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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帝教之任何研修系統均可以從本師世尊涵靜老人所傳道、授業，解惑所留
下來的資糧中，作系統性、一致性、普世性的研修素材。當然，在所有的研修系
統中所含括的範圍是很廣泛的，但一定都存於天人文化、天人親和、天人合一、
天人炁功、天人經典、天人語示、天人訊息等的開示教化之中，如何作系統性的
探索，將其分類整理，雖然已有各天人研究單位的成果，但在本師世尊的思想體
系、研修體系、教化體系、宗教體系、哲學體系等等的研修系統，普世價值的建
構，哲學思想的整理，宗教教化的闡道，為人之道的要點，心法研修的系統化等
都有我們持續研究、整理、闡釋的必要性，本篇就以天人合一研修的探索作為發
端，提供一方見解，作為融合性及本師世尊思想在世性的微言道體，期盼能於作
用時發揮到世道人心教化的惟微效應，是為所願。
關鍵字：天人合一、天人研究、體系概念、研修探索。

一、前言
本師世尊極初大帝曾言：
「天帝教的教運、道運，不是 上帝賜給我們的，而
是教徒同奮自己培養出來的，大家要有正氣，作社會榜樣，自然原人都會來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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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天帝教是當令應元的宗教，主導當前氣運，撥亂返和。所以需要領天
命的救劫使者，在人間擔任『轉化』角色，弘揚真道，改變人心，則氣運自然隨
之『轉化』
，三期末劫之行劫方案，無形中的作業也就隨之變動修正，這便是『當
令應元』的天機。」2
師尊接著又說：
「天帝教同奮在世運變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師尊主持帝教總殿，特予闡明『當令應元』的涵義，就是希望同奮們
都能深入體會，都能珍惜自己的救劫天命，而勇發奮鬥心，力行奮鬥道，允符天
人期望，實至名歸」
。3 主要的訓示目的是希望天帝教的同奮，在師尊的教誨中，深
具天命意識，徹底了解天命宗教的實質內涵，要求所有同奮在師命的提示中，創
造天帝教的氣運，道運以及世運的和平與國家安泰；人民安居樂業，民生經濟繁
榮發展。如此，同奮就必須具有天人兩道的宏觀思想，更要有開濶的胸襟氣度，
同時一面勤修苦練，以無比堅固的道心，屹立不搖，藏器待時；一面安守本分，
默默奮鬥耕耘，結合救劫弘教的作為，發揮天地正氣，天人合力，發揚天命信心
奮鬥的精神，以待氣運變化，以利於完成教主 上帝及本師世尊所交賦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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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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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8 日（丙申年 8 月 28 日）巳時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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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16 日（丙申年 9 月 16 日）午時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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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2。

尤應了解，本師世尊，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 4，涵靜老人。自公元 1980
年 12 月 21 日天帝教在師尊的至誠救世救人之慈心哀求，奉 上帝詔命，重來人間，
繼開道統以還，為傳播天帝真道，為拯救天下蒼生，為化延核戰浩劫，為台灣地
區的人民生活能在自由、民主、平等、繁榮、均富、安寧，為促進實現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時時地地，殷殷諄諄，勗勉全教同奮：
要「信」------ 絕對信賴 上帝。
要「願」------ 心心念念為天下蒼生。
要「行」------ 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
切切實實犧牲奉獻，培養正氣，早晚力行五門基本功課 5，皈奉天人三寶 6，
循行天人三規 7，學參天人三銘 8。
師尊又苦口婆心，椎心瀝血地昭告全教同奮，須知美好人生，多由個人與群
體共同奮鬥而來。奮鬥為求聖凡平等，以進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才
能創造出人生的理想環境。更應力求心量寬大，不分畛域，不別階段，以導化天
下，臻達大自由，大自在的理想新境界。師尊就是這樣地為人間播下了寰宇清平，
永無侵略戰爭之和平世界、人間淨土的種子，以期萌芽遍地開花。
本教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李子弋教授對本師世尊涵靜老人亦有一段短述如
下：
中國從先秦哲學思想就以「生生不息」為中心，以人的生命來體察物的生命，
再上昇到宇宙生命。完成生生不息的生命創造的體系，建立起宇宙動態均衡的和
諧秩序。
名之謂「道」！
我的父親涵靜老人以一甲子黃金歲月，問道、求道、親道、進道、行道。觀
照宇宙生命的萬生萬有，以生命哲學的「生生不息」動態和諧的思想，建構起萬
有動力的宇宙觀，萬有化合的自然觀，萬有生命的天人觀，體系一貫的「天人實
學」。他關懷生命、尊重生命、敬愛生命、守護生命。
他以「聖凡平等」的精神，肯定普遍平等的生命尊嚴，同生共榮的生存和諧，
自由選擇的生活幸福，是宇宙生命不變的法則，既不可以剝奪，亦不可放棄。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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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任首席使者：天帝教在人間復興，奉 天帝御天人教主凡體李極初氏，為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

傳播天帝教化，闡明宇宙真道，傳授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直修昊天心法救劫急頓法門，為帝教作先鋒，奠人
間之教基，手訂教綱為建教憲章之大法，奉獻新境界為帝教教義之大經，祈求拯救天下蒼生，化延核戰毀滅
浩劫，確保台灣復興基地，完成中國和平統一，以達世界永久和平，澄清宇宙之最終奮鬥目標。於民國 83 年
12 月 26 日，以己身贖民罪，回歸自然，位證無形。於 96 年奉 天帝御命晉位極初大帝，主持無生聖宮直屬
帝教總殿。統領無形有形，澄清宇宙魔氛。
(二)人間尊其為本師世尊，是為天帝教同奮的精神支柱，為三皈中，初皈皈師的本師。
天帝教教綱修正版，此為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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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文有詳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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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寶：1.皈奉帝寶，效終宇宙，道化天人，回歸自然。2.皈奉道寶，尊崇道統，循行三規，永矢天人。3.

皈奉師寶，忠侍正宗，學參三銘，堅守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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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規：1.畏天命，尊道統，以進大同。2.研教義，重威儀，以徵平等。3.遵師訓，守薪傳，以克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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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銘：1.承天效法，一貫大成，克明正善，永達厥中。2.淡泊寧靜，滌新道心，前王不忘，惟始惟終。3.

平等同仁，無為大公，協和敦化，允進康同。

「自然充滿生命的自然，生命亦充滿自然的生命」
「吾人在一呼一吸間，生命與自然交織為一」
「人非純粹的人，天非純粹的天」「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
涵靜老人（一九○一至一九九四）生於憂患，長於憂患，死於憂患。他九十
五歲的生命與憂患，苦難的中國人民一起走過。他與中國近代的脉膊一起跳動，
他與時代的憂患呼吸一起吐納。最後他那長期不安、不忍的憂患意識，內轉為親
親仁民、仁民愛物的愛，外推為民族愛、人類愛、萬物愛。悲憫而承擔的宗教愛、
人道愛。
我肯定我的父親涵靜老人的人格特質，他擇善固執、實事求實的精取精神。
捨我其誰天下己任的擔當勇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奮鬥毅力，尤其他常說：
「我命
由我不由天」
。
「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
。這種推倒開拓的氣勢，不顧媚於
世俗毀譽，不屈于威權暴力。操之在我，自做主宰。
他是入世苦行的宗教家，他是天人實學的哲學家。
他是宇宙境界的思想家！9

二、天帝教天人合一
首先來簡單介紹「財團法人天帝教」：
天帝教是以宇宙大道為教化根本的宗教。
天帝教的教主 天帝，是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帝的簡明尊稱，亦即中國人「齋
戒沐浴，以事 上帝」的 上帝。
天帝創造宇宙之後，即垂統、立教，是為道統第一代天帝教教主。爾後每當
宇宙間發生重大嬗變之際， 天帝即因應情勢，遴派代表或使者，降生於適當的
星球，創教救世，行道教化。雖然各代所創教名不同，但是道統卻從未改變。
當此一道統垂衍至第五十五代天人教主李極初（李玉階），於西嶽華山受命，
適值共黨擴張，核戰威脅，人類瀕於面臨三期末劫邊緣，經過李氏多次求 天帝，
懇請天帝教重現地球，拯救蒼生。於公元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蒙 天帝頒
詔許可，由立教始祖 天帝位居無形親任教主，並派李極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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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中華民國內政部以台內民字第六二八八四號函告：
准許自由傳播。並於公元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內政部復以台（七五）
內民字第四一七九○八號函准許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
天帝教自首任首席使者證道回天後，樞機團（九十二年六月改制為樞機院）
依據建教憲章—教綱之規定，完成「推選首席使者辦法」
，首席使者任期十年，採
任期制。任期屆滿時，由人間最高組織—樞機院召集最高會議，以天人共同遴選
的方式，推選繼任首席使者，並報請 天帝核定，嗣緒垂禪，流衍萬古。
依據「推選首席使者辦法」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五日推選李維生（李子弋）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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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者繼任第二任首席使者，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廿一日完成拜命就任大典；二○○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推選童光照（童明勝）樞機使者繼任第三任首席使者，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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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李子弋記述於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時年為八十有六歲。止水室。

○七年三月四日完成拜命就任大典。傳承接續，為弘揚天帝真道，拯救天下蒼生，
化延世界核戰毀滅浩劫，追求人類幸福和平而奮鬥。10
天帝教同時具有其特質，也是天帝教的基本內涵：
（一）天帝教是人本的宗教，天帝教的特質所說的「人本宗教」是具足「人
本精神的宗教」
，以人為本，以人為尊，以人為貴，以人為宇宙的原種，以人為創
造世界和平的根本，因此，可以說天帝教的人本精神主要的活水源頭，還是來自
於中華文化歷史的傳統精神與思想。
（二）天帝教是救劫的宗教。天帝教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李子弋教授說「我
們必須真正確立『劫』與『救劫』的觀念，才能夠深入體會了解天帝教的基本文
化，才能夠認真去做我們同奮應該做的事。」11 師尊常教誨我們一面救劫，一面弘
教，一面生活，一面修持。天帝教是應元天命的宗教，為挽救三期末劫，拯救天
下蒼生而在地球上應運而生，全教同奮都是 上帝的救劫使者，只要堅持奮鬥，
都能就原路回到上帝的身邊，與師尊為救劫而奮鬥。
（三）天帝教是科學的宗教。愛因斯坦說：
「科學無宗教是瞎子；宗教無科學
是跛子」
。天帝教的信仰是必須有科學性的理論，敎義必須經得起科學理論方法的
「演繹」與「歸納」
。天帝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礎與人性生活的解惑上。所
以天帝教的信仰必須具有科學真實性的人道精神，才能成為正大光明之行為，創
造天地正氣的新生命。
（四）天帝教是時代的宗教。天帝教的信仰必須與時俱進。因為天帝教的信
徒擔負著時代變化中的使命，除了化延化解核毀滅浩劫外，承擔著化解時代變化
的氣候極端變遷，地震頻率的升高與災害；洪災旱災的吞崩地球大地；環境因人
類過度開發造成大地反撲的人禍，更有各種風災及各種流行病毒等都造成人類時
代的恐懼災難。天帝教必須負起拯救天下蒼生的使命。必須在信仰的信心與拯救
天下蒼生之方法同步進行，奮鬥不已。
因此，天帝教的同奮（共同奮鬥之意）在時代使命上才能維護「生命的尊嚴，
普遍平等的權利。生命的和諧，生生不息的權利。生活的幸福，自由選擇的權利」
12
。這是人類生命的精神願景，是上天以生生大德愛人愛物之無量愛心所賦予人類
生命的意義，我們必努力奮鬥維護。
（五）天帝教是有組織的宗教。組織是一個團體共同遵行活動的基本要求。
組織是制度的規範模式，天帝教是一個宗教團體，必須以組織制度來推動弘揚天
帝真道，人間教化，轉化人心成就人間淨土的規則，而在天帝教一切遵守組織制
度。並從組織制度中建立道場，讓同奮積極參與共修與團結奮鬥精神，為弘揚引
渡原人而努力。
天帝教天人合一的研修，我們先奠定天帝教天人合一的意義，含括其超越的
無為自然化。
（一）天帝教教義的天人合一是由性命雙修談起。謂曰：
「性者先天也，神也，
和子也。命者，後天也，精氣也，電子也。由無形而至有形，必須自然與物質適
切配合，和子與電子達到相當熱準，把握現實，天人合一，方可澈底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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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團法人天帝教(http://tienti.info)〉天帝教簡介
11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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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年 7 月 3 日，第五期傳道使者；傳教使者訓練班，
「首席闡道」
，頁 24。

自赦人赦承天赦，頁 44。

＊又曰： 「由有形而至無形，即要運用物質而返自然，勘透生死，性命雙修，始
能達進聖凡平等。」此即為道法自然中，道心惟堅，道行惟恒，道業惟精。舉凡
修煉氣胎、電胎、炁胎、鐳胎之成就過程，必須性命雙修以奠基基，此即是天人
合一之活水源頭。13
（二）天帝教的宗教哲學乃在於貫通各宗教哲學觀念之異同，配合科學法則，
致力於宗教學術研究，於各種宗教中求同和異，即是愛其所同，敬其所異。溝通
合作，共同闡明宇宙人生究竟，擴大研究人類思想領域，結合宗教、哲學、科學
與各區域不同的種族，創造和平淨土，增進人類精神福祉，邁向宗教大同、世界
大同、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天帝教天人合一乃是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的心法：
微微一點光華發，炁氣絪縕本自然，形神俱妙自真合，虛無守一復先天。
潛修實踐完成虛無大道，六十八年煉就鐳炁真修。
大哉本師世尊，昊天心法，天人合一。以無為為法，以自然為宗，虛極靜篤，
萬念皆空，抱合激盪，關開竅通。與宇宙合體，與太虛合真，不即不離，若無若
存。修一己真陽元氣，接天地靈陽正炁，虛中有實，無中有真，明心見性，抱道
宏仁。一靈常照，清明在躬，性命雙修，與宇宙共始終。
（四）本師世尊的天人合一之精神世界。師尊說：
「人能運用自然與物質相配
化合之理，經過精神肉體鍛鍊的過程，終必超脫物理世界的束縛，氣化而形神俱
妙，長生不死，進入天人合一的永恒精神世界」。14
又說：
「這不但是中國老祖宗留下來的精神文明，而且更足以說明中國人五千
年來，一直認為在物質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精神世界的存在，所以中國思想一直
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15
師尊也說：
「在天成象，在地留形，就是先有精神世界，後有物質世界。天人
合一的境界。就是精神世界。凡此種種，都是加強證實中國正宗靜坐和天人合一
16

的關係」。
（五）師尊聖訓教示曰：
「天人合一是自古以來修道人追求的目標，今日同奮
研修昊天心法亦然。但大家要明白，昊天心法急頓法門是教主 上帝的慈悲，為
了急速造就人間仙佛，壯大救劫力量，方降顯人間，這是三期末劫才有的法門。
同奮要心懷感恩，更要有拯救天下蒼生的擔當與氣魄，積極投入救劫弘教行列，
無形中化解個人累世業障，靜坐功夫方能進步於不知不覺中。
觀各位同奮坐功，或心有所住，執於自以為是的境界，或陷入酒色財氣，掙
扎起伏。希望提高警覺，凡靜中所聞所見皆是假象，尤其在紅塵中生活，更要經
得起考驗，一心一意修煉，只要有恒心，最後一定可以印證《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17

的各種境界，達到天人合一目標」。
（六）師尊在天人合一研修上，要我們有志修行者必須力行信願行。而其修
研之方法則在於「真傳一張紙，真修一輩子」
。而這一輩子的修行則必須「存出世

5

13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2000

年 6 月版，頁 98-99。

14

2016 年 7 月師語中英文版，頁 172。

15

同註 14，頁 172。

16

同註 14，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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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行入世之道。」如此修研始能得到封靈之敕封，而達天人合一境界。深入
研修，修煉封靈在昊天心法中有其必要的條件：（一）修煉元神有成。（二）勤修
法華靜坐。（三）持續不斷犧牲奮鬥培功立德。（四）天命（賜封）。（五）賜紫金
光與無形金丹（原種）
。這是天人之間共同為弘揚宇宙大道，與化轉人間天災人禍
毀滅浩劫而成就的天人一體，但本師世尊教誨我們修研昊天心法天人合一則必須
道法自然、無為逍遙。
因此，師尊又說：
「自然充滿生命的自然，生命亦充滿自然的生命」
。又說：
「吾
人在一呼一吸間，生命與自然交織為一」
。又說：
「人非純粹的人，天非純粹的天」。
也說：
「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天人之間的奧妙與自然之道息息相通。
要達到天人合一的新境界必須在道心惟微中精進，法法無法，一切的一切盡在無
無中。18

三、人成研修之道
本師世尊於本教教義——新境界 19 之第一部緒論中開宗明義即說：「當此世界
演成空前悲慘的混亂狀況，
人類遭逢末劫的厄運之
時，吾人如乘飛機由東半球
飛往西半班，用望遠鏡
在天空鳥瞰，凡是太陽光線
所能射到的人群中，真
不正在表現瘋狂、掙扎、苦
惱、恐怖、疲幣各種不
同的姿態。雖然「形於外」
之表達方式不同，但是
「誠於中」的精神活動均在
宗教範疇以內度其神秘
或理想之生活，冀求身心得
有寄託與安慰，可使各
自之幻想目的與正義要求得
以早日如願實現」。20
這種度化就是要求得身、心、靈的安詳與和諧，因為「希望」的意識與「平
安」的冀求都潛伏在每一個人的內心，這是人類自古以來所存在的傳統意念與慾
望之需求，這也就是宗教的本位，唯有從宗教的信仰情操與為救人、救世、拯救
天下蒼生的力行願力中才能在寄托與理想中前往生命之心的方向。所以在佛教中
說：
「人成佛就成」
。而在天帝教的人道之修習中，師尊說：
「先盡天人貫道的人道，
21
再盡人性圓融天道」。
因此，天帝教的人成研修之道具有「形於外」之意義，
「誠於中」之概念與「行
於內」之修持方法，事實上也是天帝教教徒的信仰精進的功課。茲簡述於下：
（一）廿字人生守則修身法：
天帝教是應元濟世的救劫宗教，廿字真言是天帝教教徒日常修持的功課，也
是切實奉行的人生守則。只是大家了解真言的意義，熟讀體會，同時選擇其中一
字，持之以恆切實力行，其餘十九字就會自然貫通。廿字真言奉

18

上帝頒行三界

維生先生在第五期傳道使者訓練班，傳教使者訓練班之首席闡道講詞，民國 93 年 7 月。

19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一書，是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李玉階大宗師，天帝教尊稱為師尊。

於民國 26 年 7 月 2 日蘆溝橋事變對日抗戰前 5 日，辭官攜眷潛居華岳，日與天遊，參悟宇宙自然大道之天人

6

合一境界，溝通天人文化、經過天人合力，在民國 31 年壬午年之冬完成巨作。原名《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
於民國 33 年在陝西西安市出版發行。師尊於民國 38 年 5 月舉家東渡來台，為使人了解宗教信仰的普世價值
與了解宇宙真理大道的天人新境界，特於民國 50 年再版時易名為《新境界》
。
20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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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語，77 年版，頁 33。

十方一體遵行，是為宇宙總咒，若能早晚虔誦十至百遍，並以此每日反省懺悔
配合身體力行，可以培養正大光明的天地正義，能感應無形廿字仙佛靈力護持，
可抵消個人業障，化解家中陰邪之氣，亦可除疾治病，促進身心健康。
廿字人生守則淺釋及其修持法
忠—中心為忠，良心放在中間，正大光明做人做事，竭盡心力，腳踏實地，正直
無私，忠於良心，忠於天地，忠於國，忠於家，忠於朋友，忠於事事物物。
恕—如心為恕，存心忠厚，將心比心，兼恕萬物，以寬宥、原諒之心待人。
廉—凡事要先守四知之誡（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細心省察，不拿不應得之
財物，以節儉為本。
明—做人要通達事理，袪除惡習，看破「酒」
、「色」
、「財」、「氣」
，培養正氣，自
然心地光明。
德—現代的國民須有善良的品性、正直的行為、捨己的心腸，人能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就是修德以配天地，則可精神不死。
正—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不起纖微之私意，不起絲毫之曲心；口無邪言、目無
邪視、耳無邪聽、身無邪行，正氣充足，邪魔自然遠避。
義—凡事認為公正合理，自當為所應為，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生死不辭。
信—言行相符，始終不變，誠實不欺，不諾千金。
忍—人當拂意之時，心如刀割，小不忍而搆怨於一時，大而貽禍於終身。如能平
心靜氣，受人之所難受，不生憤恨之心，不起榮辱之念，只有度量寬宏，忍
人之所不能忍，忿戾之氣自然化為烏有，可知天下事，皆成於忍，而失敗於
不能忍。
公—無分人我，不存私念，則正不偏，天下為公。
博—推廣聖人之道，仁愛之心，教化世人，普濟眾生，即是孟子所謂「善推所為」
之意也。
孝—夫父母即天地也，惟「孝」字，足以應動天地鬼神。古人以「孝」為百善之
先，今人不知孝道，其病根在於不知父母之恩，即有所知，又為貨財妻子所
蒙蔽。應知父母日漸衰老，倘不及時孝養，後悔莫及，羊有跪乳之仁，烏有
反哺之義，禽獸尚知報本，若人不知孝順奉養之道，豈非不如禽獸。
仁—仁為上天好生之德，生生不息之道，萬物之發育，皆本乎「仁」
，倘水果之核
無仁，則生機絕滅，願天下之人，不存私心，推愛己之心以愛人，又推愛人
之心而愛物，就是報答天恩。
慈—本著仁愛的心腸，救人苦難，以和顏悅色的態度待人。
覺—凡能辨別是非善惡，擇其是者、善者從之，其非者、惡者去之、遠之，就是
「覺」之功用。凡能心寡欲，養性修真，對吉凶禍福，常有預感，這是由心
誠而產生開悟之效果。
節—人當窮途末路、艱苦困難之境遇，而能有所不為，居亂世能生死不改其操守
者，如古之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皆節之一字堅其志也，而有不屈
7

不撓之氣概，此為天地正氣之所鍾。又「節」亦有節制之意。
儉—生活樸實節制，知足守分，惜福惜德。
真—待人不虛不假，律己去濁留清，修身養性，一真一切真，自然還我本來。
禮—定尊卑，序少長，別男女，明貴賤，立身處世，恭謹誠敬，循規蹈矩。
和—宇宙天理之真象，在於一「和」字。大而言之，天體太陽系各星球之運行不
得其和，即有混沌；物質與自然不得其和，即無生機。小而言之，人生靈魂
與肉體不得其和，即有死亡；人類心理感應不得其和，即生仇恨；人與人不
和，即爭鬥興訟；社會秩序不得其和，即有變亂；國與國不得其和，即生戰
爭，世界不得和平；科學與哲學不得其和，則真理難以追求；是故天地之基、
立國之本、做人之道，在於中和。22
（二）廿字真言也有很大的改變社會的力量，當然，這力量要由自己做起，其做
法是：
將狡猾心換個忠心 將不良心換個恕心
將貪污心換個廉心 將黑暗心換個明心
將刻薄心渙個德心 將偏邪心換個正心
將利慾心換個義心
將暴怒心換個忍心
將狹小心換個博心
將爭奪心換個仁心

將騙謊心換個信心
將自私心換個公心
將忤道心換個孝心
將狠毒心換個慈心

將迷昧心換個覺心 將隨便心換個節心
將奢用心換個儉心 將虛偽心換個真心
將異端心換個禮心 將高傲心換個和心
每一個人每天能以廿字真言早晚反省檢討，做人做事有無違反守則規戒，有
則痛改懺悔，無則加勉，期能日進于善。由此進而矢忠矢誠，犧牲奉獻，為國家
安和諧發展之前途，為拯救天下蒼生，為世界永久和平而祈禱奮鬥，並出心、出
力、出錢，共同為達成聖凡平凡而奮鬥，為天人合一而奮鬥之最高目標。（2015，
光思）
（三）廿字人生守則的行於內之教化：
忠：忠誠是發自內心一分自動自發的精神。
恕：轉一個角度看世界，世界無限寬大，換一個立場待人，人事無不清安。
廉：對待別人不要計較，對自己要好好檢討。
明：不要隨心所欲，要隨心教育自己。
德：服務人群是「造福」，從中學習則是「修慧」。
正：別人批評時，問心無愧，無愧則心安。
義：人與人之間要互相照顧與扶持。
信：對自己要有信心，對他人要有信任。
忍：別人無心的一句話，不要放在心裡。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懲罰自己。
公：做事要公正不偏私，不分人我。
博：時間是成就心智的豐富資源，博學在分秒中累積經驗。
孝：太陽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氣大。
8

仁：心中有愛，才會人見人愛。
慈：本著仁愛的心腸，救人苦難。以和顏悅色的態度待人。
22

廿字修身法，頁 2～7。

覺：在團體中，不只用眼睛看，心眼也要打開。
節：要珍惜你所擁有的，不計較就會自在，能放下煩惱才能快樂。
儉：生活樸實節制，知足守分，惜福惜德。
真：最美的面孔是帶著微笑，微笑是世界共通的愛的表現。
禮：人要有禮節，這樣型態才美德起來。
和：美麗的人生，不在於物質權勢、名利及地位，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友誼。
23

（四）誦念皇誥、應元寶誥。皇誥及應元寶誥是本教特定經典。皇誥是道統
始祖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的聖號，也就是本教教主的聖號。應元寶誥就是《三曹
滙宗天曹應元寶誥》
，是天帝敕封上聖高真的封號及其應元德業事蹟。皇誥，寶誥
是本教教徒與靈界交通之憑藉。當同奮誦唸皇誥、寶誥時，聲聲願願立即可以化
成一股超限的力量之訊息直達天聽，自有不可思議的極大感應，並可達成天人合
力而化解劫難，而成就救人救世的目的。也就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五）反省懺悔：本師世尊教誨我們每一項功課都是「煉心」的功夫，其中
最重要的一門功課就是「反省懺悔」
。天天檢討做人做事有沒有違反自己的良心？
有沒有違反人生廿字守則，尤其是自己所選定的兩個字，如果有，立刻認錯改過，
天天有錯天天改，就在那懺悔的剎那，凡靈（元神）與原靈合而為一，也就是天
人合一，藉以發揮天地正氣，達到挽救三期末劫，拯救天下蒼生的力量。
事實天帝教同奮的基本功課（１）力行人生守則（廿字真言）
（２）反省懺悔
（３）誦唸皇誥、寶誥（４）填記奮鬥卡。都是天人關係、天人親和、天人合力、
天人合一的成就梯階，也就是人成研修之道。

四、修持研修之道
靜參修持之道，師尊說：
「先做煉心功夫，務將此心煉得一無所有，與太虛合
其神，與宇宙合其體」。「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法。人境俱忘。渾渾噩噩，任其
絪縕炁化，自然關開竅通，積功累德，業消障除」
。又說：
「煉神還修，聖胎圓滿，
運手出峒，萬神迎禮，回歸自然，永侍 上帝左右，與宇宙共始終」。
維生先生也說過：
「修道是空與寂，行道是苦與承，靜參是熬與煉，苦樂一線
間，取捨一線間，不識不知，不忮不求，豁然開朗，身心一貫，炁氣相融，一靈
常照，體用一如，道在其中」。
師尊在《天人禮儀》上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修持之核心方向：他說：
「凡屬於對
上，對形而上的即是研究、追求、奉行、修持 天帝宇宙大道之有關事宜，積極
三奮以求聖凡平等，與宇宙共始終；修持還包括「祈禱親和，反省懺悔」在內，
都屬於道務工作。
「教務工作是對下，屬於形而下的」。師尊又說：「教務工作的最終目的，是
將本教之基本精神，中心思想，普遍而深入的宣揚到世界每個角落，使有人跡的
地方，就有 上帝宇宙大道的存在，讓他們知道、瞭解，進而接納、參與奮鬥的
9

行列」。
宏教工作是百年大計，要恒久而持續不斷的推行下去，即天帝教存在一日，
宏教的工作就不能一日間斷。
23 佚名。

因此，我們就要使
依個人、家庭中落實生
我教育，切實做好四門功
如此才能改變自己，感化
為人類社會生命生存而
教義上一直用一元二用的

帝教的教義內涵、中心思想、
根。不但要對外宣傳，即自
課，使之習慣化、生活化。
他人，共同為挽救三期末劫，
犧牲奉獻。24 這就是師尊在
教化我們。我們可以說「形

而上」是道務，而「形而
下」是教務，那麼「形而中」
即是人。
「人」是一切的一
切之體，而道務的莊嚴行儀，
教務的落實生活，這一切的一切皆是用。
而最具體的體用圓融就如本教教旨以生生不息，體天心之仁，親親仁民，仁
民愛物為中心思想。旨在先盡人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再修天道，積功累德，
救世度人；進而修持身心性命妙道，恢宏天人合一思想真諦，致力于溝通天人文
化，窮究宇宙真理，積極向天奮鬥 25，揭破自然奧秘，明瞭生命來源，悟徹人生究
竟，守和全形，雙修性命，把握現實區體，勤修法華上乘 26，效法天體運行，向自
己奮鬥，以求聖凡平等，而達天人大同之終極目標。27
因此，我們可以說「形而上」與「形而下」是「人」之體在運用自然宇宙間
之動靜、陰陽、和合、合德、合真等字恒的運化，而建立起天道、人道的和諧秩
序，宇宙生命、自然生命、無形生命、有形生命的共振存在。這也就是人在動力
中的生命。張立德教授說「形而中」是光在運動中的狀態，也就是說零生一、生
二、生三，生出來之後，存在有不動而動的妙動，那種狀態就是「形而中」
。因此，
我把「形而中」定義為人的生命，也就是「人」是本體。而其他所顯現出來相與
無相都是用。故言天下之物，有體然後有用，體大則用宏，此乃一元二用之修持
大法。因為人之道，重成己以全其體，後成物以大其用。這也就是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修持歷程。
而在我們體用之知物上通常是有：
（1）本末（2）大小（3）輕重（4）新舊（5）
異同（6）清濁（7）文質（8）得失（9）存亡（10）損益（11）難易（12）厚薄（13）
榮辱（14）窮達（15）貴賤（16）貧富（17）毀譽（18）生死（19）好惡（20）枉
直（21）去就（22）上下（23）遠近（24）朝夕（25）深淺（26）出入（27）古今
（28）先後（29）經權（30）義利之分。
本教教義修持則有「和」「亂」的對照：
和→奮鬥→世界大同→自由神靈→聖凡平等
亂→侵略→戰亂循環→偶然和子→輪迴顛倒
由此推演，可見宇宙之定律為相對的。相對真理也就是自然精神。故必加緊
奮鬥修持，以求萬象無形有形之和合，方足以維天道而極人倫，乃天人共奮的創
造之道。
在本教《天人日誦廿字真經》之中，以人倫之為本體，亦即形而中之真道；
相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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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師語，民國 77 年版，頁 152～153。
25 天帝教有三奮為向自己奮鬥，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
26 法華上乘即法乘上乘直修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即昊天心法。
27 天帝教教綱，80 年版，頁 2。

形而上為：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
和。
形而下為：奸詐→貪污→酷偏→背亂→殄私→暴逆→幽厲→痴吝→濫偽→侮
慢。
以上相對真理的修煉都是修持之道的人倫本體基礎，故能以茲箴規，而藩人
心，滌塵見性，日月光明，浩然正氣，沖塞太虛，朗朗無醫，景氣長春，康同邁
進，天地永新。創造新生命的新天新地。
由此直指人心，了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直修本教法華
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也就是急頓法門昊天心法，這是本教修持之最高天人一
體，天人合一的聖凡平等境界。由表列法華上乘昊天法之修持研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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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天人合一在張橫渠先生的倫理學，或其所講修養之方法，則確實注重於無我
與非我之界限而使個體與宇宙合一。橫渠先生說：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本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
聖人盡性，不以聞見牿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佑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
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正蒙‧大心篇》28
又說：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
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正蒙‧誠明篇》
因此，師尊說：
「與太虛合其神，與宇宙合其體。進入天人合一的永恒精神世
界，回歸 上帝身邊，而以大宇宙為家，與宇宙生命共始終！」。而「忠」「誠」
是最高的為人標準。唯有忠誠，始能種德，始能明誠，也才能達到天人合一之境
界。
而橫渠先生也以誠明立願：為天地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
這與師尊教誨我們的「形於外」，「誠於中」，「立願於心」是相通的。因此，
師尊也要我們在研修中立願：為中國立心，為同胞立命，為文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
誠是天地大德的活水源頭，是生命價值的根本。從我們所見聞中修持遠大崇
高的目標，追隨師尊的精神，貢獻邁向精神建設，挽救世變狂瀾的心力。
尤在師尊說：
「自然充滿生命的自然，生命亦充滿自然的生命」
「吾人在一呼一吸間，生命與自然交織為一」
「人非純粹的人，天非純粹的天」
「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
這是曠世的的大顯學，研修系統的大根基，也是建構未來研修系統大數據的
根據與本源。因為師尊教導我們人非純粹的人，天非純粹的天，所以天帝教天人
合一是一個高境界。但其合一非純粹的合一，是一種緘默的而存在非一的一而妙
不可言喻的一，宇宙的一，道的一，是零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的一，這個
境界存在於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渾沌隱顯之中，是宇宙中最鴻濛而復道於
根的一。
所以天帝教天人合一的研修系統之探討，在這資訊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如
何建構系統化的願景，如是的提議必須從自我開始煅煉身心靈、煉心至無我、非
我、無他、非他、無相、非相、無形的境界，徹悟無形涵蓋有形，無形運化有形，
無形創造有形的宇宙真理，以肉體生命創造精神生命到宇宙生命。並須具有：
（一）建立網路互聯的天帝教研修系統。從當下開始，沒有人可以離開互聯
網路技術運用，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天帝教的一切系統均能網路化，並能與世界
13

之網路互聯存在，來宣揚上帝宇宙大道，讓世人皆能進入天帝教昊天心法的研修
實存境界。
2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頁 235。

（二）天帝教的經典白話化、演繹化、生活化、故事說明化，經典的智慧教
化，永恆存在，歷久仍然彌新，主要如何整理，使世人在教化中能吸收而依其真
理忠誠修持再而莊嚴形於外，創造萬世太平世界。
（三）天帝教是組織的宗教，使組織都能互聯運作，嚴謹又能發揚弘教之功
能，使天帝真理大道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
從研修的心向，創造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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