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鳳儀的性理講病 

宋光宇* 

一、前言 

在中國近代宗教史上，王鳳儀是非常奇特的一位宗教理論家和實踐者。他是

熱河省朝陽縣人，出生於清同治三年（1864），歿於民國廿六年（1937）。他原

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夫，可是憑他獨特的能力，專門為人性理講病，醫好無數人

的病，也教許多人同樣用「講病」的辦法，為人治病。他又倡導女學，在東北各

地先後建立六百多所女子義學。民國十八年（1929），他率眾加入萬國道德會，

成為這個團體的重要支柱。至今，性理講病方法仍為台北萬國道德會的主要醫療

活動。 

他的生平與言行，後來經由他的兒子王國華和弟子們的記錄，分別整理成為

《篤行錄》1、《誠明錄》2、《王鳳儀先生年譜》3、《王鳳儀先生語錄》4、《王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王國華，《篤行錄》(台北：萬國道德會總會，1940/1981)。王國華是王鳳儀的兒子。台北
若水善書流通處重印這本書時，改名為《善人王鳳儀篤行錄》，1993。 

2王國華，《誠明錄》(台北：萬國道德會總會，1940/1985)。台北若水善書流通處重印這本
書時，改名為《善人王鳳儀誠明錄》。1993。 

3朱允恭，《王鳳儀先生年譜》(台北：萬國道德會，1967)。 
4朱允恭，《王鳳儀先生語錄》(台北：萬國道德會，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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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儀言行錄》5、《儀聖全書》6、《性理講演錄》7、《倫理講演錄》8、《王鳳儀

先生道德講義》9、《善人王鳳儀嘉言錄》10、《王鳳儀的五行觀》11等書。民國

七十二年（1984），台中的聖德寶宮又以扶鸞的方式，請王鳳儀降乩，為該宮重

排的《王鳳儀言行錄》作序12。這些書目前都在台灣各個善書供應中心流通。 

到目前為止，只有台大心理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陳永芳曾經試圖從「心理諮商」

的角度來探討王鳳儀所創的性理講病13。也許是由於心理學特別注重實地觀察和實

驗的緣故，陳永芳對於這麼多的歷史記錄，完全沒有用到，只是記錄了他所觀察

到的現在萬國道德會的「講性」活動，也介紹了所謂的「五行性格」的特性。事

實上，陳永芳並沒有討論到「性理講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本文嘗試從「禪定」

和「信息」的角度來說明王鳳儀的「性理講病」的運作機制究竟如何。 

 

二、有關王鳳儀的傳記 

有關王鳳儀的生平主要是依據《王鳳儀年譜與語錄》和《王鳳儀言行錄》這

兩本書。 

《王鳳儀年譜與語錄》是他的弟子朱允恭所作。朱允恭（字循天，1907－1981）

                                                 
5鄭嘉春（子東）講述，他的兒子鄭宜時編輯，《王鳳儀言行錄》（台北：萬國道德會，1968）。 
6民國六十八年(1979)，台北萬國道德會重印《王鳳儀言行錄》時，改名為《儀聖全書》。 
7于從雲，《性理講演錄》(台北：萬國道德會，1971)。 
8于從雲，《倫理講演錄》(新店：法音善書流通處，1940/1985)。 
9 趙見龍，《王鳳儀先生道德講義》(台北：萬國道德會，1994)，是他聆聽王鳳儀講道時所
作的筆記。 

10 鄭宜時編，《王鳳儀善人嘉言錄》，(1968)(台北：若水善書流通所，1993)。1994年台中
聖德堂重排《王鳳儀言行錄》時，將這本書編入，附在書後。這本書取材自朱允恭和張

玉符的《王善人語錄》、趙見龍的《道德講義》，以及鄭子東聽講的筆記。 
11《王鳳儀的五行觀》(台北：萬國道德會，1978)。 
12《王鳳儀言行錄》(台中：聖德雜誌社，1983)，自序，。 
13 陳永芳，〈萬國道德會的五行觀--一個本土心理學的質性研究〉（台大心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1）。潘英海、陳永芳，〈五行與中國人的心理療法：以萬國道德會的性理療法為
例〉，楊國樞主編，《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台大心理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1993)第 2
期，頁 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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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譜》的前言中說，他於民國二年（1913）七歲時見到王鳳儀，在義學中讀

書。十八歲到廿六歲，服務於安達縣喇嘛甸子的學田部及「務本學校」，在寒暑

假中聽王鳳儀講演，記有《請事斯語》一卷。自民國廿一年（1932）起，跟隨王

鳳儀周遊各地講演，記有《侍坐隨筆》十二卷。他又收集岳興華、馬天來、劉惠

忱、劉秀琴（朱允恭夫人）等人的筆記九卷。民國三十一年（1942），奉命創辦

「道德新村」，至民國三十七年（1948）新村因時勢環境變易，不得不解散。在

此期間，朱允恭利用工作之餘暇，將這些筆記加以整理成為《王鳳儀先生年譜》，

記到四十二歲時止。大陸淪陷後，朱允恭陸陸續續的整理王鳳儀後半生的資料，

直到民國五十六年（1967），方才完成整部年譜。後半部年譜是朱允恭利用下放

勞改工作之餘，在微弱的煤油燈光下，一個字一個字工整寫在方格稿紙上。在一

個嚴格控制出版的社會，再加上那時大陸上正鬧文化大革命，無法出版。民國七

十八年（1989），朱允恭的老朋友張愷升在美國舊金山的萬佛城碰到一位當年參

加過萬國道德會活動，也曾經跟隨王鳳儀到各地演講的女士，談起當年往事，得

知朱允恭的遺稿尚未出版。翌年，這位女士回到中國大陸，見到朱允恭的夫人劉

秀琴，表達張愷升有出版遺稿的意願。朱夫人答應出版，由長子朱世乾將原稿帶

到美國，交給張愷升。過了不久，又要了回去，說是要在大陸出版。民國八十一

年（1992），張愷升把手邊的原稿影印本用正體字排版，在美國舊金山出版。民

國八十三年（1994）由台北的若水善書流通所在台北發行。 

《王鳳儀言行錄》是鄭子東根據他的聽講筆記來講述王鳳儀的生平和思想，

也加上其他追隨者的回憶，由他的兒子鄭宜時加以整理，於民國五十七年（1968）

時在台北市出版。當時是幾個人湊錢，在佛教印書館印刷，由台灣道院（對外名

稱是「世界紅卍字會台灣省分會」）負責贈送。鄭宜時當時是在道院的二樓大殿

當供奉，道名是「鄭教崆」。民國七十九年（1990），萬國道德會台北市分會的

金滌凡理事長和郭隆植兩人回大陸，在錦州市會見王鳳儀的孫子王覺民，取得由

周知根所編的《王鳳儀略傳》的底稿。這本書是根據朱允恭的筆記和《篤行錄》

《誠明錄》而寫。鄭宜時根據這本《略傳》於民國八十年（1991）時出版再修訂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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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言行錄》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出版之後，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萬國道德會、若水善書流通所以及台中的聖德堂都加以改編。聖德堂更加上用扶

乩方式，請王鳳儀降壇所寫的序文。鄭宜時對這種種的改版都不表同意，認為王

鳳儀只是一個普通的人，而不是神，不應該有各種怪力亂神的附會。原版的《王

鳳儀言行錄》，在每一章開頭的地方，都有「我聽王善人這樣說過」或「王善人

說過」這麼一句話。可是後來重編的各種版本，都把這句話刪掉了。民國六十八

年（1979）台北萬國道德會編印這本書的時候，更把這本書改名為《儀聖全書》，

變成王鳳儀用第一人稱的角度來敘述他一生的經歷，讓讀者誤以為王鳳儀在生前

就講述他自己的生平。這些差異是在研讀資料時不得不注意的地方。 

 

三、早年的生活經歷 

依據這兩本傳記，我們大致知道，王鳳儀生於同治三年（1864）十月初三日

（陽曆十一月一日）。父母都是種田的人。他從小就很留意身旁親戚的行為，凡

是他認為不好的行為，都謹記在心，立志不犯。凡是好的行為，他一定設法做到。

在他的早年生活中，對王鳳儀影響最深的事應當是家人的種種不孝行為，包括他

自己的父母對祖父的不孝。他立志要改變這些不好的現象。 

他從小就看到家中為了兄弟分家、奉養祖父而爭吵不休，也看到家中祖母抽

鴉片，堂姊辱罵祖母而伯父在旁不予制止的情形。王鳳儀心想：「人當生兒孫時，

旁人都要道喜，像我祖母得我伯父和我叔伯姐姐那樣的兒孫，又有何喜可賀？」14

因此，《年譜》上說，他的思想從此有了轉變，別人以為可喜的事，他不認為一

定可喜；別人認為可憂的事，他不以為憂。15 

王鳳儀有伯叔十四人，沒有一人肯奉養他的祖父。親兄弟四人，也只有他一

人奉養父母。廿五歲時，王鳳儀到姑父家做工，考察姑父是如何成為地方上受人

敬重的人物。最後他認定姑父是在於一個「孝」字。因此，王鳳儀當他在母親去

                                                 
14《年譜》，頁 10。 
15《年譜》，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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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後，立刻就把流落在外的祖父接來奉養，同時也連帶的幫祖父還債，但把祖

父的養老地留給兩家伯父伯母。他自述道： 

我祖父被我母親辭出去的時候，因為他不樂意去，故意向我家要了三百吊

錢走的。我母親死後，我迎養祖父時，祖父帶來三百吊外債。我認可還債，

也要接我爺爺。這不正和我母親的心相反嗎？但是母親向外攆我爺爺是虧

孝，我父親不能制止這事，是失了夫綱。我這樣一做，把父母的罪都給贖

了。若隱父母的罪不能代贖，又怎能算是孝呢？16 

由於迎養祖父，他的嬸母到官府去控告王鳳儀，說是王鳳儀的祖父欠她一千

吊錢，要王鳳儀償還。後經人調解說合，嬸母交出二畝地（值二十吊錢），他給

嬸母一百四十吊錢。這時候，他一方面諫諍父親，不要趕走祖父，一方面安慰祖

父，使祖父安樂無憂。王鳳儀把這種事情當成是對他心志的一種磨練。他自述說： 

我迎養祖父後被告、受謗、負債，我說我是為祖父，無論多大的苦也無怨。

我當時若心志灰頹，我爺爺准走，人家必要說我不孝，我就糟了。所以到

在志界，越受委曲越樂。17 

王鳳儀從小就很能為人著想，心存感激，而且一旦想定了，就一直奉行不綴。

小時候，他母親為他縫製一個肚兜，兩個弟弟爭著也要。他就把肚兜讓給弟弟，

並且打定主意，以後絕不向母親要肚兜，以免母親煩惱。18 

十四歲時，他初次外出幫傭做工，第一件工作就是為人家放牛。由於他很仔

細的照顧牛隻，牛都吃得肥胖，毛色油光水滑的，生的小牛犢也沒有損傷。他常

說：「因為有牛，東家才給飯吃，若是不愛護牛，就太沒良心了！」19 

十七歲開始替人家作小工，東北土話叫「半拉子」。以後就被教團外的人稱

為「王半拉子」，帶有看不起的意味。十九歲開始替人當長工。《年譜》上說：

「先生每到一家，必考查東家的心理和作為，見他田園井然，糞肥充足，院落整

潔，物有定所，知他有切實習慣，也就隨著清潔整齊；如高石匠家之骯髒者，雖

                                                 
16《年譜》，頁 24。 
17《年譜》，頁 28。 
18《言行錄》頁 2；《年譜》，頁 9。 
19《言行錄》，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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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給他改變，也須由外而內，慢慢的變，這樣合乎東家的心理，所以到處受歡迎。」

20 

王鳳儀在工作的時候，往往順便就規勸東家和工人，感化他們向善。在他廿

七歲時，聽說在團子山南屯有一位姓李的人家，由於大老婆四十歲還沒有生育，

娶了個蒙古女子為妾。由於蒙古女子不會燒煤爐，也不會煮飯，經常挨打。王鳳

儀聽了這個消息，就故意到李家應徵當長工。吃飯的時候，故意多吃一碗半生不

熟的飯，免得男主人打那蒙古小妾。又利用下雨天不上工的時候，教蒙古女人如

何用煤火，如何煮飯燒菜。再進一步的勸男主人不要任意的打小妾。這種經歷讓

他認識到女子無知識的可憐，必需要有適當的教育，才有可能改善女人的地位和

生活，種下以後到處興辦女子義學的念頭。 

在三十歲之前，王鳳儀已經看盡家族為了兄弟分家而起的種種爭吵，也看到

賭博的害處、貧窮人家所受到的羞辱，同時也體會到盡心盡力工作所得到的東家

的嘉獎和幫助。他說：「在錦縣十里臺老張家，一連做了四年，沒有缺過一天工，

還起早睡晚，凡是應該做的活計（工作），不用東家吩咐，自己看著該做的便做，

應問的就問。別人做工都認為是給東家做，我把東家的家當成自己的家，盡心盡

力的去做。等我滿工臨走時，東家向我說，你以後有為難遭窄（生活上遇到困難）

時，儘管來找我，我一定幫你的忙。後來我姑父因我沒錢贖當損我（用言語譏諷

叱責），我向張東家借的錢，才把借他家的當（衣物），贖回還給他。又成全我

買地，家裡有了田地，我才能把家放下，入宣講堂講善書。」21聽講善書改變了王

鳳儀一生，因為他聽古人的故事，就立志效法古人的行為，而且真的做到。 

 

四、特異功能能力的出現 

王鳳儀為人講病的能力可說是一種特異功能，也是一種人體特殊潛在能力的

發揮。出現人體特異功能有三種途徑，第一是天生的；第二是歷經一場大災難，

                                                 
20《年譜》，頁 13。 
21《言行錄》，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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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遭遇嚴重的車禍、飛機失事而奇跡似的生還、長時間或很嚴重的大病；第三

是經過打坐、練習氣功等鍛練手段。王鳳儀出現這種能力屬於第二種情形。王鳳

儀經歷了一場為時十二年的重病，突然因聽人講善書而痊癒。在病好之後，又歷

經一次自殺未遂，在自殺的過程中，靈魂出竅又回來。同時，又經歷「黑夜見白

天」的怪事。這三件事都發生在他三十五歲那一年。 

 

一、生病十二年 

 

《年譜》上記載，王鳳儀在廿四歲那年（光緒十三年，1887），「腹部生了

一個黃豆粒大的疙瘩，初生時並不介意，用指一推，可以推的很遠，每天從午後

就冷，到半夜後漸漸溫暖。」22依照症狀來看，很可能是由於個人的衛生沒有做好，

由尿道的細菌或病毒的感染，轉成鼠蹊部的淋巴腺發炎，才會每天下午有發燒的

現象。那時沒有抗生素可用，只能拖著，讓身體裡面的抗體自動去對抗外來的病

毒。於是，在廿五歲那年的冬天，轉成左睪丸炎，「（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三弟樹森分出（分家出去）。守坤（王鳳儀妻）見家貧，臨產無人相助，

痛哭三日。先生為解除窘狀，於臘月一日出外找活（打零工）。十二日歸來，因

衣薄天寒，瘡症乃劇，左睪丸腫大。」23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右睪丸也受到感染。他還是勉力工作。到了光緒十六年

春天，兩個睪丸的發炎狀況變得非常嚴重，流了很多膿血。可是為了生活，還是

外出幫工，只是粗工不能再做。 

光緒十八年八月，「瘡癆大作，危險之極」24。經一位喇嘛大夫的治療，流了

三盆膿，到了十二月，方才逐漸好轉，可是以後就按廿四個節氣日發病。從此以

後有六年的時間王鳳儀不能工作，因為腹部疼痛的緣故。田間的農事都由內弟白

勤、白儉兩人代為耕作。這段時間內，王鳳儀專門為人調解糾紛。他自述說： 

                                                 
22《年譜》，頁 21。 
23《年譜》，頁 26。 
24《年譜》，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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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瘡癆十二年，前六年還能做活，後六年不能作活，我竟當說和人了。

誰家有事來找我，我就去參加。我沒氣力說話，竟在一邊躺著，聽聽事情

的節目，到在最後，我告訴雙方的人，這事應當怎樣完結，人都信我，自

然就完了。25 

光緒廿三年的除夕夜，王鳳儀內弟白勤養在王家的牛不見了。廿四年正月初

二日，王鳳儀騎驢到二道溝白家去找牛。正好碰上白勤、白儉和楊柏等人在宣講

善書，唸《宣講拾遺》上的故事。王鳳儀聽著聽著，大受感動，在白家一連住了

七天，天天聽講善書，心頭一樂，十二年的瘡癆竟然不藥而癒。《年譜》上記載： 

我得了十二年的瘡癆，已經是不能治的了。我總好包屈（抱屈），包屈就

一勁哭。我嫂子笑著問我：「好模樣的，哭啥？」我說：「天也沒有神佛，

我就知道愛人，就知道作活，怎能叫我有病呢？我那樣不對？可以找出來

啊！」 

後來聽楊柏等人講《宣講拾遺》。他們只是一味的緊唸（唸得很快），聽

著很好，但因太快，不得尋思，不能明白。我說：「這是善書，你們為什

麼不善唸呢？」他們說：「怎麼的？」我說：「你們一味急拉拉的唸．叫

人們也不懂得，那不是惡唸嗎？」因此，他們就慢慢的唸，我也幫他們講。

講了一天，心裡很樂。第二天，楊柏講「雙受誥封」一篇。講到三娘教子

夜讀，她兒子貪眠，三娘要打他。他兒子說：『且慢打，我有話說，若有

我親娘在，我哪能受你這樣的冤枉氣呢？』三娘立時氣得昏倒，祖母和院

工急用薑湯灌醒。祖母叫他孫子磕頭認罪，祖母自怨老命不好，三娘也爭

著認罪。 

我知道古代賢人爭罪，今世愚人爭理。怪不得我成了愚人。我只覺刷拉一

聲，全明白了！我跪到院裡，提著我個人的名字，大聲呵呼我個人的名字

道：『就打著人家不對（專挑人家的毛病），你生氣，就算你對，怎的（又

怎麼樣）？哥兄弟耍錢（賭博），不是有耍錢的類嗎？你不耍錢，你發財

了怎的？』數責數責，就大笑起來，笑得是我得著啦。有時哭，哭的是大

                                                 
25《年譜》，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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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糊塗著呢？第二天早晨，瘡就完全好了。以後我知道病根了，不怨人，

倫常不受傷，絕沒有病。從此以後，天天騎個毛驢，到處聽善書，聽了一

個多月，以後一邊種地，一邊格物（研究事理），一邊切道（研究道理）。

26 

《言行錄》上也有類似的記載: 

聽完了善書，往回家走，一面走著一面想，怪不得我會生瘡癆，我一看見

人家有毛病就生氣，這正是我不明理，所以我是愚人呀！於是我就大聲審

問自己說：「我專找人家的毛病，那能算對？看人不對，我就生氣，那怎

算對？」一路上嚷這兩句話，走十里路，一直嘈嚷到家。夜裡還自己問自

己，問來問去，問得自己也笑起來。自己把過悔真了，就頓悟從前皆非。

第二天早晨，覺得肚皮癢，一看原來長了十二年的瘡癆，一夜的工夫，竟

結了疤，以後完全好了。27 

這個經驗就是王鳳儀給人性理講病的起源。王鳳儀在最初給人講病的時候，

就告訴人們，若能把自己的過悔真了，病就能好。這種方法都是從他自身的經驗

得來的。28 

 

二、憤世餓死 

 

《年譜》上記錄，王鳳儀在病好了之後，把善書看成是個無上至寶，天天找

地方聽講善書。聽著聽著，對照世間的各種行為，竟生厭世的念頭，進而有自殺

的舉動。《年譜》云： 

我聽到《訓女良詞》一篇，才知道女子有「七出」的條例。我用那七條改

查我們村中的婦女，沒有一個不犯七出的。再仔細改查男子，都爭貪下顧，

拋棄父母，沒有一個能盡孝悌的。我知道這個世界壞到極點了，多暫是個

                                                 
26《年譜》，頁 41。 
27《言行錄》，頁 50。 
28《言行錄》，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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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呢（多久才會有秩序呢）？我實在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起活下去，就立志

要死。29 

於是，王鳳儀想該怎麼個死法，懸樑、投井、自刎都算是「橫死」，不好。

想了好久，終於想到用禁食餓死的辦法。光緒廿四年四月底，王鳳儀從田裡工作

回來，就躺在炕上，不起來吃飯。他的家人都知道，王鳳儀一有不如意的事，就

會有這樣的舉動，因此也就不理他。過了兩三天，家人拜託村中的塾師宗溫言來

勸解。王鳳儀問他：「你說世界什麼時候能好？甚麼時候有頭（才有秩序）？」

宗溫言說：「這個世界沒有頭。」王鳳儀說：「沒有頭，我還是得死啊！」仍是

一頭躺下，不出一言，家人也拿他沒辦法。一連餓了五天，就餓得他靈魂出竅。

《年譜》上記載： 

一連餓了五天，我的靈魂就不知不覺的出體了。飄飄搖搖的走著，離地一

丈多高，隨地起伏。走有二百多里地，輕快極了。那日正是五月初四日，

家人準備殺豬過節，把豬已綁上，放在窗外。小孩們不住的捉弄那豬，使

豬叫喊。這時靈魂聽著豬聲就回來了，到了身體旁邊，還自笑道：『你還

是這樣啊！你到動彈啊！你到生氣啊！你渾身的能力那裡去啦！』說著說

著，靈魂就入殼了。（醒來之後）自思：『死是真好，那麼你的老人依靠

誰？你為世風大壞而餓死，世人們能因你死，而他們也就好了嗎？不是還

得你去勸他們，他們才好嗎？』想到這裡，知道世上有兩宗可作的事：一

個孝親，一個是勸人。因此，就決意做這兩宗事了。30 

從這段敘述可知，王鳳儀的勸世行動是有它獨特的由來。這種靈魂出竅的死

亡經驗又是很多具有特異功能者共同的特徵。 

 

三、黑夜見白日 

 

同年，他在張家聽人講善書，講題是「羊角哀捨命全交」。王鳳儀聽得很入

                                                 
29《年譜》，頁 42。 
30《年譜》，頁 42。《言行錄》，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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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心想如有機會，一定要學學故事的主角羊角哀對朋友的義氣。光緒廿四年，

地方上的大善人楊柏因被人誣告，牽連到一樁強盜案件，被官府關了起來。王鳳

儀聽到這個消息，決心要學學羊角哀的行為，去救楊柏。王鳳儀不分晝夜的問天：

如何才能救楊柏？一連問了幾天，也問不出個辦法來。心裡很是著急。他想道： 

楊柏是我們一方的一個善頭（行善的領袖），他要是死了，善事也就完了。

而且我的好病（病況痊癒），還是聽楊柏講善書好的，我若不救他，也真

覺得對不過（對不起）。31 

王鳳儀想了三天三夜，想到光是坐在家裡怎麼能算是學古人的行徑呢？於是

就向外走，嚷著他要去救楊柏。家人以為他瘋了，派他的表弟跟在後邊，以防發

生意外。那時，已經天黑，王鳳儀一面走，一面嚷著：「楊柏死了，我也不活了。」

「楊柏死，我也活不著，非學羊角哀捨命全交不可。」喊著很久，走到山嶺上，

忽然發現黑夜變成白天。《年譜》云： 

喊了多時，走到通都嶺上。那時正是十月底，黑洞洞的夜裡，忽然就通亮

了。這時我就不出聲了。過了一頓飯的功夫，天又黑了，我哼了一聲。表

弟問我：「哼什麼？」我說：「剛才通亮的了，怎麼又黑了呢？」他說：

「沒有亮啊。」我說：「好嗎，剛才通亮著呢！」說到這時，刷拉一下子

就明白啦！五臟六腑像用水洗過一般，立時就三界貫通，我樂了三天三宿

沒睡覺，不但知道楊柏的事情六個月可以完結，因甚麼得的，將來怎麼完

結法，也知道，就連世界的將來，也都知道了。32 

王鳳儀說，楊柏的這場牢獄之災是因楊柏年輕時「虧孝」而來。他是庶出，

生來就不孝順父母，十五歲以後好賭，而且還呼朋引伴的去賭。雖然後來悔改，

可是不孝的這筆帳還是要有報應。33 

《言行錄》上對於王鳳儀「黑夜見白天」的這次特殊經驗，有比較多的描述： 

當我看到天亮的時候，就明白了天道。也知道楊柏的官司是天考他的信心。

                                                 
31《年譜》，頁 43。 
32《年譜》，頁 44。《言行錄》，頁 56。 
33《年譜》，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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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該有六個月的牢獄之災，我要上三趟朝陽府，三趟二道溝，才能了他的

事。也知道每次該當怎麼辦。還明白了將來國家怎麼變法，鬍匪何時消滅，

男女怎麼行道，世界怎麼清平。我一邊走一邊向我的表弟講起道來，還說

了許多未來的事。這晚上住在二道溝老白家，又向白勤講了半夜。心光開

朗，快樂的我三天三夜沒有合眼，逢人便說，遇人就講。那種美妙的滋味

簡直說不出來。 

我為什麼一下子就明白了呢？就因為這幾天我時時刻刻的問「怎的能救楊

柏？」一心一意的格物救楊柏，格物的真了，就空身無我，空心無慾，空

性自明了。才知道太虛空的萬能，不但能知六萬年，就是億萬年的事，我

也知道。34 

這種「黑夜見白天」的經驗，可以比擬佛經中所記的「夜睹明星」，都是禪

定的一種高境界的表現。第六節再深入討論。 

 

五、宣講堂與早期的講病 

王鳳儀的講病除了自己的體悟之外，還經過一番練習。練習的地方就是宣講

堂，正式名稱是「至善堂」，一個專門扶乩和宣講善書的場所，。《言行錄》對

於王鳳儀參加宣講善書的經過有比較清楚的說明： 

我聽善人說過：「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清朝皇上降

下聖旨，叫各地舉人、秀才，都為國教民，宣講善書，挽正人心。最初都

是在各寺廟裏，後來又遊行各鄉村宣講。我（王鳳儀）三十七歲那年（1900），

八國聯軍進了北京，人心惶惶，沒有救國的辦法，就都聚集在寺廟裡，燒

香扶乩，懇請神佛指示迷津。經神壇指示：設立宣講堂，代天宣化，勸人

學好，並飛鸞顯像。於是在朝陽府六家子設立宣講堂，由楊柏善人當善東，

張銘齋當督講，李韻卿當主講，他們三位都是功名人，很有人緣，所以由

他們領導我們為善。我親自給宣講堂抹牆、打炕、間壁房子、打掃院落。

                                                 
34《言行錄》，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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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以後，慈航古佛（觀世音菩薩）降諭，提倡五倫八德，神人共架救生

船，大開普渡。善男信女一天比一天多起來。別的地方也相繼設立宣講堂。

我就在堂裡，一面幫忙，一面學講善書。」35 

王鳳儀初次展現為人講善書而能治病的能力，是他為宣講堂的主講邢九先生

治病。邢九先生是一位秀才，看不起王鳳儀是個莊稼漢，開始的時候，還曾經不

讓沒有功名的王鳳儀在宣講堂裡宣講。光緒廿七年某一天，邢九先生害病，叫他

的兒子到宣講堂來求神賜藥方。神壇飛鸞降諭，要王鳳儀去「講病」。 

王鳳儀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治病，又不敢違背神諭，只好跟隨邢九先生的兒子

前往邢家。在路上，邢九先生的兒子就問王鳳儀學過醫術沒有，王鳳儀老實的跟

他說，自己完全不識字，沒唸過書，也學過醫。邢九先生的兒子當時就懷疑的說：

「那你拿什麼來給我父親治病？」王鳳儀回答：「是神派我來的，又不是我自己

願意來的，你要是不信神，那我就回去好了。」邢九先生的兒子說：「我針親最

信神，你既是神派來的，我怎敢讓你回去呢？」「那麼我也只得前往，至於怎麼

治病，我也不知道。」36 

到了邢家，天時已晚，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王鳳儀見到邢九先生。王鳳儀

忽然想到書上所講的「四不正」來，就問邢九先生：「書可不可以治病？」邢九

先生當時沒有聽懂王鳳儀的問題，只是回答說：「醫書是可以治病的，可惜我沒

學過。」 

王鳳儀說：「我聽說書上有四不正，不知是什麼書上說的？」 

邢九先生聽這一問，當場就楞住。王鳳儀接著說：「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所⋯⋯則不得其正，我只聽人說過，不知究竟是那一本書上說的？」 

邢九先生說：「是《大學》上說的。」 

王鳳儀就請邢九先生跟他講一遍。於是邢九先生就按句逐字的解釋一遍。王

鳳儀對邢九先生說：「先生不正是犯了這四不正的病了嗎？我看你家男女老少，

不論是誰，你都嫌惡，生氣，這不是有所忿懥嗎？你又怕你的兒子們不會過日子，

                                                 
35《言行錄》，頁 60。 
36《言行錄》，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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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不能成名，這不是有所恐懼嗎？你既有財產，又有功名，就該知足常樂，多

做善事，聽其自然。你偏又有求神祈福的心，這不是有所好樂嗎？你又怕神把你

逐出門牆之外，神本聰明正直，那能像人一樣有嫉妒心？這不是有所憂患嗎？一

不正就能生病，何況你四不正都犯了呢？」 

邢九先生一聽，立刻趴在地上磕頭，對王鳳儀說：「我真是枉讀詩書，先生

真是神人啊！從今以後，我要把四不正一筆抹殺，決不再犯。」於是邢九先生就

叫家人把他扶起來，到神位前磕頭悔過，磕了很多頭，汗流夾背，病也就好了。37 

王鳳儀對邢九先生表示，他的這些知識都是一點一滴的學來的。「自從兒子

上學唸書，我就跟他學，我們爺倆還時常講解講解。入宣講堂以後，又學著講善

書，我這是一點一點學習來的。每逢人家講古人故事的時候，我認為好的，遇有

機會，就效法一輩古人的行為。聽到哪個字好，我就實行哪個字。我在老張家扛

活，學會一個儉字。我光掙錢不花錢，全歸家用。在我姑父家扛活，學會一個孝

字，我就迎接我祖父回家奉養。所以我也是一步一步行的。」38 

在邢家用講的方式把老先生的病治好之後，消息傳得很快，親戚朋友之間都

曉得王鳳儀會「講病」。有一天，到親戚老廉家走動，大家起哄，硬說他會講病。

於是就有老趙家的人來請他去講病。當時，王鳳儀推說不會，可是大夥都不信，

非要他去講病不可，王鳳儀只得硬著頭皮去趙家講病。 

到趙家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太太，領著一個愚笨的孫子和一個極為聰明的孫

媳婦過日子。這個孫媳婦二十多歲，因為嫌惡他的丈夫，得了大肚子病（氣臌病），

已經半年多的時間，怎麼也治不好，只有等死。她的祖母餵她吃喝，她還嫌這個

嫌那個。王鳳儀一看就知道是從「生氣」上得的病。《言行錄》上的這一段對話

非常精彩，把性理講病做了很精闢的說明： 

王鳳儀先問她：「你願意活，還是願意死？」 

「人都求生不得，那有願意死的呢？不過，我的病太重了，恐怕活不了啦。」 

「你若信我的話，准能有命。若是不信，過不了三、四天，就要死了。妳

                                                 
37《言行錄》，頁 65-66。 
38《言行錄》，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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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肚子臌得有半人高，你到底是願意怎的？」 

「我真的信，你老怎說，我就怎麼做。」 

  「你要翻出良心來，病就會見好。」 

 「得怎樣翻呢？」 

「你是年輕人，臥床不起，已經半年多人，你奶奶偌大的年紀，天天不眠

不休的給你煎湯熬藥，接屎送尿。你不但不知感恩，反而急頭擺腦的生氣，

那能不生災長病呢？我看你大概自從過門（結婚）那天起，就嫌家窮，又

討厭男人愚笨，天天不樂，心裏煩悶。這種怨恨還說不出口，日久天長，

才作這病。你違背了天理，喪盡了天良。你若是真想好病，我告訴你一個

方法，你只要照法實行，就能好病。第一，你奶奶再服侍你的時候，你要

從心裏感恩，還要說『我有罪了，累了奶奶的心，真虧孝道啊！』每次服

侍你，你都這麼說。第二，有空時，你要向你奶奶追問，你爺爺怎麼過家？

你奶奶多大歲數過門？什麼時候生你公公？多大歲數娶你婆婆？公婆是什

麼時候死的？當時你男人多大？你奶奶是怎樣把你男人扶養大的？你男人

娶你的時候，你奶奶是怎樣張羅辦喜事？有空就問，這樣問常了，才會知

道你奶奶一生的千辛萬苦。不用想你自己的病。問來問去，能把你的私心

問沒了，良心就翻出來了。只要能誠心誠意，照著我的話去做，就能好病。

不用想別的法子，也不用請先生吃藥。」 

病人說：「我已經是死定的人，幸得你老指給我這條明路，我若再不照著

做，就誓不為人。」 

我走之後，他真的照我的話實行，三天後已能起炕，七天後就能下地行走，

十天後，已經能自己走回娘家去了。 

我這次也是逼死梁山，真是露臉，露臉是擠出來的呀？真招笑。39 

照《年譜》和《言行錄》上的記載來看，王鳳儀的講病術也是慢慢發展出來

的。在四十一歲那年，王鳳儀的父親過世，他效法古人在父親墓旁廬墓（東北土

話叫「守墳」）三年。守墳時，沒什麼事可做，就專門為人講病。《言行錄》云： 

                                                 
39《言行錄》，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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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墳時，心想我守什麼呢？當然我也不要銀子。若為窮苦的病人，求個

藥方吧。我的家鄉地瘠民窮，也沒錢買藥吃。於是我便立志，要守會講病。

什麼藥也不用，叫病人立刻好病，那該有多麼俏皮（美好）。40 

這段自述反映一個事實，中國之所以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治病方法，主要都

是因為人民窮困，沒錢貫藥，只能靠身心的鍛練來醫病，像是各式各樣的氣功、

符錄、咒水、祈禱、許願等行為，都是植基在這個基礎上。王鳳儀的「講病」當

然也是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上。只是我們現在不認識這個基礎和相關的運作機制。

以下，就「禪定」和「信息」兩個方面來探討它的運作機制。 

 

六、禪定的境界 

在第四節的末尾，提到王鳳儀為了救楊柏而有「黑夜見白日」的經驗。這是

怎麼一回事？會禪定的人都知道，這種現象是一種很高層次的禪定狀態。那種發

亮的狀態，不是黑夜天空真的出現太陽，而是因為禪定者的心靈進入光明狀態，

使得禪定者覺得眼前發亮，像是看到青天白日。也就是禪定者進入「自性光明」

的境界。這種亮光往往只存在一剎那，一個極短的時間。像王鳳儀所說，亮了一

頓飯的時間，那是他個人的主觀時間變長。當時跟他在一起表弟就沒有看到亮光，

也沒感覺王鳳儀發了一頓飯時間的呆。王鳳儀自述，有了這種禪定的經驗以後，

他就能明白事間的一切事情。這也是禪定者努力追求的境界。因此，我們可以認

定，王鳳儀的性理講病的根本機制是在於「禪定」。 

禪定觀照的運作機制又是什麼？陳國鎮藉用數學上的傅立業轉換(Fourier 

transform)來說明禪定和心智活動（認知）之間的關係： 

在時空的世界裡，任何現象常可以用適當的波涵數來表示它的特性。這些

波涵數可以透過傅立業轉換，將它從時間或空間的坐標軸，轉換到頻率或

動量域裡面，以振輻對頻率或動量的分布譜象，來呈現它的各種狀態。41 

                                                 
40《言行錄》，頁 75。 
41陳國鎮，〈一即一切〉，第五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民國 87年 7月 1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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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外界事物的認知就是來自於接收現象波，轉換成為視覺經驗。這個現象

波有很多種頻譜，有高頻的，有低頻的。人在接收現象波的時候，如果只是接收

高頻的現象波，就只會注意細微末節，而成為微觀的觀察；如果接收的是低頻率

現象波，那就會注意到大格局、整體的結構，而成為宏觀的觀察。 

根據數學原理，轉換前後兩個對應之間有一個反比的關係。也就是說，在時

間軸上，現象波所持續的時間Δt，乘上頻率域上主峰的頻寬Δf，所得乘積是一個

定值。 

 

Δ tΔ f=定值  (1) 

 

同樣的道理，可以推得在空間中，現象波的跨距Δx，和動量域主峰的寬度Δ

k相乘，也是定值。 

Δ xΔ k =定值     (2) 

 

從第(1)式來看，當頻寬Δf變窄的時候，現象波所持續的時間Δt必然成反比變

長。如果頻寬Δf趨向於零，現象波的持續時間Δt就趨向於無窮大。這等於是說，

該現象趨近於永恆存在。以第(2)式來看，當動量的寬度Δk變窄的時候，現象波所

跨的空間距離Δx成反比變長。如果動量域Δk漸漸趨向於零，信息波的跨距Δx則

成反比漸漸趨近於無限長。42 

陳國鎮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我們辨識一個現象，經常是通過五官來接收訊息。

然後在大腦中，解析成為類似頻率或動量域的譜象。主峰是現象辨識最主要的信

息來源區。副峰則是現象辨識次要的信息來源區。相似的現象在大腦中產生類似

的譜象。不同的現象產生不同的譜象。我們從中讀取信息，獲得不同的認知。43 

認知發生在心智主動的取捨功能上。現象波先被大腦解析成為譜象，隨著個

人的喜好，由他的心智任意的選取譜象中的不同區域，建構起自己想要認識的現

                                                 
42同上註。 
43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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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心智的取捨包括兩種功能，其一是辨識力接收譜象信息的閘口，可以調寬，

也可以調窄，讓同時通過這個閘口的信息量有所變化。其二，辨識力的收信閘口

可以選擇開啟不同區段的譜象。可以開在高頻段，接收高頻的信息，那就是專門

接收比較細微支節的信息。也可以開在低頻段，讓心智接收低頻的信息，而有宏

觀的視野。44 

如果我們的心念很專注的時候，辨識力的收信閘口就被調窄，這時候通過閘

口的信息是量少質純。根據公式(1)(2)，我們所認知的現象內涵必然是一組佔有長

時間和大空間的信息波群（或稱「信息波包」）。只要辨識力的收信閘口調得夠

窄，我們所能知覺的時間和空間，必然變得很大，很容易就超過人身的壽命和身

量的時空認知。心念如果能「定於一」時，閘口只讓一個頻率或一個動量的信息

波通過的時候，在心智上所獲得的時空知覺就伸向無限，時間趨向於無限久，空

間也趨近於無限大。45 

平常的時候，這個辨識閘口開得很寬，同一時間可以通過很多的頻率和動量

域的信息。因此，從現象而知覺的時空都是短暫而且片段的。我們所認知的「現

在」就成了一個點，一閃即逝。其實「現在」是有時間寬度的，可長可短。 46 當

心念純化，閘口通過的信息量減低的時候，這個「現在」也就跟著變長。把過去

和未來都包括在這個「現在」之內，也就可以「知過去，曉未來」了。這種境界

就是一般所謂的「神通」。佛教所說「活在當下」，就是指這種長時段的「現在」。

而純化心念，減少信息量的練習，就是禪定。 

王鳳儀雖然沒有練習過禪定，可是他是一個很死心眼的人，學什麼東西或是

做什麼事情都非常的專注投入。每當他專注投入的時候，他的心念就趨於單純，

在認知的閘口上通過的信息就很單純。《言行錄》上說，那個時候的感覺是「空

身無我，空心無慾，空性自明」47。依照傅立業轉換原理來說，他就可以認知到一

                                                 
44同上註。 
45 同上註。 
46 梁乃崇，〈談時間〉，《第二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圓覺文教基金會，1993)，
頁 5-14。 

47 《言行錄》，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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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較為寬廣的時空，讀取其中的信息。這就是性理講病的根本機制。如陳國鎮所

說： 

當心智的辨識功能純一專注的時候，也就是閘口調窄，而且可以隨意的對

準不同的譜象，那時能接收的現象信息波也就比較單純。展現出來的時空

覺知即可非常久長遼闊。做得好時，即可出入古今，漫遊六合，遍知遍覺

「相世界」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世事了然於心，自然能入世而不迷。

時空知覺的無限伸展，固然可以使我們跳出有限認知的侷限，也能鬆懈自

我纏縛的執著，消除業力的糾葛，讓心智中的煙霧迷障逐漸消散，智慧之

光即在生活中自動的流露。這就是「定而後生慧」。48 

簡單的說，王鳳儀的性理講病是要講病者先要進入禪定的狀態，察覺病人身

上所透露出來的信息，而後才能根據他的察覺，指出病人在行為和思想上的毛病。

病人也必需要真的相信，真心悔過，才能把身上所帶的不良信息去掉，身體也就

跟著恢復到健康的狀態。 

 

七、結語 

王鳳儀的性理講病，從今天我們所知的西方現代醫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誠然是不可思議的怪事，除了批評它為「迷信」之外，實在沒有辦法說明它的運

作機制究竟是什麼。本文試著從「禪定觀想」和「信息」的角度來說明它的運作

情形，來破解有關這個「迷信」的「迷思」。 

全世界各個民族，無論其物質文化的發達程度如何，都有它特定的醫療辦法，

也都可以治療百分之六、七十的病。現代醫學也不過可以治百分之七、八十的病。

把各個民族的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來做個比較，就不難看出兩者有很大的差異。

台北醫界的朋友都認知今天的現代醫學有三大特性：第一、費用非常昂貴，它的

背後藏著藥廠和醫院的龐大經濟利益和醫生的社會地位問題；第二、太集中在都

會地區，動輒幾千萬新台幣的儀器只有都會地區的人才可以消費得起，鄉村地區

                                                 
48陳國鎮，同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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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們是無緣消受這種昂貴的設備；第三，手術和用藥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 

可是，各個民族的傳統醫療就沒有這些問題。像前面提到過，王鳳儀要發展

這套性理講病的理由，是因為鄉村裡面普遍貧窮，人們買不起藥，如果可以有一

套方法，不用買藥吃藥，就可以把病治好，那該多美妙。各民族的傳統醫療都是

抱持同樣的態度和認識。用簡單的辦法，如推拿、按摩、祈禱、祝由等辦法，改

變身體的能量和信息的分布，就可以治病。或者運用家屋、社區旁邊垂手可得的

植物、礦動和動物，來治療疾病。中藥的效果是由於「藥性歸經」。當人生病的

時候，身上與病變相關經絡所表現的電磁振動頻率會偏高或偏低。用適當的中藥

可以把不正常的振動頻率拉回到正常狀態。這一點是目前西醫不認識，也沒有辦

法作到的事。這些藥物都沒有經過特殊的處理和提鍊，也就不會有成本的問題。

在各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醫療來本就是大家都會做的事，只是有的人處理得高

明一點，有的人處理得笨拙一點。不像現代醫學，醫療變成是專家的事。 

再者，對於「病」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差別。現代醫學受到「科學主義」的囿

限，只著眼於「物質」這個層次，也由於當初發現「病菌」和「病毒」，可以有

效的控制一些因細菌或病毒所引起的疾病。這兩個原因合起來就讓現代醫學認為

凡所有病都是因細菌或病毒而引起，只要把細菌或病毒消滅，就可以把病治好。

於是拼命的找致病的病毒，找到DNA、RNA上面去了。 

可是身體的結構並不是只有物質，還有不具相的能量、信息和心智。這三個

不具相的層次對於身心的影響比病菌和病毒的影響要來得更大。身體裡面能量的

分布不均，就會引起各種酸痛，甚至是小小的硬塊。只要把瘀積的能量推散，就

可以不再酸痛。中醫的推拿、按摩，乃至於針灸，都是在調整身上的能量分布。 

至於「信息」，影響的範圍就更大。它可以決定能量的吸收和分布，更可以

導致身體器官的病變。現代醫學已經注意到情緒和癌症之間有一定的關係，也知

道某一些生活壓力跟高血壓、心臟病、胃潰瘍之間有一定的關聯性。現代醫學稱

這種病為「心因性疾病」。王鳳儀的性理講病就是在這個層次上面下功夫。他把

「病」看成是「過」。他說: 

我發明勸病的辦法，是本著人道去講的。病是什麼？就是「過」。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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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來，病就好了。49 

從「信息」的角度來說，「過」就是「殘留在身體裡面不好的信息」。在做

穴道電檢儀的測量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不同的藥物信息對人體有不同的作

用，可以干擾身體的正常運作。藥物的信息可以有這樣的干擾作用，其他種類的

信息當然也會有同樣的干擾作用。情緒其實就是跟「信息」有關係。 

因心理情緒而引起的病變該怎麼治療？西醫是從「物質」的角度入手，給予

適當的藥物，來控制病情。而王鳳儀的性理講病則是從「信息」的角度入手，直

接要求病人改掉留在身上那些不良的信息。因此，王鳳儀強調：「那怕有無邊罪

孽，一悔便消啊。」50 

西方社會近年來，不斷的有人反省現代醫學的種種缺失，同時也開始注重各

民族原有的傳統醫療，省察心理（信息）與疾病之間的關係。最近，Ken Wilber

的書《恩寵與勇氣》在市面上很流行。書中講述他的妻子跟癌症奮鬥五年，在接

受化學治療的過程中，受到極大的痛苦。最後反省出來她的得病是因為她那好強

好勝，凡事不求人的個性，才是真正導致疾病的原因。這是用生命去經歷無邊苦

痛之後所得到的答案。這個答案不正是跟王鳳儀所努力發揚的性理講病有所契合

嗎？ 

 

                                                 
49《年譜》，頁 59。 
50《言行錄》，頁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