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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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同奮自我

改造，正己化人、濟世化劫的天帝教修持法門。然而天人炁功調理施行成效，端

視「親和熱準｣是否足以達到天人共振天人炁功三角親和(人與神)狀態。在天人

炁功實務操作過程中，先啟動人(調理者)與人(受調理者)鍼心親和互動的作用是

重要步驟。就是在實務操作上透過親和關懷給予受調理者正能量，正念引導以消

除受調理者心理障礙，方能有機會透過天人炁功調理瞬間提升人與人之親和熱

準，進而達到人與神親和的調理效果。調理者能低第一時間發自內心真誠勸善的

動機，首先從端正自己的身、口、意做起，體內的陽質能量自然提升。相對的受

調理者端更應以誠心、虛心的態度，配合真心省懺的操作，藉由天人炁功「鍼心」

之炁氣交流傳至受調理者體內，進而透過「大腦皮層」、「靈意網路」、「心性

系統」引起轉化作用。同奮的愛心關懷傳遞便是啟動並改善受調理身心狀態的起

點，落實「鍼心」的親和熱準，利於宇宙陽質能量(神光)進入天人炁功三角親和

調理作用的狀態。本文將針對施行天人炁功如何掌握「鍼心」親和操作的原則，

透過天人炁功調理的鍼心親和個案探討分享，供同奮在施行天人炁功調理親和操

作的參考。目的在強化同奮天人炁功調理的勇氣與信心，配合無形靈力加持作用

下，達成天人炁功診心調靈調體果效，發揮天人炁功弘教渡人診心濟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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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天人炁功沿革與精神 

 

「天人炁功」為天人親和法寶，乃是天帝教宏教渡人的親和利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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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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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七十九年『精神療理』更名為『天人炁功』為

再因應人間醫師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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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的配合部門仍為『金闕精神療理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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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與親和熱準 

  天人炁功在新境界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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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動調理者的親力（信波發射能力），與被

動受調理者的和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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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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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達到親和熱準，產生天人炁功調理

的成效。因此，天帝教的天人炁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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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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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涵蓋有形與無形之

調理。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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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只是手段，「鍼心」才是目的。故是以人與人及人與神的三角親和

達到「熱準」，為施行天人炁功的最高指導原則。涵靜老人在日記亦強調:「精神

治療之真諦」非為治病，實為「鍼心」，並強調「精神」即「正氣」。天人炁功「鍼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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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者需以正面、積極的勸導態度，自然可將正氣傳導至

受調理者體內加速達到「天人炁功」三角親和最高的熱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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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縱使是以無形正氣能量操作為主體，但同奮互動之間(調理者

與受調理者)的熱準(善之誠心)卻是能否啟動天人炁功三角親和炁氣交流之關鍵

因子。因此，一般認為天人炁功操作模式基本上屬於心法而非功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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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調理者強烈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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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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壹、無形聖訓傳示天人炁功的「鍼心」機制 

一、「言教對心性系統、靈意網路、大腦皮層之影響」 

   根據先天一炁玄靈子「天人炁功」的鍼心學理探討勝訊資料。在說明施作天

人炁功調理者與受調理者關懷互動，鍼心的實務操作原則，尤其特別強調「同奮

在為求診者做「天人炁功」之前，首先要與求診者親和，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藉

由這種初步交談，瞭解求診者的病情，另一方面是讓求診者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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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求診者的身、心狀態在不知不覺

間放鬆下來，方便施治者初步判斷求診者的真正病因何在？假使在此時施治者又

能給予求診者適時、恰當的觀念上的澄清與導正，消除求診者心理方面的第一道

防線，才更有助於同奮為求診者正式進行「天人炁功」時，在人與人親和方面的

熱準提昇。」扼要言之，這種「鍼心」原理，亦不外乎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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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感應力量，施治者體內的陽質能量（一般稱為正氣），將隨著施治者正面、積

極的勸導態度，自然傳導至求診者體內，初步化除求診者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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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求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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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助於快速達到「天人炁功」施治時三角親和的熱準。

否則，恐因人與人之親和熱準不夠紮實，可能造成炁療過程中，轉接的炁療能量

不是容易出現斷斷續續的現象，就是容易停駐於「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中某一

關卡、層級，使之無法繼續產生全身通貫作用，而延遲或阻礙原有的炁療效果。 

一)、「鍼心」與「大腦皮層」 

同奮在為求診者運用「鍼心」方法時，已不知不覺間將體內的陽質能量（正氣），

配合此刻正面、積極的言語導向，傳向至求診者，這股言語的導正能量，將具有

十足的感化威力，且隨著施治者體內陽質電射的傳遞作用，無形中會經由求診者

的視覺、聽覺途徑，轉入大腦皮層中，進行連續性的刺激與化合反應，使得其間

所承載的〝正值〞訊息得以「暫時調整」或「持續改變」大腦神經傳導的化學物

質，使之產生正面性的作用，而讓求診者當下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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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激起求診者以一己省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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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鍼心」與「靈意網路」 

上述導正能量在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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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當

這一股正面性的言語能量，經由求診者的視覺、聽覺途徑，已深化至「靈意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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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生連續性的刺激與化合反應時，將會激起其內〝正值〞訊息發生作用，增

快與 C 類傳遞介質的契合速度及釋放能力，「暫時性」或「持續性」強化原屬 C

類傳遞介質的既有功能，使之產生正面性的改變作用，而讓求診者當下的意識形

態是朝向正面、積極的整合態度，不斷自我調整之。情況良好時，不但可持續激

起求診者以一己省懺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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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鍼心」與「心性系統」 

上述導正能量在通過刺激「大腦皮層」、「靈意網路」的過程中，如果仍能順利深

化至「心性系統」時，將進一步調整「心性系統」內屬「知」、「情」、「意」部份

的先天心理機制。換言之，當這股正面性的言語能量，經由求診者的視覺、聽覺

途徑，一旦深化至「心性系統」中發生連續性的刺激與化合反應時，將會激起其

內〝正值〞訊息的力量，轉以刺激潛藏於內的「知」、「情」、「意」部份發生作用，

且經由此股帶〝正值〞訊息的傳導力量，「暫時性」或「持續性」改善其內先天

心理狀態的基本特質，而讓求診者當下的心理、心靈的處境是朝向正面、平和的

放鬆態度，不斷自我調整之。情況良好時，不但可持續激起求診者以一己省懺力

量，提前自我療理內在身、心的不協調狀態，甚至在此刻也將達到「人與人」親

和的相感熱準。 

   總而言之，當同奮在為求診者運用「鍼心」方法時，實已在不知不覺間將體

內的陽質能量（正氣），配合正面、積極的言語導向，傳向求診者，假使這股導

正能量經由求診者的視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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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進一步產生求診者與無形天醫的親和交感，提前

達到調理求診者內在靈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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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鍼心」與調理者陽質能量關係 

   事實上，藉由一種積極的言語導向，甲個體將其高熱準的能量流向低熱準的

乙個體中，本來就是一種氣氣交流的自然現象，但是在某些情況下，當施治者為

求診者運用「鍼心」方法前，本身原有的陽質能量不見得比求診者高出多少，此

時「鍼心」仍然有效嗎？吾等分述如後： 

一)、當施治者的陽質能量與求診者幾近相當時，倘若施治者此刻仍能夠以正面、

積極的言語導向，耐心地與求診者觀念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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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傳至求診者體內，幫助求診者運用這些能量，達到初步調理身、心，以助正式

施行「天人炁功」時的療效。 

二)、當施治者的陽質能量處在極度耗損狀態，反而比求診者低時，倘若施治者

此刻仍能夠以正面、積極的言語導向，耐心地與求診者觀念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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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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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施治者體內的陽質能量處在極度耗損狀態，反而比求診者低，而施治者

此刻又用負面、消極的言語導向，反覆灌輸不正確的觀念與求診者相互傾訴，這

種情況下，施治者不但無法將陽質能量傳至求診者體內，以幫助其調理身、心，

反而求診者體內的陰質能量會反向性導傳至施治者體內，降低施治者在施行「天

人炁功」時之熱準。症狀輕者，施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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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會引入諸多求診者體內的病氣，

影響整體身、心、靈的自行性淨化作業。症狀嚴重者，施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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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整體地

說，「鍼心」原理可視為一種言語療法。只要施治者在為求診者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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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氣氣交流傳至求診者體內，幫助

求診者初步調理身、心。當然，若在調理的過程中，求診者也能以誠心、虛心的

態度，配合真心省懺的方式，將更有利於求診者因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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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治者在為求診者做「天人炁功」

之前，不但不能端正身、口、意，甚至向求診者灌輸不少負面性的言語或錯誤觀

念時，則反將會吸收求診者體內的陰質能量，這種現象也是人與人之間常見的負

面親和結果，與「天人炁功」的療效無關。但是該施治者在其後為求診者進行「天

人炁功」時，尚有一念之懺而能引來先天炁的加持，同時淨化施治者與求診者體

內過多之陰氣，也仍然可以勉強達到「天人炁功」的基本療效，否則，時日漸久，

該施治者與天親和的管道，不但較為困難，甚至也容易因吸收太多求診者體內病

氣卻無法自行淨化之故，而容易引起外靈干擾事件或諸多靈障的不良副作用。 

貳、「心理治療」的療癒概念 

一、心理輔導與諮商 

    「心理治療」定義，是兩個人互相承諾的過程，雙方都決心透過治療的冒險

而改變。傳統諮商輔導藉心理治療步驟以完成此過程，治療者與當事人最好是能

合作建立欲解決的問題。治療者本身是個怎樣的人，是影響當事人及促進改變最

關鍵的因素。此與天人炁功整體調理施行概念雷同，即人(調理者)與人(受調理

者)鍼心親和熱準形成。另類醫學更進一步強調以祈禱引導受調理者達到「心理

療癒」的要領如下：1.以感覺祈禱不需語言、2.學會原諒也要學會釋出傷痛、3.

祝福是通關密碼、4.在不完美的生命中看見完美、及 5.創造自己的祈禱（達娃

譯，2011）。此要領與概念提供同奮在施行天人炁功調理前，除了共同祈禱無形

稟告祈願外，更要善用「語言治療」的親和力量，引導受調理者進入從「心」調

整的自我療癒過程。 

 

四、心理與生理失衡疾病關聯性 

   目前從中西醫或替代醫療專家們已逐漸體認身體疾病的產生，往往與心理失

衡的狀態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例如西方醫學研究觀察，在糖尿病不同治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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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期研究發現，規律的運動調型態可以有效取代長期藥物的服用效果，另外從

心理情緒的調整，甚至可以效緩解第一型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問題。另類醫學在治

療棘手的臟腑疾病更強調需要從病人自我心性與生活習慣調整改變，才是根本之

道。以人之心理言，心為思想、行為之總樞紐，人之一切思、言、行動皆經過心

之思維而決定，故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旬子曰：「心也者，智之舍也。」古

人最早發明心理與生理之關係如下：在醫學上有云「息忘念以養心，絕躁怒以養

肝，寡憂慮以養肺，節飲食以養胃，但色慾以養腎。」如能中節情慾，不獨可以

養心，而且可以養生。《黃帝內經》將疾病源頭認為 「百病生於氣，人體之氣正

則無病，心偏則氣不正則病。」根據《人類意識概要》第八章第一節所述 31：「基

本上儒、釋、道三家心性之學所討論的範圍，除已含攝西方社會心理學針對人類

表現於外的人格特質與隱藏於內的心性變化等問題之探討外，更具有引導人類經

由內在心靈的自省過程，回溯到認知天理、人理相貫通的本質，而再通過各種修

持的工夫(法門)進程，即可到達個體與自然宇宙間精神合一的實質理想。」可見

天人炁功親和是應從「鍼心」著手，以啟動受調理者自心內省工夫，乃是透過心

理建設生活習慣的調適以達到自助、人助與天助之心法。天人炁功親和所強調「鍼

心」步驟正是如何協助受調理者從「心」的自我調整模式之一，真正契合「治心

為治病之本」之道。 

  

五、天人炁功鍼心案例分析 

壹、三總帕金森氏症天人炁功調理科學研究個案 

診斷對象:中度帕金森氏症 

   親和期間：99 年 8 月 99 年 11 月 

   所屬教院：台北市天心堂 

   報告人：呂志成(緒翰) 

   簡述親和鍼心與分析: 

   受調理者 57 歲罹患中重等嚴重程度之帕金森氏症持續藥物調理數年，在罹患

帕金森氏症年齡層是屬相對年輕患者,在接受實驗安排下持續接受為期三個月，

每週三次，每次三十分鐘天人炁功調理。每次施行天人炁功前後與調理者進行親

和關懷互動並記錄傾談內容，並檢視受調理者每日主動記錄其甩手搭配廿字禮拜

法、廿字反省功課。天人炁功調理之前與調理期間每個月經神經內科主治醫師門

診並評估帕金森氏嚴重程度評分量表作為症狀嚴重度指標。結果發現三個月後帕

金森氏嚴重程度評分量表由調理前之整體量化評分，由調理前之中重度評分數，

至三個月後顯著降低至極輕度。並且治療用藥量由其主治醫師主動建議減少為援

原使用藥量的三分之一。歸納受調理者急遽進步的關鍵，除了患者信心與自動自

發的配合調理是本案例成功的因素之外,根據與患者在持續關懷親和過程的表述

發現，其心念在調理其間產生極大改變翻轉。病人自述這一生走來最大心中的怨

恨痛苦在這三個月調理逐步釋放得到化解，不但能坦然放下五十多年來對父親的

仇恨痛苦情緒，更轉而主動以廿字真經迴向給他父親。很意外的是隨著他心鎖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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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打開，他同事告訴他僵化的臉回復笑容、講話變清楚、運動靈活。中重等嚴重

程度之帕金森氏症，透過「心念」大轉彎也同時合併帕金森氏症狀大幅度改善。 

親和鍼心操作要點: 病患以相對年輕的年齡罹患中重等嚴重程度之帕金森氏

症，病理上認為是少見的大腦黑質體多巴胺神經細胞老化退化所造成。經歷過三

個月天人炁功調理親和關懷互動結果發現，受調理者把握調理過程中正面引導，

自我內心調整，逐步透過「心念」轉正，中重等嚴重程度之帕金森氏症狀也同步

改善。受調理者在親和過程中逐步將她幼年塵封已久內心糾結釋放，透過病患自

解心鎖、寬恕悔過功夫，誠心配合天人炁功調理，病患帕金森氏症狀才能有此大

幅改善。透過此親和個案表現，讓我們體會到天人炁功調理「鍼心」，就是需要

耐心的傾聽、使受調理者自然接受廿字真言，再配合天人炁功調理，才能逐步引

導受調理者能突破父子關係嚴重障礙，有順利打開心結機會。主要關鍵還是在受

調理者心念自轉，心鎖自解，而使內心極負面能量轉正以達「心正氣正」的改善

狀態。  

 

貳、乳癌末期骨轉移鍼心親和 

   診斷對象: 乳癌末期骨轉移病患 

   親和時間：100 年 9 月至 11 月 

   所屬教院：台北市天心堂 

   報告人：呂志成(緒翰) 

   簡述親和鍼心與分析: 

病患為三十二歲女性，住院之診斷是惡性乳癌手術兩年之後再次復發合併骨轉

移，嘗試各種標靶治療反應極差，病情進入癌症末期照護階段。調理者耐心傾聽

病患患癌後接受手術、電療、化療與標靶治療反應不佳等心歷路程。因受調理者

表姊為天的教同奮，因緣引薦為病患施行天人炁功調理，適時引導病患對於天人

炁功與廿字真言心法的認同。天人炁功親和過程病患大部分主述為身體多發性骨

頭疼痛、免疫力不佳、但大部分親合過程情緒低落無語。經過為期兩個月約八次

天人炁功調理，在天人炁功調理過程中屢見患者淚如雨下，似乎在釋放內心有常

年累月積在內心無限的苦楚，無法以言語訴說明白。經過八次天人炁功調理因腦

轉移且止痛藥無效，在同奮、病患父母親與同事等關懷陪伴下，而回歸自然。根

據至親親人事後的敘述，受調理者年幼期間與父母摯愛親情關係嚴重障礙，小時

候四歲左右過繼給親阿姨撫養，六歲返回原生家庭。但從此之後受調理者大部分

時間自我封閉關狀態，不願意也無法跟父母兄姊家人或親友正常互動。根據母親

描述自從返回原生家庭，患者最常反映心裏不平理由是 「為甚麼過繼給阿姨是

她？父母不愛她!」一直到患者罹癌往生時刻，心理受創程度嚴重程度依然存在，

根據母親描述患者與父母親情障礙心結感覺依然無法完全化解。 

親和鍼心操作要點:雖然陪伴患者歷經兩個月天人炁功親和互動，但原生家庭親

情障礙訊息卻是在受調理者回歸自然才了解。但回顧此個案天人炁功調理成效不

彰，很可能的原因是無法在親合過程及時針對受調理者心理嚴重障礙有所瞭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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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引導所致。使受調理者幼年期間所失落的 “父母親親情關愛”一直是她心

中嚴重創傷的陰影。但在每次在天人炁功調理過程中，還是可以感受到，受調理

者大腦、身心靈狀態在透過每一次的流淚釋放過程有得到某種程度的調整。這可

以調理同奮進一步的反思，能否施行天人炁功時落實「鍼心」親和，提供使受調

理者說釋放出內心塵封已久負面能量的機會，確是決定天人炁功成效重要關鍵。 

 

叁、後腹腔大囊腫腫瘤合併肺動脈塞栓親和個案 

診斷對象: 後腹腔大囊腫腫瘤合併肺動脈塞栓同奮 

   親和期間：105 年 11 月 106 年 12 月 

   所屬教院：台北市掌院 

   報告人：呂志成(緒翰) 

   簡述親和鍼心與分析 

   親和對象為 42 歲坤道同奮，首次親和得知患者在三年前因誤認為卵巢癌在某

大學中心接受下腹部剖腹探查手術未果，術後告知病患家屬診斷與手術處理偏差

失誤。處理主治醫師後續再將檢查結果告知家屬，結論是後腹腔惡性腫瘤且侵犯

週圍器官。因合併嚴重肺動脈塞栓更不適再次手術，只建議回家休養尋求保守療

法。患者尋遍中西醫與另類療法，但仍未見可以積極處理根本解決之方。在自費

接受自然療法的同時進入天帝教奮鬥。在同奮天人炁功持續親和調理但因改善有

限。因此，再入院尋求另外醫學中心協助以處理當下較緊急病症。然因患者肺動

脈塞栓症候明顯加上手術困難度與高且風險大，最後依然持續採取保守治療。該

同奮請求無形批答，無形給予正面的建議。在巡天節期間以親和方式關懷並問候

該同奮，建議該病患同奮可以再回頭仔細檢視並體會聖訓所批答內容「。。奉行

病中思過，將過去思想、言行不對之處，一一檢討改進。。」。並鼓勵同奮根據

聖訓無形所提醒的重要心法，再次「從心出發，從新出發。」勇敢地把過去因心

口意無明之過帶來自己的怨，引起別人的恨，全部攤開來。例如如有跟長輩長上

互動不當，勇敢面對並處理。該同奮收過我訊息，過了兩天沉澱給我很訝異地回

覆如下「。。○○有深切的感受您的這句話，您的比諭也正是她原生家庭的問題。

她每日把過去的言行好好的省懺，她會好好勤做她的功課。我告訴○○，她也在

省懺，她知道怎麼做！。。」。最近他們夫婦回訊「目前她的精氣神都良好，也

都在天人堂持續奮鬥，做五門功課。 目前沒有再尋求其他的醫療方式，只有保

持每間隔三天打一次溶血針保持血液循環通暢。 另：腹圍在 8 月時是 88-89cm

保持到現在。（原先是約一年前 95cm 入台大，後降致 85cm) 」這是該同奮自解

心鎖使病程漸入佳境的成果。後續再暸解養病中坤道同奮原生家庭問題嚴重。六

歲因家庭經濟問題必須以單親方式四處為家，甚至被迫與母親兄長親人分離的命

運。同奮與原生家庭親情嚴重障礙,自幼年心裡受創陰影揮之不去。  

親和鍼心操作要點:藉由鍼心親和啟動該同奮內心自我反省寬恕，逐步化解與原

生家庭長輩長年以來的心結傷痛。因受調理者自己理出自己內心糾結，勇敢面對

並寬恕，可以從親和得知其自助、人助與天助之心歷路程。經歷近一年親和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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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動關懷，引導出受調理者體會內省自覺，自解心鎖，透過「鍼心」親和調理

獲得初步的成果。持續關懷、耐心的傾聽、適時引導是「鍼心」親和不變的操作

原則，但如何透過廿字真言使受調理者接受並內化仍是重要的課題。 

 

六、綜合摘要與討論 

   綜合以上「鍼心」親合個案分析， 歸納發現三位受調理者疾病都因為日積月

累逐步形成的疾病。雖然表象上都是因身體機能或解剖產生嚴重度不等之病變。

但根據親和與彙整發現，受調理者疾病背後都有隱藏著幼年家庭親情扭曲的內心

糾結共同問題。因此，合理的推論疾病應跟受調理者長期內心創傷壓力有相關，

有可能逐步醞釀成疾的重要因緣之一。因此，藉此經驗分享，讓我們在施行天人

炁功調理鍼心親和同時，時時提醒「病由心生」的可能因素，透過「語言治療」

親和模式與受調理者共同面對疾病真正的核心問題。 

 

七、結語 

   本文透過天人炁功親合個案回顧報告，強調「鍼心」在施行天人炁功調理親

和實務操作之重要性。天人炁功以平常心親和進行「語言療法」是重要調理步驟。

簡言之，調理者傳遞上帝的愛能量給受調理者，透過「鍼心」啟動親和關懷，也

就是涵靜老人日記常提醒同奮「從心下功夫」。同奮誠心的祈禱及慈悲心的發揮，

讓病患感受到滿滿的愛，受調理者自然體會到真誠的關懷，首先會帶給受調理者

內心的安定力量。同奮為求診者運用「鍼心」親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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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向求診者，真正能達成天人

炁功診心調體。但其要訣仍是為受調理者及調理者均須竭誠為之，方可達到熱準

而生效，否則無效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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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在無形靈力加持作用下，則達成天人炁功三

角親和最高熱準。充分發揮天人炁功診心、救靈，調靈、調體作用，以達弘教渡

人診心濟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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