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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親和之炁氣觀

劉通敏（正炁）

天帝教天人親和院 副院長
天人炁功院 院長

摘要

宇宙間的真理始終是沒有停止的，是無窮無盡的，可是真理的發現與傳布要

靠人類，所以人類也要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奮鬥不輟，去

發現宇宙無止境的真理，然而想要了解高次元空間的宇宙真理，全憑後天的學識

與能力是不可能的，只有運用我們人類的靈覺，使得形而上（宗教、心）、形而

下（科學、物）交相組合，才有可能突破，才能深入探討、研究。如何運用人類

深層潛意識的靈覺來與高次元空間的超人、真人、神等進行天人文化交流即為天

帝教「天人親和」研究的主題。意識訊息如何電射發送至高維度空間是「親力」

的課題，而神等的回應涉及「和力」問題。更且，意識訊息的傳遞需要介質與乘

載能量，才能穿梭於宇宙意識的靈流中，莊子哲學的「通天下一炁（氣）」是否在

此層面提供了答案？對於「氣」的瞭解，當代科學相對應的進程又如何？意識愈

深層才能和愈高層天界的高炁能、高智慧及高意識型態的真人親和，這就碰到了

親和力的「熱準」問題，顯然中華民族老祖宗一脈相傳下來的「靜坐」修持與

「煉心」提供了絕佳提升熱準的方法。以上這些議題，都將在本文中予與初探，

旨在藉此對「物質之自然觀」與「精神之人生觀」有更深入的體證：「生化原自

然，新陳來代謝，惟有性心真，靈明常放射」，從而認清人類在電子（物質）與

和子（精神）所構成之一元二用浩瀚無垠的宇宙本體中，其自身的「人本地位」：

「沒有人類，道不得行，則宇宙是萬古長夜，一切盡虛空，宇宙又在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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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天人親和、通天下一炁（氣）、能量意識層、心物一元和合二用、熱

準。

的巧妙良策。36

記得十年前，在始院光殿的入口處掛有本師世尊「去人欲，存天理」之墨

寶，如今思其義理指涉及用心所在，當可由本文「以禮防鬱」之思維結構而獲得

些許啟示。時光荏苒，歲月蹉跎，煉心工夫道理何其簡單，然綜觀朱熹、朱丹溪

等老前輩對此工夫卻不馬虎，由此可知這是一條正確卻須謹守的回鄉大道。

36 當然，朱丹溪也透過醫療臨床經驗，瞭解到禮法的實施對人性可能造成的精神傷害，因此，此種對禮法多
層面的論述特色，更可輝映出朱丹溪建立慾望身體化論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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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天地玄宗，人神斯通。據聞上古之時，人神共居，可以直接交流，神與人的

交流，本文稱之「天人親和」1。被公認為世界歷史上最著名靈媒的易馬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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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認為

肉體才是人，實在是淺見又錯誤的想法。⋯⋯我憑著自己的意念，把自己的肉體

弄成類似死的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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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體能夠彼此互相的交流念頭。」他書中的「靈體、靈魂」與「肉體」

在本文中分別稱為「（性靈）和子」與「電子體」；後者為由功能特性類似現今人

類電子學裡電子的構成宇宙物質最終成分之一的粒子所組成，該粒子在《新境界

（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3中也被稱為「電子」。史氏進一步指出了人由心、物

（靈魂、肉體）和合所組成，而他進入精神世界（靈的世界）的方法則類似「冥

想」（meditation）或「靜坐」（quiet sitting）達到《莊子．大宗師》所云之「坐
忘」4，同時他書中也點出了無形精神世界的長久性。以上諸點，皆會與本文之論述

相關。 

從物質的自然觀，宇宙本體的建構與維持，所謂的「先天氣」（炁）與「後天

氣」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其與前述「和子」與「電子」之間的關係如何？為本

文探討的重點。《新境界》5認為宇宙無限之次元空間中，莫不包含著無數量之和子

（或稱性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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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意識之表徵」。和子隨其願力之投向及本

身能量之高低，來選擇與電子體配位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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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然律之奧祕性乃能以逆修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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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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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本」任務的？此乃精神之人生觀，亦為本文探討問題之一。

1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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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1
4 《莊子．大宗師》
5 同 1

六祖惠能：「念就是『意識』，邪念即是『意識型態的犯罪』。」6念就是除了初

心（本心、天心、道心）以外的第二心（凡心、人心），有了凡心的結果就會如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所云：「凡心所動，即曰無志，或曰無定。」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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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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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親和真經》有云：「是人之

體，感於其正，其氣發而至剛，出其玄門，與天同真。」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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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天人親和有著密切的關

係，尤有進者，「炁、氣」與「意識」間之關係及其在「天人親和」過程所扮演

的角色為何？本文亦將對這些議題進行探討。

貳、通天下一炁（氣）耳

一、「炁」或「氣」

關於宇宙萬有的原始元素，中國的道家，認為第一個成分是「氣」，《莊子．

知北遊》：「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熟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

一。」10 萬物都是“氣化”的作用。莊子主張「生死一如」觀，認為生死只不過是

「一氣」的變化而已，「生死」循環，因為人的生死是「氣之聚散」，所以「無

患」；又主張，「萬物一也」，因為「神奇」與「臭腐」互相轉換，所以「通天下

一氣」。這個「氣」不是印度、埃及哲學中地水火風的風。最初的《莊子》古本

6 《第二期師資高教班聖訓》，帝教出版社，1988。
7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8 同 6
9 《天人親和真經》，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10 《莊子．知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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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的「氣」，是無火之「炁」，火指的是「躁火」，這個「炁」是「無以名

之」，拿現在的觀念說，就是「本能」、「能量」11。《莊子．知北遊》：「舜問乎丞曰：

“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

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12強陽，剛健也，

猶運動耳。天行健，天地強陽，指天地的運行。氣指道而言。《性命圭旨》：「道

也者，果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炁也。」13因此，主宰天地旋轉運動也是一氣

（炁、道），如果能明白即使是天地那麼剛健、不息的旋轉運行，也都是大道一氣

（炁）所主宰，那麼天地間的一切人、事、物，包括我自身，我又怎麼能擁有與

掌握呢？

《康熙字典》記載：「《關尹子．六匕篇》以一炁生萬物。」14 天帝教《天人文

化聖訓輯錄》也明示一炁生化（簡稱「炁化」）萬物：

「宇宙的形成，有『炁』而無固態物質，而炁之轉動才產生各種元素，經

由各種元素之輕清之質，才有『氣』（指氣體）的產生，其構成最簡單的

初期元素，就是今日我們所稱呼為『氫』的元素，氫又受『炁』的作用而

有了『氧』，氫氧化合燃燒的結果有了『水』，由此水而生現象、物質世

界的萬物，形成多采多姿的紅塵環境。故宇宙的形成，乃是先有無形再化

有形，先有炁〈能〉再有質〈體〉，無形世界為有形世界的母系。」15

科學上描述宇宙誕生初始條件及其後續演化的宇宙學模型為「大爆炸理

論」，這一模型得到了當今科學研究和觀測最廣泛且最精確的支持：宇宙是由一

個密度極大且溫度極高的太初狀態（大約存在於 133億年至 139億年前）演變而
來的 16，並經過不斷的膨脹到達今天的狀態。在大爆炸發生的幾分鐘後，宇宙的溫

度降低到大約十億凱氏溫度的量級，密度降低到大約海平面附近空氣密度的水

平。少數質子和所有中子結合，組成氘和氦的原子核，這個過程叫做太初核合

成。而大多數質子沒有與中子結合，形成了氫的原子核。隨著宇宙的冷卻，在大

約 37.9萬年之後，電子和原子核結合成為原子（主要是氫原子（註 17）—此與天帝

11 南懷瑾，《莊子講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7。
12 《莊子．知北遊》
13 傅鳳英，《新譯性命圭旨》，三民書局，台北，2005。
14 《康熙字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修訂版，2008。
15 《天人文化聖訓輯錄》，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暨 天人訓練團，1996。
16 Komatsu, E.; Dunkley, J.; Nolta, M. R.; Bennett, C. L.; Gold, B.; Hinshaw, G.; Jarosik, N.; Larson, D. et al. 

Five-Year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 Observations: Cos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strophysical 
Journal Supplement. 2009,180: 330.

17 註：一般宇宙論標準模型所描繪出宇宙的歷史如下：當時間為 0時開始產生大爆炸，當時間為 4秒時，開
始產生質子、中子、電子。當時間為 3分時，開始形成原子核，其中氫（H）約佔 75%，氦（He）約佔
25%。此時氣體是游離的，自由電子與光散射，光無法跑遠就被散射掉，宇宙到處充滿輻射。大爆炸至此

教《天人文化聖訓輯錄》敘述氫為最簡單的初期氣體元素大抵一致），而物質所

發出的熱輻射在宇宙空間中相對自由的傳播，這個輻射的殘跡就形成了今天的宇

宙微波背景輻射，科學家經由量測此一背景輻射的紅移來證實宇宙正在膨脹中，

為支持「大爆炸理論」的重要證據之一。

二、炁氣貫繫連氣　無為之有為

宇宙本體之體用—「炁」之一元和合二用（電子與和子）

佛說三千大千世界中有慾界、色界及無色界三界；《新境界》18 的對應名稱如
以物性分類則為物質世界（3次元空間層）、化電界（7次元以上之空間層）及化
炁界（72次元以上之空間層），如以靈界層次劃分則為物質世界、氣天下層及氣
天上層，而物質世界與氣天之間為象天，氣天之上則為炁天（理天或無極天），

炁天之上還有無極理天（以物性分類稱為無量界，99次元以上之空間層，光的無
相次元層）。無量界具胚胎雛形粒子之一元型態及能量充填之本體觀特色；化炁

界具一元本體之炁粒子天界層特色，不具形象（相），由於炁有前述之特性，能

產生分化生和（炁化）作用；至化電界時，炁經氣天層層次元空間下降時，炁氣

相交，炁氣貫連，不斷分化，「無為」之「有為」，已從一元轉化為二用的電和子

與似電子，此層天界稍具有形象；到了人類居住的有形世界層，則生和（氣化）

成和子（心靈、精神、無形、道、空）與電子（肉、物質、有形、德、色）所構

成之心物和合一元「炁」二用的生物。綜言之，宇宙本體次元空間之組合體，首

賴「先天炁化」之功方能維繫之，而生命活性之動能，則賴「後天氣化」之便，

始告完備。19（註 20）

「電子」與「和子」是天帝教的專有名詞，《新境界》：「宇宙間構成物質之

最終成分為何？曰電子也（與原子化學上所發現而依據者略同，即是代表物質中

最微小的一般化學變化不能分割單位）。然電子僅能組成精粗大小之物質，而無

生機存乎其中，是故在任何物質中，如僅有電子而無和子即不能成為生物。⋯⋯

電子僅能表示宇宙中一切自然現象中之一面，即係陰性的、靜態的、被動的、自

然的、機械的、無生機的，宇宙間若僅有電子而無和子，即呈最單純的自然現象

（僅有光、氣（氣體）及水），即動植礦物均無法產生。」又，「宇宙間構成物質

之另一種最終成分為「和子」，此種原素瀰漫於大空之間，在人體中即是道家之

時期之前，合稱為輻射主控時代。當時間為 106年時，溫度約為 3000 K ，自由電子與氫、氦原核結合成為
氫原子與氦原子。此時氣體是中性的，使得光子可以在宇宙中自由行走，亦即宇宙變透明了，從此進入物
質主控時代。當時間為 109年時，星系的形成。http://www.phys.ncku.edu.tw/~astrolab/e_book/cosmology/
cosmology.html

18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19 《人類意識概要（下）》，帝教出版社，未刊搞。
20 註：一般書籍與論文多以「氣化」替代「先天炁化」與「後天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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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性靈」；佛家之所謂「阿賴耶識」；耶回二教之所謂「靈魂」；在動物中即

是生命；在礦植物中即是生機。換言之，和子即是代表宇宙一切現象中之屬於陽

性的、主動的、自由的、自覺的原素。⋯⋯宇宙中，如一旦僅有和子而無電子，

則雖有最高之智慧，亦不能形成物質的世界⋯⋯必須和子與電子（即陰與陽）兩

相配合，一元二用，然後宇宙始能具有物質與自然之現象，各種生物始有發展其

生機及自覺性之機能。」21，當陰性的電子與陽性的和子相互推動配合時，其電子力

與和子力所成之「和力」，即為一切動力之根源或曰動的單位。此種和力擴大而

成為極大之旋動力時，即成為根本上構成宇宙天體之「旋和力」。此一論述可與

《莊子．知北遊》之「天地之強陽，炁也」22相互呼應。 

《新境界》之〈萬有動力論〉復云：「可見此宇宙間實無一不在動態之中，大

者如形成宇宙天體之旋和力，中者如人體中電子與和子交相推動之動力，小而至

於一杯水中電子之活動，均無片刻之休止，故曰：「物質與自然常動，動者自動，

靜者亦動，萬有動力！」23《莊子外篇．秋水》亦云：「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

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

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24大道沒有終結和起始，萬物卻都有死有

生，因而人生旅途中偶而有所成，也不足以依仗。時而空虛時而充實，萬物從不

固守於某一不變的形態。歲月不可以挽留，時間從不會停息，消退、生長、充

實、空虛，宇宙萬物終結便又有了開始。這樣也就可以談論大道的準則，評說萬

物的道理了。萬物的生長，像是馬兒飛奔像是馬車疾行，沒有什麼舉動不在變

化，沒有什麼時刻不在遷移。應該做些什麼呢？又應該不做什麼呢？一切必定都

將自然地變化！常動之下，由於星球上有形有質，有色有相的任何物質體，在時

間上是不能持久，遲早必要毀滅，肉體生命結束而屍骸腐爛，電子即被同性相

引，而仍歸原；和子則脫離軀殼飄遊於太空之間而受異引律之支配。此為宇宙

成、住、壞、空，無法逃避的自然過程。同樣地，莊子說，這個世界上的萬物，

不管是天體的生滅或人體的的生死，「萬物一也」都是「炁（氣）化」的作用，

「天下一炁（氣）」。

那「炁（氣）」從何而來？事實上，大宇宙之起源正近似於由虛無狀態剎那間

即表現出宇宙體（炁）用二面（心、物），而科學上的對應即為「大爆炸理論」

（宇宙在爆炸後 10-35秒至 10-33秒之間發生暴脹）。《莊子．至樂篇》有一則故事值

得引述於此：

21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22 《莊子．知北遊》
23 同 17
24 《莊子外篇．秋水》或 王邦雄，《莊子》，遠流出版公司，台北，2013。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死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

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25

在這大千世界中，省察人類的生死現象，這個已死的生命，其實本來是沒有

她的生命存在的，在她出生之前不僅沒有這個生命，其實連她的形體（電子體）

也沒有，更有甚者，不僅沒有這個有形之體，就連將聚而為此一形體的氣也還沒

有出現。然而在恍惚之中，氣便出現了，氣變化為形，形變化又產生生命（引入

和子），成為這個人，而今又死了，因此生命現象不就像春秋冬夏四時的更替運

行一樣，往復來去變化不停，死去的她安安穩穩的躺在天地之間睡覺，既然自我

形體永恆存在的立據不存，故亦應忘卻此我之身，安時而處順，不必哀傷。

再看道的體用，《莊子外篇．秋水》：「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26

大道沒有終結，也沒有開始，萬物確都有死、有生，道並不是依仗萬物而成就，

即「未有天地，先有此道」，亦即，《老子》第二十五章「先天地生」、「獨立而

不改」27 的意思。《老子》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28 魏王弼《老
子注》：「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

也。」29 以有為生：天下萬物都從「有」（太極）而生，即「天下萬物生於有」，故
《老子》首章曰：「有，名萬物之母。」30 有之所始以無為本：「有」（太極）是以
「無」（無極）為其根本。《老子》首章曰：「無，名天地之始。」31「無」是道體；

「有」是道用。以其體先於用，故「有生於無」。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為和。」《老子解義》32：「道」，它是包括了「有」、「無」，也超越了

「有」、「無」，而我們說「一」字，它是「有」，也是「無」，所以「道」不可

言，不可執，而這個「一」卻是可守、可抱的。總之，這裡的「道生一」，乃是

道在生化的發展中，寄形於「一」，垂象於「一」，而「一」前人的注解都是指的

「一氣」，這是萬化生生的開始。「一生二」，「二」指「陰」和「陽」或解作

25 《莊子．至樂》
26 《莊子外篇．秋水》或 王邦雄，《莊子》，遠流出版公司，台北，2013。
27 吳怡，《老子解義》，三民書局，二版，2008。
28 同 23
29 同 23
30 同 23
31 同 23
32 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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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無」。「二生三」，河上公注：「陰陽生和氣，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

這是把「三」解作和氣，是根據「沖氣以為和」來說的。歸納以上說法如下：

道 一 二 三

道
（有無不分）

有
（由無到有）

有、無
（有無相對）

有、無、有無相生
（有無相用）

道
（混融之體）

氣
（一氣化生）

陰、陽
（陰陽之判）

陰、陽、沖氣
（陰陽相和）

所謂「三生萬物」，並不是說萬物直接從「三」而生，而是指萬物的生化必

須有這「三」者的和合。「無」如果沒有「有」，便是空無，便不能生「有」；同

樣，「有」如果沒有「無」，便沒有演化的空間，也就不能產生相續的「有」。所

以「有」、「無」是相關的，不能分離，如果只說「一生二」的「二」字，往往會

被誤作對立的兩個觀念。因此說「三生萬物」的「三」乃是「有無」的相用。再

就「氣化」來說（註 33），「陰」、「陽」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氣，而是一氣的兩種不

同表現。因此，從一氣的變化來說，也就是順著時間來說，陰陽是相續的，陰動

而後陽，陽動而後陰。但一氣進入了現象界，落入了空間，因此陰陽便托顯於物

象，而有相對性，如男女、雌雄，但以男女雌雄去分陰分陽，乃是以相對性的觀

念去劃分，實際上，男女雌雄也是陰（《新境界》之電子體）陽（《新境界》之性

靈和子）和合而生的。所以由「一生二」的一氣生陰陽是一氣相續的陰陽作用，

由「二生三」的陰陽生陰陽的「沖氣」以後，陰陽便相和，陰中有陽，陽中有

陰，於是萬物便由此而發展。

「萬物負陰而抱陽」，中國的先哲們均認為陽性剛，陽是擴散的力量，陰性

柔，陰是凝聚的力量，所以清輕在上的陽氣向外（上）擴散成天，重濁的陰氣向

內（下）凝聚成地，因此負陰抱陽指的就是氣的聚散運動特質，天地間萬物的形

成一定是陽氣在內陰氣在外所形成的凝聚，如果陰氣在內陽氣在外就不能「聚」

而是「散」，在凝聚過程從陽的角度看就是負陰，從陰的角度看就成抱陽；反之，

陰氣無法凝聚，陽氣往外擴散，就形成「散」的現象，在生命的現象來看，聚是

生，散是死。以陰陽二氣運動產生聚散過程，也形成了物質「成」、「毀」的觀

念。接著論「沖氣以為和」，沖氣是陰陽兩氣的抱合沖盪作用中形成和諧的狀

態，這種狀態就是成物的狀態，就是「三生萬物」的狀態 34。

《新境界》35 對「和」的定義則如下：

33 註：「氣化」，原是中國古代哲學巨著《易經》中的術語，指的是陰陽之氣化生萬物。
34 李維生，天人合一研究，天帝教極院天人訓練團編印，2005。
35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道者─和子─陽─動─自然─先天─無形 ↘
                                                                             ＝＝》和─宇宙萬象
德者─電子─陰─靜─物質─後天─有形 ↗
道者，即為性靈；以《新境界》論，即為和子。然和子單獨生存，即不能發

揮其功能；萬物有道而無形，道即無從而行。故道之行，由於「德」，德即「電

子」。有「德」而後「道」方得行，使道可具形而發展，其動靜之分，皆由「德」

而使然。故大道之行，在乎和誠，即和子與電子之適切配合也。自然物質根本相

對，道者自然，德者物質，二者相對而不相離。天下一切生物莫不容和道之生

意，德之機構。生死動靜，道德融和，不可相廢。相廢，則有道無德而成虛空，

有德無道而歸寂滅，是故，「和」即生機也，包羅宇宙萬象。故此道德亦即為儒

家之仁誠（仁為道，誠為德）；科學之真理與現實，電學上之陽陰性電；佛家之

空與色；基督教之愛與罪；回教之清與真。

天之正「氣」是名恍惚

《新境界》在敘述〈精神之鍛煉〉時，將「氣」定義為和子中一種高等電質

與靜電軀體（電子體）交流後所發生的至陽熱流 36 （註 37）。此處之交流，指的是和

子與電子之適切配合，亦即「和」也，而前述「和」即生機也，包羅宇宙萬象，

因此生和出「氣」。人死，和子離開電子體，「氣」即從肉體散失。注意，在此處

所言的「氣」尚包括來自於和子的作用層面。和子由於是構成物質世界中另一種

最小單位，因此，當和子與人類的電子體結合的剎那，雖然和子大部分能量集中

於大腦內，但此時和子仍會以其原素中之三分之一量充實每一個原子中之電核，

以司神經知覺之貫通。此現象不難說明出：「氣」何以會在人體內（電子體）的不

同組織、器官中，也能夠顯現各種型態特徵以及其多樣的變化方式。換言之，

「氣」的變化方式主要亦在配合和子內其「靈氣」部分的參與情況而有此導向。

（註 3839）

「道」與「氣」分別為老子與莊子哲學的中心概念之一，《老子》第二十一

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

36 同 35
37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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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代表某種性靈意識，內有真愛特性與記憶庫；「電子」中有 Z原素具「意識」與「記憶」
能力，是可與和子產生相互引合作用之特殊元素。《天帝教天人文化聖訓輯錄》頁 122-123。

38 註：「氣」（依目前中醫科學觀點）認為：「氣」有兩種含意：一是指在人體內流動的一種精微成分，其功能
為維持人體生命活動之基本物質。二是指在神經系統功能性運作下，各臟腑間所形成的機能活動狀態。由
於人體的氣如再依來源分類，則又可分別為：元氣、宗氣、營氣、衛氣、臟腑之氣等五大類，其體現方式
皆為能量轉化和可興奮組織的活動（例如：所謂氣化作用）。因此，就目前較具科學性的整體觀念而言，
「氣」的生理表現形式，可說是一種交感神經衝動及其反應的結果。「氣」的物理作用即有如生物磁化的表
現一般。「氣」的化學存在形式，則可視為是一種高能物質，例如：以 ATP之存在型態，等多元性的廣義
概念。《人類意識概要（下）》，未刊稿。

39 註：「气」也是古文的「氣」，代表自然界的大氣。後代通用的「氣」，乃吃食米轂後，而有生命呼吸作用
的後天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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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0，《莊子．至樂篇》以生死為例：「察其始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

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41 是以「道化」
與「氣化」皆離不開「恍兮惚兮、雜乎芒笏」，道，似有似無，似實似虛，但它

具備了宇宙的形象，恍惚之中，又涵蓋了天地萬物⋯⋯，《莊子》的「一氣通天

下」，也認為「氣」是宇宙和自然現象的實體，它可以是有形的，可以是無形

的，它包含了所有的現象。天帝教之《天人親和真經》：「天之正氣，是名恍惚，

盈而不滿，昃而不缺，恆彌其邊，恆實其虛，是故以靜有動，有靜有動⋯⋯」42，

清楚的告訴我們：「天之正氣，是名恍惚。」「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

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玉皇心印妙經》43 亦明示精氣神的鍛煉要
進入「似有似無、深昧不可測」的「恍恍惚惚、杳杳冥冥」狀態，似有似無近乎

「虛」，而深昧不可測則靠「靜」的功夫。

那麼「人體心物和合之氣」與「天之正氣」或者說「地球人類」與「高次元

空間之超人（神）」如何相通呢？ 這就涉及下一節之主題「天人親和」。

參、天人親和

「親和」是天帝教專有的名詞，亦就是「感應」，但它的範圍比感應廣泛，它

除了可解釋為有感斯應外，亦可包括著溝通、互動、意識訊息的交流。因之，

「親」即接近，「和」即反應。簡單地說，「天人親和」即是指人的有形軀體，與

大宇宙高次元空間的高炁能、高智慧和子之超人、聖人、真人（神）直接親和之

意。而由於意識訊息需要能量來承載，所以我們也說“能量意識（念力、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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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人類起心動念的親誠祈求電力放射導向投射

為「親力」以及神的慈悲回應為「和力」。

為什麼要進行「天人親和」呢？ 涵靜老人這樣回答：「想要了解多度空間以
上的宇宙真理，全憑後天的學識與能力是不可能的，只有運用我們人類的靈覺，

使得形而上（宗教、心）、形而下（科學、物）交互組合，才有可能突破，才能深入探

討、研究。」44

40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三民書局，三版，2008。
41 《莊子．至樂》
42 《天人親和真經》，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43 《玉皇心印妙經》。
44 李極初，《涵靜老人言論集》（二），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心」「念」「氣」「志」「意識層次」45

●  心：人類性靈和子與肉體間相互作用時，形成靈（魂識）、覺（靈覺）、明

（靈識）、知（一般思想）四大意識層

等心智反應（意識）的一切源頭，就是「心」；靈肉間相互作用時，所產生

一切心知變化，就是「氣」；「氣」

具有強化心的作用特性。
●  念（親力）、（起）心（動）念：今心。
●  靜坐：無念之念，是為正念。
●  氣：心智的反應來源於「心」，其反應結果產生「氣」。
●  志：導向，具有導心順氣的作用特性。
●  知（一般思想、意識）：來自（電子體）大腦（低層次意識，相當於西方

精神或心理分析學的顯意識、個人意識，涉及和氣能量）。
●  明（靈識）：來自大腦與和子的交集區（相當於個人潛意識，涉及靈氣能

量）。
●  覺（靈覺）：來自和子（性靈）中之電質原素（高層次意識，相當於群體

潛意識，涉及剛氣能量）。
●  靈（魂識）：來自和子（性靈）中之 X原素（高層次意識，相當於大宇宙
意識，涉及炁氣能量）。

當人思想（起心動念）時，性靈和子與肉體間相互結合所形成的位於大腦皮

層上方（半靈）與下方（半物）空間處之靈魂意識交集引和網路（靈意網路），

其電力與電流作用軌道即相應變化甚或共振產生電力（親力）之放射，此一親力

放射凝向其對象，一去不復返。如果是低層次意識的電力放射，則主要由人大腦

的一千五百億個腦神經細胞軸突（axon）內的生物神經電流脈衝（impulse）電偶
極（dipole）所共同產生的電波（即腦波，代表著肉體腦的活動能量意識訊息）來
主導親力之電射，而未涉及靈意網路中較內層的電力與電流作用軌道相應變化的

電力放射；然而因人類的大腦正好與來自半靈半物性的「靈意網路」重疊，因此

許多來自較深層的心智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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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可產生如此屬靈性的活動，所

以形而下的科學無法單純從人體腦波的量測來探究這些靈性活動的特徵訊息。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曰：「心氣相志，心志以道，是氣曰道，心志以昏，是

氣曰昏」46，也就是心智的反應來源於「心」，其反應結果產生「氣」；而氣散則不

起作用，就好像燈光四射則散掉，加上拋物曲面的車燈其燈光受到導向則能為行

車照亮前方之路，同理，肉體的心知，昨心、今心（念）、明心，受七情六慾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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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刊搞。
46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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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染以致日日不同、所生之氣能量低又盲動無固定方向，無法有效投射發揮親力

的作用，因此需要加以導向，而所謂「志」乃心意之所向（與念力之導向類

似），具有導心順氣的作用特性，所以《大同真經》曰：「大同之術，導心順氣，

以為箴良」、「無志之氣不生，劫亂焉萌」、「志心而生氣⋯⋯凝於太空，是分平

善劫惡是謂云」47，是以《親和真經》曰：「是人之體，感於其正（像文天祥一般善養浩

然正氣或者靜坐修持功夫虛靜深至無念之念的正念），其氣發而至剛，出其玄門，與天同

真，是以親誠之氣，其堅亦厲，天之正氣，是名恍惚，盈而不滿，昃而不缺，恆

彌其邊，恆實其虛，是故以靜有動，有靜有動，應和之性，是以配實親誠之氣，

名命親和」48，而「與天同真」就是「天人一體」，人神親和的極致！

由前段所述，顯見欲達「天人一體」則「培養正氣（炁）」與「運用我們人類

的靈覺深層意識」就非常重要，而中華民族的老祖宗告訴我們可從「靜參」下

手，透過「自然無為心法」進入「似睡為睡、似覺未覺」或「恍恍惚惚、杳杳冥

冥」的虛靜靈性狀態，就有其堅亦厲之正氣出其玄門而與天同真，「浩然之氣，

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孟子也如是說 49。又根據前述《親和真經》、《老子》

第二十一章及人類之四大意識層的內容，此一正氣其能量為「炁氣能量」或「剛

氣能量」，所乘載之意識信息為「魂識（靈）意識」（大宇宙意識）或「靈覺

（覺）意識」（群體潛意識）之「真信」。到此，終於明白涵靜老人所云：「天人親

和，就是以靜坐的方式達到溝通天人消息的目的。」

「炁」與「氣」其中有「真信」為「天人親和」的媒介

人神如何交流？ 前段文字內容給的答案是經由「氣（炁）」的媒介。《北斗徵
祥真經》先天斗姥元君曰：「在天成象。在地留形。以副地天。以介人神。惟氣之

謂」50。無形界神媒的作業，包括某一重大事件（例如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軍

事⋯⋯等）或天災、人禍，均會經由「氣」的媒介在人間陸續顯現出新的天象契

機（例如惡劣天候、行劫炁團），且在人間留形，亦即在人間實際發生。何謂

「氣」？「氣」是構成天、地、人、物的精微質體。生命的本質是炁與氣、心與

物的一元，「一畫既判乾坤，三元分成否泰」，當大自然瞬間創化出大自然的同

時，宇宙間的萬象，天、地、人（性靈和子）三元之定位亦在瞬間形成，藉由心

物交相激盪化合作用，孕育出宇宙生命的生動演化，性靈和子之心與物處在和諧

狀態，自然生化化生，延續宇宙生命與精神生命，與大宇宙生命相呼相應，炁與

氣自由進出和子與大宇宙之間，交織成宇宙生命的妙化，《老子》第五章：「天地

之間，其猶橐籥（風箱）乎！虛而不屈（屈：無窮盡），動而愈出（愈出：生生不已）。」

47 同 41
48 《天人親和真經》，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49 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孟子 公孫丑上〉，三民書局，台北，2007。
50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2008。

不是如此描述的嗎？ 51 因此，「人非純粹的人，天非純粹的天，吾人在宇宙中，宇
宙在吾人中。」而天和宇宙為大自然所創，所以「自然係充滿生命的自然，生命

亦是充滿自然的生命」《新境界》如是說 52。

在人身小宇宙內「氣」以至陽熱流的形式循環運轉周身，平日有靜坐習慣的

人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在大宇宙的旋和系（太陽系）內的每一個星球與其外圍

的「氣」則隨著旋和系自轉同時繞著宇宙中心公轉，每一個星球外圍同樣都受到

寂靜無垠（相對座標）的宇宙氣流（例如太陽風或電漿流）所包圍著，同時也蘊

含著來自不同階層的個體生命氣息。《莊子》在論述「心齋」時亦云：「氣也者，

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53，《老子》第廿一章復云：「道之為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54，《新境界》中涵靜老人將人身中上藥三品中的

「精」定義為「其成分為非白非青半陰半陽之質，是陰陽電子中的至陰精粹」55，而

肉體電子的原素中有退化自性靈和子 X原素的 Z原素，Z原素是可與性靈和子產
生相互引合作用之特殊元素，具有「意識」與「記憶」能力 56，是以「精與氣其中

有信（訊息）」。從本系星地球所屬的旋和系（下層）往宇宙中心（上層）接近，

「氣」的分布由「後天氣」天層逐漸上昇至「先天氣」天層，「氣」的能量隨之逐

漸提高其本體特性愈趨完整、所具宇宙意識訊息愈趨多樣性。「先天氣」曰

「炁」，「炁」可與「各次元空間」性靈和子的意識訊息相互作用；「後天氣」曰

「氣」，「氣」則可與「較低次元空間」性靈和子的意識訊息相互作用 14；而性靈
和子除了具有「能量」以外，亦為「精神意識之表徵」（性靈和子的 X原素中含
有炁氣能量）；所以「以介人神。惟氣之謂」57。

以上是宗教哲學之論，那從形而下的後天科學觀之，宇宙中的訊息是如何互

傳的？

零點能量場（能量之海）真空不空 全息傳播資訊
《療癒場》58一書以各種證據揭示，宇宙存在著一個「量子能量場」或稱零點

場（Zero Point Field）。這個能量場讓宇宙各部分互相連接，也足以解釋許多神祕
現象（如另類醫學、靈力治療、超感官知覺和集體潛意識等），它是能量在所有

次原子粒子間不斷移動所產生的量子場。量子能量場的存在意味著，由於量子能

51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三民書局，三版，2008。
52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53 《莊子．人間世》
54 吳怡，《老子解義》，三民書局，二版，2008。
55 同 46
56 《天人文化聖訓輯錄》，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暨 天人訓練團，1996。
57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2008。
58 琳恩 麥塔嘉（Lynne McTaggart），《療癒場》（The Field: The Quest for the Secert of the Universe），蔡承
志譯，商周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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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斷跳著交換之舞，使得宇宙間一切物質在次原子層次全連接一起。另外也有

證據顯示，在最基本的層次，每個人都是一種搏動的能量的訊息包，會與「量子

能量場」的浩瀚能量海洋不停互動。而意識是一種能量，有能力改變物質事件，

尤其是指向式意念（directed thought）可以影響機器、細胞，甚至是人類這麼複雜
的多細胞生物體，這種「以心御物」（mind over matter）的能力，經由量子能量海
洋的媒介，甚至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所謂「真空區域」顧名思義，意旨那個區域真的空無一物。可是人類通常將

「看不見」視為「無」，然而從次原子層級來看，所有的大空區域，都充滿了量子

之海。在量子之海中，所有的次原子都處於運動狀態，且互動不絕（參本文前述

之「萬有動力論」），不斷地有次原子粒子「倏忽閃現、霎時消滅」（參本文前述

老子之「恍兮惚兮」與莊子之「雜乎芒笏」）。根據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方程式，

一切基本粒子都是彼此互動，藉由其它粒子來交換能量，而且據信這群粒子都是

「無中生有、瞬息彼此結合、倏忽相互毀滅」，這樣一來便無端生成隨機能量起

伏 59。這種在 那間瞬息生滅的粒子稱為「虛粒子」，它們和「實粒子」不同，虛粒

子只存在於交換階段，也就是測不準原理所描述的「測不準」時段。另外，物理

學家也用「真空」來指稱量子零點場，之所以稱為「零」，是由於場中的起伏現

象在溫度為絕對零度依舊偵測得到，而絕對零度正是能量的最低可能態；因為零

點能量是一系統可能持有的最低能量，因此此項能量是無法自系統移除，在量子

場論中，這個辭彙和真空能量是等義詞，指的空無一物的空間仍有此一定能量存

在（真空不空），對一些系統可以造成擾動，並且導致一些量子電動力學會出現

的現象，例如蘭姆位移（Lamb shift）與喀希米爾效應（Casimir effect）；它的效
應可在奈米尺度的元件直接觀測得到。

量子真空零點場充滿整個宇宙，可以毫無阻礙地把宇宙中任一區域，任一時

間內的資訊傳播到宇宙的所有區域，並以全息的方式把它全部記憶下來。不過，

儘管這種零點場富含很大能量，但人類目前只能觀察到這些能量的效應，利用它

的功能，而不能利用這些能量本身。量子真空零點場傳輸資訊是暫態的，即傳送

速率幾乎達到無窮大，而且在傳輸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損耗和畸變。換句話說，

零點場可以把宇宙中某一時空內所發生的事件以全息方式傳播到宇宙的每一個角

落，並把它永久貯存起來。前衛科學家相信，這種場是宇宙中除引力場、弱核力

場、電磁力場和強核力場之外的第五種力場，它有待於科學家用精確的實驗來進

行驗證。上開這些量子真空零點場（宇宙全息場）的前衛研究論述讓一些科學

家、宗教家及哲學家聯想到似乎與《老子》提出的「道」以及靈修與氣療人士所

談之「氣」有驚人的相似，也和本文前述之內容相關，其究竟關連性值得未來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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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比較與探討。60

最後，來討論前面未加以闡釋之「熱準」。

親和力的「熱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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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愛則為折

中的情緒，亦即為「熱準」也。基督教以愛為最高情緒之表現，蓋基於此。」61於

茲圖示如下：

             

熱準（愛）

陰電（電子所發出）陰電子所發出　貪瞋凶暴怒惡等
陽電子所發出　喜癡怨

陽電（和子中之電質所發出）慈悲　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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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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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肉體的七情六慾蒙蔽折中了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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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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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曾談及「無火」之謂「炁」。什麼是「火」呢？淫慾、情慾、躁動的意念都

是火。沒有了這些躁火（中醫書上所說的「相火」），元氣大定（君火正位），漸

漸便可引發固有生命的氣機（真氣），周流人身氣脈與腑臟。在五行中心屬火，

靜坐到息心（火）清靜、無思無慮之境，方可達「炁氣」絪縕的境界 64，「氣」化

為「炁」，炁即是「還虛」的出神狀態，所以修道要返本還原，就是回到精神之

來處，虛無的一炁世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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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李極初，《新境界》，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62 同 55
63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64 南懷瑾，《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台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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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人若能經由「性命（靈肉）雙修」的靜坐與煉心（省懺），熱準高可

達多陽電之電力放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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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易得到無形上聖高真的直接感應，也最易接受到  上帝之大愛貫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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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教則逕以陽電為

正念：「是人之體，感於其正，其氣發而至剛，出其玄門，與天同真。」65 都指的是
最高「熱準」，其炁氣能量乘載有大宇宙意識，能連接至「大宇宙意識」的靈流

中，而獲得來自大宇宙高次元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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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心通「帝心」，其愛與「　上帝之大愛」和合，自然可喚醒沉

睡已久的Ｘ原素記憶庫中的天命誓約，而能回憶起上天交託之此趟修圓旅程之使

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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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進者，有大愛之人本心已然敞開而大氣磅礡，亦即已達莊子所云「游

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66 的修養境界，凡事能先為他人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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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行筆至此，可以涵靜老人 1944年的〈真理行健〉一詩作為結語，因其涵蓋本
文之主要內容。「真理行健」乃指宇宙間的真理始終是沒有停止的，是無窮無盡

的，可是真理的發現要靠人類，所以人類也要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的精神，奮鬥不輟，去發現宇宙無止境的真理。68 69

肆、結語

宇宙大無涯　時空相假借     生化原自然　新陳來代謝
惟有性心真　靈明常放射     斯天不生人　萬古長如夜

先天炁「炁化」所建構與維繫之多次元空間組合成之宇宙本體廣大而無邊無

際，天無為因而清虛明澈，地無為以之濁重寧寂，天和地自清自寧無心去做什麼

卻又無所不生無所不為，兩個無為相合，萬物皆生和氣化於其間，天地人三才中

的人擁有精神（和子、性靈）與形體（電子體、物質）。釋曰：「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色者時間也、物質也；空者空間也、精神也；物質即係精神者，「色即是

空」；精神即係物質者，「空即是色」。精神物質、時間空間，此二者均有相因相

65 《天人親和真經》，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66 《莊子．應帝王》
67 李極初，《涵靜老人言論集》，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5。
68 李極初，《天人學本（下）》，天帝教極院印製，1999。
69 李極初，《涵靜老人蘭州闡道實錄》，天帝教教史委員會編纂，台北，2004。

互的關係，和合共融不可相悖，是謂心物一元二用論。蓋以有色者有質也，在時

間上不能持久，其歷史無以存在，不管是天體的生滅或人體的生死，生命現象就

像春夏秋冬四時的更替運行一樣，往復來去變化不停（新陳代謝），肉體生命結

束而屍骸腐爛，電子即被同性相引，而仍歸原，和子則脫離軀殼飄遊於太虛大空

之間而受異引律之支配，此為宇宙成、住、壞、空，無法逃避的「生和氣化（生

化）」自然變化過程；而空者精神之靈界，其居空間而具時間，把握悠久之存在，

然人以淺見淺知而武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皆不足徵信，孰知空中之色

（有），始為真色（妙有）！既然自我形體永恆存在的立據不存，故應忘卻此我之

身，精神鍛煉，虛一而靜，恆歲之沾，以淨則明，而達心性的最清明純真的境

界，此時和子與電子體一體共融，人處於一種高炁能、高意識型態（靈明），亦

即高熱準之本體狀態，親力（動念、意識、氣）電光透射，而能與大宇宙高次元

空間更高智慧的超人、真人親和溝通，凡有不能由世間科學與哲學解決之事理，

可由天人親和之新途徑促使形而上的無形宇宙、形而下之有形宇宙交流來求出真

理。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所以

人為宇宙的骨幹，假如地球無人，宇宙無窮無盡的真理由誰來追求發現？誰來去

彰顯與傳布？沒有人類，有道無德，道不得行，則宇宙是萬古長夜，一切盡虛

空，宇宙又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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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鍼心親和原理與實務探討

呂志成（緒翰）

天人炁功院 研究部副主任／科學研究組組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摘要

天人炁功是天帝教獨有十五項法寶之一，是弘教渡人的先鋒，也是同奮改造

自己，正己化人、濟世化劫的修持法門。透過天人炁功親和過程，除能在親和關

懷中給予受調理者及時的幫助與正面的影響，同奮更能從天人炁功實務經驗分享

與鼓勵，藉以強化同奮奮鬥的信心，並增加對於天人炁功鍼心親和原理更深層程

的認識。本文將針對天人炁功的鍼心親和原理與實務探討進行探討說明，以提供

同奮在調理者施行天人炁功的參考，以期在有形無形的親和關懷下，進一步達到

天人炁功診心調理的效果。

[20]《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21]南懷瑾，《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台北，1995。
[22]李極初，《天人學本（下）》，天帝教極院印製，1999。
[23]李極初，《涵靜老人蘭州闡道實錄》，天帝教教史委員會編纂，台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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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天人炁功的歷史背景

「天人炁功」為天人親和法寶，乃是天帝教弘教渡人的親和利器。根據坤元

輔教對天人炁功親和的註解：「帝教道統第五十四代天德教主我師蕭公昌明大宗

師，承五十三代雲龍教主法技以濟世，創廿字真言來糾正人心，渡化原人，同時

發明『精神治療法』，運用廿字真言救人疾苦，並勸人虔誦解冤往生經咒，陰超

陽薦。」另外，師尊在第一期精神療理訓練班開訓致詞也成明確表示：「首先要將

『精神治療』這一個名稱改為『精神療理』作一說明，由於一談到『治療』，大家

好像以為有醫療的行為，當然《醫師法》並沒有規定精神治療為法所不許，國外

基督教也有一種靈療，試用祈禱的方法，也不違反醫療規定，剛好前年從洛杉磯

回來，台東初院正在籌備階段，對外舉行幾次擴大精神治療活動，台東縣衛生局

派人來觀察治療過程，認為沒有與《醫師法》衝突，但很善意的建議我們，將

『治療』改為『調理』，於是與一炁宗主商量，最後決定改為『精神療理』」。而

七十九年「精神療理」更名為「天人炁功」再為因應人間《《《醫師法》》》，天人

會談同意於七十九年元月一日起「精神療理」更名為「天人炁功」，「精神療理」

一名將成為歷史名詞，全教恪遵  天帝意旨，人間一律更名為「天人炁功」，所有
各級教院之精神療理中心，亦從即日起正名為「天人炁功」中心，而金闕因為並

無適應人間顧慮的需要，於無形的配合部門仍為「金闕精神療理院」。其目的在

使「天人炁功」符合天上運化與人間實際運行，能真正達到直指人心、宏教渡

人、天人親和的至寶，以便能利於人力物力整合、透過科學方法個案分析整理，

以正確積極的奉獻態度、不斷的累積經驗以達到實用性、普遍性的目標。

二、天人炁功的內涵與特色

（一）天人炁功的內涵

《新境界》所闡明的「精神治療者，人類之親和力加人與神之親和力之作用

而成也。其要訣為受調理者及治病者均須竭誠為之，方可達到熱準而生效，否則

無效也。」天人炁功定義為兩誠相感的炁療技術，「炁」是親和力運作之本質與宇

宙中各類質體交互作用之真相，為主動的親力（信波發射能力），與被動的和力

（感應產生效力）所形成的互動關係的基礎。其精神內涵即落在「天」、「人」之

間親和力的「熱準」上，「熱準」一足，立刻發生天人間的療理默契，「熱準」一

旦下降，人與神、人與人這三角關係的契合，自然會中斷。因此「天人炁功」親

和鍼心調理的大前提無它，只在於調理者與受調理者都必須拿出最高的誠意、誠

敬與誠心，配合愛心、耐心、恆心與真心的親和態度，才能達到親和熱準，產生

天人炁功調理的成效。

（二）天人炁功是無形調理為主

天人炁功的實質意義，應是無形靈界的醫療運作。只是無形透過同奮有形的

媒介傳導，轉化先天炁到病患身上發揮關懷親和作用，以完成診心、治病、救靈

的目的。因此，天帝教的「天人炁功」涵蓋靈體與肉體，兼具修補、調整靈體與

調治肉體之作用，以及涵蓋有形與無形之調理。尤其當受調理者生理機能衰弱、

肉體即將毀壞時，同奮在施行天人炁功時，更要有調理「靈」為最優先，再以調

整肉體為輔的心理與同理心。肉體機能之所以衰退毀壞，大部分是人身習慣，生

活態度失常失衡，導致臟腑原始機能與本能無法配合代償所致，因此《黃帝內

經》將疾病源頭明白的闡明，認為 「百病生於氣，人體之氣正則無病，心偏則氣
不正則病。」天人炁功鍼心親和所強調的正是如何協助受調理者「心」的自我調

整是重點，並契合「治心為治病之本」的道理。在進一步透過天人炁功調理模

式，將無形的宇宙正氣能量經調理者確實傳遞給受調理者，以達到充份發揮天人

炁功「鍼心親和」的作用與效果。可見同奮在施行天人炁功親和過程中，「鍼心」

功夫的重要性。為落實「鍼心親和」的功夫，顯然同奮必須對於天人炁功親和目

的、內涵、原理，落實親和實際操作的心得整理與分享，強化同奮實務操作的信

心、誠心與勇氣，以期天人炁功親和真正成為同奮之間關懷、自渡渡人的先鋒利

器。

（三）天人炁功三角親和方式

基礎性天人炁功調理過程是指當人與人、人與神的三角親和達到熱準時，再

經由調理者雙手自然轉接出來的炁療能量，進入受調理者體內產生果效的過程。

在建立三角親和關係時，乃先由調理者向無形天醫默禱受調理者的病情時開始，

來自先天之「炁」會層層轉化到三次元空間，由調理者承接，並經Ｘ原素炁氣轉

運成符合受調理者病情的「炁療能量」，然後以金針、金光、或靈丹妙藥等等的

方式傳導到受調理者體內，由於這種先天「炁」的粒性質地均較精微，容易先與

受調理者的靈體契合，達到「以炁補靈」的效果，情況良好時，會在「大腦皮

層」與來自「生化系統」的能量契合，透過炁氣轉運帶動「以氣補氣」達到調整

臟腑的效果。理論上在這過程中，首先必須順利通過受調理者「自行性過濾轉化

機制」的作用，然後在「大腦皮層」內，假使又能夠與來自「生化系統」的陽質

能量相互契合，就可能在契合的過程中，隨著體內「順行式通貫運行路徑」，與

體內後天氣（穀氣與清氣）進行炁化療理的作用，使該炁療能量行走於各經絡與

臟腑之間，同時協調著「生化系統」內五大能量區，並以此排除人體內沉積之陰

濁之氣，發揮炁療的實質效果。當一股外來的炁療能量，從與人體第一線的接觸

到真正被人體吸收、消化，甚至被解讀出來，都必須透過此一機制的作用，所謂

「自行性」即是指明這是一種靈、肉間的自然運作，並非一般人可以用自我意識

來隨意改變的。故是以人與人及人與神的三角親和達到「熱準」，為施行天人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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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最高指導原則。

（四）天人炁功是心法

一炁宗主曰：「精神療理（天人炁功）之渡化，首重診心而非治病。」其主旨

乃在於精神靈魂之拯救，進而再言及肉體之病除。無形古佛曰：「精神療理之精神

及宗旨乃是濟世救人、診心淨靈，而非專可治癒棘手之疑難雜症。」如大限已至

需善導其觀念，透過天人炁功調理，使受調理者與家屬認識廿字真言是有形的操

作重點。配合誠心，受調理者以絕對的信心，接受無形全面持續調理。因此，天

人炁功只是手段，鍼心才是目的。如能因勢利導使受調理者接受廿字真言，更可

以增進鍼心之成效，同時提高同奮熱準，以利親和關懷作用與天人炁功的波動強

度。既然主要是無形操作為主，同奮誠心配合為輔，因此，比較接近為心法而非

功法。同奮操作有這樣強烈的認知，自然在操作前後會秉持謙卑感恩的心操作，

不但不易落入神通，更使受調理者強烈感受體會到廿字真言，導引出  上帝無私大
愛的慈悲能量，達到「鍼心親和」的果效。

三、天人炁功鍼心親和理論

先天一炁玄靈子將天人炁功定位為「兩誠相感之炁療技術」，明確指明其中

人與人之親和力為第一個「誠」之作用相感，人與神之親和力為第二個「誠」之

作用相感，兩者缺一不可。可知人與神之親和力又包括兩者∼調理者與神之親和

力、受調理者與神之親和力，分別建立「調理者與天醫」之親和力，以及「受調

理者與天醫」之親和力，才有機會達到天人炁功之「鍼心親和」與「兩誠相感」

之良好的作用狀態。

（一）天人炁功鍼心原理

天人炁功「鍼心」原理基於「兩誠相感」（即人與人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達

到「將心比心、以心治心」）的感應力量。藉著這種親和感應的力量，直接將調理

者體內的陽質能量（一般稱為正氣），隨著調理者正面、積極的勸導態度，自然

傳導至受調理者體內，初步化除受調理者因「七情六慾」的不協調所造成的能量

紊亂或形成過多的陰質能量（由過多無法排除的陰電子累積而成，一般可稱為陰

氣）。一旦受調理者體內的陰質能量在這一初步人與人親和的階段中就能排除一

部分，緊接在後的先天正炁即源源不斷，促使調理加速達到「天人炁功」三角親

和最高的熱準。

（二）天人炁功鍼心原理─言語療法

天人炁功鍼心也可視為一種言語療法，同奮與受調理者作天人炁功前，能透

過真誠的發自內心的慈悲，端正自己的身、口、意，自然正氣充沛，當與受調理

者親和時，體內的正氣在不知不覺中傳至受調理者之體內，幫助受調理者做初步

的調理身、心，這時受調理者如能真誠的虛心的態度，配合真正的省懺，則對化

除體內之濁氣、陰氣、因果業力幫助很大，反之如果同奮正氣不足時，則應深自

懺悔，力行五門功課，積極培養正氣，才能確保天人炁功之調理效果。人體身心

疾病產生不外乎是因為生活方式失去調和，在長期失常之生活慣性下（作息失

常、飲食失常、情緒失常、應對失常⋯⋯），累積許多負面之信息或能量在體內

而致病，而且不只是此生如此，過去生也可能有許多如此的累積，正是一波未

消、一波又起、層層疊疊、永無止息。對一個有機緣接觸天人炁功的受調理的病

人來說，療癒的關鍵並不單純只是解除病痛本身而已，對於真正造成病痛的原

因，才是天人炁功調理的重心—亦即「鍼心」才是關鍵所在。惟有生命個體自覺

及自發地回復到並保持在調和運作的模式上，才能使生命本身持續正常運作。否

則即使藉由炁療之外力暫時解除一時之病症，本身若仍是處於不調和、不正確的

生活、思維、應對⋯⋯之運作模式，則經過一段時間，病症仍將回復。

當同奮與受調理者溝通親和（鍼心）時，如正氣力量高於受調理者很多，且

為受調理者所效法之同奮，自然其所發出之正氣力量，可以直接變化受調理者大

腦皮層內之生理運作且可影響靈意網路及心性系統，使其產生正面之作用。有機

會讓受調理者當下的思想、念頭是朝向正面、積極的省思態度，不斷自我調整

之。情況良好時，不但可激起受調理者以一己省懺力量，提前改善「大腦皮層」

內心理或生理機轉的不良運作，甚至也可能具備再上傳至「靈意網路」的刺激力

量。在刺激「大腦皮層」的過程中，仍具備再上傳至「靈意網路」的刺激力量

時，將進一步調整「靈意網路」內四大意識層的功能與作用。情況更佳時，則可

持續激起受調理者以一己省懺力量，提前改善「靈意網路」於「明」、「知」意識

層的表現特徵，甚至也可能具備再深化至「心性系統」的刺激力量。這是在施作

天人炁功時，容易快速的調理受調理者內在的靈氣、體氣，就是所謂之調靈調

體，建立親和的熱準，充分發揮天人炁功之調理效果的根本要件。

（三）親和內涵

在實施天人炁功時、彼此間親和交流及炁療交互作用之內涵物大致可以分成

兩個層面：其一意識間之親和力關係，其二炁療中之金針及金光或靈丹妙藥⋯⋯

之貫注及加持狀態。在第一種意識間之親和力關係層次中，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

老前輩所傳示「談首任首席靜坐階段的現象與原理」之聖訓及〈從炁的本質探討

親和力方程〉一文中可知：和子中之 X原素可以釋放「炁氣混合能量」，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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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其他原素於各電流作用軌道與電力反射區之運行，另由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

輩所傳示有關天人炁功的聖訓知道「炁（氣）粒子」具有可以攜帶宇宙訊息之功

能，以及可與各性靈和子的意識訊息互相作用，由於和子中之 X原素會發出「炁
氣混合能量」，可知作用在和子與和子之間的親和力是由 X原素中所發出之「炁
（氣）粒子」所表現出來的作用。換句話說、精神力、念力、親力、和力、親和

力等作用現象，是由「炁（氣）粒子」所推動表現，由此可知，在意識間親和力

交流之內含物為攜帶診療相關意識信息的幽微「炁（氣）粒子」。

四、天人炁功實務探討

（一）認識親和力的本質

教義《新境界》言：「蓋人類之思想，即為一種電力之放射。」故意識訊息、

情感情緒，本質而言，即為放射的電力；而親和現象的本質便是這些電力的放

射、接收、作用。但兩電力本質上有相對性差異，而依中國人的習慣便以陰陽劃

分之，故有陽電力、陰電力之分；凡陰電力便歸屬親力，故又稱親力電射，而陽

電力便歸屬和力，故又稱和力電射。這種親力電射、和力電射錯綜複雜的發射、

接收、作用之親和本質又稱為親和力，即教義曰：「親和力者，異相引之力作用

也。」

（二）透過祈禱與關懷快速提升親和熱準

同奮在為受調理者做「天人炁功」之前，最佳狀態是能先向無形稟報請無形

協助配合親和，再與受調理者交談互動親和。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藉由這種初步

交談，瞭解受調理者的病情，另一方面是讓受調理者了解「天人炁功」的大致原

理，明白應該以何種心情、態度配合之。換句話說，調理者可以透過這種初步交

談，以愛心關懷及觀念的正面引導下，讓受調理者的身、心狀態在不知不覺間放

鬆下來，方便調理者初步判斷受調理者的真正病因之所在。此時調理者再給予受

調理者適時、恰當的觀念上的澄清與導正，消除受調理者心理方面的第一道防

線，更有助於同奮為受調理者正式進行「天人炁功」時，在人與人親和方面的熱

準提昇。調理者在為受調理者做「天人炁功」之前，能夠發自真誠的勸善動機，

首先從端正自己的身、口、意做起，自然體內的陽質能量會在不知不覺間，隨著

「鍼心」時之氣氣交流傳至受調理者體內，幫助受調理者初步調理身、心。若在

調理的過程中，受調理者也能以誠心、虛心的態度，配合真心省懺的方式，將更

有利於受調理者因改善「大腦皮層」、「靈意網路」、「心性系統」的作用，而達

到「鍼心」的目的，也就是達到人與人親和的熱準，甚至更進一步達到人與神的

親和默契。反之，調理者在為受調理者做「天人炁功」之前，不但不能端正身、

口、意，甚至向受調理者灌輸不少負面性的言語或錯誤觀念時，則反將會吸收受

調理者體內的陰質能量，這種現象也是人與人之間常見的負面親和結果。

（三）鍼心親和變數

當調理者藉由一種積極的言語導向，則有機會將其高熱準的能量流向低熱準

的乙個體中，完成炁氣交流的自然現象。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則無法達成，例

如當調理者本身原有的陽質能量不及受調理者時，此時「鍼心」效果將有截然的

不同。以下是為調理者與受調理者三種不同親和情境所導致的不同果效：

一、當調理者的陽質能量與受調理者幾近相當時，倘若調理者此刻仍能夠以

正面、積極的言語導向，耐心地與受調理者觀念交流，自然體內的陽質能量很容

易在這種正面性的言語刺激下，即刻提昇起來，然後依循氣氣交流的特性，將高

出來的能量傳至受調理者體內，幫助受調理者運用這些能量，達到初步調理身、

心，以助正式施行「天人炁功」時的療效。

二、當調理者的陽質能量處在極度耗損狀態，反而比受調理者低時，倘若調

理者此刻仍能夠以正面、積極的言語導向，耐心地與受調理者觀念交流，自然體

內的陽質能量也會在這種正面性的言語刺激下，即刻被短暫性的提昇起來，勉強

達到前述的效果。

三、當調理者體內的陽質能量處在極度耗損狀態，反而比受調理者低，而調

理者此刻又用負面、消極的言語導向，反覆灌輸不正確的觀念與受調理者相互傾

訴，這種情況下，調理者不但無法將陽質能量傳至受調理者體內，以幫助其調理

身、心，反而受調理者體內的陰質能量會反向性導傳至調理者體內，降低調理者

在施行「天人炁功」時之熱準。症狀輕者，調理者會因無法達到三角親和的關

係，未能承轉來自先天炁的能量加持，以進行炁療作業，反而會引入諸多受調理

者體內的病氣，影響整體身、心、靈的自行性淨化作業。症狀嚴重者，調理者會

因長時間無法排除體內諸多病氣，而容易引起外靈干擾事件或諸多靈障的不良。

結論是施行天人炁功時，調理者除了發大慈悲心，並誠心與受調理者親和互動之

外，更重要的是平常反省懺悔、 力行五門功課、培養正炁以提升陽質能量為前
提，才可能達到天人炁功鍼心親和的果效。

（四）天人炁功實務操作原則

志於天人炁功服務之同奮，務必真修實煉，敦品勵學力行五門功課，培養天

地浩然正氣，恪守天人炁功三願五規。主要是要建立調理者以充滿正面堅定的態

度及明確的指引，才能讓受調理者出自內心的配合，堅定誠心、信心並能接受廿

字真言做為人生守則。調理者力行五門功課持續奮鬥，自然呈現好氣色、聲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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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有力、行動俐落的正面親和，是引渡原人參加靜心靜坐，參加奮鬥行列的好起

點。調理者應首先把握下列幾點原則，以利天人炁功鍼心親和的施行。一、 少談
因果業力，不可跟受調理者推荐民俗療法或救命秘方。二、傾聽受調理者之心

聲，亦可由談話中瞭解受調理者之問題，適時引導協助。三、多說正面的話可以

提升陽質能量，心中常保慈悲關懷。四、以正面肯定、關懷的的語氣及態度使生

好感與信心。五、鼓勵寬恕別人，善待自己。

第二動作就是「調」，調的動作就是左手掌心在天門照金光，右手中指在性

竅施金針，雖無科學直接證據證明以金光、金針施作時之實際作用，但確可由有

經驗的同奮透過不斷施作，感受到先天炁如何進入受調理者的過程，特別是由調

理者透過祈禱，接引正氣直接由受調理者天門、性竅打入正氣能量的強烈感受。

必要時調理者可採輔助加強的方法進行處理，以達到一定的作用力。例如，一、

持續調理動作，心中默念廿字真言九遍迴向給求超靈，請無形護法、監護童子、

天醫慈悲超渡。二、如不行再以廿字真言水請天醫加持靈丹妙藥給受調理者飲

用，並持續炁功調理。三、以黃表三張加光後淨身，再持續炁功調理。四、如在

教院內，默禱請總護法幫忙超拔。當親和力發生，所放射的親力電射強度也會有

機會提升，較不易受他人意識念力左右，以提高誠敬熱準。新境界所稱之親力

（陰電放射） 與和力（陽電放射）配合，加上天醫院院士之親和力作用熱準與先天
正炁的加被，比較有達到恢復人體電流系統之正常運作效果。師尊曾經強調天帝

教最了不起的是無形，天人炁功正是天帝教最典型無形運化的天人親和。天人炁

功可發揮整心整靈的機會，透過同奮慈悲心的發出，真正對受調理的人進行真情

關懷機會，可使受調理者自自然然接受廿字真言作為修身之法寶，以達到診心原

人之真正目的。

五、天人炁功的應用與發展

（一）身與心的疾病關聯性

生活緊張、工作與家庭的壓力，失眠是現代人普遍面臨的問題，但有許多身

體疾病根源常常是「情緒」與「不願意改的習慣」逐步養成確不自知，此乃是藥

物無法治療的。因此，從中醫的角度，如果要協助病患解除病痛的好方法，就是

著手去教導病患「心靈的藥」，而不是「物質的藥」，這個才是治療所有疾病的根

本手段。例如中醫常描述的 「臟腑病」的處理原則，在強調「調和臟腑」。但臨床
上多數的臟腑病都是心情，個性以及生活習慣所造成的，這些不完全是中西醫可

以治療的疾病。治療臟腑病的關鍵在於改變生活習慣以及個性。用簡單的話來

說，如果您每天晚睡，生氣，累積疲勞壓力，你的脖子痛或是頸椎毛病要康復，

那可是遙遙無期的！如果是因為臟腑病所造成的腰酸背痛，我們不能直接去治療

這些痛，而是必須反省自己為什麼會不多休息？為什麼無法排解壓力？為什麼堅

持晚睡？為什麼要經常生氣？當這些狀況都已經改善時，再來治療腰痛，就可迎

刃而解了。以上對身體疾病產生的態度，透過生活習慣的調適與心理建設，有根

本扭轉身體疾病的機會，而天人炁功親和溝通所強調的反省懺悔功夫，直接進入

自心內省而提升親和熱準的方式，與目前中西醫學提倡的改變生活習慣與心理才

是緩解身體病痛的根本，洽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

天帝教「靈體醫學」的治療對象，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及有形界之生命體與

生機體。天帝教的「天人炁功」，所承接的「炁」來自先天的無形能量；事實上，

這種先天「炁」可醫治的對象，不僅僅只有地球上的生命體、生機體，也包括了

無形靈界之所有靈體。因此，就「炁」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

是一體的，但是就施行的方法、對象而言，「天人炁功」實為「靈體醫學」在療

理有形世界之生命體與生機體的一種媒介，也就是說「天人炁功」扮演著銜接無

形與有形之間能量差距的角色，「天人炁功」可銜接先天炁能，並轉化成有形生

命體、生機體能夠吸收的機體能量，補充靈體、靈能，修補靈質或機體之破損，

讓生命體、生機體的原有壽命，獲得相當程度的療理效果，甚至具有換命（診靈

換命）、延命（療靈延命）、加命（護靈加命）、添命（補靈添命）等不可思議的

改造力量。

根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之聖訓，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的重要媒

介，因應前述之時空變化，可以從「行證」及「理證」兩方面發展天人炁功，將

實施經驗科學化、數據化，並朝向實用性、普遍性發展，以利人間醫學之進步及

「靈理學」、「靈體醫學」和「整體醫學」之發展，並增進人類生活之福祉，同時

也達到局部或整體氣運調和之功效。

六、結語

總而言之，當同奮在為受調理者運用「鍼心」方法時，實已在不知不覺間將

體內的陽質能量（正），配合正面、積極的言語導向，傳向受調理者，假使這股

導正能量經由受調理者的視覺、聽覺途徑，通過刺激「大腦皮層」、「靈意網

路」、「心性系統」（初步調理身心）的過程中，已達到「人與人」親和的相感熱

準時，還能夠保持該導正能量不退，則可進一步產生受調理者與無形天醫的親和

交感，提前達到調理受調理者內在靈氣、體氣的效果，有助建立正式施行「天人

炁功」時三角親和的熱準，充分發揮「天人炁功」的療效。同奮在施作天人炁功

的過程面臨挑戰衝擊時最大的後盾依然是無形，同奮之間感受體驗分享，彼此關

懷更是奮鬥向前重要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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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靈體醫學為本教獨有的宇宙法寶之一，歷年來因人間時機未臻成熟，所以此

天書遲遲未降顯於人間。雖未系統性降顯人間，然歷年來在閉關及聖訓中傳下了

部分靈體醫學醫療作業之資訊及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之相關學理。本文即是在將

過去已實施之靈體醫學作業及天人炁功相關學理作一整理與討論，以第四期師資

高教班之天命換人命作業，及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四大作業之聖訓為基礎，及

參考天人炁功學理，作逐步之整理探討，非靈體醫學之全貌，然以其作業規劃之

過程及學理之研究，盼能窺探靈體醫學之規律，從此中作為往後靈體醫學、天人

炁功實質理療研究之參考，期能為人間靈體醫學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語：靈體醫學、天命換人命、四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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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靈體醫學是帝教一項特殊的宇宙法寶，博大精深而奧妙，師尊在其講話中也

提到「⋯⋯因為無形中已有一套獨特完整的「靈體醫學」，將來即由天人炁功研

究院負責」[1]。多年來靈體醫學資訊與作業時而在聖訓裡出現，同奮亦秉持研究
熱情持續努力，然可能以無形眼光看人間研究與熱準並未達應有標準，故無形則

以人間熱準未達標準，時機未臻成熟，此項宇宙法寶則遲遲未系統性降顯人間。

靈體醫學多年來雖未有系統性降顯人間，然帝教同奮與天下蒼生在帝教的教化下

仍享有靈體醫學之作業與診療照護，如在五十五天閉關修煉時之靈體醫學作業與

診療及天人炁功之診心診療。靈體醫學因未系統性降顯於人間，雖同奮蒼生仍獲

實質之診療與診護，但靈體醫學由於人間資訊之不完全及角度與認識之差異，卻

也衍生出各有各的不同看法。筆者多年關注於此項領域，加上靈體醫學小組正於

運作努力中，本文即是以過去本教曾降顯於人間的靈體醫學作業及天人炁功相關

學理為基礎，作一整理與回顧，並做基礎性之探討靈體醫學，希以拋磚引玉，期

能對於未來靈體醫學觀念之客觀建立及靈體醫學之研發，有所裨益。

二、靈體醫學醫療與作業之回顧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人間雖未有系統性之靈體醫學理論，但卻有實質性之靈

體醫學作業與媒介理療，筆者就目前帝教已實施或正在進行之靈體醫學作業整理

如下：

（一）天命換人命：

此項靈體醫學作業實施於第四期師資高教班，如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所

言：「名為『靈體醫學』，主要以「醫治靈體」為對象，但非一成不變，乃因應時

空、施治對象等條件而有所制宜，由於診治的對象不同，必須設計一套專用、適

用的靈體醫學，以達『醫治靈體』之目的，在第四期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

所施用之靈體醫學，即是以『天命換人命』之人間通俗名稱應世」[2]。換言之，
此項靈體醫學作業名為「天命換人命」，而對象是第四期高教師資班閉關特定同

奮。

「天命換人命」乃指人之壽元將盡，大限將至，無法繼續留在人間，但上天

想借用他的長才，救劫宏教，濟世救人，為天下蒼生貢獻心力，因而留其人在人

間賦予特殊任務，使他能運用智慧勇氣，排除萬難，克服層層考驗，終不負上天

所託，完成天上交付之任務，此即「天命換人命」之真義 [3]。
其方法有二：

（1）  修補凡靈：上天要加人壽，須先治凡靈，於靈體調治好後，再予以合
體，凡靈、凡軀急切成就，得以完成天命。

（2）  換靈：將已無法修補之凡靈給予更換，亦有換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者，
依凡靈修補情形而定 [3]。

此項作業除說明方法之外，亦於聖訓中提到了修靈、換靈之過程，如先天一

炁玄福子老前輩所言：整套天命換人命的過程可以說相當的複雜，每一種修靈方

式都有其整套而獨特之方法，不能以文字多述，而只能針對其共同之步驟提出說

明。老前輩提出其步驟說明如下：

① 先由原靈及封靈修治凡靈，不得已才提至清虛下院上苑明樂殿修補，若凡
靈修補情形良好，則順利完成此一程序。

② 若凡靈無法修補，則必須考慮換靈，換靈就比較麻煩，若事前得知非緊急
狀況者，須要預提其靈識至上苑明樂殿，就其靈質屬性相近，凡軀能適應

者，予以培靈，到相當程度，待機緣成熟而換靈，此乃指換二分之一或三

分之一而言。

③ 若凡靈全部更換，就比較複雜，因凡靈已損壞，無法提靈識，必須依凡軀
五行能容入之熱準配合（此部分有許多細節不詳談），若凡軀不能適應，

必須一而再的換靈，一直換到凡軀能適應才算完成。

④ 換靈後並不保證此人已安全，此時凡靈強，凡軀弱，凡靈會促使凡軀新陳
代謝加速，此時就要加強「命功」鍛鍊，「性命雙修」加以配合方能奏效。

⑤ 凡軀若受損太嚴重，無法修補，緊急換靈亦只能勉強拖個十天半個月，仍
會回天乏術，因為新換的靈，靈質強凡軀無法負擔，牽動肉體加速死亡，

因此最保險之方法乃雙管齊下，無形有形同步作業，配合當今醫學科技醫

療凡軀，而無形亦同時進行換靈、修靈，此人才真能延壽保命 [4]。

在此第四期高教師資班閉關的過程中配合了天命換人命，聖訓除詳細談及方

法及步驟外，亦說明二個案例，一為失敗案例一為成功案例，同時也公布了天命

換人命的名單，此些同奮目前仍有很多仍在奮鬥當中。

此項作業說明了靈體醫學在人間治靈的重要過程與方法，重點在於修靈補靈

再進一步換靈，而人間靈體醫學重要的目的在於增添人壽，雖然無形盡其全力修

補凡靈，甚者更換凡靈，然若無生機尚在的肉體生理或配合良好之人間醫學科

技，整體增添凡間壽命的效果仍在未知之數。

（二）靈體醫學四大作業

此項靈體醫學作業實施於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此項作業規劃是以「天命

換人命」為基礎，配合靈體醫學同步施治，屬於後天生理之部分則由華陀仙翁與

孫思邈院長配合，以此程序分擔首任首席使者、天人教主於調教之負擔，更能達

到六階段修煉之成效 [5]。此項作業為歷年來對於靈體醫學醫療作業較為有系統之
紀錄，由上述流意子老前輩的說明也略可窺出，天命換人命、靈體醫學作業之間

也有不同層次的關係，另者於此次靈體醫學之作業在於增進閉關六階段之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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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無形調教之負擔，亦也道出本教之修煉與靈體狀態有著非常密切且重要的關

連性，當然也顯示了後天生理與靈體醫學作業成功之重要關係。此項說明中，天

命換人命、靈體醫學施治、後天生理穩定、閉關修煉之基本成就，環環相扣，缺

一不可。

其作業如下：

（1）  診靈換命：首先以「診靈換命」對壽元將盡、業力糾纏、冤孽深重者，
直接施以診治。「診靈換命」乃指修整性靈時，依診察靈識狀況之需要

而予以換靈（亦即換命）。此作業乃基於生理病痛久積而影響靈識受病

源侵蝕而受損，故欲治其病先救其靈，先行診修性靈，如無法適當診

修，則加以換靈，依靈識所能承受之程度逐步換靈；若仍有部分生機，

也將依靈識所能承受程度逐步診修，再以診靈方式治病。以凡靈之力解

後天生理之病，診靈換命的作業才算大功告成 [6]。
（2）  療靈延命：此作業乃以第一個步驟「診靈換命」啟動，能於第一步驟已

完成整修，即中止作業，如經各方面評估，「診靈換命」尚不足完全奏

效，即進一步以「療靈延命」方式處理。「療」已有醫治之意，目前大

多採用之治療凡靈方式是從排除凡靈受後天凡体病症、業力干擾著手，

強化凡靈的靈命機能，靈體帶動肉體，活絡肉體生命機能，自然達到延

命之目標 [7]。
（3）  護靈加命：歷經「診靈換命」與「療靈延命」二步驟後，對金光之加持

仍不易吸收者，無形之調修即進入「護靈加命」方式。此作業是運用先

天炁能與金光光能共同護住損傷情形較嚴重之凡靈，抑制急速退化之現

象，待「攝止、抑制」之護持效果成功，自然而然以靈帶動，再加靈

命。其中「加」與「延」之不同，乃是延命之時間至少六個月以上，加

命之時間長短變化不一，一般在三個月以上 [8]。
（4）  補靈添命：所謂補靈乃是依凡靈之受損程度給予修補，凡靈「診、療、

護」三階段整修，則以「補靈」方式強制修補。由於肉體生機嚴重破

壞，凡靈一再受肉體之影響，自主能力十分低微，靈體顯現急速衰弱，

此刻的修補必須一小點一小點的方式進行，衡量靈體與肉體之個別反應

與互動反應，在時間急迫時，必須「強制」性修補，但先決條件必須靈

肉通過「後天氣養成期」與「煉元神養成期」之鍛煉，才有可能進行此

靈體醫學作業 [9]。
除了此四大作業外無形亦公布另外進階性之四大作業，此四大作業為「修靈

持氣」、「調靈養氣」、「加靈補氣」、「煉靈益氣」作業，其先決條件必須具備受

御賜封靈原種，且已略具封靈雛型，必得有原靈、封靈之居中調節。略述如下：

（1）  修靈持氣：「修」乃有「整修修補」與「修整補修」之意，此時有原靈、
封靈配合共同維調靈肉之熱準與共振，形成持氣不斷，增強靈肉之穩定

性，活化肉體細胞機能，增強免疫功能，產生減輕肉體病痛，減緩各系

統機能衰退之作用 [10]。

（2）  調靈養氣：此為「修靈持氣」之下一步驟，此二步驟亦可分別施治。「調
靈養氣」之「調」，乃指調整、調節之意。先將凡靈之運作回復正常，

帶動凡体之養氣功能，得以存養先天加被之正氣，原人勤參法華修煉，

原靈、封靈前來合靈合體，藉先後天親和之妙持助養氣修煉，維持調靈

後之熱準而助養氣，此即「調靈養氣」[11]。
（3）  加靈補氣：經上二步驟後，即進入「加靈補氣」。「加」有「增加」、「加

強」之意義，先增強凡靈之自律自主，加強靈肉之間共振共生效應，凡

軀得能得速速補氣之功。一般而言，加靈作業大多運用於靜坐與睡眠之

時，所需時間亦較長 [12]。
（4）  煉靈益氣：最後進入煉靈益氣，循序漸進，雙生，雙煉。何以雙生？乃

是靈肉改造後，靈魂與肉體均獲重生。何以雙煉？煉凡靈之元神，原靈

原神也同時並煉。

「煉」有「鍛煉」、「精煉」、「修煉」等諸多義理，在「鍛煉」過程中，分

有不同層次之鍛練，而有不同的反應與境界產生，直接益氣。在「精煉」的過程

中，乃由無形提凡靈自自然然通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進入煉神還虛，

以導先天元精、元氣、元神之精煉，對凡靈凡軀產生益氣功效。在「修煉」的過

程中，是運用個人自身修煉之熱準，平衡靈肉之間的互動，水火既濟，真陰真陽

自我調節，有直接益氣之功 [13]。
此四大作業的過程中在於對靈之修補與換靈及減輕靈肉的負擔，增加靈命，

是與天命換人命有其共通之處。而後四項進階性之作業即是靈體醫學中以靈治靈

及煉靈之深層作業，並與原靈封靈有其重要關係。靈體醫學最後的雙生雙煉是其

最高境界。靈體醫學過程中對於其中修靈補靈甚至煉靈的作業，原靈封靈扮演著

不可或缺的角色，作業中循序漸進綿密環環相扣，甚至提到治靈時靈體之敏感

性，都可看出靈體醫學之作業之嚴密與複雜，非人間所能想像。

（三）天人炁功

天人炁功為天帝教宏教先鋒，用於診心治病，視為引渡原人之方便法門，其

天人調體的作用，為靈肉之間的整合，是兼具調養靈體與肉體之作用 [14]。帝教
一直用來宏教診心治病的天人炁功，其實就是靈體醫學的一環。就炁的角度來

看，「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是一體的，但是就施行的方法、對象而言，「天

人炁功」實為「靈體醫學」在療理有形世界之生命體與生機體的一種媒介，也就

是說「天人炁功」扮演著銜接無形與有形之間能量差距的角色，「天人炁功」可

銜接先天炁能，並轉化成有形生命體、生機體能夠吸收的機體能量。補充靈能，

修補靈質或機體之破損，讓生命體、生機體的原有壽命，獲得相當程度的療理效

果，甚至具有換命、延命加命、添命等不可思議的改造力量 [15]。天人炁功與前
二項靈體醫學之差別為：天人炁功不是由無形直接行使治靈，而是以人為媒介，

銜接無形能量。且對象不一定是五十五天閉關同奮，一般同奮或非同奮皆可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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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對象。

三、靈體醫學之定義與觀念

經由上述靈體醫學作業的回顧，大致可理解目前靈體醫學作業主要在於治療

靈體，其過程牽涉非常廣泛，而且非常複雜，可謂博大精深，更可體會到其在人

間的作業只是部分而已，尚有很大部分於無形實施進行。目前人間經由無形的聖

訓只知其作業而未完全知其實質理論系統。而靈體醫學的定義為何呢？在聖訓裡

對靈體醫學初步的闡述：宇宙帝教之「靈體醫學」是綜合診治身心靈之整體醫

學，其治療對象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及有形世界之生命體與生機體，其不僅是人

類未來尖端醫學科技，亦是整合科學、哲學、神學之未來學 [16]。又言：名為靈
體醫學，主要以「醫治靈體」為對象，⋯必須設計一套專用、適用的靈體醫學，

已達「醫治靈體」之目的 [17]。依此筆者個人以為：靈體醫學就是人間治療醫療
靈體的一種尖端醫學技術，此技術治療對象只要具有靈體者皆可治療，依本教教

義而言即具有和子之生命體與生機體皆是；換言之，其涵蓋對象即包括了無形靈

界的靈體與有形境界的生命體與生機體，其目的則是醫治靈體。進一步而言，靈

體醫學是本教在宇宙間一種治療靈體的醫學，在人間是未來的一種尖端科技，其

涉及了神學、哲學、科學，是可綜合診治身、心、靈之整體醫學。雖然以上敘述

不一定是靈體醫學絕對完全的定義，但以此觀之，靈體醫學應不是無限上綱的靈

魂學理，靈魂學理是其基礎理論，而靈體醫學應對焦在其為一種療靈技術，但此

技術以人而言，牽涉到靈體、身體（肉體）、心理等不同層次，雖然治療過程中

皆有關係，但並不是與靈體有關者皆是靈體醫學層次。舉個例子而言：人的因緣

業力與靈體之累世業緣有關，業力會影響靈體醫學的作業的成功與否？但靈體業

力的影響並不是靈體醫學，而是在靈體醫學作業要必須注意的一環，此種因果關

係，對於正確認識靈體醫學有重要關係。有了這種初步的定義與觀念，大致上可

以認知到靈體醫學是ㄧ門尖端專業技術，博大精深、作業複雜且奧秘的靈體治療

技術與作業。另者聖訓的傳訊中，在無形降示的靈體醫學裡提到：有關靈體醫學

部分，由於治療靈魂過程非人間醫學所能及之，故今後將擇期重點傳示，如擬綱

領，可分為三部分：一、理論篇；二、靈治篇；三、靈咒篇（但此篇內容以法術、

咒語為主，故不列入傳示範圍）。為達靈體醫學能廣泛而實用於人間，吾將著重

於理論之闡述。然在靈治篇中，因其繁雜深奧，又非人世間醫學知識所能盡述故

其靈療過程傳示範圍，大致以靈魂療治過程與天人炁功間之關係為重，其目的使

人易讀，又能建立整體之其一理念 [18]。由此亦可看出，目前人間靈體醫學無形
有其綱領但無完全實質系統而降，可說只聞樓梯響而未聞人下來，但無形提示其

與天人炁功之關係甚為重要，更提到了整體之齊一理念，此種訊息在目前人間於

靈體醫學上未有整體完整的理論系統及認知下，對人間靈體醫學的正確認識有重

要的指導意義，甚而有助於研究靈體醫學之重要憑藉與參考，亦是人間靈體醫學

觀念建立之重要依據也。

四、靈體醫學概略模式與內容

（一）靈體醫學治療之對象：

靈體醫學以「治療靈體」為目的，所以只要是具有「靈體」者皆可為其治療

對象，以帝教教義而言，具有和子者即是。筆者將其簡單區分為二：一為無形靈

界之靈體，例如佈施靈炁甚鉅之佛仙菩薩等神媒、已證二級鐳胎熱準以上靈體、

已證聖果之原靈、封靈、靈胎陽神⋯⋯等 [19]。聖訓裡提到這些神媒靈體皆是靈
體醫學醫治對象，也可想像宇宙中各級仙佛神媒之靈體亦如我們人體肉體ㄧ樣，

由於能量之耗損仍可引起靈體之生病，而治療其靈體之損耗或修補，乃為靈體醫

學之一環。二為地球上之生命體、生機體，當然此重要對象乃以「人」為重點，

以「人」為例，其治療涵蓋了人身心靈三部分。在無形靈界靈體治療，筆者個人

以為，其治療之情形乃非人類所能想像。以人體為例，身心靈一體之複合狀態，

靈體已屬複雜，再加上肉體整體之機體複合，人間靈體醫學之治靈技術自然有其

更高之複雜度。但總體而言，靈體醫學治療的對象仍在於有「靈體」之各種生命

生機體，而其涵蓋範圍則包括了無形有形之所有靈體，但在人間則以「人」為對

象的靈體醫學更顯重要。

（二）診治原則：

靈體醫學治療靈體之方式與架構一定隨不同之時空間而有所變換或者活潑使

用，如上所述靈體之治療已屬複雜，若加上肉體部分，則更加難以想像，所以人

間靈體醫學治療一定有其診治過程，甚且原則與原理。在既有的聖訓中提到其診

治原則為：視、聽、言、行。此項正如中醫學所謂之「望、聞、問、切」精神，

視者，診望也；聽者，耳聞，心聞也；言者，審問，考證、質疑也；行者，實際

診斷，檢驗暨醫療也 [20]。此項原則如中醫望聞問切精神，望聞問切為中醫四
診，是中醫的診斷方法，個人以為靈體醫學診治原則，具有中醫診斷方法的精

神，可見其有一定的診斷治療系統，因牽涉到靈體所以其系統範圍應比中醫學要

深廣。就中醫學而言，單獨望聞問切其實就是中醫的診斷學，其範圍涵蓋了診斷

系統裡的辨證醫學、脈學，還有更形而上醫者的哲學思考模式。以此觀之，其實

不難理解—靈體醫學的靈體的診治應比中醫還要更複雜深奧。當然中醫的四診就

可分出人間中醫醫術的不同層次，何況這只是靈體醫學診治原則精神，不是靈體

醫學診治全部，其間層次就可想而知了。由診治原則可看出靈體醫學的診治過

程，除了人間實際的看、聽、檢驗、醫療考證、反覆質疑外，過程中還有形而上

的「心」聞，此項更牽涉到靈的境界了；人體生病，肉體的病痛有一定症候可作

為參考，而靈體生病所產生的症候在無形未公布診斷系統之前，此項仍為人間靈

體醫學發展過程中重要的發展研究項目，即靈體診斷學。從各項診治項目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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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聞，到結合實證再慢慢衍生出的系統靈體醫學脈絡，正是人間靈體醫學發

展必要的過程。中醫發展漫長的幾千年，由實症及實際治療過程觀察與記錄，才

有現在的中醫系統為現代醫學所慢慢接受，而靈體醫學呢？無形有這些原則及未

公布的系統，但人間如何使用？及為人間與正統醫學所接受，是未來亦步亦趨之

必要及艱辛過程。而原則可視為指導準則，是靈體醫學未來治療與研究發展遵循

的脈絡。

（三）診治過程—診、調、治、煉

上述屬於診斷治療的原則，如現在中西醫學一樣，靈體醫學樣有其診治的實

際過程先有診斷而後方有治療，中醫學經由望聞問切後根據現有個體症候診斷病

証而後治療，靈體醫學診治過程亦如人間醫學，先診斷而後治療，但其診治過程

要比人類複雜，因為牽涉了靈體。其過程為：[21]

對應關係：

在其診治過程中診斷分類，調和修補，治療運化，修煉變化，這些過程同時

對人體的身心靈複雜互相對應，可能獨立或依序進行，亦可能同時進行，此即是

靈體醫學活潑靈活運用的部分，也因活潑靈活才更顯現其複雜但卻更精細。在此

診治過程靈體醫學對凡靈的生病先作診斷並分其証候，然後實施或調或修或補的

作業。當然此調和修補過程中應已牽涉病情之輕重而實施換靈的作業；經過靈體

適當的調和修補後再配合神力與人力之努力，進行治療運化和本身的修煉及進一

步之變化，看似過程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實施，實際上是環環相扣綿延不斷進

行，分別獨立或循序，甚至交叉進行。而且是對身心靈三部分同時進行相互交叉

診治。複雜精細程度與人間醫學有不同層次之感。

（四）診治原理：

靈體醫學診治原理有別於人間醫學，人間醫學只在於「人」之努力與醫療，

宇宙靈體醫學以「治靈」為目的，所以牽涉了無形之醫療系統。換言之，靈體醫

學的主要團隊在於無形，而非人類，而在整個醫療過程中，無形的醫療團隊實施

整體醫療診療過程，但人間肉體的配合與努力也佔了部分因素；要使得靈體醫學

醫療達到整體圓滿成功，除了無形的加持靈療外，本身自力的奮鬥亦是必要因

素，此即靈體醫學的診治原理：即強調外力（神力）顯應與自力（人力）配合，

即神力（神媒）加持靈光及人力雙修性命之綜合作用 [22]。所以從診治過程中亦
可看出此項原理，離不開神力與自力之共同奮鬥，方可達到圓滿。

五、靈體醫學作業之重要元素

（一）靈體醫學治靈之藥能：

靈體醫學以治靈為目的，其使用的藥能為何呢？在現有的資訊裡提到靈體的

醫學之施治，除了天藥外，另配合有金光、神光以及更高階之光能，最上乘乃是

無生聖宮之「初、炁、和、結」四種特殊靈療整修極炁 [23]。可見靈體醫學在醫
療的過程中會隨著各種不同靈體之能階能量，而有不同能階炁能之使用，其主要

目的乃是以達到修治靈體為主要目的。以人間為例，最為熟悉的仍為「金光」光

能，金光為宇宙靈光（光能）之一，廣泛運用於調靈，天帝教天人炁功施治時請

用之金光即是 [24]。金光之原炁乃取於無生聖宮之極子（高能量精炁之分子），
而后轉至金闕御醫院之天藥研製所，最後轉至清虛上宮天醫製造，它的運用能隨

著人的體質、靈質而自動轉化，屬於一種高能階的天藥之一 [25]。人間醫學治
病、吃藥、打針、手術或是各項物理治療，醫生所使用的，人皆可以體會甚且可

以碰觸實際之實體，但治靈作業人既無法直接使用也無法直接碰觸，即便以天人

炁功為例，人亦只是個媒介，所以炁能治療靈體仍在虛玄之境；但畢竟靈體醫學

提到了醫靈之炁能，是其主要之藥能，而其所產生的效能，在不同的靈體醫療裡

亦產生不同醫療層次。人間對炁能療效所產生的體認，是人間靈體醫學研究的一

個重要依據與憑藉，至於如何使用這些炁能則非在人類之所能為也。

（二）靈體醫學療靈管道：

靈體醫學以治靈為目的，然如何治靈呢？目前靈體醫學的作業離不開修靈補

靈換靈，而這些作業如何進行或在那進行或由誰來處置進行呢？宇宙何其大，靈

體何其多，但帝教之醫療作業仍有其一定之權責單位及醫靈之場所，就目前實施

過的二次靈體醫學作業及天人炁功之作業情形可知：以天命換人命為例其修靈之

管道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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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由清虛下院上苑明樂殿之修靈所統籌辦理：無論是修補凡靈或換靈均
由此單位作業，一般利用原人凡軀睡覺時進行。

2.  由原靈醫治凡靈：凡靈受創不嚴重可由原靈與之合靈醫治，通常利用靜坐
或睡覺時。

3.  由封靈醫治凡靈：凡靈受損不嚴重，可由封靈運用靈能給予醫治，封靈之
醫治比較不受限，可自由運化。

4.  凡靈得金光或紫金光之加錫：此必須有特殊功德或因緣。
於聖訓中也提到天命換人命修靈管道，實際上此整體之作業甚為複雜，包括

靈體醫學在其中 [26]。修靈是靈體醫學的一部分，靈體醫學亦是修靈的一部分，
其中無形透露之文字訊息，充滿可以研究參悟的空間，玄之又玄。目前實行的靈

體醫學醫療作業應不離此四項修靈管道，而天人炁功是不是也如此呢？修靈補靈

於無形進行，人似乎只是準備好接受治療的被治者，而於第四項有功德者，可直

接接受金光或紫金光之加錫而得到修靈之管道，此項有類似於天人炁功被治者直

接由施治者傳接天醫之藥能而得以修補靈體。然筆者以為，直接授於金光紫金光

的加錫者，仍須由無形之醫療方可得到修靈補靈的最大效果。如在天人炁功與靈

體醫學的關係中，聖訓即提到：對於這幾類的持續療理方式，有則是在同奮為求

診者施與「天人炁功」之後，天醫會善用求診者休息或睡眠的時間，特地前來提

取求診者一部分靈體至無形界的天醫院，進行進一步的療靈作業，且一次即可完

成，以幫助求診者快速改造靈體，補強肉體機能與其生命活動力。但有些則必須

反覆為之，直到求診者內在凡靈的「換命」或「延命」或「加命」或「添命」作

業暫告一段落，才算是ㄧ次完整的療程 [27]。當然  上帝加錫金光與紫金光之能
量，對於靈能的修補一定比天人炁功要大；總體而言，整體的靈體醫學的療靈過

程中，其實這四項修靈的管道反覆複雜性的對應治療，活潑而不拘限，目前天命

換人命、四大作業、天人炁功之療靈部分皆使用其中。

（三）人間靈體醫學靈肉關係：

人間靈體醫學作業成功與否與靈肉之間的平衡有很重要的關係。筆者個人以

為人間靈體醫學醫靈，為的是使其命繼續延續於人間並完成特殊任務，所以其

「命」在人間可分為二個層次：一者為靈體之命持續與人間肉體配合，主導肉體。

二者為因靈命的延續而讓肉體生機恢復生機而延續肉體的生命。一個是「靈」存

在人間的「命」，一個是「肉體」的壽命。在人間靈體醫學的作業中，無形皆特

別照護到肉體生機的維護，使其保持穩定而使作業能達到最大療效，甚至也一再

強調靈體醫學作業中後天身體作息的各項禁忌，以免影響其作業成功。所以在四

大作業中特別提到屬於後天生理之部分則由華陀仙翁與孫思邈院長配合，華陀與

孫思邈二位院長均全程密切注意接受療靈者之後天肉體變化，運用五行相生相剋

之醫理保持靈肉之平衡，藉由五臟六腑之互動穩定生理 [28]。另外也提到靈體醫
學對於凡靈凡體並沒有負作用，但如靈肉之間不能協調，效果即大打折扣 [29]。

可見靈體醫學雖於無形實施修靈補靈作業，但其團隊有部分特別注意生理部分的

反應，主要乃在穩定後天生理機能保持靈肉平衡，提高其靈體醫學作業的成功。

當然人間每個人體質、生理各有不同，甚者身體病痛纏綿不癒者，身體部分是不

是每個人皆可適應或可作靈體醫學作業並不一定，所以在聖訓中特別強調了現階

段之靈體醫學實施對象局限於神職同奮，主要是因為參加過五十五天閉關的四階

段修煉，無形中已對這些同奮相關之主要體質、靈質與靈肉之間反應詳細記錄，

此為適用靈體醫學之先決條件。換言之，無形的醫療作業中，對於靈體醫學的完

整病歷，包括肉體靈體皆有嚴格的記錄，主要在於靈體醫學作業牽涉範圍太過於

複雜而綿密，而後天生理部分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再進一步而言，若無法延續

後天生理的生命，靈肉之命皆無法穩定持續於人間，則可謂靈體醫學作業失敗。

在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中及第二期實際閉關中皆有靈體醫學失敗的案例，主要

原因者皆在後天生理已不堪使用，即使實施靈體醫學作業，靈肉之間皆無法保持

平衡，最後仍靈命殞逝於人間。此於第四期師資高教班的聖訓可作為靈肉平衡重

要的參考，其提到：「天命換人命並不一定人人可適用，天上亦曾失敗過，失敗的

原因乃凡軀無法醫治修補，天上加持再多，肉體無法消受也枉然，再加上病魔已

發，不堪病魔侵蝕，求生意志薄弱，自己先投降了，天上盡再大之力，亦回天乏

術。要知凡靈於清虛下院上苑明樂殿修靈所治療修補，可換靈，而凡軀就必須借

重人間醫學科技之醫療了，無形和有形必須雙方運化配合，天命換人命才有可能

[30]。」個人以為：靈體醫學成功與否，後天的生理照護維護是重要的關鍵，除了
無形的靈肉照護外，後天生理的適當醫療及自我照顧保持後天的生機蓬勃，維持

靈肉的平衡，是延續人間靈命的憑藉，否則回天乏術，再好的靈體醫學作業亦是

虛枉。

（四）神力人力共同運化

無庸置疑人間靈體醫學之作業來自於無形，但著力在人體，如上所述靈肉的

平衡是其成功的重要關鍵，雖然無形的綿密作業，但亦需有形人間的奮鬥努力，

所以靈體醫學診治原理強調外力（神力）與自力（人力）配合，即神力（神媒）

加持靈光及人力雙修性命之綜合作用 [31]。不管何種靈體醫學作業此種作業比例
都是強調了無形的成分佔了較重比例，但是人間本身的自修自煉與自我維護，雖

然比例較少，仍是ㄧ個相輔相成的重要基礎，捨此，不僅不可能成功，亦顯得靈

體醫學作業沒有意義。而人神共奮更顯出靈體醫學在人間延續天命人命的重要意

義。

六、天人炁功在靈體醫學的重要意義

目前靈體醫學作業皆在無形實施，筆者稱此團隊為「靈體醫學醫療團隊」，

施治者並無「人」的參與，但本教天人炁功為人間靈體醫學的一環，其作業中加



打掃心上地　坐出性中天 從天帝教既有之「靈體醫學作業與理療」探討「靈體醫學」

232 233

入了「人」的角色，此角色雖為媒介，卻也顯示其為必要性；筆者以為「靈體醫

學團隊」多了一個「人」的角色，也顯現人間靈體醫學重要意義，一者為「人」

所施治，二者神人共力完成。靈體醫學於無形施治作業完全主動，不需要是否有

媒介？只要被治者誠心接受完全配合，自然可達到理想療效。然天人炁功於施治

者加入人的參與，並以其為媒介，其中炁能的轉運及炁能在人的運轉炁療就顯得

曲折而複雜了。無形單獨對於靈的治療已難以為人所能想像，而在人間肉體再加

上靈體複合的一元生命，其治療亦更顯複雜與深奧。雖然人的媒介炁能進入被治

者身上進行炁療，只要循其熱準之運轉自然有其療效，然最後換靈修靈進一步之

靈體醫學作業仍須由無形在不知不覺中施行進行，所以筆者以為天人炁功在靈體

醫學上於人間而言，有其不同層次之作業與意義。而有此靈體醫學在人間的實質

一環，也給了帝教同奮於奮鬥宏教及人間研究靈體醫學一個重要的憑藉。其意義

有以下幾點：

（一）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的關係密切一體

就「炁」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是一體的，但就施行的

方法、對象而言，「天人炁功」實為「靈體醫學」在療理有形世界之生命體與生

機體的一種媒介，也就是說天人炁功扮演著銜接無形與有形之間能量差距的角

色，天人炁功可銜接先天炁能，並轉化成有形生命體、生機體能夠吸收的機體能

量，補充靈體靈能，修補靈質或機體之破損，讓生命體、生機體的原有壽命，獲

得相當程度的療理效果，甚至具有換命、延命、加命、添命等不可思議的改造力

量 [32]。此段之關係描述給予了天人炁功在人間實質意義與人間對靈體醫學之指
導原則。換言之，天人炁功是靈體醫學在人間使用療靈的一種媒介，而其使用的

炁能正是宇宙靈體醫學共用的炁能來源 -炁。其療理過程以人為銜接媒介，轉化
治療靈肉複合體的特殊炁療能量，一樣可達到類似無形團隊治療靈體的效果。在

此層的關係中，人間可以理解到天人炁功與與靈體醫學的關係，也可以更為了解

靈體醫學的實質作用，包括靈體的轉化炁能，轉化後的炁能於肉體的作用包括醫

治了肉體、靈體，修補了靈質及機體，甚者達到四大作業的換命、延命、加命、

添命的不可思議改造力量。也給了人間研究靈體醫學更基本的憑藉，研究天人炁

功其實就是研究人間的靈體醫學的基本實質。

（二）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的相同二大作用

1.「診靈療體」、「診體療靈」
同奮在為求診者進行「天人炁功」的療理過程中，當先天炁能經由同奮大腦

X原素的炁療轉運，將此先天炁能轉換成適合求診者當下病情的炁療能量，然後
經由同奮的手為傳導，打入求診者之天門與性竅處，只要這二股能量能夠在求診

者大腦內之松果體處交集，並形成能量的加乘與共振反應，其後，這股交集的能

量，將會反覆在「熱準中心」與松果體處（二者雖看似重疊，但仍為虛、實與有

無間的關係）來回作用，並藉著這種震盪作用，刺激其內在元神能量的活絡運

作，達到調靈的應有效果，一旦靈體獲得適當的能量調節，將有助於體內陽質能

量不斷增長，加速肉體陰氣（濁氣）、病氣的排除。這種療理過程，即為靈體醫

學中針對有形人類在「診靈療體」時之重要環節。倘若求診者之最大病源並非來

自於內在凡靈的失調，而是起於求診者機體病變所引起的肉體疾病，此時這股炁

療能量，只要能夠順利地進入求診者之肉體病源處，多少均能夠產生活絡、活化

該處肉體機能的運作力量，達到療理身、心的應有效果，一旦身心獲得適時改

善，靈體帶動肉體的負擔立刻減輕，亦「大腦皮層」有助靈體的修補功效。這種

療理過程，即為「靈體醫學」中針對有形人類在「診體療靈」時之重要環節

[32]。行筆至此，筆者仍難掩興奮之情，乃此二大作用，道盡了人間靈體醫學的
原理與大概，人間常感靈體醫學未到成熟時機，未見靈體醫學，其實二大作用的

闡述，無形已在此透露了大概的人間靈體醫學及無形治療有形靈體醫學的作業原

理。筆者以為此二大作用的實質意義確立了天人炁功的炁療過程是靈體醫學療理

人間的實質作用及過程。值得一提者此段闡述中「亦「大腦皮層」有助靈體的修

補功效」。雖是短短數語，給了人間對於醫療靈體的研究與實質有了寬廣的參考

價值。以筆者站在研究靈體醫學的角度而言，從天人炁功於靈體醫學的二層意義

中，認為人間研究靈體醫學一定得從天人炁功出發，而二大作用其過程應具備及

衍生出的各項細節，正是人間靈體醫學研究的重點。

七、未來人間研發靈體醫學應著力之方向

綜合上述，以目前而言，靈體醫學的人間作業大概有了初步的概略概念，至

於此些資訊切入靈體醫學的實質理論系統到底有多少，確實未知，但靈體醫學謂

之醫學即是與人命靈命有關之技術，況且，以前或現在未來，此項作業於天帝同

奮而言，是必然持續以下，甚至現今仍有很多同奮接受無形之醫療，如此而言，

無論如何，靈體醫學於天帝教同奮而言，是有必然意義的。持續的研究，是師尊

一直期待同奮為之的，但時空背景及人間熱準未臻成熟，此醫靈之宇宙法寶何時

能降？未知也。但是同奮秉持師尊之期待及對醫靈技術降顯人間的期盼，人間研

究仍是必須持續為之。筆者從以上靈體醫學的作業與觀念中認為未來可繼續以下

之研究：

（1）  靈體之主體研究：靈體醫學以治靈為目的，於同奮或宗教修持者而言，靈體
觀念可以接受，然目前而言，靈體研究在人間，可講可研究，但都是各說各

話，真正實質的確定，卻是渺而不彰。靈體醫學既然是靈體的醫學，靈體主

體之確立若不能建立，談靈體醫學似乎是空言。所以筆者認為，於同奮而

言，帝教的修持法門靈體觀念是清晰而有理論系統，然此於人間而言，飄渺

而神祕的觀念與主體，如何研究確立？是項很大的工程與研究，甚而靈體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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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治靈的技術，則牽涉了靈體病變的診斷，故此確立靈體主體進而研究其生

理病理甚而靈體與人體結合後之ㄧ元生命的靈體生理與診斷，則是靈體醫學

最為基礎之工程，於今無形未降的原由，人間熱準未到成熟階段，筆者以為

與人間靈體理論基礎及實質未研究與確立應有很大關係。若此項主體未確定

或被接受，在人間言靈體醫學還是在未知的領域中。

（2）靈肉結合研究：
靈體觀念確立了，靈與肉體之結合又是ㄧ項重點。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在

談到靈體醫學「身、心、靈」三要素中提到靈體醫學所謂身心靈三要素與教義主

張「心物一元二用」之哲學理論，其中原理並不互相衝突與矛盾，亦更相輔相

成，相得益彰。而「心物一元二用」所指之「心」是性靈和子（指靈魂）之靈魂

體及其靈識，而「心與物」的組合作用，即是投胎為生命體或生機體之思想意

識；另外，物則經由電子體所組合而成之生命體（肉體、肉身）或生機體 [33]。
進一步而言，帝教主張生命體的生命生機，則由和子帶動電子體產生之生命現

象，和子為生命現象的動力來源。在此理論前提，架構了生命現象，「命」在人

間延續，而靈體醫學的「療靈」則是使「命」持續在人間延伸行使的動力來源，

所以靈與肉的結合所產生各種生機生命現象，甚而靈體醫學的二大作用診靈療體

與診體療靈的原理正是源自於此，是為靈體醫學在人間重要的一環。所以目前靈

肉結合後的一些重要系統與觀念，正是研發靈體醫學重要的基礎憑藉，如：

①小和子理論

②生化系統

③氣化系統

④靈魂意識交集網絡

⑤心性系統

筆者以為在這些基礎理論中，靈體醫學的概念隱而不顯，似有似無，雖不直

言與靈體醫學有關，然其理論及其炁能之關係，必與靈體醫學在人間醫療有直接

密切關係，更有可能者是其基礎理論觀念。故筆者一直以為，目前在這些理論觀

念裡，可作為研究靈體醫學的憑藉，甚而延伸更進入深層研究。

（3）天人炁功二大作業 -診靈療體，診體療靈
從以上靈體及靈體肉體結合觀念及系統的建立，天人炁功的二大作用正是此

些觀念延伸出來的治療理論。筆者以為人間的天人炁功是靈體醫學的一環，天人

炁功的所有理論，皆是人間靈體醫學的重要理論基礎，如何診靈療體、診體療

靈？雖然是在無形的設計與治療，然其炁能的路線及如何讓靈體修補恢復？及肉

體的恢復以減少靈體的負擔，其理論及實質是值得人間更進一步之研究與拓展。

多少年來，筆者雖未直接完全領悟靈體醫學，然以此二項作用的理論觀念，應用

於人間實質的醫療系統診病治病，亦有很好的發揮效果與助益，故此二大作用的

研究於人間靈體醫學及人間醫學皆應有其很大的突破空間。

（4）天人炁功的二大關鍵：
在天人炁功的基礎性施治過程有二大關鍵。其二大關鍵，一是自行性過濾轉

化機制，二是整體通貫運行路徑。基礎性施治過程是指當人與人，人與神的三角

親和達到熱準時，經由施治者雙手轉接出來的炁療能量，進入求診者體內產生療

效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首先必須順利通過求診者「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的作

用，然後在「大腦皮層」內，假使又能夠與來自「生化系統」的陽質能量相互契

合，就可能在契合的過程中，隨著體內「順行式通貫運行路徑」，與體內後天氣

（榖氣與清氣），進行炁化療理作用，使該炁療能量行走於各經絡與臟腑之間，同

時協調著「生化系統」內五大能量區，並以此排除人體內沉積之陰濁之氣，發揮

炁療的實質效果 [34]。筆者以為排除無形於修靈煉靈及原靈封靈的修補靈體外，
此二大關鍵正是人間靈體醫學療理的重要理論基礎；此項過程涵蓋了前述之各項

理論基礎，進一步說應是實質的炁能進行路線。此二大關鍵更包括了四大關卡三

層轉換的深入理論及人體皮層與生化氣化路徑的通貫路徑，深奧而值得研究，此

正是人間靈體醫學的實質入門。

八、結論

筆者將目前靈體醫學作業整理作如下一覽表，可為靈體醫學觀念之參考

作
業實施者 對象 病源 原理 方法 目的 備註

天
命
換
人
命

無形醫

療 團

隊、封

靈、原

靈

第四期高教師

資班同奮或特

定同奮

壽元將盡，大

限將至

以靈命帶動肉

體生機

修靈、培靈、

換靈

以靈之診修或換

靈 延 續 後 天 生

命，完成天命

修補靈：

封靈、

原靈②

清虛下

院上苑

明樂殿

①
診
靈
換
命

無形醫

療團隊

含後天

生理照

護—孫

思邈院

長、華

陀仙翁

第二期傳道傳

教使者班壽元

將盡、業力糾

纏、冤孽深重

①生理病痛久

積於身

②有形累及無

形

③靈識受病源

侵蝕而受傷

欲治其病先救

其靈

診修靈體、換

靈

以凡靈之力解決

後天生理之病 換

命

②
療
靈
延
命

經①作業尚不

足以完全奏效

者

同上 治療凡靈使之

增強生命力，

可以延長後天

身體之壽命

排除凡靈受後

天凡體病症業

力干擾

強化凡靈的靈命

機能 靈體帶動肉

體活絡肉體生命

機能 延命

六個月

以上

③
護
靈
加
命

經①②作業後

對金光加持仍

不易吸收者

①同上

②凡軀呈現虛

弱狀態，凡靈

受損程度較為

嚴重

使用先天炁能

與金光炁能療

治，抑制急速

退化之象

①運用先天炁

能與金光光能

共同護住損傷

情形較嚴重之

凡靈

②「攝止、抑

制」護持凡靈

以靈帶動，再加

靈命

三個月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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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實施者 對象 病源 原理 方法 目的 備註

④
補
靈
添
命

①②③階段整

修 則 以「 補

靈」方式強制

修補，必須靈

肉通過後天氣

養成期與煉元

神養成期

①同上

②肉身已有明

顯病症

③肉體生機嚴

重破壞，靈體

自主能力低微

靈體顯現急速

衰弱

衡量靈體與肉

體之個別之個

別反應與互動

反應，強制性

修補

①針對病況急

迫緊急措施

②依凡靈之受

損程度一小點

一小點的方式

給予修補

添命 三個月

以內

①
修
靈
持
氣

原靈、

封靈、

無形醫

療團隊

必須具備受御

賜封靈原種且

已具封靈芻型

「整修」、「修

補」、「修整

補修」

促使凡靈之功

能趨於正常，

肉體生理機能

可以配合凡靈

共振而自然持

氣

持氣不斷，增強

靈肉之穩定性，

活化肉體細胞機

能，增強免疫系

統功能，產生減

輕肉體病痛，減

緩各系統機能衰

退之作用

②
調
靈
養
氣

同上 調整、調節 先將凡靈之運

作回復正常，

帶動凡體之養

氣功能得以存

養先天加被之

正氣

藉先後天親和之

妙 持 助 養 氣 修

煉，維持調靈後

之熱準而助養氣

③
加
靈
補
氣

同上 增加、加強 增強凡靈之自

律自力，加強

靈肉之間共振

共生效應

凡軀得能得速速

補氣之功

※睡

眠、靜

坐時實

施

④
煉
靈
益
氣

同上 （1）煅煉 不同反應與境

界

直接益氣 ※雙生

雙煉

（2）精煉 由無形提凡靈

自然通過「煉

精化氣，煉氣

化 神 」 進 入

「煉神還虛」

以導發先天元

精、元氣、元

神之精煉

對凡靈凡軀產生

益氣功效

（3）修煉 運用個人自身

修煉之熱準、

平衡靈肉之間

的互動水火既

濟，真陰、真

陽自我調節

直接益氣

作
業實施者 對象 病源 原理 方法 目的 備註

天
人
炁
功

天醫、

人間同

奮

同奮、天下蒼

生

人間身心靈不

平衡引發之病

痛

神人親和兩誠

相感

銜 接 先 天 炁

能，並轉化成

有形生命體、

生機體能夠吸

收 之 機 體 能

量，排除陰濁

之氣

補充靈能修補靈

質 或 機 體 之 破

損，讓生命體、

生機體的原有壽

命獲相當程度的

療理效果，甚至

換命、延命、加

命、添命

※須達

到「神

人」「人

人」，

之三角

熱準關

係

靈體醫學為本教獨有的宇宙法寶之ㄧ，也是師尊一直期勉與天人炁功齊而共

進的研修科目，而無形古佛老前輩也曾傳示：未來本教天人炁功研究學院之學術

研究趨向，將以後天現有之科學，哲學印合行而上之神學，因此「靈體醫學」天

書如能透過適當管道降示於人間，則不僅解決本教學術及修煉瓶頸，更可為全世

界提供一道靈魂研究作高指導原則 [35]。可見其殊勝而珍貴，而現今其因人間機
緣未臻成熟，此天書遲遲未降，人間未能盡覽全貌，今筆者本文所為者亦只是將

其可能與靈體醫學作業有關之資訊作一整理與討論，如上一覽表，可作為往後靈

體醫學研發參酌對照，希能拋磚引玉，對未來研究之有所助益。更重要者期盼靈

體醫學天書早日降顯人間！

謂醫學者有其嚴謹及複雜綿密之理論系統，靈體醫學於本教而言，尚有甚遠

之路要走。即使天書以降，由天人資訊進而實證為人間所能接受之技術學術，正

是考驗本教之研究與實證能力。筆者以本教已經歷之靈體醫學作一較為粗略性之

整理，未盡全貌與切合實義，但可作為未來研發之參考憑藉。有志者，戮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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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字氣功對靈體醫學與天人炁功之回應

天人炁功院（靈體醫學組 /廿字氣功組）
王啟清（光我）

摘要

廿字氣功於民國 79年間傳自無形，在本師世尊交付任務後 20餘年來由筆者
一人獨力研發實做，但無形監督無時不在。

基於天人炁功既有之觀念，同奮對廿字氣功「以有為法的方式，從後天起

修」之功法難免質疑，甚至有人指謫其自救救人之功用。但筆者認為無形傳法必

有其用意，受命研發，不能因人間杯葛而中止。

為避免影響教政與領導，筆者在掌氣成就的民國 94年初，辭去所有教職，以
個人身分單持本法以應世。歷經多年實做，從 25.000人次的印證中肯定廿字氣功
「以氣理氣」，在「連結正氣、補充元氣、袪除寒氣、調理陰邪」等，源自「氣」

的病症，有其獨到的功用。

生命是「屬靈」的，也是「屬氣」的，從天帝教教義《新境界》所引伸出來

的生命原素包括「3X＋6電質＋9HO精華＋120O精華＋溫度」。其中X、電質、
H、O原素的性質與作用，在教內已有明確的說明與解釋，但其最後一項原素：
「溫度」，雖是同奮最熟悉的名詞，卻也是最被忽略的環節。筆者認為「溫度」包

含「溫」與「度」兩個不同面向。「溫」指能量與個體之間對應程度的高低；過

與不及都影響生命品質。「度」指能量對應生命的時空關係；若有偏離即生差異。

靈體醫學以天人炁功為濟世手段，有無形協護；廿字氣功傳自天界，有無形

監督，在自救救人的功效上，兩者皆不離「溫度」之作用。

民國 87年 3月 25日維法佛王聖訓指示廿字氣功：如此種功效能夠發展到極
致者，得以銜接至天人炁功體系，進入炁療系統自救救人。

從多年實做中，體會無形對廿字氣功銜接天人炁功的刻意安排與磨煉，筆者

願意將其部分過程披露於世，以顯無形傳法之本意。

「世無一法可治萬病」，救人之要，貴在互補。於此，允符天道！

[15]《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聖訓錄》88.8.19-先天一炁玄福子：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七）—
與靈體醫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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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聖訓錄》88.8.6-先天一炁玄福子談靈體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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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聖訓錄》88.8.6-先天一炁玄福子，談靈體醫學
[30《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P208-《天帝教教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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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班聖訓錄》88.8.18-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基礎性施治過程
[35]《三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第 P86-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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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從民國 80年投入廿字氣功專案研發後，曾經於民國 83年因緣際會，在
鐳力阿「天曹道場」承受師尊「至陽之炁」的洗滌。又於民國 91年在天安「地曹
道場」經歷陰間「極陰之氣」的衝擊，在命懸一線之際，幸獲無形救護，從昏絕

之境脫困而出。

煉功二十餘年，從天曹道場到地曹道場，分別體會無形能量對人身小宇宙的

運作是架構在生命各項原素及其「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各項系統的運作上，尤其

人體「小和子」在修行鍛煉中的成就，更與在世時的感應層面與魂魄離體後的生

命落點息息相關。因此願意就本身鍛煉與執行經驗中，擇其具有代表性者，提出

報告，以供有心研究者參考。

貳、案例報告

案例一：

廿字氣功的能量，可以在天人炁功的灌氣法中，銜接運用。

要旨：

天人炁功由無形加持，其內涵非一般氣功所能比擬，在運用「金針、金光」

等法器為人服務時，不可擅自加入任何外氣能量。但在執行「灌氣法」法時，經

過鍛煉的廿字氣功，具有融合銜接的功能。

背景：

民國 83年 3月間，師尊為瞭解教內同奮執行天人炁功的程度，徵召四位經常
執行天人炁功的同奮，分批進入無為居，個別受測。

經過：

筆者是最後一個接到受測通知者，在預約受測當天早上，先到「救劫亭」旁

演煉廿字氣功 30分鐘，收功時將「氣能」儲於丹田，任其自然溫養之後，再進入
「無為居」。

向師尊行過禮後，一反前面三位受測者所做的程序，師尊坐在藤椅上，翻開

左手，囑我直接對左手手脈打金針。

光我在師尊座位左側，跪左膝、出左手，以三指金針懸搭師尊左手手脈進行

傳針。當時突獲靈感，覺得捫心的右手不該閒置，因此很自然的將右手手掌直接

搭在師尊左邊肩膀，進行灌氣。

人身有「元氣、營衛之氣、呼吸氣」，以及默唸廿字真言接引而來的「天地

正氣」等。在此之前，為人執行天人炁功灌氣服務時，很難確定自己當下為求助

者所灌的氣是甚麼氣。但是當天除了左手的金針持續傳針之外，右手掌心傳出的

熱氣，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就是剛才鍛煉廿字氣功後儲存在丹田，經過溫養和合產

生的內氣，它融入全身，在經絡臟腑之間流轉激盪，成為自救救人的能量，在集

中念力執行灌氣法時，自然運化而出，綿綿不絕。

師尊閉著眼，靜靜的坐著，很放心的吟著天韻，當我的右手手掌輕輕的搭接

在師尊肩膀的同時，看見老人家的嘴角浮現一絲滿意的微笑。此時我的左手用的

是天人炁功的金針，灌氣的右手則很清楚的知道，我灌的氣是早上煉功後在丹田

儲存溫養產生的熱氣。只是此時的熱氣，佈滿全身，隨意而發。約十分鐘後，師

尊睜開眼睛，笑著對我說：「好、很好」。

當天下午 3點鐘，師尊召集鐳力阿道場全體同奮在大同堂，對著在場同奮說：
「我現在教大家一個新的灌氣法」，接著徵詢一位同奮上台，老人家親自示範「單

邊灌氣法」。當時所做的示範，左手仍然維持傳統的手掌對手掌，右手則改為搭

接肩膀。其動作與筆者對師尊所做的灌氣法相同。師尊最後補充說：「你們以後為

人灌氣都可以運用這個方法，換邊的時候，要領相同」。

根據實驗，以此方法對躺在床上的病人灌氣時，可以免去自己過度彎腰之

苦，相對的，還可以加長灌氣時間，增進灌氣效果。

回顧與檢討

一、 筆者在受命研發廿字氣功之初，曾經試圖在執行天人炁功，運用「金針、金
光」為人服務之際，提運廿字氣功的內氣，想藉此增強「金針、金光」無形

能量的感應作用。但當時曾經出現「氣喘、心悸、頭暈」等現象，經過幾次

試驗之後，發現先、後天能量的落差不是短時間的自我鍛煉所能銜接融合，

所以不敢再輕率運用。

二、 本案所述在接受師尊檢驗天人炁功之際，以廿字氣功能量為師尊進行灌氣的
過程，筆者以為這或許是受無形媒壓所致。依筆者隨侍師尊多年之領悟，在

師尊面前，個人絕對不敢存有任何逾越之舉。當天隨手搭接師尊肩膀之際，

廿字氣功儲運的熱能順勢而出，並且為師尊所認可，筆者相信其中必有無形

運作；「祂」提示筆者，廿字氣功的能量不比於金針、金光的無形能量，但在

使用「灌氣法」時，可以融合運用。

三、 筆者於今（102）年 8月間，於天極行宮舉行的「靈體醫學研討會」中，概述
從肩膀灌氣的經驗時，一位對《經絡學》較有研究的同奮向筆者表示：師尊

之所以認同從肩膀灌氣，有可能因為肩臂的位置正是人身的「手三陰、三

陽」經絡的匯集之處，從此處灌氣，有助於整合「氣」的流佈狀態所致。

四、 氣炁可以相應，因為同出一源；其不相應者，問題在人的鍛煉程度不同。天
人炁功的灌氣法之所以稱為灌「氣」而不稱為灌「炁」，因為在灌氣法中，

執行者所用的氣，是自己鍛煉成就的內氣所產生的能量，不是無形能量的先

天炁，至於內氣的成就，則依自我修煉的程度而異。

五、 當次檢驗約半個月之後，師尊在自然亭宣布測試結果，老人家把對我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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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期勉列在最後說出。

六、 民國 87年 3月 25日維法佛王聖訓指示：「廿字氣功發展到極致者，得以銜接
至天人炁功體系，進入炁療系統自救救人」。本案的灌氣過程早於聖訓指示

前 4年，筆者感於師尊親身檢驗提攜與無形媒壓提示的背後，對於廿字氣功
的傳世，必有其深遠意義。

七、 筆者以為，聖訓所示：「銜接至天人炁功體系」之法要，應當不止於灌氣法一
項。但就廿字氣功而言，雖然在「氣炁相應」的前提下，廿字氣功成就的

「氣能」可以在天人炁功的灌氣法中有所發揮，唯其銜接「金針、金光等」

無形能量之時機，應當在「氣炁相融」層面上才能產生的作用。此者，在師

尊囑付筆者以 30年時間（民國 80-110年）進行鍛煉的指標下，正是筆者以
今生餘命所當承擔者。

案例二：廿字氣功在「氣炁相應」的情況下，可以產生迴炁作用。

要旨：

筆者以廿字氣功的「迴氣法」，解開師尊在「靜坐時運轉掌心大法後未能迴

炁所受的身心之苦」，以此證明廿字氣功於天人炁功的互補功能與它在天帝教的

歷史意義。

背景：

師尊於民國 83年 6月中旬，抱病赴美弘教後，因無形負荷過重，身體出現狀
況。在醫生勸說之下，於7月下旬折返台灣，大部分時間在鐳力阿道場靜修養生。
某日（大約在 9月），師尊在午刻靜坐中運作掌心大法後，發覺無力回轉「炁

能」，不得不下坐暫歇，但「炁能」停滯身上，反而造成負擔，因此躺在床上休

息，期其自然轉化，但不見其效。

機要組緊急邀集道場資深同奮，希望協助師尊釋放無形炁能，但同奮的天人

炁功對應師尊的鐳氣，無法達到解除效果。

經過：

當時筆者已經卸下侍從長職務轉任督理院副主任，沒有長住鐳力阿道場。當

天中午從住家驅車準備南下高雄掌院，卻不知何故錯過斗南交流道，直駛斗六、

竹山。待發覺路線偏離時已經接近集集火車站，於是轉念進入鐳力阿道場。

在前院簽名時，呼叫器響起，顯示的號碼是「110」，這是筆者在侍從長任內
與機要秘書何光傑（現為樞機使者）的連絡代號，表示有緊急事情，要我即刻返

回鐳力阿道場。在前院打內線連絡，光傑表示師尊有狀況，請我速回。進入無為

居時，只見多位同奮圍在師尊床側，個個張開雙掌拼力往師尊身上發功，然而師

尊卻是一再急呼：「把我的炁放掉！把我的炁放掉！」此時現場諸人無法遵照師尊

要求，卸下老人家週身的鐳炁，只知猛打金光，如此反而更加重師尊的負擔。筆

者眼見師尊滿臉漲紅，知道不能再加炁，乃請眾人暫退兩側。憑著直覺，我兩手

交叉，以掌根搭接師尊雙腳湧泉穴，集中念力運用廿字氣功，以「收功迴氣」之

勢進行導炁，將師尊身上的「炁能」從腳底引出。

時值炎夏，加上屋內眾人圍繞，筆者雙手掌根接轉師尊「炁能」之後，全身

發燙，熱汗從頭頂經雙眼、兩頰而下，刺得我眼睛無法睜開，汗水滴在師尊床前

仿如雨淋。當時自知情況危急，不敢鬆手擦汗，只能閉著雙眼全力導氣，任憑熱

汗刺激眼臉，滲入口鼻。稍後由於炁熱難耐，全身氣漲，乃改一手持續搭接師尊

腳底導炁入體，另一手則自然垂下，將「炁能」從手掌排放而出。

搭接在師尊腳底的手掌，在大約 2分鐘後，感覺張力太大，無法支撐，於是
換手，從師尊的另一隻腳繼續接炁、導炁。如此重覆 2-3個回合之後，感覺炁勢
稍緩，但仍不敢掉以輕心，此時腦際裡盤旋的正是師尊教誨「拼了命也要救人」

的訓示。

在接炁導炁的過程，靠的是「氣炁相應」的作用。但「炁能」進入筆者身上

後，因為能階落差過大，氣炁無法相融，所以自然的從另一隻手掌流出體外。約

10分鐘後，躺在床上的師尊再呼：「好了，好了！下去了，下去了！」
傍晚時分，感覺需要休息，等不及用餐盥洗，躺下之後，直睡 12小時。次日

晨醒，神采煥發。當日煉功，體會二段功法「意氣合一」之真實境界。自此，廿

字氣功的鍛煉從一段的「煉氣健身」進入二段「意氣合一」層面，此時距離師尊

交付研發任務將近四年。

回顧與探討： 
一、 領導筆者錯過斗南交流道直奔鐳力阿道場，並且引合該次為師尊迴炁的史

實，其主導的力量來自無形媒挾。筆者憑著直覺，直接以廿字氣功收功的

「迴氣法」，對應師尊身上積聚的炁能，產生導引作用，其背後必然有無形運

作主司其過程。

二、 從靈體醫學角度而言，感應此次媒挾的機制，應該是來自自我各項「電力、
靈意」引合網路的連結，而在人體之內，受理感應的單位必是「小和子」的

作用。由是推論：人體的小和子感應無形運作的機理必然與其本身的「靈敏

度」有關。此一「靈敏度」就是感應「無形應化、有形配合」的關鍵。如果

「小和子」蒙塵受染，則其連結無形的親和力必受影響。筆者認為帝門同奮

靜坐中的「原靈合體」如此，執行「天人炁功」如此，「命終歸天」時，性

靈的最終「落點」亦依於此。而這個「落點」的決定，與前述生命原素的

「溫度」→能量高低及相應的時空條件，有密切關係。

三、 筆者無法將師尊的「炁能」保留在身上，以資吸收或轉化，原因在能階落差
太大，無法相融。就修行的角度而言，從氣炁「相應」進入氣炁「相融」的

條件必然與靜坐「煉神」層次之高低有關。帝教同奮靜坐從煉神開始，學法

之後可以為人炁療，這是「氣炁相應」的實證；但師尊曾經提示筆者：「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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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產生功效的臨界條件是『氣炁相融』」。吾人於此得知，在「相應」層次

的炁功服務，功效來自無形的加持協護。師尊告誡我們「如果不遵守天律，

目無天理，貪天之功，無形將會收回天人炁功」。炁功救人是氣炁相應下，

無形協護的結果，如果不知進德修善，無法進入氣炁「相融」層次，則天人

炁功的運用必有其侷限，而突破此一限制的關鍵就在「煉神」功夫。真正進

入煉神境界時，氣炁和合，相融無礙。師尊說：「天人炁功一出手就有效，做

一個好一個」指的就是這個境界。帝門同奮未能「做一個，好一個」，關鍵

在煉神的功夫不足，氣炁無法相融。

四、 師尊的「炁能」流經筆者身上，雖然沒有被吸收，但其流轉的過程卻已經著
著實實的引發筆者身上「微細粒子→小和子」的振動，由此提昇身上能階。

筆者昏睡 12小時配合身心內外的能量轉換，對修行人而言無寧是一項曠劫難
逢的機緣。無形做此安排，或許是藉由營造師尊當下的身心狀態，對筆者修

煉廿字氣功程度的「因勢利導」，也可能是藉此考驗筆者對師尊的向心與對

無形傳法的信心。

五、 如果沒有鍛煉廿字氣功，筆者當天也許只能加入在場同奮的天人炁功之列，
如此不但無法解除師尊的症狀，甚至更增加師尊的身心負擔。吾人或許可以

藉由此一過程，體會無形傳示廿字氣功在天帝教的深遠意義於萬一。

六、 當天動員多位資深同奮協助師尊，但無法解除師尊「炁能」積聚在週身之
苦，究其原因不是同奮的能量（溫熱）不足，而是出手的「向度」不對。從

筆者體會的靈體醫學角度而言，就是「溫、度」的條件沒有統合。師尊的鐳

炁加上多位同奮齊聚發功產生的的能量，足以震撼山林，論其「溫→強弱」

的條件，足矣。但檢視其方法，發現其「度→方法」的作用有所不符。「度」

是對應的角度、法度。師尊受「炁能」圍繞而無力排除，以人間觀點而言，

有其負荷之苦，但人間復以金光加護，則使其有形負荷更為加深。這個狀況

在處理的法度上，不該「增加」而應該是「化解」。天人炁功的「收、放光

法」本來就有化解之功能，但它只能對應於「陰、寒、邪、濕、濁、雜」等

病氣，無法收放「炁能」。因此對於積聚在師尊身上的炁，不能收、也無法

放，那就只能「導」。導「炁」用的方法，對應的就是「溫度」中的「度」

→「法度」。

七、 筆者於師尊在世之時，已經多次證實廿字氣功的功用，但當時教內的共識與
自身的鍛煉都仍不足，需要更深、更廣的磨合，因此只能獨自探索、從不張

揚。師尊證道後 10年，廿字氣功鍛煉的掌氣逐漸形成。為求實證，在民國
94年辭去所有教職，獨自迴入紅塵，進行研發與實做。歷經多年的困頓衝擊
後，卻在民國 102年春季，接觸靈體醫學時驀然覺醒。發現以前看不懂，甚
至感覺漠然的「和子、電子、生化、氣化、心性系統、靈意網路」在當下竟

是如此清晰明白。原來聖訓指示「廿字氣功銜接天人炁功進入自救救人系

統」的介面，就在靈體醫學所指的無形網路的作用。

案例三：

要旨：  經由在天安太和道場配合無形傳輸求超靈的經驗，體會氣炁「相應→相融」
的基本條件，在於人體「小和子」面對外界大環境的感應能力。

背景：

一、 一炁宗主在民國 75年間降訓：「為回歸自然的同奮興建一處養靈的處所」。
籌建之初，原名為「養靈寶塔」，後經天人研議，定名天安太和道場。

二、 師尊師母於民國 82年 5月在苗栗縣三義鄉為天安太和道場主持動土典禮，拉
開天安團隊艱苦奮鬥的序幕。

三、 民國 88年 921大地震，兼職天安太和道場的林光謗開導師殉職。同年年底，
筆者出任天安太和道場，奉師尊無形裁定神職名稱為「引導師」。

四、 天太和道場的主體建築分為「清涼殿」與「同濟殿」。「清涼殿」殿主為清涼
聖母，「同濟殿」則奉濟佛主為殿主，並於頂樓設宗主殿，奉一炁宗主為殿

主。天安太和道場每月初一、十五執行超拔法會，必定加誦《一炁宗主說人

間清涼經》。

五、 民國 91年陰曆 7月 15日民俗中元節，天安太和道場當次的超拔法會就在天
帝教最後一次清涼勝會前 7天，當天也是無形透過天安太和道場的機制運轉
地曹求超靈前往天極行宮整隊候超之日。

六、 民國 89年及 90年的第一、二次清涼勝會，筆者都在天安太和道場任職，並
且全程參與在天極行宮舉行的法會。前兩次中元節超拔法會，筆者在天安太

和道場主持的儀式中，並無特殊的感覺或反應，但第三次清涼勝會前的超拔

法會則在主持儀式中經歷前所未有的衝擊。筆者認為應該是天安太和道場的

硬體建築完工，無形對地曹求超靈的接轉，改由人間的地曹道場執行所致。

經過：

一、 當天早上 09：30時，天安太和道場法會引磬初響，同奮分別就位後，步入主
持人位置的筆者，突然感覺自己陷入極陰之境，全身寒冷，彷彿被壓挾進入

一層無以名狀的森嚴空間。初始之際，仗著鍛煉廿字氣功多年，處理過無數

個案的經驗，自認可以隨時引動「熱能護身」而不以為意。但隨即發現在層

層無盡的寒氣包圍中，不僅氣功熱能無法點燃，丹田元氣也被重重寒氣封

鎖，不能起動。隨後感覺週遭壓力愈來愈重，不但氣血凝滯、周身乏力、神

識模糊，全身上下更沒有一寸地方聽我使喚。在司儀的口令指揮之下，雖然

拼盡全力，勉強請經領誦，但卻意識到自己的能量完全消失，隨時有斷氣昏

厥之可能，當下只能憑著一絲念力，維持身體不致倒下。

二、 中元節的天氣炙熱，但現場電扇吹風對我卻有如寒冰刺骨，令我身心顫慄，
手中捧持的經本，有如百斤之重，兩隻手完全無法支撐，因此只能將經本平

放桌上，用手掌抵住桌面，每段開口領經都嚴重消耗僅存的氣力。當時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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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想著後面同奮應該有人發現異狀，或許可以搬張椅子讓我坐下，但事實證

明後面同奮對我所陷危險渾然不知，彷如兩個不同世界一般。此時內心警覺

絕對不能鬆懈，只能拼著性命硬挺下去。儘管神智已經糢糊，呼吸接近停

頓，但憑著多年煉功「止息提氣」的經驗，勉強在生死一線之際，提醒自己

無論如何都要支持到底。

三、 天安太和道場法會不同於一般教院的是，誦完《廿字真經》與《奮鬥真經》
之後，主持人必須移位到神桌旁的「蓮花座」之前，獨自誦唸《一炁宗主說

人間清涼經》，以個人身分對求超靈進行撫靈。此時現場的同奮只能保持肅

靜，默誦廿字真言進行協護，用以穩固主持人所對應的無形環境，此一過程

極其嚴峻，不容一絲差錯。

四、 筆者憑著一絲信念，在即將昏厥之際奮力走到「蓮花座」前。在用盡最後一
絲氣力請經啟誦時，感覺一股無形能量，從頭頂直接貫穿而下，瞬間通透全

身，有如闇室亮燈、一元復始，被壓制的廿字氣功在剎那間轟然起動，全身

氣血開始流轉，神智逐漸清明，當下回神復氣。

五、 法會結束後，從會場落地窗的反射中，看見自己額頭發亮，神氣交泰。

回顧與探討

一、 當天的天安法會之後 7天，陰曆 7月 22日，在天極行宮舉行的第三次清涼勝
會結束時，聖訓傳示：當次求超靈總數為 145億。

二、 筆者當天在天安太和道場超拔法會所站的位置，正在地曹傳輸求超靈的人間
管道上面，我的作用是維持傳輸運作。如果當天未能堅持而崩潰，當次的無

形傳輸必然中斷，對清涼勝會的影響無法想像，而位處陰陽臨界點，擔任維

持工作的主持人也必然魂飛魄散。

三、 當天移位「蓮花座」，在感應無形傳炁之前，我的身體已經冰冷、氣血凝
滯、精神潰散，距離魂魄離體只有一線之隔。除了信心與責任之外，我的週

身內外完全空洞，一無所有。於此之際，能夠感應無形「炁能」傳輸，讓我

瞬間「回神復氣」的，必然是身上的小和子與無形網路之間的應化作用。

四、  「生前不修，死後即無能為力」，但天安撫靈經由「安、引、淨、養、煉」的
過程，可以濟幽渡冥。其建構與運用的機制，應該就是對亡者的性靈：「小和

子→和子」的救渡與整補。

五、 天帝教的修行次第：「培養正氣→鍛煉元神→成就封靈」，此一過程與人身
「小和子」的存有與昇華，以及「生化、氣化、心性」系統，靈意網路乃至

整體電力引合網路的功能有密切關係。

六、 當次在生死一線中體會的無形應化，開啟廿字氣功三段功法「神氣交泰」的
法要，其時間點就在師尊賦予研發任務的第 11年。3年後的民國 94年，廿
字氣功掌氣形成，就研發時程而言，完全符合師尊提示修煉 30年之中第三階
段的成就時間。

參、廿字氣功「修煉與救人」的要義

一、 廿字氣功是有為法，依持廿字真言接引天地正氣，從人體起修。將人身的
「丹田元氣、臟腑營衛之氣、呼吸氣」與「天地正氣」和合為一，經過念力

運轉產生磨擦激盪，化為內氣產生熱能，可用於氣炁相應狀態下的自救救

人。再經過靜坐煉神的自然運化，將內氣向「真氣」的層次提昇。真氣在

「貫注能量、排除病氣」等作用上，可以發揮更高層次的功能。

二、 廿字氣功產生能量的基礎是從人體的鍛煉而來，是「人性」的。天人炁功的
能量從大自然的浩瀚宇宙接引而來，是「神性」的。依據筆者的經驗，廿字

氣功的能量可以在天人炁功的「灌氣法」中銜接運用，因為它們來自同一管

道：「廿字真言」的接轉。

三、 從靈體醫學生命原素，「溫度」的角度來看，寒氣是傷害生命的最大天敵。
而廿字氣功運作時產生的熱能，正是袪除寒氣，提供生命「溫、度」最好的

功法：民國 92年農曆 7月底，在筆者住家，雲林縣虎尾鎮內，民俗「關鬼門」
的儀式中。一位佛教的師姐，在隨著信眾逛過鬼門關的牌樓底下時，突發大

悲心，迴向鬼眾，希望藉自己的修行功德協助眾鬼得渡。當天晚上子時一

到，她禁不住陰界力量的拉扯糾纏，全身發冷，臉色慘白，不停的顫抖掙

扎。筆者趕到她的住處，看見她躺在床上雙手緊握，近乎抽搐，全身縮成一

團，兩眼緊閉，嘴中喃喃唸著一些無法解讀的語言，屋裡的溫度近乎冰點，

週邊氣場仿佛停滯。筆者提起 氣，雙掌分別搭接她的頭頂與肩膀，直接貫

氣，一瞬間我的眼臉與手掌全被熱氣籠罩，內氣提昇至最高點，當下信心大

增，勇猛直前的運功加氣，將她身邊的陰寒之氣一層一層的化除。經過約一

刻鐘的拉鋸戰之後，病人停止顫抖，慢慢的開口呻吟。我請家人扶她坐起，

端杯熱水要她緩緩飲下，沒想到她一口氣將熱水全部喝光，接著開口還要續

杯。「溫度」，包括「溫」與「度」兩個面向，「溫」是能量對應的高低；

「度」是能量對應的空間、角度、次元、層次。如果當天在能量對應的拉鋸

戰中失敗了，求助者的生機可能掉入極度陰寒的空間，生命現象可能終止。

四、 廿字氣功磁場的能量，可以超越肉體障礙，對身心靈產生安頓作用：民國
100年 9月某日，前高雄市掌院副掌教許光廢開導師，因為淋巴癌四期，經
過多次手術及 30餘次的化療無效之後，醫院以癌細包侵入腦部，指示家屬準
備為他做腦部「放療」。光廢在昏迷之際，連人帶床被推入醫院地下室的放

射治療中心，在等待製做「頭盔」的時候，因為無法言語、視力與聽力都消

失的他，心靈上可能意識到自己即將面對致命的處理，而開始反射性的燥

動。醫護人員為防止意外，將他手腳緊綁在床架上，讓他完全無法動彈，但

此一措施讓身陷黑暗的光廢更加驚恐。筆者到達現場的時候，看間光廢在五

官失能，無法與外界溝通，四肢被捆綁，甚至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緊張情緒

下，極度扭曲的臉孔，知道任何語言與撫觸都無法安撫他。面對深陷無明恐

懼的老友，筆者鼓足內氣，如同以往為他貫氣一般，握住他的手掌及肩膀緩



打掃心上地　坐出性中天 廿字氣功對靈體醫學與天人炁功之回應

248 249

緩的傳氣。沒有言語安撫、沒有鎮定劑作用，光廢在接到我貫氣的同時，整

個人安靜下來，全身放鬆的安然入睡。醫護人員拿著器材走過來，聽見他呼

氣打酣的聲音，訝異的問我，這是不是就叫做氣功，我回答：「他熟悉我的

氣，所以放心了」。廿字氣功無法解救他發現得太晚的癌症，但在守護他的

心靈上，我相信一定可以產生功能。民國 90年 6月 22日（辛巳年五月二日
辰時），首任首席使者在答覆靈體醫學分組的請示時，指示：「靈體醫學可以

強化並運用小和子之功能，隨時與任一小和子作連結性運作」。這個指示讓

我們知道，人身小和子在接受廿字氣功、天人炁功協護時，可以超越肉體功

能的限制而傳導訊息；從手掌、肩膀，收到能量的小和子，在身體功能失效

的情況下，超越障礙，傳導訊息，讓身心放鬆放寬，更與體外的和子能量感

應，進入靈體。天帝教「不能救命，也可以救靈」的功法，在天人炁功與廿

字氣功中，以「灌氣法」為其共法，如果能夠救靈，沒有天人炁功與廿字氣

功之分別。雖然在名稱上，天人炁功以「灌氣」為名，廿字氣功稱為「貫

氣」，取其貫通之意。

肆、廿字氣功對靈體醫學之回應

一、 從廿字氣功角度看和子對小和子的作用：人身與大自然的共構功能來自和子
→小和子的作用。小和子從和子的三分之一分化而來，沒有那在體外的三分

之二的和子對人身小和子的關注與呼應，人身無法煉神還虛，也無法接應無

形能量。天人炁功的能量傳輸依此而作為，廿字氣功的修煉亦以此為連結。

二、 廿字氣功的鍛煉從人體的小和子下手：提昇人體小和子的能量有許多管道，
廿字氣功的鍛煉中，默唸廿字真言，運轉內氣產生激盪作用，對小和子的能

量有「充填、淨化、整補、提昇」乃至儲存之功能。

三、 廿字氣功自救救人所用的，是經由修煉者運轉內氣，在體內「溫養、激盪」
所產生的熱能：它對氣血運作有調理之功，可以中和陰陽，調理寒熱。最主

要的是它能夠不經任何轉化的程序，直接被人體吸收，參加並提昇人體本有

的自癒功能之運作。

四、 廿字氣功的鍛煉與運用，依憑於靈體醫學的「生化系統」之功能：靈體醫學
「生化系統」的作用與人身臟腑的功能相互應合，廿字氣功貫氣法所用的

「熱能」，從人體臟腑之氣，經過磨擦激盪而產生，可以直接對求助者「虛

弱、耗損、退化、傷害」的臟腑產生整理的功能。

五、 未經淨化的小和子，在離體之後會相互感染糾纏，形成劫氣，影響世運人
心：生命的延續與多度空間的和子連結有直接關係，生身期間，如果不知修

行自救，小和子在五濁惡世之中，不斷遭受「陰、寒、濁、雜」之氣的侵襲

圍堵而產生質變，影響生命的運作。最嚴重、最堪慮的不是生命的結束，而

是此一遭受浸染破壞的小和子在肉體崩解之後的去處。倘若沒有適當的引

導，會相互聚集、激化，形成「劫氣」，影響大宇宙的生命運作。天安太和

道場的淨靈儀式中，有一句口訣：「三魂六魄去，一魄戀塵埃」，指的就這一

個迷戀塵埃的粒子。被層層裹覆的小和子，因為遭受汙染而不能自拔，進而

相互浸染擴大，成為毀滅萬物之「劫氣」的最大來源。天帝教每年舉辦的祭

祀法會，天安的撫靈，各地教院的超拔，都是在對這些蒙塵的生命粒子進行

最後的拯救。

六、 廿字氣功有屬氣的作用也有屬靈的特質：廿字氣功可以自救救人，因為在人
身所屬的多重宇宙之中透過廿字真言的接引，它可以銜接無形能量的運作；

在氣炁「相應→相融」的境界中，它成為無形能量運作的載體。

七、 在「道法懸絕」的困境中，期待《炁靈學》的傳世：20多年來，透過天人炁
功與廿字氣功在人世間不斷的交織磨煉，從已知的驗證與聖訓指示中，筆者

了然於廿字氣功的真正效應，在透過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的研究與體驗，開

通天人炁功在「炁與靈」之間的真正效應。《炁靈學》是天帝教《三期匯宗天

曹應元寶誥》所列，奉　玄穹上帝親降御定，是應運復元救劫大法的法寶，

由清虛天王所著。可惜走過天帝教天人炁功鼎盛的年代之後，我們仍然無緣

接受《炁靈學》的指導與教化。希望透過教內有心同奮對靈體醫學的學習研

究，開啟無形傳示《炁靈學》的契機，為天帝教 7000年的法運點燃指引的作
用。

伍、廿字氣功對天人炁功之回應

一、 天人炁功有無形加持，除了運用金針金光時不得碰觸身體之外，在使用「灌
氣法」時，可以搭接對方的手腳：廿字氣功沒有無形能量參與，其用以救人

的方法稱為「貫氣法」，取其「貫通病灶、補充氣能」之意。貫氣法運作的

能量是從執行人身上的內氣，經由念力引動，透過「磨擦激盪」產生的熱

能，透過執行者的掌心，從搭接點直接傳輸予求助者。因為是從人體鍛煉出

來的，可以與人體直接相應、不須經過折轉，所以求助者在接受廿字氣功的

貫氣法時，可以明顯的感受到熱能的傳導狀態，敏感的求助者在接受貫氣的

過程，可以很清楚的描述熱能在身上傳導的路徑。

二、 處理病症，必先排除其病氣：廿字氣功運用的熱能，具有人性的氣質與內
涵，可以協助病體排除病氣，使其受損的病體獲得熱能補充與調理，以利於

人體自我療癒功能的發揮。多數的求助者在接受貫氣協助之後，最常見的現

象是感覺患病的部位「氣順了，輕鬆多了」，如果能夠配合動功協助，或再

接受天人炁功調理，效果會更快速、明顯。

三、 廿字氣功的貫氣法與天人炁功的灌氣法都屬「觸體療法」：天人炁功的接觸
點在手腳。廿字氣功的貫氣法，依據民國 94年 7月在鐳力阿道場 105教室由
第 2任維生首席主持的廿字氣功簡報時所做的裁示，接觸點限於背後，從頸
椎至腰椎以上的督脈一線。

四、 病體出現「浮筋」現象的探討：根據多年貫氣經驗，人體的臟腑出現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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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其與脊椎連結的路徑上，會出現「浮筋」現象，顯示該臟腑正處於作

戰狀態，其原因或許與人體的自癒系統的作用有關。此一反應在當前醫界似

乎尚未引起注意。廿字氣功的觸體模式，隔著衣物，藉由手指指腹的接觸，

在病體與督脈之間找出浮筋的位置，對此施予按揉後貫氣，可以依其連線，

對患病受損的部位產生調補作用。

五、 天人炁功的能量透過無形傳導，是「神性」的。廿字氣功的能量由人體運
作，是「人性」的：從神性到人性，居中連結的共通管道則是廿字真言。在

天人炁功與廿字氣功的運用中，廿字真言的作用無分無別，落差只在個人的

修為。聖訓所指天人炁功與廿字氣功的「銜接」條件，所指的應該在於執行

人的修煉是否真正進入煉神功夫的氣炁相融層次。真正到此境界者，天人炁

功、廿字氣功在運用上雖則分層調理，在能量接轉之間實則融合無礙。

六、 坊間氣功學者以「內氣外放」的方式，直接傳導內氣用於救人，與廿字氣功
經過「溫養→激盪」，從內氣產生熱能，再運用熱能救人的方法不同。運用

廿字氣功自救救人，發放的是熱能，不是自己的內氣，換句話說，執行人沒

有消耗內氣，對於施救者本身沒有後遺症。

陸、結語

從 20餘年前在師尊的「無為居」跪接維法佛王聖訓，奉旨研發，及至掌氣成
就之後的自我解職，遠離廟堂走馬山林，都各有其因緣。

我曾經睥睨於教內的指責與誤會，因為面對歷史，我俯仰無愧。

如今稽首天地，體悟這些「逆增上緣」的始源，莫非也是天意。

師尊期許我以 30年時間（80-110年）完成研發，我必生死以之。

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結構探討

劉緒潔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之結構內涵，針對科學界及宗教所共同關

注的命題進行比較研究，期望在學理上與修持上獲得相互融通的觀點，可以作為

進一步研究及提供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內容共包括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前言，

以人類關注生存時空的基本大問，作為本文探索的動機；第二部分針對現階段天

文學對宇宙結構的觀察與認知提出簡單彙整，包括天文學發展與天文觀測技術、

以及針對各等級天體尺度之宇宙結構內涵及運動規律進行整理；第三部分以天帝

教教義及天文學觀點對宇宙結構進行比較，先提出整體宇宙基本架構，說明正反

宇宙中九大銀河星群之結構與意義，並針對五大旋和律與天文學內涵進行探討，

尤其是各類旋和律及其相應之旋風軌道，並估算本太陽系旋風軌道炁圈半徑，另

外簡單論述靜參境界與五大旋和律及各類旋風軌道結構關係；第四部分論述無形

天界層次與有形宇宙之結構概況，包括正反宇宙、九大銀河星群與無形天界之架

構關係、各大宗教無形天界之重要單位與組織、及第四及第五類旋和律中之各類

型生命靈團；第五部分結語，提出：本文內容應可作為科學及宗教會通之初步成

果並可作為相關研究參考；現今天文觀測及論述之宇宙大尺度結構尚未發現旋轉

運動之規律，本文所論內容應值得進一步驗證；以恆星間炁場平衡後之旋風軌道

炁圈半徑，作為計量恆星系統大小之認定方式應可供參酌；天帝教教義及聖訓所

論及之無形及有形宇宙結構，以及各次元天界組織內涵，可作為修持及安住生命

之參考、以及理解與協助諸天上靈調和宇宙之依據，值得參酌深思。

關鍵字：炁理、宇宙、正宇宙、反宇宙、有形宇宙、無形宇宙、九大銀河星

群、星系、旋和系、旋風軌道、恆星旋風軌道炁圈半徑、五大旋和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