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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 87 年迄今，每年歲末冬寒於鐳力阿道場，都在熱烈舉辦天人實學研
討會的盛宴，齊集天帝教宗教文化實修精英，發表不同領域的論文，以不斷提
升、充實、豐富教義內涵，為天帝教傳布全球每一個角落厚植根基。
本屆天人實學研討會輪到天人合一院承辦，本師世尊對「天人合一」的詮
釋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在思想上的最高境界」，但是人類有物理上的束縛，如
何將此一障礙排除，中華民族的先知、先覺前輩不斷努力，最後發現一個道
理，須從「靜」中得到，只有在「靜」中，才能達到人類思想上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所以「天人合一」的研究，是人類貫通天人、啟發智慧的根源。
本師世尊對「天人合一」非常重視，曾說：「教義是適應時代環境需要之宇
宙人生大道。而正宗靜坐即直修『法華上乘昊天心法救劫急頓法門』，是宇宙
應元妙法至寶，乃是搶救三期末劫過程中的兩大擎天支柱。」又說：「由于靜坐
在天道上是返本還原的回天之路，在人道上可以健康長壽、長生不老，與同奮
切身利害息息相關。」
天人合一院承辦本屆天人實學研討會有五大特色：
一、落實「審核推薦制度」，凡在規定期限前繳交論文者，由四院院長擔任
審核委員，推薦五篇優質論文，每篇給予 30 分鐘發表時間，其餘論文則為標準
20 分鐘。
二、訂定「劫」為大會主題之一，承維生先生指點，由四研究院分就文
化、合一、親和、炁功四專業領域切入，多角度探討「劫」之內涵，發揚本教
立教精神。
三、特別安排「親和座談場次」，每位 15 分鐘，讓發表者與同奮間採輕鬆
方式，彼此親和溝通，以期逐步提升論文品質，鼓勵新進。

聲

明

本論文集所引用之「求診者、施治者、鍼心治病、炁功醫治、炁功治
療、炁功療理、炁功調理、精神治療、精神療理、精神調理、診治」等名
詞，乃天帝教宗教活動之慣用語，非《醫療法》及醫療相關法律之醫療業
務，且與醫療相關法律之醫療行為無涉。倘身體有任何疾病或不適之情
況，仍應至醫療機構尋求專業醫療。

四、特別安排「靜坐實修座談」，將個人實修的心得經驗與大家分享。本師
世尊曾言：修煉功夫是「不可說」，無法用言語、文字來形容，「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只有自己下功夫自修自證，自己體會自己得……。唯本師世尊卻反
其道而行，為了廣渡原人來歸，普傳昊天心法，是以大會特安排此一座談，大
彰真修實煉之本色。
五、天人合一院將本師世尊於民國 82 年先修第十二期正宗靜坐班，所講有
關「靜坐」修煉的部分，彙整編輯成《靜坐闡微—十講》及語音檔（CD），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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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表

第十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予參與大會所有同奮。
天人實學研討會慣例由天人文化、合一、炁功、親和四院輪流承辦，本屆

大會議程表

由天人合一院輪值，非常感謝其他三院及協辦單位全力配合，尤其感謝大會工
作團隊，沒有他們的辛勞與全教同奮熱烈參與，本屆大會必然失色許多，再次
感恩！
承辦單位
主辦單位

天人合一院

天人研究總院

謹誌

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

時間
16:00 － 18:00
18:00 － 19:30
19:30 － 21:30
21:30 － 22:00
22:00 －

8:00 － 08:20
8:20 － 09:40
(80 分鐘 )
09:40 － 10:00

10:00 － 12:00
(120 分鐘 )

12:00 － 13:10

13:10 － 14:25
(75 分鐘 )

14:25 －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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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5 日（週五）
內容
報到（親和樓）
晚餐
親和座談：（大同堂）
主持人 發表人及主題
發表人：陸光中、呂光證、游光羨、吳敏浩
蕭敏堅
主題：實修經驗分享
音樂饗宴—天韻合唱團
晚安
2013 年 11 月 16 日（週六）
開幕式：天人總院院長 童光照首席使者致詞
（會議地點：大同堂）
專題演講
主持人 演講者 主題
時間
陸光中 李豐楙 道經師－中國傳統宗教的神學結構
70
茶敘
第一場研討（救劫專題）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時間
高光際 ★核武發展與本教第一時代使命
30
呂光證 ★憂患中的樂觀
30
高光際
陸光中 行劫即救劫
20
黃緒我 急頓法門與救劫天命
20
午餐、休息
第二場研討（救劫專題 & 心性探討）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時間
黃普墾 天人炁功心法之廿字真言省懺與救劫
20
人類心性系統之探討－以宋明心性之
呂光證 翁鏡幾
20
學為基礎
周靜描 老莊心論中的「煉心」功夫
20
中場休息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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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 16:25
(110 分鐘 )

16:25 － 16:40

16:40 － 18:30
(110 分鐘 )

18:30 － 19:40

19:40 － 21:20
(100 分鐘 )

21:20 －

8:00 － 08:30

8:30 － 10:20
(110 分鐘 )

10:20 － 10:40

坐出性中天

大會議程表

第三場研討（綜合主題）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時間
★從炁氣鍛鍊內涵論大小宇宙之統一
劉緒潔
30
與調和
蔡光思 涵靜老人天人合一的原理與實踐
20
郭光城
李敏珍 胎息初探－以天帝教女丹之修煉為例
20
廿字真言探討系列—「禮」之身體詮
黃光仗
20
釋
中場休息 15 分鐘 ( 茶敘 )
第四場研討（綜合主題）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時間
劉正炁 ★天人親和之炁氣觀
30
呂緒翰 天人炁功鍼心親和原理與實務探討
20
劉正炁 賴緒照 從天帝教既有之「靈體醫學醫療作業 20
與理療」探討「靈體醫學」
廿字氣功對靈體醫學與天人炁功之回
王光我
20
應
晚餐
第五場研討（綜合主題）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時間
劉緒潔 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結構探討
20
賴大然 簡論科學粒子之新境界
20
劉正涵
《新境界》的精神自覺力與物質自然力
劉光陣
20
之啟示
20
吳敏浩 科學新境界演繹
晚安

第七場研討（炁功院專題）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時間
黎光蛻 天人炁功勝醍醐
20
10:40 － 12:20
呂緒翰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一）
10
(100 分鐘 )
20
劉緒潔 張緒疏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二）、（三）
葉緒周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四）—李光勁分析 10
高緒含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五）、（六）
20
12:20 － 12:50 閉幕式：維生先生致詞
12:50 －
午餐、賦歸
( ★係大會推薦之論文 )
會議時間分配：
專題演講
論文研討
主持人及雙向交流共
主持人及雙向交流共 20 分鐘
10 分鐘
( 推薦論文 ) 發表人 30 分鐘
演講人 70 分鐘
( 一般論文 ) 發表人 20 分鐘

●

2013 年 11 月 17 日（週日）
謁黃庭：陸光中樞機主儀
第六場研討（綜合主題）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時間
劉正涵 ★大腦、意識與神：一個哲學的探究
30
劉敏首 「清虛妙境」話《清虛》－與師尊相遇 20
王光髓 黎光蛻 天帝教天人醫案在當代劫亂的省思
20
師語心傳－本師世尊（涵靜老人）教
葉淑深
20
導弟子們的「安身立命」之道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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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案例分析

發表人每篇 10 分鐘

大會專題演講
題目：道經師—中國傳統宗教的神學結構

主講人：李豐楙 教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