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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宗教哲學與科學研究的結合是師尊一直努力的方向。在環境資源與唯物論之
限制下，如何以科學方式佐證本教經典內涵，為可探討之議題。以科學發展來
看，若理論先建立，可由實驗驗證。反之若實驗先發現，則可建立模型解釋。通
常兩者交錯進行。今日科學與宗教哲學都發展至各自一定高度，也可依此模式建
立三者之連結。本文將以現今已發現之科學粒子對應經典，說明天人文化與科學
內涵。
《道德經》四十二章言物質生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
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天帝教經典與科學也可歸納出此架構，並說明
「三元論」之必要性。但是，經典所言為高維度之世界，以吾人四度空間之角度
無法完全解析。但可依「清濁微重—快慢輕重」、「先質後能」、「由簡至繁」等
觀念，建立天帝教、哲學與科學之共通架構。

關鍵字：清濁微重、三元、科學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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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這幾年筆者試圖在科學與天帝教教義間尋找聯繫，因自身背景關係，以高能
物理與教義對應之角度，由小範圍之名詞對比及大範圍之結構對應出發。去年因
受維生先生天人實學課程啟發，將中國哲學注入過往的推論，企圖勾勒科學、哲
學及天帝教內涵之共通架構。然而，哲思需要啟發與累積，筆者自知過於生嫩，
感謝去年研討會時，維生先生及其他同奮不吝指點與建議，讓筆者今年得以總結。
去年口頭報告時，提出「《新境界》、《道德經》、《親和真經》與現代科學的
對比」，旨在歸納自然物質生成的現象與脈絡，其中「清濁微重」可為自然與生
命現象的共同特性，「快慢輕重」則是他們運作的共同法則。本文將從不同角度
釐清此假說之細節，另將科學上現已發現之粒子與教義之陰陽電子逐一對應整理。
化延毀滅為本教使命之一，在爭取時間的同時，科學亦不斷發展。而宗教科
學化亦為本教訴求之一，但受教內人力物力所限及主流科學之唯物論證，仍無法
有系統的拓展。因此筆者認為，藉由科學與宗教間的名物探討，補充天人文化
（經典與科學），乃當前較可行的途徑之一，是以本文期能建立一宗教與科學互證
模型，未來也能繼續增添補充。故必須先強調，本文雖是研究報告，但天人角度
差異甚大，科學發展亦未全盡，目前先以特性描述對應，其正確性還需逐年修
正。同時期能隨科學進步，逐步驗證教義經典，使本教內涵更能為人所認同，相
輔相成。

二、經典對比
去年筆者討論物質生成論時，是以《道德經》四十二章之「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為主要架構。幸獲維生先生指出重要瑕疵：不能僅由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明生成順序，自然的精髓為該章接下去所言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整段必須同時討論，架構才算完備。
是以本文的基礎為去年的生成論，加入「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核
心概念，以《道德經》四十二章為理論架構基礎，從哲思論辯與名物探討，簡論
科學粒子之新境界。首先，我們必須先對比哲論上的生成規律與粒子物理的關
係，茲將經典對應整理如下表：
《道德經》
道生一
（先天炁）

《親和真經》

粒子物理

《新境界》

大霹靂、暴脹
希格斯場 Higgs

天液界

一生二
（陰陽）

同衡相衡
異衡相列
微至微重執重

夸克—膠子對
夸克—反夸克對
局域規範不變性
自發性對稱破缺

和合界（溫度）

統一力？
強力 QCD
質中子、原子

二生三
（清濁和）

強力 QCD
電弱力 QED

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

異氣是求
同氣是離

沖氣以為和

十大天人

電磁力
重力

分化界（陰陽）
扭合變電、電力

化電界
和力、旋和力
化炁界

《道德經》描述從無到有、一到萬物之各階段變化，「道生一」，上帝為道
（太極 1），一為先天炁、浩然元氣；「一生二」，二為陰氣、陽氣（教義之陰陽電
子）；「二生三」，清氣、濁氣、和氣（教義之陰陽電與和子，一說天地人）；「三
生萬物」，陰陽電組成原子乃至物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王弼注
曰「雖有萬形，沖氣一焉」，便與精氣神、教義和子與電子之一元二用相同。由
上述可知從陰陽建構萬物的雛形，此為老子觀天（自然）之心得，為老子的自然
物質生成論。
若只談架構與流程，《道德經》之說明已足，然未能解釋作用方式，而《親
和真經》旨在闡述各電子（粒子）在化電前後之作用，正可作補充說明。
《親和真
經 》 其 中 有 言「 二 大 勝 善， 曰 同 曰 異 」， 又 言「 四 善 」 清、 濁（ 質 ） 微、 重
（衡），可知作用分屬兩種類別（維度），雖看似三階段生成，但質衡之作用應為
同時發生，且較能與科學描述對應。是以筆者補充去年的「三階段循環生成」說
法，進一步將質衡之作用對應陰陽：「質」乃陽電之度量，「衡」乃陰電之度量，
故陽電的運作依照「同質相引，異質相悖」之規，而陰電則以「同衡相衡，異衡
相列」之律，此二者乃「一生二」後至「二生三」前之連續作用模式，不可單一
而論。循環更迭，反覆不已，為生萬物之基礎。
達到適切熱準後，「陰陽扭合」變電（氣），接著陰陽電堆積比例之不同而生
清濁不等之基本氫、氧、碳元素，此時需有陰需有陽之作用而達到一束縛態，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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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相引
異質相悖
清其清濁其濁

周敦頤《太極圖說》在太極之上加入無極，從《天曹應元寶誥》中〈上帝聖誥〉可知兩者雖有前後，但已
非人類可理解，故本文不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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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引與異引同時發生。接著和子（靈魂）再與之達一穩定態（或稱「和」），才能
生萬物。而「二生三」至「三生萬物」間，「三生萬物」後，則主要依照「異氣
是求，同氣是離」之律，即吾人熟知的電學定律。

積分化的過程，可對應分化界之間。接著至化電界乃可視界，即是現今宇宙，其
中和力之作用將在後文討論。化炁界則是精神修煉再上去的階段（不同維度但可
為重疊空間），此成分也有很多研究報告，在此不再贅述。

基於所處之時空，人們多從「三生萬物」後的角度觀察自然，因而習慣以電
學定律闡釋，但在更微觀或巨觀的尺度，質衡規律仍然成立。《親和真經》之「清
其清、濁其濁、微至微、重執重」說明清濁微重的作用方式，綜觀之，可得「清
濁微重—快慢輕重 2」乃跨界之定律，具有最高度之對稱性，此乃本文核心概念之
一。但其運作方式單以文字說明仍然過於抽象，此時便需物理基本作用力之說法
來補充：即源頭來自相同之統一力，在隨時間演化及能量下降後（對稱破缺 3）後
以不同力之方式展現，不同尺度都同時存在並不斷發生，但在各尺度有不同之決
定性作用力。例如，熱準之上（可視界宇宙）的電符合電學定律，而達到相當演
化程度之生物也多是異性相引。

三、粒子對比

又例如，「同衡相衡，異衡相列」是陰電的排列方式，在各尺度皆可找到對
應：從中子質子依軌域結成原子（相衡），電子也依軌域形成電子雲（相衡），環
繞於原子核外（相列），乃至異引階段，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此處陰陽乃熱
準或交互作用力的強度。同理，月球繞地球、地球繞太陽、太陽環繞銀河，銀河
環繞宇宙等，都是負陰抱陽，因為宇宙中心乃最高能量之處（暗能量與暗物
質），可類比恆星內部的核融合反應溫度又比行星地函溫度高出許多，是以低能
繞高能運轉。而行星、恆星與星系的形成，與原子一樣是質量的累積（相衡）與
旋轉（相列）。此兩者皆為陰陽扭合至化電界，同、異、引、排都持續發生，不
受尺度影響。
另外，相衡相列的約束力來自陽電，而其「第一動」則應來自和子，教義稱
為電子力與和子力所成之「和力」，大尺度如前述宇宙天體之「旋和力」，合稱
「萬有動力」。和力本身在《親和真經》的敘述不多，但在《大同真經》「心氣相
志」後介紹許多細節，在此不再贅述，陽電與能量高低則在後文討論。但和力與
陰陽電子之交互作用非常重要，此時便需要教義與聖訓的補充，才能說明如何
「三」生萬物，亦即陰陽本身可結清濁不同之電，但要再進一步形成萬物，和力
與其之交互作用乃不可或缺的。
《新境界》以具象方式描述各個階段，可對應補充由前三者建構之模型。大
霹靂（太極或無極）可對應天液界。等溫度下降後至和合界，進行扭合變電、累
2 「清濁微重—快慢輕重」分別出自《親和真經》與《新境界》。
3 對稱破缺之概念請參見筆者或對稱破缺（相變）的概念，可用一簡單例子表示：鐵在高溫時是不具有鐵磁
性，隨著冷卻產生磁方向不同的小磁區，此時電子自旋的對稱性已經破壞。弱冷卻時加入外加磁場，可產
生永久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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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可知，經典與科學是以天人不同角度來闡釋自然（道），可從這些內
容彼此佐證與對應，以解說與建立宗教科學化模型。筆者期能依循此理簡論粒子
科學，是以筆者將目前科學確認之與陰陽電子可能對應子整理如下列表。
陰電子

同引異排

費米子 (fermion)

角動量的自旋量子數為半奇數的粒子。費米子遵從 立不相容原理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夸克 (quark)

上 (u+2/3)、下 (d-1/3)、奇 (s-1/3)、魅 (c+2/3)、底 (b-1/3) 及頂 (t+2/3)
三代夸克。其反粒子為反夸克具有相反電荷。

輕子 (lepton)

三代電子 (-1) 及三代微中子（中微子 neutrino），電中性具微小質量。

陰電

同排異引

中子 (neutron)

（束縛態）

質子 (proton)

（束縛態）

電子 (electron)
陽電子

同引異排

玻色子 (boson)

自旋為整數的粒子。玻色子不遵從 立不相容原理，即處於某一量子態上
的粒子數目不受限制（同質相引）。

膠子 (gluon)

膠子是傳遞強核作用力之規範玻色子。

光子 (photon)

光子是傳遞電磁作用力之規範玻色子。光震盪量子化之準粒子。

W±、Z 玻色子
(W± & Zboson)

W±、Z 玻色子是傳遞弱核作用力之規範玻色子，是 SU(2) 對稱性被希
格斯機制自發破缺後對應之波色子。

聲子 (phonon)

聲子是平移對稱性被晶格的點陣結構自發破缺後對應之玻色子。晶格震
盪量子化之準粒子。

電漿子

電漿震盪量子化之準粒子。

重力子 (graviton)

重力子是傳遞重力之假想玻色子（尚未發現），理論上必須永遠相吸
（同質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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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電

同排異引

原子核（陰電）

由中子與質子組成（束縛態），相對於電子雲為陽電。

以上對應乃基於科學粒子特性與教義陰陽電子敘述的比較。例如先天一炁玄
靈子之聖訓曾經提過：「聲子之作用與陽電子作用不完全相同，陽電子有聲子擁有
的特性，聲子則未必有陽電子所有的特性。」此處共通之特性最可能為玻色子之
特性。最常見的玻色子是光子，燈的強度增強，光子的數量增加但能量不變。與
陽電子的描述類似，十大天人具有不同數量之陽電子，可藉由修煉來增加數量或
改變能量。另外，玻色子與陽電子都質量為零或很小。
本文將目前發現之最基本費米子，包含夸克與輕子（電子、電中微子）列為
陰電子，組成宇宙之成分；將基本作用力載子之膠子（強作用力）、W±、Z 玻色
子（弱作用力）與光子（電磁力）列為陽電子，建構宇宙之連結。此乃基於陰陽
扭合變電的描述，期能有更好的對應。回到教義對未達熱準前之同引敘述，筆者
認為其可做引申解釋：先期宇宙處於高能量密度，此時以夸克—膠子漿（陰陽電
子）、夸克—反夸克對（陰）不斷相生相消，同樣的膠子也不斷的生滅（陽），與
教義陰陽電子同引類似。達到適切熱準後便成為「束縛態」之強子（表列陰電以
上）後成為異引。
目前並沒有已知粒子可完全展現陰陽電子之特性，亦無定義陰陽之物理量，
必須由多重途徑佐證粒子物理量代表之陰陽意義。此處特提出熵 (entropy)、溫
度、焓 (enthalpy) 與能量密度加以討論，說明陰陽之多重條件的可能性。熱準與
原子動能概念雖與此熵（亂度）和能量密度相似，雖也無法完全展現，但本文將
兩組物理量直接對應：亂度高則熵高、熱準低，亂度低則熵低（束縛態）、熱準
高，通常原子動能亦高。此為對現存時空的描述，無形（大爆炸）以前不在此限。
「萬物負陰而抱陽」和「清濁微重」兩觀念仍是上表列對應之骨幹，陰陽非
絕對而是相對的二元性，尤其在形成萬物後，陰陽以不同比例並存於萬物中，無
法絕對分離。人類受限於四度時空，物理量常以絕對性呈現，所以兩極對立為我
們所習慣的邏輯，但陰陽不能僅從對立面理解，其根本原因為經典描述的特性屬
於多元性質的高維度。因此，人們觀察到的特性都是高維度投影至四度空間，呈
現收斂後的多維資訊，而非投影前的本來面貌。例如 W±、Z 玻色子是對稱破缺
後的規範玻色子 4，理論上存在破缺前的規範子但尚未發現，需要更高能量的實驗
回到先期宇宙的尺度，而其特性更像陽電子。而固態物理上的聲子與電漿子也是
對稱破缺後的粒子，其特性也是類似陽電子。故教義之陰陽電子應為更高維度之
4

根據 Nambu-GoldstoneTheorem 指連續對稱性自發破缺後必存在零質量玻色粒子。但實驗發現的 W±、Z
玻色子具有質量，所以必須引入希格斯機制加以驗證。請參見 [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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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但在四維時空有如表列之對應（投影），陽陰之上下連續關係將在後文表
列討論。
科學上強調驗證的重要，但當前實驗無法直接證明理論正誤時，會採取其他
途徑與理論比對，並依科學發展逐步驗證或修正。例如，去年筆者曾介紹希格斯
機制，今年粒子物理界在加上倍增的數據後，已經正式宣布，去年發現的類希格
斯粒子 (Higgs-like)，確實為希格斯玻色子 (Higgs)，科學家仍積極累積與分析數據
以判斷是否可與標準模型 (StandardModel) 對應 [10]。筆者試圖建立宗教與科學連
結模型之概念，便來自此高能理論與實驗可對應並互證的模式。

四、先能後質
前述各種粒子，乃以物質型態呈現，若要由物理粒子逆推「道生一」的過
程，愛因斯坦的「質能互變」定律提供了良好途徑。其內涵為闡釋質能乃等價但
狀態不同之物理量。例如核能發電便是質轉能，而大霹靂後宇宙冷卻生物質便是
能轉質。
《天人文化聖訓輯錄》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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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其構成最簡
單的初期元素，就是今日你們所稱呼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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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世界的初基元素是『碳』，更由此『碳』形成有機世界，物質界產生濁重的
陰氣，陽氣與陰氣、質輕的元素與質重的元素，交集形成多彩多姿的紅塵環境。」
此段敘述加上教義昭示了宇宙形成順序，同以陰陽相對的概念描述物質生成，是
為「先能後質」。
天文粒子物理上對於宇宙的形成，一般從大霹靂與暴脹模型談起 [11]、[12]，
基於廣義相對論、宇宙背景輻射、哈伯常數（膨脹速度）與星系分布等數據，以
ΛCDM 模型為標準。此模型亦為「先能後質」，將於下文與教義和聖訓綜合比
對，說明質能和宇宙生成之順序。此外，聖訓所指之「炁」已然超出四度空空
間，乃更陽之氣，炁氣茵蘊憑藉和力，此處不特別對應說明。

五、由簡至繁
教義與科學都闡釋了基本作用力及物質生成，從太初、大霹靂，乃至現今宇
宙，便是「清濁微重—快慢輕重」於不同尺度、維度之連續作用，但非單一線性
的呈現，筆者將以多種基本力展現的形式，分述各階段及簡述宇宙生成之順序。
能質（炁氣）之作用可回歸宇宙初期，在大爆炸之前，宇宙是密度能量無限大之
奇異點（無形），爆炸後立刻等向暴脹、冷卻，但此時溫度、能量仍非常高，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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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和膠子持續交互強作用（同引）。隨著宇宙膨脹和溫度逐漸降低，粒子能量下
降到某閾值時產生對稱破缺，光子、W± 和 Z 玻色子（陽電子）產生，則電弱交
互作用也持續發生。
時間再推移、能量便下降至高能物理實驗範疇。夸克和膠子結合形成了諸如
質子和中子的重子族，當時夸克的數量要略高於反夸克，而現今物質的數量也要
遠高於反物質，此為物質之對稱破缺，其原因目前猜測為中微子，但仍在實驗階
段。此時是強力與電磁力的同時作用，但前者遠大於後者，這便是教義所謂一定
熱準之陰陽扭合，故夸克與膠子扭合束縛成強子（中子、質子、介子）與原子
核 5。所有物質（陰電）都需要氣（陽電）之交換，此也類似傳統氣氣交換的概念
（不同於上述之炁氣），氣可以是所有的規範玻色子。
接著便有輕元素如氫、氧的產生。由於質量的塌陷、天體的形成，重元素也
出現。便同於聖訓炁、氫至氧的敘述。這些元素是生物生成之基礎，元素的形成
是「二生三」之準備。生物從胚胎、細胞分裂（累積），器官特化（分化），和子
進來後形成生命體。「三生萬物」這個階段是累積與分化不斷循環，此時主要是
靠電磁力作用，也就是《親和真經》的「同氣是求，異氣是離」。陰電陽電組成
生物體，不同的陰陽電比例（相對性），形成高等與低等生物的差異。陽電是組
成物質所必須，但不提供質量，從抽象的文字來看，陽電的一種可能就是所謂的
後天氣，也是目前為世人廣泛接受，卻未有實驗完整證明之概念，但不影響物質
生成的推論。
然則，累積與分化的特性為「由簡至繁」，乃為宇宙生成之徑，回到較大尺
度之銀河系、太陽系等天體的生成，順序也是相當類似（但時間上早於前述生
命）。前述各種物質以巨大分子雲型態存在，重力的原因讓他們同質相引，在某
個地方重力塌陷，也就是不對稱的產生，再以某外力的推動讓他們能「同衡相
衡，異衡相列」，而產生太陽繞銀河系、地球繞太陽與月球繞地球等相對（相列）
之「穩定」關係。同樣地，從質量的累積到星系生成前，是「二生三」的準備，
而「三生萬物」之推動力是否僅靠著機率，還是有隱形的手？對稱破壞之時是否
有外力？
可循《道德經》之「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物質相對於氣為陰，需要
氣充以達到穩定熱準；氣相對和子為陰，和盈以成萬物。物質生成與自然之道同
理，從小尺度到大尺度，皆不斷演示此道，另整理如下表：

陽電

5

和子

作用力

陽

仙佛以上

鐳力

陰

自由和子

和力

作用力

此時粒子與反粒子湮滅變回能量，便是現在所觀察到的能量密度，以宇宙背景輻射的形式存在（主要為光
子，少部分來自微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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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可觀測）

陰電

物質

陽

原子核

太陽

陰

電子雲

地球

陽

氣

親力

陰

光子
膠子
W±、Z
重力子

電磁力
強力
弱力
重力

四維以上（未發現）

《親和真經》的「同質相引，異質相悖」，仍是「陽動光氣」的法則，所以炁
氣交感，熱準不同無法交流。表格右上乃呈現陽、動、力之特性。「同衡相衡，
異衡相列」，仍是對「陰靜精血」的法則，所以物質堆積，依照次序排列，無法
超脫時空限制。表格左下則呈現陰、靜、量之特性。
堆積分化乃至於穩定態，也就是由二元進入到三元的關鍵。此過程應非偶
然，而是緩慢連續的過程，教義清楚指出，若有電子無和子，僅會呈現最單純的
自然現象，僅有光、氣及水，動植礦物均無法產生，也就是停在二與三之間無法
前進。老子「三生萬物」之三元論可與此對應。
所以前述「清濁微重—快慢輕重」能統一解釋所有可視界之自然物質作用。
形成萬物必須是：電力（陰）、親力（陽）、和力（和）的交互作用。然而，靈魂
的力量是最重要卻未發現之推動力，也是物理上僅能用巧合解釋之出發點。若能
證明存在，便能以一更大的對稱（統一律）來驗證本文之模型，但反之，若靈魂
的力量不存在，則不論經典或科學角度，都無法完美建構。僅用一般人所熟知的
二元論，從對立面去解釋是無法說明的。教義所示下的宇宙，遠超出我們所了解
的四度空間，此時陰陽為相對性，並有相對於陰陽的「三」存在。另外須注意，
如同清濁為陰陽之比例組成，萬物三元也是比例組成。例如，人若是清濁和比例
相當，則聖的濁之成分更少，至仙佛則無濁之成分。反之，飛禽走獸和的成分較
少，而礦植物更少。
在三元論的前提下，教義對和子的描述更加確立。和子有靈質靈性的高低，
結合電子體後有來自物性的貪瞋癡恨，亦為「由簡至繁」。四維時空下，萬物自
然順生，因能量的消耗而有「成住壞空」，不管生物或者星系皆依循此理，更迭
不已，然此為「道生萬物」的必然過程。基於三元論之和子作用，天帝教提出精
神鍛鍊，改變電子體組成甚至和子之可能性，則是提示了另一積極奮鬥之人生觀。

六、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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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蘊含的道理是萬理歸一，《道德經》乃老子觀天（自然）之心得，其四
十二章論萬物之生成，是了解物質生成的最佳途徑之一。但是，《道德經》僅有
架構，沒有細節說明，而教義與各經典的內容，是解說不同尺度與不同維度的道
之內涵。《道德經》二十五章言「道法自然」，科學為以現有能力追尋自然之道，
做最適切的當代解釋與宗教佐證，然而在處理各經典與科學的對應的問題上，如
何以文字呈現細節仍是值得探究的問題。筆者嘗試以科學對應經典，藉由物理粒
子與宗教間的名物探討，補充天人文化的現代科學性描述，並以自然科學的發展
模式佐證，簡論科學粒子的新境界。
本文論述模型強調二核心思想：萬物負陰抱陽（相對性，下觀上）及「清濁
微重—快慢輕重」（對稱性，上察下）。由於維度的不同，無形與人所見的世界不
同，隨著維度降低，人可見的為四維空間的投影。當觀察靠近人的境界，對稱破
壞而形成萬物，是以從下觀上、上察下能收斂於目前所有資訊。宗教與科學粒子
的對應，亦可反推出三元論的必然性，清濁和、電力親力和力、精氣神等三元概
念，在物質乃至各等生靈都具備，只是相對比例不同，因而建構了多元（萬物）
的世界，即為道生萬物。
從太極到萬物，從粒子到宇宙物理，凝聚收斂之穩定態乃三元共同建構，當
失去其一時，小則形體消逝，大則宇宙崩毀，展現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及「成住壞空」之更迭不已。最後，謹以《天曹應元寶誥》之〈無生聖母聖誥〉
為全文之總結：「未有天地之先，即凝陰陽之炁，一畫既判乾坤，三元分成否泰。
有生有死，死而復生，無始無源，源而返始。」
參考資料
[1]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
[2] 天帝教《天人親和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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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子《道德經》
[5] 筆者第九、十、十一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粒子物理中的陰陽電子─科學與教義的對
照〉、〈從當前粒子及固態物理實驗談探索陰陽電子之可能方式〉、〈希格斯機制與《新境
界》物質形成論之比較〉
[6] 規範場論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uge_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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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境界》的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之啟示
劉嘉民 ( 光陣 )

摘要
研讀《新境界》第一章．第三節〈和力論〉時：「……電子（物質）與和子
（精神）所構成之一元二用的宇宙本體，即為一切動力之根源。此種動力，或為
物質之自然的，或屬精神之自覺的，要之均屬電子與和子相互推動配合之影
響，……」、「精神之自覺……」等字句跌進了心頭裡，這是不是跟覺醒很類似？
這是不是悟的一種？翻查了整本《新境界》，僅在第一章．第二節的最後提及類
似的字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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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自
行構思其含義與查詢相關聯的敘述，漸發現，《新境界》各章的論述與說明，都
與精神自覺有關係，而且是必須與物質自然力結合方可成立，激起寫本篇論文的
動機，以供同奮覺察與探究。
在論文的構思過程中，逐漸體驗到師尊編寫《新境界》時，字句中隱含了許
多玄機，須閱讀者專注耐心的讀完各部各章論述後，方有整體的概念，而且要思
考相互關連的部分，讓精神與物質、有形與無形間相互融合，以便於參透真理的
義涵，如自然律不僅是形成大自然的運作方式，亦影響了人往生後的靈界動
向……；「同引異排」、「同排異引」不僅是陰電子、陽電子提昇為陰電、陽電的
作用方式，亦是精神層次提昇的過程與方法。
在宣講教義《新境界》時，有些新近同奮對於和子與電子是很陌生的，會以
聽不懂的方式來面對，而不願下功夫思考與研析，但若用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
來講述，就能激起注意，看得出來比較能接受，所以可用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
來說明和子力與電子力的作用，對《新境界》有恐懼感的同奮必較容易嘗試閱讀
與學習。
本篇的論述著重於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代表的含義與精神，在宇宙、世界
與人生中可產生的影響與作用，及對我們發揮的啟示，在人生採取何種應對態
度？以獲得期望的收獲；同時也為《新境界》歸納提出「真科學」、「新哲學」、
「新宗教」的思想體系論述，並推衍出劫運的源起聚成與化延之法，提供研習教
義《新境界》的途徑之一；更期望激起天帝教的同奮學習教義《新境界》的真
義，善用於自己的人生課題中。

關鍵字：精神自覺、物質自然力、新境界、自然律、真科學、新哲學、新宗
教、劫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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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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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為老子對萬物起源的說明，文簡意深，二千五百多年來，對此譯論不斷，
各有不同的註解與堅持，較多的是以《易經》的卦詞來說明：宇宙道體只有一
個，本身是正反兩個相對應，就是陰與陽，陰陽本身就是不斷的在變化，陰中有
陽，陽中有陰，所以變成三個；天地萬物都是由這三個變化而來的，所以，《易
經》伏羲的先天卦，只畫畫三爻，三個階段；天地間任何一個東西，都是陰與陽
兩股力量的作用；陰陽兩股力量，需要調和的力量去中和生命的功能，才能生生
不已，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2。
若以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的心物一元二用論中宇宙起源的論述來應對此
文，可以解文如后：無始的道源誕生了一個宇宙本體；此宇宙本體造生了二個相
對共存的陽與陰，以建立無形與有形的宇宙 3，此無形 ( 陽 ) 與有形 ( 陰 ) 創造了三
個原素，即物質的最終成分：和子 ( 精神 )4、陰電子 ( 混沌之初遺留的微塵 ) 與陽
電子 ( 液體上之輕氣 )5，此三種成分建構了宇宙萬物，形成了現今的世界。萬物依
恃著組成形體的陰、陽電子，不斷同引相磨，以機械的蠕動力 6，配合著陽質的和
子質素引導發展，再由炁體 7 不斷的抱合沖擋，使陰電子與陽電子相互交和組成電
子 ( 屬陰質 ) 產生能量，配合陽質和子的運化融和，發展成各種萬物形態 ( 如：附
圖一 )。此即如《新境界》所言：「宇宙間整個生動現象，實為無量無邊之和子與
電子兩種基本質素統一調和之組成。電子由於同引律之關係而結成陰靜之物體，
和子因受異引律之支配而出入於任何物體之內，形成心物和合一元二用的世界。
所謂無所謂心，無所謂物，兩者實為渾然一體流行不休的兩方面。物不離心而獨
立，心不離物而空寂，兩者不能須臾分離。」8
心物一元二用論的心代表和子，物是由陰、陽電子經熱準提昇為陰電與陽
電，再經交合成原子，聚成分子，建構有形物體的電子；心物一元二用論是指此
宇宙世界的各種物體或生命，每一個都是獨特的本體狀態 ( 一元 )，是由和子與電
子一體共融，發揮「和」與「動」( 二用 ) 的方式運作組合而成的現象。其中的
「動」是電子力的運作，而「和」則是和子力的調和，此兩力和合成為和力，是
宇宙萬物一切動力的根源，此種動力必須是電子與和子相互推動配合才能構成萬
物，此電子力稱為物質自然力，和子力稱為精神自覺力 9 ( 如：附圖二 ) ，此兩力
1
2
3
4
5
6
7
8
9

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南懷謹著：《老子他說》。讀書網：dushu.com，網址：http://big5.dushu.com/showbook/101143/
參考《新境界》附錄三：〈從宇宙生命談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
參考《新境界》第一章．第二節〈和子論〉：此種原素瀰漫於大空之間，......；在礦植物中即是生機。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當前一個旋和系 ...... 均碎為微塵，或變為輕氣而浮遊於液體之上。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甲 5 項：電子構成物質之量的關係。
炁體科學：當正負電量子 ( 產生電場和磁場的炁粒 ) 結合的時候，電場和磁場結合成為電磁場，在易學裡
叫做沖氣。百度百科：炁學原理，網址：http://tieba.baidu.com/p/53933292。
參考《新境界》附錄二：〈新境界原序〉第 7 段。
參考《新境界》第一章．第三節〈和力論〉：一、……。此種動力，或為物質之自然的，或屬精神之自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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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新境界》真科學、新哲學與新宗教體系，以解釋宇宙萬物的真理，亦解析
了劫運之源起聚成與化延之法；此兩力同時提供修行的精要概念，有助於提昇修
煉成效。

性；如同鐵片磁石共處而被磁化，該和子的陽性會減弱，不足與其本體 ( 死亡的
軀殼 ) 的陰電相引，而成為同性相排時，和子就會被排出，和子一經脫離其軀
殼，便不能再被引入，成為飄渺游離的自由和子而離去，此時生物的生命就結束
了。12

貳、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
心物一元二用論強調宇宙間的各種生動現象，是由無量無邊的和子與電子兩
種基本質素統一調和組合而成的 10；藉著和子與電子的源由與釋義說明精神自覺與
物質自然力的運作：

一、和子：
代表宇宙一切現象中屬於陽性的、主動的、自由的、自覺的原素，是宇宙間
構成物質的最終成分之一；是一種含有陽電的質素，瀰漫於大空之間及世間各處，
凡通風之處即有和子的存在，且其數量不可勝計。
( 一 ) 成分：和子的化學成分：Ｈ°Ｏ°之精華＋電質＋溫度＋Ｘ特種原素。說明
如后：11
1. Ｈ°：代表氫，為人生精中之渣末，支配性靈的活動，內含潤澤性，萬物莫不
悅其滋潤，故有溫良性與喜悅心，同時具有觸覺及嗅覺的功能。
2. Ｏ°：代表氧，為運轉週身水澤之原素，保持人身之溫度而延長和子的生命，
也是人生及動物生機的動源，含有和氣，無所不容的特性，故有寬大性與和善
性，同時具有味覺及辨覺的功能。
3. 電質：指揮人生理上的運動及知覺，其放射為陽電，代表和善與慈悲的情緒，
其皎潔無翳，速度迅捷，生機莫不有其跡，引力異常悠久，所以有真愛性與怨性
( 愛之反應 )，同時具有視覺 ( 明通 ) 與聽覺 ( 聰通 ) 的功能。
4. Ｘ原素：代表某種性靈意識，具有神明與果決，含有氣炁等混合素易於執著，
所以有癡性，同時導引前三種原素，並指揮神經，為諸元的本體，超凡入聖之門。
( 二 ) 特性：世間各種動植礦物是由電子具形而成為靜電單位的物體，具有吸引異
性電體的功能，而和子依電學上異引的關係而被吸入各種物體之中而開展其生
命，成為此物體的主宰。和子在物質的軀體中居處久後，必染有其軀體的陰電
10 參考《新境界》附錄二〈新境界原序〉第 7 段。
11 參考《新境界》第一章．第二節、第四章．第二節：和子特質合併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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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等級：和子基於其素質特性與大自然運作時的適應程度，分為八種等級，下
四層為普通和子 ( 人 )、自由神、天君與聖，是具有陰電的境界，上四層為天尊、
仙、佛至上帝，是具有陽電及鐳之境界 ( 可達高層的無量界之天界層 ) ( 如附圖
三 )。
大自然運作有四種方式：旋和力 ( 旋和系的旋力 )、旋風力 ( 行星間的公轉軌
道上之引力 ) 、同排異引磁力 ( 物體相互間的磁力 ) 及同引異排吸力 ( 最微細的陰
陽電子間的吸力 )，不同等級的神運用的能量不一，可使用大自然的力量也有其限
制，是無法完全支配自然的，僅能依能量的層次，適度運用自然而已。分述如
后：13
1. 普通和子可在同溫層以下飄浮，均受行星引力之牽引而下墜。
2. 自由神可在同溫層以下自由往來，不受引力之拘束。
3. 天君可以突破各行星間之風力，在本旋和系 ( 太陽系 ) 內自由往來。
4. 聖可以突破一個旋和系。
5. 天尊可以突破兩個旋和系。
6. 仙佛可以突破五個旋和系。
7. 上帝可以通行全宇宙各個旋和系。

二、電子：
代表宇宙中一切自然現象中屬於陰性的、靜態的、被動的、自然的、機械的
無生機的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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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及水），連動植礦物均無法產生。是宇宙最微細的物質，代表物質中最微小的
一般化學變化不能分割的單位。電子能組成精粗大小的物質，無生機存乎其中
( 如：附圖四 )，所以在任何物質中，如僅有電子而無和子就不能成為生物 14。
( 一 ) 來源：當前一個旋和系成為液體狀態而歸於毀滅時，一切物質均碎為微塵而
瀰漫於大空間的液體中，或變為輕氣浮遊於液體之上。此種遺留的微塵，就是陰
電子；而輕氣是陽電子。此陰電子與陽電子共組成為電子，成為物質的最終成
12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乙項：和子引合物體之公律。
13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一節．丙項：和子之等級。
14 參考《新境界》第一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電子特質合併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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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5
( 二 ) 質與能：電子構成物體「質」的關係，是適度的熱準與陽電子的比較。例如
構成物體的陰陽電子同引相磨而達到適度的熱準提昇為陰電陽電後，再異引相互
扭合，到達中等熱準以上便形為原子，可成為較高等動植物；否則就是低等的無
機物。構成物體的陽電子多於陰電子（因陽電子較輕而動力大）時，就成為靜態
的高等組織。其相互關係如后：16
1、陽電子同引的速度較陰電子為速。
2、陽電子多於陰電子，則同引而成以陽核為中心之原子，動能最大。
3、陰陽電子數量相等，則同引而成陰陽核各半之原子，動能次之。
4、陰電子多於陽電子，則同引而成為以陰核為中心之原子，動能最弱。
( 三 ) 量的關係：是物質精粗的差別，物質中所包含的電子，因不斷同引相磨，所
以有一種機械的蠕動力，然後配合和子，才具有機體的作用，各類生物電子比例
設定如后：人類身體的電子較猿類多十倍，猿類的電子較高等植物多一倍，低等
植物的電子較石類多一倍。17

三、人的和子與電子：
和子的根本特性是先天的、真純的，無善亦無惡，即是赤子之心。但一與電
子配合，便與電子的父精母血遺傳性的關係相混合，產生善惡的薰染，色相的附
合。若細分之，「和子便是輕的，和善的，柔軟的，根本入火不焚，入水不溺
的」，「電子是重的，凶惡的，剛烈的，可以焚溺的」。另一方面和子是具有「靈
覺的，主動的」，電子則是「漫無知覺的，盲動的」。所以和子與電子同處在一個
軀體之內，是矛盾的統一，對立的調和，其相互間的鬥爭始終持續不止，直至電
子最終達到勝利的目的，將和子排擠於外，就是所謂的死亡，才會停止爭鬥。18
處於有形世界 ( 物質世界 ) 的電子，其起源有二種：一是因高次元的和子投
射於低次元的空間時，由意識幻化下的餘氣所結；二是因和子內聚能量消耗殆盡
墮落而成 19；經過長時間的堆積凝聚，累積能量，遂形成陽電子與陰電子的電力發
射的特性，陽電子發出─喜、癡、怨；陰電子發出─貪、瞋、凶、暴、怒、惡
等，而和子的電質所發出的陽電則是慈悲、和善的；和子因屬於善性與動態的，
故能欣欣向榮，如喜氣之蓬勃上升；而電子則是屬於惡性與靜態的，如枯木經久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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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甲 1 項：物質最終成分之來源。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甲 5 項：電子構成物質之質與能的關係。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甲 5 項：電子構成物質之量的關係。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二節．乙項：人性之研究。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教義研究小組參考資料》未刊稿，第 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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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腐朽了。從善者其正氣清明而知道為天命行事，從惡者其心氣汙濁而為私利窄
益而行事；知道天命者生命存在意義影響悠久，不知天命者終究如曇花一現，過
往雲煙，不知所終，所以精神可以垂持，物質不足悠傳，其善與惡就可以由此明
確的分辨出來；電子基於一時的同引，其性情粗暴淫蕩，如同惡人相互利用而苟
安，臨時聚集結夥，不足以維持久遠，正如小人之不足以成事，到最後終究是枯
乾腐朽發酵冰解的結果。20

四、物質自然力：
是電子力，來自於電子，電子是電的來源，必須是於陰、陽電子在「同引異
排」相磨運動維繫基本物體原素的和合後，達到適度熱準，提昇變為陰電與陽
電，方可符合電學定律：
「同排異引」作用，因此陰 ( 負 )、陽 ( 正 ) 兩種電力相引，
電子結成原子，原子組成分子，分子構成物體，就可成為物質，此即所謂的「愛
力」作用 21，就是熱準與和力的配合運作，而和力之一就是物質自然力，是由基
因、環境與時間交合演化的發展力，該基因決定了物質體未來的形態，同時與環
境的適應與長時間累積的演化調整有關，其形體成長運作的方式就是「同引異
排」與「同排異引」。
( 一 )「同引異排」：是指相同的電荷或性質類似的個體質素各自聚集，不同電荷
與性質不類似的個體質素相互排斥。
( 二 )「同排異引」：是指相同性電荷或相同類似性質的個體質素相互排斥、異性
電荷或不同性質的個體質素相互吸引。22

降，下降時與自下而上的電質相遇 ( 同排異引 )，產生交相推磨大旋不已，形成了
旋和力。此旋和力由大而小，由無律的公轉變成有律的公轉，最後形成一種橢圓
形的圈狀運行不已的旋和律，此旋和律凝聚成恆星、行星、衛星，形成旋和系
( 如：太陽系 )，再持續擴大積聚運作可形成大旋和系 ( 銀河系 )，再積聚各大旋
和系，就形成了宇宙本體。23

此兩種作用力是不斷反覆執行的程序：基本物質原素經「同引異排」相磨達
熱準後提昇變化成物質基素，再以「同排異引」方式，結合不同於己的基素，相
互抱沖擋，達熱準後再提昇層次形成更高階的原素；再以「同引異排」方式凝聚
相同高階能量，達熱準後提昇能量為下一步成長進展做準備，仍以「同排異引」
方式結合不同原素，再達熱準後進階形成更高階物質體素；依此方式一步一步的
形成各種類形的萬物，構成千變萬化的大自然世界 ( 如：附圖五 ) 。形成宇宙的
作用力如后：
( 三 )「旋和力」：混沌之初，洪大液體中的電子常相激盪磨擦 ( 同引異排 ) 生熱，
達熱準後產生蒸氣，同做向心運動上升至適度空間時，發生無數的電質作用 ( 同
排異引 )，形成不含水分的炁體一直上升至極大的高度 ( 能與其他旋和系空界相接
觸 )，受其他旋和系的旋風力影響 ( 產生熱準 )，化為一種稜形凝體而盤旋自轉下

( 四 )「旋風力」：即行星間的公轉軌道上的引力，是來自旋和系中的旋轉風力，
可影響另一個旋和系上升的稜形凝體下墜，使之與上升的電質，交相推磨而大
旋，產生新的旋和系；旋風力的另有一功能則是對往生靈體較凶惡者（其電子必
多而重，且無功、無德、無智、無能，不合靈界生存的標準），負責剝去其飄流
和子外層的陰質電子，使其成為一種少陽之體，再由旋風使之下墜落到地面，任
其被其他種物體的電子自然吸引，形成輪迴現象而循環不已。24
( 五 ) 自然律：即為上述四力：同引異排吸力、同排異引磁力、旋和系旋力、星體
間旋風引力，建構宇宙與世界萬物。( 自然律與科學的相互作用力，如：附圖六 )
此自然律形成了自然的現象，其中除了我們耳目能接觸的聲光物質世界外，尚有

20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二節．丙項：性與欲之關鍵。
21 參考《新境界》第一章．第一節：〈電子論〉二項。
22 參考第十一屆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新境界》揭示生命科學的啟示〉，劉光陣著。

23 參考《新境界》第二章．第一、二節：〈旋和系之形成〉與〈大旋和系之形成〉。
24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一節．甲項：人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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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人的一切心理活動可以從三個我之間的聯繫中得到合理的解釋，自我是永久
存在的，而超我和本我又幾乎是永久對立的，為了協調本我和超我之間的矛盾，
自我就會進行調節。若個人承受來自本我、超我和外界壓力過大產生焦慮時，自
我就會幫助啟動防禦機制，包含壓抑、否認、退行、抵消、投射、昇華等方式 26，
這些都是屬於精神自覺的選擇，其中昇華是自我對人生目標或行事需求，產生自
我的對話，建立起原則、標準、價值的認定，也是精神自覺力主動學習成長提昇
的剌激之法。
( 二 ) 電體引力：電體就是由電子 ( 物質 ) 組成的各種有機或無機的個體，此一切
電體均有引力，相互吸引，其速無比，可以比擬為意識能量的投射作用 27。人類的
性 ( 精神 ) 及欲念 ( 電子 ) 的起伏，就是電力的引合。人身中的電有陰電與陽電的
差別，此種電力的放射形成了意念的動因與性格的表現。和子的電質是陽電，代
表和善與慈悲的情緒；電子放射的則是陰電，代表貪瞋癡等情緒，而愛則是兩者
折中的情緒，屬於無私的愛，可以產生「熱準」28( 如：附圖七 )。精神自覺力的運
作需要熱準的提昇，熱準是善之誠心的運用，必須是由親力達到「電熱和準」( 電
子熱忱活躍，和力目標準確 )，方可發揮預期的和力作用；而親力如何可以達到
「電熱和準」？就在於起心動念時，善與惡的分別。如動念（親力）是善的，其
所放的電射就是陽性，質輕上升，自然能達到熱準，發生效力；如動念（親力）
是惡的，則所放電射的則為陰性，質重下降，不能達到熱準，即無效力 29；所以精
神自覺力是以善為引力標的。
廣大的宇宙及無窮的動態存乎其中，這廣大無垠的空間，就是無形宇宙的境界
( 靈的境界 )，此無形宇宙涵蓋有形宇宙，指的是性靈所組成的宇宙，對整個有形
宇宙 ( 物質世界 ) 產生不可思議的控制力量與調和力量 25，此無形的力量就是精神
自覺力。

五、精神自覺力：
是和子力，是和力的主導之力，就是能從錯誤過失中反省與提昇的創造力，
也就是懺悔、反省、認錯、改過，認知自己的不足與過失，自覺需要改正而產生
學習的動力，此動力是要不同於以往的處理方式，具有創造與改造自我的作用，
其作用分述如后：

( 三 ) 親和力：人類的思想，就是一種電力的放射。此種思想如任其散亂放出，便
會投向四方而歸於虛無之間。若能專心集注凝向一點，久而久之，就能引起其所
集注對象的電力反應，兩電相交，就會有和力的發生。例如某甲的思想祈求所射
出的是陰電，就屬於一種「親力」，此種親力專注集中於其對象，其對象中的陽
電就會與之相引（異引）而產生「和力」，這可以算是一種心理感應，也可以算
是一種祈禱、祭祀或誦經持咒的目的。此「親和力」的形成，必須以「至誠之
心」為基礎。唯有虔誠祈禱，精神貫注，念念集中，其電力方能達到一定的熱準
而發射放出，就是所謂的「心誠則靈」。否則就會無效，這時不是不靈，而是不
誠影響所致。天地之大，惟誠為貴。親和力要能產生作用，是因為發揮了「誠」
的效應 30；這是精神自覺力運作的方式。
( 四 ) 非直覺：直覺是一種不用經過太多思考過程，就能很快出現的直接想法、感

( 一 ) 自我、本我與超我：「自我」（意識中的大部分）負責處理現實世界的事情，
由人格與心理狀況組成；
「本我」（完全潛意識）代表慾望 ( 滿足本能衝動如飢餓、
氣、性慾 )，受意識遏抑；
「超我」（意識中的部分）是良知或內在道德的判斷，是
人格結構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則支配。本我、自我、超我構成了人的完整人

26 參考維基百科全書：本我、自我、超我。http://zh.wikipedia.org/wiki/ 本我、自我與超我。
27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教義研究小組參考資料》未刊稿，第 187 頁：指 和子與電子間能夠產生意識引導及能量傳遞的轉

25 參考《新境界》附錄三：〈從宇宙生命談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之宇宙的體認〉。

28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二節．丙項：性與欲之關鍵。
29 參考《新境界》第一部〈緒論〉：感應與啟示的原理。
30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二節：〈親和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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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萬有動力的體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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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階段性：精神自覺力發展有其階段性，先從自主引導孕育開始，到成長後的
人生問題探索，至後階段自我領悟覺醒的提昇，如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
矩。」33；精神自覺力發展階段有三個層次：
1. 心物成長的科學階段：是生命孕育開始的自主引導發展的階段，依科學原理進
行，由精神自覺力導引陰、陽電子的磨合開始，經蛋白質與基因傳導物質結合發
育，至物體成形脫離孕體後之先天孕育階段，此階段是精神自覺力完全處於主導
地位發展物質自然力的階段。
2. 心物我執的哲學階段：是生命誕生後受環境、時空影響發展的階段，此時的精
神自覺力不易主導物質自然力的發展，甚或受物質自然力的惡性牽引而敗壞，是
善惡爭鬥的階段。此時最需要有明確的哲學思考能力協助導引。
3. 心物超越的宗教階段：當精神自覺力受到某種因素壓力的引發而覺醒，以運化
善誘方式引領物質自然力從善而奮鬥，為探求真理而奮發，為化解災難而努力，
為追求解脫而自奮，是邁向天人合一境界的階段。( 精神自覺力的運作，如：附圖
八)

覺、信念或偏好。當我們有某種信仰，但是不確知它的原因時，通常會將它歸於
是一種直覺。認知科學認為這是因為生存的演化壓力而產生的人類心智能力，讓
人類可以快速做出判斷，採取行動 31。生理學的研究發現人的大腦對於理性和直覺
兩種意識是有分工和側重的。一般來說，左腦被認為是主管語言、計算和邏輯推
理的神經中樞；右腦側重於形象化思維，負責非邏輯與直覺式的思維。直覺判斷
往往不是以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的方式進行的，而是一種瞬間的領悟。直覺沒
有具體的細節和過程，而是一種對整體的直接審視；理性思維的過程正好相反，
它是對具體細節連續的、有序的分析，因此理性思維需要一定的時間運作 32。現化
人們的直覺有時會產生致命的情緒陷阱，因人們多時候會處於自我放空的狀態，
全憑著自我習性與省時省事的經驗法則來做決定，大多數的一般正常情況下，這
些法則很實用，但事關重大決定時，卻可能讓我們踏入情緒陷阱，而無從逃脫，
當壓力漸增時，我們的決策能力便會逐漸萎縮。因此精神自覺力必須避免陷入此
種心理所產生的情緒陷阱，所以要先鍛鍊自我的認知能力，放慢思考，累積經
驗，從自己的錯誤與過失中學習教訓，以能成長提昇自我覺醒的能力。

31 維基百科全書：直覺 ( 知識論 )。http://zh.wikipedia.org/wiki/ 直覺 ( 知識論 )。
32 直覺 VS. 理性，方洪著。http://mag.epochtimes.com/b5/006/25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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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精神自覺力三階段層次的發展，也就是《新境界》學理論述的真科學、新
哲學與新宗教思想體系所代表的宇宙真知真理產生的效應。

參、《新境界》的真科學體系：
一、近代科學的不足：
近代的科學定義，旨在理性、客觀的前提下，用知識（理論）與實驗完整地
揭示自然真象，對自然作理由充分的觀察或研究。此真相強調在可重複驗証及可
觀察的事務上，代表的是有形世界的事實；那無形的意識、思維，乃至於「無形
的境界」，是否也應以同樣的態度探究其存在的真實性？及對人的價值與影響？
或應將哲學的理性思考及宗教的專注信仰，一併納入探討研究宇宙存在已久，對
人類影響至鉅的真知真理；畢竟早在數千年前，先古人類已創造各種方式與「無
形境界」接觸，期望藉此探求未知世界的真象，至今仍未停止。現今科技已突破
地球大氣層，使用遙控太空船探索太陽系的火星，宇宙真象已逐步深入了解，然
此了解的部分僅限於太陽系內，而且也僅是對有形宇宙的認識，探究的內容仍是
33《論語．為政篇》第二，孔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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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一個旋和系成為液體歸而毀滅時，其一切物質均碎為微塵而瀰漫於大空
間的液體之中，或變為輕氣而浮遊於液體之上。此種遺留之微塵，是陰電子，而
輕氣是陽電子，是物質的最終成分，一個新的旋和系形成，就靠此兩個基本質素
而得以步逐凝聚成形的；陰、陽電子於此階段是以「同引異排」特性存在於宇宙
空間中累積運釀，經長時間的同引相磨，溫度逐漸增加達到一定的熱準後，陰、
陽電子相互扭合成為陰電與陽電，改以「同排異引」特性組成原子，此時該物體
和子的 1/3 原素充實於每個原子的電核內，再組成分子，分子組成物體，此過程
稱之為愛力作用 35，是熱準與和力 ( 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 ) 的運作。
依此作用方式由最高熱準與百億陽電子 ( 體內電子中五分之三比例 ) 的成分
形成了萬物之靈的人類、次高熱準與低於百億陽電子 ( 低於五分之三高於二分之
一的比例 ) 的成分形成高等動物、中等熱準與二分之一成分的陽電子形成了有生
機的植物、低熱準與四分之一陽電子的量形成不露生機的礦石。此就是心物一元
二用論的物質自然力 ( 有形的 ) 與精神自覺力 ( 無形的 ) 共同使用「動」與「和」，
達熱準後組成了地球萬物的方式；自然力與自覺力組成的和力，繼續依同引異排
與同排異引的方法擴大運作時，可擴大成為「旋和力」組成旋和系，再由多數的
旋和系集合而成的就是大旋和系 ( 如：銀河系 )，多數大旋和系再集合組成現今的
宇宙。

有拘限的，就如愛因斯坦將他後半生的精力獻給相互作用力場的統一場理論建立
一般，基於對物質世界統一和諧的堅定哲學信念與竭力探求事物內在本性的堅強
欲望，尋找比統一場論內容更廣泛，能夠統一解釋四種基本交互作用力 ( 弱力、
強力、電磁力、引力 ) 的理論，但在愛因斯坦去世前，仍沒有發表論文公布研究
的成果，以他論述廣義相對論的睿智，不應沒有結論，還是受到理性與客觀的影
響，無法以科學方式表達？ 34

二、真科學體系：
《新境界》的物質自然觀建立了「真」科學體系，此「真」代表真知與真
理，真知是對人類有精進與提昇效能的無形及有形的知識，真理則是探求無形與
有形宇宙奧秘真象的真理。真科學體系建構萬物世界與宇宙的力量是來自於物質
自然力與精神自覺力交互的運作，物質自然力形成的自然律，使萬物依此定律配
合精神自覺力的主導而成形茁壯，「同引異排吸力」與「同排異引磁力」由精神
自覺力引導運作達熱準後形成愛力作用，造就了世界的萬物，而旋和系的「旋和
力」與星體間的「旋風引力」則建構了宇宙，詳述如后：( 如：附圖九 )
34 參考第十一屆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新境界》揭示生命科學的啟示〉：理性與客觀的影響，劉光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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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旋和系形成之初，為一團極洪大而猛速的旋風電炁，在旋和系中最初形
成的旋和力產生的稜形炁體就是恆星，將成為每個旋和系發展至最後的重心，如
同太陽系中的太陽。該稜形電炁狀如水中之漩渦，所有漩渦附近較小的物體皆被
捲入漩渦之中而隨旋風力猛旋不已，形成日後的行星及衛星 ( 如：太陽系的九大
行星與衛星 )，此種行星一經旋風力轉入，就不能逃出或墜下，只能在最大的光熱
稜形炁體的軌道上運行 36，此形成星體運轉的就是「旋風引力」。
旋和系形成之後仍須繼續仰給於其上下前後左右各方水電力動能的供給，始
可維持其旋和系的運行，上下的供應使其固定，前後左右使其運轉，如果旋和系
中水分竭蹶，此部分之天體則會復歸於混沌，而山河大地無不毀滅化為飛散之電
氣體，瀰漫於宇宙空間中 37，形成了物質成形之前的狀況，成為新的旋和系形成的
成分。
人老年時，由於人體中均被陰電子充滿，靜勝於動，物勝於心，和子再無容
身之地，遂被電子所湊成的靜電物體軀殼排體外 ( 或受大痛苦、大刺激時體內和
子也會立即飛去 )，這就是生命的結束。38 此造成和子離電子墜的游離狀況，陷入
35
36
37
38

參考《新境界》第一章．第一節．二項：電子之來源。
參考《新境界》第二章．第一節．己頁：原始星雲之動態。
參考《新境界》第二章．第一節．尾段：旋和系之形成。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丙段：人類之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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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重新回歸到追求智慧的方向。39

二、新哲學體系：
新哲學體系來自於《新境界》第三部〈精神之人生觀〉，其目的是在建立一
種新的精神科學，以闡明宇宙的真道。此真道是心物協調一體兩用的，是以相對
關係的對峙來共同創造矛盾且能統一物質萬象，運用撥亂歸正的方式，以求調
和，此為新科學體系的基本意義 40。延續著真科學體系自然律 ( 同引異排、同排異
引、旋風力、旋和力 ) 的真理，敘述人自出生、成長、學習、歷練、終結至往生
歸途的一個新的體認，此體認透過「人之行」的奮鬥作為過程，為不可知的未來
奠定基礎與方向，開拓人生「新」的境界，其體系說明如后 ( 如：附圖十 )：

生命偶然律或因果律的輪迴之中，再循環真科學體系的週期。

肆、《新境界》的新哲學體系
一、現代哲學：
東方哲學說明一個人對生活的看法 ( 人生哲學 ) 與基本原則 ( 價值觀、思想、
行為 )；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則把哲學定義為創造概念的學術，是研究各種學科的概
念、內容和方法 ( 如：佛教哲學、理想主義、儒家思想、享樂主義、唯物、唯心
主義、悲觀主義、樂觀主義、形上學、功利主義等 )，藉此來解釋世界的本質。哲
學也是透過問題來進行哲學的實踐，有三類問題形成了哲學的基礎學科：生命的
意義與道德實踐的問題？我們如何認知真理的問題？如何確認世界真實本質？哲
學也是人對自我定位的一種工具。最終的目的是「善的智慧」，一種追求智慧的
精神，而這也是人類追求知識的根本精神。哲學是對世界終極意義的解釋，使我
們了解生存意識的合理性，從而提供心靈的慰藉。把疏離的知識回歸於人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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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人之生：
胎兒在母體中，由遺傳電子組成其軀體的陰、陽電子各自同引異排，女嬰的
臍部以上的陽電子較多，將其臍部以下的陽電子儘量提上，臍部以下則多為陰電
子，成為女嬰的生理構造；男嬰正好相反，臍下的陽電子較多，將上部之陽電子
提下，成為男嬰；胎兒成形後成為一個靜電體（屬陰電），能異引陽電性的和子，
初出母胎時就將其附近三立方丈以內的和子引入大腦中（以先入者為主），被引
入的和子遂成為該人的主宰而指揮其大腦，直至該人死亡為止 41。和子進入人體的
選擇有偶然的，也有因果的，因果的為主動的，偶然的則是被動的；主動的具有
運用自然律條件以達其目的之能力，而被動的則只有接受自然律的支配而輪迴不
已。若和子想超出自然律的威脅，是操在人生之中，不在人生之外。42
( 二 ) 人之死：
人至年老時，由於體內被陰電子充滿而湊成靜電的物體軀殼，靜勝於動，物
勝於心，使和子陽性減弱不足與本體的陰電相引（原本的軀殼），而成為同性相
排，和子無容身之地，遂被排出陰質軀體之外（或受大痛苦、大刺激時，和子也
會立即飛去），和子一經脫離軀殼，便不能再被引入，就是生命結束 43。生物逝世
後將進入無形的境界也就是靈的境界，支配此境界有二種公律，一為機械之律，
即為生物共受的「自然律」；另一為「自由律」，也就是「神律」，是神仙依其智
慧與修持而操縱「自然律」的科學方法 44。說明如后：
1. 自然 ( 機械 ) 律：人死後，最初的感覺是獲得自由，繼之而起的是遊蕩或狂奔
39
40
41
42
43
44

參考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哲學，http://zh.wikipedia.org/wiki/ 哲學。
參考《新境界》第三部：〈精神之人生觀〉末段。
.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丙段：人類之生死。
.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生命之來源〉末段。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一節．丙段：人類之生死。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一節：〈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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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願力繼續修持，立功立德而遞升，使陽電力增強，能突破旋和力，上達高層的
天界，成為高級的仙佛。凡人要想成為自由神的先決條件，首先必須正心誠意以
殉其職責及理想，死後成為自由神的標準如后：46
(1) 生前有功德於世者（如：宗教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之純正者）。
(2) 生前有貢獻於人類社會者（如：科學家、慈善家等）。
(3) 忠孝節義者。
(4) 具有智慧之善良者。
( 三 ) 人之行：
古往今來宇宙間唯有「行」字方能創造一切，方能革新進化；是人生的價值
觀、生活指南，在精神自覺中產生自我對話，利用經歷與粹煉，提昇自主的道德
層次，以「和」為目標。不論其路曲折迴繞、艱辛困苦，目的是要回到天界之
上，選擇「克己」、「利人」、「調和」的作為：
1. 克己：就是調整轉化潛藏在陽電子的情緒電力：喜、癡、怨，及陰電子的貪、
瞋、凶、暴、怒、惡等情緒，而發揚和子陽質電力所發出的慈悲與和善之特質。
2. 利人：不僅是有利於他人，更是有利於社會、國家、乃至於整體人類、世界、
宇宙的作為，而且是不求回報的奉獻，有助於全宇宙、世界、人類的發展與存亡。
（凶死者），在迷惘之中，將遇到靈界中負有職責且有能力的和子，經過對證及裁
判後，決定該和子是留居於本行星範圍空間之內成為普通和子，或使之負擔適當
的任務，以管理裁判一般的和子（如：土地公或城隍爺般的自由神）。該人生前
若為凶惡者，其體內電子必多而重，飛旋時必定遲緩而費力，在人世間無功、無
德、無智、無能，不合靈界存在的標準時，就會運用自然律的電力將其捲入旋風
之中剝去外層陰質的電子，使其成為一種少陽之體，再隨旋風墜落地面，任其被
偶然遇到的物體 ( 陰質之體 ) 自然吸引，經心物一元二用過程再成為一個新生命；
如其再次死時，仍不合標準，則將再度重蹈捲入旋風墜落而引附在任何物體之內
的後果；如此生生死死，循環不已，就是所謂的「輪迴」。45
2. 神律：人逝世後，若為善良之魂，則體質中所沾染的電子必較少而能飛旋輕
捷，首先由靈界裁判的自由神引導到達其應到之所 ( 德行與願力的期望 )。由於其
體較輕，可以直達同溫層的高空，又無須經過旋風的剝削 ( 因其體質屬半陰半
陽 )，自無被地面物體吸引的危險（同排異引），此種自由的和子壽命極為悠久，
上起旋風界，下至地面均無法使其毀滅，必俟整個旋和系歸於混沌之時，方終止
其生存狀態，所以可以稱之為「自由神」，此種自由自在的神可以依其和子本身
45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一節．甲：人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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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和：萬流歸源，宇宙天理的真象在一個「和」字。人的電子與和子不得其
「和」，就會有死亡；人的心理感應不得其「和」，就會有生仇；社會秩序不得其
「和」，就會有變亂；國家間不得其「和」，就會生戰亂。調和是人之行的重要目
的，天地之基，聖凡之道，立國之本都在於「和」字。47

伍、《新境界》的新宗教體系：
一、現代宗教：
宗教是對神明的信仰與崇敬，是人的精神寄託方式之一，是對無形宇宙存在
的一種解釋，更是一套道德準則，以調整信徒的自身行為。宗教有三個層面：一
是宗教的思想觀念及感情體驗（教義），二是宗教的崇拜行為及禮儀規範（教
儀），三是宗教的教職制度及社會組織（教團）。眾多一神論的宗教都有排他論，
認定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其餘的皆為謬誤，只有委身於該宗教才可得到拯救，其
46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一節．乙：和子與自由神。
47 參考《新境界》第七章：〈和與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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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宗教被視為非真實的。排他論者在真理問題上是一種絕對化的觀點，也是一
神論宗教的正統立場；有些宗教成為該社會的意識形態，是政治法律制度上層的
一部分。在歷史，上宗教常常被統治階層用來作為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另一方
面，宗教也常常被反抗者用來作為反抗壓迫的工具。48

二、新宗教體系：
《新境界》原名《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於 1939~1942 年由天人教教主李極
初先生 ( 涵靜老人 ) 經天人溝通研究而成，是為闡明宇宙真理，揭發形成宇宙天
體的始源，立書為天人教教義，為使無神論者避免宗教主觀的影響，使之易於接
受，進而瞭解宇宙人生的新境界，便改名為《新境界》。其後至 1970 年代，世界
已由原子時代進入太空時代，在美、蘇兩超強對抗下，瀕臨核子決戰，人類面臨
三期末劫邊緣，世界末劫的來臨已無可逃避，時機緊迫，天人教在人間已無興昌
之必要，為拯救天下蒼生化延核戰毀滅劫難，李極初先生懇求無始以來的大宇宙
主宰 天帝，復興天帝教，經過多次哀求，於 1980 年 12 月 21 日蒙 天帝頒詔許
可，由立教始祖 天帝位居無形親任教主，派李極初先生為天帝教復興第一代首
任首席使者駐人間弘揚帝教，為拯救天下蒼生而奮鬥。自有宇宙以來， 上帝的教
化，便已經存在，就是道統衍流第一代的天帝教，地球經過好幾次的成住壞空 49，
至第五十二代天源教主軒轅黃帝，承 天帝法統，示現在中土，經堯、舜、禹、
周公、孔聖之輔宰，建立本次住劫的道統。天帝教復興後，《新境界》列為天帝
教教義，該書以心（和子）物（電子）一元二用論點，闡述「第三神論」、「聖凡
平等」的新宗教觀點，創空前宗教之新義，導人類努力之正路，求天人大同理想
之實現，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形成的和子等級與自然律，組成了新宗教體系：
( 如：附圖十一 )
( 一 ) 和子八等級：最左邊的是有形的普通和子代表人的性靈意識，使用的能量是
少數的陽電，其餘七等級屬於無形天界的上聖仙佛等神祇，其等級係基於其修煉
素質與使用能量有關，該能量的差別在於與自然律適應程度有關，其下四級為具
有陰電的境界，是指第 3 次元空間層的物質世界 ( 現今世界 ) 至 72 次元以下之空
間層的電流界，此界是具有轉化一元至二用功能的天界層；下四級境界類同於佛
教的色界與欲界 ( 欲界是指此界眾生有睡眠，飲食，男女之欲，而色界則是指無
此三欲，唯有殊勝的形色 )；和子等級表的上四級為陽電及鐳的境界，是指 72 次
元以上之空間層的化炁界至 99 次元以上之空間層的無量界，此界是中性能量區 50；
上四級境界類同於佛教的無色界，不但沒有三欲，也無任何形色，只有精神性靈
的存在 51。
48 參考維基百科全書：宗教。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49 世界有成、住、壞、空，四個時期。成劫是世界組成的時期，住劫是有情眾生安住的時期，壞劫是漸趨破
壞的時期，空劫是完全崩潰的時期。崩潰之後，再入成劫，周而復始，延續無窮。
50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教義研究小組參考資料》未刊稿：天界層次示意圖，第 190 頁。
51 參考佛陀教育基全會 -- 佛法的世界觀五：三千大千世界。http://www.budaedu.org/budaedu/buda1_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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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第三神論：第三神是人類修證而成，是在世追循上帝所管轄的自然律者，這
種順應自然行為於世的人懂得修行的真意，就是向自己奮鬥以求超脫後避免自然
律支配之道。神權時代的進展：52
1. 神權之第一時代：是神權至高無上之時代，舉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動植礦
物的現象，無不認為是神靈的創造與表現，稱為創造之神。
2. 神權之第二時代：此後民智漸開，哲學發達，神為人類的救贖，其威權至高無
上，凡人的功罪皆可由神的喜怒而獲得善惡的報償，上干天怒，則災難迭至；上
得天心，則大罪可赦，稱為救贖之神。
3. 神權之第三時代：神權的極限是作為自然與物質之間的媒介，神是執行上帝旨
意的天使，不能創造自然，是受自然律的支配，只是具有避免的方法而已，稱為
媒介之神。先有自然，後有物質，最後方有神，所以稱為「第三神論」；現世的
大自然為宇宙大自然本身所創造的，而上帝是調和自然律的最高執行者，有形世
界的物質皆是由自然所凝成的；而神就是由物質提昇進化後變相而成的；所以神
52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五節：〈第三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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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非是創造出來的，也不是支配物質的，而是為媒物質介自然順應調和創生
的。所以「第三神論」的特質才是神的真象。
( 三 ) 聖凡平等：人類之所以不及神，是因為智慧之不及，修養之不及，非根本之
不及。
《新境界》：聖凡同源，凡聖同基，其基其源，在於旋和；把握旋和，向天奮
鬥，苦煉艱磨超凡入聖。神者人也。人為靈之基，聖乃人修成。神聖無足畏懼，
仙佛原非尊高，盡憑凡軀自我培養磨煉奮鬥超創而成，故曰：「聖凡平等！」53
在自然與物質之間，有某種半陰半陽之力在求二者之配合者，就是神媒。神
的層次是在物質之上，在無形宇宙自然之下的造化；在物質精體之上而在炁天性
靈之下運作的，也是神。修道者，鍛鍊調合精炁為一體，由物質而返自然，由後
天而合先天，由現實配合真理，發親力來應和力，就可以成為神。反之，如神聖
不從天理，就會生凡心，陽電子渣末就會化熱而加重，遂即下降，復原為現實，
而成物質，所以說：聖凡之間是平等可以互換的，端視修為的成效而定。54
( 四 ) 神的權威：神佛根據天理，運用自然的條件，做為人類及天地間溝通的媒
介，其所運用的方法有二種：55
1. 媒壓─神佛對於人類（生物）直接的控制力，當神佛有對某人施行制壓的需要
時，就會以宇宙陽質射線配合其自身的和子壓入此人的大腦中，行使其威權，使
被掌控之人的和子變成隸屬的地位。人類一經動念，冥冥之中就會有感應，此感
應可引來媒壓狀況，每個人的性質不同，依動念的善惡來決定。如該人的動念為
魔念時，就會引來魔的媒壓之力，使之沉淪墮落不已；反之，該人若一念轉善，
便魔去神來。

則會由高級的神媒來指導，至於惡人越來越趨於惡的現象，也是某種自由惡神的
挾制作為。這種惡神的本質亦非真惡，只不過是行使其職權及任務而已，或是觀
人之墮落而引為笑樂的戲弄罷了。
( 五 ) 劫運災禍：人們在遭逢厄運時，身心悲慘混亂時，都會冀求在宗教的精神活
動內，度其神秘或平和的生活，使身心得以寄托與安慰，使各自幻想目的與正義
要求能早日實現。而宗教也為信徒警示未來的劫數與災禍，提供解脫之道 56，期以
信徒共同奮鬥的意志，化延災難劫數，此不僅可除解無名的恐懼，也提供避苦心
理需求，避免世界因共業而走向毀壞滅絕之境。
面對人類科技知識進展的快速提昇，時代進步的飛躍，宗教必須具有常住不
滅的革新精神，方能作為人類之信仰，保持宗教本身的長存價值。且宗教自古以
來即不斷的做為天 ( 無形 ) 與人 ( 有形 ) 之間的溝通橋樑，天人之間的距離是隨著
時代巨輪在不停的推進而縮短，世間凡是不能由理智解決的事理，今後或可由天
人交通的新途徑來求得真理解釋。如何運用智慧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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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把握在善能掌控科學
與哲學的相配原理與自身修持功夫上。每個時代的宗教必須適應每個時代的思想
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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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無形靈界親和溝通，交流天人文化，此應有獨立的宗教專司其事 ( 如：天帝教
的天人研究總院 ) ，以促進天人大同的理想時期早日降臨。 57

陸、劫運源起聚成與化解：
一、劫的源起：

2. 媒挾─不直接操縱人類的思維，而是用「媒挾」來左右行為。也就是神媒挾制
之力。施行挾制之力時，必先觀其環境適用何種方式，始可入手，是利用受制者
最大的優點及劣點來挾制，如此方不致使該人顛倒挫折，陷於不幸，就好像盲者
徘徊在歧途間，以竹竿引導步入正路的方式。在靈界除了行善之權的神媒外，也
有行使惡職權的神祇，用以刺激人類向善之路。有神蹟式的，也有自然行使的，
有人使的，也有環境促成的，除神蹟的以外，多屬定命式及刻板式的，這是命中
機運的使然。
神對於人的壓力及挾力，通常都是自由神的作為。但若有大功大德的人類，

師尊常言：「劫由人造，必由心化，救劫必須從根救起，根即人心，救劫即救
心，就是改造人心。」58「劫由人造，劫由心起，化劫救劫端在於『革心』。」59 此是
為何？
《新境界》分析人的心起惡念時，腦中必引起極大的徘徊與猶豫或狂亂的思
潮，此時其和子中的電質成分會發生電氣化學上的變化，陽電質一變而為陰電子
此陰電子的放射，於是形成那人的惡念決心，而有行動隨之而行。所以人若常起
惡念，和子屢經陰電子的化合，就成為包容極多數陰電子的和子，而行惡便會成
為習慣，想要制服之，就極不可能了。和子會發出真善、真美、真愛的特質，但
因其無所不入，無所不親的特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易予薰染，善有變

53 參考《新境界》第六章．第一節：〈聖凡平等的意義〉。
54 參考《新境界》第九章：〈新生論〉。
55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三節：〈神的權威〉。

56
57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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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大同是化解現行世界恐怖攻擊、爭戰迫害的方式之一。
參考《新境界》第一部〈緒論〉前段。
出自師尊箴言卡。
錄自《第一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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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探討和子成分中的電質內含有真愛，也會有怨性，怨又可分二種，有善惡之
別，善怨中會發出真愛，惡怨中會發出惡性，變為驕矜殺伐而癡性永無窮盡。所
以人的私欲若沒有滿足，性慾就會勃發不已，和子就會顛倒沉淪，而沒有盡期。
如能用其真意 ( 善 )、真性 ( 求真 ) 來制勝欲念常現的狀況，就能超出自然業力的
約束，避免人生顛倒。60
人若無法自制而從善，發出的動念為魔念時，就會引來魔的媒壓之力，使之
沉淪墮落不已，人身的電子特性，是屬於盲動沒有目標而歸於靜態與被動的，是
需要和子的驅使領導才能正常變動的，如和子領導得宜，則電子驅靜的現象必隨
之而趨向於善，若和子發出惡性的意念，則電子便會以為同性來引，將更趨於窮
惡。也就是說，和子行為就如同君子，電子行為如同小人物，小人物的心，是以
君子之心為導向，君子向善，小人必從而俱往；若君子有虛偽之意（如：偽君
子），則小人必以極惡的趨奉以奉承君子 61。所以和子的惡念引導，將促使人的罪
行加重，若聚眾行惡，將是人的災難，此必成劫數；因為人類不當的行為，離經
叛道，是脫離了 上帝為宇宙和諧所安排的軌道，人類離道越遠，將影響自然的
運作，所受的罪刑會越深，將自食其惡果，此惡果就是形成「劫」影響人類的安
危。「劫」有災難的意義，第一種是刀兵劫，第二種是饑饉劫，第三種是澇旱劫，
包括水災、旱災在內，也就是天災、人禍都可以稱之為「劫」。62

同」，就是「宗教大同」，就是突破春劫的開始。
( 五 )「康」就是進入小康，應屬「世界大同」。
( 六 )「同」就是進入大同，應屬「天人大同」。64
我們從東方到西方所有史前文化的記錄與從先民口口相傳中，得知那時是人
與神共存的天人大同境界，隨著時代的演變，人心慢慢的不古了，慾望增多了，
開始有了天下為家的私心，於是就從大同轉入到小康，從人神共存的時代逐步進
入到人與神分離的困境，漸漸人的私心更多了，慾望更多了，又從小康進入到春
劫，通過春劫發展出行、清、平三劫的總清、總算、總平。到達「春」的階段，
是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若你爭我奪，就必需經過行、清、平的過程，才能重
整、重建。當第一個「春」進行到「行、清、平」，又會走回到「春」，即稱為
「一期初劫」，若人心的欲望仍泛濫沈淪，就會從一期初劫的「春」，再度通過
「行、清、平」，再次進入到「春」，就是「二期中劫」，二期中劫的「春」，此
時人心的欲望仍泛濫沈淪，又會回到「行、清、平」，最後再進入到「春」，就是

二、劫的聚成與化解：
因為人的罪惡孽行造成了許多逆天行為而產生劫數，是上帝因人類違反自然
界平衡的行為而必須以行劫來調整，是為警示也為化解人類的痴迷 63，行劫是由負
有職責的仙佛來執行，同時也會派自願的仙佛聖君來救劫，歷史時代的宗教即是
因此應運而誕生的，從神權的第二時代為救贖之神，至科技進步知識提昇的現代
則是「第三神論」的媒介之神，而天帝教的使命與宗旨，就是為救劫而來的 ( 如：
附圖十二 ) ，經由〈上帝聖誥〉中得知，每次劫運必然會出現六個階段，「行、
清、平、春、康、同」：
( 一 )「行」是劫運的啟動，劫運的開始都稱之為「行劫」。
( 二 )「清」是劫運的清算，當啟動一段時間之後就要進行清算的工作。
( 三 )「平」是劫運的結帳，等於是對啟動、清算的過程做一平衡，從啟動、清算
到結帳，行、清、平三個劫運都是連合在一起，是一種共同運作的過程。
( 四 )「春」是和、是道魔並闡、是多元衝擊的景象，有融化、融合的作用，是前
三劫的延伸，也是劫運轉化的臨界點，宗教與宗教間若能「敬其所異，愛其所
60
61
62
63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二節：乙、人性之研究。
參考《新境界》第四章．第二節：丙、性與欲之關鍵。
參考《劫啟運之精神內涵與同奮肩負之時代使命》維生先生於 91 年度傳道傳教使者複訓班講授。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五節：〈第三神論〉。……所以人類一切違反自然界平衡的行為，自然會感召可
以預料的天災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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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參考〈劫啟運之精神內涵與同奮肩負之時代使命〉維生先生於 91 年度傳道傳教使者複訓班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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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劫」的關鍵期。若可以做到「人心復古，抱道樂德」，就可以從「行、
清、平」進入「春、康、同」的最好發展。若人心還是繼續受慾望的牽引，往下
沉淪，就進入到共同的毀滅；關鍵就在於人心如何作選擇，如果都能抱有天命救
劫使者的心，全心全力投入到救劫的工作，就可化解三期末劫，進入小康至大
同。65( 如，附圖十三 )
圖中的延康末劫：天上主持行劫，至三期末劫時，天帝會先要派一位特別的
使者下來救這個劫；如果能夠得救，那這個劫運就要延長下來。一面把這個劫運
拖延下去，一面慢慢要進入小康的世界；66 關鍵端視改變脫離正軌的人心能否恢
復？

柒、結論
世界裡陽與陰的運作不僅是陽 ( 正 ) 電與陰 ( 負 ) 電的分別，更代表著天地間
萬物相對應的態勢與衝突；也是有形與無形、有相與無相、有情與無情的眾生，
能得到全宇宙永久的和諧的關鍵因素，因為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的運作，不僅
影響著個體，更涉及團體、社會、民族、國家、甚至全人類的安危；所以如何運
用此兩力，成為人生的重要課題；人在此生的學習與成長，經歷了各層次的階
段，可以在天帝教的教義《新境界》中得到真理的啟示，明確人生的最高目標與
境界，為便於了解，將《新境界》學理以圖解方式概述，詳如：附圖十四。
由心物一元二用論為起點，經電子與和子達熱準共組成一元形體，運用
「動」與「和」的二種運作方式，以精神自覺力發展出精神人生觀的人生性質、
由物質自然力建立起物質自然觀的宇宙本體，向上則構建成地球萬物，若向下造
成和子離電子墜的死亡狀況，會使和子靈魂游離於空間中，若無法化解劫運造成
了毀滅，就會退回至混沌，是物質成形之前的狀態。
對未來的期許與盼望，促成了「性功」的精神鍛鍊與「命功」的奮鬥精進，
就是性命雙修的成效，可發揮高熱準提升層次至「第三神論」與聖凡平等的等
級，為天人大同做準備，透過勤修苦煉、培功立德，就能艱磨而超凡入聖，達到
新生論的階段，屆時便可化解相對障礙建立共生永生，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欲
達此目的，關鍵在於如何發揮精自覺與物質自然力的運用，分述如后：

一、精神自覺力的啟發：
( 一 ) 精神鍛鍊：是激發精神自覺力的最佳途徑，此精神鍛鍊就是鍛鍊宗教家所認
為的憂難神秘的精、氣、神三寶，鍛鍊目的在於清心寡慾，定靜安慮而達於至善
妙境，以求生命之歸途，俾得永生共生。鍛鍊方法就是世俗所謂的打坐，道家的
靜參，佛家的參禪。天帝教的靜坐是由首任首席使者李玉階先生，涵靜老人所親
65 參考〈劫啟運之精神內涵與同奮肩負之時代使命〉，維生先生於 91 年度傳道傳教使者複訓班講授。
66 參考《天人學本》：天命奮鬥與時代使命研究（六）．〈三期末劫與延康末劫的關係〉(80 年 11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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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中國正宗靜坐，是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法，依自然法則而修煉，不聚氣而
氣自聚，不勞神而神還虛，經過一靈常照萬念皆空，而達超神入化、形神俱 的境
界，成就身外之身的永恆生命。67 涵靜老人的修煉經驗（如：附圖十五）。
( 二 ) 廿字真言：是提昇精神自覺的日行方法，也稱為「人生守則」
：忠恕廉明德、
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是集合五教 ( 道教、佛教、儒教、基督
教、回教 ) 精蘊所創。是天帝教「教則」，做為教徒同奮身體力行、做人處事之準
則，並規定教徒同奮，每天早晚依此反省懺悔，認錯改過，以期日進于善；奉此
守則，切實遵行，日久成習，正己化人，蔚成風氣，則天心立轉，人類末劫，可
望消弭於無形。
1. 力行方式：每日的行進坐臥皆可常念廿字真言，包含運動的次數計算、散步、
騎車、搬運重物、上下樓梯、失眠難寢，皆可念廿字真言祈禱。( 含誦《廿字真
經》)
2. 安撫嬰兒：廿字真言安撫嬰兒的效果相當好，是自己帶孩子的經驗，也是目前
67 參考《新境界》第五章．第四節：〈精神之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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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中擔任保姆工作時，處理嬰兒午睡、不安、哭鬧的技巧，有時可配合廿字真
言步，行走於客廳內，很容易就可發揮安撫嬰兒的功效。嬰兒也會顯現安全與信
賴感的回饋，同時可啟發嬰兒的可愛與喜悅，對人不怕生的效果相當好。由此推
及胎兒期間的胎教，亦可使用廿字真言來教化，定可發揮精神自覺的效果。
( 三 ) 培養親和力：此需要藉助親和活動來協助培養，由各教院安排活動提供教徒
同奮參與，此包含人與人的親和、協助人與和子的親和、也發揮人與神的親和，
親和活動實施時的祈禱，能觸發無形的參與及協助，助益親和的成效，培養親和
力活動的項目可參考附圖十六，彈性參考運用。

等的最後目的 68；奮鬥有三種層次，此層次隨著願力程度大小不同，產生能力發揮
的效果也不同，奮鬥精進的層次：向自己奮鬥、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說明如：
附圖十七。
人們欲求向天奮鬥、向自然奮鬥，首先必須先向自己奮鬥，以奠定基礎，也
就是儒家所謂的正心誠意之內聖功夫，其方式從滌塵俗慮、淨化心靈入手，運作
過程是由意識→心靈→靈識的淨化，此自我奮鬥所產生的力量對於個體內在身心
可造成不小的變化，分述如后：69

二、物質自然力的運用：

( 一 ) 意識淨化過程：人身一旦透過和力作用 ( 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 )，逐漸會
使得內在意識由紛亂無序進入統一協調的活潑狀態；可獲得身心協調一致、念慮
潔淨成效。

「人之生也為行而生」，「行」才能創造進步，才能革新進化，此就是物質自
然力的運用方式，所以必須改變人們長久以來對學習採沉滯不進的態度，打破生
活徬徨煩悶的等待心理，效法天體自強不息的運轉，積極的奮鬥勇往直前，循著
宇宙自然的真理，篤踐力行，潛心學養，雙修性命，以期達到永生永存、聖凡平

( 二 ) 心靈淨化過程：人身的內在心靈 ( 由和子與電子體交相配合後形成的新產物 )
由成規的有意識進入無意識的空靈狀態；可獲得靈肉和諧、心靈純淨成效。
68 參考《新境界》第一部〈緒論〉後段。
69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教義研究小組參考資料》未刊稿：以三奮為基礎的淨化過程，第 2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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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靈識淨化過程：人身的心靈透過和力作用會使得內在靈質、靈氣 ( 和子的特
性 )，由低能階進入到高熱準的靈性狀態；可獲得靈性增長、靈覺敏銳不昧成效。
當人們能以短暫的生命年限，發無量大願、立永恒大志，以求生命不滅，向
神向齊時，人的靈性 ( 覺 ) 意識部分自然會經由精神自覺力 ( 和子力 )、物質自然
力 ( 電子力 ) 交相磨合所形成的無限值和力，來影響與淨化沈積於和子餘習內的
累世慣性作用。
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的啟示代表著教義《新境界》的觀點是積極向上樂觀
奮鬥的精神，旨在認識宇宙人生的新境界，如何使人開拓生存競爭的思想領域，
共躋世界於和平大同之境。聖智庸愚各等程次不同的人們，品質層次雖有區別，
不過僅為電子構成肉體質量的不同，而異引的和子來源則是一致的，可以說先天
本來就平等；人生一切的成就與環境並非天生與天賦而來的，必須自植自奮自愛
才能得到的 70。綜合上述啟示，個人的精神自覺力的提昇方法與物質自然力的的進
階方式（如：附圖十八）。
《新境界》的結論：聖凡平等與第三神論，以此目標藉著精神鍛鍊、廿字真
言、親和力活動及向自己、向自然、向天奮鬥的作為，啟發了人們大公無私共生
70 參考《新境界》第一部〈緒論〉：政治性與世界觀之要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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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的高尚心理，助益於實行平等互惠（興滅國、繼絕世）的公法，以來消除各
民族間的糾紛，由此達到各民族間真正的自由與平等，產生無形同化作用，可共
同組成各洲聯邦，公推國聯盟主，確保集體安全，人類種族間的戰爭就可以避免
發生，進入和平燦爛、「世界大同」的境界，進而使科學、哲學昌明終極，陰陽
永達和準，熙來攘往，極樂逍遙，自然就可達到「天人大同」的目標。71 唯有如
此，國家的建立、宗教創建理想的實現，心理與倫理建設的完成，就可以期待於
天人共同的督促，共同的邁進，建立世界各民族共同信仰的標的、一致且正確的
認同，並在探求宇宙真理，溝通天人文化的大道上，將全球科學家、哲學家、宗
教家，共持「聖凡平等、天人大同」的理念，本各已知之理繼續向前努力，奮進
不已，一層一層的衝破宇宙神聖壁壘，日日新又日新，揭曉宇宙最後的真理，完
成三期三同的終極目標。
參考資料：
[1] 老子《道德經》。
[2] 南懷謹著《老子他說》。讀書網：dushu.com，網址：http://big5.dushu.com/showbook/101143/
[3] 百度百科：炁學原理：http://tieba.baidu.com/p/53933292
[4]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教義研究小組參考資料》未刊稿。
[5] 第十一屆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新境界》揭示生命科學的啟示〉，劉光陣著。
[6] 維基百科全書：本我、自我、超我。http://zh.wikipedia.org/wiki/
[7] 維基百科全書：直覺 ( 知識論 )。http://zh.wikipedia.org/wiki/ 直覺 ( 知識論 )。
[8]《直覺 VS. 理性》，方洪著。http://mag.epochtimes.com/b5/006/2572.htm。
[9]《論語．為政》第二篇，孔子著。
[10]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哲學，http://zh.wikipedia.org/wiki/ 哲學。
[11] 維基百科全書：宗教。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12] 佛 陀 教 育 基 全 會 — 佛 法 的 世 界 觀 之 五： 三 千 大 千 世 界。http://www.budaedu.org/budaedu/
buda1_31.php
[13] 師尊箴言卡。
[14]《第一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
[15]〈劫啟運之精神內涵與同奮肩負之時代使命〉，維生先生於 91 年度傳道傳教使者複訓班講
授。
[16]《天人學本》
：天命奮鬥與時代使命研究（六）．〈三期末劫與延康末劫的關係〉(80.11.06 )。

71 參考《新境界》第一部〈緒論〉：政治性與世界觀之要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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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新境界演繹
吳桂禎 ( 敏浩 )
台南市政府主計處統計科 統計調查員
天帝教台南縣初院 / 贊教長

摘要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美國《科學》雜誌評選出「宇宙八大未解之謎」，
有一些可能永遠無法找出答案！包括暗物質與暗能量之謎……，天帝教的科學教
義《新境界》，明白的指出與現今或傳統之科學觀有所差異之處：宇宙之本體即
為心（和子．精神）物（電子．物質）一元二用之本體。電子之引律為同引律，
即陰、陽電子各別同引，相異於陰陽電子之異引律，若解開《新境界》之電子同
引律與和子概念，或許能解開宇宙八大未解之謎？開啟未來天人合一之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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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學上一直在發現粒子，從發現電子、光子、質子、中子、夸克、ｗ粒子，
以及假設有中微子之存在，好比各原子粒子之角色演員皆已出現，之後就由編劇
編寫劇情，編寫劇情就免不了要有酸甜苦辣喜怒哀樂之情緒高潮迭起！
現在將以天帝教教義 1 的科學觀來編寫新劇情；新劇情要有新場景道具等背
景，如下：
新 觀 念 — 傳統觀念
萬有動力 — 萬有引力
旋
力—吸
力
親
力—和
力
異
力—同
力
天地旋轉 — 天靜地動
動
和—靜
電

正、反粒子之左右旋動性，如我們斜側身照鏡子時，我們的左手看起來像是鏡中
人的右手。是以陰陽電子之成對產生猶如鏡中的內外，陰電子呈左旋，陽電子呈
右旋。再據帝教教義：陰電子質粗重故密度大，陽電子質精微故密度小。是以根
據陰陽電子含量多寡之不同、同引為陰核或陽核之不同？
教義言，陰陽電子之引律與普通之電學有異，普通電學上是（同排異引而為
流通之電），然而電子之引律則為（同引異排），此為物理學上尚未詳細整合解析
之真理。蓋電子之引律若為（同排異引），便不能由無數之陰電子結成為陰電、
由無數之陽電子結成為陽電，如此就不能湊合而為物質單位之原子，而宇間亦無
所謂物質矣！
而今日之科學界認為基本粒子與希格斯粒子頻繁碰撞，是基本粒子產生重量
（靜質量）的來源，重質量表示不易移動或加速度因而產生質量，但至今仍找不
到希格斯粒子、找不到重粒子，認為倘若沒有希格斯粒子我們就不存在！

再融入情緒之感受，逐項與現今之科學觀來相互探討，看看天人合一演化的
內涵性：
天帝教教義之新科學觀言：宇宙之本體即為心（和子．精神）物（電子．物
質）一元二用之本體。電子之引律為同引律，即陰、陽電子各別同引，與現今或
傳統之科學觀皆有差距，以下就一起融合性的加以探討：

壹、電子的誕生

綜合以上兩者所探求之根源，不就在這同引律與重力之整合上嗎？就我等直
覺之認知或勵志之鼓舞，團結力量大，一根筷子易折斷，一把筷子就不易折斷
了，亦是最基本加減乘除運算法以觀數值之變化性，除數值之變化性外，還得就
其精粗細略之組合差異性，以觀其重質量之增減變化吧！至於陰陽電子如何各別
同引又成對產生，應該僅籠統的二分法！
依籠統的二分法來看粒子之同引律，有謂一畫既判乾坤，科學把一些能量打
到真空裡面，上面會產生一個電子，下面會產生一個電洞，如此便促成一對電
子、電洞產生。於此結合量子力學觀念，因不同能量波粒子撞及真空背景產生凹
洞，愈撞凹洞愈來愈多愈大、形成電洞陽電子，而能量波粒子撞及真空背景，是
否激發出其他粒子或因折射反射，而失去能量逐漸佈滿雲霧凝成陰電子，此是否
如量子力學之雲霧分佈般，質粗重故密度大成陰電子，與陽電子質精微故密度小。

根據天帝教教義言：宇宙間構成物質之最終成分之一為電子，就先從基本之
電子同引律來了解起，所謂的陰、陽電子，在其尚未達到適度之熱準前，未能成
為一個定位之電子，未能成為一種盲動不已之氣粒子，故其引律為同引，即陰、
陽初電子需先各別同引，待達到適度之熱準時，方能成為所謂具有（定位之電）
的陰、陽電子。

就此陽電子、陰電子之特性，其各別所處之空間處，究竟該如何分辨此陰陽
電子呢？天帝教之《天人日誦大同真經》2 內有一段文如下：

先略解陰電子、陽電子之特質，根據科學觀念：電洞稱陽電子是陰電子的反
粒子，陽電子與陰電子的質量是一樣的，電荷是相反的，它們撞在一起的時候會
湮滅，變成能量。反過來，能量夠大的光子可產生陽、陰電子，而且是成雙成對
產生的。
正、反粒子在磁場中飛行時，由於轉彎方向不一樣，就可以被分辨開來。

曰天者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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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是士 即祥即戾 以斯而積 別為陰陽 別為怨喜 立謂質電 而
我人生 志心而生氣 以別至勢至利 止心則氣祥 慾潔而氣臻 凝於太空 是

1

2

摘至《新境界》三版 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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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平善劫惡是謂云
略解文中之義：是言清清大空，實無上下四方八方十方無辨一切，若真要辨
其不同，只能就某範圍之邊緣或中心來區分之！即某範圍內之中心莫不為上，而
前後左右莫不為下。
陰陽核何以分之？乃上下四方前後空間之邊隅定為陽核，至於此範圍則以中
心為主宰也。即以中央之儿（古人字）為主角，而邊隅者為配角也，配角主角二
者，是為陰陽二正。於此而知邊隅者為陽核，陽核者同引較迅速，是萬有旋和之
旋動要素也。
分此中外主配二者之不同，各別積累成性，以分別出陰陽戾祥怨喜之差異
性，如人之慾念潔淨，靜心氣祥，此眾生祥和之氣、輕清之氣昇鴻於天，凝於太
空，即可維繫宇宙之祥瑞矣！
不過，此主配角之分是有其範圍之箝制，若超越此一主宰能力範圍區域，此
陰陽又有別矣！也就是需以另一大範圍來看，乃以此大範圍之中央為上為主，前
後左右莫不為下為配，來判斷相對性之陰陽了。
回頭看逐漸雲霧密布凝成陰電子，落入愈來愈大之陽電洞內，陰陽電子不一
定相同大小，兩者之能量差異即轉為光子。在量子力學裡的一些概念，一個電子
會吸收一個光子，因而提高能量；或會釋放一個光子，而降低能量。當電子吸收
或放射一個光子時會旋轉半圈並縮短十分之一，此數也即是負零點（一 0.1），叫
做這個粒子的電荷。至於陽電子放出或吸收光子之後，應是反方向旋轉半圈，即
其電荷為正，也就是應當增強十分之一（+0.1）的電荷。
如此以重力來看電荷之產生概念，即依各別同引之累積達到某一輕、重質量
時，即電粒子或凹洞隨雲霧般或然率分布之不均，如高氣壓往低氣壓流動般，會
產生落差滾動碰撞之變化，產生微能量光子，再被電粒子或電凹洞吸收旋轉半圈
而生電，即質粗重與質精微各左右分旋 1/2，不斷各別旋動碰撞摩擦吸收能量而生
電，待達到適度之熱準時，方能成為所謂具有（定位之電），可盲動不已的陰、
陽電子。
這裡有一個問題，所謂的真空背景是什麼？為何會產生凹洞電子對呢？埃是
原子的單位，等於 10-10 公尺。原子大小約 10-9 至 10-10 公尺，簡略的來說原子
的大小約為 1 埃。知道原子已經這麼小了，原子核比原子更小一萬倍，而夸克和
電子至少比原子核又小一萬倍以上。即一小原子內仍有許多空間之存在，擴大至
外在宇宙空間更是廣大。
328

看太陽恆星系周圍有其公自轉之大旋風軌道上，有各行星之公自轉軌道，此
行星之自轉軌道上，又有衛星之公自轉軌道，是以任何大小空間中的真空背景，
其實都有其潛在之旋動能量。這就是新場景萬有動力相對以往之萬有引力、旋力
相對以往之吸力、天地旋轉相對以往之天靜地動，是以有謂的無中生至有，大自
然為大自然所創造，就是於任何有其潛在的旋動空間中，陰陽電子是依其空間所
在而相對性的產生，亦可言層層世界各有其特有相對性之陰陽電子吧！這是筆者
之見解推理。
再回來電子體之探討，一般物質界的電子是陰性的，至於陽電子的來源，據
筆者至今之歸納，有以下四種來源。
宇宙射線中含有陽電子。
光子可以產生一個陰電子與一個陽電子，相反的陰陽電子，一接近瞬間也化
成光子（為電磁波，此電磁波稱為消滅放射）。
在原子核之 β+ 正衰變中，一個質子衰變為一個中子時，有一個陽電子與一
個中微子產生。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教授表示：「國際太空反物質探索計畫」已有三項新
發現，其中，發現靠近赤道區，地球的正電子是負電子的四倍，大家原本以為地
球是中性的，正電子和負電子的數量一樣多，但這項計畫進行後發現，正電子是
負電子的四倍多。
科學界認為反粒子是反物質，但在地球附近的空間中（包括我們銀河系所處
的銀河團）找不到任何反物質。反物質宇宙到哪裡去了呢？根據天帝教教義，依
陰陽電子含量多寡之不同與同引為陰核或陽核之不同，而為區分礦物、植物或動
物之差別根據所在，物質與反物質是否為無生命與有生命之累進分別？

貳、粒子的成長
先看原子核之 β+ 正衰變中，一個質子衰變為一個中子時，有一個陽電子與
一個中微子產生；相反的，在原子核之 β- 負衰變中，一個中子會衰變為一個質
子時，有一個陰電子與一個反中微子產生。於此深入質子或中子來看，構成原子
核心質子中子的夸克，分別帶 1/3 單位負電荷（-1/3）的下（down）夸克與帶 2/3
單位正電荷（+2/3）的上（up）夸克兩種。即質子與中子之互變中各有陰陽電子
釋出，且其中一個夸克變化下，另二個夸克跟著變，是以夸克結合之質子與中
子，亦都是各別同引為陰核或陽核之不同，與電子體是同家族的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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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原子核內之質子中子愈來愈多，質量愈來愈高之原子，其構成之基本粒
子亦越來越多種，一種叫 μ 介子的重電子粒子出現了；隨著能量愈來愈高，也發
現了更重的電子 τ 子，此些重電子之質量，是原來電子之 206 倍、3460 倍。
至於夸克也不是只有ｄｕ夸克，也發現荷電量相同，但有更高十倍百倍質量
之ｓｃ夸克，且還在陸續發現更高質量之ｂ及 t 夸克。以上這些電子、μ 介子、
τ 子、ｄｕ夸克、ｓｃ夸克……，都是科學界發現自旋 1/2 的家族粒子，屬於物
性粒子。
另外，如前所言的，在原子核之 β+ 衰變時，有與一個中微子產生；反之，
在原子核之 β- 衰變時，有一個反中微子產生。此中微子是另一類自旋 1/2 的粒
子，它沒有質量也沒有電荷，光子與膠子都無法抓住它，只有質量高達八百萬電
子伏特的Ｗ能量粒子，能抓住它與它耦合。
以上物性粒子都是同引律，所以其質量會愈來愈重，非希格拉粒子之撞擊所
增加的重質量，而是愈來愈精微的原子元素體內，依物性電粒子之同引律愈來愈
精微，凝聚其質量亦會愈來愈重吧，這是由普通物質元素到高級元素的累進能
量，當然其重力合之展現，需看整個原子或物性粒子的組合偏向性而定其重力點
吧！

夸克

輕子

型/代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帶電荷數

上夸克

u

c

t

+2/3

下夸克

d

s

b

-1/3

中微子

ve

vu

vτ

0

電子

e

µ

τ

-1

參、組織原子家庭
所有的物質都是由不同的原子所構成的，將電粒子結合成原子，其構造實與
恆星體相似，其中原子之原子核，其直徑約原子直徑的萬分之一乃至十萬分之
一，然整個原子的質量幾乎全集中於原子核。宇宙是藉重力、電磁力、強核力、
弱核力等四種基本交互作用著。

一、重力
被認為來自於質量與重力場之間的交互作用。在廣義相對論上，重力被認為
來自於質量與彎曲時空之間的交互作用，前面已略有探討。

二、電磁力
進入到原子的尺度（0.1nm）時，原子是由不同的原子核與電子構成的，帶負
電的電子與帶正電的原子核（由質子與中子構成）經由電磁作用緊密地結合在一
起，原子是由原子核借光子將電子吸附在周圍所構成。

三、強核力
來到原子之核心，是由帶正電的質子和不帶電的中子所構成，中子與質子之
結構都是由兩種夸克組成，看質子是由兩個上夸克加上一個下夸克所組成的
（+2/3）*2+（-1/3）= +1，帶 +1 單位電荷，而中子是由一個上夸克加上兩個下夸
克所組成的（-1/3）*2+（+2/3）=0，帶 0 單位電荷，如圖 3

另一類粒子之作用，則在於媒介交互作用，具有合群性，如原子核吸引電子
之媒介，是無質量之光子屬電磁力作用、原子核內質子中子三夸克之引和媒介，
是膠子屬強核力作用及質子中子可吸引無質量中微子之媒介，是質量約八百萬電
子伏特的Ｗ，屬弱核力作用，此些光子、膠子及Ｗ粒子，都是自旋 1 的能量粒子。
作用力

能量波粒子

備註

重力作用

重子

未解

強作用

9 膠子 ( 專業上 8 個 )

電磁作用

r 光子 (1 個 )

弱作用

W+、W-、Z0( 個 )

d（＋ 1

3）

u（＋ 2
d（－ 1

3）

中子（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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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d（－ 1
u（＋ 2

3）

質子（＋ 1）

摘至〈天人合一生活理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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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質子和中子是由
u、d 夸克組成的，
質子之電荷為正
1， 中 子 電 荷 為 正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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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帝教教義：根據陰陽電子含量多寡之不同、同引為陰核或陽核之不同，而
為區分礦物、植物或動物之差別根據所在，或言天地人（生物代表）之不同代表
性。若以此來比擬科學上所言，每一夸克各處於三種Ｒ、Ｇ或Ｂ中的一種狀態，
或言處於三種紅、綠、藍「色」中之一種，而此「色」可視為天地人之不同代表
性。

子中子總數目的十億至百億倍，然任何測定器都無法找到它的存在。
依各物種之中微子而定，其作用影響範圍很大，含括其物種旋和之整個範
圍，如原子內中微子之作用影響範圍，大約等於整個原子之直徑（比原子核直徑
大上百倍），然超過此原子之直徑範圍，弱核力之作用亦立刻降為零。不過其透
過力，就是億個地球並列亦可穿透。

知道光子是透過陰電子落入陽電洞相互扭合能量差異而產生的，至於強核力
膠子，應該亦是兩兩夸克內之陰陽電子，相互扭合而產生的波粒狀態能量粒子，
作為各處於三種Ｒ、Ｇ或Ｂ之夸克中任何狀態，或言天地人之不同狀態下之媒介
引合，膠子將三個夸克引和在一起。強核力膠子實際作用力之影響範圍很有限，
只有原子核直徑範圍內，距離超過原子核直徑範圍，強核力之強度即刻降為零。
電子會吸收或放出光子，同樣的夸克也會吸收或放出膠子。當夸克在吸收或
發射一個膠子時，根據夸克本身狀態之改變，如夸克由紅變綠（地變反人）之狀
態，其就會吸收或發射一個（紅反綠、地反人）之膠子；夸克由綠變藍（人反天）
之狀態，其就會吸收或發射一個（綠反藍、人反天）之膠子，如此有八種膠子
（專業上略掉一個），作為三個夸克間的引和媒介，此為質子或中子（性靈和子之
基本引合概觀），更深入的和子公式後面再探討！

參考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學系楊憲東教授所著 4：〈一沙一世界，剎那即永
恆〉提到自然界中的隱藏維度。

四、弱核力
光子、膠子及Ｗ粒子，都是自旋 1 的能量粒子，於此還有中微子與Ｗ粒子的
引合關鍵未解，這是科學界最難應證之弱核力關係。在於中微子既無質量也無電
荷，與物質毫無相互作用，科學界預言「大爆炸」遺留下來之中微子，大約是質
藍→反紅

綠 d 夸克

藍

反藍

綠→反藍

紅

紅

紅反綠色階之膠子

反綠
紅 u 夸克

紅→反綠

由於膠子本身是帶色的，應說是位階。也就是膠子
彼此能夠互換色或位階。這裡是一個綠反藍色位階
之膠子與一個紅反綠位階之膠子，促成一個 藍反

紅色位階的膠子。

吸收
綠

紅
綠

紅
綠

出發

像這種「沙中有海，海中復有沙」的層狀結構在《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有一
段完全一樣的描述：「一一微塵中，各現無邊剎海；剎海之中，復有微塵；彼諸微
塵內，復有剎海；如是重重，不可窮盡。」是碎形結構精義之所在，這是各物性
的最大變數所在，即原子之結構是由原子核與電子所構成，為何相契於恆星行星
體係，為何海中有沙粒，沙粒中有內海，內海中復有沙粒；時空皺褶之內還有皺

紅 u 夸克

綠

反紅

我們所處的宇宙，具有碎形的時空結構。碎形時空從天文的尺度來看，它是
平滑而彎曲（受重力的影響），當縮小到奈米尺度時，時空開始變的凹凸不平，
當微小粒子運動在此顛簸時空面上時，即呈現跳躍不規則的行為，我們來到質子
或中子的內部，當再縮小到千分之一費米（10-18m）時，最後我們來到夸克的內
部，這已是當代物理所能觸及的最微小區域了，但此時空的皺褶起伏仍未停止。
時空皺褶之內還有皺褶，起伏之內復有起伏，如是重重，不可窮盡。

綠 d 夸克

膠子本身可因“色”位階之改變而改變夸克之色位
階，這裡是一 u 夸克發出一個紅反綠位階之膠子而
使紅 u 夸克變為綠 u 夸克，另一個 d 夸克吸收了這
紅反綠位階膠子後，就由綠 d 夸克變為紅 d 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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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起伏之內復有起伏，如是重重，不可窮盡，此關鍵性就在此弱核力之引合關
係。
要探討此弱核力之作用，由心性貪婪膨脹或願力希望之期許來認知就一目了
然了；蓋中微子既無質量也無電荷，與物質毫無相互作用，是心動或是幡動之自
染塵埃，但得有高達八百萬電子伏特的Ｗ能量粒子，才能抓住它與它耦合。在似
有又無之存在中，感應中微子之召喚，引合凝聚另一高震盪層次之拓展，開拓另
一大層級之連繫體系？
譬如哥倫布憑著一股信念，似無又有之無形引領而發現新大陸，此是否正是
大環境中微子之召喚，弱核力之聚合引領所致？再如個人非學科學，亦僅憑信、
願、行之理念，隨著無形靈思之引領感應而著書創作，此是否亦是大宇宙之中微
子在召喚，天人合一之弱核力聚合引領所致？
反之，負面性貪嗔癡怨恨，所造成人際之隔閡，燒殺搶偷之起心動念因子，
所衍生之行動，都將造成偏邪之聚合離散關係，縱使因貪污索取而飛黃騰達，其
來源因果就是有不正之因緣，是善是惡，業身隨形，也是無所遁隱也！
結合此弱核力與碎形結構之整體觀，可解宇宙之膨脹與緊縮之相對性，促使
沙粒中有內海，內海中復有沙粒，時空皺褶之內復有皺褶。如此使得能量愈來愈
高，形成了更重的物性粒子，如電子、μ 介子、τ 子；核心ｄｕ夸克、ｓｃ夸
克、ｂ及 t 夸克，都是科學界發現自旋 1/2 的家族粒子，即組成原子家族結構，得
有這無數正之中微子，有向天界發大願、開大願景，久而久之引合正的向上的高
能量，形成更重的陽性粒子，反之亦有這無數反中微子，有向地獄向惡世界索求
過度，久而久之引合向下之高能量，形成更重的陰性粒子吧！即經過此高層峰起
伏之引合性後，就得回歸能量有限範籌內，形成了更重的陰陽物性粒子，重組此
大願景或大業障範籌內之秩序。

肆、生命之漫波

靈之意境
就和子為「靈」之精神意境來了解一下，此「靈」字予以拆解之，「雨」部
意謂：無數之電子和子猶如紛紛法雨、翩翩瀰漫也；三個「口」即為和子之三個
旋和體相交之三點，交和凝聚之所在也；「巫」字意謂著借陰陽二人在做工，此
「工」字是自然與物質之媒介也。即任何一種生命之已交配種子或受精卵物質
素，均有一藏於密之和性靈，借過往輪迴累積之生命歷程記憶，透過適當的溫度
熱準，及營養電子的補充，而漸蘊化成畜生六道生靈，或六合之身的人性靈也。

多度時空
再加上時空概念，看長寬高三軸是空間的三度，而四、五、六軸代表立體時
間的三個垂直方向，時間是立體的，代表現在、過去、未來，結合空間的三度物
體實像，就有現在的三度物體實像、過去的三度物體實像、未來的三度物體實
像，其間可依回顧或展望，而有現在、過去、未來之相互交融體像。
即直覺的推論，所有天體、地球、萬物、眾生、人類各凝聚體之精粗細略不
盡相同，可言各凝聚體態內有各自之六度時空；或言任何凝聚體態有對外擴展之
六度時空因緣，亦有對內凝縮之六度時空因緣，是以兩兩相對而言是否有十二時
空在交錯融合中，或天地人三方會合之交融中，就含有十八時空在交錯著，是以
這世界是何其繁複！
個人一直從事統計性調查工作，物以類聚之統計歸納有其同引性，如每十年
調查的人口普查、農林漁牧普查、工商服務業普查等等，可由每年的生產值看其
各別凝聚性之消長，猶如凝聚於六度空間內消長之形態體，或兩兩相對之十二時
空、天地人三方會合之十八時空在交錯融合著，是個別物象之交融變動形態體。
即以此觀念來透析各物性體，所散發出來之微物空間內之微訊息變化，藉此統計
更精微之趨勢概念，亦可導引人們自覺性的進化所向。

性靈和子化學公式 5

略解物質原子結構之形成後，該來探究生命體之演進內涵，還是依帝教教義
之新科學觀此脈絡來看，即知生命之本質是精神（和子）物質（電子）一元二用
一體兩面之宇宙本體，和子為「靈」、電子為「肉」；和子固能支配電子，電子亦
能影響和子；和子與電子間鬥爭永無已時，即靈、肉之衝突是也！在此靈、肉之
衝突、和子與電子之鬥爭下，生命體該如何精進，方得以宇宙為家，與宇宙共始
終是也！

由此，回來探討帝教之和子化學公式，可如下列：
和子＝ 3 Ｘ＋ 6 電質＋ 9 Ｈ ( 氫之精華 ) ＋ 12 Ｏ ( 氧之精華 ) ＋溫度
其中 1 魂＝ 6 魄，1 魄＝ 9 魅，1 魅＝ 12 鬼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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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和子化學公式各種原素之特性：
氧原素—運轉週身水澤之原素，生機之動源，含有和氣、無所不容，有寬大
性與和善性，保持人生溫度而延長和子之生命。
氫原素—人生精中之渣末，具有潤澤性，故有溫良性與喜悅心，支配性靈活
動。
電質原素—指揮生理上之運動及知覺，有視覺（明通）聽覺（聰通）之功
能，人生生活之基本條件。電質皎潔無翳，速度迅捷，引力異常悠久，故有真愛
性與怨性（愛之反應）
Ｘ原素—具有神明與果決，導引前三種元素而指揮神經，為諸元之本，超凡
入聖之門。因有氣炁等之混合素，易執著故有癡性。加上溫度熱準而蘊化。
一路探論下來的觀念解此公式，1 魂＝ 6 魄，人之性靈為六合之身含 6 魄，

交融演化，一切現象中之動態，皆是電子力與和子力所成之和力。世間各種動植
礦物既由電子構成，故具有形而為靜電單位之物體，具有吸引異性電體之功能，
是以和子得按電學上異引之關係，即引合六度以上之時空靈訊，分別吸入各種物
體之中展開其生命。
和子為一種含有陽電之質素，瀰漫於大空之間及世間各處，凡通風之處即有
和子之所在，而其數量亦不可勝計。是以凡有陰電體物質之處即有和子飄遊於其
附近，兩電相值即行引入。即依其陽神化陽質素之高低、清明度之不同，引和動
靜不等動力之物性。礦植物得之即有生機，動物得之即有生命，並為此物之主
宰。世間一切生命之現象，即由此引律而自然發生，直至其所憑借之物體歸於毀
滅排擠於外時，始得復其自由而重為飄飄渺渺之自由和子焉。

即

電子之質、能關係 6

六度時空之因緣聚合，3 魂＝ 18 魄，如前探討天地人有各自之六度時空凝聚
態；3 Ｘ為天地人三魂雖有 18 魄，但宇間均以三旋和之狀態相交融，仍以 3 Ｘ為
一組之連鎖變化性看之！至於四種原素其架構關係，是以 3 之一倍、二倍、三
倍、四倍數成長，此乃有層層向外擴增膨脹或向內緊縮紮實之旋和性。而有向心
與離心之相互作用，形成向外擴增膨脹、或向內緊縮紮實之交融。

再就宇宙本體生命之另一本質物質（電子）而言，依帝教教義言各別陰陽電
子之屬性來略為了解：
1、陰、陽電子之差別在於陽電子同引之速度較陰電子為迅速。
2、陽電子多於陰電子，則同引成以陽核為中心之原子，動能最大。
3、陰、陽電子數量相等，則同引成陰、陽核各半之原子，動能次之。
4、陰電子多於陽電子，則同引成以陰核為中心之原子，動能最弱。

再嘗試解析此 1 魅＝ 12 鬼谷、1 氫＝ 12 氧之化學性概念，是乎有其矛盾難以
理解之處？依照科學粒子概念，氫原子是含 1 個質子 1 個電子之原子，氧原子則
是含 8 個質子、8 個電子之原子，如此氧原子之結構是較氫原子複雜，何以 12 氧
才等於 1 氫呢？其間之交融是否有內在弱核引力之跳躍式關係，即有向外擴增膨
脹、向內緊縮紮實之生機動源，藉不同複雜度高低能量粒子之交融，欲產生和子
體內局部碎形的結構，運轉周身水澤之原素，保持人生溫度而延長和子之生命。
看氫原子是含 1 個質子、1 個電子之原子，即 1 氫可以指導 12 氧之運作，或
12 氧可凝縮 1 氫之功能性，1 個質子三夸克基本三Ｘ作用，具有潤澤性，以支配
性靈活動。激勵電質原素的增加以增溫度熱準，指揮生理上之運動及知覺，有視
覺（明通）聽覺（聰通）之功能，而 3 Ｘ原素具有神明與果決，導引前三種原素
而指揮神經，為諸元之本！
性靈根本是一元的，所謂三魂六魄，不過指其功用而已，四者惟一，一化為
四，根本仍為一個和子也。以上是天帝教教義物質與精神、電子與和子，一元二
用一體兩面之大略解說。
由電子同引律要進化到和子高性靈，和子高性靈需有天地人（生物代表）之
336

再依生命之生機現象，看各等生命體所含之陽電子多寡，判斷其動能之高低。
礦物—不露生機 ( 內陽電子占 1/4)
植物—露生機 ( 內陽電子占 2/4)
猿類—高等生機 ( 內陽電子占 0 ≠ 0)
人類—萬物之靈 ( 內陽電子占 3/5)
以上為電子構成萬物原子之「質、能的基本關係」，今最進步的原子化學亦
尚未能詳解此理。蓋因今之電學、原子學之研究總局限在靜態物質之構造上，未
加入真空背景之陽電子概念，即生物動能之原動素加以透析吧！

電子之量的關係 7
電子構成物質之公律，除上述質能關係決定物質動能高下之分別；另有量的
關係則為物質精粗之分別。電子因其不斷同引相磨，有一種機械的蠕動力，配合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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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子即多度空間原素之交融，凝聚多元化原素之陰陽電子量，始具有生物機體
之作用，藉此亦累進更重之電子量精密度。假定人類身體之電子數較猿類多十
倍，猿類之電子數較高等植物多一倍，低等植物之電子數較石類多一倍。由此電
子數量及動能高低之關係，自能形成人為萬物之靈、猿次之……。
是以世間各動、植、礦物雖由電子構成，但因各動能物性之不同，其向空界
吸引陽電粒子必逐級增加，藉各電粒子不斷同引相磨，故有一種機械的蠕動力，
具形而成為靜電單位之物體，具有吸引異性電體之功能，是以和子（是漸累積進
化之陽電質素）得按電學上異引之關係，被分別吸入各種物體之中，始具有機體
之作用而展開其生命。
此異電相吸之功能即為科學界之異性相吸，契合於核心與電子之相吸，如前
所言因和子是 3 Ｘ與多元質素於多度空間之凝聚體，是以核心質素與此和子當有
其相互輝映之效吧！或言和子是向空界多元交融，吸引陽電質素增加動能，再凝
聚於核心內在，如此架構起精神（和子）物質（電子）一元二用一體兩面之宇宙
本體。

性情流露 8

環境之左右影響而起惡念機心之時，其腦中必起極大之排徊與猶豫或狂亂之思
潮，此時和子性靈較高級電質中之電質，即發生電氣化學上之變化，陽電子一變
而為陰電子，此陰電子之放射，乃成為該人之惡念與付諸行動之決心，故人若常
起惡念，其性靈和子屢經陰電子之化合，即成為包容極多數陰電子之性靈和子，
行惡成為慣性而難自拔矣！

要從天帝教教義來看，電子累積的性靈特性：
陰電子同引摩擦所發出 - 貪瞋兇暴怒惡
陰電 ( 電子所發出 )
熱準 ( 愛 )- 異引 陽電子同引摩擦所發出 - 喜癡怨
陽電 ( 和子性靈中之電質所發出 - 慈悲、和善

和子 ( 性靈，較高級電質 ) 因屬善性與動態，因此一切真善、真美、真愛莫
不由和子性靈發出，則能欣欣向榮，如喜氣之蓬勃上升，電子 ( 物質之低電質 )
則屬惡性與靜態，如枯木之經久而腐朽。善者氣清而為命，惡者氣濁以成物，有

電會發出何種的知覺感應呢？人身中之電有陰電與陽電之別，人類性及欲念
之起伏，即為電力之引合，此種電力之放射即形成意念之動因與性格之表現。在
電子中放射者為陰電，即各別同引之陰電子會發出貪瞋兇暴怒惡等情緒，同引之
陽電子會發出喜癡怨等情緒！這些都是低電質的情緒反應。
至於人身中之陽電即和子性靈中之電質，此應該是原子核心夸克之電力放
射，其中一個夸克變化下，另二個夸克跟著變，在和子性靈之電質中所射出者為
陽電，代表和善與慈悲之情緒，而愛則為折中之情緒，即「熱準」也。
陽電之放射是直接的、直覺的，有謂人之初性本善，即此陽電質所發出，故
最易得到直接的感應。陰電之放射是間接的、曲線的，有謂性相近習相遠，人受
8

摘至《新境界》三版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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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可以悠久，精神可以垂持；無命者究其極不過曇花之一現，物質不足悠傳，
善惡即由分矣！

生與一生的「中間狀態」。

如此再看和子與電子之相對性強弱，以觀情緒欲望之性靈差別所在：

在光束中的人……暫時不會有進展。除非他們決定要到下一度空間去……，
如果他們覺得……，具有形體時不再能學什麼……，那麼就能過來。但如果還有
必須學的地方，即使不想回去也得回去。……

和子強＋電子強
和子強＋電子弱
和子弱＋電子強
和子弱＋電子弱

所以在一世過後的光束中，人們可以決定要不要再轉世，取決於他們有沒有
未完成的德性。……

物質暴而威
物質精而果
物質吝而粗
物質文而雅

蓋電子強弱關乎其重質量之多寡，若電子同引過甚重質量無限累積，會沾染
左右和子性靈之清明，因電質含有真愛亦含有怨性，和子其無所不親無所不入，
易受薰染可以為善亦可為惡，和子若顛倒沉淪無有盡期。即和子性靈之主要原素
3 Ｘ，能於天地人（生命物）間多交融和合，配合其它質素之交集運化。茍能始
終用其真意真性而制勝欲倫，自能超出自然之律而免顛倒。如此性靈和子之清明
果決，方得以調合生命之展延與宇宙結構的均稱性和諧。
引用楊憲東教授所著，生命之初始演進是很漫長的 9，懷胎 10 月是 18 億年的
累積！
嬰兒從出生到 1 歲是 700 萬年猿人進化的縮影，而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求學受
教育過程，是人類 7000 年來文明發展的縮影！
即今日人身此精密實體又有高智能頭腦之進化實在很難得！但未來之生命靈
肉身軀演進，是否該朝向更深入精微高能量化之宇宙天人呢？

伍、揮別迷濛

由此得知，光子是架構起具體實物之基本所在。人身亦為物質體，亦由某些
波段之光子居間引和而成。而能量光子是電磁波，人生在世需藉此電與磁之特
性，產生之觀念行為，以學習過程中的智慧與德性。重要的是智慧與德性，是精
神靈明和子，才可創造下一生生不息宇宙之所在，而光束僅是過程中之一媒介神
而已。
大宇宙下的星團，銀河星系、恆星系，行星衛星，乃至原子內在之任何大小
空間中的真空背景，都有其潛在之旋動內能量！而陰陽電子對產生旋動扭合之能
量差產生光 ( 電磁波、生命波），光子是透過電粒子交換而傳遞，光速每秒 30 萬
公里，我們能感受的可見光波長範圍在 380~760 微米之間，可見欲傳遞光訊息之
電粒子亦愈來愈精微。
引用楊憲東教授所著 11，宇宙能量分成七道光或射線射向地球來，一般人們只
能感受到可見光之色彩，在宇宙中屬於中等以下的能量吧！若我們能感受更高頻
率短波長之射線，那麼就能接收宇宙中更高廣遠之訊息資訊了，心電感應之交融
亦更寬廣吧！

邁向仙班

所謂的光「生命波」，若要言有一位充滿智慧、能力，且是有規律、有秩序
的統治神應言媒介之神，那就該指「光」而言了吧！如質子可借光子媒介，將電
子
吸附在附近，如此一小小旋和原素始可誕生，而有後續的宇宙產生，是以能
量光子之作用，實有著非比尋常之功績也。然此光尚非宇宙最深蘊之所在吧！
《前世今生》10 書中有言：
我感到一道明亮的光。感覺很好，我可以從光裡獲得能量。她休息著，在一
9 摘至楊憲東教授部落格：一沙一世界，剎那即永恆 \
10 摘至《前世今生》布萊恩．魏斯著，譚智華譯，張老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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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再來申論此七道光或高能射線，可見光波是核心質子吸引電子之電
磁能量，至於核心質子中子內之夸克是靠膠子之強核力吸引，還有八百萬電伏特
的Ｗ能量粒子，即質量愈來愈高之原子核心，其內含或其放射而出之高能量粒
子，是否頻率愈來愈高，波長愈來愈短？
是以此七道光或射線不一定是從遙遠的宇宙而來，部分為我等周遭高低能物
質所放射而出；因高頻短波之高能粒子易被粗略物質所吸收或掩蓋，故需先上天
後下地被轉化才得展現其高能性，而前面言在光束中的人……，暫時不會有進
展。除非他們有足夠的德性，才得到下一度空間去。此是否進化到更精微堅實之
粒子空間去，且其高能量性能當可應化更高廣遠之境界也！如科學界之高級元素
原子，鐳之半衰期有 1600 年，鈾之半衰期以億年計算等，即需有足夠的德性，才
可常存於可長可久之下一度空間。
有謂物質會毀滅精神可長存，精神長存是否為暗物質與暗能量呢？權威《科
學》雜誌評選宇宙八大未解謎團，有一些可能永遠無法找出答案。其中包括暗物
質與暗能量之謎，暗能量它構成現存宇宙的 73％，認為暗能量的存在是「應需要
而生」，但可能永遠不會被觀測到，又暗物質與暗能量緊密相關，是將宇宙萬物
黏合在一起的膠水……。
先前已研討，宇宙由大霹靂（Big Bang）爆炸起源說，至今一百五十億年後
的現在，完全找不到反物質，是以所謂的反物質亦僅限於陽電子之陽洞，是以反
物質非暗物質暗能量！
再就各大小宇宙之碎形時空結構，在每一個相當尺度內，時空就需變的凹凸
不平，最後來到夸克的內部，這是現今物理所能觸及的最微小區域了，但此時空
的皺褶起伏仍未停止。時空皺褶之內還有皺褶，起伏之內復有起伏，如是重重，
不可窮盡，乃科學界發現愈來愈精微之高級元素原子吧！

即將宇宙萬物黏合在一起的膠水，那 73％的暗物質與暗能量，一直存在宇宙
萬物之身旁左右，不就是所謂的熱準（愛）—廿字真言：「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
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雖難以被測量到，但還是有其心量判斷抉擇，
且其潛含之穩固力無窮，是為穩定宇宙萬象「應需要而生」的，亦可知眾生皆有
佛性也！
在羅桑倫巴所著《生命的樂章》12 書中所言：每一「生命波」對進化均有所貢
獻，此貢獻乃在於其所留下的「楷模」或「典範」，……當「生命波」繼續往另
外的地方進發時，其在別人心中所遺留的記憶，仍就有一固定的力量，而這力量
最後被想成一個具體的靈界存在物。雖然，這些存在物確實是具體的，但缺少了
「神聖的火花」，從而亦沒有自己的智力，不一定懂得其中之含意，只能模仿或重
複那曾進入其意識的東西；……原素亦是重複著一種記憶的典範而已。
以此來結合光於重力場彎曲的轉折點上，可來探討前所言之碎形時空結構，
蓋各重力物體會散發或反射各等頻率波，恰於此重力場彎曲轉折點上的質點交會
引合凝聚，久而久之碎形時空結構於焉產生，亦是帝教所言：大自然為大自然所
創造！
又各高低頻率波有其各自特性吧，故其引合凝聚體態就有其各自特性，正如
前所言「生命波」繼續往另外的地方進發時，其在別人心中所遺留的記憶，有一
固定的力量被想成一個具體的靈界存在物。但缺少了「神聖的火花」，從而亦沒
有自己的智力，只能模仿或重複那曾進入其意識的東西；……原素亦是重複著一
種記憶的典範而已。
光彎曲的觀測

動轉折交會點

至於暗能量個人曾探論可能是宇宙膨脹所衍生的能量，如前所探討高頻短波
之高能粒子易被粗略物質所吸收或掩蓋，恰如將宇宙萬物黏合在一起的膠水，又
高頻短波若先上天後下地當能左右周遭之運化，故有無形運化有形或相互感應之
契合性，故此暗能量它構成現存宇宙的 73％，且此暗能量與暗物質是緊密相關
的。
其實以宗教修持的觀念來言，心識意念的覺知轉化或情緒七情六慾的轉化，
都是行動取捨的催動力，即此暗能量潛能所在，又如帝教神明的媒壓媒挾，亦依
人心的起伏才藉機壓挾之！而修持之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
道，亦潛含此些暗能量，是生命進化的變相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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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地球
星的實際位置

太陽

12 摘至《生命的樂章》羅桑倫巴著，天華出版事實公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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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靈和子為一種含有陽電之質素，且依所在時空而相對產生，即每一階段之
性靈和子藉四原素架構體運化，借高Ｗ電伏特能量引合高廣遠空界之微中子訊
息，產生碎形的時空結構後，再逐漸凝縮其內在之質點，有謂神依形
生，即達一固定基本型態後，才得有另一層級更高廣遠之擴展，更高廣遠之
擴展，重質能亦必提昇，但粒子將層層精斂，如此暗物質與暗能量是否是為
性靈和子之累積進化而成，放之瀰六合、凝之藏於密也！

宇宙間之旋和系共有五種不同之旋律，故祇須具有五種不同旋律之技能，即
可貫通千千萬萬旋和系也！是以所謂的暗物質與暗能量，是否為性靈和子之累積
進化而成？

13

引用天帝教之《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書內揭露：
陰神—元神—陽神
人間凡靈根本稱為元神
人之元神若不經修煉，即是毫無防備能力隨波逐流的陰神。元神再經修煉可
以成為「物質化」的先驅—陽神；陽神愈來愈精微，物質化之粒子當亦愈來愈精
微，引合其能量亦愈來愈強。
再看帝教教義和子等級表

14

普通和子

如下：
少陽

自由神
天君
聖
天尊
仙菩薩
佛
上帝

三、天君可以突破各行星間之風力，在本旋和系內自由往來。
四、聖可以突破一個旋和系。
五、天尊可以突破兩個旋和系。
六、仙佛可以突破五個旋和系。
七、上帝可以通行全宇宙各個旋和系。

只有少數陽電

下四級為具

陰陽電各半

有陰電之境

陽 電 較 多

界（色界欲

玄電

陽 電 更 多

界）

正陽

陽 電 最 多

上四級為陽

氣陽

同

佛

電及鐳之境

真陽

鐳 質 較 少

界（無色界

炁陽

純鐳質之陽電

以上）

天帝教教義言，依逐層漸次的修煉成「氣胎」、「電胎」、「炁胎」、「鐳胎」，
之後再進入宇宙主宰之一定場所進階修煉，以成就生化宇宙之最高性能。

故帝教教義所言：是先有自然，後有物質，最後方有神，是媒介之神，大自
然為大自然本身所創造，上帝為調和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物質為自然所凝成，
神為物質進化之變相，神權非創造亦非支配，而為媒介。仙佛即因有如此高能量
之存在，才得穩固宇宙之和諧，亦護佑芸芸眾生！
性靈和子的要素中還有一溫度，即熱準，亦即天帝教的奮鬥觀。唯有積極向
天奮鬥、向自然奮鬥、向自己奮鬥，以提昇奮鬥之溫度熱準。神者人也，人為靈
之基，聖乃人修成，神聖無足畏懼，仙佛原非尊高，盡憑凡軀自我培養磨煉奮鬥
超創而成，故曰「聖凡平等」。所以在一世過後的光束中，人們可以決定要不要
再轉世，取決於他們有沒有未完成的德性。
吾心信其可行則如反掌折枝之易；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如移山倒海之難，心識
意念的覺知與堅持推行的奮鬥觀，方得引來彌明和子性靈的護持，是無形運化有
形，有形配合無形，無形靈識與有形行事兩相交融以達天人合一之契合性。
今日大環境之惡化，又人心之自我意識過高，無形神明信仰薄弱，過於自私
自立下整體大我的凝聚力將難以堅實穩固，是以該重新倡導無形正面信仰之重要
性，效法暗物質暗能量之膠水效應，重新審視大環境之劫難而來扭轉之，大體才
得重新緊密相連，如此劫由人造亦得由人來化解之！
以上是以電學科學觀來解析天人合一之進化演繹。

即帝教將靈明和子等級劃分為普通和子、自由神、天君、聖、天尊、仙佛、
上帝，其中
一、普通和子可在地球同溫層以下飄浮，均受行星引力之牽引而下墜。
二、自由神可在同溫層以下自由往來，不受引力之拘束。
13 摘至《宇宙應元妙法至寶》76 頁
14 摘至《新境界》三版 75 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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