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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錄本師世尊講述「昊天心法」
第十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由天人合一院
承辦，特別恭錄本師世尊當年講述「昊天心法」的
錄音轉譯原件，期盼「原音重現」，躍然紙上，增
益同奮修持。

第二件大事為大家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祖炁），打坐時隨時可以默運，進
入天門，在身體內部聽其自然運化，本教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的重要
關鍵，就賴此一默運祖炁。

預備功夫不可馬虎
眼睛平視挺胸抬頭

循原路回點道開天門
接引

算，不求個人福報」而為拯救下蒼生奮鬥，但是教主 上帝特別慈悲，先為同奮找
回回天之道，將來可以返本還原，所以今天大家來參加正宗靜坐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為大家「打開天門」。

上帝靈陽真炁

今天大家進入天帝教大門，舉行皈道儀式，求修正宗靜坐，最重要的一件大
事就是「點道」（打開天門），在為大家點道（打開天門）之前，首先要向大家說
明什麼是點道？為什麼要打開天門？
所謂「點道」也者，本教稱之為「開天門」，天門就是靈魂進入肉體原來的
孔道。「點道」就是將凡夫大家受到後天情慾、濁氣封閉堵塞的天門重新打開，
可使大家回天有路，平時在靜坐時可以默運經我接下來 上帝的靈陽真炁『祖
炁』。
人類從母體生下來，一到世界上，靈魂從天門進入肉體，靈魂與肉體合為
一，就是人類生命的開始，歷經「衰老」、「疾病」，最後靈魂又離開肉體而告死
亡，這是每一個人必須經歷的過程，也是天地的造化。
在人類死亡靈魂準備離去的時候，一般凡夫由於生前沒有經過修煉，到了身
體發育，知識開了以後，七情六慾一天天增加，陰氣、濁氣將原來的路（天門）
封閉堵塞，等到最後要離開的時候，靈魂很難從原來孔道離開軀殼，痛苦的掙
扎，不得其門而出，最後只能從下部出去。唯有生前肯下苦功修煉的人，懂得保
持天門的通暢，不但平時可以來去自由自在，最後靈魂更可以由天門回去，這就
是「就原路回家」！

時間長了，我看大家動作都不一致，姿態也不一致。儘管前後參與的同奮時
間相差 12 年，但是基本動作沒有變動。為了大家靜坐的姿態、動作要一致起見，
今天首先重新來講一講靜坐的開始動作、姿態。
不論在家裡或者在光殿，靜坐時不要戴眼鏡；在家裡要在淨室，夫婦的房間
不能坐，要在淨室，或者在書房、客廳，空氣流通的地方。
在家裡可以預備一爐香，或者檀香、或者線香一支，這個香就是「信香」，
就是通知我們的鑑護童子及過往神明。
靜坐前，要先把大小便先處理好，在光殿是集體或者是一個人，都要按照光
殿的儀式行禮如儀，在家裡同樣也要行禮，然後靜坐。
靜坐以前，首先要做預備功夫；預備功夫 ∼「扳腳」就是把 2 隻腿往前伸
直，2 個手掌放在膝蓋上，2 眼凝視 2 腳大拇指，一面貫念我的像，就是想我的形
容，心裡默唸「廿字真言」3 遍、5 遍、7 遍、9 遍，多唸幾遍也很好，使得你的
心氣慢慢可以平和，對靜坐有幫助。
扳腳時軀幹要微挺，也就是挺胸抬頭，頭不要往上仰。我看到好多同奮有的
頭往上仰，有的低頭，這個都不對。眼睛要平視，挺胸抬頭，如同我們在操場上
的動作，抬頭，你的頭要望那裡啊？就是看前面 2 腳大拇指，挺胸抬頭，這是最
正確的姿態，然後收腿；收腿以後，把 2 隻手放在膝蓋上。

凡是參與天帝教正宗靜坐的同奮，雖然都要發大願、立大志，「不為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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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此外，還有「化身蓮花偈」、「金光局」與「上天梯」等口訣。

端坐挺腰扳腳要實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護身神咒」、一個「靜參訣」；唸完口訣後，扣手印。

身心放鬆自然呼吸
乾道左手的左大指扣右大指；坤道右大指扣左大指，這個是成為一個太極。
乾道左大指扣右大指，外面左手四指扣住右手擺在外面；坤道反式，即右大指扣
左大指，外面右手四指扣住左手擺在外面。

先天一炁玄福子：

「扣手印」有一個固定的位置，放在下丹田，肚臍以下一寸二、三分之處，
叫下丹田，你的手要放在這個地方。有很多同奮放在榻榻米上面，這是不對的。

談靜坐注意事項：
一、首 先談扳腳，身體坐正，雙腿伸直，雙手放在膝蓋上，腳掌用力往後
扳，自然成Ｌ形，濁氣、陰氣得以順利排出，身體坐姿彎腰駝背，體內
陰氣、濁氣受障生滯，如何排出？於後天氣養成期，每次靜坐前至少扳
腳 3 至 5 分鐘以上。

「扣手印」後，舌尖舔上顎，不是抵，不是用力去抵，是舔，微微兒舔；舔
著上顎，你一用力就沒有口水下來了，不用力，舔一舔這個津液就下來、口水就
下來了；上顎，就在牙根的地方。

二、端正坐姿，抬頭挺胸，腰挺背直，身心自然放鬆，不憋氣，不用力，順
勢而坐。

眼睛則要半開半閉，原則上是一半開一半閉，但是你們各位已經坐了不少時
間，也可以依你們的習慣，兩個眼睛全部閉起來。

三、誦唸口訣，不急不緩，依序而誦。

不過閉起來有毛病，陰氣比較重；喜歡兩個眼睛統統張開也可以，但是散
神，神容易散，所以折衷的辦法，一半開一半閉，但是並不硬性規定，可以從大
家的習慣。

四、煉元神，是以鼻吸氣慢慢引入丹田，此深呼吸要輕要勻，不急不躁，用
意將氣送至兩足心湧泉穴，全神貫注，意念專一。

一切準備動作統統都完成後，就要「默運祖炁」。
五、靜坐時，呼吸順其自然，該呼時呼，該吸時吸，絕對不要摒息。
我在為各位開天門時，同時把 上帝的「靈陽真炁」從法華妙天接引下來。

舌舔上顎津液自來

所以，在一切預備動作完成後，就開始「默運祖炁」，一面心裡想一想 上帝
的「靈陽真炁」從法華妙天而降，首先降到「天門」，由「天門」落到髮際，由
髮際降到兩眉中間的「性竅」，最後落到兩眼中間的「命宮」，聽這個炁在身體內
部自然運化。

收腿以後，最重要就要默唸 上帝的「護身神咒」、「靜參訣」，還有其他很
多的口訣。

「靈陽真炁」沿著「任脈」，首先落到天門，由天門到髮際（又稱 頂），由髮
際到兩眉中間的性竅（天命之謂性，先天性就在這裡），最後落到兩眼中間的命
宮。

我在每一期第一天，開天門、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以後，我就教大家開
始靜坐，一面特別授予 上帝的「護身神咒」。「護身神咒」，只口授不能用文字

兩眼一望一根鼻子，中間一個交叉點，一個十字，英文叫 cross，就在這個地
方，稱為命宮。你起心動念默運一下子，之後就不要去管它了，有沒有下去都不
要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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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同奮修煉救劫急頓法門，就是因為我們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下
來，所以才能「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這一個動作只有天帝教「法
華上乘」才傳授，世界上其他道門、任何宗教都沒有，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然後，我們兩個手掌上都有金光，要把兩個手掌合起來摩擦，最少摩擦 15
次，摩擦要陽數，摩擦以後做按摩。
1. 先輕按摩眼角；很多人有角膜炎，多按摩眼角。

因此，大家要注意，靜坐一定要「默運祖炁」；「祖炁」就是 上帝的「靈陽
真炁」。

2. 按摩太陽穴，尤其是坤道同奮容易有頭疼的毛病，多按摩太陽穴。
3. 按摩玉枕骨。

心煩腿酸無須硬撐

4. 按摩前胸（胸腔），由上而下，多按摩幾下。

下坐扳腳最為重要

5. 按摩督脈，尤其是「命門」；「命門」就在第 3 節、第 4 節腰椎的地方，要
多按摩幾下。
靜坐的身體，軀幹要挺直，就是抬頭挺胸。軀幹必需挺直，這是為什麼？就
是不讓中樞神經的氣血淤塞。

中樞神經在背部是督脈，前面是任脈，希望大家頭不要低，頭一低不到 1 分
鐘就打瞌睡了，一定要挺胸抬頭。
剛開始學靜坐時，要勉強一下子，假定覺得頭低了或腰彎了，馬上就振作精
神，挺挺直。

6. 雙手輕按摩後側腰部。
7. 按摩兩手，由肩臂到手指，先左手再右手，或先右手再左手，則隨個人習
慣。
8. 最後按摩膝蓋。先兩腿伸直，很多人有關節炎，常常在靜坐時按摩按摩膝
蓋，關節炎這種病就不容易發生。

還有看看手腳擺放對不對，手腳乾、坤不同。乾道的是左腳在外面，坤道的
是右腳在外面。

膝蓋按摩好了以後，最重要的一個動作是扳腳。把腳掌用力往後扳，扳腳主
要的用意，就是使得我們身體內部的濁氣、陰氣有一個管道可以排泄出去。

這個原則是因為左邊是陽、右邊是陰，乾道左腳在外面是「陽抱陰」；坤道
是「陰抱陽」。

這個管道在什麼地方？位在腳掌心的湧泉穴，這就是我們排泄濁氣、陰氣的
管道。

靜坐要坐的舒服，什麼叫舒服？什麼叫不舒服？覺得心煩意亂就叫不舒服，
心裡煩了，心煩意亂，覺得兩個大腿、小腿有點酸痛、有點麻了，到處渾身不對
勁了，就是不舒服了，不舒服就不要坐下去了。

所以，靜坐的人常有香港腳的症狀，不要去治它，假定你們平常兩個腳不
癢，一坐，兩個腳丫丫裡面癢了，這個是好消息，你的陰氣、濁氣慢慢就要下去
了。

下坐不能立刻站起來，下坐要按照上坐的程序還原。
首先，解開手印，把手放在膝蓋上，放個 2、3 分鐘，使得你的氣在身體裡面
能夠回流，能不能回流是另一個問題，原則上是希望它能夠回流。

482

這一個動作最重要，扳腳，腳要扳，用力往後扳。上坐的時候倒無所謂，下
坐的時候腳一定要扳，伸直往後扳，我們與一般不同的就在這個地方。接下來仍
舊要唸 3 遍「廿字真言」，然後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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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返先天 歸根復命

因此，我們現在要用自然無為法，由後天返先天，我們靜坐就是後天返先天。

自然無為 任督自貫通

每一個人從後天恢復先天原來的真面目，一定要下苦功。不下苦功，想東想
西，完全是妄想。你自己本身的基本條件不夠，你的病沒有去掉，要想成仙成佛
哪有可能呢？

我們天帝教一切講自然無為，功夫到了，自然通了小周天、大周天，就是任
督二脈貫通了。
丹道時常談到陽蹻、陰蹻；
「陰蹻」是什麼？就是我們所稱的「海底」
—會陰。
很多男人犯有遺精的毛病、漏、身體虛弱，中醫、西醫看不好，每一期總有
幾個男同奮，不好意思來問我。有機緣碰到，我告訴這些男同奮，「靜坐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方法？要按照我這方法來做，我相信一定會好」。
我在靜坐班不一定講，是怕大家著相，大家不下功夫、有企圖，靜坐的時候
用意念把任脈、督脈打通。過去所謂的有為法，用導引、意識把它打通，這種完
全是武力，用武力想要去征服怎麼行呢？
導引就是武力、霸道。導引的方法，用氣、用意識硬把任、督兩脈打通，周
天運轉，這是一個霸道的方法。
我們強調天道，天道一切講求自然。霸道屬於人道、人為的；人為就是有為；
有為就是違反自然的；違反自然一定 毛病，我們人的力量同自然來對抗是不可能
的。
所以，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們天帝教的「自然無為心法」，自自然然，你
不想通而自然通。
什麼叫通？任、督兩脈通。任脈從前面下來轉到後面，督脈從後面尾閭關上
來。只要兩脈全部貫通，你身體的毛病通通去掉了，後天的毛病就去掉。
我們在媽媽肚子裡，就是靠著這兩個脈和臍帶呼吸，一落後天，一下地，吸
到空氣，馬上就停止了。
長大以後受七情六慾的影響，毛病一天一天的增加，你看小孩生下來個個身
體都很好啊！先天帶著來的，在母親肚子裡自自然然兩脈是通的，我就講「以母
親的呼為呼，以母親的吸為吸」，這屬於先天的，一落後天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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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思寡欲淡泊明志
化延浩劫必得善終
中國 7、8 千年來，沒有文字以前，伏羲老皇以前，原始人類就有高人懂得養
生之道。軒轅黃帝去訪他的老師∼廣成子和天真皇人，他們都是在深山修道的高
人，不是普通世俗上的人。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講養生之道；養生之道的目的是寡欲，主要養生的方
法就是寡欲。
老子《道德經》裡有 2 句名言，寡欲上面要加 2 個字「少思」，寡欲不是要
我們斷欲；「寡」是盡量減少，欲望能夠減低。
從原始社會開始到農業社會，現在到工業社會，今天大家要求生存，不能不
受現代的教育，要有知識應付這個環境；求知識必定要研究學問；研究學問要思
慮。今天的時代無思、無慮是不可能的，只能少思、少慮。
2500 多年前，老子就要我們後世的人∼少思慮，適應當時生存的條件；當時
的社會要能生存，不要過分的追求；過分的追求，一定要費很多的思考。像現在
的科學家，要突破大宇宙必然要用心啊！
我們講修道人要少思慮，要寡欲，把你的欲望配合你的生活，不要過分或是
欲望過高，只要能吃飽、穿暖、有避風雨的房子就好。
幾千年以來都是這樣，所以要淡泊明志、清心寡欲；寡欲上用少思也可以，
清心也可以。
如果少思當然就清心。一天到晚想東想西、想天想地，當然心裡不會清靜，
所以，要清靜就要少思；要少思必然要清靜。淡泊明志把一切的功名富貴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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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了，因為他生前已經有天爵，同時已經有封靈了，他的元靈與封靈一
合，馬上就到清虛宮去。

淡。所謂「寡欲」，就是看得淡。
你立大志為大多數人來造福，所謂「明志」就是不要為個人打算，要為大家
謀幸福。當年諸葛亮—孔明先生，在沒有 山的時間要救天下，就是「明志」啊！
他因為不為自己打算，不想急著馬上升官發財，他要等機會。
所以修道人主要是清心寡欲，少思寡欲，一面下功夫修持，自自然然能達到
袪病延年的目的。

到清虛宮去，再短暫修煉，就可派神職，就可以永生，可以追隨 上帝，永遠
在 上帝左右，這是第一等的同奮。
他當然要死啊！他功果圓滿能夠逃過三期末劫？三期末劫的路很長啊！

今天，同奮一面站在人道，大家都沒有出家，都有家庭、都有事業為社會服
務啊！所以站在人道的立場修道，為社會、國家、為整個天下的蒼生來救劫。

你們各位唸〈 上帝聖誥〉有 6 個階段，行劫、清劫、平劫；「行、清、平、
春、康、同」的過程，要經過 6 個劫，才到大同，那還長得很啊！ 100 年、200
年都不知道啊！

今天我們天帝教的同奮主要的任務是救劫、化延浩劫，希望大多數的人都能
逃過三期末劫，不死於非命。

現在世界核子戰爭緩和下來，將來說不定有一天世界石油緊張，也很難講
啊！

所謂不死於非命，就是希望一個人能得善終，好好的死。
什麼叫非命？非命就是遭橫禍。人人都要死啊！不是不死啊！天帝教的同奮
也要死啊！不是不死啊！就是不要死於非命，能逃過三期末劫。
三期末劫一旦發生，就要死於非命啊！不能善終啊！要遭橫禍啊！所以，修
道就是修在死的時候能夠很安祥，因為我們每一位同奮都開了天門，將來我們靈
魂離開的時候，都可以從天門出去。

這種同奮上去以後，將來也許要下來救劫，要派他下來啊！但不會在輪迴裡
吃苦，這是第一等同奮。
第二等同奮，他一面懂得犧牲奉獻∼ 心、出力、出錢，但是他沒有時間好好
靜坐，他 100 天以內有點基礎，100 天以後沒有好好繼續打坐。
但是，他懂得犧牲奉獻，他有功德在，為本教 2 大時代使命已經盡過力了，
等到他回去的時候，在上面煉他的靈，多花一點時間，結果還是一樣可以永生，
永遠在
上帝的左右，能在清虛宮，將來能到「天帝教總殿」去，到其他星球
去。

真修實煉犧牲奉獻
因為凡是有生物生命的星球，都有我們天帝教的教化，所以天帝教的同奮，
只要能夠把握住機會，不再墮入輪迴，就永遠可以為天帝教在大宇宙所有的星球
中奉獻。

功德圓滿直奔清虛
靜坐班 100 天結業後，真正懂得真修實煉，在家裡打坐，星期三、星期六能
到教院光殿誦誥、打坐，功夫繼續不斷做下去，同時還能一面 心、出力、出錢，
為天帝教弘教犧牲奉獻；這種人已經是人中之仙了，是我們天帝教同奮中第一等
同奮。

然而最起碼的條件是，一面修煉做「五門功課」、一面要出心、出力、出
錢，雙軌總要走一條。

這種同奮不是一輩子不死，他也要死啊！他就是不遭橫禍，他修煉到功德差
不多了，自自然然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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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充滿、神氣很足，像我現在 90 歲神氣很足；但是，有很多 3、40 歲的
人，看起來就是衰老萎靡的樣子，因為天天漏，漏掉了。

性命雙修持續不斷
日積月累自見真章

這個話沒有一個老師會給你們講的啦！你們今天到天帝教來學習靜坐，就是
要聽聽我這許多話。平常聽不到啦！沒有人給你講啦！這是最大的禁忌。
90 年 1 月 17 日
庚辰年 12 月 23 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一、有部分同奮之填記徒具形式，名為「修持卡」，重點就在性功、命功與
神功的修煉，允符「性命雙修」、「內外兼修」之真諦，否則何來「修
持」精進？
二、靜 坐最忌一曝十寒，始勤終惰，必須養成習慣，融入生活，有心參與
「昊天心法」研修，首先以不間斷的「坐下去」為下手功夫，日積月
累，自見真章！

修道就是修這東西啊！「煉精化氣」啊！就是生化學啊！「化」就是化學，
現在研究的化學，是人類所知的啊！人體化學才了不起。
我們生理自己化，不用到實驗室，自己打坐，身體就化了，氣化，氣機在化。
我們身體內部有一部氣機，氣機就是機器，這個機器比德國機器、美國機器
都好，世界第一的機器，就是我們身體內部的機器。
這是
上帝賜給我們的，每一個人都有，端看你怎麼用？懂不懂得用？懂得
用就能夠化；化了氣就不漏；不漏就不容易傷到身體！懂不懂這個道理啊？
假定你不能化，怎麼辦？男女性行為後這個「精」變成一堆是廢料，懂不懂
廢料？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啊！現在世界上人類每天晚上不知造成多少？

修道重不漏 寡慾不動心

所以這許多廢料，我們如果好好把它提煉成氣，第一步我們大家身體就健康
了。

常保精氣神 體健福壽長
中國人老早就有科學的觀念，老祖宗幾千年以前就懂得化學，生理上的化
學、生化學。
我們現在靜坐的方法∼「煉精化氣」，就是生化學。只有我們中國人懂得生
理上的化學，逆修把原來要往下流的「精」，把它提上來，讓它化成氣—煉精化
氣。
所以，在「煉精化氣」的過程中，我們就要好好愛惜、要懂得這個道理，不
要使得它洩漏。
修道最重要一個字「漏」，漏什麼東西？
就是把先天的元精、元氣，後天的陰精漏掉了；漏到最後就是死亡，所以說
要有精神啊！
488

大家來學靜坐的目的，首先希望健康長壽；想健康長壽就要懂得這個道理，
要做「煉精化氣」的功夫，怎麼做法？清心寡慾！
方法告訴你們了啊！很容易啊！這 4 個字「清心寡慾」很容易啊！不要上天
梯，不要到天上去，每一個人都能做啊！清心啊！不要動凡心啊！
不要動心很容易，我教你們一個方法，男人看到女人，當她是一個男人；女
人看到男人，當他是一個女人，這個就是不動心的方法啊！
就是考驗你這個心，功夫就在這個地方，要不動凡心。慢慢去試驗啊！
我告訴大家過去道家北七真中，有一位劉長生祖師，在山上修道成功（編
按：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山東萊州人，創全真隨山派，著有《仙樂集》、
《至真語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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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我在山上可以清心寡慾看不到一個女人，但是，紅塵中紅男綠女太
多！應該到紅塵試驗看看功夫究竟怎麼樣？動不動心？
劉長生祖師想到女人堆中去煉「色」的功夫，就到一個妓女院去，等於現在
的酒家啦！酒家都是女人，男人很少啦！
他到酒家去當一個掌壺，掌大茶壺，幾百年以前客人來都要喝茶啊！喝茶要
有一個大的茶壺，他就是管這個大茶壺，把大茶壺的水燒後，再倒入小茶壺裡去。
妓女院裡 10、20 幾歲的姑娘都對他很好，看他人長得高大，姑娘們就坐在他
的大腿上，他煉成可以坐懷不亂。

遊戲人間毋忘雙修
人道未盡天道難成
「看得到的是功，看不到的是德」，功德 2 個字要特別注意，尤其是「德」最
重要。
還有一種叫「陰德」，陰陽的陰；陰德看不到的，陰德中亦著重不能毀謗婦
女的名節，婦女的名節很重要，不能隨便毀謗人家，隨便散佈謠言。
陰德又名「口德」，切記少講人家的短處。尤其女同奮要多注意啊！

孔夫子有一個弟子叫柳下惠，也是坐懷不亂，讀過孔夫子的《論語》都知道
啊！
劉長生祖師在妓院裡看到的都是女孩子，在女人堆裡打滾，他不動心，1
天、2 天、3 天、8 天、10 天容易過，他住了 1 年不動心，考驗他在女人堆裡打
滾，他才成功了。

不是說，你們女同奮毀謗人家，女同奮要勸女性，今天的社會是女性的社
會，將來女性要抬頭，要男女平等。天帝教首先成立「坤院」，將來的世界是女
性的社會。
以天帝教的同奮來說，就是要女同奮來影響男同奮；女同奮以身作則，培功
立德，不斷的奮鬥，影響男同奮，男同奮就跟著來，向妳們女同奮看齊。

所謂「打滾」就是不漏，他不動凡心，凡心就是淫心。
中國人講「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這 2 句話大家要懂得，做 100 件好
事情，不如你做 1 件孝順父母的事。
萬惡，你們看看天天打開報紙，許多做壞事的人，不外乎 2 個字∼財、色！
色就是淫，淫就是色啊！現在色情場所，所以要清心寡慾、要到女人堆裡去
打滾，不動凡心，才真正能清心、能寡慾。
「慾」是什麼？慾望、淫慾，不動你的凡心。因為人類的慾望永遠不會滿
足，這個慾望包括各種、物質享受以及男女的性慾。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是女性擔任總統啊！像以前英國女總理，菲律賓女
總統啊！女的比男的強啊！
每一期靜坐班我都鼓勵女同奮，許多地教院都已經有坤院，希望大家回去參
與坤院，多參與教院各種活動，來領導男同奮，男同奮就乖乖的跟著妳們奮鬥
啦！
我每一期都講這話，今天女同奮好像佔了一半以上，特別多。
天帝教主張「先修人道」，很多都是我做媒促成的婚姻，這是一種考驗啊！
天底下只有這一件事情是最難的，父母都沒有辦法當家，管不了，一定要時間來
考驗。
我始終鼓勵年輕的青年男女同奮，在教內正大光明為教奮鬥，只要志同道
合，規規矩矩，我做媒人啊！光殿上我替他們證婚啊！要行人道。
有很多人，先天的條件非要出嫁不可，非要過了這一關，道心才能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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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做了很多媒，實在違反我的良心。有好幾位，本來不想出嫁，我要她
出嫁，一出嫁就可憐，做了家庭主婦，也沒有機會來奮鬥。所以她們怪老師，我
做人也很難啦！

靜坐澄心靈性自現
一以貫之超生了死

因為天帝教講要「先行人道」，對不對？我不好叫妳們女同奮不要出嫁，男
同奮不要結婚啊！我怎麼講啊！你們想想看，要看大家自己啊！

88 年 11 月 16 日
己卯年 10 月 9 日申時

現在天天在我身邊當機要秘書的 1 位同奮，30 幾歲還沒有結婚，我也鼓勵他
早一點結婚，但是我心裡想，最好他不結婚啊！

首任首席使者：

唉！父母都管不了自己的兒女，何況我是老師？所以我是盡量給人家做媒，
成就好事。

本席欣見天人研究總院之天人合一院研究小組已開始運作，但從北區、
中區、南區天人合一研究小組修勤卡繳交情形觀察，可知仍有待加強宣導。

天帝教由我證婚的同奮，我都送他們 4 句「神仙眷屬，遊戲人間，自由自
在，毋忘雙修」。你們看看這 4 句怎麼樣？經過我證婚的都送這 4 句，最重要的 1
句「毋忘雙修」。

靜坐乃是超生了死大法，惟必須融入生活，融入生命，平常平實，持續
用心，一以貫之。現代人生活步調緊張，再加上科技日新月異，聲光化電充
斥，人心難得安寧，靈性漸失清明，靜坐乃是最佳良藥，澄淨內心，萬緣放
下，靈性自現，同奮應珍惜研習「正宗靜坐」之機緣，靜坐沒有捷徑，一坐
有一坐之功效。

天帝教剛剛開創，重來人間復興今年進入第 10 年，一切要進入制度化。你們
各位都是來參與靜坐班，天帝教復興今年進入 10 週年，但是天帝教的靜坐班超過
10 年了吧！ 68 年 7 月「正宗靜坐」班第 1 期開始，今年 79 年，10 年以上啊！
所以我拿靜坐來號召我們的原人，就是希望大家有機會參與我們天帝教的急
頓法門，一面救劫、一面修煉，今天參與我們靜坐班的最少有 3,000 多至 4,000 人。

天人合一研究小組應多加宣導「日日坐」之習慣，靜坐最忌「斷」，將
靜坐養成習慣，有了自己的行入經驗，由於每個人體質不同、靈質不同、業
力不同，靜坐也因人而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再以別人的經驗參考，將有
不同體悟。
所有感官上之知覺完全放下，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功夫到了自能領會
靜坐之奧妙，自能見真章，本席期待天人合一研究小組能有卓越之表現，引
領同奮進入靜坐之妙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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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總表
天人文化院

發表人

論文主題 (7 篇 )

1

高光際

核武發展與本教第—大時代使命

2

劉正涵

大腦、意識與神：—個哲學的探究

3

黃光仗

廿字真言探討系列－「禮」知身體詮釋

4

葉淑深

「師語心傳」—本師世尊（涵靜老人）
教導吾輩弟子們的「安身立命」之道

5

劉光陣

《新境界》的精神自覺與物質自然力之啟示

6

周貞余

老莊心論中的「煉心」功夫

7

吳敏浩

科學新境界演繹

天人合—院

發表人

論文主題 (6 篇 )

1

陸光中

行劫及救劫

2

黃緒我

急頓法門與救劫天命

3

李敏珍

胎息初探—天帝教女丹之修煉為例

4

劉緒潔

從炁氣鍛鍊內涵論大小宇宙之統—與調和

5

蔡光思

涵靜老人天人合—的原理與實踐

6

劉敏首

清虛妙境話《清虛》－與師尊相遇

天人炁功院

發表人

論文主題 (11 篇 )

1

黎光蛻

天人炁功勝醍醐

2

呂緒翰

天人炁功鍼心親和原理與實務探討

3

王光我

廿字氣功對靈體醫學與天人炁功之回應

4

賴緒照

從天帝教既有之「靈體醫學作業與理療」探討「靈體醫學」

5

黃普墾

天人炁功心法之廿字真言省懺與救劫

6

呂緒翰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

7

張緒疏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二）

8

張緒疏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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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高緒含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六）

天人親和院

發表人

論文主題 (6 篇 )

1

呂光證

憂患中的樂觀─從天人親和訊息與科學數據談「春劫掃蕩」

2

天人醫案小
組

3

翁鏡幾

人類心性系統之探討—以宋明心性之學為基礎

4

劉正炁

天人親和之炁氣觀

5

劉緒潔

有形宇宙與無形宇宙結構探討

6

賴大然

簡論科學粒子之新境界

天帝教《天人醫案》在當代劫亂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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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院「昊天心法」研究意見表

天人合一院「昊天心法」研究問卷調查
基本資料

道名

正宗靜坐期別

是否參與教院堂每個月舉行的「昊天心法」研究？
是：
否：
● 無法參與「昊天心法」研究的原因？（可複選）
太忙：
無法配合：
沒有興趣：
其他：
● 什麼是「昊天心法」？了解嗎？
了解：
不了解：
如何幫助您了解「昊天心法」（請書寫）：

年齡

性別

天人合一院「昊天心法」研究意見表
基本資料

道名

正宗靜坐期別

年齡

性別

●

「昊天心法」對您的幫助如何？
有幫助：
幫助很大：
請提分享：

不了解內容：

●

沒感覺：

您對「第 12 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看法如何？（可複選）
場次豐富：
論文詳實：
演說精湛：
服務滿意：
●

其他意見：

請將問卷聯撕下，投入天人合一院設置的箱內，感謝您！

請將意見聯撕下，投入合一院設置的箱內，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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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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