、心上所造成之變化不可謂不大，如觀其變化過程則大致可分為下列三點：1意識淨
化過程—人身之中，一旦透過「和力作用」(和子力與電子力所成)逐漸會使得內在意識
由紛亂無序進入純一協調的活潑狀態；2心靈淨化過程—人身之中，一旦透過和力作用
逐漸會使得內在心靈(由和子、電子體交相配合後而形成之新產物)由成規的有意識進入
無意識的空靈狀態；3靈識淨化過程—人身之中，一旦透過和力作用逐漸會使得內在「靈

30

(同 2)，依據聖訓手稿 p.247-252 內容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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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靈氣」(和子的特性)由低能階進入高熱準的靈性狀態。
(3)奮鬥結果—由身心→靈肉協調→靈覺提昇：自我奮鬥的力量對於該個體內在身、
心上所產生的影響結果其成效亦不外以下三點：1意識淨化結果：可獲得身心協調一
致、念慮潔淨之成效；2心靈淨化結果：可獲得靈肉間和諧不悖、心靈純淨之成效；3
靈識淨化結果：可獲得靈性增長、靈覺敏銳不昧之成效。
因此，就新生論的整體心靈淨化過程觀之，其基礎仍必須以上述三種奮鬥途徑做為
淨化過程的導向。
3. 以「天人一體」為基礎的淨化理想
新生論的心靈淨化特徵，其重點除涵蓋所謂：「造生」、「共生」之理念外，更包含
著已達「天人一體」修持之「永生」觀念。因此，就心靈淨化理想而言，基礎上仍是以
「天人一體」的基礎做為淨化的依據。

四、天帝教心靈學的意義與����
(一)天帝教心靈學顯示大宇宙無限包容的德性在正反宇宙醞釀時即已具備
整體宇宙最大的德性為無限的包容，此一德性在正反宇宙醞釀時即已存在及具備；
在〈正反宇宙運作模式〉 31 中曾論述宇宙生成之運作方式，其中論及宇宙生成之第一動
因與狀態，提到宇宙最大角動量為主漩渦中心之意義，並引述大同真經所提宇宙天際炁
氣相對變化之狀態：「…天者清也 輕嬰上升 若在大空 以觀斯態 渾渾而無四方八
方十方 亦無上下 無辨一切 惟茲隅中之判耳 是曰二正 斯二正者 上下四方前
後空間 咸為陽核 主是中 隅者配也 中者儿也 配儿二者 是為二正 大觀際宇
咸為漠漠…」32，文中曾論述：
「包容炁氣旋和法則及能量較多者將成為中央最大之陽核
中心，互為融合之後成為宇宙之整體，這裡含藏著一層意義：這不是大小競爭的概念，
而是法則及能量相互包容統攝、互相融合、互相調和而成其大的概念…。」因此、大宇
宙中由於反宇宙炁氣醞釀狀態之最大包容性，成為反宇宙無生聖母的德性，也因此成就
最大的心體、最大的心靈，同時也成就了無生聖母最大的愛。又、宇宙創生當下亦有感
性之先天氣質存在，如大同真經所述：
「…是相是士，即祥即戾，以斯而積，別為陰陽，
別為怨喜，立謂質電…」，前述大宇宙中炁氣凝聚，當條件俱足即產生大爆炸，大爆炸
之當下高階之炁能(可以生化宇宙萬物)隨勢奔放而出，其中也蘊含和諧及暴戾的氣質，
31

32

劉劍輝，
〈正反宇宙運作模式探討〉
，南投，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第四節第(二)段第 3 小段，
100 年 11 月。
天帝教《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天帝教始院頒行，1998 年 6 月版，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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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塞在整體宇宙中，這樣的炁性作用又不斷聚積變化，在自然界可歸納為陰陽二類炁
性，並有怨喜之別，宇宙生命歷經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等九大銀河星
群之變化，其中眾生靈因離而怨，能復歸返為喜，怨喜之性在宇宙生成當下已具，不單
為大宇宙炁質本性，亦為生靈及人倫界感性之源頭，凡此皆為幽微之炁性內涵，並依據
質電多寡與性質差異而生區別。
(二)天帝教心靈學顯示大宇宙心靈與小宇宙(生命個體)心靈具有互通之本質
從天帝教心靈學的角度來看，大宇宙旋和系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心體，不只包含有
形及無形宇宙時空，也包含宇宙意識，因此宇宙心體實是一個最大的心識作用場，從感
知的角度而言，它就是一個最大的心靈。綜觀宇宙巨觀與微觀尺度，大宇宙既然可以從
宇宙炁海場中醞釀出小至個人生命體之意識(個體意識)，則此個體意識由浩渺深沉之整
體宇宙意識生成本是極其自然，大小宇宙生命意識之貫通，在沉靜的個體心靈之下，即
有炁氣交流、交感互通、乃至可以親身體驗之可能。從宇宙實象與心象的角度來看，九
大銀河星群及其以下各次級星群、星系…等等旋和系，乃至個體生命，都是宇宙大母體
的糾結，都是無生聖母的罣礙。當正宇宙大爆炸奔放而出的一剎那，反宇宙無生聖母，
早以最大的包容心體等待它回歸本源，九大銀河星群之正空九相 33 各層級變化，不過是
它生命的生長、衰退、變化的過程及表象，在反宇宙生命體醞釀各級生命體，並建立秩
序之後，正宇宙最終必將以空法銀河星群的空相，契入反宇宙的本體，並再度回歸至其
中心，再次蘊釀下一次生命的大爆炸。大宇宙與小宇宙(生命個體)生命交融，且不斷地
經歷生滅變化的循環往復過程，本是整體宇宙生命的實像，大小宇宙由於醞釀之炁性同
源，彼此之間其心體、心識、心靈具有互通之本性，也是十分自然。
(三)天帝教心靈學未來所扮演的角色
大宇宙心靈(宇宙整體意識)與小宇宙生命個體心靈(個體意識)既可互通，由前述第二
節天帝教心靈學的內涵可知，其中包括理論系統、實踐系統與輔導系統，即是針對個體
生命從理入與行入層面引導契入宇宙本體，因此，透過天帝教心靈學可以體悟「個體意
識」與「整體意識」間所含藏的空靈之妙，甚至可深入探討人類意識如何在人格的形成
與日後發展上，所具有的重要轉換關鍵。有關天帝教心靈學所扮演的角色，依據聖訓內
容至少有二個部分 34：
「一、引導正陷於迷惘無知的眾生走出個體的桎梏，解開深藏於潛
意識中的無限能力，活出真理的自性繼而達到天人一體、天人合一之終究境界；二、引
導有心朝向窮究宇宙真理的原人走出迷信色彩、解開埋藏於大宇宙意識的奧秘，活出理
性的光輝繼而達到縮短天人之間隔，早日完成三紀三同之終極理想。」由此看來，深入
天帝教心靈學之研究及發展應用，不只協助個體生命解除困境以利成長提昇，更具有指
33
34

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九階段宇宙生滅變化過程。
(同 2)，聖訓手稿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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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原人窮究宇宙真理、縮短天人距離、及調和整體宇宙以晉和諧大同(聖凡大同、世界
大同、天人大同) 35 的積極意義，這是天帝教心靈學的重要使命與所要扮演的角色。
(四)天帝教心靈學未來的發展方向
天帝教心靈學未來的發展方向，依據聖訓所述主要為：「帶動科學、哲學的理念與
思想，並以領導者的姿態，影響未來人類在探討個體修持與探索宇宙真理時的研究趨向」
36
。現階段人間科學(包括物理學、生理學、心理學…)已有偏於物質化的趨向，在這樣
的現況與趨勢下，人類的心靈亦受此物質化之影響而日漸空虛；由前述第三節天帝教心
靈學的特點內容可知：天帝教心靈學提出了較完整的人類人格與意識之心靈系統理論架
構，並提出靜坐修煉以及心靈修持境界之指導方針，也提供靈識淨化與靈覺提昇的究竟
修持方法，並以達到「天人一體」之永生境界「新生論」做為心靈淨化之終極目標；因
此、在人類心靈漸趨空虛的狀況下，天帝教心靈學實有必要站在指導者的上位立場，指
導人間靈性心理學、一般心理學、科學、哲學…的理念思想與發展，同時影響未來原人
與學者在探索宇宙真理時之研究方向，以及作為探討個人修持之指導方針。
(五)「天帝教心靈學」與「靈性心理學」的匯流
本質上「天帝教心靈學」較偏向於從整體宇宙心靈的上位角度觀照個體生命，而「靈
性心理學」則為從人間現代科學心理學的角度朝向靈性層面發展，較偏屬從個體心靈提
昇至與整體宇宙心靈契合的角度；當兩者同時發展，且當人類對宗教的斥性降低(宗教
神祕色彩逐漸揭開)的時候，
「靈性心理學」與「天帝教(宗教)心靈學」的內涵即行匯流，
屆時人類心靈問題的解決方針當已明確，而人類的心靈問題將可以獲得明確解決。

五、結語
經由前述之介紹與彙整，在此提出三項觀點，作為本文初步之結語：
(一)整體宇宙心靈最大的包容性成就無生聖母最大的愛
前面論及包容炁氣旋和法則及能量較多者將成為宇宙中央最大之陽核中心，互為融
合之後成為宇宙之整體，其中並非大小競爭，而是法則及能量相互包容統攝、互相融合、
互相調和而成其大，因此整體宇宙由於反宇宙醞釀本質之最大包容性，成為反宇宙無生
聖母的德性，也因此成就最大的心體與心靈，同時也成就了無生聖母最大的愛。
35
36

李玉階著，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帝教出版社，1997 年十月三版，p.108。
(同 2)，聖訓手稿，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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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小宇宙心識心靈的本質內涵具有可以會通的特性
從整體宇宙的角度來看：宇宙無生聖母為最大的心識(心靈)母體，所有大銀河星群、
星系、星球…各級生命體、動植礦物…皆是大宇宙心炁的凝結，大小宇宙生滅變化也都
是大宇宙母體的心識變幻與罣礙；從小宇宙生命來看：各種生命心靈的盤結內容，是個
體生命的罣礙糾結；然而，大小宇宙心炁貫串，靈氣會通，在個體小宇宙沉靜狀態下，
大小宇宙兩者之間實具會通之本質與特性，如何打開個體認知、提昇心靈層次，與大宇
宙母體心炁相融、心靈相通，是每一個生命個體的修持功課。
(三)天帝教心靈學提供融通大小宇宙心靈的實修法門
天帝教心靈學提供一個個體心靈心識可及、而且靈體本身狀態亦可企及的修持方
法，與整體宇宙時空不僅意識相合，甚且可以實體相契合，是一種小宇宙心靈與大宇宙
心靈能夠真正達到天人合一的理入與行入實際修持學問與法門。

跋
本人去年頗用心於「正反宇宙運作模式」之探索，今年又有幸獲得參融研究「天帝
教心靈學」之善緣，於大小宇宙之心靈會通因而有所感觸，在此賦詩三首，以為心證：
其一：
心統諸情炁相通，喜怨情仇結其中；
靈覺直透九天外，一點靈犀返太空。
按：為小我宇宙心靈；又、少時心得：
「心統七情、意執兩儀、神通六合」
；又、大
同真經：「…別為怨喜、立謂質電」。
同韻第二首：
心攝萬象炁融通，宇宙變化任其中；
靈炁貫繫九天內，玄真靈覺顯真空。
按：為大我宇宙心靈，又、親和真經：「貫繫連氣，無為之有為」；又、上帝聖誥：
「彌羅無極上，玄真靈覺中…」。
同韻第三首：大小宇宙心靈
大小宇宙炁會通，有形無象涵其中；
正反聚散性靈蘊，生死變幻由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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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企管系 副教授
天 帝 教 天 人 親 和 院 /文 化 院 /炁 功 院 研 究 員

�

�

人類的人格發展與意識形態實為一體兩面的，人格發展的關鍵會隨著不同年
齡階段，而有不同之人格發展結果，可歸納為五個層面的身心變化，如生理層面
(痛癢渴餓)、情緒層面(貪瞋癡)、智能層面(語言智商認知)、群體層面(人際關係、
家庭社會概念)，以及宗教層面(人生觀、信仰觀)。這些成長特徵即發展成為一個
意識統合的個體，在西方有佛洛依德的「意識」與「人格」學說理論，在天帝教
有「靈魂意識交集引合網路」的理論架構。本研究從天帝教的「和子」與「電子
體」的引合關係，探討人格發展過程中「和子力」與「電子力」的互動消長，進
一步說明人格發展之四個意識部分，分別為魂識、靈覺、靈識及意識部分，若這
四個意識部分的引合網路受到阻礙，即產生四種不等的變異狀態。本研究根據「天
人醫案聖訓專輯Ⅰ、Ⅱ」
，彙整有關人格變異的案例，共計 27 篇，這些案例是人
間病痛請求無形批答，而無形針對不同狀況給於全面性的指導，指引人間該如何
從身、心、靈三方面著手，配合現代醫學及宗教的修持，澈悟人生的珍貴資料。
初步歸類為外靈侵犯十篇、人格異常一篇、精神官能症/分裂症四篇與其他類 12
篇，其他類包含自閉症、癲癇症、精神亢奮或精神折磨、以及修持所引起的走火
入魔及出陰神、或靈體疾病所引起的身體病變、以及心病等現象。
關鍵�：人格、意識、和子(靈魂)、多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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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心靈結構在西方精神分析學主要探討人格發展與意識形態兩方面，在中國有
心性之學的論說，強調個體內在的心靈與意識層面的修持，確實與整體宇宙意識
之間的活動關係密不可分，而天帝教的心靈學涵蓋了西方與東方之內涵，其層面
可由個體的人格特徵與輔導為主，擴大到群體性的發展層面，另一方面，強調個
人自身的修持與體悟，逐漸推展到大宇宙意識的認識與關懷。本文首先介紹佛洛
依德學說的理論架構，第二節從人格發展過程中，導入天帝教獨有的「和子力」
與「電子力」的互動關係，第三節介紹天帝教的靈魂意識交集引合網路，提出四
個意識部分，第四節說明這四個意識部分若發生訊息阻礙，將導致人格發展之變
異，本文並彙整天人醫案聖訓專輯Ⅰ、Ⅱ之資料，由案例中說明人格變異的情形
及改善建議，最後為結論。
�、西方精神分析學對於人類心靈結構之探討
西方對於人類心靈結構中「意識」與「人格」的探討，最初源自於佛洛依德
學說的理論，佛氏認為人類意識形態的結構猶如一座冰山，浮在水平面上的部分
稱為「意識」
，它僅佔整座冰山的小部分，冰層部分稱為「前意識」
，它具有再度
被轉化成意識層面的特色，至於冰層以下的世界，由於深不可測，也極不易轉變
成意識層面，因此佛氏將其特性稱為「潛意識」，其結構如圖一所示。1, 2
佛氏對於人格結構的部分，提出三我的組合，分別為「自我」
、
「本我」與「超
我」
。
「自我」扮演著理性協調的任務，
「本我」又稱為「原我」
，是指原始的我本
具有的愛與性的原慾，而「超我」是指超然的我，依道德規範抑制、抵擋「本我」
的衝動。「自我」人格被認為是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的仲裁者，例如：在正
常狀態下，一般人當受到外界的刺激，
「自我」人格即會依據「本我」與「超我」
的慣性反應，再配合當時內、外在環境狀況，而斟酌該表現何種合理性的行為與
態度。此種能夠適時控制思考的部分即為「自我」人格的特徵，其結構如圖二所
示。1, 2
人類的心靈結構是由這「三意識」與「三我」的形態組和而成，「自我」含
藏於「意識」與「前意識」之間，「本我」與「潛意識」重疊，而「超我」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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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在這三個意識之中。因此，無論人類表現出何種人格特徵或意識行為，事實上
就整個心靈結構而言，意識與人格之間實含藏著表裡並存，密不可分的互動關
係，兩者的含藏關係以圖三表示之 1,2。
佛氏之後，容格對於潛意識有更深一層的見解，提出「個人潛意識」與「集
體潛意識」兩部分，而集體潛意識主要源自於種族間的心理遺傳與人類生理遺傳
所留下來的原始經驗所組成 3。這論點擴張了佛氏對於潛意識的理論架構，走出
佛氏學說思想的舊有框架。

水平面

意識

冰層

前意識

海底

潛意識

圖一

佛���的意識��圖

外在刺激
潛意識

潛意識
意識
超我

本我

自我

合理化行為
圖�

佛���的人格結構圖�三我�

水平面

意識

冰層

前意識

海底

潛意識

圖三

自
我

超
我

本我
佛���的意識與人格間之含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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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發展過程
人格發展的關鍵會隨著不同年齡階段與個體的差異，而有不同之發展結果。
人格發展可分為八個階段：嬰兒期、幼兒期、兒童期、少年期、青年期、壯年的
成熟期、壯年的衰退期及老年期。在不同的人格發展階段會引伸出不同的成長特
徵，而產生不同的身心變化，這些身心變化可歸納為五個層面：生理層面(機能
上之反射，如觸麻痛癢脹渴餓)、情緒層面(貪瞋癡喜怒哀樂欲愛惡等情緒反應)、
智能層面(理解自我概念，語言智商認知等能力)、群體層面(發展人際關係、家庭
社會概念及文化認知)，以及宗教層面(人生觀、信仰觀、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等)
4

。這些成長特徵即發展成為一個意識統合的個體，這個體依其意識狀態即呈現

出不同的行為特徵，說明如表(一)所示。
人格發
展階段

表(一) 人格發展過程之身心變化及行為特徵
和子與電子的互動
身心變化

5

行為特徵

嬰兒期

和子與電子處於最強之引
生理之變化顯著(如觸 以情緒反應
(發�期) 合，此時生命力透發，以和 麻痛癢脹渴餓)，也表現 冀求獲得生
子為主導，帶動電子體內部 出心理的需求
理的滿足
的變化。
幼兒期

電子力隨著個體成長而增
(成長期) 強，但和子仍具主導地位

個體內部慾望、學習、 服從規則、遵
表達之能力增強(情緒 守命令以避
反應：貪瞋癡喜怒哀
免受罰
樂)，對安全感需求明顯

兒童期

智能發展顯著(理解自 遵守規矩，以
我概念，語言智商認知 維護團體秩
明顯)，對於被愛的需求 序
明顯

和子與電子之互動均衡期

(��期)

少年期

電子的盲動性增強，相對刺 群體的需求明顯，對自 接受團體秩
我肯定之需求顯著
序，以維護公
(青�期) 激和子帶動電子原來之電
力強度，以制伏電子所放射
共利益
的陰電力
青年期

和子力消耗期。由於電子體
(旺盛期) 對外界事物的關注，活動旺
盛，耗損和子帶動電子之電
力

人際關係之欲求明顯
以良知做為
(家庭社會概念、文化認 個人行為標
知)，對自我發展之需求 準之判斷
明顯

壯年期

和子與電子之電力耗損
追求自我超越之理念
設定目標以
(成熟期) 期。此時電子的陰電力隨慾 明確，故自我實現之需 求得自我實
念增加，不斷耗損和子之陽 求增加
現
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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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與電子之電力衰退
(衰退期) 期。電子力的作用雖減弱，
但和子也沾染更多之陰電
子，而使原本之電力作用衰
退

對成就感之慾望明
顯，故對宗教之渴望(信
仰觀)，以及回饋社會之
想法明顯

關懷生命的
有限性，而自
願幫助求助
者

和子與電子之電力枯竭期。 生理機能的衰退，而造 以情緒表現
(�化期) 引合作用進入弱電力，易隨 成心理不安，祈求外力 內在需求，盼
因緣聚散，與電子體分開， 之援助與關懷
望獲得他人
呈現死亡現象
之尊重及關
懷
�年期

由上述的表格中，最特別的是人格發展過程中「和子」與「電子」之間的互
動關係，也就是個體生命現象的發生，是「和子」與「電子體」的引合關係，其
中「和子力」與「電子力」會隨著個體不同階段的成長而互為消長。嬰兒期：和
子與電子處於最強之引合，此時生命力透發，帶動電子體內部的變化；�兒期：
電子力隨著個體成長而增強，但和子仍具主導地位；兒�期：和子與電子之互動
均衡期；�年期：電子的盲動性增強，相對刺激和子帶動電子原來之電力強度，
以制伏電子所放射的陰電力；�年期：和子力消耗期。由於電子體對外界事物的
關注，活動旺盛，耗損和子帶動電子之電力；壯年成熟期：和子與電子之電力耗
損期。此時電子的陰電力隨慾念增加，不斷耗損和子之陽電力；壯年衰退期：和
子與電子之電力衰退期。電子力的作用雖減弱，但和子也沾染更多之陰電子，而
使原本之電力作用衰退；�年期：和子與電子之電力枯竭期，引合作用進入弱電
5

力，易隨因緣聚散，與電子體分開，呈現死亡現象。 「和子力」與「電子力」
的消長過程如圖四所示。在上述的圖形中，是以縱貫面(人的一生過程)描述「和
子」與「電子」之間的互動消長關係，至與任何時段「和子」與「電子」間如何
互相影響，形成人格特徵及行為慣性呢？其橫切面的互動關係如圖五所示。
因此，人格發展的正常與否，實受「和子」與「電子體」的影響很大，就和
子而言，和子原本的「和子餘習」及「和子資質差異」(指和子之精粗、四種原
素比例之不同而言)，將隨著個體成長而影響人格發展，在嬰兒時期，
「和子」能
夠帶動電子體產生「知覺」和「運動」能力，對於外界環境所必須具備的認知程
度，也不受嬰兒時期生理的限制，同樣能夠發揮神經系統的功能，以完成「和子」
汲取外在知識與經驗，達到發展人格之目的。6
當一個個體漸漸進入生理機能之成熟階段，人格發展也隨著生理、心理之極
大變化而有差別，這些看似單純的身心發展現象，事實上是「和子」與「電子」
間的引合作用。若進入壯年階段，個體對於道德意識感的產生，追求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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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之需求，以及宗教之渴望(信仰觀)，這些身心需求也間接受到「和子」
與「電子」交相引合影響，而產生意識層面的精神感知。6

��

������之「和子�」與「電子�」間的����

395

第十一屆

研討會

學習

電子體

外在刺激

影響
和子內部構造(和子遺性)
自我、本我、超我(三種人格)
化學變化
身、心、靈
重新調整
形成
合理化之人格特徵
影響
電子體原有之生理遺傳
產生
行為、思維慣性
圖� 人格形成過�中「和子」與「電子」的�動關�
(第四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錄，帝教出版社，38 頁)
�、人格發展之意識狀態‐‐�帝教的靈魂意識交集�合��
人格發展的正常與否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除了個體的生理、心理等基礎因
素之外，也與意識狀態之功能能否調適得當有關，其間的奧妙在於「和子」與「電
子體」作用於「意識交集區」的反應結果。整個常態性的作用機制如圖六所示，
7

其中，魂識、靈覺、靈識及意識等四個部份的特性說明如下：

1. 魂識部分：指和子「熱準點」中之「真愛」及「記憶貯藏」特性，也就是在
「意識交集區」反應過之訊息電流，當其傳導功能完畢後，其訊息會經由「小
和子」之媒介傳遞方式，進入此「魂識」區中，以為 X 原素貯藏記憶之資料。
X 原素內的「記憶貯藏區」除了記憶今世的所作所為與思慮之外，還貯藏了
累世的功過、因果業力與和子遺性等和子餘習，待時機成熟，因緣聚集，即
會發生作用。
2. 靈覺部分：指和子電力作用區之範圍，由於此區屬於和子層，故其間的作用
內容也以和子中各原素之活動為主。此區訊息傳導完畢後，會以「愛力」為
媒介進入 X 原素的記憶體中貯藏。此區功能特性為：接收來自「魂識」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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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引合作用，以及發揮各原素間之基礎特性，以管理電力反射區之訊息作用。
表現特徵：深層之精神活動及靈感而得的創意思維等。
3. 靈識部分：指電力反射區之作用部分，屬於「和子」與「小和子」之功能化
合反應層。其功能為：(1)接受來自大腦功能已反應出較具強度之電流訊息，
如生理慾求引發強烈之心理反應，或強烈的情緒衝動而大腦功能一時無法排
遣者，則將於此靈識部分進行化合反應，否則在意識部分處理即可。(2)接受
來自和子層所傳遞之電子訊息，如一般直覺性的映像或概念。
4. 意識部分：指一般心理學、精神醫學所探討之意識形態的功能與特徵，屬於
一般性之思考、分析、或邏輯性之推理能力。

(靈覺)
和子電力
作用區
愛力
熱準點

(�識)

���

腦部功能
反射區

電力反射區
(意識)

��

(靈識)
意識交集區

靈�意識交集引合��之�識、靈覺、靈識及意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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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發展之變異狀態
一、人格變異的�論�構
人格發展過程中由於個體受到個人心智的影響、環境的刺激、或和子餘習及
業力的影響，而導致精神方面產生變異狀態，這些變異主要是指「靈魂意識交集
引合網路」的各功能受到極大之訊息阻礙，致使各功能產生極大之化合變化，這
些變異狀態大致可分為四類：魂識變異、靈覺變異、靈識變異與意識變異，詳細
說明如下：8
1. 魂識變異：和子內 X 原素及電質兩個原素，因產生極特殊之變化，以致於破
壞原本中性狀態的結構，而產生魂識部分的「靈變」異常現象。表現特徵：
可能引入外界和子之攀著，而出現靈魂失控之變異狀態。
2. 靈覺變異：和子內各原素間，因引合力失序而產生極大之變化，直接影響意
識交集區之功能特性，造成「和子」與「電子」因電力失序所引起的「靈覺」
混淆現象。表現特徵：若「魂識」尚保持中性功能，所表現的異常仍不至於
引入外界和子的攀著，但個體的行為卻表現出極端之偏見及多重性之人格狀
態。
3. 靈識變異：指電力反射區發生變化。一般而言，無論身、心上之變化訊息，
一旦由大腦功能反射區進入此「靈識」部分，必然由「小和子」與「和子」
之電力發生連續性之引合作用，進行訊息傳遞交流。若此電力反射區因受電
流訊息干擾或阻斷，立即發生「靈識」錯置之現象，這種錯置現象屬於暫時
性之功能異常，故有恢復的可能，此現象與前者「靈覺」混淆不同，主要差
異為「靈覺」混淆極不易恢復「和子」原本之常態性功能。靈識變異表現的
特徵為個體的官能性異常所導發之精神性分裂現象。
4. 意識變異：指腦部功能之變化而言，例如：由內、外在刺激引起電子體功能
失調所造成之異常現象。若此異常現象未影響到其他作用區時，輕者，待訊
息通道順暢時，即可恢復其常態性之意識狀態，但嚴重時，將因傳遞功能嚴
重斷層，造成意識狀態之失衡現象，導致異常性之行為，如失憶症、失語症
等。
二、天人醫案之人格變異案例
接下來彙整『天人醫案聖訓專輯Ⅰ、Ⅱ』，9 有關於精神變異的聖訓資料，這
些資料是人間的病痛困擾請求無形批答，無形針對不同狀況給於全面性的指導，
指引人間該如何從身、心、靈三方面著手，配合現代醫學及宗教的修持，澈悟人
生的珍貴資料，共計有 27 篇，初步歸類為外靈侵犯十篇、人格異常一篇、精神
官能症/分裂症四篇與其他類 12 篇，彙整如表(二)、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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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靈侵犯：主要原因是和子內 X 原素及電質已破壞原本中性的結構，產生魂
識的「靈變」
，而引入外界和子的攀著，這一類包含陰靈附身、外魔侵擾、靈
馭騷擾、陰靈共生等現象，共計有十篇，佔人格變異的比例頗高(37%)。而引
起外靈侵犯的原因可以歸納為「心智引起」與「業力引起」兩種。心智引起
魂識變異有六篇，其原因主要有：自主力不強、長期幻想、環境的壓力、生
活不美滿、缺乏親情關懷、心情鬱結、人格受壓抑等因素所引起，對於這類
病症無形的批答特別強調從(1)自身�起，力行五門功課，加強省懺功夫，洗
滌身心靈，培養正氣。(2)人格再教育，堅定信心，培養自主性，健全心理。
(3)虔誦廿字真言，化廿字甘露水，祈求無形正氣的護佑加持，少部分個案則
持誦北斗徵祥真經(移星換斗)，或廿字真經(遠離業報)。(4)配和天人炁功、使
用黃表紙。(5)接受現代醫學治療，此類外靈侵犯無形建議接受現代醫學治療
的比例不高，佔 1/3。(6)其他作法：舉辦家庭親和集會(凝聚人氣、正氣)、代
禱(由家屬、開禱師或首席代禱，祈求無形的護佑，這是很特別的解決問題之
建議，其出現的頻率不少，也是人間易於忽視的方法)，或黑醋淨身。而業力
引起魂識變異有四篇，主要是宿業糾纏，加上心理因素，以及缺乏關懷照顧
所引發，無形提出的改善建議特別加強持誦廿字真經、奮鬥真經或廿字真言，
專案迴向業障及增加自我奮鬥意志，其他的作法如同上述心智引起魂識變異
的六種作法。
2. 人格異常：和子內各原素因引合力失序，造成「和子」與「電子」的電力也
失序，而引起「靈覺」的混淆，個體的行為出現極端之偏見及多重性之人格。
一個案例的發病原因，無形這樣的形容：自律神經系統與自主能力失調，體
質敏感，自信心不足，與家庭背景、生活不如意及業力有關，心智無以辨別
真假，生命凋零，人生孤寂。無形的改善建議有：以精神科醫學診治，提振
自信心，不鑽牛角尖(作正面思考)，舉辦家庭親和集會，掃淨家室(保持家庭
溫馨)，以宗教撫慰精神空虛，勤誦兩誥，持誦廿字真經與奮鬥真經(專案迴
向及加強奮鬥意志)，參加靜坐班，施治天人炁功，飲用廿字甘露水，代禱(加
強正信力量)。10
3. 精神分裂症/官能症：指「靈魂意識引合網絡」的電力反射區受電流訊息干擾
或阻斷，而發生「靈識」錯置的現象，這種錯置現象屬於暫時性的，故有恢
復的可能性。這類靈識變異的個案有四篇，發病原因有：後天生長環境的強
烈刺激、個性極端固執、沒有安全感，或業力(前世毀人名節)所引起。四個案
例中，無形提供的改善建議有很大的差異性，唯一一個共同的特徵是家人的
關懷、代禱與培功立德，協助患者度過人生的難關，另一方面接受現代醫學
的診治，四個案例中有兩個案例需要接受精神科的醫治，由此可見並不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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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分裂症/官能症是現代醫學可以治癒的。舉一案例無形的改善建議為：
接受現代醫學診治，專業指導，重建自信心，協助分辨對錯之「認知」
，家人
以愛心、耐心關懷(最佳的心靈治療劑)，淨化家中，誦持廿字真言(凝聚正氣，
抵抗外靈)，誦持廿字真經(化消業力)，虔誦北斗徵祥真經(移星換斗)，參加
靜心靜坐(平衡身心靈)，實施天人炁功。11
表(二) 精神疾病分類表(外靈侵犯、人格異常、精神官能症/分裂症)
病症
發病原因
心智引��識變異 (��)

改善建議

出處

陰靈
附身

自主力不強，自我
意識不能掌控；
生活不美滿；
長期性的幻想

當事人應振作，堅定信心，培養自主性(健 專輯 I
全心理)
p.44
力行五門功課，加強省懺功夫(培養正氣)
黑木炭燃燒至火紅後倒入黑醋(淨身)
舉辦家庭親和集會(凝聚人氣、正氣)
不與陰靈談條件，無任何冤孽何需償
還？
記取教訓，修道首重修心

外靈
侵犯

心智不成熟，外靈
由「互斥」發展成
「共生」狀態，具
有攻擊性

力行五門功課，提升靈性自覺(培養正氣) 專輯 I
積功累德，自我造命
p.67
恭誦北斗徵祥真經(移星換斗)
配和天人炁功及黃表紙加持
祈求廿字甘露水
配合現代醫學

外魔
侵擾

求學時期心理壓
力大，自覺種種委
屈鬱結於心，外靈
趁機侵入，加上環
境與人事疏於關
懷

人格再教育，確立生命的自主性
專輯 I
力行四門功課，反省懺悔(洗滌身心靈)
p.124
黃表紙淨身，持誦廿字真經(遠離業報)，
虔誦廿字真言及祈求廿字甘露水(廿字主
宰護佑)
步驟：穩定病情，培養正氣，重建人格，
重建自信

外魔
侵擾
(精神
分裂
症)

自行與靈界往來，
導致精神恍惚；
自撤心防，演變外
魔侵擾；產生自發
性與自主性退化
症候，等後指使，
引來更多外魔，終

加強反省懺悔，祈誦兩誥，打坐(三步驟 專輯 I
環環相扣)
p.89
播放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露水
虔誦廿字真經(迴向求超靈)
代禱
使用黃表紙(以安本靈)
虔誦北斗徵祥真經(移星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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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不辨是非，不明
事理；
人格從小受到壓
抑，心魔引來外魔
靈馭

邪靈
侵犯

自幼喪母，身心失
衡，又企待無形力
量扭轉現實環
境，而引入陰靈

虔誦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露水
接受天人炁功療理
接受身心輔導
勿與陰靈正面衝突

參加葬禮，起心動 加強祈禱省懺
念招引厲鬼親
虔誦皇誥(化除孽緣)
和，身心俱疲
勤誦廿字真言(迴向求超靈)
俟神清氣爽之時，再靜坐
接受天人炁功

專輯Ⅱ
p.22

專輯Ⅱ
p.2

業力引起�識�� (��)
外魔
侵擾

宿業糾纏，幼年心
靈受創，導致缺乏
自信心，內心惶
恐，人事疏於關懷
照顧，辨識能力薄
弱(業障、心理、加
上缺乏關懷)

父母以愛心、耐心關懷(協助其人格獨立 專輯 I
成長)
p.127
家人力行五門功課(培養正氣)
代禱
舉辦家庭親和集會，淨化全家
配合醫學診治
實施天人炁功，使用黃表紙
持誦廿字真經及奮鬥真經(迴向宿業及自
力自強)

陰靈
共生

業力催討，陰靈無
法進入高能階靈
場修煉，執於所
見，把握共生共存
之機會(托夢一案
屬實)

持誦廿字真經(專案迴向，化解業力)
配合醫學追蹤治療
反省懺悔
向自己奮鬥、向天奮鬥以提昇陽氣能
量，心病需心藥醫(加強自我療理)
將肉體煩惱減到最低，靈性的突破更加
快速圓滿

專輯 I

靈馭
騷擾

業力病原

家屬代禱(請求無形化解其厄)
助唸廿字真經或真言(專案迴向業障)
接受天人炁功
祈求廿字甘露水

專輯Ⅱ

陰靈
共生

與陰靈在前世有
誦廿字真言迴向(幫助陰靈早日解脫)
血緣關係，該陰靈 切實做好五門功課，加強省懺工夫
壽終後，因功德不
足，一直處在中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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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遊蕩狀況，因緣
巧遇該同奮，將其
體視為棲身之處
人格異常屬�靈��異(��)
人格
異常
(言語
錯亂)

自律神經系統與
自主能力失調，體
質敏感，自信心不
足，與家庭背景、
生活不如意及業
力有關，心智無以
辨真假，生命凋
零，人生孤寂

以精神科醫學診治
專輯Ⅱ
提振自信心，不鑽牛角尖(作正面思考)
p.100
舉辦家庭親和集會，掃淨家室(保持家庭
溫馨)
以宗教撫慰精神空虛
勤誦兩誥，持誦廿字真經與奮鬥真經(專
案迴向及加強奮鬥意志)
參加靜坐班
施治天人炁功，飲用廿字甘露水
代禱(加強正信力量)

精神分裂症/官能症屬�靈��異(��)
精神
分裂
症

沒有安全感，個性
極端固執，加上業
力催討
(業力、後天生長環
境、個性三因素)

現代醫學診治
專輯 I
專業指導，重建自信心，協助分辨對錯 p.109
之「認知」
家人以愛心、耐心關懷(最佳心靈治療劑)
淨化家中
誦持廿字真言(凝聚正氣，抵抗外靈)
誦持廿字真經(化消業力)
虔誦北斗徵祥真經(移星換斗)
參加靜心靜坐(平衡身心靈)
實施天人炁功

精神
分裂
症

年青時受環境之
強烈刺激

接受精神科醫師治療
專輯 I
施于愛心、耐心、關懷
p.16
家人應向天奮鬥，克服精神之磨考(人道)
虔誦廿字真言、皇誥之教化(培養正氣)

精神
官能
症

因果業障病(前世
毀人名節)，症狀屬
中度程度，不至年
代久遠而病重

父母多培功立德，虔誦廿字真經(迴向其 專輯 I
子)
p.24
學習誦唸廿字真言(感動怨靈，化解孽緣)
接受天人炁功，黃表紙，甘露水(無形加
持)
使用「甘麥大棗湯」
「溫膽湯」(有形中藥)

精神
官能
症

心因性疾病所引
家人代禱
起，又受雜靈干擾 加強凡靈的自主性
誦廿字真言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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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天人炁功
祈求靈丹妙藥
4. 其他類的人格疾病：包含自閉症、癲癇症、精神亢奮或精神折磨、以及修持
所引起的走火入魔及出陰神、或靈體疾病所引起的身體病變、以及心病等現
象，此類疾病有 12 個案例，說明如下：
(1) 自閉症：有三個案例，發病原因歸納為：個性問題(個性或含蓄內向、或自卑
自憐、或自尊心強等不同狀況)、缺乏人際關係、生活壓力大、父母離異、或
因果業力等因素導致自閉的病症。這類疾病無形提供的改善建議為：接受現
代心理醫學治療、家人耐心關愛與照顧(先穩定情緒，再善導人格健全)、反
省懺悔(突破難關)、以及持誦經典，發揮不同的功能，如廿字真言(培養正氣)、
天人親和真經(重現活潑赤子之心)、北斗徵祥真經(化除憂悶)、祈求廿字甘露
水(消除不安)、廿字真經(解開業障)等、或配合天人炁功、代禱等。
(2) 癲癇症：一個案例其發病原因，由宿世業障所引起，屬於人間無法根治的疾
病，須長期接受現代醫藥治療，勿迷信街坊之「偏方」，透過長期到教院奮
鬥，培功立德，以解開業障，接受天人炁功的炁療，學習靜心靜坐，幫助穩
定病情，父母應該加強誦誥，虔誦廿字真言及北斗徵祥真經，為子消災解厄。
(3) 精神亢奮或精神折磨：精神亢奮起因於意外受驚嚇，雖魂魄已恢復常態功
能，但一直處於恐懼心理，以致心神不定，心中鬱悶，無形建議：勤誦皇誥，
以靜坐調伏心氣，以天人炁功調理身心，必要時可服用藥劑。精神折磨起因
於業障問題，前世毀人一家三口，家破人亡，雖誦唸 60 萬聲皇誥，但易受干
擾，無法心口如一，導致皇誥收經率低，無形建議：參加集體誦誥，如遇心
中出現異聲，則不與陰靈對話，行、住、坐、臥中，唱誦廿字真言(收攝心神)，
接受天人炁功，長期放置黃表紙於枕頭及隨身攜帶(護身安靈)。
(4) 修持所引起的走火入魔、出陰神或幻覺：發病原因主要來自於個人體質、靈
質偏陰或自主性受神經質影響、鍛煉功法錯誤、和子遺性累積的道術餘習、
或對天人交通有臆測等因素，改善建議：加強反省懺悔，洗心滌慮，明辨正
信，加強內修功夫，以人生守則為人處事；放棄所習法門；專心個人誦誥，
配合自然呼吸；虔誦廿字真經(消清宿業)，祈求廿字甘露水飲用，持誦北斗
徵祥真經(移星換斗)；接受天人炁功，使用散光黃表紙；代禱；停止靜參等
方法改善之。
(5) 靈體疾病所引起的身體病變：屬於這類的病變有兩個案例，呈現出身體異常
消瘦或腰疾，無形的建議：加強省懺、煉心功夫，化除體內陰雜之氣；加強
培功立德(藉由功德緩減急遽耗散的靈氣)；持誦廿字真經及真言(消解靈障業
力)；加強跪誦皇誥及甩手功(調整靈肉不協調)；定期健康檢查，配合醫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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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調養(減輕肉體負荷)；靜坐。
(6) 心病：起因於內心恐懼與無名幻想，與長輩間隙日深，演變身心不協調，人
格養成有缺憾，自殘現象，自卑，內心悲憤，無��建議為：以愛心、耐心、
恆心關懷之，多肯定幫助其成長，賦於責任感，加強自信，自我肯定，反省
懺悔，祈求廿字甘露水，持誦廿字真經與奮鬥真經(消清冤孽)。
表(三) 精神疾病歸納為「其他類」共計 12 篇
病症

發病原因

改善建議

自閉
(精神
恍惚)

性情含蓄，未有知
音，與友直、友
諒、友多聞之關係
緣薄，呈現精神恍
惚症狀
(缺乏人際關係)

接受心理輔導(醫學)
專輯 I
家人耐心關愛，照顧，擴展生活範疇(擴 p.13
展人際)
虔誦廿字真言(培養正氣)

自閉

父母離異，寄人籬
下，產生自卑、自
憐，加上因果業
力，嚴重時將轉成
精神分裂症

接受人間心理醫學輔導
專輯Ⅱ
用愛心教育幫助人格發展(先穩定情緒， p.87
再善導人格健全)
自我審視生命，反省懺悔，突破難關
持誦天人親和真經(重現活潑赤子之心)
持誦北斗徵祥真經(化除憂悶)
祈求廿字甘露水(消除不安)

自閉

業力牽扯，壓力
大，自尊心強，自
我期許過高(失業)
防精神過度崩潰
而導致自殘或傷
人

接受現代醫學治療
勤做反省懺悔
誦廿字真經，祈求廿字甘露水長期飲用
(解開業障)
配合天人炁功
代禱
早日找到工作(安頓身心與重建自信)

專輯 I

近似
癲癇
症

宿世業障
(人間無法根治)

長期接受醫藥治療
勿迷信街坊之「偏方」
長期至教院奮鬥，培功立德(解開業障)
接受天人炁功
學習靜心靜坐(穩定病情)
父母加強誦誥，虔誦廿字真言及北斗徵
祥真經(為子消災解厄)

專輯 I

精神
亢奮

意外受驚嚇，雖魂 勤誦皇誥
魄已恢復常態功
以靜坐調伏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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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p.28

p.16

專輯 I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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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一直處於恐 以天人炁功調理身心
懼心理，以致心神 必要時可服用藥劑
不定，心中鬱悶
精神
打擊
與折
磨

前世毀人一家三
口，家破人亡，雖
誦唸 60 萬聲皇
誥，但易受干擾，
無法心口如一
(收經率低)

參加集體誦誥，如遇心中出現異聲，則 專輯 I
不與陰靈對話
p.25
行、住、坐、臥中，唱誦廿字真言(收攝
心神)
接受天人炁功
長期放置黃表紙於枕頭及隨身攜帶(護身
安靈)

輕度
走火
入魔

鍛煉某功法，因體
質及氣質不合，方
法又錯誤，導致氣
逆攻心，處理不慎
將導致大腦病變，
精神錯亂

加強反省懺悔(祈求神力相助)
放棄有為法之修行
減少攝取安眠藥
停止靜參
專心個人誦誥，配合自然呼吸
接受天人炁功
使用散光黃表紙

專輯 I

出陰
神

體質、靈質偏陰
(修持是身心無罣
礙，活潑自然的)

反省懺悔，洗心滌慮
以人生守則為人處事
放下所習法門
力行五門功課(改變體質及靈質)
虔誦廿字真經(消清宿業)
祈求廿字甘露水飲用
持誦北斗徵祥真經(移星換斗)

專輯 I

幻由
心生

源自和子餘習(累
世累積相當多的
道術餘習)及自主
性受神經質體質
影響，產生相乘效
果，又對天人交通
有臆測

個性較強，不易管理情緒與行動，以耐
心關懷開導之
有「似是而非」之舉，周遭同奮共同鼓
勵引導之
明辨正信與迷信(加強內修)
完成皇誥數
虔誦北斗徵祥真經
代禱

專輯Ⅱ

靈體
疾病
(身體
異常
消瘦)

前世無形靈病，加 加強省懺功夫(以正念破邪念)
專輯 I
上抱持負面心念， 加強培功立德(藉由功德之助，緩減急遽 p.59
直接影響肉體
耗散的靈氣)
持誦廿字真經及真言(消解靈障業力)
定期健康檢查，配合醫療程序調養(減輕
肉體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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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體
疾病
(腰
疾)

影響肉體的氣血
循環，導致疼痛

加強煉心功夫，化除體內陰雜之氣(順暢 專輯 I
氣血循環)
p.60
加強跪誦皇誥及甩手功(調整靈肉不協調
所引起的頭脹
靜坐(加強頭部、腰部按摩)
尋找得當的人間醫療

心病

內心恐懼與無名
幻想，與長輩間隙
日深，演變身心不
協調，人格養成有
缺憾，自殘現象，
自卑，內心悲憤

以愛心、耐心、恆心關懷之
多肯定幫助其成長，賦於責任感
加強自信，自我肯定
反省懺悔
祈求廿字甘露水
持誦廿字真經與奮鬥真經(消清冤孽)

專輯Ⅱ
p.70

�、現�醫學對於多重人格的��
多 重 人 格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 MPD) 又 稱 為 解 離 性 身 份 疾 患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而多重人格與多重性格兩者本質上是不同
的，多重性格用以描述每個人都有不同面向的性格特質，而多重人格是指精神醫
學診斷屬於解離性疾患而言。依國際上的新知，其形成原因為七歲以前/學齡前
受衝擊過大或重覆發生的身體虐待、情緒虐待、性虐待、以及嚴重忽略等引起。
此症狀基本上會有解離性失憶、現實感喪失、個人感喪失、身份認同混淆、以及
身分認同轉換等五大解離症狀 12。在多重人格中什麼是主人格與副人格呢？主人
格是指目前生活中對外為主體的那個人格，副人格則從不同角度呈現生命體的外
顯行為。研究發現人格間有四種不同並存狀態：12
狀態 A：主人格不知道副人格的存在，且無法得知副人格的外顯行為；
狀態 B：主人格知道副人格的存在，但無法得知副人格的外顯行為；
狀態 C：主人格知道副人格的存在，但無法掌握(或放任)副人格的外顯行為；
狀態 D：主人格知道副人格的存在，且副人格的外顯行為少有失控的現象。
由臨床個案中，發現人格間知道彼此的比例高於不知道的比例，也就是出現
狀態 B、C、D 的個案高於出現狀態 A 的個案。12 乩童應該屬於狀態 A，因主人
格被排擠掉，且無法知道外顯行為，但是天帝教的媒壓、媒挾並不屬於這四種狀
態，它的運作原理是無形的意識訊息透過靈魂意識交集引合網路，從頭部上方的
虛擬橢圓圖，即和子電力作用區的靈覺部分，透過愛力傳遞到魂識部分，經過運
作之後，再透過小和子傳遞到靈識部分，故常有一些靈感創意或直覺性的映像產
生，這種媒壓、媒挾之作用非常尊重個體的主人格，若個體希望意識訊息傳遞效
果良好的話，其必備條件是清心寡慾，淨化身心靈，保持靈魂意識交集引合網路
的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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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人格發展的正常與否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個人的心智因素、環境的刺
激、和子餘習及業力的催討等，本研究根據天帝教的聖訊資料，以「靈魂意識交
集引合��」為理論基礎，探討四個意識部分(魂識、靈覺、靈識及意識)，其中，
「意識」是指一般性之思考、分析、邏輯性之推理能力，它屬於一般精神醫學所
探討之範疇之外，其他三個部分(魂識、靈覺、靈識)是現代醫學所未提及的。聖
訓更進一步指出，若這四個意識狀態受到極大之訊息阻礙，導致其功能產生極大
之化合變化，即會產生人格變異，分為魂識變異、靈覺變異、靈識變異與意識變
異等四類。前兩個部分屬於和子層的變異，而「靈識變異」屬於意識交集區的變
異，至於「意識變異」則屬於電子體層的變異，在天人醫案的聖訓中並未發現「意
識變異」的案例，故本文沒有深入探討此變異。
外靈侵犯有陰靈附身、外魔侵擾、靈馭騷擾、陰靈共生等現象，它是屬於嚴
重的人格變異，其導致原因可歸納為：自主力不強、長期幻想、環境的壓力、生
活不美滿、缺乏親情關懷、心情鬱結、人格受壓抑，以及業力等因素所引起。第
二類靈覺變異，將會導致個體極端之偏見及多重性之人格。第三類靈識變異，其
發病原因可歸納為：後天生長環境的強烈刺激、個性極端固執、沒有安全感，或
業力(前世毀人名節)所引起。至於自閉症的發病原因可歸納為：個性問題(個性或
含蓄內向、或自卑自憐、或自尊心強等不同狀況)、缺乏人際關係、生活壓力大、
父母離異、或因果業力等因素導致。其次，因為修持所引起的走火入魔、出陰神
或幻覺，其發病原因主要來自於個人體質、靈質偏陰或自主性受神經質影響、鍛
煉功法錯誤、和子遺性累積的道術餘習、或對天人交通有臆測等因素。無論屬於
哪一種人格變異，無形所提供的改善建議，可歸納為以下六點原則：
(1)力行五門功課，加強省懺功夫，洗滌身心靈，培養正氣。
(2)人格再教育，堅定信心，培養自主性，健全心理。
(3)虔誦經典，祈求正氣加持。如唱誦廿字真言(收攝心神、培養正氣)、祈求
廿字甘露水(消除不安)、廿字真經(解開業障)、天人親和真經(重現活潑赤
子之心)、北斗徵祥真經(移星換斗、化除憂悶)與勤誦兩誥等。
(4)配和天人炁功之炁療、使用黃表紙(護身安靈)。
(5)接受現代醫學的治療。
(6)其他作法：舉辦家庭親和集會(凝聚人氣、正氣)、代禱(由家屬、開禱師或
首席代禱)、參加靜坐班、加強皇誥與甩手功(調整靈肉不協調之現象)。
以上所提的六點原則，會隨著病因不同需要加強的事項不一樣，故需適度的
調整六點原則的比重。爾今爾後，當我們人生遇到任何困境時，活用這六點原則，
本身即是自己的心靈導師，希望每一位同奮的人生走得順利、充實與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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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天人親和院副院長

摘

要

由於《教義》《教綱》對「天人親和」、「天人交通」二名詞並無明確區隔，為方便
討論，首先界定「狹義之教魂」為天人交通，專指侍光、侍準、侍筆、侍聽四種技術，
「廣義之教魂」為天人親和，泛指一般祈禱、誦經、持咒…等。基於上帝親任教主此一
根本特質，所衍伸的首席使者定位、本教無形與有形組織、巡天節、天人會談…等重大
教政、教節，與基於激發人心創造文明的未來遠景，筆者論證天人交通具有無可取代的
功能，足以彰顯「狹義教魂」之實質內涵。另基於本教不論救劫或修持，都是根據天人
合力的原則，因此掌握天人親和要訣，便成為同奮力行五門功課之結果，有雲泥之別的
關鍵原因，由此亦彰顯了天人親和作為「廣義教魂」的實質內涵。
關鍵�：教魂、天人親和、天人交通、熱準、親力、貫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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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魂」字解
何謂「教魂」？查閱天帝教《教綱》，從教源、教旨、教義、教旗、教歌…以至
教本、教期、教財、教律、教節，計廿七條，加上最後一條「御定遵行」，總共廿八條，
構成《教綱》本文。換言之，本師從源起、宗旨、義理、旗幟、歌曲…等廿七個角度，
規範本教建教憲章，而採「魂」之一字來規範「天人親和」，其意義即不難明白。
比如古人常用「國魂」一詞，蘇曼殊《無題》詩：「水晶簾捲一燈昏，寂對河山叩
國魂」，許之衡《讀國粹學報感言》：「國魂者，立國之本也。」都代表一國特有的、
崇高的精神與文化。古人亦常簡用「魂」字，搭配事物，以顯露其中之精神、精粹，比
如溫庭筠《春江花月夜詞》：「千里涵空澄水魂，萬枝破鼻飄香雪。」蘇軾《再用松風
亭下梅花盛開韻》：「羅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
由是觀之，「教魂」代表一教之靈魂，一教之精神，一教之精粹，然而此說尚嫌籠
統，必須與《教綱》其他相近之條目比較，方能透顯其真，比如與教旨、教義、教本相
比，教旨著重在中心思想，教義著重在哲學體系，教本則以精神教育、培育人才為教之
根本，相較之下，「教魂」就不僅是教之精神、精粹而已，更有教之領航的意味，故教
失其魂，猶如人魂不守舍，似行屍走肉般，茫茫不知所往，是為「教魂」字解。

二、天人親和與天人交通之�定
這二名詞使用上頗為混淆，《教綱》本文雖明定「教魂」為天人親和，但在附件中
卻將二名詞混雜使用，比如在訂定侍光、侍準、侍筆、侍聽時，《教綱》不用天人親和，
而用天人交通，表面看來二者似是同義語，然仔細思考《教義》及經典的義理，二者還
是有區分的。《教義》〈親和力的關係〉一節，細分為人與人、人與和子、人與神之親
和，其後增列一段「天人之接近」，所談的即是天人交通六種方法，比起《教綱》規定
的四種還多了精神治療、靜觀。若再考察《天人親和真經》一書，其以「天人親和」為
名，內容包括了十大天人之間的親和，也就是人與人，人與神，人與動物、植物、礦物
之親和往來，範圍之廣還超過《教義》。
綜合《教義》、《天人親和真經》之義理，可見天人親和涵義甚廣，泛指人與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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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無形生命體的感應溝通，而且親和的方式亦無限定，不似天人交通在《教義》中
明白被界定在一特殊範疇內：首先，天人交通專指人與神的訊息溝通，此處所謂神，甚
至限定在「應元神媒」，而不包括一般神靈；其次，天人交通六種方式，均須經過特殊
訓練以銜接人與神之訊息來往，此特殊訓練之侍光、侍準、侍聽、侍筆四種技術，又非
專門開班、嚴格檢定而難以竟其功，至於精神治療、靜觀二法，則為正宗靜坐班公開傳
授，但憑自己下苦功，自修自證，無須經過嚴格檢定。
由此以觀《教綱》教魂一章，筆者認為「教魂」宜分廣義、狹義二種界定，見圖一。
廣義的「教魂」指天人親和，泛指人與各種生命體，經由祈禱、持咒、誦經、反省、感
應、靜觀…等多元方式相互溝通往來，狹義的「教魂」指天人交通，目前《教綱》專列
侍光、侍準、侍筆、侍聽四種技術，專司天人消息傳遞。

天人親和

天人交通

廣義教魂：祈禱、反省、感應、誦經、
持咒、靜觀…

狹義教魂：侍光、侍準、侍筆、侍聽
圖一：廣義與狹義之「教魂」定義

三、教魂之狹義界定：天人交通為本教之教政、教化的領��
《教綱》本文中規定天人交通的目的在於「傳佈天帝真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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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不談個人休咎為原則」 1 ，根據這一
目的及本教三十年實際經驗，筆者將之細分為二大類目的，一為關於教政推展、組織運
作方面的，「傳佈天帝真道，曉諭天帝意旨」屬之；一為關於教化弘揚、引領時代思潮
改變人心的，「探求宇宙最後真理，充實本教教義」屬之，底下分就這二大類論述。
（一）在教政組織方面：基於上帝親任教主之故，天人交通有其必要性
民國六十九年本師涵靜老人（簡稱本師，以下同）哀求天帝教重來人間之大事，籌

1

涵靜老人，第三章〈天人親和〉第十三條〈教魂〉
，
《天帝教教綱》
，帝教出版社，民國 80 年 7 月，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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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日善，十二月八日李特首相捧詔，以人間須有教主主其事，暫派本師受命，本師深感
惶恐，哭陳懇辭，在日記中記載理由： 2
天帝教係天帝立教御統十方，只要天上有教主，人間不須再立教主，因為
下民無德無能，無人能敢以天帝教教主自居，為帝教前途，為拯救天下蒼生著
想，極初一片丹忱，非敢抗命，實以秉此人間不設教主看法，所以不敢受命…
據本師後來補述，此次三期末劫是人類自有歷史以來，冤孽循環報復的一次大總
清，五大教聖人先後奉上帝意旨下凡，仍無法挽救斯劫，顯見人間已無人有德性足以力
挽狂瀾，只有懇求無始以來的宇宙大主宰玄穹高上帝親任教主，旋乾轉坤，或有可望化
延浩劫於無形，本師自願 3
以有生之年不拘任何名位，自當竭智盡忠，為帝教切實建立基礎，鞠躬盡
瘁以報我帝栽培，付託重任之大德於萬耳…
另外，本師鑑於道統衍流記載，道統第一代先天天帝教立教教主即為上帝，《教綱》
本文第一條教源闡述「惟我天帝教道統始祖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道蘊先天，無名無跡，
垂演正教，一本萬殊，行於宇宙上下，應化人間…」，說明的正是這一經過。因此既然
是道統復興第一代先天天帝教重來人間，當尊崇道統，仍尊上帝為教主，人間只設「首
席使者」，為教主之「傳令兵頭兒」。
「信仰之主神」與「教主」合而為一的特色，從本質上區隔了本教與其他宗教的界
線，唯有掌握此點區隔，方能了解本師為何將「天人親和」定位為「教魂」。試以台灣
習慣稱為天主教的梵蒂岡系統為例，耶和華是其信仰之主神，耶穌則是道成肉身三位一
體的先知，他的教化被後世訂成了《新約》，成為基督宗教共同教義，至於教團組織，
在羅馬梵蒂岡系統中，尊使徒彼得為第一代教宗，至今已屆第 265 任，為天主教系統中
最高組織之最高負責人，因此一般將耶穌視為基督宗教教主，而以教宗為組織領導之最
高者。換言之天主教的組織運作，譬如教政施行、制度革新、教義詮釋、人事更迭，最
高裁決的上限只及於教宗，等同教主之責，教宗與主神耶和華之間，是靠祈禱來維繫，
而非透過組織運作。
相較之下，本教確實不同。上帝親任教主，意味著組織運作的最高裁決者是上帝，
而非人間首席使者，因此人間某些教政上的大事，仍須透過組織制度的管道，呈報教主
2
3

涵靜老人，
《天命之路（二）》
，帝教出版社，民國 98 年 9 月，p507。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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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裁決，非僅透過首席使者個人祈禱而已，所謂「組織制度的管道」就是經由天人交
通侍光、侍準、侍筆、侍聽。茲舉實際數例證明：
1、巡天節--教主巡視人間，裁決教政之教節
每年農曆末的巡天節，教主上帝巡視本太陽系，並聽取當年度救劫方案、行劫方案
之執行總成果，以裁決新年度氣運之走向。因此巡天節一開始，首席使者須在光殿跪迎
教主降臨，並呈報今年度人間組織奮鬥成果，然後聽取教主裁示。僅以去年為例，參考
經侍筆接傳下來的聖訓節錄： 4
上帝駐蹕清明宮，垂聽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童子光照奏陳「辛卯年巡天
節恭迎教主

天帝表文」，聖諭：

童卿光照，偕領全教忠貞同奮，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穩健發展，善積道
功，陳獻各項救劫弘教成果，殊堪嘉勉，尤以圓成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選舉
，安定社會民心，維護兩岸和平基礎，貫徹保台護國使命，功不唐捐。展望壬
辰年弘教目標，面對春劫嚴峻形勢，童卿光照更須秉持「天命、信心、奮鬥」
之薪傳，領導全教同奮眾志成城，開啟青天白日放光明之中華民國新紀元。
通常教主還會分就春劫世變、國際情勢、天然災害、兩岸關係、教政原則各作指示，
巡天節結束之時，亦有總結檢討，諄諄教誨人間首席使者以次諸神職，暨全教同奮新年
度的奮鬥重點。這種天人關係之互動，不只未見於天主教，其他宗教亦不曾得見，天帝
教之有此特色，究其源頭，實與上帝親任教主，人間只設首席使者（傳人）有關。
2、重大教政案
《教綱》中本師敘述他在草擬建教憲章的謹慎態度，寫道：「均經我一字一句，逐
5
條逐件，審慎斟酌，最後呈請天帝御定」 ，一般人若不加思索，可能以為這不過是行

禮如儀之形式而已，但若把握「上帝親任教主」之本質，應知本師當年如此慎重，絕非
過當，亦非貶低人文精神，而是尊重天人體制─立教憲章當然須經教主同意。
再舉首席使者選舉為例，《教綱》中對首席使者有二種定位，一是擺在本文第七條
「教主」條目，明訂「天帝遴選傳人，授命為首席使者」，一是教綱附件第五條，規定
「首席使者受命為帝教駐在人間之最高負責人」，可見首席使者上對教主負責，身份是
「上帝傳人」，下對人間組織負責，身分是「人間最高負責人」，故首席使者之選舉，
首由人間樞機互選三位候選人，完成民主程序，允符「駐在人間之最高負責人」身分，
4
5

此篇聖訓節錄自民國 101 年 1 月 18 日，辛卯年巡天節聖訓，極初大帝降示。
同註 1，《教綱》序言，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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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名單報呈教主，從中遴選一位，完成天命程序，方允符「上帝傳人」身分。選出首
席使者後，一些重大人事案，仍要報呈教主核定同意，不可人間自己作主，比如樞機使
者、天人研究總院院長等，在《教綱》中皆有明文規定。
再如每月底舉行的「天人會談」為例，這是人間首席使者與天上無形神媒針對教政
大事、國際局勢、全球要務相互溝通、討論的神聖會談，猶如人間開會一樣，只不過當
首席使者陳述意見後，天上之意見是由天人交通人員以侍筆方式接傳下來，呈首席使者
過目後，繼續再相互討論。這種別開生面的會議，起源於抗戰時期本師在華山大上方，
為了挽救浩劫，人間、天上必須合作，密切溝通，以期無形應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
以上所謂的報呈、核定、天人會談，都是指經過天人交通四種技術所傳遞的訊息，
公開、公正地確認，若無這四種交通技術，勢必無法維持教主領政之公信力，由此以觀
天人交通之第一功能：「傳佈天帝真道，曉諭天帝意旨」之實質意義，應可對「教魂」
有深入體會。
（二）在教化弘揚方面：基於激發人心創造文明之故，天人交通有其必要性
著名學者余英時發表過一篇《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認為每種文化
都有其現實面與超越面，從現實面到超越面，西方文化走的是外在的路，中國文化走的
是內在的路，前者屬於天人分立的思想，後者為天人合一思想。近四百年來，西方外在
超越的路子發展出科學，一躍成為時代顯學，相對地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文化，也就遭
遇不少挫折與困頓。本師在思考三期末劫之根源時，曾明白指出「人類生活是人類思想
的反映」，而禍亂的起源在：「只因功利傾唯物，悲劇一開演無窮。」人類囿於對宇宙
本體、人生實相的偏激之見，心物各走極端，天人不得溝通，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未能
兼資相容，以致慾望滔天，自召三期末劫。
因此本師在《教義》緒論中剖析人類追求真理之路，自古以來不外有二，一是古今
中外許多大科學家、大哲學家殫精竭慮，窮究理智，而有一時之得，成一家之言，雖能
影響世潮，欲再深入，卻時不我予，與世長辭，另一是傳統許多宗教家勤苦修持，貫通
天人，而得神聖之啟示，雖洞澈實相，但以妙義精微，難期普遍，對人間社會真理前途
無甚影響，莫不引為缺憾。是以今後人類出路，在於結合學術之理智與宗教之修持，亦
即在於天人之間要互相接近，方有可能引領人心，創造文明先河，這件工作非得有專門
的宗教專司其事，顯然，本師指的是天帝教。本師道：

6

天人之間的距離是隨著時代巨輪在不斷的推進而縮短，世間凡有不能由理
智解決之事理，吾人希望今後或可由天人交通之新途徑來求出真理。如何運用
6

涵靜老人，
〈緒論〉
《教義》
，帝教出版社，民國 88 年 12 月 3 日三版，p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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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使「聖而不可知之之謂神」的精神科學與現代自然科學長期合流發展，如
何配以有形軀體與無形靈界媒介貫通，促使「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形而下者謂之
器」互相協調，亦惟在善能把握科學與哲學之相配原理與自身之修持功夫。
每個時代的宗教必須適應每個時代的思想要求。由天人溝通所得超越時代
的宇宙人生新境界，加以系統之整理分析訂為天人合一、聖凡平等的新宗教哲
學思想體系（即教義新境界）。吾人為啟迪後世繼續不已朝著宇宙境界探求天
人之間永無止境的最後真理，隨時須與無形靈界親和溝通，交流天人文化，所
以應有獨立的宗教專司其事，以促進天人大同之理想時期早日降臨。
事實上，《教義》本身就是此一方式的實驗產品，筆者從《教義》內容的三個來源，
說明其著作過程。
第一、「天界之靈感啟示」：這一部份有來自於上帝啟示最核心的思想「聖凡平等」、
「天人大同」，以及其理論基礎「心物一元二用論」，亦有受命於上帝之神媒－清虛真
人、崇仁教主與崇道真人，將高度空間的訊息傳遞至人間，進行雙向溝通與討論。
第二、「人間之學術準備」：這一部份有本師與黃維道二人，融會人間科學、哲學、
宗教之學問，擬訂提要，與天上神媒不斷研討。本師自幼深受儒家教育，有來自其母先
祖劉宗周大儒的影響，來自中國公學期間于右任先生講授張載四句教的薰陶，皈依天德
教主後赴西北傳教，上華山隱居，更受道家思想冶鍊，與華山學術圈人物精神往來 7 ，
黃維道則學貫中西，尤其對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獨到認識，此外吾人如再參閱當
年華山藏書書目 8 ，可略窺所謂「人間之學術準備」之大致規模。
第三、「天人親和」：這一部份是由李維生擔任媒介，採「侍準」方式溝通天人訊
息。 9 除此之外，本師在靜觀當中，亦有內在天人訊息的交流管道，用以佐證天人交通
訊息，本師留有「上接清虛之炁，溝通天人文化，下貫涵靜之體，闡明宇宙真理」字樣，
可為證據。
這種類似人間學術交互研討的「天人合作」模式（見圖二），誠為宗教史上未曾見
過的教義編撰過程，可見欲發揚嶄新的學術、思潮，引領人類走向聖凡平等、天人大同，
天人交通是必要的、不可或缺的技術，「教魂」之意義，於此更為彰明。

7
8

9

有關此部份，請參考維生先生《導讀系列（一）》
，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印行，p65~p85。
根據《李玉階先生年譜長篇》收錄＜華山大上方存書＞清單，分「儒學類」之經部、史部、子部，及「佛
學類」
、
「道學類」
、
「回學類」
、
「天人教」
，還有「詩文」
、
「哲學」
、
「科學」
、
「說部」
、
「尺牘」
、
「碑帖」、
「地理」、
「雜組」、
「圖畫」
、「雜誌」
。均有細目可查。
侍準為天人交通的一種方式，表面上看類似一般的扶乩，唯其技術理論大有不同，詳見《教義》第五章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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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虛真人 崇仁教主

維生侍準

本師靜觀

圖二：
天人交通管道（維生
侍準）與天人合一管
道（本師靜觀）

本師、維道

四、教魂之廣義界定：天人親和為同奮修持之領航員
「教」由「人」組成，「教之魂」自然也是「人之魂」，天人親和作為教魂之廣義
界定，除了侍光、侍筆、侍聽、侍準這四種需要特殊條件以外，其餘人與天之間的親和
往來如祈禱、誦經、持咒、反省…等，皆是引領一個人的「身、心」朝向「靈」的境界
發展的領航員，猶如天人交通引領著本教的「教政、教化」朝向「康同聖境」的境界發
展一樣。
本教同奮欲求身、心、靈圓融和諧，修持方法是五門功課，其中奉行人生守則、填
記奮鬥卡、反省懺悔三門功課，可統歸於反省心法一項，與祈誦心法、靜坐心法並列為
五門功課的三種心法，其特色為：「反省」重在「心之反向」，「祈誦」重在「心之集
中」，「靜坐」重在「心之放空」，然而三項心法做將下去，結果往往有雲泥之別，某
些同奮五門功課實踐多年，未見獲益多少，致生信心危機，關鍵就在於有無把握「天人
親和」之要訣。
茲分就反省、祈誦、靜坐一一論析。
（一）反省
反省之難，主要是人的感官習性都是對「外」的，比如眼耳鼻舌身意，眼看周遭外
界，耳聽四面八方，鼻聞飄來氣味，舌嚐入口之物，身觸所及一切，意隨境遇所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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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的注意力習慣對外，而非對內，習慣對人，不耐對己，反省之難，就難在一個「反」
字。古代袁了凡教人反省，分從「事、理、心」上做將去，他說： 10
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理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不同，效
驗亦異。如前日殺生，今戒不殺；前日怒詈，今戒不怒；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
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廓然之道也。
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理；…如前日好怒，必思曰：人有不及，情
所宜矜；悖理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怒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
人之學問，行有不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來，
皆磨煉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怒之有？又聞謗而不怒，雖讒燄薰天，如
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怒，雖巧心力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怒不
惟無益，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惡，皆當據理思之。此理既明，過將自止。
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不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
好名、好貨、好怒、種種諸過，不必逐類尋求；但當一心為善，正念現前，邪
念自然污染不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精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
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葉葉而摘哉？
一般人初從事上反省，往往流於「哪些事做對了，要保持，那些事做錯了，要改過，
但要怎改呢？又不是我的錯！」好不容易一念「反」到門檻邊，又轉出去了，反省到這
層面，很容易變成檢討他人，或者停留在勉強壓制自己；若深一層，專從理字上反省，
比如兩人怒目相向，從事上反省者只要求自己下次要克制，自許為改過，從理上反省者，
會較深入思考怒目之原因，假若事理通達了，自然會避免重犯，然而現代社會人事紛雜，
往往又不是一個理字說得清，尚需情與法，縱使情理法兼顧，也還有許多現實的無奈，
屆時若不能從理字超脫，就難免憤世嫉俗、抑鬱難當了；是故更深一層，要從心上反省，
袁了凡主張無須事事理理去反省，而是要回到根本，培養「一心為善，正念現前」，他
認為根本既固，心不妄動，過還會從哪裡生呢？
袁了凡此番從「事、理、心」反省的心得，固然精闢，但是眾多凡夫如何能輕易跳
脫事、理之羈絆，而逕自從心上修呢？若無一個依循之道，恐只有大慧根者能直指自己
本心，對一般俗根眾生而言，仍是曲高和寡，流於空談。
筆者認為，天人親和即是此「依循之道」的不二方法，此處所講的天人親和，主要
是指祈禱，祈禱是人從現實面對超越面的意念投注，藉以超脫現實面的拘絆與困頓，具
有非常大的昇華效果，祈禱之所以能在現實面產生昇華效果，原因在於它是一種由外在
10

節錄自《了凡四訓》第二篇〈改過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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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感受返回內心世界，甚至進入靈的境界的管道，藉由人對神（超越面）的由衷信賴，
把人的注意力從現實面拉到內在心靈的超越面，更重要還有一個原因，祈禱是在靈的境
界樹立一個慈悲的、智慧的標竿人物，使人可以如同對知己傾訴一樣，有一個神聖寄託。
前已論述，反省之難，首在願意反向要求自己卻不沉溺在負面氛圍裡，而能反省出
積極樂觀的改過心態，因此祈禱的角色非常重要，祈禱具有昇華懺悔之功效，反之，懺
悔也是落實祈禱的基本條件，因為一個人若無懺悔反省之心，腦中充滿陰電子，所祈禱
之親力發射出去，質重下降，亦無法與充滿陽電的神媒銜接上。是以祈懺之說，其來有
自，聖訓曾言： 11
祈者，心之所禱所祝也！懺者，謂心有所悔有所悟也！二者實不可分、不可離
也！
筆者則謂：「最有效的祈禱是懺悔，而最積極的懺悔是祈禱，兩者一體兩面，相互
成全，缺一不可。」上述道理用在實修上最好的例證，便是正宗靜坐班結業，晉修昊天
心法急頓法門的同奮，在反省心法上更深一層境界：
當同奮在光殿上對上帝坦白反省之剎那，天門暢通，立即引來原靈合體，從吾人靈
的境界中，直接引領吾人脆弱的、痛苦的、徬徨的心與身，使得身心靈統一，煥發出滌
塵去垢後的性光，產生莫大勇氣與智慧，從而能夠面對人道或天道的考驗！反省心法到
此天人親和之境界，與一般「勇於認錯，絕不改過」的凡夫，真是有天壤之別。可見天
人親和對於反省心法，具有無可比擬的領航作用！
（二）祈禱
本教採用「天人親和」的原理來解釋祈禱：
當人念念至誠時，意念會以電射方式發射出去，稱為親力，若親力引起對象之反應，
而應之以回復意念時，此回復意念謂之和力，親力＋和力構成親和力，若一方為人，一
方為天（神），便稱之為天人親和。是以本教教義、經典有多處描述親力、和力特徵，
都是吾人在祈禱時不可或缺的領航者。
譬如《教義》強調：「必須由親力達到『電熱和準』，方能冀引所想對象之和力，
使生感應。」「電熱和準」簡稱「熱準」，用以描述人之親力要如何才能達到引來神媒
之和力的「標準」。「熱準」的傳統解釋是「誠」，故說：「天下之大，唯誠為貴，親
和力之產生，誠之物理的結果也。」古代經書《中庸》亦說：「至誠如神」。「熱準」
另一個嶄新的解釋，是前面講的「電熱和準」，意義非常深刻，按教義理論可直接翻譯
11

清虛真人降示，《第三期師資高教班聖訓錄》
，首席使者辦公室印行，民國 80 年，p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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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電子體熱，和子體準」，比照傳統丹道「精、氣、神」論與一般「身、心、靈」
論，整理成下表：
電熱

和準

命（功）

性（功）

精（化）

氣（定）

神（凝）

身（熱）

心（住）

靈（通）

換言之，由天人親和理論來指導如何祈禱，可以發現關鍵在於「親力如何達到電熱
和準」，也就是古人常講的「至誠」狀態，但一個人達到「至誠」時，究竟是甚麼狀態
呢？對照上表，從傳統丹道言，它是命功、性功相互配合、融合的狀態，更直接講，是
人身三寶「精、氣、神」混合化煉的狀態，此態以「化、定、凝」三字來形容「精、氣、
神」，也就是說當一個人進入「至誠」狀態時，他的「精」處在煉「化」態，故「身」
有溫「熱」感，他的「氣」處在穩「定」態，故「心」能安「住」當下，他的「神」處
在「凝」聚態，故「靈」可感「通」神媒。《天人親和真經》云： 12
十大天人，其質亦純，發其正銳，莫否其剛，念馳思行，一忽而履御，億幾兆
幾，無化名幾，無物不照，無物不明，無親不應，無和不孚…
從「念馳思行，一忽而履御」以後都在形容意念發射出去的威力，而前提是「其質亦純，
發其正銳，莫否其剛」，這正是形容一個人「純」粹之精華（精氣神）達至「正銳」（熱
準）時，發射出至柔之「剛」的親力。經又云：「人體之道，與天無異，天分氣質運時，
13
人身亦然」 ，天有三寶日、月、星，氣質運時由此啟動，人有三寶精、氣、神，所以

說「人身亦然」，經又云：「是人之體，感於其正，其氣發而至剛，出其玄門，與天同
真」 14 ，「感於其正」不正是「發其正銳」的寫照，亦即「精氣神」的混合化煉態嗎？
唯要留意的，「熱準」所解釋的「至誠」、「正銳」或是「精氣神混合化煉」，只
是在描述該人當下身心靈狀態，真正發射出親力的主角，是精氣神之「神」，或身心靈
之「靈」，《天人親和真經》講「親是其神」，即表示親力主體是神，又講「心住神往」，
往復奔馳銜接天人的主體依然是「神」，《北斗真經》也講：「一生冥神，常持不渝，
如電之赴，如氣之昇，一念如是，當聚萬念，當有萬應」 15 ，這裡之所以使用「冥神」
12
13
14
15

《天人親和真經》
，天帝教始院頒行，民國 87 年 6 月重印，p19。
同註 12，p20。
同註 12，p20。
《天人親和北斗徵祥真經》，天帝教始願頒行，民國 86 年 11 月重印，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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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是因為此「神」是個人內在之「神識」，而非外界之神祇，故用「冥」表內在追
索之意，由外在之身，往內追索到心，深抵於靈（神），從而產生「如電之赴，如氣之
昇」的效果。
上述道理用在實修上最好的例證，是解答祈禱時「口誦、耳聽、心維」的運用要訣。
許多人常問，個人祈禱時唸出聲音到底好不好，有沒有效？是否越大聲越好？集體祈禱
時可否不唸出聲？速度是否越快越能共振？…這些問題皆源於對天人親和缺乏根本了
解，以致誤會叢生。吾人從上述評論，即知天人親和唯一的媒介是「親力」「和力」，
這二者本質都是「意念」，而非「聲音」「動作」，茲再整理如下表：
電熱

和準

命（功）

性（功）

精（化）

氣（定）

神（凝）

身（熱）

心（住）

靈（通）

口（誦）

耳（聽）

心（維）

個人祈禱時，口誦之聲，不是給神媒聽的，而是給自己聽的，所以口誦之後是耳聽，
當耳朵傾聽自己的聲音，進入心中，可使心中的意念堅定、清晰，這樣即構成一個循環。
要知一般人心思雜亂，倘若在靜默中想使自己專注意念，難度甚大，大多陷於意念紛飛，
心思無法連貫，因此要透過反饋循環，口誦耳聽心維，不斷反覆，使意念逐漸清晰、穩
定而達於專注，經由這種心住氣定的狀態，意念即慢慢深入到「神識」「靈識」的深度，
一旦達到「熱準」，親力透發，天人親和自然完成了。但是功夫作久的人，口誦需求會
減少，有時嘴唇微微而動，即可專注意念，很快「達其神注之儿」，工夫純熟時，甚至
無需口誦、耳聽，完全憑自己一念乍起，神注之念即如電之赴，奔馳而去。
集體祈禱（包括誦經、誦誥或其他儀式）時稍有不同，因為集體之妙在於大家意念
整齊一致，產生共振，意念共振的效果是非常驚人的，所以本教誦誥會有一乘十之類的
規定，並非憑空而來的。欲求意念共振，必須透過動作與聲音，否則大家如何取得一致
呢？因此集體祈禱時，眾人禮拜的動作、聲音必須整齊，尤其是聲音影響最大，儀式中
絕大部分是靠聲音為媒介，才能將眾人各種紛雜的意念，透過聲音之共振而收束成意念
之共振。是故口誦耳聽心維在集體祈禱的要訣不同於個人祈禱，口誦之聲必須合群，不
能不出聲，耳聽亦不只聽自己聲音，也須聽到他人聲音，才能引導自己意念與大眾齊步
共振。
至於祈禱速度快慢的爭議，凡集體祈禱必須出聲之場合，速度不宜太快，太快則氣
促，氣促則神不凝，難以達到熱準，只沉浸在聲音共振帶來的氣感，是無法真正發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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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親和效果的，也不宜過慢，過慢則氣散，氣散則神昏亂，亦難以成事，唯有不疾不徐，
把握住「氣定神凝」或「心住靈通」原則，方為上品。若是個人祈禱，出聲微細甚至默
誦時，功夫到深處，單憑神識祈誦，剎那即透發而出，迅捷非常，是故聲音才須講究快
慢合宜，神識則無此限制。
總之，「口誦、耳聽、心維」的前二者「口誦、耳聽」，是祈禱的醞釀過程，猶如
火箭在發射前的暖機過程，此二者功用，在個人言是訊息不斷反饋循環，在集體言是協
調大眾整齊一致，而共同目的在於「心維」，也就是進入深沉的、冥思的、非表面意識
的意念層次，筆者稱為「神識」「靈識」，從天門電射而出，這才是神媒所能接收到的
「親力」。
可見祈禱之功，唯有窮究天人親和之道理，方不致流於表面儀式的執著，而能明辨
剖析，直入精髓。
（三）靜坐
凡夫身處紅塵世界，沉溺於酒色財氣之中，競逐於聲光化電之樂，人心偏離天心，
於是天人分立，聖道割裂，而今欲求歸返天道，唯有求修靜坐法門，《大寶》云：「靜
坐是修道煉法的根本」，指出自古以來人類生命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而其下手處，
莫不從靜中而來。
「天人親和」是凡夫從「天人分立」躍升到「天人合一」的過渡階段，也是必經的
階段，尤其本教「昊天心法」的特色強調「直修」，歷來的解釋都著墨在「超越煉精化
氣、煉氣化神，直修煉神還虛」上，其實「直修煉神還虛」的另面意義，就是從「天人
雙修」起步，「天」泛指祖炁、先天之炁、無形神媒…乃至最切身的原靈，而其媒介之
啟動力，就離不開天人親和了。是以把握住天人親和的要訣，是本教昊天心法修煉結果
有雲泥之別的關鍵因素。茲舉正宗靜坐入坐程序為例：
首先論「扳腳」。扳腳在丹道法門內，其實是一種採藥坐法，它本身就是靜坐，而
非上坐前的準備功夫，所以圖三言及功效，有「採得真一歸原處，八十老翁返幼年」之
語。本教扳腳與這採藥坐法略為神似，扳腳時默念廿字真言降心浮之氣，類似「連降連
吸三四，甘露降下」，從湧泉穴排除陰濁之氣，類似「用真意推出」，眼睛注視腳趾，
類似圖中「注視腳尖一寸三分」，兩法最大之差異是吾人尚須貫念本師臉孔。
「貫念」之目的，一則在踵武本師精神，包括踏實做功夫的勤修精神、拯救天下蒼
生的慈悲心懷，一則在承接本師於無形中的靈光布施，這兩者是啟動後續一連串咒語、
口訣的重要關卡。扳腳講究「身」之要求，包括上半身挺直，雙腳掌用力往後扳，亦講
究「心」之要求，包括誦唸廿字真言，降心浮之氣，更講究「靈」之要求，即上述眼睛
注視雙腳拇指，貫念本師臉孔，除形成類似圖三之氣機循環外，更兼有天人親和，上接

422

試論教魂之二重涵義

無形靈光之效果。
當年本師用「貫念」二字，意義非常深刻，「貫念」是《大寶》所云：「運念力而
修救劫急頓法門」的簡稱，它是天人親和達到一定程度的用詞，超越了「口誦、耳聽、
心維」層次，無須再藉由聲音、耳聽的反饋幫助，而直接由元神作主宰，一念即動的神
識、靈識，或者圖三講的真意（與一般大腦思維區隔）。扳腳之所以作為「自然無為心
法」的準備功夫，其深義就在於經由不斷練習「貫念」，上接本師清陽靈光，下排身心
陰濁之氣，而有氣機煥發，修煉元神，當家主宰的大用。

圖三：採藥坐法
扳腳之後，護身神咒、靜參訣、金光局、化身蓮花偈、上天梯等，均是由元神「貫
念」此等咒、訣、偈，使元神得保護，罩金光，化蓮花、入上宮，關開竅通，逐步堅強
茁壯，初旨在幫助煉精化氣，煉氣化神，以奠立接引祖炁之熱準，而能在扣手印後直修
煉神還虛。
初學者由於剛入門，或雖為資深同奮但心思混亂，加上輕忽扳腳「貫念」功夫之養
成，常難免困惑，會問持誦這些咒、訣、偈可否唸出聲音？唸的時候要不要想像文字描
述之場景？唸這些有甚麼用處？…這些問題仍停留在天人親和層次，還未到天人合一境
界。若已明瞭前述天人親和原理，當知這些同奮仍須口誦出聲，給自己耳聽，以收束意
念，由紛雜、昏聵而專注、清朗，由心住、氣定以達靈明、神凝，過程中若想像相應場
景來加強意念，亦無可厚非，但對於「貫念」基礎已具之同奮，這些都不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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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同奮請教本師，誦唸護身神咒聲音的問題，本師初答：「聲音不必太大，小一
點音波擴散還更遠一點。」給自己耳聽的，當然無需大聲，何必浪費力氣，至於「音波
擴散還更遠一點」在物理學上並無此理，當然是越大聲擴散更遠，本師非科學家，這兒
講的「音波」其實指的是「念波」，所以後來同奮又問：「那默誦可以嗎？」本師回答：
「聲音越小越好，默誦當然可以！」 16 當一個人慢慢無須藉由聲音來專注時，表示其神
識清明，元神炯炯，這是「聲音越小越好」的原因，到了可以默誦時，已無音波了，擴
散出去作用的，當然直接是元神之「念波」！
本師鑑於早期同奮的靜坐功夫始終未臻理想，檢討原因，借用《大寶》來說是：「煉
精化氣、煉氣化神『未能』自自然然通過」，以致影響直修效果，因此本師在靜坐程序
裡，加上「深呼吸」的步驟，擺在諸上口訣後，默運祖炁前，其意在加強鍛煉命功，以
助元神修煉，可見上述的剖析與本師擺入「深呼吸」的用意是前後一貫，首尾相通。
扣起手印默運祖炁後，倘若真能做到一切放下，一切不想，則將進入天人親和的極
高境界─「無念」。如果說「貫念」是比「口誦、耳聽、心維」要高層次的天人親和境
界，那麼「無念」又再更上一層，「貫念」若是人與天的高層親和，「無念」則是「天」
與天的平等親和，此「天」是性中天之天，庶幾已達天人合一的理想。《教義》談及此
處，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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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為明證。

�、�論
１、不論教魂的狹義界定或廣義界定，均說明天人親和與天人交通不可或缺的重要
性，對於深受西方啟蒙運動以來的科學、哲學人本思想，或習於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罕言
天道的人來說，本教此一主張仍有與時代思潮扞格不入的疑慮，這是由於對所謂的
「天」、「神」等超自然境界的認識，仍停留在「第一神論」、「第二神論」之故，倘
能明白本教主張「神者人也，人為靈之基，聖乃人修成」之「聖凡平等」思想，那麼天
人親和亦不過是人類與高層次的智慧生命之間，往來文明，相互交流，一起合作，力挽
末劫的管道，不僅與迷信毫不相關，更擴大了人類認識宇宙各種生命的視野。
２、本教內部不乏深具憂患意識者，提出以史為鏡，必須警惕歷史上藉由扶乩、降
鸞所造成的亂象，因而主張本教應該廢除天人交通，以人治人。此說雖是基於歷史事實，
但欲解決扶乩之亂，消極做法是廢除，積極做法卻是改良，因此《教義》補充了天人交
通的學術理論，以期與現代科學合作，給予天人交通未來發展之有力保證，《教綱》則
16

涵靜老人，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p27~31，本書為極院內部參考，未正式出版，內容為第三期師資
高教班本師講授靜坐之錄音帶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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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了天人交通的作業流程及五戒七律，制定公開、合理與正信的原則，杜絕神道設教
之可能。因此吾人面對歷史流弊，應該以改良之積極心態，取代廢除之消極心態，否則
不僅違背《教綱》、《教義》，從根本上動搖教本，在現實上許多重大教政、教節也無
法再推展下去，影響之大，非同小可。
３、天人合力奮鬥是本教救劫、修持的總原則，因此能否掌握天人親和要訣，便成
為五門功課實踐結果有「雲泥之別」的關鍵，茲總結如下：

雲

��

��

靜坐

原靈合體
心力湧現

口誦耳聽
心住神往

貫念無念
靜觀萬物

↑天
泥

↑人

↑親

流於形式
檢討他人

執著數字
功利心態

↑和
妄想雜念
無恆打坐

同奮若深諳天人親和之道妙，五門功課做來即有功，真實不虛，若只停留在表面做
功夫，日積月累，仍無益處。

��文�：
一、《天帝教教綱》，帝教出版社，民國 80 年 7 月
二、《天命之路》，帝教出版社，民國 98 年 9 月
三、天帝教《教義》，帝教出版社，民國 88 年 12 月 3 日三版
四、維生先生《導讀系列（一）》，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印行
五、《李玉階先生年譜長篇》，劉文星著，帝教出版社，2002 年 12 月
六、《了凡四訓》，網路版。
七、《第三期師資高教班聖訓錄》，首席使者辦公室印行，民國 80 年
八、《天人親和真經》，天帝教始院頒行，民國 87 年 6 月重印
九、《天人親和北斗徵祥真經》，天帝教始院頒行，民國 86 年 11 月重印
十、《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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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人親和

� � � �� 炁 �
國立清華大學動力機械系 講座教授
天 帝 教 天 人 親 和 院 副 院 長 /炁 功 院 院 長

摘

要

西方哲學家告訴我們意識是有層次的：個人意識、個人潛意識、群體潛意識；
從宗教的觀點來看，意識的層次甚至更深更廣：意識、靈識、靈覺、魂識、大宇
宙意識……，且與天人親和有著密切的關係，也對應不同頻率波段的腦波：β波
α波、θ波、δ波、γ波等。本文嘗試從當今人類科學發展的天線原理，初步探
討： 上天（ 上帝）的親和光是如何覆載廣博於本系星地球的 65 億人口，以
及每一個體在 上帝大愛能量意識投射下是否都能憶起其修圓旅程的神聖誓
約？除了共同天命之外，究竟各人是否能記起各自的天命，答案在其是否能努力
擺脫「身」因生活積習導致之生理上的失調、「心」因七情六慾導致之心理上的
心結閉鎖嗔怨糾纏、以及「靈」因業因導致之精神上的靈識暗昧不清，使得該人
之意識熱準能深至潛藏於人類心靈深處靈性層面之靈覺、魂識、大宇宙意識等，
由於這些靈性能量意識流的傳遞介質為至誠親和熱準之愛力，故能與 上帝的大
愛能量意識流親和，也可進入 X 原素記憶體中搜尋出天命資料。實踐上，性靈
在其循環圓周之歷練中，必須藉由「廿字箴言」不斷的反省懺悔來「淨靈」，與
不斷的靜坐修行來「煉靈」，否則將停留在佈滿塵垢的潛層意識熱準狀態，不但
無法升勝而為聖，反而墮勝而為業！換言之，上天所付諸於人的使命極其自然，
而天命執行與否，則要靠靈肉之間的協調結果。尤有進者，與其被動的被喚醒修
圓使命，更積極的做法，乃為能認知修行的道路是不斷自求突破：「不但是接受
磨考，亦要製造磨考，把自己磨得堅忍不拔。」「不但是接受天命，亦要懂得奮
鬥之竅門去發願製造天命。」
關�字：人類能量意識、天人親和、天線、上帝之大愛、修圓天命、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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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意��面��天人�和
� 通 � (正 � )
�、��
經云:「天地玄宗，人神斯通。」1 據聞上古之時，人神共居，可以直接親和。
被公認為世界歷史上最偉大靈媒的易馬紐.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在其
被大英帝國博物館所珍藏的著作《我見過的靈界》 2 中也寫到：「心地純真的上
古人，所以能夠直接跟靈體和合，正表示人類最原始的面目是靈體。可惜，人類
逐漸迷失了真道……現在的人只有極少數能夠直接和靈體交流。」又寫到「一個
人原本就是由靈魂及肉體來所組成的。單認為肉體才是人，實在是淺見又錯誤的
想法。」 「我憑著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肉體弄成死的狀態(作者稱為「死的技
術」)，進入靈的世界，由此獲知有關靈界及靈體的種種。是故，眼、耳、鼻等
肉體方面的感覺會完全睡著；相反的，靈體方面的感覺卻會越來越來清醒。」
「靈
體只要彼此的凝視，就能夠互相的交流念頭。」
《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新境界）》 3 認為宇宙無限之空間次元中，莫不包
含著無數量之和子(或稱靈魂、性靈、阿賴耶識)，其乃精神靈界之主體。然精神
靈界的和子之間是靠能量意識來溝通交流，所以和子亦即「精神意識之��」。
和子隨其願力之投向及本身能量之高低，來選擇與電子體(肉體)配位結合，其後
經由物質世界之修圓歷煉，以不斷地增進所欠缺之精神意識之能力與經驗，而自
然律之奧秘性乃能以逆修之途徑，提昇能階與意識，突破時空之界線以臻返本還
原之最終目標，亦即和子不斷地經由正、反宇宙間循環圓周之歷練，提高能階、
知識與經驗 4。 那麼性靈和子乘願到人類之三次元空間與物質肉體結合後，其於
天地旅過、行願逆修過程，其被塵垢遮蔽之心靈是如何經由天人親和之能量意識
交流來獲知或體悟其此趟旅程之任務的？ 此乃本文探討問題之一。
5
六祖惠能:「念就是�意��，�念�是�意��態的���。」 念就是除
了初心（本心、天心、道心）以外的第二心（凡心、人心），有了凡心的結果就

1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天帝教始院頒行，台北，1998。

2

易馬紐.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我見過的靈界》（原著由大英帝國博物
館珍藏），鄭志宏譯，福智之聲出版社，台北，2012。

3

李極初，《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4

《清虛宮弘法院教師講義第四集》第 87 講，天帝教始院，1988。

5

《第二期師資高教班聖訓》
，帝教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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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大同真經》所云：
「凡心所動，即曰無志，或曰無定。」6 ，由於凡心無定
（盲動）
，所以凡人念頭特多：前念、今念、後念、念念。 「念」字拆開來就是
「今」
「心」
，所以「起心動念」四字常見諸文章中，而人心，即妄想之心也，就
是「識神」
，人若用妄想之人心做事，猶如大海起波浪，做事多犯罪過，所以說：
「人心惟危」
。經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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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實乃指出心氣之親和相志，乃是促使人類向上提昇或
向下沉淪之樞紐，而心乃氣之體，氣乃心之用。
《親和真經》8 有云：
「是人之體，
感於其正，其氣發而至剛，出其玄門，與天同真。」
，也就是：心正→念（意識）
正→氣正→與太虛大空中的天地正氣（炁）相互和合，或 正心→正念（意識）
→正氣→與天同真。而我們靜坐從祛除雜念，到正念，到無念，才能明心見性回
到初心（仁心、道心）
，也就是「有念人心（識神）也，無念道心也」
。所以在靜
坐修持的路途上，先要對「念（意識）」有所了解，而西方哲學告訴我們意識是
有層次的：
（一般）個人意識、個人潛意識、群體潛意識；從宗教的觀點來看，
意識的層次甚至更深更廣：意識、靈識、靈覺、魂識、大宇宙意識……，且與天
人親和有著密切的關係，本文亦將對此關係進行初步的探討。

�、上天如�將使����人類
一. 上天之�(能�)與靈�的太�
「����天為一大天，人為一�天。�道��天與人之關�即在�命脈相
�中，臂如將天比擬成人體，細胞即同於太陽系，而細胞內之有機體即成為人類
的生命狀態。 於是上天—太陽系—人類，自然構成息息相關，脈脈相通之整體，
三者缺一不可，故人類才能用靈性去感知天命的精神與意義，進而創造出具體之
生命價值觀。�上天之��能��，��整體宇宙間，�大�����，����
��，����能���，而人�自然���上天的��能���天靈性，��
�天靈�所�有之�命感。」 9 老子的“橐籥論＂ 10 ：將人比喻成一小風箱而宇
宙為大風箱，小風箱與大風箱彼此相連，因此，人與人會彼此影響，人（或人群）
與宇宙也會彼此影響。涵靜老人的：「故在吾人之一呼一吸間生命已與自然交織
為一，而宇宙人生渾然一體之道大明。」「人非純粹的人，天非純粹的天，吾人
11
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 以及科學術語“蝴蝶效應＂講的也是這個道理：
例如一隻南美洲亞馬遜河流域熱帶雨林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這些看似
6
7
8
9
10
11

同註 1
同註 1
《天人親和真經》
，天帝教始院重印，台北，1998。
《第三期高教班師資班聖訓錄》
，帝教出版有限公司，1991。
吳怡，《老子解義》
，三民書局，2 版，2008。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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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微小的動作，就可能在兩週後引起美國紐約的一場颶風或者德克薩斯州的一場
龍卷風 12 。
史威登堡：「以靈界來說，給靈體真正的生命、思想的理性基礎，唯獨有靈
界的太陽而已。同時，真正的權威以及力量的源泉亦是這個太陽。祂對全部靈體
放射靈流，一面保持靈界的秩序，一面構成了靈體的靈能力的基礎。因為有靈流
的存在，才使得靈界與人世的性質完全迥異。」 13
究竟前文的“�����能量�＂與史威登堡的“靈界的太陽＂指的是什
麼，值得進一步探討。對於 天帝教同奮而言，似乎很直覺的會聯想到 天帝（玄
穹高上帝，簡稱 上帝）主持的“��＂（鐳炁星） 14 。

二. ���天線

圖 1 偶極天線構造(上：正視圖，左下：上視圖)與電磁波放射(下)示意圖 15

12
13
14
15

劉通敏，
〈
「第三神論」— 打破傳統宗教所沿革之天人關係〉
，旋和季刊，56 期，頁 14-40, 2010。
同註 2
《無形宇宙組織總成》
，天帝教出版品，1988。
Dipole antenna,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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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左圖)張開的電極平版使得其間的電場得以散佈開來，當
接上高頻交流電源供應器後天線上會產生圖中之正弦函數振
盪電流波形，此時電磁輻射強度在垂直於電偶極天線方向最
強亦即發射與接收無線電波訊息在這個方向最最強; (右圖)
將左圖的隨時間變化之正負電極改為迴圈（loop）即能產生
右圖隨時間變化之正負磁極而形成磁偶極天線。 16
科學上�磁(電)偶極”（dipole）
（圖 1）乃由兩個大小相等磁(電)性相反的磁
(電)極分開一距離所組成，或者可更廣義的定義為任何物質其有一未平衡的正磁
(電)極於一側和一未平衡的負磁(電)極於另一側。天線 (antenna)為發射電磁能
量至空間中或從空間中接收電磁能量的導電體或導電系統；發射天線
(transmitting antenna)將無線電頻率磁(電)能轉變成電磁能量輻射到週遭的環
境；接收天線(receiving antenna) 接收電磁能量並將之轉變成無線電頻率之磁
(電)提供給接收器(receiver)處理；雙向通訊系統中經常使用共同的天線來傳送
和接收信號。圖 1 為一半波長磁(電)偶極天線示意圖，磁(電)偶極的兩條開口導
16

http://www.qsl.net/vr2ls/knowings/radiowave/radiowave.html天線是一種用來發射或接

收無線電波（或電磁波）的電子器件。由它可因施加的交變電壓和相應的交變電流而產生輻射
的電磁場，或者可以將它放置在電磁場中，由於場的感應而在天線內部產生交變電流並在其終
端產生交變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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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功能類同張開的電容器，這樣原先侷限在兩電容平版間的電場得以散佈開來，
當接上高頻交流電源供應器後天線上會產生圖 2 中之正弦函數振盪電流波形，此
時電磁輻射強度在垂直於電偶極天線方向最強（圖 1-2）
，亦即發射與接收無線電
波訊息在這個方向最最強，而沿天線長度方向最弱（為零）。
宇宙分為無形宇宙與有形宇宙，共存在宇宙的空間之中，有形宇宙散佈於外
圍。 根據 天帝教天人文化聖訓 18，無生聖宮（純無形）位於反宇宙的中心點，
為宇宙的磁源與聚能所，是開創宇宙的母體，生靈之始源胚胎(性靈和子)孕育於
此，當一切運化完備時，帶有���命的性靈和子即轉化至金闕（包括有形與無
形）。金闕為鐳(炁)能之都，簡稱為圖 3 中之“鐳都＂，其乃受反宇宙之磁源無
生聖宮轉化而成一有形生化能量之總磁能場。胚胎原種在此得一鐳炁能(磁能)
之填充加持後，便產生生命之活撥現象，然後依性靈和子之願力意識與本身殊異
之功能性(靈質與物性之差異構成不等量之靈覺等級)，經由鐳都外圍之偶極區域
（其功能之一即為扮演如圖 1 與圖 2 中之磁能偶極天線）賦予不同之投射能量，
投射至不等量之空間次元，而行其新生命之循環史。
17

圖 3 金闕磁能偶極天線 19
同樣地，前文的“上天������＂或“�������＂所蘊含的能量意
識，亦是經由金闕磁能偶極天線投射到宇宙各角落。耶穌：「吾奉 天父 上帝

17
18
19

劉通敏，〈無中生有〉，旋和季刊，38-39 期，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出版，2006。
《天人文化聖訓輯錄》，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暨 天人訓練團，1996。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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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聖意，應元當機下凡，以解救 上帝之子民能在末世中，免於淪為迷途羔羊而
萬劫不復，吾在世期間，除每天不斷地祈禱，勤領聖體，��於 上帝之���，
祈使 上帝之大愛�注吾之靈魂之外，並為在煉獄中之靈魂及可憐的罪人們祈
禱，希望其等能在痛苦、貧窮與遭受到輕視及神枯之中學習忍耐；且教化各種勸
諭，使蒼生認知『私欲乃是犯罪之真根苗』而決心遷善，全靈懺悔；更倡導『博
愛泛眾』之精神思想，宣示『愛是諸德之靈魂』
，以及『謙虛為一切德行之基礎』，
教導兄弟姊妹注意神操，善盡職責，以敬畏 上帝之情，來成就聖德……而�� 20
亦是位聖願宏大之救劫使者，矢志應元三期，統領延康……並祈禱�一全�的
上帝��大能……以聖靈��在全民的�上，使其等���在�天上之神聖�
約……」21 原來如此！由現今的科學可知「光」為「電磁波」
，
「��的��光�電
磁波�
」即經由金闕偶極天線輻射至宇宙各角隅，�即宇宙�「����光」的
22
�界 ，「��的��」�����注��生的��，�其��起「�天之��」
23
。

��人類�能��起�天交�之���
《新境界》一書明示人類的“起心動念（意識）＂即為一種“電力之放射＂
，也就是“電磁場(能)的輻射＂，而由於意識需要能量來承載，所以我們也說
“能量意識（念力）的投射＂，當投射的方向專心集注凝向一點即形成“親和力
的「親力」＂，久而久之，即能引起其所集注對象之電力的反應，兩電相交，乃有
“親和力的「和力」＂之發生，而達成“互相親和＂。前文提到“心氣相志＂，
所以“氣＂的發送或接收，自然也帶有“能量意識＂，而「是人之體，感於其正，
其氣發而至剛，出其玄門，與天同真。」也就是後天正氣的意識訊息與先天正炁
的意識訊息接軌交融。而「『�』����，可��到其想�到的各�元�間……可
24

與各�靈�子的意�������……『氣』可與「���元�間」�靈�子的意��
25 26

�����。」天帝教的聖訓是這樣描述「後天正氣」與「先天正炁」的。
20
21
22

耶

「首席」乃指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 李極初（涵靜老人）
《天外玄音》
，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恭印，1990。
註：九大銀河星群受到金闕的支配，而金闕能夠以源源不絕的「鐳炁」補充，就必須透過無
生聖宮「極子」的激發！宇宙是「光」的��，而「無生聖宮」所處的反宇宙，不但無法見
到「光之發散」
，反而成為寂靜永固的地方，沒有空間、時間，也感覺不到有「能量」的存在。
就是說：一旦進入此反宇宙之中，就會有一切停頓的感覺。《第一期師資高教班聖訓錄》
，天
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恭印，1987。

23

同註 9：
「天命」乃上天加諸於特定之人身上的特殊任務，必須藉由人智配合人力方能達成。
亦即天上所賦予個人之時代使命，透過個人之長才，加上奮鬥之信念，終能合乎天上之標準，
天命即告完成。每個人天命之層次與大小不同，對於 天帝教同奮而言，「救劫使者」這個天
命是共同的。

24
25

同註 3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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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與涵靜老人都善用祈禱親和為眾生引來「上帝的大愛」
，冀望使眾生回憶起「先
天之使命」。�而眾生真的能全靈接�「 上帝的大愛」以回憶起上天��之使
命��眾生能��力祈禱親和為��引來「上帝的大愛」���在「大愛的�度」
2�
，大愛指的是�愛，�是��之間的私愛。

一. 「�愛」即�和�的「熱準」

圖 4 和子與電子同處一軀之內，實為矛盾之統一，對立之調和，其
鬥爭始終繼續不已，而愛則為折中的情緒，亦即為「熱準」也。 28
這裡的「愛」是指「真愛(大愛)」
。根據《新境界》之理論：
「人身中之電有
陰電與陽電之別，此種電力之放射即形成意念之動因與性格之表現。在和子（靈
魂或精神）之電質中所射出者為陽電，代表和善與慈悲之情緒；在電子（肉體）
中放射者為陰電，即代表貪瞋癡等情緒 29；�愛�為�中�情緒，�即為「��」
也。基督教以愛為最高情緒之表現，蓋基於此。」示意如圖 4。換言之，在靈肉
的鬥爭中，性靈和子中先天帶來的特性（天性）
：真善、真美、真愛、真正之性，
被肉體的七情六欲蒙蔽折中了多少，乃決定該人「熱準」之高低，或如經云：
「人

之性心，其體必潔，如惡惡蒙，如厭毀穢，即通其境，柰處其行，是云
性垢。」30「性垢」的厚度決定該人「熱準」之高低。性靈（性心）居住於肉體
中，物慾相蔽，原本清靜之心，被貪嗔癡愛（私愛）四賊等之慾焰所熾，故肉體
有如火宅，欲熄火宅，先除貪嗔癡愛，以反諸本心（天心、人心）。是以，人若
能經由「性命(靈肉)雙修」的靜坐與煉心（省懺），如呂祖（呂洞賓）以精神鍛
煉將肉身的群陰剝盡，故受 上帝賜封為呂純陽，圖 4 中的熱準即全為陽電電力
之放射，而陽電之放射為直線的、直覺的（反之，陰電之放射則為間接的、曲線

26
27

《天人炁功之理證與行證》，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11。
劉通敏，
《從科學與宗教哲學觀點析論以「大愛」為磐石之「天人炁功」
》
，第十屆天帝教天人
實學研討會，台灣省，鐳力阿，2011。

28
29

同註 3
註：《新境界》認為人由「電子體」與「和子」所組成。「電子體」即為肉體，由陰、陽電子
組合而成；「和子」亦稱之為「性靈」或「靈魂」，其化學構成成分為 Ho 氫之精華、Oo 氧之精
華、電質、溫度、X 特種原素。

30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
，天帝教始院重印，台北，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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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故最易得到直接之感應，亦即性靈和子中電質發出之真愛性最易得到 上帝
的直接感應 31，最易接受到 ��之大愛��，記起上天交託之使命。因此之故，
前述基督教以愛為最高情緒之表現，而佛教則逕以陽電為正念：「是人之體，感
於其正，其氣發而至剛，出其玄門，與天同真。」 32 都指的是最高「熱準」，人
的修持至此境界，則其心通「帝心」，其愛與「 上帝之大愛」和合，自然參透
上天交託之使命。
「大愛」就是有愛人的心，就是仁（廿字真言之一），仁、像果核裡的仁，
果仁種在泥裡，長起來就結果，果中又有仁，仁種了，又結果，如是永遠生長不
停，所以「大愛」是生生不息的根本，所以「高熱準」即「大愛」。爰，經云:
「大道之愛，生天地，育萬物，本此真愛，視物苦為己苦，視人難為己難，慈悲
愛眾，視人若己，濟度眾生，同離火宅，同登聖域。」33 本此，有大愛之人大氣
磅礡，凡事先為他人著想，天命自然加身，「天命就是要找大氣磅礡的人，要不
為自己打算的人。」涵靜老人如是說。

二. �������的意識��模�

圖 5 容格的人類三種意識模型 34
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
，或稱為心理分析學，是二十世紀初奧地利精
神病學家西格蒙德·佛洛依德（S. Freud）所創立的一門學科。佛氏在十九世紀
末期由於受到笛卡耳、牛頓、達爾文等學說的影響，再加上個人從事治療精神異

31
32
33
34

同註 3
同註 8
《一炁宗主清涼經》
，天帝教極院禘祫委員會恭印，2004。
同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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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實務經驗裡發現到：
「潛意識」的存在。之後，其學生容格（C. Jung）將佛
氏原創的人類意識理論中的潛意識概念更深層化而提出有關人類三種意識的論
說模型（圖 5） 35 ：將人的意識內涵比喻成一個個冰山，浮在水面的可見部份稱
為「意識（或顯意識）」 36 ，約佔總意識的 5%（其它 95％為潛意識），每個冰山
在海面下的獨立部份稱為「個人潛意識（或前意識）」37，而冰山與冰山相連接的
底層海水部份稱為「集體潛意識（或潛意識）」38。顯然，個人欲與他人或其他次
元空間的超人（無形上聖高真）交換意識訊息，其意識層次至少要深至「集體潛
意識」
。然而，人類既有此身，六根(眼、耳、鼻、舌、身、意)乃患六塵(色、聲、
香、味、觸、法)，大腦直接反射七情(喜 怒 哀 樂 愛 惡 慾)六慾(色 聲 香 味
觸 法)，電子體之一般意識作用矣!

三.� 電子體的�一�(��感�)意識�的���
一般而言人類所有細胞膜的兩側均有電位差，這是因為細胞內多出來的負離
子會和細胞外的正離子相吸，於細胞膜的內外兩層形成電位，所以人類神經元細
包膜為一電偶極，如圖 6（右下插圖）所示，這樣每一個腦神經細胞都是一具如
圖 1 與圖 2 的小天線，能發送出電磁波，而人類的腦神經細胞數量約有一千五百
億個，所有這些電磁波的合成即為俗稱之腦波，可用感測貼片來量測，而所攜帶
之能量訊息即為人類大腦天線所發出之電子體層「（顯或感官）意識」（圖 6 左
下），其表現特徵較偏向於是指一般性之思維、分析或邏輯性之推理能力以及各
種情緒反應。進入此意識狀態，腦波的呈現方式主要以β波（12-38Hz）最常見。
老子云 :「吾愛此身，吾患此身。」39 電子體（身）既然屬假，即為末、為
輕。何以老子說: 吾愛此身 ? 因為若沒有此身，真性無依，需要藉假而修真，
因此不�不愛此身。但是如果把真假、本末、輕重認錯顛倒，認假體為本為重，
�用���感�意識���，�是迷真��，每天為假體營謀鑽慮，費盡心思，
竭盡精力，以致損根害本，使本真之性靈，迷離失所，不能返本還原，終至流浪
35
36

《人類意識概要上冊》
，天人文化聖訓叢書，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出版，1997。
同註 33，
「意識（顯意識、自我意識）」
：指形成個人對外界環境認知與記憶的知覺意識部份，
此部份主要是由意識的知覺、記憶、回想和感覺所組成。

37

同註 33，
「個人潛意識（或前意識）
」
：指發生於個人內在無法知覺的潛意識部份，此部份是由

曾經存在於意識範圍但受到壓抑、隱藏、遺忘、忽略的經驗，或由於該意識內容太弱，而無法存
在意識範圍的經驗所組成。
38

同註 33，
「集體潛意識（或潛意識）
」
：指發生於個人內在無法知覺的另一種潛意識部份，此部
份可歸納為源自各種族間的心理遺傳，與人類生理遺傳所留下來的原始（型）經驗所組成。

39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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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輪迴六道，永無了時，這都是為了此身而害了本真。��: ��此身。40 因
此，欲不使本真之性靈迷離失所，以至不能返本還原，不能不探究「潛意識」，
例如：��之「�����」�������������於人�����究�
�有�����������人�之科學與�學������教������
����。

圖 6 人類「靈魂意識交集引合網路」
（虛實橢圓線圈）與「四大意識層」之運作
關係圖（來回箭頭表示訊息傳遞；實線表示有形個體之訊息電流軌道，虛線表示無形電力軌道；
實與虛四大軌道由外向內分別相應於和子的OO精華、HO精華、電質、X原素電流（磁場）與電
力（電場）作用軌道；實與虛四大軌道之間分別相應於電力反射區與電力作用區；灰色部分統稱
「熱準點」為X原素的作用範圍，經放大置於圖中右下角，又可細分為引合點、熱準中心、熱準
點；右下插圖：腦神經脈衝電流於軸突內流動，軸突是傳出單位，樹狀突是接收單位，兩個神經
元之間的小空隙叫作突觸，神經訊息電流於此改以化學物質來傳導至另一神經元。）

40
41
42
43

《圓通道岸》
，http://wenku.baidu.com/view/6a2a50eaaeaad1f346933ff8.html
《天人文化新探討（二）
》
，天人文化聖訓叢書，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出版，1996。
劉通敏，
〈「天人親和」電力放射的科學觀〉，旋和季刊，46、47 期， 2007、2008。
劉通敏，
〈親力影響天人炁功於帕金森氏症調理效果之研究〉
，《天人炁功之理證與行證》
，天
人炁功院編輯委員會，帝教出版有限公司, 2011.

44

41 42 43 44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easylearn&id=1820，科學人雜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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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和子體�「����」（����）����
如表一，
「身、心、靈」三分法之「心、靈」
，其中之「心」為「身」與「靈
（和子）」結合後之中介狀態，因此如沒有「靈（和子）」與「身（電子體）」之
結合成為生命體，「心」就不存在，而一般所謂潛意識、心識、心智……，說穿
了都屬於心靈世界的一種精神活動：α波（8-12Hz）
、θ波（4-8Hz）
、δ波（0.5-4Hz）
或γ波（35-45Hz）
，如表 1 所示。根據天帝教《天人文化新探討（二）》45，當和
子與電子體結合後，在人類大腦皮層上、下方的空間處，會產生意識交集與訊息
交流的無形電力引合網路，稱之為「靈魂意識交集引合網路」（圖 6 中之虛實橢
圓線圈），並以此主宰該生命個體的先後天人格發展。而人類的大腦正好與來自
半靈半物性的「靈意網路」重疊，因此許多來自較精密思維的腦部活動（諸如：
來自較深層的心智活動、或帶有許多深入化的思維活動，甚至屬靈性的精神活
動…等。），這些活動均非單純的大腦受到外界刺激而產生一連串的神經傳導，
或經一連串的化學反應後即可產生如此屬靈性的活動。
表 1 ��身心靈 �� ��/��介� ���波

圖 6 中虛線表示無形電力軌道(半靈)，實線表示有形個體之訊息電流軌道
(半物)，這些軌道會隨個人意識起伏，尤其是勤參法華與煉心(性命雙修)淨化過
46 47
變化的電力軌道就是變化
程，由橢圓逐漸變化為圓形，甚至成同心圓共振。
的電場，而科學定律告訴我們變化的電流軌道會感應出變化的磁場，亦即變化中
的電場與磁場是相生的，這就是為什麼在反省懺悔煉心、在虛極靜篤靜參及在天

45
46
47

同註 35
《天人文化新探討(一)》
，天人文化聖訓叢書，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出版，1995.
劉通敏、王貴芳、黃秋俐、周植基、廖修德、張麗卿、鄭美麗，
〈「和子餘習」之初探〉
，旋和
季刊，57 期，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出版，2011。

439

第十一屆

研討會

帝教光殿專心誦誥等當中，你進入不同層次的意識狀態其相應之電磁場能自動發
送出去，能引得大空之炁調濟親和或能「聲聲願願達金闕，吸吸呼呼通帝心」。
因此，「�意��」�其�能��，������之��達（有接收、發射親力
與和力電磁波的功能）。 48
表 2 天���之 意識��區 與 和子體 �「�層意識」
靈識意識

明

作用層面：其一，來自電子體層面的強烈情緒衝動，生理
慾求引發的強烈心理反應；其二，來自和子層面的整合性
思維活動，如一般直覺的整體概念或映像等，等同於一般
心理學所稱的�意識（或�人潛意識）
。進入此意識狀態，
腦波的呈現方式以α波（8-12Hz）最常見。

靈覺意識

覺

乃指進入深層的精神活動及由靈感而得之創意性思維想
像等，等同於一般心理學所稱的潛意識（或集體潛意識）
，
進入此意識層面，將會發現人類於潛在思想上的諸多共通
性與關聯性。腦波的呈現方式以θ波（4-8Hz）最常見。

魂識意識

靈

指表現出神明與果決的意識狀態。此種極深層的潛意識，
當處活耀的狀態時，將會隨著內在魂識的主體意識導向，
連結至大宇宙意識的靈流中，而獲得來自大宇宙意識的意
識訊息與充沛的宇宙能量。此部分因涉及靈魂意識的作用
狀態，因此一般心理學尚未探討。進入此意識狀態，腦波
的呈現方式以δ波（0.5-4Hz）最常見，此種波不同於一
般沉睡狀態下的δ波，而是帶有靈魂活動能力的深層意識
波，並非全然呈現出電子體的沉睡狀態。一��內在靈魂
的活動力與大宇宙意識靈流��，或連��與�靈流意識
內的其�和子�生連�性的交感與�動時，�人的腦波反
而會以��的�動波�呈現出極活�的�波（35-45Hz）
為主�。魂識是指和子「熱準點」中之「真愛」及「記憶
貯藏」特性。曾於「意識交集區（靈識）」反應過之訊息
電流，當其傳導功能完畢後，其訊息會經由「小和子」之
媒介傳遞方式，進入此「魂識」區中，以為Ｘ原素貯藏記
憶之資料部分；但�於「靈覺部分」之記憶傳導方式，�
是以「愛力」為傳遞媒介進入Ｘ原素之記憶體中貯藏。

當一股能量與意識訊息，不論由體內而來（例如：靜坐時之心境熱準）或來
自 上天大空之炁，在進入「靈意網路」中運行時，假使已經能刺激到圖 6 中和
子各原素所含藏之「意識」
、
「靈識」
、
「靈覺」
、
「魂識」四大意識層之各反應區，

48

同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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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在其中產生出新的傳遞介質（如愛力、小和子）發揮它應有的傳遞功能，才
足以依照常態性流程：
「熱準點」
（和子層之「魂識」或稱「靈」）
（圖 6 灰色部分）
→ 和子電力作用區（和子層之「靈覺」或稱「覺」）
）→ 電力反射區（意識交集
區之「靈識」或稱「明」））→ 腦部功能反射區（電子體層之「（一般）意識」或
稱「知」）
，產生具體性「靈」
、
「明」
、
「覺」
、
「知」等之四大意識內容（表 1 與表
49
2）
� 1 與� � 之�����前述問題� ��的人���意識�型之「集體�
意識」是�����靈�����之��： 其等同於天帝教潛意識觀中之「靈
覺意識」，是以「愛力」為傳遞媒介進出Ｘ原素之記憶貯藏庫，那裏儲存著修圓
神聖使命。
《新境界》50 指出：如以道家或佛教之名詞配稱之，則道、佛所稱之「魂、
阿賴耶釋」與天帝教所稱之「Ｘ原素」相配稱，釋曰：
「眾生皆具佛性」
，人人有
佛性善根，佛性就是天心、仁心、大愛，深藏於Ｘ原素中（位於圖 6 熱準中心之
心性系統內），這就是為何天帝教「天人交通」中之「天人炁功」之施治者必須
具有愛心，為甚麼《新境界》曰：
「愛就是熱準」
，心境修持達塵垢之幕漸清，升
勝漸進到了深層意識，自能漸化私愛為公愛為大愛，能產生「愛力熱準」
，而「電
質」負責「真愛」陽電之電力放射，能經由人類於潛在思想上的諸多共通性與關
聯性之「集體潛意識通道」達到「人與人親和」的「相感」，炁療自然靈驗，也
說明了為何「天人炁功」被列為天帝教 15 項法寶之一，為鍼心渡人弘教之先鋒，
鍼心渡人就是救劫，救劫為天帝教同奮之共同天命。
前述另一問題 ����人��靈�����有��意識�������人
�之��與�������之������� 1 與� �。《新境界》在介紹和子
的化學組成成分時，指出「Ｘ特種原素」，其「Ｘ」代表某種性靈意識，此「靈
魂意識」就是「魂識」
，其為和子「熱準點」中之「真愛」及「記憶貯藏」特性，
是很深的一層意識，Ｘ原素具有神明與果決意識狀態，能導引電質、HO、OO三種
原素而指揮神經，為諸元之本體，超凡入聖之門。此種極深層的潛意識，當處活
耀的狀態時，將會隨著內在魂識的主體意識導向，連結至「大宇宙意識」的靈流
中 51 ，而獲得來自大宇宙意識的意識訊息與充沛的宇宙能量，修持到了這一深層
意識，人上通天心的本心已然敞開，
「人與天親和」的「相感」
，因真愛貫通而水
到渠成。此部分因涉及靈魂意識的作用狀態，因此一般心理學尚未探討。值得注
意的是，一旦該內在靈魂的活動力與大宇宙意識靈流接軌，該人的腦波反而會以
49
50
51

同註 35
同註 3
註 18《天人文化聖訓集錄》對「宇宙意識能量流」有如下之說明：是指來自宇宙大空間中的
集體意識靈流群。其中包括在各次元空間之和子與和子間在親和往返時的能量傳遞部分，和
子以能量型態做為意識投射的能量（靈流）部分，以及和子欲以意識主導方式，改變該次元
空間中的組合型態等之龐大意識群。

441

第十一屆

研討會

高速的振動波即呈現出極活潑的γ波（35-45Hz）為主要，其前額葉的幾個重要
部分，將會比平常活躍、且快速的放電與運作，而「靈意網路」的功能亦當比平
時暢通，�的為�醒��於「心性��」內的��能量與心性能量，以做為提昇
和能熱準，改造心性能量，淡化「和子餘習」的不良慣性後，方足以感動內在和
子其靈能的整體性的甦醒，而能��起����之������之��。 52

�、��
本文已嘗試利用當今人類科技所發展出之天線原理，來解釋 上帝所在金闕
之磁偶極大天線與人體之「靈魂意識引合網路」小天線之間的能量意識傳遞。同
時從宗教與靈媒文獻中查得“人類先天靈覺所帶有之使命感＂乃源自“ 上天
之愛(能量)＂（或“靈界太陽的靈流）
，此一“ 上帝之大愛能量靈流（親和光）＂
時時刻刻無私的投射在眾人身上，然而每一個人之先天專長，由於受限於「靈魂
意識交集引合網路」與「大腦皮層」先、後天遺性之差異存在，以致於每個人在
接收無形靈界訊息時，所面對的盲點亦不同，導致意識熱準不足深入至靈魂層面
而未能實質接收到 上帝的親和大愛，唯一共同點則為必須經由修持奮鬥(例如，
天帝教的五門功課: 反省懺悔、祈禱誦誥、力行廿字真言、靜坐、填寫奮鬥卡)，
刮淨陳年性垢後，其意識活動才能深入至人類哲學思想領域的靈性意識層面（靈
覺、魂識、大宇宙意識），找回人類的共同初心、佛性、真愛，才能與 上帝印
心，乃因「真愛」是人類和 上帝之間的「天人親和媒介」，而「愛力」是運作
於和子層面（性靈、和子、精神）的能量意識訊息傳遞媒介，可進入Ｘ原素之記
憶體中喚醒沉睡已久的天命誓約。如此，人類才能用靈性去感知天命的精神與意
義，進而創造出具體之生命價值觀。
經由本文之探討，愈發能體會為何 涵靜老人認為：「當前人類最大的苦難
根源，是出自於『恨』而沒有『愛』
。」53 因為「恨」來自肉體（電子）的欲念，
當大多數的人無明於奮鬥大法，都在瘋狂地用他們的後天意識（一般意識與積垢
之後天靈識）去縱欲，去作惡造孽消耗他們的元精元氣時，其元神必然昏眛，電
子層的塵垢阻擋了靈性層接收 上帝親和光大愛意識之能力，和子記不起此趟天
地旅過自己先天上之神聖誓約，淪由如曇花之一現的後天肉體當家，慾焰熾烈，
肉體變成火宅，貪嗔癡愛之烈焰熊熊：貪欲無厭，爭奪必起；嗔者忿恨，拔劍而
起，殘身而鬥，移禍無窮；痴人心妄，事癡害體，情癡害身；私愛心慾，邪念之
52
53

同註 46
李極初，
〈93 歲涵靜老人致中共鄧小平先生的兩封信〉
，原文刊載於 1993 年 3 月 9 日中央日報

第 12 版、3 月 10 日中央日報航空版、3 月 15 日中國時報第 12 版、3 月 22 日聯合報第 12 版、
3 月 23 日自立晚報第 12 版、年 3 月 24 日美國洛杉磯、舊金山、紐約三地世界日報第 12 版及
3 月 26 日巴黎歐洲日報第 16 版等，皆為全版文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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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刺身之戟，伐樹之斧。54 由是，亂危徵起，大道莫行。環視本系星地球的現
況，當今整體氣運所顯現出劫惡的天象乃由人心之「貪、瞋、癡、私愛」所造成，
在地留形就是天災人禍、地球暖化、地震、海嘯、核變、世紀病毒以及無名的身
心靈疾病，其情形正如《大同真經》55 裡天人教主在與崇仁帝師對談有關「天地
寧清、氛魔劫消」之問題時，喟然而嘆曰：「天命在綏，天命在和，今氛且清，
心氛莫定，焉謂其消，普掠焉平，是心痹難」
，是人心出了問題，從根自救之道，
自然是「恆歲之沾，以淨則明」:
「一朵紅蓮不染塵
丹丹炯炯是初心
而今要復本來性
刻刻莫忘廿字箴」 56
找回人類的真愛，以憶起修圓使命，劍及履及，積極去圓成救劫使者的共同天命
與自身之昇勝任務。尤有進者，除了憶起修圓使命，�積極的是�造天命，因為
有大愛之人大氣磅礡，凡事先為他人著想，天命自然加身，「天命就是要找大氣
磅礡的人，要不為自己打算的人。」涵靜老人如是說。

54

同註 32

55

同註 1

56

涵靜老人，
《清虛集》—〈詠紅心〉，第三版，原出版者陝西宗教哲學研究社，西安，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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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
��� ����
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

要

天帝教已經祈禱了三十幾年了，同奮每日不間斷的為天下蒼生祈禱，利用集
體祈禱力量化暴戾之氣氛轉為祥和之境界。師尊更是大聲疾呼要同奮發大願力，
引來更高的和子加持，配合劫運的運化，將人類集體力量發揮至最大的運作效
果，成功的化解了多次關鍵性的災難，讓人類生存空間順利的得以延續。根據新
境界親和力之關係，人類之思想，為一種電力之放射，更進一步說明，電力的放
射如果能專注的投射，便會產生感應的力量。有關人類集體意識的研究，就時至
今日，相關的研究成果非常的有限。但大部份多有相同的看法，不論是科學家、
哲學家及宗教家，一致認為冥冥之中有一股無形的運作力量，同時作用在廣大宇
宙中的所有角落，而且是不受時空限制(非區域性)的力量。本文乃以新境界之科
學精神，利用當今科學發現的物理場，透過特徵頻率及特徵時間的概念，研究人
類意識的調節機制及意識集體效應，期能提供相關之訊息，更能了解宇宙的運作
道理。
關鍵��意識、集體意識、非區域性、電子、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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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人類政治、經濟、社會、科技與文化發展的急遽變動，人類的行為意識
不斷面臨著不同的挑戰。人類因為科技資訊的傳播，容易且迅速的接受來自各種
行為及意念的刺激，小如即時聊天室、靈修團體、社會運動、大到國際的政治活
動及宗教的集體行為。每個發生事件的背後的概念運作，均是透過集體的意識，
企圖凝結產生改變的力量而達成特定的目的。不論是從科學的角度、哲學的探討
及宗教的教化，都需要不斷思考如何因應這股因科技快速發展、大量資訊媒體傳
播所帶來的心靈新課題，進而把握心靈提昇的契機、解決因不當思想偏差而遭扭
曲的心靈問題。不論是科學的研究或是宗教的教化多需要誠懇地反思目前所面對
的現實，正視人類進步的瓶頸與問題，放下自私的心態，進而共同探索人類心靈
的獨特性及未被開發的潛在力量，創造人類文明的新契機。

�、意識的發展��意識與集體意識
意識是什麼?有什麼作用? 這是大家很想知道的問題。意識至今乃是一個不
完整、模糊的概念，研究者還無法給定一個確切的定義。但大部份研究者同意，
意識是一個集合的效應、一種集體的現象，同時個別的意識會受到集體意識所影
響，其存在於小到一個細胞大至整個宇宙。 依教義新境界和子論所述[1]，和子
是決定一個電子體是否有生機的另一基本物質。另外在天人親和真經[2]中也提及
十大天人的觀念，電子體的發展過程從簡單礦石至動物或人，配合和子的多寡精
粗，產生了不一樣的物種。這個觀念跟目前科學所認知的演化過程是相差不遠，
即演化的方式從小部份至全體，從單細胞至的多細胞，直至意識的產生。這個過
程從簡單至複雜，合理的推論，從單一的意識至多數集合的意識以及多數集體意
識而衍生的集體場效應是自然發生的現象[3]。同時 Grandpierre [3]發現並提出了
一個問題，為什麼複雜的生物結構(電子體)是高等意識存在的必要條件? 如果以
教義的角度而言，為什麼高等和子一定要配合電子量多的電子體? 根據新境界中
和子引合物體之公律，世間上的各種動植礦物由電子構成，具有吸引異性靈體之
功能，是以和子得按電學上之異引之關係而被吸入各種物體而展其生命，並依電
子體之電子量不同，而吸入不同量之和子。這裏提供一個觀念，和子量的多寡是
影響意識運作的主要因素，而意識(和子)受電子體的複雜程度所影響。量(電子)
多的電子體其內部的交互作用(電子內部集體效應)一定比量少的電子體更為複
雜。
從能量交換的角度思考，Grandpierre [4] 提出能量最佳化的觀念，為了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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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體運作更省力且提高敏感度(接受刺激的反應時間)，電子體內部會產生小群體
的狀態，且小群體和小群體之間能階狀態非常靠近，以便於能量的互相作用而達
到最佳的敏感度，這些集體效應的現象常發生於多細胞生物體、昆蟲、動物、以
及人的社會及天體的運行[5]。
近年來很多研究提出電磁場的模式來解釋意識或集體意識的現象，這其中也
包含催眠。認為人的意識像電磁波一樣且會從有機體發射出，進而影響週遭人的
意識。藉由電磁場的幫助發現了很多人類意識的運作，如經過催眠的人走路時的
EEG 變化[6]、在劇場中，觀眾的集體意識會影響表演者的意識，而表演者經由
語言、肢體動作、情感表現也會對觀眾產生互相的影響，會隨著參與的人數愈多
有放大的效果[7]。

�、集體生物能場
教義提到電子與和子的結合，展開了世間的一切生命之現象，和子(意識)基
本上處於支配電子的角色，但電子也會影響和子。讓我們從生物能場的研究結
果，來進一步了解和子(意識)可能的運作方式。
實驗顯示集體的生物能場能控制個別生物能場[8]，其中的生物能場的運作機
制目前還不太清楚，但可以知的是和電磁場有關。生物能場的作用是什麼呢? 細
想，一個細胞每一秒要進行幾十萬次的反應，細胞進行反應代表生命體中某個重
要的功能，生物體內的細胞數目龐大，所以不可能是選擇特定的細胞來進行反
應，但細胞的反應確實須要特別的引導，如反應的時間及監管反應的結果，如此
才能完成某個功能。問題是誰是這個工作的安排者，是如何安排的? 因為他必須
綜觀全局，所以要有更快的調控機制且決策的時間要比細胞的反應的時間快很
多，同時也要因應突發狀況，而去發揮協調機制，否則將會出錯而無法達到且完
成特定的功能，同時這個領導者工作不能用掉太多的能量，因為能量交換要時
間，否則整體生命體的機能將快速的降低。
因此，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要用更有效率的訊息傳遞的方法。就這個推論，
這個快速傳遞的方法，按教義電子論電子是被動的，所以這個工作應該不可能是
電子所擔任的。

�、意識的物理分析
上一節提到，生物能場和電磁場有關，且這個調節電子體(生物)運作的領導
者運作的速度必須要快於本身細胞的反應時間。因此我們想知道，這是如何達到
要求的。我們用電子體的特徵尺寸、電子體細胞反應的特徵時間來和外在的環境
作物理上的分析。以身處在聲、光、電、磁場的人為例，假設聲音傳播的速度為
V=14 公里/每秒，人的特徵長度為 L=2 公尺，那麼可以計算得出人體的聲速特徵
頻率為
fac=V/L=103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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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聲波特徵時間為
-3
tac=10 (s)
同樣的電磁(EM)的特徵頻率及特徵時間如下
fEM= V/L =108HZ=100 MHZ
-8
tEM=10 (s)
大的頻率相對有小的波長，所以可以推論，在微小的細胞間，為了達到能量
快進交換，主要以電磁波為主，而大的頻率主要是人體和外界的能量交換。根據
實驗量測人的大腦腦波 EEG 的範圍在 1~40HZ 之間，在打坐的狀況下，大腦腦波
約 8HZ。同樣的推理，地球相對於整個太陽系，地球的特徵長度為 40000 公里，
所以地球的特徵頻率為
fEM=300000/40000=7.5HZ
這就是所謂的舒曼波Schumann waves 是一種由閃電所引起的訊號[9]。

圖一、舒曼波共振示意圖[9]
Ludwig [10]針對舒曼波作實驗研究，發現舒曼波會刺激有機生命體的成長。
Tenforde [11] 以磨菇及水中植物為實驗對象，發現如果將這些有機體隔絕於電磁
場會造成有機體生長停止及死亡。科學家發現人體會這個地球特徵頻率產生共振
的現象，人在打坐或天人交通時，腦波也接近這個頻率，科學家推論，這個頻率
可能是地球和地球所有生命有機體的能量交換頻率。
Ludwig [10]發現舒曼波是低頻率波，可以經過人體但只有 6%會和人體產生
共振而吸收，推論人體腦部的活動可能是由外部被觸發的。人的部份自然及宇宙
意識來源可能來自外在的低頻率(f<100HZ)的訊息交流, 而部份意識源頭的可能
來自內部高頻率(f>100HZ)。
由以上實驗可以說明地球生物的生長和外在電磁波有關，也是必須要的量能
交換，但外在的電磁波不是全部都會和人體交換，這個物理現象讓生物可說是即
相關又獨立，推論的結果和教義第三神論的精神不謀而合，即信神權之極限不過
449

第十一屆

研討會

可為自然與物質間之一種媒介。

�、量子意識
量子力學的發現可以說顛覆了以粒子思考(牛頓)為主的科學思維，也為意識
的研究帶來新的曙光，就連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多不得不拜服在量子力學下的
科學新思惟。
前面(第三節)提到，調節電子體(生物)的領導者的運作反應時間要快於本身
的細胞反應時間及能量交換不能太大。在量子力學還沒出現之前，這個機制困擾
了大家很久，是什麼運作機制能那麼快，到底要多快的速度呢? 因為電子體會發
射電磁場(波)，電磁波已經接近光速了，而且之前所發現的所有物理機制，能量
會隨距離而減少，這和實驗的超距離作用(隔空治療、心電感應等)有所矛貭，所
以這個機制的運作速度至少要快於光速而且不受時空限制。
量子理論與古典理論之間還有一非常顯著的巨大差異：量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什麼是量子糾纏呢？
1982 年，法國物理學家 Alain Aspect[12]和他的小組成功地完成了一項實驗，
證實了微觀粒子之間存在著一種叫作「量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的關
係，兩個微觀粒子不管彼此之間相隔多遠，都存在著一種「瞬時」聯繫。比如我
們將兩個粒子分開一千公里，甚至於更遙遠，其中一個狀態發生變化，另一個會
在一瞬間感應到，好像彼此被某種無形的力量聯繫在一起。量子糾纏證實了愛因
斯坦不喜歡的「超距作用」
（spooky action in a distance）是存在的，其特性超越了
四維時空，不受四維時空的約束，是非局域的（nonlocal）物理現象。
美國科學家 Mohan [13]團隊記錄並量化了光合作用中的量子糾纏。研究顯
示，在綠色植物中的光合作用中，量子糾纏是量子力學效應的一種自然屬性，量
子糾纏能够在一個生物系统中存在並且持續一段時間。綠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將
太陽能轉化為化學能，其轉化效率接近 100%。如此之高效率的關鍵在於傳遞速
度，量子糾纏解開了綠色植物進光合作用近乎瞬間的能量轉移的一個謎。量子糾
纏如何被應用在各種生物正大量的被研究當中，相信不久的將來，就會有更多的
實驗訊息來佐證，意識也是這個量子機制在輔助運作。
至此，很多超距離效應因量子糾纏的發現而提供了新的證據也引發了觸發新
的思考方向，以古典力學為主的科學家，不得不承認此現象(超距離效應)已經不
是古典物理所有的場論所能解釋清楚，進而有了新的思考方向正醞釀而生，意識
(超距離效應)會不會是宇宙組成的另一個基本特性和目前所發現的粒子特性是
不一樣的。

�、天命意識
「天命、信心、奮鬥」是師尊在世時不斷叮嚀同奮的教誨，但幾乎每一位同
奮多會問，我的天命是什麼? 師尊的回答總是那麼的簡單的叫你多打坐多誦誥就
道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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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科學的角度來推理，師尊的用意是什麼?
第四節提到，人在打坐的時候，其大腦的頻率和地球的頻率產生共振而進行
量能的交換，所以師尊一直要我們打坐、祈禱及反省，主要的用意是要我們把自
己的頻率先調整到和地球的頻率一樣，先達到共振頻率，並要同奮每星期三參加
會禱會坐，因集體會坐有助於幫助同奮利用集體意識達到 8HZ 左右的共振頻率
(實驗比較一個人打坐的腦波和二個人打坐的腦波之不同，發現二個人的打坐腦
波，左腦波比較的一致性達 84%，右腦也達到 78%[14]，讓腦細胞長期處於共振
效應後，勢必會提供更多的能力去調節、引導及監控電子體的腦細胞的反應；更
進一步，此共振交換之能量將會開發(活化)更多的腦細胞(人類對腦細胞的開發和
使用量，常人平均在 3%~5%左右)，此時腦細胞(電子體)的親力必會提昇，如教
義所述，增加親力引來其親近神佛之和力，自然能知道自己的天命。
簡單而言，筆者推論，天命意識可能是自身腦細胞，藏於腦細胞內的集體意
識功能，而此集體意識被觸發的物理條件是自身的腦波長期處在和地球共振頻率
8HZ 下。

�、結論
細胞相對於完整的人，如人相對於地球，也像地球相對於太陽系…。集體細
胞的運作、引導與調節產生了延續生命的局部功能，同樣推論，集體的人類意識
與聖人的引導同樣也帶來地球生命的運作與延續。但不幸的是，人類集體意識受
名利之影響，無形中散發出不利於地球的頻率波動。本文利用現今物理所發現的
結果，初步的對人類的意識作探討與了解，人生活在不同的集體意識當中，往內
影響自身電子體的規律，往外影響地球的平衡，上天有好生之德，為了使所有生
物得到穩定生成，所有的運作推論會在最小能量的交換下完成。上帝在心中，所
有的運作機制及生命的可能擴充性，多已經在電子和和子的運作下設定完成。教
義新境界提供了很多的思考方向及科學的論述，企圖向人類說明上帝的真理，也
是身為救劫使者所應多研讀及了解。
許多的學者及團體都已經意識到「科學和宗教」要共同的合作才是解進人類
問題的方向。科學不在只是唯物的角度，宗教不再只是盲從的信仰，更重要的是
一種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系統化方法。當二者共同合作延伸到到人類的心靈提
昇，將成為人類進化的養分與成長的重要資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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