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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平等賴奮鬥的宇宙觀，闡述如何從奮鬥之基「向自己奮鬥」的內向超越為起
點，中繼「向自然奮鬥」形而下的“萬物皆備於我與自然和諧共存、利用厚生、創造人
類新文明”和形而上的“掙脫上有旋風力、下有引力束縛及突破命定”，最後「向天（神）
奮鬥」向天界要求平等，以臻中國人思想的最高精神境界「天人合一」
。欲達目標，
「行」
最重要，天行健的無言之教，即是人只要一息尚存，就須如同天體運行不息的奮鬥不懈，
這樣恆常的奮鬥精神也是「煉心、靜参」所最需要的，經由「性命雙修」所回復的 “道
德本真自我”，方不至於僅是曇花一現而能融入日常生活狀態。真我具有神明（誠明、
明誠）和仁愛的特質，一旦能時時以真我面對周遭環境與萬物，就能做到「向自然奮鬥」
，
而真我的狀態更是能常與天親和以臻天人大同。問題是何謂「天」？何謂「神」？本文
特引用《新境界》之內容加以闡釋，並進而披露唯有第三神論之性質始為神之真象，所
謂神（第三神）是人類修證而成的，神為比人類經驗更豐富、智慧與道德更高、氣量更
大、功果更多、能量意識更為高階，且具有自我奮鬥能力以超脫進而運用自然律之無形
精神生命（性靈）
，第三神的角色是協助 上帝媒介天人，唯有奮鬥不息，在世時能成「人
神」
（有形）
，逝後能為「聖神（第三神）」
（無形）
。此外，科學在人類邁向「天人合一」
的進路中，亦有其與哲學適切配合的角色，爰本文兼論“人類科學對大宇宙（天）形成、
相關自然定律及相對的真理”認識之最新進程。科學能增進人類「向自然奮鬥」的能力，
「靜参」即為人之性靈與肉體心物一元二用交相「和合」，以獲取宇宙能量與喚醒心性
深層意識的長期科學實驗，當人類之身心意識已能完全淨化，此時「性靈」與「神」不
再有區別，成為整體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實有現象，這也是人類意識淨化的終極目標。而
「奮鬥觀」的真義即為“仙佛是不可能使人成為仙佛聖真的、仙佛也不可能阻止人成為

仙佛聖真”以及“升勝而為聖、墮勝而為業”。

關鍵字：向自己奮鬥，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第三神，深層意識，科學，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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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esent three stages of striving for equality of the whole cosmos. The
attainment of the supreme spirit-realm starts with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of “strive
within oneself”, proceeds through one’s reciprocity with all things in Nature of “strive with
nature”, and ends up with being on equality with Heaven of “strive toward Heaven”. Among
the three strivings, to strive with nature is to conduct oneself in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civilization for humanity that attains to use Nature in a fitting way
such that resources can find their use and people can earn their own livelihood. Moreover, to
strive with nature, from the metaphysical viewpoint, is to conquer the vortical winds above
and gravity below, and change a person’s destiny. On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all through the
ages in the universe, only taking action can create things and realize “Union of Heaven and
Man”. Be steady and self-reliant in emulating the workings of celestial bodies. Throw
yourself into endeavor, apply yourself to learning, cultivate self-nature and body, and aim for
life that is eternal. It is the aforementioned endless striving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true self
can endure in the daily life. The true self possesses spiritual realization (sincerity and insight
or insight and sincerity) and benevolence. Once one can consistently get along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all things in Nature with the true self, “strive with nature” will be fulfilled.
The status of the true self is also most suitable for Heaven-man communication and naturally
there will be a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Heaven? What are deities
(spiritual beings)? A good deal of enlightenment can be gained from《The Ultimate Realm》
which reveals that only the Third Theory of Godhood presents a true idea of divinity. What we
call divinity (in the third sense) is an attainment of human spiritual practice. Immortals and
buddhas are simply spiritual entities who are more advanced than humans in experience,
wisdom, morality, amplitude, merit, and the level of energy and consciousness. They in
themselves possess ability to strive and utilize nature laws. Deities of the third Theory, as
the emissaries of the Lord of Heaven, are spiritual intermediaries between Heaven and man.
But a deity does not always belong to the non-physical realm. In the physical world it is a
humanly-embodied deity; in the non-physical realm it is a deity in the sacred sen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lso takes its role in man’s effort toward the
Heaven-man unity by properly grasping the principles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it and
philosophy. Therefore, the present paper also addresses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in exploring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the universe’s laws of nature and the relativity
of truth. Science provides the increased capability to strive with nature. “Quiet meditation” is
a long-term experiment for the harmonious union of the body and its spirit essence, i.e.
harmonizing mind and matter as oneness with dual function so as to acquire universe’s energy
and inspire the deepest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When the profound practice carried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penetrating into spirit” or “seeing one’s nature”, sudden enlightment of
“quiet contemplation” is thus realized. Only at this stage can humans communicate directly
142

天人合一的奮鬥觀

and by their own power with spirits. After completely purifying body and mind, i.e. fulfilling
the ultimate aims of purifying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human’s spirits and the deiti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becoming a widespread exist for a fact or an actual phenomenon in the
whole universe. Consequently,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striving is “the deity can not make a
person become a deity and oppositely the deity can not stop a person from becoming a deity”.
The striving also means that the realm of the sacred deities comes into being as a result of
human striving for one’s own pure karma or, conversely, if sacred beings do not follow
Heaven’s principles, they will sink down into reincarnation of the mundane.
Keywords：strive within oneself, strive with nature, strive toward Heaven, the Third Theory
of Godhood,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science, oneness of heaven and humanity

天人合一的奮鬥觀
劉通敏

壹、 前言
清華大學的校訓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引自《周易．乾．象》1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其意為學習“君子之學”，如同天體運行不息，反求諸己者，即是一息尚存，奮鬥不懈；
亦如同大地容載萬物，反求諸己者，即是養德養量，擴大思想領域，胸懷宇宙為家氣度。
同樣地，孔子最大的學問來自天地，爰以「予欲無言、天何言哉」來勉勵其門生體會他
的無言之教，進而天地的無言教誨，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
大自然本體的無言教育：“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四時運行了，就起作用，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天道即在天地之運行和萬物的生長發育之中。”人類要能體察大自然所蘊
涵的“道”表現在其生生不息的德行；此外，天道降臨在人身上，同時也在一切生命之
中，就天道而言，人並不獨立於萬物，“自然（天）是充滿生命的自然（天），生命是充
滿自然的生命” 3。

1

伏羲、虞舜、姬昌、周公、孔丘，《周易》，又名《易經》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乾卦第一〈象傳〉

與坤卦第二〈象傳〉。
2《論語．陽貨》
3

李極初，《新境界（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p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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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君子之學”點出「人」要向「天」學習，學習天體運行的不息、就要「奮鬥」
不已，以天為榜樣，要達到榜樣的境界、和榜樣合一、亦即「天人合一」，就要「向天
奮鬥」4，向天奮鬥的前提就是先要能「和天交流」，《新境界》稱之「天人親和」5，而
天人親和的能力與層次要反求諸於人己，換言之，人要先「向自己奮鬥」6，培功積德、
參究事物之理、煉心靜坐悟性，以拓智致聰、不斷開發自己的潛能與意識領域、擴大心
胸，氣量大才能如天一樣無物不覆、德行厚方能如地一般承載萬物，屆時宇宙是吾家，
天人乃合一。另外，從「向自己奮鬥」邁向「向天奮鬥」的進程中，因為天道除了降臨
在人身上，也在一切生命之中，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形成日、月、星、風、雲、雨、
雪與山川、河、江‧‧‧等自然現象，由於人並不獨立於萬物，人不但要懂得如何愛護
自然環境、維護自然生態之平衡，進而與自然界和諧相處，也要學習如何克服自然界的
嚴寒、酷暑、乾旱、雷電、暴風雨、洪水、火山爆發、地震及海嘯等之迫害，尤其，人
口爆炸壓力與日俱增，進行星際探險尋求新資源勢將無可避免，聰明的人類想出利用推
進劑的燃燒產生足夠的推力推動探空火箭，以脫離自然律地球重力（萬有引力）的束縛，
將太空船送上外太空，這些努力過程，稱為「向自然奮鬥」7。綜言之，欲臻天人合一之
“奮鬥”歷程，可依序分為：
「向自己奮鬥」、「向自然奮鬥」及「向天奮鬥」，也是本文
擬闡述的重點。

貳、 天人合一之「天」
前述為“道之用”，至於為何“天道要降臨在一切生命之中”？為何“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

2.1 科學觀
科學家是以大爆炸（Big Bang）假設為前提，來形成宇宙萬物之生成學說，目前所
有的科學證據傾向於我們的宇宙正在膨脹中，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the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則以四維時空連體（spacetime continuum）受到大質量密度的星體
所扭曲，來解釋小而輕的星球為何會循著圓形或橢圓形軌道圍繞著質量密度相對上很大
的恆星（太陽）、類星體、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等環繞的現象8，有了星球間的周而復
始循環現象，乃有“四時行焉”；然而現階段仍然有些星體的運動行為讓科學家不解，
科學家因而懷疑是所謂的暗物質、暗能量在暗中操控，於是乃有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
4

《新境界》，pp. 104。

5

《新境界》，pp. 83-93。

6

《新境界》，pp. 106-107。

7

《新境界》，pp. 105。

8

劉通敏，〈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第 13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鐳力阿，
台灣南投魚池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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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中博士尋覓暗物質、暗能量的跨國大計劃執行中，再者，是什麼力量或原因要驅動大
爆炸創生宇宙？當今的科學文明尚未能解開此一謎題，只能從大爆炸後的宇宙萬象痕跡
去回推宇宙演化的歷史，但是也只能回朔至大爆炸後之短暫時刻。在大爆炸之後不到1
秒鐘的原初時刻，宇宙曾在極短時間內經歷了速度快到無法想像的指數函數方式急劇膨
脹，這一過程稱為“暴脹”，美國科學家團隊於最近（2014年3月17日）發現了暴脹期間
所產生之時空波動留下的印記（原初重力波以光速輻射交替壓擠、拉伸嬰兒宇宙時空結
構留下的痕跡）
，也就是人類已找到宇宙剛剛誕生時瞬間暴脹的直接證據。只有暴脹才
能將原初重力波放大到足以被檢測到的水平，因此如果能夠探測到原初重力波，那麼這
就意味著暴脹必定確實發生過。重力波被測量到，意味著人類可以通過重力波一直追溯
到大爆炸之後僅僅10的負35冪次方秒的極早時期，科學家證實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於
1916年的預言：“任何加速中的質量會產生時空波動（時空中的漣漪）。”（註1） 9 愛因
斯坦稱之為“重力波”（Gravity Wave）10。正是這種時空的擾動或扭曲產生了我們日常生
活中所感覺到的重力與看到的行星繞恆星運轉（天行健），而“原初重力波”是宇宙誕
生時刻發出的時空漣漪痕跡，它隱藏著有關宇宙如何形成的關鍵信息，其存在的科學證
實，等於宣告了人類的物質科學文明對“天”（宇宙）的認識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2.2 哲學觀
這些問題從哲學角度來探討，則涉及「天」
、
「天道」
、
「天理」
、
「天命」等「道之本
體」問題。《中庸》是這樣描述天地之道（天道）以及天道（形而上的體）與萬物（形
而下萬物的用）間的關係：

“誠者，天之道也。” 11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
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12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13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14
天道可以用一個「真實無妄」的“誠”字來囊括，誠「經久不息、執一不變沒有二心、精
一貫徹而可徵驗」
，就因其惟精惟一，追究生命真諦、宇宙萬物到最根源而能觸類傍通，

9
10

註 1：當物體進行球對稱或圓柱對稱運動時則不會產生重力波，此為例外。
Ir Mark Egdall，《Einstein Relatively Simple – Our Universe Revealed in Every Languag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2014，pp. 240-241。

11《中庸．第

20 章》

12《中庸．第

26 章》

13《中庸．第

25 章》

14《中庸．第

2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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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生化（生和、氣化、創造）萬物，變化萬端，神妙至深不可測。“誠”與“道”本身完
滿充實，自本自根的存有（being），不假外求，能自創自生自化，能發用流行，是形而
上的實體（metaphysical reality），或稱“誠體”與“道體”。
《詩經》說：“「萬物的存在都
是天之所命、天使其如此，天命之本體深奧深邃而又流行不已。」這天命於穆不已的本
質（essence）大概就是天所依以成其為為天的道理吧。”（註 2）15 天命流行不已用在
人身上就是“人是充滿天命的人”。 《易經》以乾元代表宇宙萬物的根源、本體（“乾
體”）
，〈乾．彖〉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16
宇宙萬物的創生都憑賴乾元的功能，乾元使天地萬物存在，整個的宇宙都在乾元的範圍
以內，乾元統攝萬物便是統率了天地宇宙。
〈繫辭〉：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17
易道、易理（天理）出於自然，因而不可思議、無法用思想去討論或忖測，所以它的本
體或“易體”就是形而上的道；在靜止“無為”的境界時，看起來似乎沒有東西，其實
萬物的一切作用卻都包含在其中了；當這個體沒有動以前是“寂然不動”的、靜到極點
的；但它如果一感（陰陽交感、動靜交感、是非交感、善惡交感等）
，立即就會起作用，
萬物萬事得以通達而實有發生；所以如果不是易理具有如此至高的神妙性，又如何有這
樣的功能呢? 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彼此要交感而通，無思無為的易道、易理，它即寂
即感，能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事，這正表示它能自起創造生化。是以易體，是即體即
用、即寂即感，能發用流行，能自起生化大用的本體18；換言之，萬物萬事得以通達而
實有發生皆屬自然之演變，並無何種超自然律加以促成19。

上開儒家的“道德形上學”論述，基本上將大自然、大宇宙、天、天命、天道、誠、
乾元、天理等通而為一。而《中庸·第16章 》則敘述孔子時代的鬼神觀念，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
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15

註 2：原初《書經》從政權講天命，政權是天命的。天命開始命得很具體，吉凶是由天決定
的。

16

同 1，《周易．上經亁卦》。

17

同 1，《易經．繫辭上傳第 10 章》。

18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華東大學出版社，2004。

19

《新境界》，p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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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表達鬼神對為德”的作用，此可從孔子於《論語．泰伯第八》中稱讚大禹的德行
無可挑剔來理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儘力
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孔子稱讚大禹對飲食很簡樸，卻儘力去孝敬鬼神，平時穿的衣服很粗劣，而祭祀時穿得
華美。敬畏鬼神，為執政者領受天命的榜樣；生活簡樸便能與民同甘苦，不會浪費國庫
與奴役百姓去建立豪華宮廷，而竭力修治溝渠水道以疏洪；大禹畏敬鬼神的德行，深暗
天助自助的鬼神感召，因此用真實無妄的誠來體現鬼神德行而以德治國，乃能順應天理
(自然)，於是造就國泰民安的康同盛世。春秋時代的鬼神，一般指已死的祖先死後的靈
魂，這樣的「鬼神」觀念，由畏而敬而誠，可用來扶助、匡正我們的德行，終至與鬼神
合其德，所以，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是祖先所化，那麼，「神」呢？《論語·八佾第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這裡的神，與祭祀連上了關係，而祭祀為源自於商朝的習俗，商朝祭祀天神、地祇、人
鬼，如果「祭如在」指的是祖先，那麼，
「祭神如神在」指的則是不同於祖先的：眾神 。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強調既然祖先和眾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拜者自然升
起畏敬之心，
「吾不與祭，如不祭。」則教人親自祭祀以示誠心，因為至誠獲感應。
再回頭看《中庸．第 16 章 》
，鬼、鬼神、神其實都是性靈（靈魂）或者如朱子所云：

「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
物而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其言體物，猶易所謂乾事（乾元）。」易經亦云：「一陰一陽之謂道」20，而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所以鬼神具有普遍性，是以鬼神之德至盛至大（費），鬼神創生萬物沒有
遺漏，萬物不能沒有（或遺漏）鬼神；而鬼神之特性為幽潛於弗見弗聞之間，精微奧妙
無處不在（隱），因之鬼神能體現在萬事萬物上不會有一點遺漏，換言之，以鬼神之道
比喻中庸之道（君子之道）
，
「君子之道費而隱」
（《中庸·第 12 章 》）
。 從時代背景觀之，
那時的觀念以為每個人的生死成敗，以及萬物的存滅榮枯，都由鬼神主宰，鬼神之靈驗，
使天下人誠惶誠恐，由畏生敬，齋戒沐浴，整齊衣冠，來祭祀衪，祭祀時，鬼神又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處於那種氛圍下，就像《詩經》上所說：「神靈的降臨，是不能預
先猜測得的，豈敢厭倦、怠慢而不敬祂呢？」鬼神由於人類眼弗見耳弗聞，是很隱微的
（隱）
，及其有求而以誠心體之會之，看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時卻又是這樣明顯、
20

同 1，《周易．繫辭上傳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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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應，可見人那真實無妄的誠心，是這樣無法掩藏的，誠與不誠，非常清楚，是如此這
般的無所遁跡（幾）的，
「誠」如果推到極致，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誠
如神」（《中庸·第 24 章 》）。
從以上分析看來，儒家將大自然、大宇宙、天、天命、天道、道、誠、乾元、天理
及“神”等通而為一，而孔子時代的鬼神觀念，很接近宗教觀念。

2.3 宗教觀
從宗教角度觀之，古代的宗教信仰發源於巫、神媒、薩滿（shaman）的神人交通，
以具體的言語與劇烈之肢體動作，滿足人性的感官，填補人心的缺憾，乃人類早期文化
的產物。現代的宗教信仰，雖然歷經數千年來的努力，仍然存有超神秘的色彩。21 而在
中國古代即有「天帝」代表「人格天」
，
「自然神」代表日、月、星、風、雲、雨、雪與
山川、河、江‧‧‧等「自然現象」的說法，而對祖先之靈的祭祀則是「慎終追遠」的
意義。對 天帝、自然神和祖靈的信仰，形成中國宗教的特色。22 中國人都知道敬天公，
天公就是 上帝，中國古書中之書經、詩經記載 上帝不下一百多次，所謂「齋戒沐浴，
以事 上帝」，中國在五、六千年以前就信仰 上帝，早於西方國家四千餘年。23 但是
人類對 上帝與自然神的認識，隨民智開化的程度而有其階段性的演變。早期的天人關
係，因處於民智未開的階段，科學尚未發達（例如那時沒有“蝴蝶效應”之認知（註 3）
24
）
，人類對於各種變化莫測之自然現象，凡無以名之者，皆謂神力之所使，神權之地位
因而至高無上。25 天人關係便形成猶如君臣關係一般，當人類遇有天然災害時，立刻會
聯想及是冒犯了神，褻凟了神的旨意才遭受到如此的懲罰，因此，臣民百姓個個都兢兢
業業爭先恐後地祭拜上天以求獲得寬恕。殊不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老子．
第 5 章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紂亡，天地不偏不私，純任自然，任憑萬物自然
生長，而不加以絲毫造作，風、雨、雷、電、火山、洪水、地震、彗星撞擊等本自然生
發之理，不過為自然界運行變化的常態現象，它們發生前後所引起的變化，正足以示現
「大自然由大自然所創」之義；例如遠古時期的天體碰撞，使得恐龍等大型爬蟲類黯然
退出地球的生態舞台，才有小型哺乳類的人類主宰地球的現況，天體撞擊是仁慈或禍
害，端賴我們是站在受益的一方還是受害的一方！此一時期的人類認為神創造一切，舉
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動植礦物之各種自然現象，無不認為是神靈之創造與表現，神

21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5，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6，pp. 45。

22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5，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6，pp. 20。

23

《涵靜老人言論集(一) 》，天帝教極院，2005，pp. 82。

24

註 3：科學上有一個理論稱為“蝴蝶效應”：「一隻蝴蝶拍動翅膀或者一個人打一個噴嚏，這
些看似極微小的動作，就可能在天的那一邊、地球的那一端引發颶風」。

25

《新境界》，p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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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暴君般獨裁而不容置辯，衍生神權第一時代「創造之神」，《新境界》稱「創造之神」
為「第一神論」。
及至民智漸開，哲學發達，人與自然之抗爭從神創造一切衍生為人與神之賞罰關
係，開啟人類文明，進入神權之第二時代「救贖之神」。此時期發生有某些人時常假藉
受命於天的行事，但卻暗中做出殘害自己同胞的無知行為，由於人的起心動念即為意識
之電磁波輻射或者說顯現為氣之放射26，如此日積月累之邪惡陰霾氣運一旦激怒了上天
27
（註 4） ，無形中自然會利用神力使周遭環境產生一股殺伐之氣氛，當肇事者警覺到事
態之嚴重，並倉惶失措地趕緊祝禱於天祈求消除災厄28，亦即認為神如慈父般為人類之
救贖，其威權至高無上，凡人之功罪皆可由神之喜怒而獲得善惡之報償，上天干怒，則
災難迭至；上得天心，則大罪可赦，《新境界》稱「救贖之神」為「第二神論」。顯然，
抱持這種神權觀念的人，忽略了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災禍還是福報不是
上天所支配的，而是人的起心動念自己召來的！
天（神）人關係，在第一神論及第二神論咸謂神權萬能的前提下，「天帝」與「自
然神」被混而為一成為一種「唯神論」。只有一個神，那我們日常生活上所熟悉的那些
寺、廟、殿堂內的仙佛、救世主，祂們的角色在哪裡？身為地球上的人類，是這「唯一
之神」主宰了你的一切？還是你帶有原罪，只要相信祂就可獲得救贖？或者天上和人間
一樣是有組織的？除了有主神之外（註 5）29，還有其牠神祇（註 6）30？這些「神（祇）」
其實只是比你智慧更高、經驗更豐富、功果更多、德行更好、更為先知先覺以及能量意
識更為高階的無形精神生命？如果你的認知是屬於後者，你的這種樂觀積極的想法一下
子就拉近了「神」與人類之間的距離，「神」既然只是比你更為高明一點，那麼祂就不
再是讓你又敬又怕的暴君、也不全然是狹義的救贖之神，只要能找到明師指導，努力奮
鬥修持（精神之鍛鍊）加上肯犧牲奉獻、培功立德，更上一層樓，你就可以超凡入聖到
達祂們的境界，也能成為「神」。這樣一想，寺、廟、殿堂內那些我們日常生活上所熟

26

劉通敏，〈「天人親和」電力放射的科學觀〉，旋和季刊，46、47 期， 2007、2008。

27

註 4：《天帝教教訊雜誌．第 106 期》〈我的天命〉，涵靜老人認為整個大宇宙、大空間的
主導力量就是“氣運”，大自然是大自然本身的力量所造成的，氣運就是代表大自然。

28

《天人日誦平等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29

註5：正信宗教之條件：（一）明確的主神信仰。（二）教義、教旨以修身為本，救世為主。

（三）儀式正大光明，公開傳布。（四）不以神通惑眾，不以靈通邀眾。（五）不炫耀神威，
不誇張法力。正確信仰的態度：（一）肯定人的人格與人權。（二）善導人的生命與生活。
（三）自植、自奮、自創，不仰仗、不依賴。（四）不為神通、靈異操縱。（五）不以批評、
指責為是。
30

註 6：世界上各大宗教，如基督教、回教、和佛教等，各因地域、環境之不同，其觀念亦不同；
耶教、回教產生於阿拉伯半島的耶路撒冷與麥加，都在沙漠地帶，這兩種教都是「一神教」；
而佛教產生於印度的恆河流域上游，氣候溫暖、物產豐饒，是「多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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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仙佛、救世主，不再高不可攀了，因為只要我肯努力，我也可以成為祂們之一，成
為天（神）的成員之一，不就是一種「天人合一」！
《老子．第 25 章》: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天人合一」中的「人」，乃指具有智慧生物的星球上之人類而言。大宇宙中每一太陽
系（或稱旋和系31）均有類同地球之「地球人」，或可稱為「宇宙人」
。
「天」如前述代表
32
「大宇宙、大自然、大空間、“天、天道、道、天命”（註 7） 、乾元、天理、誠、及神」
等。時至今日，人類既然生於宇宙之中，頂天立地也算是介於無形、有形世界的主人翁，
應該主動參贊化育，無形世界有許多天命任務必須透過有形世界的人類來配合完成，因
此天人之間就變得雙向往來且息息相關，
「凡人經由奮鬥可入聖成神（真人、超人）
，神
33
仙犯錯也會下墮為凡人」，亦即「升勝而為聖，墮勝而為業」 ，換言之，「神」不是生
來即為「神」
，或者也可以說神與人不是判然兩立的對峙關係，而是相互流動的雙向道。
神本為人修證而成，人奮鬥至超越某個層次之後，即能躋身為神；同理，神若不思奮鬥，
一旦喪失神格，亦可能墮落成人。神既是由人修證而成，在天地間負有媒介天人的任務，
是以又稱「神媒」
。
《新境界》就是在「聖凡平等為基準的循環宇宙概念」裡提出「媒介
神」或稱「第三神論」，天人之關係就是靠這種媒介之力完成溝通天人訊息，縮短天人
距離的重要進階，繼而達到天人平等34、「天人合一」。扼言之，

第三神論：「神權非創造，亦非支配，而為媒介。」35

參、 第三神論與主神 天帝
3.1 第三神之產生
《新境界》提出所謂「神媒、媒介神（第三神）」是人類修證而成的「第三神論」
新思想體系，其目的旨在「打破傳統宗教所沿革之天（神）人關係」
，以破除「唯神論」
的「神權萬能」
，從而減少許多人盲目無知地祭拜天地。

31
32

《新境界》，pp. 32。
註 7：余英時認為概括地說，周初以下禮樂已從宗教—政治—擴展到倫理—社會的領域，「天道」向，

「人道」方面移動，跡象昭然。淵源於巫文化的「天命」觀念也發生了極端微妙的變化。其實「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新信仰已經流行．．．．．．關於「天」的觀念，軸心突破以前的「天」通
指神鬼世界，即墨子所謂「祭祀 上帝鬼神，而祈福於天」之「天」，但更具體一點說，「天」指天上的
「帝廷」．．．．．．但是軸心突破以後的「天」，同指向一個超越的精神領域，各派都稱之為「道」
（或道—氣合一的超越領域）．．．．．．軸心突破以後「天命」，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從集體本
位擴展到個人本位。參《天人之際》pp. 31，36，40，42。
33

《天人親和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34

《天人日誦平等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35

《新境界》，p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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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現在的科學認知，大抵上將有形宇宙（即物質宇宙，或稱物質世界）的誕
生歸於那最初的「大爆炸」，並發現有形宇宙至今仍然在膨脹中，而容納其膨脹的即是
人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無形宇宙（即反物質宇宙，或稱精神世界、靈的境界、天界）
，
換言之，
「無形涵蓋有形」：有形宇宙有多大，無形宇宙必然超過於有形宇宙，無形宇宙
之狀況，實與自然界之狀況完全吻合36，《新境界》稱之為「宇宙定律」。其對於「大自
然、大宇宙、天」的哲學觀為整體性的一元（一個本體）概念，整體宇宙（大自然）的
形成，是「自無至有」（註 8）37：由虛無之狀態（太極之初為一團無極之氣象或意識能量
（炁能）），霎那間自然表現出大宇宙的體用兩面（一個本體，二種運用），此「二用」
指的是既不偏於無形（精神）
，亦不偏於有形（物質）
，如一個手掌之有手背與手心之分，
只是一個整體不同的兩面而已，二者相對而不相離，心（精神）與物（物質）必須和合
（調和）為一元不可須臾分離；

事實上在天人中間，天也可以說是「心」，人可以說是「物」，
天人合一也是「心物一元二用」。
是以從「創造」角度觀之，可謂：
「大自然為大自然本身所創造」
，而「物質」是由
一元所分化成二用下之產物，或者說「物質為自然所凝成」
（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
不是向世人顯示「物質質量」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能量」嗎？）。因此，先有自然
（無形宇宙），後有物質（有形宇宙），人類生存於物質世界（《易經．序卦》：「有天地
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可經由修證而為媒介神，因此

就「神之產生」而言：「1.先有自然，2.後有物質，
3.最後方有神」， 所以稱為「第三神論」。38
因為「第三神」是後天修成的，屬於修持淨化體系的「後天神」
。除了 上帝至尊之
境界以外，凡人依照奮鬥、修行功夫（煉心、靜坐）的深淺以及功德、貢獻、聰明而正
直等之程度，可循序往上修成自由神（例如土地公、城隍爺等）、天君、聖、天尊、仙

36

《新境界》，pp. 74。

37

註 8：「自無至有」乃指先有炁能（能量意識）再有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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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今日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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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乃是先有無形再化有形，先有炁（能）再有質（體），無形世界
為有形世界的母系。《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1，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3，
pp. 94。

38

《新境界》，p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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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及佛，由於這六種等級的神仙都是經由身、心、靈的不斷淨化而證得，皆為心
靈與物質蛻變現象之結果或言係人歷劫修煉之變相，所以稱

「神為物質進化之變相」39
，換言之，高能階之「靈的境界」亦為人類努力向善之結果所造成。涵靜老人在《新境
界》中更進一步做了如下之歸納：
道者─陽─動─自然─先天─無形↘
和─宇宙萬象
德者─陰─靜─物質─後天─有形↗
亦即神仙所生存的無形精神世界與人類所生存的有形物質世界必須得其「和」，也就是
必須「適切的配合」（宇宙定律：「無形運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去「和容對象」，才
有宇宙生生不息的萬象；反之，「亂」則「滅」則「無生機」。40
那麼究竟是“哪一位神”來調控「無形精神世界」與「有形物質世界」之間的「適
切的配合」呢？

3.2 上帝調和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人）
前曾提及有些星體的運行軌跡讓科學家不解，科學家因而假設有所謂的暗物質、暗
能量在暗中操控。涵靜老人在〈我的天命〉一文中開示：「整個大宇宙、大空間的主導
力量就是氣運，大自然是大自然本身的力量所造成的，氣運就是代表大自然．．．．．．

所以大宇宙間這麼多的銀河星群、銀河系、太陽系的氣運變化，一定要有一個力量來安
排它，運作它， 天帝順應大自然的力量，運用宇宙的自然法則來管理宇宙 。」41 這個
宇宙是「一個本體、二種運用」的大自然， 「天帝」運用自然法則（自然律與神律）42
（註9）來使「心」與「物」互相和容對象、彼此適切的配合，亦即「心物和合一元二用」
。

「 天帝」就是人類共同信賴的 上帝，亦是古代中國人以及許多世紀以來西方人
共同所稱的 上帝。 天帝，就是大宇宙的主宰（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也是中國五
千餘年來「齋戒沐浴，以事 上帝」之上帝，也就是地球上整個人類共同信仰的「最後

39

《新境界》，pp. 102。

40

《新境界》，pp. 118。

41

《天帝教教訊雜誌．第 106 期》〈我的天命〉，台北，1992，pp. 12。

42

註 9：「自然律」，自然世界的規律，例如「萬有引力」。而「神律」乃指神依其智慧與修持而操縱

「自然律」之科學方法。參：《新境界》，p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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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之神 — 上帝」 。人間所有宗教同出一源，其創始人先後均奉

宇宙主宰之命下降人
間，生在不同地域民族，適應時代環境需要，創不同信仰救世渡人。在此人類毀滅迫在
眉睫緊要關頭（全面核子大戰之劫，亦稱“三期末劫”），地球上所有宗教追溯源頭於無
形，同是一個道統，相逢于危急存亡之秋，自應認清時代使命，各自照常運作，行道教
化，大家和衷共濟，同為拯救天下蒼生而奮鬥。44 因此

「第三神論」主張 上帝有調和自然（無形）與物質（有形）
的權威，上帝為調和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45
這就說明了，為何人類大肆迫害環境、一切違反自然界平衡（自然律）的行為，自會感
召可以預料的天災人禍，因為 上帝是調和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而地球源於大自然所
創生。
是大自然創造了天地？前文曾解釋過：「大自然為大自然本身所創造」和「物質為
自然所凝成」。依照《新境界》，也就是「無形（自然）創造有形（天地）」，所以是
「大自然本身創造了天地」！我們再看看老子是怎麼說的，《老子．第 4 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
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可語譯為：「道的本體是虛空的，但是道的作用卻沒有窮盡。它雖幽微淵深，卻能生化
萬物，好像是萬物的宗主；它不露鋒芒，解除紛擾，隱藏光耀，混同塵俗。它雖隱沒無
形，卻能創造萬有，似乎自古而存在。我不知道它是從那裡產生的，似乎在有 天帝以
前就有了它。」，《老子．第 25 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象帝之先」點出了「似乎在有 天帝以前就有了道。」，而「道為萬物之宗、為天下
母」亦即道是天地萬物的根源，更重要的是「道法自然」進一步的闡釋了「道是完全出
乎本性的自然」，因此從老子的《道德經》也可以推論出：是「大自然本身創造了天地」，
亦即《新境界》稱之為宇宙定律的「無形創造有形」。

3.3 上帝調和無形與有形需要幫手 —「第三神之媒介」
43

《新境界》，pp. 5。

44

《新境界》，pp. 123-124。

45

《新境界》，p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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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神之功能」而言，上帝調和自然（無形）與物質（有形）需要幫手（註 10）46，
這些幫手就是「第三神」，祂們都是執行 上帝旨意的天使，祂們的角色即為擔任自然
（氣運）與物質（人類）之間的媒介，所以

就「神之功能」而言「第三神」為「媒介神」或「神媒」
。就「劫」的觀點，「劫由人（心）造，必由人化」，地球氣運與人心的善惡息息相關，

「神媒為氣運與人類之間的媒介」
，神媒行劫與救劫的關鍵仍是由人心的善惡所掌握。
在 上帝指揮之下，天人之關係就是靠這種媒介之力完成溝通天人訊息，交流天人
文化，以及於人間因時、因地創設不同宗教信仰以救世渡人；同時，第三神也能夠經由
與有形世界人類相互配合運化等神妙（例如原靈合體47），提昇該神媒在該空間層的熱
準，而達到同步進化、同步配合之雙重效果。從此觀點而言，「人已非純粹的人，天亦
非純粹的天」48，天人關係的密切與時俱進。

「我們常聽說『神就是愛』，神就是至一生命，在無數的生命形式之內，卻又超越
它們。所謂『愛』，就是在二元對立的世界中，辨識出合一，而這就是神在有形有相的
世界中誕生了。」
艾克哈特．拖勒(Eckhart Tolle) 在其所著《一個新世界—喚醒內在的力量》49 中如此寫道。
他是全美最受歡迎的心靈指導老師與紐約時報第一名的暢銷書作者；換言之，「愛」為
二元對立的折中情緒（或言矛盾的統一、對立的調和），亦即《新境界》所稱之「熱準」
也，有足夠之「熱準」（「愛」）才能調和對立，基督教以「愛」為最高情緒之表現，
蓋基於此。又「愛」，是有愛人的心，就是仁，而非愛情的愛，仁愛是公，愛情是私。
仁、像果核裡的仁，果仁種在泥裡，長起來就結果，果中又有仁，仁種了，又結果，如
是永遠生長不停，所以仁是生生不息的根本。《黃帝內經》則提到：「古人對各種自然
46

註 10: 據商代卜辭（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pp. 572。），天上有「帝」

或「上帝」，「常常發號施令，與王一樣。 上帝或帝不但施號令於人間，並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
類供奔走者」。不僅此也，先王仙公死後往往上至「天」廷，「賓」於 上帝。（亦參：余英時，《論天
人之際》
，聯經出版，台北，2014，p36。）
47

《天人日誦平等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48

《新境界》，pp. 131。

49

艾克哈特．拖勒 （Eckhart Tolle），《一個新世界—喚醒內在的力量》（A New Earth—Awakening
to Your Life’s Purpose），張德芬譯，方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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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經過長期的觀察，認識到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存在著對立與統一的兩個方面，於
是便用“陰陽”這兩個字來概括它們。」，將這些文句對照涵靜老人前述之歸納表，就
可明瞭《新境界》的下面敘述: 「是故天道好還，大道循環，仁生萬象，誠息不已。在
此自然物質(無形有形)之間，某種半陰半陽之力在求二者之配合者，即為神媒」，爰

「第三神」便是協助 上帝，以愛心扮演使精神世界與
物質世界（人類）之間「和諧」的媒介角色。

肆、 平等賴奮鬥的宇宙觀
大宇宙分為無形宇宙與有形宇宙，共存於宇宙的空間之中，無形宇宙是一切性靈（靈
魂）所組成的宇宙，人身乃先天「性靈」暫居於後天「肉體」內而生活於有形宇宙中，
以遂行其天命，然所謂「生者寄也，死者歸也」，該趟天涯旅過最終仍須放下肉身，回
歸道源，回到性靈永恆的故鄉無形宇宙，差別只在「生前鍛煉精氣神，創造新生命」（註
50
11） 或「生前不修，死後即無能為力」
。在生與死的過程之中，有很多的問題存在，如
果死後仍然回到原來的地方，如此來去，很簡單，但是很多人死後回去不得，因為在人
生過程中，沒有把死後回去的條件做好，不能配合回老家的自然法則，因此不能回去，
反而到了他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一般人所講的「輪迴」。如果生前不修（所以要向自己

奮鬥），將來死後就受環境自然條件的支配（所以要向自然奮鬥），無能為力，而輪迴不
已，《新境界》稱此：「生命之偶然論也，自然律之輪迴論也，亦諸行無常之悲觀論也。
人生之究竟果若如是，則生命之價值亦可謂了無意義矣。」51；欲超出三界外，不在五
行中（所以要向天奮鬥），唯有如本文在前言中提及的學習“君子之學”，就是「人」
要學習天（神）的奮鬥不懈精神，跟神親和交流，以達天（神）人平等，個體與自然宇
宙「精神合一」的實質理想。
前述之第三神（以下簡稱「神」）為形而上的性靈，是人類經奮鬥修證而成，亦即

「神為具有自我奮鬥能力之性靈」

50

註 11：註 8 說明「由無形至有形」，此處則說明「如何由有形返回無形」。由「有形而至無
形」，即要運用物質而反自然：借由肉體物質（「精」）之修煉便能化為「氣」，氣再化為「炁」，
炁即是「還虛」的出神狀態。透過煉心（性功）、靜坐（命功）之「性命雙修」，可以煉質還
虛，達到母系之無形精神世界，所以修道要返本還原，就是回到精神之來處 — 炁的世界，而
參予宇宙世界的應化（參贊化育）。《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1，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
帝教出版，1993，pp. 94。

51

《新境界》，pp. 75,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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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世時懂得修行的真意，懂得向自己奮鬥以求超脫後避免自然律支配之道，是以神能
不受地球引力（自然律之一）之影響，隨心所欲來去自如，所謂「如來」是也，
「神媒」
之所以能具有超制自然律之功能，亦無非生前修持所得之結果而已。所以

「神者，具有不受自然律支配能力之高級性靈之總稱也」
，懂得把握人生之善性，深諳奮鬥大法，循序進階而上，由自由神（例如土地公、城隍
爺等）、天君、聖、天尊、仙（菩薩）及佛，人類如修行至仙、佛果位，基本上已經從
煉精化氣結成氣胎，煉氣化神結成雷胎，煉神還虛結成聖胎（炁胎）52，具大羅金仙身
份，如再能由聖胎修成鐳胎，便可進入鐳炁境界，而與 上帝親和為一體，也可以說，
與 上帝合而為一，就是 上帝的化身了53！ 茲就上述奮鬥之階段性歷程分述如下。

4.1 向自己奮鬥
學習君子之學，先要奮鬥無息反求諸己、要養德養量，經云：「茲奮之義，藏於己，
拓於邦，放御天下，善積己心，寡範己念．．．．．振己自己，越舉奮鬥。」54「向自
己奮鬥」的定義，其基礎是由個人之誠意、正心做起，漸漸由內而外拓展至家國天下，
也就是「誠於中、形於外」，實乃儒家所謂正心誠意內聖功夫是也，即是先在心理上突
破，努力以爭脫肉身私情私欲影響之奮鬥。而「善之誠心」《新境界》稱之為「熱準」，
其高低為人與天（高次元空間之神媒、超人、真人）交流能力的指標，「熱準」高代表
「天人親和（包括感應、祈禱、溝通、互動、意識訊息等的交流）」的次元空間愈高，
「親」即接近，「和」即反應，如人之親力（動念、意識）是善，則所放之念力電磁波
55
為陽性，質輕上升，自然能達到熱準，而發生天之和力（感應）；如動念（親力）是
惡，則所放電射為陰性，質重下降，不能達到熱準，即無感應。於此處言及「天人親和」，
乃因其為「天人精神合一」的前提，涵靜老人曾云：「天人親和，就是以靜坐的方式達
到溝通天人消息的目的」56。
4.1.1 「善之誠心」 — 靜參工夫

「善之誠心」如何找回來？人類在物質文明的過度開發下，許多潛在的智慧、本能

52

《新境界》，pp. 75, 94-97。

53

《天堂新認識－科學的宗教宇宙觀》，帝教出版社，三版，1994。pp. 87-88。又神亦未必盡屬無形，

在有形為「人神」，在無形為「聖神」；能在有形之界為人神，則與無形之聖亦得和諧，此聖凡平等之
基也。《新境界》，pp. 119。
54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55

劉通敏，〈天人親和之炁氣觀〉，《宗教哲學季刊》，65-66 期，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出版，2013。

56

〈持「平常心」內修自省懷入世之志時時奮鬥〉，《天帝教教訊雜誌》，第 008 期，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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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性有善的潛能（註 12）57）已被七情六慾所蒙蔽而致無法開啟！欲竭力開發潛
在本能，惟有不斷自我反省突破，揭掉偽善的外衣，由「煉心」洗心革面來修習「靜坐」
鍛煉精氣神，即由「性功」修習「命功」，蓋在人類肉體上存在著先天的性靈，一個人
在靜坐全然寂靜無念之時，便可激發先天之潛能，認識靈性的真我，而臻由「心性」煉
到「靈性」的「天人精神合一」
。例如，印度宗教的基礎在於通過冥想靜參、禁慾苦行、
自省悟覺的過程，體驗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神秘精神；

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是以人為中心的修行觀念，引導人性昇華
至宇宙最高精神境界，故以人天之和為信仰的終極58
，亦即有形物質世界的人類與神仙所生存的無形精神世界必須得其「和」，也就是物質
與自然必須「適切的配合」，親通中和方能有感斯應，「聖凡平等之基礎在於和，能聖
凡平等即為和，而聖之基本地位為（上文之）自由神，故成自由神即係達到和的水準，
聖為一個太陽系中神之最高境界。然神亦未必盡屬無形，在有形為「人神」，在無形為
「聖神」；能在有形之界為人神，則與無形之聖亦得和諧，此聖凡平等之基也。」59。
孟子主張人性有善的潛能，也就是「人性有善端」，然而此善端的人性由何而來？
《中庸．第 1 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由天命、天道而來，
「誠者，天之道」
《中
庸．第 20 章》
，「誠者，物之終始。」
《中庸．第 25 章》
，此一形上本體論述以「誠」為
宇宙萬物的淵源，自自然然也為人之本:

「當知天體乃真實有此天體，群星真實有此群星，太陽真實有此太陽，地球真實有
此地球，凡此皆真實不妄。循此以往，風雲雨露，乃真實有此風雲雨露；山海水陸，乃
真實有此山海水陸；魚蟲鳥獸，真實有此魚蟲鳥獸；人類男女死生，亦真實有此男女死
生。更循此以往，喜怒哀樂，亦真實有此喜怒哀樂；飢寒溫飽，亦真實有此飢寒溫飽，
凡此皆各各真實，不虛不妄，中國古人則認為天道，故曰：『誠者，天之道』。」
錢穆先生對「誠之所以為形上本體」如是解說60。《中庸》、《孟子》及《通書》：
57

註 12：孟子曾舉乍見孺子入井而生怵惕惻隱之心以示人性善之一端，即使是惡人，在某些特定情況下

亦有可能展露出其本心善良的一面。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端潛藏於心，使人成為人之所以為人之「幾希」，
但是，良知的呈現，在許多人一生中，卻常常只是如火花閃現。人之所以如此經常性地失落了本真，就
在於人們總是身陷於五光十色外在世界的紛紛擾擾，缺乏反觀自我的心靈深處；而靜坐恰可將向外投射
的思慮收攝回來，轉向內在的靈性世界，以激發心善之端，然後予與護持、存養、與擴充，才可以成就
善。
58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5，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3，pp. 11。

59

《新境界》，pp. 119。

60

錢穆，＜中庸新義＞，《孟子研究集》，中華叢書編委會出版，台北，1963，p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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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第 20 章》)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篇》）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
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誠上》）
換言之，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大宇宙實體真實無妄，虛假就成不了大宇宙、就沒
有天命流行、就沒有誠體流行。誠者為天道，而做到誠的工夫，則是人道。天道乃「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萬物生成的變化過程，是通過誠的作用不斷的開展出
來，都充足實現了自己的本性，或者說，由乾道以正萬物性命的作用使「誠」落實在事
務的作為之中，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個歸安處，例如爲人也是這個誠，爲事也是這個
誠，爲物也是這個誠，
「誠」的作用意義其價值因而確立。而人道學誠德時，應當防止
邪念滋生（閑邪），因此要為善、要「擇善」以存其誠念，亦即做到《周易．乾文言》
所云之「閑邪存其誠」
，復由於不能一學就成功，所以要「固執」此「善之誠心」
。能「固
執」此「善之誠心」即為將天之誠落實到人性，將超越的天降凡到人心上來，

這就說明了為何《新境界》要將「善之誠心」定義為「人與天親和」之「熱準」。
「善之誠心」，當「誠之」的人道工夫發揮到極致，「天之所賦（命）、物之所受（性）」
為「誠」與「善」所貫通（註13）61，就落實到無雜染瑕疵的「至善」之德、
「至誠如神」，
儒家「天人合德」的最高理想：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
每個人看到就本心覺得很喜歡、有好感的，例如看到別人行善（扶著殘障者或老人過馬
路或在捷運上讓座）
，你覺得很喜歡，就叫做善（善端）
；如果也能把善在自己身上加以
61

註 13：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就是能誠實地自己面對自己的初心、本心，所以「誠」是聖人之本。陰

陽相輔變化不相悖離就是乾道，
「元亨利貞」就是「乾道變化」的過程，元亨是成始，利貞是成終，元亨
是是乾道（誠德）天命之通向人心；利貞即乾道落實於個體生命而成其性，成其性即有所表現，有所落
實，有所指向，此即是利貞。所以元亨是創生過程，利貞是終成過程。因此，人只要把乾元賦命於人的
誠德本心（即人性）表現出來，實踐出來，則乾道、天道、誠德便可以成始成終。所以大哉「易道」
，真
是「性命」的起始源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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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的，成為實有的（誠），就叫做信（存其誠），力行充實善行（擇善固執以積善），
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以行善就是充實而沒有缺陷，就叫做美，展現的是人格之美；
自身善行能充實而沒有遺漏，就像火苗已燃燒旺盛，泉水流淌積成四海，自然像靜坐悟
性，悟出性中天（明心見性），那樣的發出內在光明去影響他人，亦即「己之所欲，乃
使人欲之。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擴善）
，就叫做大；當這種向善影響能
真誠感動他人使之發生實質轉變，而大化流行無有窮盡時（至善），就叫做聖；達到了
聖的地步，祂的作為如天地自然的變化，別人無從測知，那種「哲學理性無法掌握的不
可知境界」、「宗教所說的不可思議境界」、令孔子感嘆的「天何言哉境界」，就叫做神。
當善之誠心昇華到神的境界，就是「天人合德」，所以人類欲求天道（理），無需外求，

反求諸己之「誠」，方能臻於「至善」，而達到「天人精神合一」的境界。
欲做到擇善固執必須先具有足夠的智慧，通達事理來明辨是非善惡，能洞見世間萬
象是謂“明”。聖人的「誠者，聖人之本」、「自誠明，謂之性」及「天命之謂性」，
屬於所謂“生而知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明”者或“靜參”之頓悟的
“明心見性”者；相對於帶有先天使命之聖者或稱「生命之因果論」者（註14）62，上文「生
命之偶然論」者，屬於“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者，由於酒、色、財、氣四劫之銷
磨，其智慧與正直（註15）63 則不足以明辨是非以擇善固執，而無法直接將善之誠心彰顯
出來，因而需要通過後天之禮樂教化，培育仁義禮智信“五常”及一切相關倫理德性
“百行”，方能學習對善的掌握，這即是 “「自明誠，謂之教」、「修道之謂教」”，
「修道」和「自明誠」作為「教」的意義所在，而能臻聖人修養工夫的最高境界「誠」，
蓋「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書．誠下》如是說。《中庸．
第21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62

註 14:「生命之因果論」
（參《新境界》p57）
，(1)儒道釋耶回五教聖人（第三神）皆帶有極大的先天使

命，於不同時間、不同地域下凡傳佈 天帝大道以救劫、救心、救人、救世及啓發文明。(2)德國哲學家
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其《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Karl Jaspers，Michael Bullock tran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3.）中提到，在西元前第

一個千年之內（他稱之為“軸心時代 Axial Age”）
，中國之「士」（指老子、孔子、墨子、莊子等）、印
度之「苦行者」（指釋迦摩尼）、希臘之「哲學家」（指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和以色列之「先知」（指摩
西等）
，憑藉其統合性思維與直感，開創了軸心時代四大古文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大躍動，稱為“軸心突破
Axial Breakthrough”或“哲學的突破 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人對於宇宙、人生．．．．．．
的體認和思維都跳上了一個的層次，最後導致系統性的哲學使或思想史的正式發端。由於軸心突破的結
果是每一文明都各自完成了一場“超越”，出現了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對照的超越世界，因此這一千年也
可以稱之為“超越時代 Age of Transcendence”，其後此一超越世界便成為精神價值的終極源頭。例如，
突破前的鬼神世界主要依靠原始信仰而成立，就中國的獨特情況而言，軸心突破以後，這一超越世界即
所謂「道」
。（參：余英時，
《論天人之際》
，聯經出版，台北，2014，pp.2，9，219-220。）
63

註 15:「聰明正直謂之神」。（參《左傳》︰「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在有形為「人神」，

在無形為「聖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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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無論是“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誠」「明」已經合一，天
命到修道的單向道已擴充為「誠明合一」的雙向道，故北宋張載云：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
（《正蒙．乾稱篇第 17》）
張載用“天人合一”來解釋“誠”與“明”的關係，在中國思想史上，“天人合一”的
命題是他首先明確提出來的。張載並對“天”與“人”的關係有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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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明篇第 6》）
可見，天之用就是人之用，知人也就是知天，天道與人性是統一的，誠與明是合一的。
一般而言，靜坐實修是在每日靜坐之前，透過反省懺悔及認錯改過（反身而誠），
固執積累「善之誠心」熱準，人天親和以引來神與 上帝的親和光，將內心深層之污垢
與黑暗面，全部照亮，沈澱的污染得以全部挖出，連根拔除，此時靜坐，就能清清白白，
光明正大，「打掃心上地」 即是此意；隨著靜參實修進程，通過腿部反應，生理、心
理反應，以及身體上的大改造後，才開發腦部系統，此些階段即所謂「煉精化氣（氣胎）、
煉氣化神（電胎）、煉神還虛（聖胎）的變化階段，從茲開發先天之靈知靈能，喚醒先
天的使命感與先天的靈覺64，以臻「坐出心中天」的「明心見性」，誠明、明誠，天人
合一。

4.1.2 靜參 — 精神與意識之淨化昇華
所謂靜參「結胎」或「得丹」乃是氣之質量凝聚過程，其狀似丸狀，實則為氣氤氳
之活潑狀態，而非物質化固體。形成「氣胎」，其先貯氣於下丹田，進而運化周轉於全
身各處。其餘如為擇善固執精進之「電（雷）胎」、「聖(炁)胎」或因利鎖名繮物慾橫
生而入魔墮落之「陰胎」、「濁胎」、「邪(魔)胎」等，則是身、心、靈因為「意識作
用」之影響，而產生大部份精、氣、神之清淨精華態或污濁不良態，分別凝聚於下、中、
上三丹田區域之中，另少部份則充斥周身。宇宙一切眾生之生命力暨精神力之精進或墮
落，不僅與「身、心、靈之意識」有著絕對性關係（所以要煉心，由心性煉到靈性，由
思想意識煉到靈魂靈識，亦即由性功修習靜坐命功），亦將決定靈魂之未來前途及其歸
屬之靈域！65
64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3，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1，pp. 54。

65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4，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3，pp.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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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靜參的進程上，當煉至「電胎」時，即初步有“引得大空之正炁調濟親和”的能
力，進至「聖胎」階段，則“靈機煥發，智慧圓明”，而臻佛家所云 “明心見性”，
道家則曰“陽神出胎”，此乃真我（二我）出現，亦即“原來軀體氣炁孕育之化身”，
此一修成的“純陽金光氣體”能超脫物理世界的束縛，來去自如，“明誠合一”，“聰
明而正直”，進入“天人合一”的永恆精神世界，回歸 上帝身邊，而以大宇宙為家，
與宇宙生命共始終。66
近代西方對人類「精神」與「意識」的探討，也已能經由冥想、靜坐等方式，觸及
到宇宙精神的永恆性及整體意識的交替性，甚至於進一步推論人類意識的進化可能有下
列三個層面：
（一）、屬靈的階段 ─ 是指當人類的意識進入此一階段，將會超越內在原有的邏
輯或理性觀念，而以精神直觀的方式，主導個人原有的生命形態。
（二）、微細體的階段 ─ 是指當人類的意識繼續向「終極精神」進展，開發出內
在意識的潛力，將可以直覺到「神」的生命形態。換言之，個人意識處在此一階段的人
類可以實際觸及神之精神生命，並與神意識交感。
（三）、原因體的階段 ─ 是指當人類意識已能完全淨化，此時「神」與「靈魂」

不再有區別，成為整體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實有現象，與終極精神合而為一，這也是人類
意識淨化的終極目標。67

4.2 向自然奮鬥
「向自然奮鬥」是且戰且學仙一邊「向自己奮鬥」
、一邊「向天奮鬥」
，兩者間的「中
繼」奮鬥。大自然充滿了各類生命與物質，人當初生之時有了感官之後，開始好奇地偏
向外界的各種煩忙活動，在日常生活裡幾乎沒有哪一樣離得了將外物、他人對象化、客
體化，於是性相近，習相遠。人生現實生活最真實的樣態，呈現為“我”在“內在本真
自我”與“我與萬物關係” 之間合一或分離的動態擺動。
「向自然奮鬥」便是首先要和
萬物和諧相處，蓋和則生矣，萬物（包括人我）得以欣欣向榮。孟子對物我關係的體會
是：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盡
心上》
）
4.2.1 萬物皆備於我 我亦備於萬物 — 人與萬物和諧相處
66

《新境界》，p95-97,144-145。

67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5，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3，p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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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存在大自然裡，這個“人我”就得和其它存在者發生關係。而孟子此段話中
的“我”指的是一個道德的本真自我：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真實不虛的“誠”的存在狀
態。我與其它存在者發生關係的方式，就是我不以對象、客體的眼光打量周遭的世界，
而以善之仁端的惻隱關懷之心投向大自然內一切存在者，經云：
「心氣相志，心志以道，
68
是氣曰道」 ，仁心誠意所發出之氣為精誠之正氣，而「通天下一氣耳」（《莊子．知北
遊》）
，精誠所在金石為開，且仁生萬物，當能感召萬物之回應，是以萬物在“仁心誠意”
的浸潤中也如如地以其本來面目向我開放，彼此間的藩籬化為烏有，“萬物”就是在這
種意義下進入“我”的生命存在而彼此生命相接，氣息相通，成為一個生命、價值的統
一體，體現了“備”的結果：“物我一體”。孟子的物我關係就是指我與萬物彼此生命
相互涉入所形成的親和一體性，也是本文所介紹「天人親和」的一種，“天”在此處指
的是“大自然”（當然包含我以外的其它存在者“萬物”）。因此，“備”的涵義可詮
釋為“同構”，只不過孟子是從“我”的角度來說罷了。69 問題是，在實際的常人世界
裡，物我總是呈現分離狀態，“我”將其它的存在者對象化、客體化，同時，“我”也
被其它的“我”對象化、客體化而為一物，因為非道德本真的存在樣態正是我們的實際
生存狀態，在許多人一生中，“道德的本真自我”常常只是如火花閃現，人之所以如此
經常性地失落了本真，就在於人們總是身陷於五光十色外在世界的紛紛擾擾，缺乏反觀
自我心靈深處的“仁（道）誠（德）”；而本文所提之“靜參”恰可將向外投射的思慮
收攝回來，轉向內在的靈性世界，以激發心善之端，從“常人”的存在狀態下超拔出來，
回復“道德的本真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實際生活中多為“常人”之我，“道德本真”之我卻是真實不虛
的存在，自然“萬物皆備於我”也是根本的實在，只是“常人”之我多因“不誠”、“不
仁”而對這種本體的存在無所見，而孟子自是已見道體故有真切的感受，然後才指示欲
徹底轉換“常人”之我為“道德本真”之我的超越方法為“反身”與“強恕而行”。
“反身”是中止向外界的各種煩忙世俗活動而以自身為觀照對象，先認清：“我之「物」
為肉體，我之「心」為靈魂（靈魂體及其靈識），而「心與物」的組合作用「心物一元
二用」
，即是靈魂投胎為生命體或生機體之思想意識。”唯有“反求諸已”在反省懺悔
有過則改的實實在在面對自己前提下，靜坐時心神才不會外馳，收攝身心的靜中內向體
驗（靜坐）方能進入無人、無我、無念之物我一體境界中，洞澈假我五蘊之作弄，從而
激發居住於肉體中的先天潛能，認識本來清淨自在的真靈，

「月到天心萬籟清，風來水面不侵塵。
常空五蘊山頭照，休失本來自在身。」70
68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69

彭國翔，〈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章釋義〉，《中國哲學史》（北京），1997 年第 3 期，pp. 25-31。

70

李玉階（涵靜老人），《清虛集》〈分詠廿字真言〉，天帝教教史委員會編撰，2006 年，p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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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何宋明儒者多離不開以靜坐作為收攝身心的修養方式，借由時時觀照本心，進
入“萬物皆備於我”的體驗狀態，而達到“明誠”。換言之，人我在“常人”之我與“道
德本真”之我的動態拉鋸之中，透過“反身而誠”之靜坐修持可使其平衡點偏向“道德
本真”之我的這一邊，偏得愈多，前述“仁誠之心或善之誠心”的熱準隨之愈高，而仁
誠即真誠仁愛即真愛，故《新境界》亦將“善之誠心的熱準”定義為“愛”，基督教以
愛為最高情緒之表現，蓋基於此。當這世界充滿真愛，萬物皆備於我、我亦備於萬物，
物我親和一體，天堂就在人間宇宙，自然“樂莫大焉”。
“反身而誠”是老老實實的向內觀照，並可借由“靜參”來改變“我”對萬物的態
度，而得以包容萬物，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宋˙張載˙西銘》
，達成萬物與我同
構，亦即“萬物皆備於我”。從茲更進一步外推，將“萬物皆備於我”的“我”，推展到“萬
物”，使“每一物” 也不將其以外的存在者對象化、客體化，而達“我亦備於萬物”，下
手工夫，如上文“擴善”為“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相對地，“己所不欲，則勿施
於人”，這是孔子對“恕”的解釋，“如心”也就是視“我”之外的其它存在者（客體）
如己，孟子以“強恕而行”作為想要趨近“天心之仁”的切入要訣，涵靜老人在其《清
虛集》裡，亦如是說：

「先聖垂留一字銘，己所不欲勿施人，
求仁之道此為近，體諒物情天下傾。」71
皆點出了「恕」的實踐，遷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力行恕道”一旦貫穿於每一個人的
日常待人接物中，每一個人的“常人”之“我”便會消失，而以“仁愛誠意”為體的
“道德本真自我”得以復現，每一個人的“我”便得到了徹底的轉換，其人性昇華至宇
宙最高精神境界，而得以盡仁誠天道。“仁者二人乾坤配”，《論語‧顏淵》：「樊遲問
仁，子曰：
『愛人。』
。」
《荀子‧大略》
：
「仁愛也，故親。」
；
《孟子‧告子下》
：
「親親，
仁也。」《墨子‧經上》：「仁，體愛也。」；《韓非子‧解老》：「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
人。」“強恕而行”的結果，宇宙是充滿大愛的宇宙，而“大愛”是最強的天親人和媒介，
當恕到達了極致之時，可以從盡己之性，推展到盡物之性，進而成己成物，與天地萬物
渾然為一體，所以「體諒物情天下傾」。
這樣看來，孟子有感於對“萬物皆備於我”本體實存的洞見，所開示達到這種狀
態的途徑：「“反身而誠” 以臻“靜悟”與“強恕而行”以力求達到“仁”」，相對
上，前者以“靜淨”為特徵，而後者則以“互動”為特徵，根據 3.1 節涵靜老人所歸納
的“和相”，“動、靜”宜適切和合，才有宇宙生生不息的萬象，同理，“反身而誠”

71《清虛集》，p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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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恕而行” 互相配合力行，就可生活在一“萬物皆備於我、我亦備於萬物”充滿
大愛的和諧大自然裡。

4.2.2 化命自然 以巧造物 創造新文明 天定勝人 人定亦能勝天
「向自然奮鬥」就是人類要學習負責地扮演其與萬物和諧生存於大宇宙、大自然內
的應有角色。大自然與人類的關係，其一為大自然之威力「旋威引威，阻善礙利」，太
陽系內的地球，上有旋風，下有引力，中有風、雨、雷、電、火山、地震、高山大洋等
之險阻，人類至今尚未能完全克服之（“天定勝人”）。加以“天本無心，以人為心”，
是以大自然之氣運隨人心之起伏而變動不已，例如，四時失序、地球暖化，氣候變遷，
洪澇乾旱、風災地震，潮濕與乾旱環境的自然調節失靈，以致病毒活躍期延長，原本蟄
伏於人煙罕至的荒野叢林的病毒，隨野生動物乃至人類之媒介而出現，大自然反撲凌
厲，始作俑者，是造成地球暖化的人類莫屬。是以自然界對於人類之迫害與限制，一方

面可視為大自然的無言之教，藉以激勵人類學習大自然以巧造物之創造力，在困境中創
造人類物質文明，於是有了：「茅屋、木屋、鋼筋水泥屋、摩天大樓，太空實驗室的實
際運轉，甚至規劃 2025 年殖民於月球；馬車、腳踏車、火車、摩托車、汽車、輪船、
飛機、太空梭的發明；道路、橋樑、隧道及高速公路等之興建；醫學、物理科學、生命
科學及航天航空科學之發展，進而仿生科技之流行，尤其後者即是直接模仿“大自然以
巧造物之創造力”。」使得大自然災害降臨後，人類生命雖有傷亡，財務雖有損失，這
個地球上的文明仍能持續繁衍了五千年以上之歷史（“人定亦能勝天”）
。然而人心不古，
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現在的精神文明（人文社會、宗教、哲學等）遠落後於物質文明，
“人定亦能勝天”的奮鬥精神或勉勵語彙，由“相對”被曲解成“絕對”的“人定勝天”。於是長
期以來科學對自然資源的運用，主要是以自然為人類所統御利用的對象，都以為人類服
務、為建設現代化社會生活為目的，雖然生態的傷害、地球資源的有限、人類的生活方
式必須調整、要節能減碳等都已成為眾所周知的現況，但對自然和生態的戕害如故，絕
大部份的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依然在浪費大量資源。
是以《新境界》指出，一切問題出在人心，挽救之道要從煉心做起，如上文先要「向
自己奮鬥」繼之以「向自然奮鬥」，始終堅信

「化命自然，以巧造物，奉云天定，繼之謂勝。」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之奮鬥精神
，做為畢生修持奮鬥的目標。大自然以巧造物，創化生命締造了大自然本身，稱之為「天
定」，能夠承續「天定」發揚光大者，則稱之為「勝」。人類學習大自然的創造精神，創
造科技文明，青出於藍，而能對抗大自然的迫害，能對抗後(矛盾的對立)，人類要懂得
和大自然保持和諧，否則如果利用科技去破壞大自然的循環平衡，那麼矛盾的對立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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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壞，媒介神就會行使神律操控自然律，即所謂「在天成像在地留形」，而讓大自然
反撲人類，以調和暴戾之氣所造成的違反自然現象，直至兩者恢復和諧，也就是第三神
負責使矛盾的對立平衡在「和」的狀態。同理，肉體和靈魂之間的矛盾對立，向自己奮
鬥也能感應仙佛協助自己達到身心平衡和諧。不為命運所侷限頹喪的人，懂得奮鬥造命
感動媒介神的和其所求，造命成功後，該人便可升勝為第三神，成就永恆的宇宙生命，
上帝又多了一位幫手。
4.2.3 突破命定論的因果關係 掙脫大自然引律之束縛
「向自然奮鬥」就無形面向而言，為向命運突破（造命）
，不屈服於環境，不受制
於機運，不屈服於命運。下手功夫為以「性功」煉心來潤澤「命功」與「神功」的「性
命雙修」
。
「命功」乃指生命外在形體的鍛煉（動功）與生命內在精氣神之鍛鍊（靜坐）：
煉精化氣（命功）、煉氣化神（命功）、煉神還虛（神功）、煉虛合道（神功）。凝神氣
鍛煉魂魄，致力於突破命定論的因果關係，進以掙脫大自然引律之束縛，超脫三界輪
迴之設限。經由「煉魂制魄」之修持，性靈日積月累地漸漸突破肉體的束縛，恢復清
明自在的本質（即不昧本來性）
，能如大火炬，如電洞微塵，壘望絕觀，能役物而不役
於物，能凝神氣祈禱與親和成就「物質之上、自然之下」之造化，即媒自然介物質之
「媒介神」，即為人間之「神媒」，而得以發揮人類的天命，為世界的調和而努力。因
此，
「向自然奮鬥」有如「中繼」奮鬥，科技突破，凌越自然，則更增助益於「向天奮
鬥」而達天人彼此互動。昔當今人類方忙於殺伐，自相戕賊，不知最大之敵人實為大
自然之挑戰，如能移其自相殘殺之精力而與自然奮鬥，則近道矣！現代的修行，即是
要克服人類之反自然現象，先修正自己，再積極調和四遭之反常，則靈魂可以與天親
和，小自然會與大自然契合，現象界的種種磨難，就成為回歸自然的本錢了，根據《新
境界》，靈魂經由與肉體的適切配合，除了培功立德以外，性命雙修之道功可強化靈
魂的靈識與能量，生前修與不修，逝世之後靈魂離開肉體，立見真章，其在靈界的天
層如下：

一、普通靈魂可在同溫層以下飄浮，均受行星引力之牽引而下墜（輪
迴於於三界五行中，即屬於前述“生命之偶然論”）。
二、自由神可在同溫層以下自由往來，不受引力之拘束。
三、天君可以突破各行星間之旋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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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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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間之旋和系共有五種不同之旋律，故祇須具有突破此五種不同旋律之技能，即可貫
通千千萬萬個旋和系也。72

4.3 向天奮鬥
「向神奮鬥」
、向天界要求平等之奮鬥就是「向天奮鬥」。
4.3.1 與天地合其德

先天下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

「向天奮鬥」的基礎是堅信「我命由我不由天」，為什麼由我呢？因為如果光說不
練，“仙佛是不可能使人成為仙佛聖真的”，所以先要向自己奮鬥，自修自創，我要成為
仙佛聖真，就要自己努力下苦功真修實煉，蓋“仙佛也不可能阻止人成為仙佛聖真”。
73
並且當吾人尚存有凡體時，要懂得進一步向自然奮鬥，“萬物皆備於我，我亦備於萬
物”的與萬物（大自然）和諧相處，這與《周易》言人修養之最高境界：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周易．上經．乾卦第一文言》）
其中之“先天下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有相似或類比之處。牟宗三先生是這樣詮釋
的：
「超越地看（或先天地看）
，聖人的生命就是德性生命，即使是天（仙佛聖真）也不
能違背聖人生命中的德；但是從後天來看（或者康德所謂的內在地“immanent”看）聖
人還是人（人神）
，後天上還有形體身軀的羈絆，聖人也要遵守天時（自然氣運）
，不違
背自然界的定律。」而“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乃闡釋天地之德是“生”，德者生也，創生萬物；大人之德是“仁”，
仁就是生德。所以說大人之德與天地之德相合，他生命中的智慧光輝與日月的光明相
合，他的生活秩序與四時的秩序相合，他對於吉凶的感應與鬼神對於吉凶的感應相合。
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聖人的境界。這段話也如《孟子．盡心下》所言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74
就形而下而言，當吾人凡體尚存時，要順應自然規律，人與自然要和諧共存，
以利用厚生（物有所用、民有所養與富裕），創造人類新文明；就形而上而言，心物一
元二用，靈魂投胎為生命體或生機體之思想意識，需要靜參來淨化以激發出其潛在的深

72

《新境界》，pp. 76。

73

《天帝教教訊雜誌．第 314 期》，pp. 23。

74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華東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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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靈魂靈識。近代的科技文明究竟對「心」與「物」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與改變來加速
「向天奮鬥」的進程？

4.3.2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突破」— 人類對宇宙、人生的革新認識
《新境界》的結論之一為：「宇宙天理之真象在一『和』字」。例如，旋和系（太
陽系）之運行不得其「和」，即成混沌；物質與自然不得其「和」，即無生機；人生之
肉體與靈魂不得其「和」，即有死亡；人類心理感應不得其「和」，即生仇；社會秩序
不得其「和」，即有變亂；國際不得其「和」，即生戰爭．．．．．．科學與哲學不得
其「和」，即無真理（註 16）75；道德與知識不得其「和」，即無和平；天人不得其「和」，
即無大同。故天地之基，聖凡之道，立國之本在一「和」字。「亂」為「和」之對稱 ，
可見

「宇宙之定律為相對的」
。此相對的真理，惟其因為相對的、辨證的，故必須加緊奮鬥，以求其和，方足以維天
道而極人倫。如有偏頗，即成為一切之亂源，而天理矇眛，心物顛倒，人寰慘苦矣。76
愛因斯坦1905年「狹義相對論」(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

「在萬有引力或加速度現象不存在下（亦即在等速度運動的慣性座標系統裡），無
論觀察者以何種速度自由運動，對所有觀察者而言，科學定律(馬克斯威爾電磁方程式
等)都應該是相同的（和）。愛因斯坦發現在這樣的前提下，任何物體都不能比光速移
動的還要快（即存在物質運動的速度上限），且時間、空間及質量等都必須是相對的，
隨著觀察者速度向光速趨近，時間變慢、長度收縮、質量增加等效應愈發顯著，並由“相
對動量保守”推導出對古典物理產生重大衝擊的質能等值公式（Ｅ＝ＭＣ2），導致核能、
核彈之誕生，革新了人類對時、空、質、能的觀念」。77 78

75

註 16：愛因斯坦：“哲學的推廣必須以科學成果為基礎。可是哲學一經建立並廣泛被人們接受以後，

它們又常常促使科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指示科學如何從許多可能的道路中選擇一條路。等到這種已經
接受了的觀點被推翻以後，又會有一種意想不到和完全新的發展，它又成為一個新的哲學觀點的源泉。”
參：《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 1976 年版，pp. 374。
76

《新境界》，pp. 113。

77

Ir Mark Egdall，《Einstein Relatively Simple – Our Universe Revealed in Every Languag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4。P35-135: Part I Special Relativity, E=mc2, and Spacetime。
78

劉通敏，〈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第 13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鐳力阿，台灣南投魚池

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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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引領人類對宇宙、人生的思維革新，完全符合「軸心時代」
的「軸心突破」（參註14）提要：“人對宇宙、人生．．．．．．的體認和思維都跳上了
一個新的層次。
前文在闡釋「向自然奮鬥」時提及「旋威引威，阻善礙利」，萬有引力的威力構成
了人類星際探險或逝後靈魂可居處天界的門檻，科學界對其之起因與詮釋的研究從未間
斷過，繼「狹義相對論」發表 10 年之後，愛因斯坦再度推出一個“嶄新的萬有引力定
律”，一般稱之為「廣義相對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79 80 ，茲摘要如下：

「廣義相對論」 —“在萬有引力現象存在下，無論觀察者如何運動，科學原理
（和用來表示它們的數學）對所有的觀察者都應該相同。”
「廣義相對論」裡的引力觀念迥異於傳統的牛頓引力觀念，它是依據愛因斯坦
的革命性假設 —“空間—時間所編結（intertwine）的宇宙結構（the fabric of the cosmos）
不是平的而是彎曲的（curved or warped）”: 會因處於其內的引力來源包括質量密度
（mass density）
、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及動量密度（momentum density）而扭
曲變形。
對「廣義相對論」而言，重力與其它類力量不一樣，“重力其實是時空結構因
為質量的存在而扭曲變形後的四維時空曲率 (the curvature of a four -dimensional
space-time) ” 換言之，「廣義相對論」已經將有關重力的物理學轉換成幾何學，(註17)81
它是新的彎曲時空理論（the new theory of curved spacetime）。
“重力場僅僅是相對性的存在，因為對於從屋頂上跌下來的油漆工而言，重力場
相對上並不存在於其附近，油漆工等於漂浮於零重力的外太空”。就像“等速運動（uniform
motion）”一樣，“加速運動（acceleration）”也是“相對的（relative）”。
“重力場會使光線彎曲（Light bends in a gravitational field）”，“重力場會影響光
線的頻率（能量）”，“重力場會影響時間的快慢（Gravity affects the passage of time），
愈接近星球的表面或中心時間愈慢”。
79

《Einstein Relatively Simple – Our Universe Revealed in Every Language》p215-267: Part II General

Relativity, Gravity, and the Cosmos。
80

劉通敏，〈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第 13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鐳力阿，台灣南投魚池

鄉，2014。
81

註 17: Gravity, in Einstein’s theory, is not a force like other forces; rather, it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mass distorts space-time, creating curvature. Thus, general relativity has transformed physics into
geometry. （參：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The Grand Design》，Bantam Books,
2010。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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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歷經無數實驗的驗證後，人類對於「時間、距
離、質量」等物理量的認識，已經從亞理斯多得和牛頓所教導之「靜止、絕對的特性」
轉變成愛因斯坦革新之「動態的、相對的特性」，西方古典的「分離、互相獨立的時間
與空間觀」則進展至「時間與空間連體四維觀」，而「萬有引力定律」被代之以「時空
表一： 「深層意識」之進程

「靜參」形成「氣胎」後，身心靈因為「意識作用」之淨化，「雷胎」、「聖
胎」．．．．．．人類思想的昇華反映在「深層意識」之進程 ：
(1) 一般(自我、顯)意識或「知」：多為大腦皮層因七情六慾之直接反應。
(2) 靈識意識

「明」 「向自己奮鬥」的心境能量變化主要集中於「靈識」
；

或

其一，來自肉體層面的強烈情緒衝動，生理慾求引發

前意識（個人

的強烈心理反應；其二，來自靈魂層面的整合性思維

潛意識）

活動，如一般直覺的整體概念或映像等。進入此意識
狀態，腦波的呈現方式以α波（8-12Hz）最常見。

(3) 靈覺意識

「覺」 「向自然奮鬥」的心境能量變化主要集中於「靈

或

覺」
，指進入深層的精神活動及由靈感而得之創意性

潛意識（集體

思維想像等。進入此意識層面，將會發現人類於潛

潛意識）

在思想上的諸多共通性與關聯性。腦波的呈現方式
以θ波（4-8Hz）最常見。

(4) 魂識意識

「靈」 「向天奮鬥」的心境能量變化主要集中於「魂識」，
指表現出神明與果決的意識狀態。此種極深層的潛

連
接

意識，當處於活耀的狀態時，將會隨著內在魂識的
主體意識導向，連結至大宇宙意識的靈流中 ，而獲
得來自大宇宙意識的意識訊息與充沛的宇宙能量 。

（大宇宙意

此部分因涉及靈魂意識的作用狀態，因此一般心理

識）

學尚未探討。進入此意識狀態，腦波的呈現方式以δ
波（0.5-4Hz）最常見，此種波不同於一般沉睡狀態
下的δ波，而是帶有靈魂活動能力的深層意識波，並
非全然呈現出肉體的沉睡狀態。一旦該內在靈魂的

活動力與大宇宙意識靈流接軌，或連接到與該靈流
意識內的其它靈魂產生連續性的交感與互動時，該
人的腦波反而會以高速的振動波即呈現出極活潑的
γ波（35-45Hz）為主要。魂識是指靈魂中之「真愛」
及「記憶貯藏」特性。
編織結構受質量、能量影響之扭轉彎折曲率動態變化」，宇宙中到處充滿縫隙，縫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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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質量密度極端集中的奇異點「黑洞」，黑洞會極度扭曲其附近之時空與拉慢該區域
之時間; 這些科學的新成果，正逐漸突破形而下與形而上之間的藩籬，就形而下的物質
宇宙而言，理論上可達到且人類正企圖實現利用航天載具「黑洞之旅」(註 18)82 或者「近
光速之旅」來進行「實數時間旅行到未來（時空相假借）」，眾所熟知的瞬間心
電感應的意識念速也是極高超光速的，很顯然，愛因斯坦光速上限的假設在未來亦將面
臨修正，具超光速能力是可以遂行形而上（心靈意識上）的「虛數時間旅行回到過去（時
空相假借）」，人類深層潛意識如果經由「靜參」被開發出來 （表一）83，自然就能心

無所蔽，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於無聲無臭中和同無間。
84

亦即
“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 85

更重要的是相對論效應（例如時間旅行與因果律問題、同時出生卻因時間旅行變成老少
配之生活問題等等）將對人類日常生活或者宗教與哲學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實為一值
得研究的課題。86
4.3.3 大宇宙中存在深層次的內在聯繫 — “量子糾纏與量子能量場”

82

註 18：現今人類到飛機場搭飛機旅遊，科學家規劃未來可以到太空機場（space port）搭太空梭來趟

「黑洞之旅」，屆時必定爆滿，一票難求，為什麼？當太空梭起飛後到達近地球軌道（160–2,000 km），
然後加速至接近地球的逃逸速度（地球軌道上逃逸速度約 10.9 km/s）擺脫地球重力場，朝向目標黑洞（例
如天鵝座星團）航行而去，終於來到該黑洞附近，由於黑洞的重力場引力非常大（其逃逸速度 299,792 km/s
相對於地球表面逃逸速度只有 11.2km/s）
，其所處區域的時間相對變慢許多，至於變慢多少則和你的目標
黑洞大小與太空梭能飛得多靠近黑洞有關，在那時人類科技已能製造出抗黑洞引力撕扯之機體，太空梭
因此能環繞一固定安全軌道飛行，例如環繞飛行黑洞 1 或 2 小時，然後飛回我們的地球，會發現地球上
的人類已經過了約 50 年，也就是你來到了地球 50 年後的未來，你的“地球—黑洞”空間往返旅遊一趟，
換來了年輕 50 歲，可算某種程度的“時空相假借”，科學家稱之“時間旅行到未來”（travelling into
the future via black hole）。同理類推，假若把黑洞換成一個重力極大且人類未來科技可以在上面殖
民的星球，那麼從該星球出發旅行到我們地球的該星球殖民，在地球居住了一段時間，等到他回到殖民
地時，就變成“時間旅行回到過去（travelling back to the past）”，當然這樣的假設不免會觸及「因
果律」問題，愛因斯坦認為不能違反「因果律」
，也就是回到過去有一限制，該星球殖民最多只能回到他
們當初第一次離開家鄉的那一刻。參：劉通敏，〈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第 13 屆天人
實學研討會，鐳力阿，台灣南投魚池鄉，2014。
83

劉通敏，
〈從人類意識層面探討天人親和〉
，第 11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鐳力阿，台灣南投魚池鄉，2012。

84

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卷 7。

85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 12。

86

劉通敏，〈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第 13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鐳力阿，台灣南投魚池

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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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也是瞬間同步的，因此是超光速的，
它的發現證實了愛因斯坦稱之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in a distance）是存
在的。量子糾纏超越了人類生活的四維時空，是非局域性的（nonlocal），宇宙在冥冥之
中存在深層次的內在聯繫。實驗證明如果把同一個量子體系（例如一道光束）分開成幾
個部分，在未檢測之前，由於測不準原理，你永遠不知道這幾個部分的準確狀態；如果
你檢測出其中之一的狀態，在這瞬間其他部分立即調整自己的狀態與之相應。這樣的量
子體系的狀態叫做“糾纏態”； 糾纏一方得到的任何信息，另一方也會馬上感到，不需要
實質的信息傳遞。簡言之，對於多個微觀物體，在被觀察之後，它們的狀態會從不確定
到確定，作一個有關聯的突變，這就是“量子糾纏”。陳述的更白話一點，同源的兩個
物體或者粒子，如果把它們分開來，Ａ粒子在這裡，另一個Ｂ粒子既使被移到非常遠的
地方，如果你對Ａ粒子擾動，那麼Ｂ粒子瞬間就能感知與相應，這種相應是瞬時的，無
需傳遞介質，這邊一動，那邊不管有多遙遠，立即就感應，換言之，看起來互不相干的、
相距遙遠的粒子Ａ和Ｂ在冥冥之中存在著聯繫。科學家正研究將量子糾纏用來傳輸物質
（例如星際迷航 star trek 影集裡將人由星際船艦內瞬間移動到船艦外）、傳輸信息等，
由量子糾纏理論發展出人類（意識）念力之前瞻研究正方興未艾。另外，藉由人類腦波
操控機器的技術突破，亦證明無形思想可以運化於有形現象，真實不虛。凡此種種進展，
均顯示科學與哲學的和合，運用心物交相組合途徑，已逐漸拉近天人間之距離，加速了
天人大同之進程。
《療癒場》87一書以各種證據揭示，宇宙存在著一個「量子能量場」或稱零點場（Zero
Point Field）。這個能量場讓宇宙各部分互相連接，也足以解釋許多神祕現象（如另類醫
學、靈力治療、超感官知覺和集體潛意識等），它是能量在所有次原子粒子間不斷移動
所產生的量子場。量子能量場的存在意味著，由於量子能量不斷跳著交換之舞，使得宇
宙間一切物質在次原子層次全連接一起。而意識是一種能量，有能力改變物質事件，尤
其是指向式意念（directed thought）可以影響機器、細胞，甚至是人類這麼複雜的多細胞
生物體，這種「以心御物」
（mind over matter）的能力，經由量子能量海洋的媒介，甚至
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根據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方程式，一切基本粒子都是彼此互動，藉由其它粒子來交
換能量，而且據信這群粒子都是「無中生有、瞬息彼此結合、倏忽相互毀滅」（還記得
老子之「恍兮惚兮」與莊子之「雜乎芒笏」嗎？）
，這樣一來便無端生成隨機能量起伏。
這種在刹那間瞬息生滅的粒子稱為「虛粒子」，它們和「實粒子」不同，虛粒子只存在
於交換階段，也就是測不準原理所描述的「測不準」時段。另外，物理學家也用「真空」

87

琳恩 麥塔嘉(Lynne McTaggart)，
《療癒場》(The Field: The Quest for the Secert of the Universe)，

蔡承志譯，商周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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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指稱量子零點場，之所以稱為「零」，是由於場中的起伏現象在溫度為絕對零度依舊
偵測得到，而絕對零度正是能量的最低可能態；因為零點能量是一系統可能持有的最低
能量，因此此項能量是無法自系統移除，在量子場論中，這個辭彙和真空能量是等義詞，
指的空無一物的空間仍有此一定能量存在（真空不空）。
量子真空零點場充滿整個宇宙，可以毫無阻礙地把宇宙中任一區域，任一時間內的
資訊傳播到宇宙的所有區域，並以全息的方式把它全部記憶下來。不過，儘管這種零點
場富含很大能量，但人類目前只能觀察到這些能量的效應，利用它的功能，而不能利用
這些能量本身。量子真空零點場傳輸資訊是暫態的，即傳送速率幾乎達到無窮大，而且
在傳輸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損耗和畸變。換句話說，零點場可以把宇宙中某一時空內所
發生的事件以全息方式傳播到宇宙的每一個角落，並把它永久貯存起來。前衛科學家相
信，這種場是宇宙中除引力場、弱核力場、電磁力場和強核力場之外的第五種力場，它
有待於科學家用精確的實驗來進行驗證。這些量子真空零點場（宇宙全息場）的前衛研
究論述讓一些科學家、宗教家及哲學家聯想到似乎與《老子》提出的「道」以及靈修與
氣療人士所談之「氣」有驚人的相似。88 經云：

「在天成象，在地留形，以副地天，以介人神，惟氣之謂，
天際浩浩，渾成太和」。89
4.3.4 “發大願”與“淨業自持”以超三界
人回歸自然後要成為前述「第三神等級」中之哪一級，在世時下手功夫之一就是

要「立志發大願」：生而為堂堂正正之人物，死而為堂堂正正之神靈，此為「自由神」
境界；若尚友仙佛，一心向善，立德於世，普渡無量，奮超天闕，此為「聖」者境界；
若憑自身淨業，煉金剛不壞之修持(真我)，堅苦奮鬥自達於平等之域，此為「仙佛」
之境界。然而古謂「賢愚在行，壽夭在命」
，志、行、命三者乃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而世間芸芸眾生大都順從人道、遠離天道，因此壽命不定、禍福無常，此乃缺乏向天
奮鬥之覺心，未能明白「願力大於業力」與「淨業自持」
，立完大志願後，通常立覺頂
天立地、正氣凜然，但須知古往今來宇宙間惟有「行」字方能創造一切，方能革新進
化。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自然」是不可以濫用，一個人如果以為
「順乎自然」就是可以不聞世事，怠於事務，那是歪曲「自然」
，
「自然」是順天、人、

地三道之法則，在天是日月星辰的運行，在地是培育萬物，在人是「忠恕廉明德、正

88

劉通敏，〈無中生有〉
，《旋和季刊》
，38-39 期，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出版，2006。

89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
，天帝教始院頒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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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廿字之遵行，是前進積極，突破頑困之勢，達
到與「天地運行」同步的境界（靜參亦然），亦即「願如旋風威 體運無休定」，所以
「自然的意義」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人從虛無中來，日後仍要回到虛無中去（炁的世界）
，而人是動態的動物，其順乎自然
即是生動活潑，不斷奮鬥，因此「人之生也為『行』而生」
，務須改變沉滯不進的態度，
打破徬徨煩悶的心理，效法天體的運行，自強不息，循著宇宙間自然的真理，篤踐力
行，潛心學養，雙修性命，將修持精進至煉魂制魄的純一化境，完成陽神沖舉（太平
盛世之時）或修得封靈（三期核戰末劫之時）之活潑階段90，而能體會宇宙生化之各種
玄機，體會三界十方本即一體之真實內容，此即經云：

「凝一化神。勃勃興興。所超三界。以致平等真善境」91
之境界。92

93

五、結語
基上所論，結語如下：

突破
在《天人之際》裡，余英時有一段摘譯雅斯培所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關於「軸
心文明」的「軸心突破」
：
「初次有了哲學家。人作為個人敢於依靠自己。中國的隱士與

遊士（老子、孔子、墨子等）、印度的苦行者、希臘的哲學家、以色列的先知，無論彼
此的信仰、思想內容與內在稟性的差異有多大，都屬於同一類的人。人證明自己能夠在
內心中與整個宇宙相照映。他從自己的生命中發現了可以將自我提升到超乎個體和世界
的內在根源。」在西元前的第一個一千年內的精神文明大躍升，先知們就以已經明示人
類「天人合一」的可行性。“敢於依靠自己”就是本文闡釋的奮鬥之基：「向自己奮鬥」；
而《周易》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日月合其明”類比於“人能夠在內心中與
整個宇宙相照映”，“與四時合其序、後天而奉天時”則有「向自然奮鬥」的內容，“與
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即為「聖凡平等、神人平等、天人平等」的「向天奮鬥」，
“先天下而天弗違”則為「超越」亦即“人可以將自我提升到超乎個體和世界的內在根源。

90

李極初（涵靜老人），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天帝教始院印，台北，1992，第 11 講。

91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
，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92

劉通敏，〈「第三神論」— 打破傳統宗教所沿革之天人關係〉，旋和季刊，56 期，2010，pp.14-40。

93

「第三神」為後天神，尚有「先天神」
、「炁化神」，參：劉通敏，〈第三神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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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奮鬥
綜言之，天人合一的奮鬥觀，就“突破”而言，向自己奮鬥是先在心理上突破，是
努力以爭脫人類本身肉體影響以培養正氣之奮鬥：“人類之軀體為盲目的、衝動的、無
智的、不羈的，故必須由人鍛煉精氣神運用其性靈之力（「靈識」）以控制之、導引之、
支配之，始足以納於真善之軌道，經由自愛、自治、自信、自奮，時時刻刻反省懺悔以
「煉心」
，洗滌心靈塵垢（性垢）以「淨心」
，改正不良的習性，調伏心中之魔，去人慾、
存天理，達到靈魂與肉體之和諧，此外，知識充實、生命價值，乃至未來命運，都是靠
自己去創造”；向自然奮鬥為向命運突破，不屈服於環境，不受制於機運，是創造人類
的文明以達於真理之奮鬥：“不屈服於命運，靜參進階至激發人類的「靈覺」以發揮天
命，知道人在宇宙中的定位，而善盡人之所以為人的本分，發展科學對物質奮鬥，消除
自然界對人類之迫害與限制，把握役物而不役於物，使物有所用、民有所養，反思人類
對於自然界之破壞，以消除暴戾之氣所造成的違反自然現象，參贊化育，使萬生萬物共
存而不悖，共榮而不害，生生不息”；向天奮鬥是向無形的靈界前進突破，向神奮鬥，
向天界要求平等的奮鬥：“必須立志發大願，蓋願力大於業力，培功立德，方能孽業自
清，打破傳統命定式的輪迴法則，謹記“身前不修，死後即無能為力”，在世時就知要
為逝後靈魂歸屬天界定位而奮鬥，而性命雙修則進程到喚醒先天「魂識」，完成陽神沖
舉或修成封靈之活潑階段，使人類在精神生活上，以人類的智慧，在最高的形而上的領
域中，與高次元空間的第三神（超人、真人）的境界合一，而達成天道人道合德的天人
合一，以登聖凡平等、天人大同之境，自然神聖人凡通，至誠獲感應，進而以無形的力
量來影響有形的世界，救劫救人”。

天的科學哲學宗教觀
本文亦對“天”的認識分別從科學、哲學及宗教的觀點加以討論，愛因斯坦廣義相
對論所描繪的時空連體宇宙結構與演化，賦予萬有引力嶄新的詮釋，所預測的重力波與
黑洞的存在皆獲得證實，宣告了人類的物質科學文明對“天”（宇宙）嬰兒期的暴脹與
演化認識又往前突破了一步，而就形而上而言，黑洞這種高密度類星體之超大引力與旋
風力，也說明了生前修與不修，逝世之後靈魂離開肉體後其活動範圍能突破幾個旋和系
所面臨的自然阻礙挑戰。復觀人類現在的精神文明遠落後於物質文明， “天定勝人、人

定亦能勝天”的奮鬥精神，由“相對”被曲解成“絕對”的“人定勝天（自然）”，於是長期以
來科學對自然資源的運用，主要是以自然為人類所統御利用的對象，導致氣候的異變、
生態的傷害、地球資源的恣意浪費，改善之道唯有加緊“向自然奮鬥”以求與自然和
諧。「宇、宙」乃「上下四方、古往今來」，是以「宇宙（天）」的架構是由空間與時間
所組成，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告訴我們“時間”與“空間”都非絕對的而為相對的，這
樣「宇宙之定律為相對的」
，惟其因為相對的，故必須加緊奮鬥，以求其「和」
，方足以
維天道而極人倫。以質能互換定律為例，它的運用可成就核能發電改善人類生活，亦可
製造出核彈毀滅地球與人類（三期末劫）
，故人類必須奮鬥以求其「和」
，而科學與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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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和」方有真理，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發展出來的：
“無論觀察者以何種速度（相對）自由運動，對所有觀察者而言，科學定律都應該是相

同的（和）” 。無論是運用飛行載具或黑洞之旅遂行相對論“去到未來”或“回到過
去”，宇宙的真理仍然不變。又，“靜參”為人身與心靈意識之長期科學實驗，當深層
能量意識因為精神與意識之淨化昇華被開發出來，人的小宇宙意識即可連結至大宇宙意
識的靈流中，而獲得來自大宇宙意識的意識訊息與充沛的宇宙能量，人與天乃得其和。
科學探討“量子糾纏、量子能量場、氣”以傳輸物質和訊息所發展出人類（意識）念力
之前瞻研究正方興未艾， 上開種種進展均顯示科學與哲學的和合，運用心物交相組合
途徑，已逐漸拉近天人間之距離，加速了天人大同之進程，“人對宇宙、人生的體認和
思維都因近代的科學成就跳上了一個新的層次。
哲學上先哲們則將“天”的本體賦予：“大自然、大宇宙、天、天命、天道、道、

誠、乾元、天理及“神”等不同名稱。 而從宗教角度觀“天人關係”，有古代“巫、薩滿”
超神秘的神人交通、“「天帝」的「人格天」”與“「自然現象」的「自然神」”及“祖
靈的祭祀”，其後隨民智開化的程度發生階段性的演變：“如暴君般獨裁而不容置辯的
神權第一時代「創造之神（第一神論）」”、“神對於人之賞罰與支配關係的神權第二
時代「救贖之神（第二神論）」”及本文所深度闡釋的“人可以靠自身努力奮鬥修證成
之「媒介之神（第三神論）」
。天（神）人關係，在第一神論及第二神論咸謂神權萬能的
前提下，
「天帝」與「自然神」被混而為一成為一種「唯神論」
；在第三神的論述裡，如
商代卜辭所載：“天上有「上帝」
，常常發號施令，與王一樣。 上帝不但施號令於人間，

並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類供奔走者。不僅此也，先王仙公死後往往上至「天」廷，
「賓」於 上帝。” 第三神即為有貢獻於百姓、國家或修證有成而「賓」於 上帝，並成
為 上帝的使者，其角色為協助 上帝，以愛心扮演使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人類）之間
「和諧」的媒介角色。

人本與神本的「天人合一」奮鬥
“所有的萬事萬物都在天地裡頭，這個物質宇宙是個旅館，不是我們的家，暫時
住一住就要走的；光陰是個什麼呢？光陰是穿越百代不停的過客。飄浮不定的人生有如
一場夢，快樂的日子能有多少？古人持燭夜遊，確實有道理啊。”《李太白全集．春夜
宴桃李園序》
：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李白這樣寫到。雖說是詩人借由物質宇宙空間之大、時間
之長對比於人生一南柯、天地旅過而抒發人生苦短無常之情懷，是以要珍惜時間而及時
行樂，然而對筆者而言，卻也感懷出「人生有涯，而精神生命無涯。」如果「浮生若夢」
是人生必然的限制，本文所闡釋的平等賴奮鬥之三種奮鬥進路提供了相對上更為“積
極”進而“超越”的生活目標：“在世時與逝後分別成為「人神」與「聖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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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而能「獨立人天上，常存宇宙中」。末了，本文之撰寫動機實源自反覆吟誦涵靜
老人《清虛集》
：

「宇宙大無涯 時空相假借 生化原自然 新陳來代謝
惟有性心真 靈明常放射 斯天不生人 萬古長如夜」
與
「生前誰是我 我死又為誰 時空相假借 新陳來維持」

之〈真理行健〉與〈偈錫微竇玩之(一)〉二詩，有感於涵靜老人對「時空」
、
「成住壞空、
生老病死、生住異滅」及禪宗公案「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循環不息與真我不滅之
深度體認與開示，爰撰本文以表對「吾師」之「吾思」
。是的，人之生也為「行」
，就“人
本”而言，沒有“人”，就沒有“天命”之屨踐，是以

「斯天不生人 萬古長如夜」
沒有“人”，就沒有“天人合一”的命題，然而 “天人合一”是相對的、雙向的，就“神
本”而言，

「斯天不生神 天人無媒介」
切記「升勝而為聖，墮勝而為業」，人要奮鬥，神也要奮鬥！「道」之所以能存在於天
地之間，而能夠永存不息，就是「道」的潛移默化，汲汲運作的原故。而「道」即是「自
然」，順乎道就是順乎自然。就人類而言，順乎人性，順乎天命，勵行三奮，就是順乎
自然；就第三神而言，巡注上下，察視（人）身中，隨方應化，隨度其人，媒介天人，
也是順乎自然。自然的意義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順乎自然的無言之教，即
是「奮鬥」。

176

天人合一的奮鬥觀

【參考文獻】
1.

伏羲、虞舜、姬昌、周公、孔丘，
《周易》
，又名《易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李極初，
《新境界》
，帝教出版社，三版，1997。

3.

劉通敏，
〈吾師吾思-真理行健之時空相假借有感〉
，第 13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鐳力阿，台
灣南投魚池鄉，2014。

4.

Ir Mark Egdall，《Einstein Relatively Simple – Our Universe Revealed in Every Languag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2014。

5.

牟宗三，
《周易哲學演講錄》
，華東大學出版社，2004。

6.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5，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6。

7.

《涵靜老人言論集(一) 》
，天帝教極院，2005。

8.

劉通敏，
〈
「天人親和」電力放射的科學觀〉
，旋和季刊，46、47 期， 2007、2008。

9.

《天帝教教訊雜誌》
，第 106 期，〈我的天命〉
。

10.

《天人日誦平等真經》
，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11.

《天人親和真經》
，天帝教始院重印，台北，1998。

12.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1，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3。

13.

陳夢家，
《殷墟卜辭綜述》
，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14.

余英時，
《論天人之際》
，聯經出版，台北，2014。

15.

艾克哈特．拖勒 （Eckhart Tolle）
，
《一個新世界—喚醒內在的力量》
（A New Earth—Awakening
to Your Life’s Purpose）
，張德芬譯，方智出版社，2008。

16.

李極初（審訂）
，陽光贊（筆錄）
，
《天堂新認識（科學的宗教宇宙觀）》
，中華宗教哲學研究
社出版，三版，1994（1981 年初版，1992 再版）。

17.

《天人日誦奮鬥真經》
，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18.

劉通敏，
〈天人親和之炁氣觀〉
，
《宗教哲學季刊》
，65-66 期，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出版，2013。

19.

〈持「平常心」內修自省懷入世之志時時奮鬥〉，
《天帝教教訊雜誌》
，第 008 期，1984。

20.

錢穆，＜中庸新義＞，
《孟子研究集》，中華叢書編委會出版，台北，1963。

21.

Karl Jaspers，Michael Bullock trans.，《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22.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3，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1。

23.

《天人親和文獻集》卷 2，冊 4，天人研究總院編撰，天帝教出版，1993。

24.

《天人日誦大同真經》
，天帝教始院頒行，台北，1998。

25.

彭國翔，
〈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章釋義〉
，《中國哲學史》（北京）
，1997，第 3 期。

26.

李玉階（涵靜老人）
，《清虛集》，天帝教教史委員會編撰，2006。

27.

《天帝教教訊雜誌》
，第 314 期。

28.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 1976 年版。

29.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Bantam Books, 2010。

30.

劉通敏，
〈從人類意識層面探討天人親和〉
，第 11 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鐳力阿，台灣南投魚
177

2015 第二屆中華文化與天人合一國際研討會

池鄉，2012。
31.

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2.

琳恩 麥塔嘉(Lynne McTaggart)，
《療癒場》(The Field: The Quest for the Secert of the Universe)，
蔡承志譯，商周出版，2006。

33.

劉通敏，
〈無中生有〉
，
《旋和季刊》
，38-39 期，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出版，2006。

34.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
，天帝教始院頒行，2008。

35.

李極初（涵靜老人）
，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天帝教始院印，台北，1992。

36.

劉通敏，
〈
「第三神論」— 打破傳統宗教所沿革之天人關係〉
，旋和季刊，56 期，2010。

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