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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Outline

• 宗学要点 Key Points

• 大千世界 Dimensions of Worlds

• 宗学启示 In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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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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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1）

• “宗”字的基本意思：渊源、归宿、依止、根基。

• “科”字的基本意思：门类、种类、子类、类别。

• 宗学研究是认识高频段的灵体世界和改善高频段的灵体世界。

• 科学研究是认识低频段的物质世界和改造低频段的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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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生物学，材料学，
工程学，建筑学，气象学，
政治学，经济学，文艺学，
医学，化学，数学，等等。

佛家派，道家派，基督派，
天主派，犹太派，伊斯派。

科学的三个首要问题:

1. 什么是物质？
2. 什么是器件？
3. 什么是系统？

宗学的三个首要问题:

1. 生命是什么？
2. 生命从哪里来？
3. 生命到哪里去？

果位学位

唯物论

唯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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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2）

• 宇宙是一个精彩、有序、有情、有义、有理、有法的能量场。

• 能量 (空) 即是光 (色), 光 (色)即是能量 (空) 。

• 光即是爱，爱即是光。

• 无明即是色盲，色盲即是无明。

• 色盲即：看不到，看不见，看不懂，看不明白。 基督教讲的是：Blind。

色盲

不是指：视力的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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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3）

• 人类非进化而来，一切皆心造。谁之心？设计者之
心。

• 广义的“一切皆心造”。

•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上帝 God

心造的善业：仁、义、礼、智、信。

心造的恶业：贪、瞋、痴、慢、疑。

• 一切因素可分成：内因，外因。
• 内因与外因促成：裂变，量变、质变。
• 三种变化的组合生成世间万物。

唯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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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4）
• 佛的三身：法身，护身，化身

• 人的三体：魂（灵体, Godly Soul），魄（心智, Mind），身（肉身，Body）

• 加持的本质是给人的灵体增加能量

• 加持可以来自外界（台长、法师、高僧、亲友的善念）

• 可以自我加持（修行、念佛、念经、念咒、正思、正念、布施）

与高频能量产生共振，并把所取能量回向自己的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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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能成佛、成神、成仙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肉体的支配权由心智交给灵体

Human Soul

敬献：博爱，慈善

布施：教育，宽恕

保护：健康，卫生

Independent Self

永生

魂体（灵体, Godly Soul）

魄体（心智, Mind）

肉体（肉身，Body）



10

要点（5）

• 人的硬件：肉体 = 大脑+感官+五脏+六腑+躯干+肌+肉+骨+

皮+神经网络+津+液+血+…

• 人的软件：灵体（魂）+ 心智（魄）+ 记忆 + 数据

• 人的醒态：心智（魄）+ 肉体

• 人的眠态：灵体（魂）+ 肉体

• 人的睡态：灵体（魂）

人的系统三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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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6）
• 生命探索的第一维度（能量-个体）：

– 极高频率

– 极低频率

• 生命探索的第二维度（系统-个体）：

– 极大系统

– 极小系统

生命是能量

生命是系统 生命探索的第三维度: 信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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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频率

极大系统
极低频率

极小系统

凡人的色

凡人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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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7）

• 生命的四个层次：

➢ 有我

➢ 有他

➢ 忘我

➢ 无我

把自己当自己

把别人当别人

把别人当自己

把自己当别人

接受自己的魂、魄

接受别人的魂、魄

别人的魂（宾）与自己的魂（主）同源、归一

自己的魂（宾）与别人的魂（主）同源、归一

Oneness

The Law of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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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道畜道鬼道人道魔道天道欲界天

色界天

空界天

六道投胎轮回于凡界

污体处理厂

三界

业障评估中心/魂体入道裁定中心

出六道，进三界

贵人 妖魔 凡人 动物

阿修罗道

入道后，要经历在六道中的业障洗涤。

入道前，修行、念佛、念经、念咒、财布
施、法布施、爱布施、超度、等等都是自
愿的魂体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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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8）
• 凡人修行：四禅之旅

• 罗汉修行：四果之旅

• 菩萨修行：十地之旅

• 佛尊修行：三身之旅

• 佛的三身：法身，护身，化身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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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智胜佛（大日如来佛）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教主） 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教主）

十六弟子

来世 来世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

。。。。。。 。。。。。。 。。。。。。

。。。。。。

西
方
三
圣 弥勒未来佛

继任

弥勒佛诞生在农历正月初一

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农历四月初八日

观世音菩萨圣诞在农历二月十九日

阿弥陀佛圣诞在农历十一月十七日
联合国承认的卫塞节

佛诞节佛诞节

公元前624年

生于南天竺婆罗门家，
与释迦牟尼佛是同时代人。

后来随释迦出家，成为佛弟子。

佛诞节

佛诞节

继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BC%9F%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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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 阿弥陀佛、阿閦佛与释迦佛，他们的过去世皆是大通智胜佛的十六子之

一，因修《法华经》而成就。

• 阿弥陀佛前世为净命比丘，阿弥陀佛在净土成道。

• 释迦牟尼佛前世为净法比丘。净法比丘一心宣扬空法，毁谤净命比丘而

堕地狱。故释迦牟尼在五浊恶世成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9%96%A6%E4%BD%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A%E8%BF%A6%E4%BD%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80%9A%E6%99%BA%E8%83%9C%E4%BD%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0%E5%9C%9F/363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A%E8%BF%A6%E7%89%9F%E5%B0%BC%E4%BD%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A%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7%8B%B1/26237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6%B5%8A%E6%81%B6%E4%B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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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2）
• 据季羡林大师和其徒弟钱文忠考证，早期佛经的原本大多是“胡本”，是用中亚和古代

新疆的语言文字写成的，并不是规范的梵文。

• “弥勒”很可能是从吐火罗语的metrak翻译过来的，这个字和梵文的maitri（慈悲，慈
爱）有关。

• 而西方的未来神叫“弥赛亚”（英译文Messiah）是从希伯来文Masiah（有时写为
mashiach）翻过来的。Maitri和Masiah二者音近，莫非东西方等待的是同一个神？

• 吐火罗语中的弥勒就是希伯来语当中的弥赛亚，是同一个词，只不过在西方要读弥
赛亚，而在我们这边就念弥勒，这样类似的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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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3）
• 佛经与圣经都提到，人类在末法时期，会有救世主降世，拯救众生。

• 佛经认为末法时期，会有未来佛“弥勒”入世，救渡众生。

• 而圣经认为，末劫来临之时，会有未来神“弥赛亚”降世，拯救众生。
《圣经》《弥赛亚书》（43：11）中，有这样的句子：“惟有我耶和华，
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里提到的耶和华就是未来神“弥赛亚”。

• 如果佛经与圣经是可信的，那么怎么会出现两个救世主呢？除非佛经
中的未来佛“弥勒”就是圣经中的未来神“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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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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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000

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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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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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1）

• 未来教育是三教为一体的框架

• 科教: 科学知识的教育 Science Out of Mind

• 宗教: 宗学知识的教育 Science Out of Soul

• 身教: 身学知识的教育 Science Out of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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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2）

• 教育链始于《胎教》，止于《老教》（面向老年人士的教育）。

• 胎教的供方是母亲、女性。

• 老教的供方是活佛、法师。 寺院现代化，引入科技课程

妇女由政府供养，做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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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3）
• 《胎教》的知识体系应该是: 真、善、美。

• 真的内涵：真言、真相、真理。

• 善的内涵：善念、善语、善行。

• 美的内涵：美声、美画、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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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4）
• 《老教》的知识体系应该是：生命的真相、生命的旅程。

• 生命的真相：

– 人的：灵体，心智，肉身
– 人的：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

• 生命的旅程：入世，在世，出世，升天，轮回，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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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Ming XIE, PhD (France)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Singapore

• Email: mmxie@ntu.edu.sg

• Email: xieming@robotics.sg

• Homepage: http://www.ntu.edu.sg/home/mmxie

• Homepage: http://xieming.robotics.sg

谢谢观看！

欢迎对外分享

mailto:mmxie@ntu.edu.sg
mailto:xieming@robotics.sg
http://www.ntu.edu.sg/home/mmxie
http://xieming.robotics.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