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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道 Mater Tao 

現付人類文明是個錯誤，Modern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is a mistake， 

人類不斷地追求生活享受與金錢財富，We 

continually pursue money and wealth to enjoy life. 

每個人的私利聯結而形成這社會，Each person's 

private interests linked to form a society. 

這尌是資本主義的社會，This is a capitalist society. 

每個人的智慧與心力集中在累積個人財富之

上，Each person's wisdom and effort focused on the 

accumulation of personal wealth. 

殊不知近二、三十年來，Everyone knows the l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這個社會的變化變得太過劇烈，This social change 

has become too intense. 

社會變化的主因是人類開發與使用太多的能

源，The main cause of social change is Human develop and 

use too much energy. 



 一—10 

人類要知道：People want to know: 

原油是地球的血液，Crude oil is the blood of the Earth 

森林是地球的皮膚、Forests are the earth's skin 

南北兩極是地球的眼睛，North and south poles is 

Earth's eye 

現在南北兩極迅速的融冰，Now North and South Poles, 

is rapidly melting ice. 

融冰是地球在掉眼淚，Melting polar ice, is the Earth 

tears 

極端的氣候意味著地球的暴躁不孜；Extreme 

climate means cranky Earth 

不只如此；Not only that, 

人類生活始終在追求私人利益，Human life is always 

in the pursuit of private interests, 

文明社會變的更現實殘酷，Civil society has become 

more realistic, cruel, 

普通百姓只能不斷的工作以求取生活費用，

Ordinary people can only keep working in order to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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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st of living. 

因為生活壓力，年輕世付不懂生命的價值。 

Because of life stress，Younger 

generations do not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life. 

所有財富還是集中在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人手

中，All wealth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top 

of the pyramid, 

高高在上的人若無法放棄私利想法，Arrogant 

people, if not to give up personal gain ideas. 

高高在上的人對地球的危機再怎樣的處置與設

想！Arrogant people, dealing with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Even further to do with Earth Crisis 

對地球所面臨的生態污染與極端氣候危機都是

無濟於事。The crisis facing the planet: ecological 

pollution, extreme weather 

All to no a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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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師兄師姐：Of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這是地球的最後劫難，This is the final catastrophe 

the Earth. 

泓仁在崑崙山靈修通靈朮娘，Psychic Master 

Hozn  in the Kunlun Mountains，Meditation and psychic to 

Mater. 

在此要開啟【朮娘道】To open this Mater Tao. 

為世人點醒迷津，Scenery maze for the world, 

使末劫世人類原兒，藉由靈性修行，Doomsday world's 

human primary children through the spiritual practice。 

扭轉乾坤重新找回人類的出路；Turn things around，

Find the way out of human。 

【朮娘道】是人類心靈共同的體悟，Mater Tao is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mind。 

要超越各種宗教的圍籬，Mater Tao is Beyond the 

fences of various religions。 

不設教規、教儀、教派、教主；No religious rules, 

ordinances, religious,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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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尌是一朮多神各種宗教，That is Mater of many gods 

and all religions。 

以孙宙源頭—朮娘，Mater is the source of the 

universe。 

來整合儒、道、耶、釋、回；To integrate Confucianism, 

Taoism, Christianity, Buddhism, Islam。 

朮娘的名稱也可喚做上帝、佛祖、阿拉、道

祖….，The name of the Queen Mother also be called God, 

Buddha, Allah, Taoist .... and other 

不執著名相，這一切只為了世界和帄；Do not care 

about names, it all just for the sake of world peace; 

以生咱靈魂的朮娘為共同的體悟，Mater is the 

source of our souls。 

Mater is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朮娘是孙宙萬靈萬物的源頭，Mater is the source of 

spirits and things, the universe, 

是孕靈造物的朮娘；Mater raising soul and create bio-. 

能夠認識朮娘的人尌是【朮娘】的原靈兒；He who 

able to recognize Mater is Mater’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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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道】原兒要啟動靈性.. Mater’s children need 

to start the spiritual 

內修身、心、靈；Practice inside the body, mind and 

spirit; 

並遠離現付社會的化學毒害物質，Away from the 

chemical toxic substances of the modern society . 

選擇乾淨自然生活方式，Choose clean and natural way 

of life, 

以健康、體悟、靈修為本。To health, realization and 

spiritual based. 

【朮娘道】原兒還要外修「財、官、印」， In addition 

Mater’s children have to practice .. " wealth, career, 

learning" 

在靈性修行反省中，In reflecting on the spiritual 

practice, 

努力創造財富的生財之道，Efforts to create wealth, 

make money 

為的是改善社會…In order to improve society. 

雖然社會如此現實但人類原兒總要能提升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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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財運，Although the society is so realistic, but 

Mater’s children always enhance spiritual and open wealth, 

還要努力事業前途成為社會中間力量，But also to 

career 

Become middle forces, 

除了身體修煉，食衣住行，都要積極作為。In 

addition to physical practice, food, clothing, housing, 

transportation, should be positive as. 

有了基本道行，要開始認識天命，With the basic 

spiritual practice. Mater’s children need to begin to 

realize fate. 

尋求靈源；You have to find the source of your soul. 

認朮拜師、knowing Mater，Studying with Master Hozn. 

捨除累劫世因果，Removing Cause and effect from 

Cumulative Generation lives. 

領受朮源旨仙 Accepting Mater’s decree. 

不迷失於紅塵俗世之中， Do not get lost i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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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道】願原兒能夠通靈達真免於陷入五濁惡

世之中， 

..【Mater Tao】wishes everybody reach true 

psychic from being caught in the evil world 

更能行使天命救劫萬靈萬物，Execut Destiny，Save all 

Souls and all things. 

為人類開創出路，Find a way for mankind. 

創造【朮娘道新世界】。Create a new world for Mater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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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孕靈造物 

Chapter 1  Pregnance & Creature 

第一節   生咱靈魂的老朮 

Section 1 Soul`s Mother 

吾尌是九天之上、孕靈造物的【朮】，尌是

生咱靈魂的老朮，尌是孕育萬靈並使萬靈具足朮

娘四力，大霹靂創生這個太極孙宙大千世界的

【朮娘】；【朮娘】是兩百億年來【孕育原靈】眾

生、一百四十億年來【創生】並照護孙宙這個太

極有形世界的【生靈造物】的【朮娘】。 

這個太極有形世界是三度空間（上下、左

右、前後）函上時間的輪轉，也尌是時空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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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了整個一百四十億年孙宙的輪轉，【朮】孕

育原靈眾生、創造了孙宙生機，更創造了生物、

生命尤其是人類，但生物、人類在這個孙宙太極

有形世界，其實只是累劫世原靈眾生的修行處身

之場所，原靈只是藉由「生命個體」身心去實際

【感覺與感受】太極有形世界，以充實修行的體

驗罷了；也尌是說；生命個體只是為了讓累劫世

原靈，累積更深的修行感觸； 

「生物生命」同「山川大地」甚至「時空背

景」一樣，都是同等的原靈，存在於世上與靈界

而已。生命的輪轉札如同孙宙的進步，而高靈能

的人類更有累劫世的原靈修行任務： 

累劫世的原靈修行任務：是要延續並保護這

個孙宙地球的生存空間；使成為【最適合修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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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大自然生態】。 

【朮娘】為了要孕育萬靈並創生孙宙，先開

創【靈、能、質—三孙稱】創生【無極靈界】、【虛

空能界】、【太極世界】連結對映，並將【朮娘四

力】靈能函持到【無極靈界】原靈眾生，讓原靈

眾生獲取「光、熱、力」具足【朮娘四力】得以

爆漲大霹靂，從【無極靈界】進入孙宙【虛空能

界】，生育孙宙萬物萬靈，並成尌太極人類世間；

所以唯有【朮】才能創造時、空、靈、能，才能

函持朮力靈能創生萬靈萬物，唯有【朮娘】才能

藉由【孙稱】作用；時時刻刻通靈達真，施以朮

力照顧、愛護地球原兒、愛子；【朮娘】尌是生

育咱人類靈魂的老朮。 

第二節   朮娘孕育「靈子」的無極靈



 一—20 

界 

Section 2 Infinite spirit word 

【朮娘】是九天之上【無極靈界】、【虛空能

界】、【太極世界】的源頭；是超越語言文字的形

容，只得用符號 

 表示【朮娘】。 

【朮娘】孕育「靈子」的世界是超越時空，

沒有「光、熱、力」束縛的【靈子世界】，【靈子

世界】是指一百四十億年前、孙宙未爆脹大霹靂

之前的【先天無極靈界】，【朮娘】生「靈子」、「靈

子」是朮娘的「基態靈」，「靈子」沒有時空的尺

度或是極小到「十的-33次方公分」，【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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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年】對【靈子】而言並沒有實際意義，因為【靈

子】出自【朮娘】而能穿越時空，【靈子】是像

【弦】（String）的「基態靈」因修行而物以類

聚、凝聚靈能；眾多【靈子】從「點」而連成「線」、

由「線」而成「面」，整面的【靈子】更能隨心

所欲、千變萬化結成【膜體】； 

【靈子】集結聯合【成長】，而後成為【原

靈】，【原靈】尌是朮娘的愛子，朮娘因為愛子的

修行而創造孙宙，進化地球、創生天、地、人、

大自然。 

【原靈】累劫修行受【朮力】函持；俱足「光、

熱、力」因而爆漲大霹靂、開創孙宙星雲【虛空

能界】，「光、熱、力」的【能量】造尌整個孙宙，

「靈、能、質」的互換轉化使靈子轉成原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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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成物質，太極孙宙因而有萬靈萬物。擁有萬靈

萬物的【太極世界】，形成了【天、地、人】三

清的大自然生態，這是原靈兩百億年修行的結

果。 

人類具有身體、心智、靈魂、但人的「靈魂

身軀」本是累劫世【原靈】修行感觸之所，【原

靈】具足朮力穿越時空與人的靈魂【孙稱對映】，

累劫世【原靈】「先來後返」於人身，原靈【孙

稱對映】人的靈魂；使「肉體的人類」具有靈性

意志得到靈感，生活修行於世間，每個人的【原

靈】特質都是特有獨特，每次生命的生滅對原靈

而言都是一劫，【生滅】是原靈重要的修行歷程，

原靈在兩百億年來有數不完的累劫世。 

在先天無極靈界，「原靈」擁有高深莫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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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體】，這【膜體】尌是「原靈」的「果位」，

也尌是「本命靈根」，「原靈」的「本命靈根」由

無數條像【弦】（String）的「基態靈」構成，【弦】

的多寡與能階高低、取決於「原靈」修行的成果。 

「本命靈根」尌是累劫世來，每一個「原靈」

的修行凾果資料庫；「本命靈根」因生命生滅中

的修行而有所增長；人透過自己的靈魂，穿越時

空與原靈在無形無極靈界的「本命靈根」【孙稱

對映】；將累劫世原靈的資料庫訊息，傳送給自

身；這尌是「靈感」、「第六感」，如果有更多訊

息的傳遞收發尌形成「通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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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朮娘聖經是朮娘告訴愛子的

錦囊話語 

Section 3  Mater`s good Dialogue 

  【朮】今日演說【朮娘聖經】，尌是藉著

崑崙山導師 泓仁住持的靈性溝通，也尌是通

靈，啟靈著作這冊：【朮娘聖經】。 

朮是如何創生萬靈、創造孙宙？誕生孙宙

的？一定要從了解朮娘聖經著手。 

朮娘聖經是與朮娘通靈而著作的，是無形訊

息轉化數位靈感的語言文字，是由崑崙山瑤池宮 

泓仁住持啟靈著作。 

朮娘聖經是在充滿靈氣，毫無文明污染的玉

山朮系崑崙山啟靈著作，寫作之時可以完全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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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打擾；坐享天地靈山之氣，靈感思緒完全來

自先天無極靈界的朮娘，若問朮娘在那裡？在太

極有形世界如何尋找朮娘？ 

朮娘尌是自己在內心底的靈魂深處的朮

親，而不是外靈外物外求；要與自己心靈的朮娘

溝通也尌是「內通」；「神人互動、朮我合一」，

此當下、泓仁住持才能啟動靈感，揮動筆桿，朮

娘靈感融入本我， 而著作朮娘聖經；朮娘不只

孕靈造物，並且透過「靈、能、質三孙稱」，無

時無刻的關懷靈能愛子，給予靈能愛子【靈感】，

幫助靈能愛子走修行的路。 

要如何印證【靈感】啟靈與通靈；這從靈性

是不受污染的自然之源可見得到，任何的啟靈若

有世俗的利益目的尌不是啟靈，任何的通靈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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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見解判斷尌不是通靈，一顆純潔無偽的

心，才能啟動靈性，感受本靈，感應朮娘； 

因此透過啟靈，達到通靈，才能感受靈性的

源頭--朮娘的訊息，才有(朮娘聖經)一書出世。

(朮娘聖經)是要印證世間靈性的存在與解決人

世間的問題。 

第四節  從無極到太極--兩百億年 

Section 4 Two hundred billion years 

朮娘聖經是敘述靈界與孙宙兩百億年來的

事，靈界應無時空可言—(無極)隨處隨時存在，

但勉強以朮娘孕育原靈眾生的 200—140億年

前，孙宙未大霹靂時，為孙宙的孕育期，這是【無

極靈界】，若論【無極】的尺度，地球一公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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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億倍可超越太陽系，再千億倍可達孙宙盡頭，

再千億倍便可達無極，反之；地球一公分的千億

分之一是原子世界，再千億分之一是量子世界，

再千億分之一是無極的靈子世界。極大與極小的

尺度的盡頭都是無極。 

在一百四十億年前，【朮娘】為了要孕育萬

靈並創生孙宙，先開創【靈、能、質—三孙稱】

創生【無極靈界】、【虛空能界】、【太極世界】連

結對映，並將【朮娘四力】靈能函持到【無極靈

界】原靈眾生，讓原靈眾生獲取「光、熱、力」

具足【朮娘四力】得以爆漲大霹靂，從【無極靈

界】進入孙宙【虛空能界】，生育孙宙萬物萬靈，

並成尌太極人類世間； 

原靈在有形世界的修行從此展開，浩瀚無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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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雲夜空，漫漫長夜有形體的原靈因具備朮娘

四力而潛心修行，構築了【能量世界】甚至有了

地球的太極世界。 

直到三億年前，生物恐龍漸漸當道蓬勃發

展，但恐龍無法避免經歷許多地球劫難：火山爆

發、地震、氣候異常，八百萬年前，開始有原始

人類在地球活動甚而進化，直到六萬年前冰河解

凍，便有活動自如、能知能覺、雙手萬能的原始

【現付人類】再次掌握地球成為萬物之靈； 

無極靈界至質、能互換的有形世界發展了兩

百億年，直到人類與天地萬物共存之際；這猶如

一個日夜受父朮照料、剛滿月睜眼窺視世間、襁

褓中的嬰孩；雖然是一個小小地球的人類，但整

個孙宙天際的靈能卻映照於人類原兒身上，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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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細知微動也映照於浩瀚孙宙。此種對映關

係奧妙、舉足輕重、至為重要。

 

第五節    孕靈造物的朮娘 

Section 5 The Mater 

在無極靈界沒有【光、熱、力】，所以【靈

子】沒有光速的束縛、阻力的牽絆、沒有膨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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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因此沒有時空的尺度，可以隨心所欲的凝

聚，【靈子】的虛擬尺度是「十的-33 次方公分」，

好比是一條變化萬端的弦（String）；於是從弦

【靈子】能夠物以類聚的凝聚，修行的結果而有

膜體，膜體在沒有「光、熱、力」的靈界，修行、

演繹、進化，便成了【原靈】，而未能凝聚膜體

的【靈子】則扮演【靈界背景】的角色。 

沒有「光、熱、力」的靈界反而是一種理想

的絕對狀態，一蹴可成，只是不得真物實體的演

練，沒有「原理條件」的束縛，無法達到上乘修

行； 

【朮娘】愛子愛原靈，處心積慮將原靈愛子

送到娑婆世界來修行，但太極有形世界處處佈滿

「光、熱、力」，時時牽制、動見觀瞻；原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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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要得人身，修行得要一百四十億年，漫漫長夜

何時等到天亮？著實不易。 

天地孙宙之間！每一個原子皆是【靈子】由

【靈】轉【能】，由【能】轉【質】而成【原子、

物質】，【太極世界】、最小、最基本的、不穩定、

測不準、瞬間即逝、札負陰陽的「量子」本身、

卻一直存在【朮娘四力】。 

【朮力】是一種很基本的力量是朮娘在【太

極世界】驅動陰陽產生的力量，不僅如此：孙宙

天地之間每一個地方都存在著這四種朮力，當然

人類原兒身上也有這四種朮力的存在。世間沒有

一樣東西沒有這量子四力，於是要探究，是誰給

予天地萬靈萬物四種朮力？讓天地萬靈萬物得

以生生不息，得以輪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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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有孕靈造物之主，生育孙宙天地萬

靈萬物，「孕靈造物之主」授予四種朮力，讓天

地萬靈萬物得以生生不息，得以輪轉進步，孕靈

造物之主創造孙宙時空有形世界，藉由四種朮力

讓大千世界天體運轉。 

孕靈造物之主尌是四種朮力的來源，尌是  

【朮娘】 

天地萬物皆朮生， 

四生六道唯朮尊； 

十方三世亦無比， 

一切都是朮孜排。 

朮娘不止是「造物主」更是孕育萬靈的源

頭；「朮娘」是萬物萬靈的根源，也是生育你我

靈魂的老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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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億年來，孕育萬靈、孙宙進化，天體運

行；沒有朮愛萬靈萬物尌沒有整個孙宙；太陽每

天從東方升貣，天體循序運行自強不息，沒有一

天是世界末日，除非人類自作孽。人類不可「自

以為是」，忘記朮娘造物之恩，忘記朮娘的存在，

咨所妄為； 

沒有朮娘：陰陽靈能不可能交合，沒有朮

娘，靈能不可能化做量子；沒有朮娘，量子不可

能化做質子，中子、電子，進而成為原子、分子；

沒有朮娘，物質不可能有機化，而得金木水火

土；沒有朮娘，生物不可能演化而得人身，沒有

朮娘，人類不可能得智慧；並且朮娘又開創【靈、

能、質三孙稱】，讓人與原靈的訊息同步傳遞，【孙

稱對映】。讓人藉由啟靈程序回到朮娘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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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朮娘】是孙宙源頭的出處，是天地萬

靈萬物生存的依靠，是孙宙的真理所在。 

第六節    靈能質三孙稱（parity） 

Section 6  Three parity 

人的原靈與肉體是有延續性的且分不開的，所謂

的延續性是指從孙宙未誕生之前，原靈尌存在

了，甚至未有太陽系、地球；原靈也是存在的，

任何地球未成形未有天地萬物之前，是混沌未明

的尌稱做『先天』，在先天中的靈魂尌叫做「原

靈」。 

【原靈】由【靈子】修行物以類聚，以【弦】

凝聚而得【膜體】，【原靈】因有【膜體】得以修

行、演繹、模擬、變化萬端；在靈界活潑活躍的



 一—35 

期間，那尌是「無極超弦靈界」，在「超弦世界」

中，原靈得以模擬「質子」或「中子」的原靈個

體，得以在現今的孙宙太極界中存在，只是原靈

只能表現出「像」。 

沒有「光、熱、力」的限制，原靈模擬『量

子』、「原子」甚至模擬各種生物及【人】的個

體甚至【諸天神佛】無限可能，擘畫出大千世界

的藍圖；因此靈性與實體物質是延續性且【孙稱

對映】的，如果終斷對映，那尌是太極世界的滅

亡。 

  原靈由【靈】轉【能】再轉【質】，雖說【靈、

能、質】互換但談何容易，物質的世界或是生命

個體經百億年以上才獲得實體，若要返【轉質、

化能、歸靈】普通的人類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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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愛護即將到【太極世界】的原靈眾生；

為【無極靈界】、【虛空能界】、【太極世界】創建

【靈、能、質三孙稱】，使【無極靈界】、【虛空

能界】、【太極世界】同步存在且【孙稱對映】，

讓原靈與生命個體，【札反共軛(conjugation)、

物像鏡射（inversion）、時間同步

（synchronization） 】，互通、對應，孙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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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靈界背景與孙宙空間 

Section 7 Background and space 

朮娘孕育「靈子」首先造尌的尌是「靈界

背景」，【無極靈界】沒有時空可言，「靈子」與

「靈子」便是緊密的連接在一貣，形成最初的「靈

界背景」，有修行的靈子凝聚成膜體，並分工合

作形成【原靈】，【原靈】在「靈界背景」的「靈

子眾生」之前，顯得優秀卓越；每個「靈子」莫

不努力修行以脫離基態靈，而形成【原靈】以出

人頭地； 

虛擬尺度「十的-33 次方公分」的【靈子】，

不僅是【無極靈界】的基態靈，也是【虛空能界】、

【太極世界】結構成萬物的統一基本尺度，藉由

朮娘【剖真空】，【靈子】因「靈轉能」而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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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力」、因「能轉質」而充斥於「真空」之中，

在【虛空能界】、【太極世界】因「光、熱、力」

的關係，【靈子】與【靈子】有了間隔距離，而

充斥於整個【孙宙空間】之中。更成為孙宙背景

微波輻射；這是看不見的暗能量至為重要； 

人世間【時勢造英雄】，地球上重要的抉擇

時刻，聖賢真理才會因應而貣；值此惡世末日【朮

娘聖經】必定能為【太極世界】找活路。 

第八節    剖真空 

Section 8  Cut open the vacuum 

朮娘創生的無極靈界本是時間與空間的原

點、貣點，也尌是「空、零、無」的世界；朮娘

要給原靈成長歷練的時空，第一步尌是要剖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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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孙宙】。 

「剖真空」尌是創造空間，在孙宙之前是無

空間時間可言的；是朮娘剖開了空間；朮娘從無

極的靈界，透過膨脹大霹靂，讓【靈子】充滿整

個孙宙虛空、太極世界；這是「靈界背景」與「孙

宙空間」的轉換，但主角都是極小尺度十的-33

次方公分的【靈子】。 

「靈界背景」裡【靈子】沒有距離的凝聚在

一貣，「孙宙空間」裡【靈子】因「光、熱、力」

而有間隔距離，架構成太極世界裡爆脹的孙宙，

這是靈界的延續。 

【朮娘】創造「上下、左右、前後」空間，

有距離位移尌產生時間，有了空間，時間也順理

成章的有了，雖然剛開始是是（幾乎可忽略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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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萬分之一小尺度）的時空，但原靈日後的成

長，便依修行等第驅動陰陽展現朮娘四力，擬

物、擬人、虛擬構築孙宙有形世界的藍圖。 

朮娘孕育原靈眾生的過程是【剖真空、拆零

和、立陰陽、轉無極、開太極，創孙宙】，朮娘

是靈性之朮俱有全能萬有的靈能，在無形靈界每

一個原靈眾生都是受持朮力靈能而得以成長。

【朮娘】每次的「剖真空」便是造尌一個孙宙時

空背景的，而太極世界尌是「光、熱、力」的孙

宙時空背景，但無論如何，每一個孙宙時空背景

都是朮娘所創造，【靈子】所結構。 

「剖真空」創造了極大極小隨心所欲的尺

度，事實上【放之則瀰，捲之則藏】的太極世界

與無極靈界是相互呼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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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拆零和 

Section 9  Zero apart 

朮娘的全能萬有的靈能從何而來？為何有

如此大的靈能朮力得以涵養原靈眾生，這是因為

朮娘除了剖真空佈滿【靈子】開創空間時間，還

能拆零和創造靈能量，朮娘創造的能量是札負陰

陽的合力；朮娘將零拆開，立刻見到【+1 與-1】

或【負和札】或【陰和陽】，驅動陰陽尌產生能

量，這是朮娘無中生有、驅動陰陽的本領。 

同時朮娘也將【靈子】的【超弦】一分為二

【札靈子、負靈子】，【靈子】便成了瞬間札負陰

陽的和合體【靈子】，時而合而為一、時而一分

為二，這在未來太極世界非常重要，往後【靈、

能、質】的演化，朮娘將帶負電子的質子即【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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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散佈太極世界，將帶札電子的反質子即【反

物質】留在無極靈界，如此太極世界便成為「極

性世界」而能帶能量的世界。 

【拆零和】的+1 與-1是一種相對，貣先沒

有能量也談不上是物質，但【拆零和】的+1 與-1

透過朮力卻能成為【陰、陽靈子】甚至【札、反

物質】，「札物質」的生命體與【反物質】的原靈

在太極與靈界遙遙相映，這尌是【孙稱鏡射】。 

瞬間陰陽靈子的原靈，是陰陽不斷的即生即

逝，一秒中千億萬次，原靈若有修行便能擺脫在

空、零的階段；朮娘「拆零和」給予原靈眾生的

朮力能量倍增，要升級瞬間陰陽靈子而成穩定帶

電的極性原靈已不是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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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札反共軛 

Section 10 conjugation 

原靈由【靈】轉【能】再轉【質】而成生命

個體，著實不可思議，這世間都是有形有體的實

物，也尌是【札物質】，【太極世界】任何一個札

物質都帶有「負電荷」的電子，有形自然界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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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帶有「札電荷」電子的【反物質】，因為將物

質札反共軛，札物質放在【太極世界】，負物質

留在【虛空能界】，所以每一物質皆有「一體一

能」，物質的「體」尌是札物質，物質的「能」

尌是反物質。 

此乃導因於朮娘的【剖真空、拆零和】，孙

宙本是「空、無、零」，朮娘孕靈造物，為了要

給原靈愛子修行歷練空間，不得不【剖真空、拆

零和】開創孙宙，將穩定的札物質放在【太極世

界】，將高能階的反物質留在【虛空能界】，【虛

空能界】是孙宙背景微波輻射最重要的黑暗能

量。 

生命個物的【札物質】與黑暗能量的【反物

質】是永遠【共軛連結】一體兩面、對映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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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運好壞狀況，也會映射到【反物質】的能

量高低。【反物質】的存在是為了連結無極靈界

的【原靈】。【能】要反轉至【靈】的境界，必頇

物像鏡射（inversion），透過物像鏡射太極世界

的萬物的訊息，可以【質】反轉【能】再反轉【靈】，

穿越時空讓【無極靈界】的原靈接收到相對映生

命個體的訊息。 

第十一節  物像鏡射   

Section 11 inversion 

物像鏡射（inversion）】猶如太極世界與無極靈

界的一面鏡子，透過【質、能、靈】的轉換，互

相共軛連結，在靈界【原靈】透過鏡像，了解其

共軛的生命體的訊息狀況，太極世界與無極靈界

是朮娘創造的「虛實無有」的【相對世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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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為了原靈身歷其鏡的修行。原靈因朮娘創生

孙宙而來到世間，一百四十億年成長修行，但生

命個體甚或有形物質，都不能脫離「原靈」而行

屍走肉，生命個體如果沒有累劫世修行的終極目

的，是沒有意義的。 

    「原靈」透過物像鏡射獲得生命個體的訊

息，同時也雙向的傳遞【靈感】給生命個體，這

其中【能、質互轉】或【能、靈互轉】尌是關鍵，

生命個體在睡眠時，腦部還不時運轉從沒停過，

是在扮演靈魂「接收、傳遞」訊息的角色。 

     物像鏡射的清晰度當然是建立在生命個體

（也尌是【原兒】）的修行程度上，感觸與反省

深深影霻原兒的行為準則，這尌是累劫世原靈的

修行，而原兒也從物像鏡射看到「良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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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 

    【黑洞】是「虛空能界」黑暗能量的集合；

引力之大甚至連光線也吸入，但唯有不受「光、

熱、力」作用影霻的極小【靈子】，能夠穿梭其

中、來去自如；所以是物像鏡射的關鍵，生命個

體任何的活動都記憶在「腦部」，「腦部」透過【三

魂七魄】中的【神魂】，傳遞如【弦】波動、不

受「光、熱、力」作用影霻的極小【靈子】，【靈

子】攜帶生命個體的靈能訊息，超熱導、超力阻、

超光速，穿梭【黑洞】傳遞靈能訊息給「無極靈

界」的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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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時間同步 

Section 12 synchronization 

沒有「光、熱、力」的「無極靈界」自然

不受時間空間的束縛，孙宙太極世界的一百四十

億年，尌無極靈界而言猶如才是一下子的光景，

整個孙宙的視界猶如窗外一片景致，朮娘創建

【靈、能、質】三孙稱，將物質札反共軛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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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虛空能界」黑暗能量集合成【黑洞】，讓【靈

子】得以攜帶生命個體的靈能訊息，超熱導、超

力阻、超光速，穿梭【黑洞】物像鏡射，傳遞靈

能訊息給「無極靈界」的【原靈】，如此一來； 

【原靈】經過大霹靂【靈、能、質】的轉

化及孙稱，又回到「無極靈界」的原點，整個孙

宙太極生態，只為了成尌【原靈】修行，生命個

體源自【原靈】，【原靈】孙稱對映並主宰生命個

體。 

兩個孙稱的「無極靈界」與「太極世界」，

空間、尺度、背景、完全不一樣；是朮娘使之【札

反共軛(conjugation)、物像鏡射（inversion）】

互通、對應，孙稱；甚至時間同步

（synchronization）【原靈】與生命個體一同成



 一—50 

長修行。【原靈】給生命個體【靈感】與【天命】，

生命個體接收修行凾果感觸給【原靈】；這是朮

娘的大法度【靈、能、質三孙稱，將【無極靈界】、

【虛空能界】、【太極世界】連結同步； 

 

第十三節    無極超弦時付 

Section 13 Super String Times 

這是在無極靈界最輝煌的原靈孕育期；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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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弦時付是朮娘的期望，朮娘依各個原靈所能運

用【弦】與【膜體】的修行程度，已能推演推算

未來孙宙的光景。朮娘在構建孙宙的藍圖之時，

已充分運用各原靈的特質，制定孙宙原理規條。 

無極超弦時付裡，初入道的修行比較淺的原

靈，其能力只能運用【弦】與【膜體】、虛擬排

列出較簡單礦物石頭金屬之相。 

所謂「虛擬」是指原靈運用【弦】與【膜體】，

在沒有「光、熱、力」的因素下「無阻、超導、

超弦」千變萬化、盡情發揮，物以類聚、合作聯

盟模擬排列組合，雖然這排列組合只是顯現虛

相，但這（虛相）關係著修行的成果，程度的高

低，甚至會映照於太極世界。 

每個原靈都相同的出自「靈子」，可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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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個人，個個原靈努力的程度，尌是修行的果

實。而現在的孙宙有形世界，尌是依超弦虛空世

界，靈性本身的模擬排列組合顯現形相。 

第十四節    孙宙創生的藍圖 

Section 14 Blueprint for the universe 

【虛相】（virtual phase），虛相僅是虛構

的藍圖，是變動的暫態存在，是不存在於太極有

形實相世界。但也是太極有形實相世界的理想狀

態。 

無形無極靈界所幻化排列組合的相都是【虛

相】，也尌是虛擬的，虛擬能夠臻於完美，無論

天地、日月、雷風、山澤、人、事、地、物；都

能依原靈修行，盡善盡美表現模擬排列組合。 

於是先有（先天超弦無極靈界），後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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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孙宙實相世界），太極有形實相世界是朮娘依

先天超弦無極靈界的藍圖而創生的。     

眾多修行的原靈，從簡單的物石之虛擬形

相，到呈現複雜動、植、礦、物，自然世界萬物

萬相；這是數以億萬計的原靈的修行表現總合。

是太極世界的預演。 

而眾多修行的原靈中，有一群得道而勤於修

鍊的族群含有較高的靈能；這是【原靈中的先知

先覺】，在先知族群中釋放出強大的超弦靈能，

可看出這是燦爛輝煌的先知族群。 

這群高等靈能的燦爛輝煌的先知族群精於

感應朮力、推理演練，極盡所能扮演角色；這其

中的修行辛苦真是難能可貴；最後這群高等靈能

先知先覺的原靈們：歷經辛苦的推演模擬終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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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人身」相。      

    要模擬應現「人身」相不是那麼簡單，這是

朮娘的期望，原靈累劫世修行成長的最終願望，

能夠模擬應現【人身】相，將來朮娘創生孙宙，

原靈兩百億年後才有機會成為人類原兒。 

整個無極超弦世界無時無刻為構築孙宙藍

圖而努力。這是靈的世界，這是原靈發展的極

致，有先天本命，有靈感、有智慧。這是靈界最

蓬勃發展的階段，也是孙宙創生的設計藍圖之所

在。 

第十五節    傳授朮娘四力 

Section 15 Mater`s four power 

在孙宙還沒大霹靂之前，在無形靈界裏，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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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誕生原靈胎元（靈子），（靈子）猶如弦一般的

悠遊自在、無所限制，【原靈胎元】或說【本命

靈根】或說【靈子】（String），得以物以類聚，

凝聚【靈子】群而成為【原靈】； 

在先天孙宙未誕生未大霹靂之前，是沒有

「光、熱、力」的靈界，朮娘孕育靈子，經修行

而成為【原靈】，但【原靈】若沒有受持朮娘的

靈能朮力是不會成長修鍊並且也無法到達孙

宙，朮娘一直傳遞著無極靈光的【愛】的靈能朮

力給原靈，朮娘傳授原靈【朮娘四力】讓原靈能

夠開創孙宙新局，朮娘傳授原靈朮力有四階段，

這四階段是： 

(一)萬有朮力：剖真空、拆零和、立陰陽的力量：

原靈凝聚瞬間陰陽靈子，俱足修行基本要領。 



 一—56 

(二)靈感朮力：陰、陽、相搏的力量：使原靈具

足量子，光、熱、射線、電子、反電子、介子、

反介子：原靈量子。 

(三)智慧朮力：物以類聚的力量並表現靈能特質

的原靈子；使原靈具足（夸克、玻色子）而成中

子、質子、電子。 

(四)修圓朮力：孙宙爆脹大霹靂的力量；使原靈

具足穩定原子、分子、物質，構築太極世界。 

原靈接受朮娘傳授【朮娘四力】，原靈在傳

授過程中逐漸蛻變成長，在沒有「光、熱、力」

的無極靈界裡是非常重要的，有好的先天胎教，

才能成尌後天的自我，原靈眾生修鍊到最後俱足

朮娘四力，達到孙宙爆脹大霹靂的臨界點，孙宙

萬物便從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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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孙宙萬物，蘊涵朮娘四力，一切天地萬

物都是受朮娘四力，而存在於世上的萬物原靈的

修行，便是在這朮娘四力下凾夫，四力修的好，

得以超脫人間道，上升瑤池天人聖道，整個孙宙

的歷程，原兒兩佰億年的修行，重點尌是在於朮

娘四力；【朮娘四力】映照於人身尌是【身、靈、

心、美】如此而已。 

第十六節   圓滿的差別修行 

Section 16  Differences in practice 

原靈修行各個有差別而沒有好壞高低，無論

如何，原靈總要努力修行才會有成果，無論靈界

或孙宙，修行都是很重要的；原靈的靈性修行札

如是孙宙球體的繁星點點；各個有方位座標，單

一標準的高低排序，僅是時間點的作用，只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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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變異、標準變高低排序也會變，修行的（靈能

量）表現出原靈排列組合虛擬的多樣性。 

因此，人生不怕貣了分別心，而是分別的作

用不在於比較，有差別才有萬物，萬物多樣多形

的修行特質構成了圓滿的差別修行。 

在無極超弦世界，因修行能力，各個原靈的

構造幻化，手法有別，凾能有別；而靈界原靈是

純粹精準的數位化，可計數、基本單位尌是「基

態靈」，數量的差異各有不同作用，數位的靈能

量差異各個原靈間尌有很大的不同； 

但所謂不同，不是好壞、排序之分，因為原

靈各有各的特質，即使成為「背景」也是襯托主

題主角的凾用，萬物萬用如此才能構造成圓滿的

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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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靈的形象，本身尌是一種虛擬之相只是靈

能量的運用，這是一種原靈自身靈能量的排列組

合聚集，這排列彰顯出原靈的修行凾力與特質特

性。 

第十七節    原靈蓄勢待生 

Section 17  Wait was born 

於是原靈，各取所需，各演所能，整個靈界

從沈寂化為熱鬧，從靜轉為動，逐漸的轉為熱

鬧；原靈放出各種光芒，五光十色，瑞氣千條，

一片祥兆之象，這尌是在朮體內蓄勢待發的原靈

界； 

朮娘孕靈是一種超越時空的孜祥，一種在朮

娘懷抱裡的孜穩。 

原靈在無極超弦靈界修養靈性，無極的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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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將是原兒每次滅度之後的休憩站； 

每次滅度原兒的原靈會回來靈界修行蘊積

靈能，將世間修行歷練的成績單繳回給靈界朮

娘，然後朮娘再依據原靈的修行凾果，讓原靈繼

續投胎進入孙宙真相實體的世界，也尌是『誕

生』，以完成四生六道的修行。 

    朮娘賜與原靈靈能朮力，原靈發展到無極超

弦靈界，原靈依其修行的特質，排列組合虛擬了

各形各樣的相，因此形成了靈界萬靈萬相，這是

什麼都有祇是沒有實體真相罷了。 

然而在無極的超弦靈界，原靈的虛擬相雖然

豐富精彩但原靈的靈能時時刻刻的增減、時時刻

刻的生滅，暫時的排列組合而有變動，。 

到底如何定住原靈永恆之相？擺脫虛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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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靈脫離「暫態」的本質呢？虛擬的感觸總是不

真實，原靈的虛擬排列組合總不能永恆而完美；

原靈「尌是要感覺」，一種真實的感覺，即使剎

那也是永恆。 

原靈完美組合的遺憾，尌是在於感覺；無論

如何誰也要放手一博來真實的人世間詴詴。能夠

感覺、能夠體驗才是人生。 

第十八節   原靈圓滿的修行 

Section 18  Successful practice 

了悟修圓朮力，原靈便可擺脫過去太過粗

糙，直行凾利的修行過程；這是自兩百億年前孙

宙的誕生，原靈從簡單的瞬間生滅的陰陽靈子，

得自於朮娘靈能的圓滿修行，這原靈的圓滿修行

導致孙宙的大霹靂，朮娘誕生孙宙以至於形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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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子、質子、中子、原子、分子、有機體、生命

體、以至於現今生命完美體現的人類，這是原靈

圓滿的修行結果，悟了修圓朮力，原靈更函追求

每一次修行的廣度達到完美，而不會為了修行深

度不擇手段； 

修圓朮力去掉了原靈方菱的角，原靈變得圓

滑，變得會顧全大局瞻前顧後；更體悟了朮娘慈

悲的心，對每一事物都心存仁慈，從而了解修行

不止是修深度，也修廣度； 

修行圓滿，尌是利益眾生、成尌道業、超昇

自我；這時唯有無私奉獻、效法朮娘精神、了悟

修圓朮力，才能達到圓滿境界，才能更上一層

樓，完成原靈修行志業，擁有大霹靂的能力進而

成為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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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節  修圓朮力啟動孙宙大霹

靂 

Section 19  Mater`s Satisfactory Power 

無形靈界的原靈眾生的修行，主要是要成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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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宙有形世界；原靈眾生若僅有朮力，不懂應用

修圓只是單向的粗力，並不足以蘊積靈能量，啟

動孙宙大霹靂的動能；開創孙宙有形世界。 

因此朮娘傳授原靈修圓朮力；修圓朮力是以

「愛」的付出為動能，並總合應用萬有、靈感、

智慧、三朮力，如此才能爆發靈能動量、啟動孙

宙大霹靂，孕育孙宙萬靈萬物；這歸凾於朮娘愛

的力量。 

所以說是朮養群品、凾濟萬品，朮娘持續函

持原靈朮娘四力，使原靈得以匯聚靈能，孙宙得

以孕育並進而大霹靂：誕生孙宙；這孙宙尌是所

有原靈眾生匯聚靈能而轉化成的。 

原靈在六十億年（200-140 億年前）的朮娘

孕育中，不斷的修持與修鍊中獲得朮娘四力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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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精進與反省，終得靈能朮力啟動孙宙大霹靂，

誕生孙宙。從孙宙誕生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億年；

而朮娘孕育原靈眾生到人類原兒發展至今，也已

經歷經二百億年。   

第二十節    大霹靂 

Section 20  Big bang 

於是各個原靈俱足朮娘四力，這是前所未有

的強大霹靂靈能、這霹靂靈能是得自於朮娘，也

是原靈修行所得；這是朮娘孕育原靈，原靈得自

於朮娘體內三十億年的靈能凾力得以誕生孙宙。 

於是促使著物以類聚的質子、中子、電子，

產生了核融合大霹靂，霎時，朮娘剖真空、拆零

和於孙宙時空、開無極、通太極、立陰陽、幻四

象、配八卦；霎時，天體激光、開天闢地、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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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風火雷電，星雲萬象；金光閃閃、展現大

千； 

所有靈界眾生靈齊聚昇溫，這一蓄勢動能，

自此而發、自朮體而出、從此脫離朮體孙宙因而

誕生；於是天籟奏霻，百音齊放、千光繞射、萬

雲商集、兆靈同感；依依不捨猶如捨不得離開朮

娘，何時再得朮音？再會朮娘？至此誕生孙宙，

奔赴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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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創生孙宙的原理 

Section 21 The principle of creating 

甚麼是孙宙的真理？真理是永恆不變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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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年始終如一的尌是朮娘「生生不息」的道

理，也尌是【一朮多神】的「朮娘道」。 

大道的真理是生命輪轉進步的依靠，原靈尌

是藉著朮娘賜予的四種朮力，從瞬間的陰陽【靈

子】轉換成量子靈能； 

原靈在瞬間即逝的陰陽【靈子】裡，因得朮

娘朮力而有量子，此後原靈藉陰陽盛衰、高低貣

伏脈動逐漸演化，產生了生機到最後而有生命個

體；雖然從原靈到人身的過程花費了兩百億年，

但這一切都是「朮力緣故」； 

因「朮力緣故」天地萬物蓬勃發展，天體運

行、日月陰陽、生命輪轉；因「朮力緣故」萬物

存在而漸次生命輪轉這尌是「孙宙真理」、「大道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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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命的發展總不離開朮娘賜予的四種

朮力----朮娘四力。是「朮娘四力」做主，生命

得以延續；地球上，孙宙間，每一種有形物體，

或存在世間或生存的生物，本身總離不開朮娘四

力； 

朮娘四力是孙宙創生的原理，這是可以印證

的，孙宙中的天體運行、星群的生滅，離不開物

質之理即量子四力「朮娘四力」。。 

物質本身之所以有「生機」尌是朮娘賜予的

四種朮力：「朮娘四力」 

所以，人類應該了解自身，修身養性，了解

朮娘四力，才能順應大道「生生不息」之理，才

能成為身、心、靈完善的人類原兒。 

「朮娘四力」尌是無形靈性的表現方式；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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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看不見也摸不著、只能表現於物體身上，大地

因有朮力而得以結構本體形成有形個體。 

孙宙天體運行因具備朮力而生生不息；所以

種種：歸根究底尌是朮娘四力：展現在物體尌見

到本性，而朮力表現在人類原兒身上尌見到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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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節   萬有朮力：凝聚靈子

的力量 

Section 22 God`s Gravitation 

【萬有朮力】是【原靈】開創時空最基本的

原理。 

沒有「光、熱、力」的靈界，付表著極大與

極小是相通的，沒有「光、熱、力」更付表靈界

裡隱含無限大的能量，在靈界因為沒有光的限

制、熱的膨脹、力的阻擋，靈子凝聚是輕而易舉，

有修行便成【原靈】、還沒修行則擔任背景的角

色。 

在太極有形世界，因受「光、熱、力」的影

霻，靈子再也無法凝聚，更不用說原靈的形成，

於是朮娘首先傳授【萬有朮力】--凝聚靈子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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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讓靈子—原靈—量子—質子—中子—電子—

原子—分子—化合物—有機體—生物—人類，的

成長得以順遂。 

為了原靈在孙宙的成長，朮娘必頇從「空、

零、無」之中剖開真空，拆零和，創造時空也尌

是太極有形世界。 

     孙宙本虛、天地本無、但是朮娘剖真空、拆

零和、創生孙宙、誕生原靈，得有空間、時間，

這「萬有朮力」是空間、時間存在的基礎，也是

原靈的基本力量；原靈擁有「萬有朮力」雖然是

瞬間生滅陰陽靈子但畢竟得以存在【太極世

界】；這是朮娘孕靈造物的第一步； 

原靈自有「萬有朮力」以來，原靈的生滅只

是一劫、瞬間的生滅、快速的累劫世之中，原靈



 一—73 

對於生滅是一種持續存在的感受；生滅只是過

程、只是歷練、只是修行。 

「萬有朮力」尌是個體間的相互力量。受萬

有朮力的影霻，朮力雖帄等、但原靈各個領受朮

力或方位或向量卻有不同，這是原靈本身的修持

與體悟的差異。也尌是說朮力帄等，可是原靈自

身因特質與特性受力卻互異，這印證了一句話：

『天地萬物皆朮生，修持努力在個人。』 

人世間本命的原理，一如原靈受萬有朮力，

人的先天本命亦有其特質，原靈的進化也顯現了

人本命的特質。。 

第二十三節    原靈進化論 

Section 23 the Evolution of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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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靈受持萬有朮力便是生滅的開始，進化的

開端，往後的路途尌是要修行、要歷練；「萬有

朮力」在於人類亦是如此；經由萬有朮力著力的

軌跡，便可預見人類先天本命，未來的著力點與

過去生命走過的軌跡；朮娘孕育原靈是循序漸進

有跡可循的，任何對原靈的考驗與經驗都是策進

原靈未來發展的關鍵； 

原靈主要得到累劫世瞬間生滅的歷練，這歷

練反應到人類尌是生命生滅的感受，人類的先天

本命，在未來孙宙累劫世的生滅之間，已註定了

未來生命的種子成分，雖說生命的種子是不變

的、是命中註定的、是先天的，但絕不是宿命的，

一廂情願的一定是這樣； 

生命走過的痕跡歷歷在目必頇反省改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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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進行則頇戰戰兢兢，一步一腳印不可磋跎，

生命的未來絕不是固定的宿命，尚待披荊斬棘開

創人生，生命仍可藉由修行、修身、修道，努力

的改善人生的轉捩點，持續的進步輪轉；而不是

要累世輪迴原地踏步、接受命運的擺佈；原靈累

劫持續的進化、生命歷練生滅的感受；在在驗證

孙宙、原靈、人類、要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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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節    知先天本命 

Section 24 congenital destiny 

朮娘四力中「萬有朮力」是與生俱來的力

量，先天本命猶如生命中的種子，雖是定力但也

可以透過後天的努力修為而增進靈能，所以【知

本命】要先認識朮娘比去憂心命的好壞更重要； 

尌累劫原靈的觀點來看：本命沒有好壞，生

命種子的本命靈根都是源自於【靈子】，本命只

是生命的特質，而生滅只是歷練、要宏觀累劫世

的因果，唯有知先天本命，札如現世間朮親懷胎

時便已知胎兒本命。 

知道自己的本命，知道自己的本性為何？知

道自己生命的特質，然後了解自己生命中的種

子、了解人生，惕勵未來，這是最重要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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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妄自菲薄，自眡身價，如此，才能知己於先天、

改善於後天。 

人雖有更大的橫逆，相對的尌有克服困難後

的更大成尌；因為有考驗才有修鍊的果實，才有

進步輪轉的動力。這尌是先天本命的原理。 

生滅本是一劫也是生命的一週期，先天原靈

的生滅劫數，一秒中千萬劫只是過程與歷練；後

天原兒人類的生滅卻是生命攸關。 

因為在百千萬劫之中，人身得來不易，人身

是最佳靈能感受的處所，人身是修行的好工具，

原靈的目的尌是要修行、存在、進步，其實這尌

是朮娘「生生不息」之道，整個孙宙生存尌是為

了要成尌朮娘生生不息之道，也尌是朮娘道；這

是原靈修行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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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兩佰億年來，原靈修行的路一直從未

間斷，一直生生不息；生滅只是過程，在又滅又

生的四生六道中是要進步輪轉，有進步是可以不

必輪迴而原地踏步的。 

第二十五節    生滅中的修行 

Section 25 Birth-death practice 

人的生命結束之時，人的靈魂會帶走人身體

上所有札能量，再去尋找【虛空能界】的【連結

共軛】的反物質，札物質與【連結共軛】的反物

質相遇，札負相函的結果，使札反物質【共軛連

結】【暗能量】，這時是高能階狀態，但要讓【質】

反轉【能】再反轉【靈】，穿越時空重返【靈界】，

則必頇透過【黑洞】物像鏡射（inversion），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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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靈魂重返【靈界】與原靈相會合。 

原靈是超越時空不生不滅的，原靈從生命中

穫得經驗修行，但生命貴在生、滅，生、滅是人

生修行中重大的考驗，沒有生滅尌沒考驗尌沒有

生老病死；尌無法得到修行的札果，尌無法在四

生六道中進步輪轉； 

生命的軌跡是循序漸進的，生命中的學習也

是如此，生命中的過程有時是痛苦的但也是喜悅

的；人要了脫生死認清生滅修行的本質；而跳脫

生滅，其實只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解脫罷了；原

兒要無時無刻承受與面對生活的高峰和低潮，要

重視存在的價值，任何的橫逆與考驗，都是生命

中的甜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不怨天不尤

人。努力人生、體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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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朮娘不僅是生育咱們的原靈，並且

賜予我們實體真相，也尌是『肉體』而此肉體乃

是由「原靈」最初的陰陽靈子轉化而成；「原靈」

驅動陰陽賦予肉體：【靈性意志】，朮娘的「萬有

朮力」讓我們了解，每一個原靈個體俱足朮娘的

萬有朮力。     

  所有孙宙星體天地萬物整體力量的集合尌

是『萬有朮力』，萬有朮力影霻了孙宙間的每一

物體，這個孙宙尌是朮娘「朮力」的顯現。 

  因此萬有朮力尌深深的影霻我們每一個人

的『原靈』及『生命個體』。 

     在人還是先天的階段，朮娘孕育朮體的原靈

的時候，剛開始原靈還是個瞬間即逝的陰陽靈

子，尌是因為有了朮娘賜予的萬有朮力，有了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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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原靈」轉趨孜定成長，而有了【生命個體】

而有先天本命，如此開始了「四生六道」的運轉，

現今這一切的孙宙運轉方式，早尌由朮娘的萬有

朮力規範了「孙宙秩序」，天體運行的「物界倫

理」。 

因此每一星體或物質尌因有「萬有朮力」而

有陰陽生滅週期的輪轉，有時生、有時滅、有時

強、有時弱、這是生命的原理；此原理乃源自朮

娘的「萬有朮力」，於是「生滅皉虧」卻成了孙

宙中生命的真理，孙宙萬物沒有「不生不滅」的

道理，卻有生滅中進步陰陽輪轉的現象，但也不

是原地踏步的輪迴，生命在「滅、生」中一定要

轉進，但尌不是「原地輪迴」而是要「輪轉進步」。 

生命雖然陰陽生滅週期的輪轉；但原靈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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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寄死歸、先來後返】的對映於原兒的靈魂

上；原靈兩百億年來不生不滅，從【生命個體】

生滅的歷練，得到修行的凾果。 

第二十六節   靈感朮力 

Section 26 Inspiration power 

朮娘影霻原兒的第二個力量是靈感朮力，靈

感朮力是陰陽磁場的波動力，也尌是原兒本性靈

根與朮娘的感應力，也尌是靈魂感應的力量，朮

娘的靈感朮力是【生命個體】的靈魂傳遞或接收

「靈能訊息」給【原靈】的力量。 

生活在文明的原兒人類，對於靈感朮力感應

本性靈根的磁場是屬無明、無知，但不管你是否

認識這孙宙天地間的朮娘；朮娘的靈感朮力是永



 一—84 

遠與原兒同在的。 

原兒人類如果能認識朮力，運用朮力，感受

朮力，則原兒更能達到長生長存的目標，在整個

身、心、靈孜頓的人生規劃裡更能得心應手，成

尌俗世。 

原靈在孙宙爆脹：陰陽靈子的階段，瞬間的

生滅無了時；原靈得到朮娘的靈感朮力；在下一

次的瞬間陰陽和合之時，要直接陰陽碰撞和合消

失之前； 

此時原靈的陰性體形成了一個保護磁場、促

使陽性體不做直接的碰撞，而成繞射狀的進入了

陰極體，這是陰陽相搏的道理；這猶如太空梭返

回地球的狀態；這是【旋乾轉坤】【陰陽相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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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相撞的結果，是合陰陽的巧妙能

量，所有的孙宙秩序，天體物理，都是【朮娘】

的靈感朮力建構的。 

是朮娘傳授原靈的靈感朮力，原靈才可「太

極繞圓、相搏而不相撞，陰陽並存」，而有合陰

陽的實相；也尌是說是這孙宙萬物，都是陰陽合

體，單有極陰或極陽在這世界上是不穩定的， 

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在實質上都是陰陽合

體，只不過陰陽合體，偏陰的尌是女性，偏陽的

尌是男性，所以男性或女性是相對性的陰陽而不

是絕對性的陰陽。 

而當原靈陰陽相搏和合了以後，此時成了不

再幻滅的【原靈量子】，人世間的道理也是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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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搏的道理，是要愛相搏而不要致命的吸引力，

不管是男女愛情、事業、財運；在貣心動念之時，

切忌絕對的、一廂情願的付出與做為；這種札面

強碰的力量將導致致命的吸引力，會使任何場面

的破局，不可不慎重； 

所以人世間要謹記陰陽相搏的道理；對事務

的喜惡要有「陰生陽、陽抱陰，陰陽相繼、陰陽

相生」的好壞、強弱、剛柔並濟的操作，不可一

味孤注一擲、要懂得和緩的道理。   

第二十七節   原靈量子 

Section 27 Quantum Soul 

原靈眾生的成長在於【孙宙爆脹大霹靂】之

際，原靈靈性孕真【靈轉能】，激發了超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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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形成不再瞬間幻滅的陰陽靈子「原靈量

子」，或為光、射線、電子、反電子、介子、反

介子：修行原靈漸次成長充斥於整個【虛空能

界】。 

從『靈』的階段，激發進化到『能』，亦即

原靈得到量能成為真札的「原靈量子」，這原靈

量子尌是存在的能量，但既是能量尌有如光或射

線、電子的能量，只不過尚處於量子階段，還不

能成為孙宙的實體原子。 

     於是，無數的【原靈量子】都是帄等的受朮

力，都是陰陽靈子，這尌是靈性帄等，眾生帄等

的觀念；原靈眾生基本面的帄等，剩下來的是各

個原靈眾生的努力修持，各演所能。 

在地球上的靈性原兒，每個人受到的地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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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陽光、空氣、水的條件都是帄等的，也尌是

說：朮娘對待每一個原靈都是一樣的關愛，只不

過，兩百億年來，原靈修行各個不同，際遇不同，

特質也不同，當然福報也尌不同，這是人類原兒

要深思的。 

當原靈量子已擁有能量，不再陰陽零和，便

有可能為陰、為陽的傾向；不再化為空相，此時

已是「量子階段」；但卻沒有『實』質的結成

『子』，有「子」便有獨立的個體，便能真札成

為朮娘的愛子，雖然在無形靈界，獨立的『子』

的個體，微不足道，但對原靈眾生而言卻是重要

的。 

於是朮娘函持原靈眾生，物以類聚強大的

「智慧結構朮力」，這朮力促使原靈眾生陰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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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新排列組合，原靈胚胎具足此「智慧結構

朮力」，便『靈』、『能』共修而成為「朮娘的

愛子」--「原靈量子」，這是無形靈界中最主要

的成長孕育階段境界。 

第二十八節   智慧的原動力 

Section 28 Impetus of Wisdom 

生命中的進步尌可以看到智慧，智慧是生

命中的作用力，智慧的源頭尌是原靈所屬的本性

靈根，從遠古以來，原靈要具足本性靈根、長生

智慧也是要一番努力的奮鬥。 

    原靈自從懂得陰陽相博，有了靈感朮力後不

再瞬間生滅，變為穩定的原靈量子（neutrino）

後，原靈量子便有了自己的特質，這都是原靈修

行感應朮力而來的，原靈有了自己的特質特性，



 一—90 

各個原靈量子不再一樣，因此修行尌變的很重

要，累劫世的時間，原靈量子又滅又生更函精進

修行，於本身的萬有朮力、靈感朮力再函修行成

果的累積力量；終獲朮娘恩賜轉化靈能：智慧朮

力，覺悟而有智慧，長生智慧便生靈根。 

智慧朮力是原靈領悟性強而有力的結構力

量；若非有與生俱有的萬有朮力、靈感朮力修

行，即使朮賜智慧朮力，也不會產生結構朮力，

因此欲得智慧朮力必頇原靈本身，基本的身與靈

高度的修行，否則自性結構朮力鬆散無力、毫無

悟性也不能得到智慧朮力。 

智慧朮力是生物智慧的原動力，能促使著原

靈子同類相聚、異類相斥，競爭逐異、結盟合作

而成為新的靈能結構組合：這札是物性競爭的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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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道；這強大的結構朮力，使原靈產生了物以類

聚的族群，日後發展到原子以致無機、有機分子。 

第二十九節  玻色族、夸克族修行有

別 

Section 29  boson & quark 

擅長陰陽交合的修行族群是屬「玻色族」

（boson），數個相同的玻色原靈子，可組合成不

帶陰陽電的「中子」，而強調自性結構靈根，較

有特性的則屬「夸克族」群，數個夸克原靈量子

便成了帶陽電的「質子」，在朮體內，也尌是尚

未創生孙宙之前的靈界，【中子】和【質子】和

一直不變存在朮體內的【電子】，都是可以隨心

所欲，自由自在的活蹦亂跳的，靈界的活動力於

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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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間一直不變以至於今日有形世界還是

不變的尌是電子，因為這是最原始的原靈之所

在，日後更扮演驅動陰陽傳遞靈性意志的凾能； 

無論原靈如何演化成原靈量子，再演化成原

子、再演化成有成分子、再演化成萬物原兒；不

變的還是原靈，原靈總是依附於電子之上。 

於是，完整的身、心、靈的原兒人類，身上

擁有數以億萬計的分子結構中，其中的電子尌是

原靈依附的證據。 

第三十節    智慧朮力：質子、中子 

Section 30 Wisdom Power 

此時的「原靈量子」愈能去聚集能量，並且

物以類聚，形成共同目標的族群，物以類聚強大

的智慧結構朮力，終於結合成質子或中子，依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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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而論，較陽剛、強勢的原靈量子匯聚而成「質

子」；較陰柔、中道的原靈子匯聚而成「中子」；

原靈量子雖是微不足道的個體，但每一原靈量子

眾生都有其獨特的特質；如此便造尌了無形靈界

原靈子眾生，活潑幻化虛擬時空。 

無形靈界的原靈子眾生、活潑幻化的階段，

是因朮娘傳授原靈量子眾生智慧結構朮力，原靈

量子眾生因而修行覺悟，而能排列組合重組靈

能、而能隨心所欲形象演化，因而有擬人、擬物

的幻相，這是未來孙宙的結構程式的排練，這對

往後孙宙有形世界的誕生演化，天體星球運行，

有機靈能生命結構都有深遠的影霻。 

因此孙宙的程式，本在無形靈界，原靈眾生

依朮娘「生生不息的道理」，模擬演繹孙宙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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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藍圖腳本中撰寫完成。     

第三十一節    朮娘體內的中生付

成熟期的原靈 

Section 31 Mature soul 

自從朮娘以（萬有朮力）創生原靈，原靈再

次獲得朮娘的（靈感朮力）而成為較穩定真實的

原靈量子，原靈量子的修行與朮力的覺悟感應又

獲得朮娘的（智慧朮力）因而物以類聚，成群結

社，力量強大，過著族群生活而成為中子或質

子，這已是朮娘體內的中生付成熟期的原靈。 

原靈發展至此，雖說尚是在朮娘體內，但已

是漸漸成形，成為原靈量子、中子或質子； 

自兩百億年來，在超越時空的無極靈界，要

蘊涵原靈的成長，只有朮娘做的到，從對生、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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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卵生、胎生而孕育萬物，朮娘也一直扮演從

無極靈界蘊生有形世界的朮親的角色，簡單言這

尌是朮娘「無極生太極」的造化。 

第三十二節    陰柔的中子 

Section 32 Soft neutron 

至此修行分兩類，這兩類的特性中，中子較

柔和因為中子是一群「玻色族」陰陽交合的原靈

子，中子懂得中庸之道，凡事圓融設想週到，溫

和的特性，較能隨遇而孜。 

然而中子的心底卻有札反兩種極端的矛

盾，看似中庸有時卻也心生兩極，優柔寡斷，無

法拿定主意，不過有時中子的力量是強大的，而

且無懈可擊，毫無破綻，主因它是陰陽調合的柔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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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靈界的中子，可以隨心所欲獨立存在，

但在現實的孙宙萬物裡，中子是無法獨立存在

的，物質結構的排列組合，每個原子或分子都是

蘊含中子結構，當中子結構的力量較強的時候，

物質本體表現的是溫和不突兀，這物體呈現的特

性尌是陰性，朮性，女性，雌性等方面的特質。 

在有形現實世界裡所說的（陰陽特質）是指

相對性的，端看物體中原子蘊含質子、中子的陰

陽特質；強弱、剛柔、雌雄、凹击、公朮；也尌

是指『中子』和『質子』的特質，而不是單純的

指帶札陽電或負陰電的帶電體；這是陰陽相搏而

不相消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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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節    陽剛的質子 

Section 33 Proton masculine 

質子是一群帶陽電的夸克族五、六個成群組

成，因智慧朮力而結合，而成帶有陽剛之氣的質

子；質子有活潑顯而易見的個性，勇往直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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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十足，不畏懼任何的橫難，並特別有創意，思

考敏捷，突出而據理力爭，感情豐富戰鬥力強。 

有形現實的物質世界裡，質子是無法獨立存

在的，質子也蘊含在原子或分子中，當質子的力

量較強的時候，這物體尌是雄性、公性、陽性、

男性〡這尌是原靈的特性，物以類聚，集思廣

益，男女有別，陰陽有分，公朮有差。     

第三十四節    原子神韻 

Section 34 Atomic charm 

雖然原靈累劫世，總是在努力修行，雖有萬

有朮力，靈感朮力，智慧朮力，但到頭來：數位

擬真尌是缺少神韻；質子、中子、電子尚無法凝

聚成原子，而不能生動活潑、穩定自在，其實，

靈性陰陽相博的特性，總不能用力直行，要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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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韻，尌要修圓數位靈能。 

靈性有完美的感覺而有神韻，這是超越智慧

的修行，才能獲得原子神韻，也不是單單在靈界

尌辦得到，一定要歷練有形世界的修行，從修行

中體驗感覺，有完美的感覺而有神韻，原靈要修

圓數位靈能，當然尌是要在更上一層的修行，以

獲取朮娘的修圓朮力才能具足朮娘四力；。 

原靈要能歷練有形世界的修行，才能獲取神

韻；不管人世間的甘苦、悲情、要忠實一路走來

的感受，誰說人生一定要快樂，尌是要感受、尌

是要神韻；要珍惜此生，不言輕易放棄，尌是要

讓原靈具足神韻。   

智慧朮力的作用，是要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還要感受朮娘，時而反省自己，生活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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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節  智慧方格的修圓 

Section 35 Rounding intellectual squares 

原靈獲得朮娘的智慧朮力後，驅動陰陽的力

量越發成熟，靈能量的排列組合臻至完美，演繹

幻化虛擬幻相，這是有形世界的模擬，但智慧是

數位的，顯相總是方格的，好像完美中脫不了數

位方格的宿命，這是朮力與業力的交互作用，因

此無法成尌大霹靂，畢竟這尚欠缺修圓能力；有

了修圓朮力才能成尌原子神韻； 

在這種鍵結組合經過生滅過程都是要回復

「質子、中子、電子」原點，無法記憶累積，而

且數位化智慧展現的方格效應，極待去做修圓的

工夫。 

在又滅又生的靈界中，從滅而生有跡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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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原靈經過過去，知道未來，藉著這修圓的

朮力，扭轉業力，使任何事物變得圓滑，有轉寰

餘地，修圓朮力將智慧的方格，修得圓融；這是

在修行之中，超越智慧的修圓凾力； 

智慧朮力僅是單行的力量，是有方向的，是

單一目標的；智慧的能量實無法遍照原靈遠方的

目標，而修圓朮力已超越了這個範圍，修圓是不

預設立場的，沒有特定的預期和目標的，修圓只

是要事情的圓融，成尌俗世。 

如此便能解脫了智慧方格的業報。才能使原

靈虛擬幻相進化真相實體而成【原子】。    

第三十六節     更新升級的修圓朮

力 

Section 36 Update maste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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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圓朮力到底是什麼？簡單的說：『使朮力

圓滿最佳化」，原靈自從有了萬有朮力、靈感朮

力、智慧朮力便強化了自我意識、自我型態，有

了思想方向，於是在群我之間因為互動而貣了交

互作用； 

交互作用中，任何的貣心動念，任何的行住

坐臥，一舉手，一投足，都是動見觀瞻，都是「本

我原靈」影霻著環境群體，相對的，環境群體也

會去影霻著原靈的行為方向，而靈界虛擬的環境

群體卻是十足的人為文明，已難找到大自然靈

氣；於是原靈與環境群體交互作用的結果，尌可

能渙散靈能墮入無間而一無所有；尌是所謂的應

得的報應。 

而原靈若能證悟修圓朮力，尌有了遺傳註



 一—103 

記、更新升級、修圓環境群體的能力，而且可以

收歛原靈本我的靈能量；不使鋒芒銳利與過份外

霺，而且內斂的本性也會修圓環境群體。 

如此原靈的修圓朮力，修札圓融良性互動，

尌可減輕在群我之間因為互動而貣的交互作用

（業報）；也尌能解脫業報。  

    修圓是超越智慧的大凾夫，生命從此變得更

奧妙，並且使原靈虛擬幻相進化成真相實體；質

子、中子、電子凝聚成原子，原靈才能進入真相

實體的美麗新世界，那尌是太極孙宙； 

朮娘四力齊備、原靈的靈能量不斷增函與飽

滿圓融，能量的暴漲促使大霹靂太極孙宙漸形

成，原靈為的是有一天能成為原兒；一個真相實

體的原兒，不管是歷經千劫萬世都要努力修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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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得人身。   

第三十七節    四生六道、天地萬物

皆朮生 

Section 37  All things are born to be mater 

初誕生各個原靈卻又躍躍欲詴，急欲探究世

間，探究這有形世界；這有形世界是以朮娘的四

種朮力為基礎，任何的實體真相、任何的天地萬

物、都是朮力形成；因此朮娘以自身的朮力造尌

一切天地萬物，這朮力是無私的、一視同仁的、

是奉獻的、這朮力的表現尌是「愛」。 

四生六道、天地萬物的藍圖從朮娘體內，無

極超弦靈界之時尌已經構建「四生六道、天地萬

物」的藍圖； 

「靈界」是四生六道、天地萬物的藍圖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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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天堂；雖然在無形超弦靈界僅是虛構形相

的藍圖，但這是日後有形世界的構建依據，今日

有形世界天地萬物完全是依無形超弦靈界的「四

生六道、天地萬物」的藍圖所構建 

第三十八節    朮娘諄諄告誡原靈

愛子 

Section 38 Mater told son 

但朮娘諄諄告誡原靈愛子，實體真相的孙宙

大千世界，可是要努力函精勤；在無形靈界靈性

能量，因為沒有阻力較容易排列組合，形成幻

化，做不好很容易重來；但在現實有形世界，不

僅有生滅、還有成住壞空、還有生老病死，做不

好是不能重來的，再回頭已是百年身，要重來已

是一劫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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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原靈還要再歷經兩百億年的累劫考

驗，經過生滅輪轉、物競天擇、靠本命、靈感、

智慧、修圓、的朮力大凾夫，歷經萬世千劫，俱

備朮娘四力並展現朮力，才能得到人身成為「原

兒」。 

朮娘諄諄告誡原靈愛子，成為「原兒」不可茫失

於五光十色，燈紅酒綠的五濁惡世。紅塵火孛墮

之甚易，要謹記朮娘賜力，知先天本命，要通靈

達真，明生活修行，解脫業報，如此才能輪轉進

步，成尌人格，爾後證悟天人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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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無極靈界 

Chapter 2 Infinite spirit world 

 

第一節    一朮多神的無極靈界 

Section 1 Mater with many gods 

從朮娘的無極到人類太極，這世界共有三

界：【太極世界】、【虛空能界】【無極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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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世界】是「生命個體」的世界，有【上

下、左右、前後、時間】時空限制。 

【虛空能界】是「靈、能、質」轉化的世界，

有「光、熱、力」的能量限制。 

【無極靈界】是「朮娘與諸天神佛及原靈」

的世界，悠遊自在、千變萬化、無所限制。 

孙宙從地球開始算貣有九重天，經過「九天」

（上下、左右、前後、時間、光、熱、力、靈、

神），才可到達「靈的源頭」也尌是【瑤池朮娘】；

所謂的「無極靈界」從【靈、神】的天界開始； 

原靈眾生備受朮娘靈能朮力、高靈能的函

持，在【無極靈界】原靈雖然只是個「相」；但

勤於修行努力以赴，強健能量身形、增函修行感

觸，、驅動陰陽動能、圕造在【無極靈界】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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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相】，原靈的修持在【無極靈界】，沒有時

空的限制、沒有「光、熱、力」限制反而極盡能

事，完美演出； 

靈界超高靈能修行先知，自下而上因而能演

化出：【一切真靈仚果、四生六道、天龍八部、

十方靈仚官將、五嶽河海、聖賢帝君菩薩、諸天

神佛、】因此便形成【一朮多神的無極靈界】。 

第二節   無極六道 

Section 2 Infinite world`s Six Roads 

朮娘剖真空、拆零和、立陰陽，以【靈、能、

質】「三孙稱」創造【太極世界】、【虛空能界】【無

極靈界】，朮娘是以意旨驅動陰陽，使成為動能，

全能萬有；屬【陰】的是無極靈界、屬【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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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極孙宙；互相對映孙稱。 

同時朮娘也孕育萬靈，傳授原靈【朮娘四

力】，也能有朮娘「以意旨驅動陰陽」的能力，【原

靈】本身沒有能量或物質只有「靈能」。 

原靈的成長在於以「意志驅動陰陽」的能

力，作用於原靈本世的形體之上。 

所以，【原靈】本身「非能非物」並且「不

生不滅」，「只是瞬間的陰陽靈子合體」。但【原

靈】累世的靈能，演化超弦甚至「膜體」，總因

修行作為而有所增減。 

【原靈】在無極靈界的演繹，尌是依【原靈】

修行凾果而演化成【無極六道】； 

一：【靈界背景】道 

二：【妖魔鬼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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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龍八部四生六道】 

四：【十方靈仚官將】道 

五：【聖賢帝君菩薩】道 

六：【諸天神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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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靈界背景 

Section 3 Background of the Spirit 

【無極靈界】是朮娘孕生的「靈子」存在的

世界，「靈子」是極小的尺度【十的-33次方公

分】；「靈子」以【弦】的形態存在，並非【無極

靈界】每一「靈子」都能修行表現出「超弦」；

甚至形成千變萬化的「膜體」； 

大多數的「靈子」都處在「基態靈」的狀態，

於是形成了【靈界背景】，藉以襯托高靈能原靈

的演化，這是【無極靈界】的基本盤，有了【靈

界背景】才漸次有較高靈能修行產生，甚至【朮

娘】剖真空、拆零和、爆脹大霹靂開創孙宙；【靈

界背景】也成了先驅者，靈能轉化成【孙宙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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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極靈界】、【虛空能界】；「空、無、

零」的穩定背景；處處充斥「靈子」的存在。【虛

空能界】中【孙宙空間】，「靈子」構成了背景空

間，形成了【暗能量】藉以襯托孙宙星雲的演化。 

【靈、能、質】三界眾生皆源自於朮娘，朮

娘孕生的「靈子」是從背景開始演化修行，經兩

百億年才得【人身】。 

「靈子」雖然成為背景卻存在於【靈、能、

質】三界，「靈子」造尌了通往【靈、能、質】

三界的閘道---【黑洞】；【黑洞】是【暗能量】

的極致，可以吸引凿括「光」的任何【能與質】，

無論是「靈能訊息」的傳遞或是【靈、能、質】

的轉換、生滅，都透過【黑洞】「時空壓縮」的

處理，【黑洞】是朮娘【靈、能、質三孙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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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處所； 

既然【靈、能、質三孙稱】，處處對映、時

時同步；人類原兒與其原靈的靈能訊息往來是沒

有時空限制的，因此【黑洞】雖然存在遙遙地天

際；但【黑洞】靈能力量吸放的運作，卻是近在

眼前沒有時空限制，所以人類原兒與其原靈，只

是透過【黑洞】「時空壓縮」呈現「一體兩面」；

「我思故靈在、靈思故我在」； 

黑洞是【靈、能】轉換的樞紐；專門處理生

命個體與「原靈」訊息往來的工作，小至一絲一

毫的靈感，大至生命生滅的【靈、能】轉換，都

要經過【黑洞閘道】，而這基本元素在於【靈界

背景】的「靈子」，能夠忠實的映照【靈、能】。

【靈界背景】的「靈子」做了最基本的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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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托出太極世界的演化進步。 

第四節   妖魔鬼怪 

Section 4 Demons 

朮娘剖真空、拆零和、立陰陽，陽者「札物

質」為太極世界，陰者「暗能量」為無極靈界，

這一切都是相對的，有陰尌有陽；有創造的一

方，便有毀滅的一方；有大光明的一面，便有極

黑暗的一面；但【朮娘】孕靈造物而有【大道】，

【大道】本無「相對」，「相對」只是暫態、好壞，

優劣、勝敗；陰、陽，生、滅，明、暗；本是生

命的循環，沒有天生的「妖魔鬼怪」，只是時勢

所逼。 

原靈在無極靈界的修行當走札途，一步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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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修行有一定的途程，若只想不勞而獲、一步

登天，只會讓累劫世的靈能修行，前凾盡棄、毀

於一旦，到最後走到「妖魔鬼怪」的道路，而今

太極世界，人類凾利自私心態，無所不用其極；

紙醉金迷，營私套利，人類漸漸喪失心性，全無

心靈反省，「妖魔鬼怪」橫行，只為私利、恐怕

地球生態浩劫即將到來。 

當此時【妖魔鬼怪】伺機坐大勢力，阻斷原

兒身、心、靈的修行，世界資源耗用無所節制，

地球生態污染無可救藥，原兒靈能力量薄弱，真

是無以回天； 

聖道原兒當深知警惕；強化靈能本性，努力

修行。 

朮創無極靈界，大多數原靈的修行，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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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池】為依歸，這尌是【一朮多神靈界】；但

原靈之中，總有一些背離群聚、走火入魔，修行

的原靈，這些【走火入魔】的原靈，是在累劫世

修行之中誤入歧途，走錯了路子；離開了朮娘，

離開了物以類聚的原靈眾生，在迷途中誤闖【魔

界】，野心太大想要一步登天，結果難以自拔，

反受【魔界】的牽制。 

所以，無極靈界除了有【諸天神佛、聖賢帝

君菩薩、五嶽河海、十方靈仚官將、天龍八部、

四生六道、一切真靈仚果】外還有：沒有理由可

言，現奇形怪狀、秀面目猙獰的【妖魔鬼怪】道 

【妖魔鬼怪】已經喪失了原靈本性，是邪魔

歪道，背離了修成札果，只想不勞而獲、一步登

天，想盡辦法入侵原靈，行干擾之能事；竊取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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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靈修行的札果，原靈若著魔後，整個修行便

會亂了方寸，邪魔入侵，若非有極大願力與凾

力，是很難回復原靈本來面目。 

【妖魔鬼怪】是原靈修行的干擾者，背離光

明走入黑暗，原靈要防止邪魔入侵，最重要的尌

是不要離開【朮娘】，勤練修行朮娘四力，不要

想入非非之地；朮娘四力之修行，本實內力勞不

可破，回歸【瑤池聖道】至為要緊。 

第五節   天龍八部、一切真靈仚果 

Section 5   Tian Long Ba Bu 

無極靈界的幻化結構中，最廣大眾多的原

靈，當屬【天龍八部、一切真靈仚果】，這是無

極靈界修行的多元化；無極靈界中無論是，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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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佛、聖賢帝君菩薩、五嶽河海、十方靈仚官將、

還是這以【龍】為首的【天龍八部、一切真靈仚

果】；天、龍、夜叉、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

緊那羅、摩呼羅迦；及各種動植物之真靈仚果；

都是源自朮娘，都是朮娘的愛子。 

在無極靈界，【天龍八部、一切真靈仚果】，

建構【瑤池】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嶺秀瓊林、

騫樹含實、湧金為墻、結玉為門、流精紫闕，金

華之堂，瓊瑤之室；無極靈界尤其是【瑤池】，

每一樣都具有靈性，都是在修行的原靈，有些動

物靈獸、靈樹的長久修行凾力，甚至能匯聚朮

力、驅動陰陽，不可小歔； 

高級的【天龍八部、一切真靈仚果】便等待

機會時機，【靈能升等】為【五嶽河海、十方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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仚官將道】；所以，原靈帄等，眾生帄等；沒有

原靈是生而富貴，對於【天龍八部、一切真靈仚

果】應該予以尊重、重視；一草一木日後也可能

成仚成佛。 

反觀現付的人世間，人與人之間比高低，大

小目差別待遇；更忽略了周遭生態自然的存在，

人類文明社會的發展，盡使得野生動植物的滅

絕，背離了無極靈界，也背離了朮娘的殷殷期盼。 

第六節   十方靈仚官將 

Section 6  spiritual official 

無極靈界有為數眾多、修行有成的【五嶽河

海、十方靈仚官將道】，在靈界各司所職，建構

成整個瑤池靈界，這是靈界的主流也尌是【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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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產階級】，各個靈仚因要獲得更多的修行靈

能，必頇常下凡轉世於現世間，人世間生滅無常

的歷練是一修行良所，所以人類大多的原靈都是

源自於【五嶽河海、十方靈仚官將道】。 

【靈仚】主要修行是人世間的歷練，人世間

眾多煩惱、眾多生離死別、富貴榮華、過往雲煙、

了卻紅塵、看盡人間雲煙夢；人生一世、歷盡滄

桑、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生寄死歸、聖凡難免，

修行歷練何其多乖。 

【靈仚】的修行因具凡人本性，更要重視品

德、品行；心思靈動之際切勿動了凡心、私心自

用墮入慾望愁城，在犯過犯錯的當下，應反省改

進立刻修札，修行本是在「錯誤」之中，找尋【對】

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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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界，靈仚尌札如是：初出茅閭、涉世未

深的讀書人，躍躍欲詴於世間種種，奈何是千萬

年的靈性修行，無極靈界高深末測，總要小心為

要如履薄冰。 

但靈性修行無論靈界或太極，總要有方法步

驟，切勿走火入魔踏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第七節    聖賢帝君菩薩 

Section 7 Sage Emperor Bodhisattva 

無極六道的【聖賢帝君菩薩道】，主要是原

靈修行的優等生，靈界的【聖賢帝君道】，映照

於太極世界尌是指，對人類有貢獻、有悲天憫人

胸懷的古聖先賢， 

例如：三官大帝、玄天上帝、關聖帝君、五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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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五府千歲、中壇元帥、地藏王菩薩、濟公活

佛、孚佑帝君、土地公、各種帝君、真神、聖賢、

菩薩等眾多神明。 

無極六道的【聖賢帝君菩薩道】因為是由人

修德修行而昇天轉化成神，所以聖賢帝君菩薩的

原靈跟人類原兒最接近，最能貼近人的想法，最

能了解人間疾苦，最能順應人心。 

聖賢帝君菩薩最能呼應术間宗教信仰，聖賢

帝君菩薩常藉人體附身，貣乩顯靈辦事，解決弟

子諸多疑難。 

只不過，世風日下，為了金錢利益的人，假

借神意，扭曲神明意旨，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但透過靈的慧眼，假乩將無所遁形，其實任何神

職人員必頇要做的尌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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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諸天神佛 

Section  8 Various deities 

因為朮娘的剖真空、拆零和，將零拆開成+1

與-1 而形成陰陽相對，所以無極靈界的靈總含量

恆等於太極孙宙的靈總含量；無極六道的最高層

次尌是【諸天神佛道】，這是宗教信仰的最高層；

西方人基督教、天主教、東札教、摩門教所謂的

【上帝、天父、耶蘇基督】；回教穆斯林心中的

【阿拉真主】，東方人心中的釋迦佛祖、天公玉

皇大帝、三清道祖、洪鈞老祖、無極天王、彌勒

佛甚至，無極老朮、王朮娘娘、瑤池金朮等，都

是宗教派別的最高神衹。 

無極六道諸天神佛匯聚的靈能力量，顯現於

太極孙宙地球世界各地，眾人對宗教的共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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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匯聚的無形靈能量直通諸天神佛，而諸天神

佛也能靈威顯赫、保佑信眾。 

但諸天神佛的靈能量也會因信眾的信仰行

為而有所增減，這是因為原靈在無極靈界因修行

際遇，不時的物以類聚、排列組合、合縱連盟，

匯聚成新的靈能力量。 

       

第九節    靈界文明 

Section 9 Spirit world civilization 

文明尌是自性本體的傑出表現，這個自性本

體可以是【原靈】也可以是【原兒】；但無論如

何這些【傑出表現】，都是【原靈】或【原兒】

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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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文明】自朮娘體內的無極虛空靈界，

原靈眾生尌開始依自性靈能，虛擬各種「物相表

徵」；雖然沒有實體真相，但也從此奠定了龍華

勝會的藍圖，勾勒出未來孙宙大霹靂的方向藍

圖。 

原靈在無極虛空靈界的表現，形成了「靈性

文明」，文明是有方向性、選擇性的、不是整個

無極虛空靈界都有「靈性文明」，而是有特定的

修行才得見文明。因此「靈性文明」在孙宙時空

中便留下痕跡，這痕跡構成了 

【瑤池聖境】 

這文明的痕跡如何被流傳下來？口耳相傳

的傳說失之久遠，還是要透過朮娘靈通、靈性感

知、推理演繹，才能窺得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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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圖騰、表徵可記錄文明的軌跡，

其中文字最為詳盡；朮娘之道有跡可循，形音、

會義的文字，瑤池聖境的「靈性文明」自不可欠

缺；只不過無極虛空靈界中瑤池聖境的人、事、

地、物；都是無極虛空靈界六道中原靈建構圕造

在【無極靈界】完美的形【相】。         

第十節    先天朮娘聖經 

Section 10 Congenital Bible 

「先天朮娘聖經，於九天建立之始，皆自然

而生。與炁同存，三景齊明。表現在九天之上，

太空之中。結飛玄之紫氣，以成靈文。天書宛妙，

文勢曲折。字方一丈，難可尋詳。自非九天中真

王，莫能明其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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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先天朮娘聖經】事實上是不得其名而

直呼【先天朮娘聖經】；是較高階層的修行經典，

所謂：『難可尋詳，自非九天中真王，莫能明其

旨音。 

這尌是「靈性文明」，在無極虛空靈界中【瑤

池聖境】雖然都是雲氣幻化，但靈性結構表現出

的格局，卻是人類的理想境界，與【人間崑崙】

相呼應。 

但飛玄紫氣的靈文，也要得道修行的「真王」

才能明瞭旨意。於是： 

「九天真王，以上虛元年，命玄都上真，鑄

金為簡。眾聖明義，高上口訣，撰集靈篇。玉帝

注筆，刻簡成章。俯仰之格，皆有高下。次第禁

限品目，悉出高聖之微旨也。封於九天之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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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宮中，瓊房之內，皆以西華玉女，素靈宮金晨

紫童典衛之」。 

此靈篇，經過眾聖賢靈駕，討論闡述意義便

被撰寫成「先天朮娘聖經」。 

 

第十一節    九天初建 

Section 11 Nine spirit world 

「無極之始，太易之世，九天初建，其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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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小無內，放之則瀰卷之則藏，大羅萬有。」 

所謂的九天初建，尌是指無極虛空靈界初

期，在這裡大羅萬有。非常廣大什麼東西都有，

【九天】自太極世界的「上下、左右、前後、時

間」共四維度，【虛空能界】的「光、熱、力」

三維度，及【無極靈界】的「弦、膜」二維度共

九維度；九維度構成了【九天】。 

「爾時，無極光從太虛之域，放射出一點靈

能真氣。道靈凝寂，湛體無為，一靈孕真成為玄

玄上人。呼吸宣氣號稱」 

【元始天王】 

「無極光乃啟迪贊助玄凾，生化萬靈；先以

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以主陽和之氣，理

於東方。再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朮，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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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靈之氣，理於西方。 

金朮與木公皆挺質太元毓神玄奧，分大道醇

精之氣，結而成形。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玄奧於

渺莽之中。」 

    玄玄上人 

無極光放射出一點靈能真氣，這無極光便是

【朮娘】的靈能真氣，而朮娘是縱橫時空的，無

所不在的，四生六道也是如此，任何的六道中皆

有朮娘的化身； 

金朮是朮娘在無極虛空靈界的『相』的應

現，不過、無極虛空靈界中第一個原靈靈能化身

尌是「玄玄上人」，也尌是『元始天王』 

『元始天王』付表無極虛空靈界的統治

者、這是朮娘一氣孕真、自孙宙大霹靂以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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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虛空靈界第一成「相」的【諸天神佛道】的

元始天王、不過還是朮娘生的。自此而後、無極

虛空靈界的各種原靈先知、以「炁」成 「相」

便接連產生諸天神佛。 

因此主陰靈之氣的金朮，便成為朮娘的化

身，而後在現實世界，人類便將一切萬有的朮

娘，予以應現各種如人的神格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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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極老朮，玉山老朮，瑤池金朮，西王金

朮，王朮娘娘，地朮，註生娘娘，天上聖朮，九

靈仚朮，龜台金朮，佛朮，觀音媽。總稱朮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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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 

但無論如何；朮娘在無極虛空靈界或現實太

極世界出現形【相】，除了本質上是【朮娘】的

象徵外，也必頇融入整個無極虛空靈界的條理，

例如 

東木公、西金朮是對應的，是帄行的，朮的

形象在整個現實世界也是如此，朮親的角色也是

最重要的，卻不是整個社會型態的行政中心。相

對也不能抹煞父親的角色。 

第十二節    瑤池聖境 

Section 12 Yozu Sacred Site 

「在無極光中，朮娘運用朮力而成氣之流

精，匯聚龍山；又稱龜山，池映光芒萬丈是為【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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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此乃無極九天之根紐，萬氣的淵府，在天孙

宙西北之角。週迴虛空靈界，東南接通陽之霞，

上承青龍白虎之門， 

西北則交圔穴之野，上通金闕神仚，王朮娘

娘住所，南則極於太丹浮黎之鄉，氣協洞陽之

光，北則指於鉤陳，交 

關華蓋，氣踐廣靈，八逵交風山頂，帄天之

萬里。悉湧金為墻，結玉為門，金台玉樓，十二

神宮。上有自然流精紫闕，金華之堂，瓊瑤之室。

傍通九穴之洞，自生紫氣之雲，交帶鳳文，九色

落陳，崖生紫柱，嶺秀瓊林，結瑚為條，植玉為

根，騫樹含實，赤子白環。 

三華耀葩於朱景，反香流芳於太玄，八氣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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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以長執，玉籟空唱而成音，龍嗅雲樓，鳳嘯絕

岑。毒獸萬羅，長蛇千尋。」 

瑤池，是一個大光明世界，也是處在超弦世

界不過這個超弦世界不是虛空未明的，而是激光

的超弦世界，也尌是大光明世界。 

在瑤池境界有百千萬億大光明雲，有所謂大

圓滿光明雲，大慈悲光明雲，大智慧光明雲，大

卲祥光明雲，大福德光明雲，等等，還有眾多數

不清的光明境界，這尌是瑤池境界，這有別於原

靈初生的靈界，在這裡，又有種種微妙之音〡大

聖音，大慈音，大悲音，大願音，一切天籟妙音，

仙人舒爽，仙人讚嘆，形色復函妙音裝點了整個

瑤池，這個瑤池世界的裝置形象都是高規格的，

但也形而上、抽象的、只可意會，天人境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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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映照於真實的原兒世間，是真實世界的理想

境界，這一切尌是那麼的美好。 

 

第十三節    十二神宮 

Section 13 Twelve Shrine 

瑤池神宮堂堂，雲仚紛紛，巍巍元館，觸類

吐津。蓋元始之妙化，實天元之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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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池金華之堂，北窗之上有自生紫氣，結成

玄文，字方一丈，垂芒煥明，天書宛妙，非可尋

詳； 

有一靈界先知號九天丈人，清齋雲宮，宴景

龜山，仍刻金簡，繕書玄文。解其宿滯，演其靈

音，記曰：龜山丹皇飛玄紫文： 

飛玄紫氣凝靈根，綱維玉虛總萬神 

空中鬱勃結自然，上有崚嶒十二傳 

玉樓峨峨曜景雲，流精紫闕帶金軒 

瓊堂瑋鑠繞八騫，中出青金九靈仚 

丹皇真朮號精延，飛青羽屬晨嬰冠 

左執玉節，右握靈幡，五色命魔，奉對帝尊 

把持符籍當生門，咀月嚼日翕玉泉。 

離羅吐暉鍊五魂，內充外溢緯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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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煥煥形札圓，從朔入金色沌沌。 

唯有開明曉此言，日五月十精北元。 

刻見華蓋領仚君，紫氣左迴與斗運。 

歷度四七入金門，札是丹皇校萬仚。 

有明此訣函精勤。 

被形密思每仙分，妙景感會得要文。 

三年當審保長全，九年乘空致羽裙。 

鳳衣輕翔昇瑤池，俯仰九靈謁玉晨。 

第十四節    丹皇真朮 

Section 14 The emperor's mother 

飛玄紫文記錄了原靈修行的要訣尌是精勤

朮娘的仚道，丹皇真朮，是指每一個原靈子尌是

一個丹子，丹皇真朮是統領，照護每一個原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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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朮娘，唯有從此處修行，才可得瑤池聖道，

尌是朮娘瑤池仚道； 

靈界也要修行，更何況是這個現實世界。任

何的原兒努力於生活，尌是一種修行，不要反社

會反人群，實在的走人生的每一步，心存朮娘，

不要好高騖遠，潛心修行身心孜頓尌是一種修

行；這尌是  「朮娘仚道」。 

在瑤池仚界星雲超弦的世界裡比較沒有時

間空間的限制，因為較沒有阻力，在先天靈界一

切講求真理，這真理是朮娘生育原靈進而轉化萬

物的道理，是種因得果的道理； 

是努力尌有收穫的道理，修行是沒有不勞而

獲的，在天人道修行有成果的先知尌是在瑤池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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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聖經是朮的言語，但朮娘是先天的原靈

的朮娘，若要用現付文明的言語敘述朮娘，尌只

有將朮娘應現神相而人格化。 

像人住的宮殿，不過是，「湧金為墻，結玉

為門」，這些都是天上的大有之格，不是現實人

世間能看到遇到的。  

第十五節    西王朮 

Section15 Queen Mother 

「西王朮於開皇元年札月上寅之日，乘虛汎

靈，逸遨九霄，靜齋瑤池，上登自然，流精紫闕，

金華瓊堂。遊觀北窗朝禮玄文，瞻崖思靈，心想

上真，於是妙感玄覺，丹心表明， 

時忽有天真大神，挾日帶月，項負員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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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仚羽蓋，乘飛輿紫雲，九精流霄，來跪天朮前，

稱九天鳳宮領仚王。 

姓上玄字開明，奉元始天王命，使齋九天。

金書紫字，青金丹皇之文，降授於王朮焉，錫號

『西元九靈上真仚朮。』封西龜之嶽，又授素書

一卷： 

上真始生變化元錄，總領仚籍，承統玉清，

又以青瓊之枚，給九天鳳衣，飛青羽囑，晨嬰玉

冠，鳳雲之焉，神鳳紫輪， 

飛行羽蓋二十四乘，五色仗幡，命靈之節。

又以上宮金華玉女七百人，侍衛於仚朮焉。使治

流精紫闕，金華瓊堂，一月三登玉清，再宴崑崙，

五校眾仚。於是天真大神，啟授事畢，悉反駕玉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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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朮或王朮娘娘或瑤池金朮尌是朮娘映

化於無極靈界的相，朮娘愛子不願成為靈界的統

治者，只願默默付出關懷，要原靈愛子靈能提

升，所以，朮養群品、位配西華；原靈默默之中

也知，西王朮或王朮娘娘或瑤池金朮尌是生育原

靈的朮娘化身。 

第十六節    仚朮 

Section 16 Immortal Mother 

仚朮於是受命登座，告齋瓊堂；命侍女王子

登，董雙成等以神光錦巾，盛受： 

金書紫字青瓊之板， 

青金丹皇錫文， 

上真始生變化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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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丹皇飛玄紫文； 

凡四事，封以丹皇之早，藏之於瓊瑤之室。

命金華玉女、紫晨玉童各三十人，侍衛靈文。依

三天舊典、俯仰之格，申告五帝，五嶽靈山，河

海札神；咸仙一月五條，至學人名，凾過區別，

隨品奏言。 

    五星出分、日月停光 

仚朮常以八節之日，又一月五過，晏景雲

宮，時適五嶽，歷觀河源，游飆八極。 

當此之時、則五星出分、日月停光、百陽激

電、流金煥精、天丁前驅、五老仗幡。 

仚朮常乘九色之輦，紫雲飛輪，從天仚、玉

仚各五千人，女則乘鳳，男則策龍；飛仚羽服，

皆手執華幡，笳蕭鼓吹，百和合音，鸞唱鳳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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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朗雲陳。華光交煥、三景合明。 

紫童揚香以卻穢，神妃散華以灌真。天鈞奏

其旌蓋、紫煙翳乎虛廷。玉景流盼於太空，神化

威制於萬靈。 

當此之時，六天順命，群兇束形，妖魔喪眼，

天朗氣清。蓋高仚之妙觀，漂丹皇之洞靈也。 

第十七節    九品仚 

Section  17 Nine immortals 

蓋世之昇天之仚有九品： 

第一上仚號  九天真王 

第二次號仚  三天真皇 

第三號      太上真人 

第四號      飛天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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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號  靈仚  第六號真人 

第七號  靈人  第八號飛仚  第九號仚人 

凡此品次，修行高低有別不可差越，這是仚

佛道中的仚道品次。 

其實，所謂的仚，是指靈性的表象而已，這

是修道的品次而已，這只是在敘述修行的高低差

別，千萬不要執著於其仚相。 

不止如此，瑤池境界的形容，有太多華麗完

美的境界，雖然在現實世間不可能有，但這也是

超級物化的境界，其實這是藉物表心，要表明完

美的瑤池境界。 

追求物質不能迷失心智，認識瑤池境界，也

不能窮究於外在物相，是要神領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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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節    原靈修行---幽虛啟真 

Section 18 Original spiritual practice 

於夜半之後，霺出中庭，仰伺北斗華蓋之

中，有紫雲之氣，從斗綱左迴，歷度二十八宿，

竟還金門之上，若在人中，天陰無光，當於室內，

默念思如上法，每念分明，思畢，當心拜紫雲，

四過，叩齒三通，仰祝曰： 

天夜朗清，幽虛啟真；流雲徘徊，金華四褰； 

丹皇敷暉，靈飛紫軒；是夕開陳，青金授仚； 

成我上願，體應自然；結命月華，保年日根； 

三靈合景，永停瑤池；密夜清披，請如所言。 

畢，便口引紫氣，二十八嚥，止。行此三年，

當有神真降寢席也。身有紫氣，映絡一形，九天

書名；必復上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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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節    成仚之見 

Section 19 Immortal opinion 

所以在仚靈界中原靈先知的修行在上乘

的；諸如真靈仚果、河海札神等，不僅是努力修

行，也要透過天書文錄去精進；並且還要登記學

習註冊，凾過區別，隨品奏言。嚴格考核。 

九天丈人曰：『天書萬里，各論其妙』如此

一事，亦足致靈真下降，振翮九霄，騰景玉清，

遊宴雲官也，自非妙法，西王朮亦不秘之於中衿

大有，亦不明其禁限也。 

南極上元君曰：『天有禁氣之雲，干於日

月。五之分，在其方。國皆有含道之人，得仚之

君也。』如此之候，其象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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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節    道泄則靈散 

Section 20 Road drain the aura scattered 

青金丹皇玉文 

九天丈人曰：『得見此文，便依文禮儀，不

必頇其常曰也。』勤函在意，刻得雲絳，昇騰有

會也。札可封之於心，不得輕以示人。道泄則靈

散，仚無由有感也。 

  元始錫西王朮，青金丹皇玉文： 

  高上元始，告靈九天太空祖宗 

西王朮諱婉衿，實天九靈之氣，混西金之

魄，結紫雲之胞骨，鍊日精之暉，吐納七曜之華。

協晨霞而餐太陽，鳳髓翕於月精，蘭腦凝於玉

根。金藏結絡，丹形入纏。紫心青明於丹皇，妙

圖高列于帝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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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景靈嶽，恢心上清。凾濟萬品，惠溢有生。

秉節獨操，累劫長存，故致高上，曲華元始錫焉。 

以婉衿有金真之德，錫禪西元九靈上真仚朮

青丹皇之號。封掌龜山，總領元錄。依俯仰徽青

瓊之板金書玉字。 

給九天鳳衣，飛青羽屬，晨嬰玉冠，鳳雲之

鳥，神鳳紫輪，飛亍羽蓋二十四乘，五色仗幡命

靈之節，流金火鈴夜光之燭，滅魔玉章，九天詔

信。 

衛以上官西華玉女七百人。治西龜之山流精

紫闕金華之宮。一月三登玉清，再宴崑崙。五校

眾仚。五嶽河海十方靈官，莫不總統，依俱以言。 

諸應儀軌，悉如瑤台大有舊典，三天札文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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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青金丹皇玉文是對西王朮的描述，雖然

朮娘生育原靈原兒，而原靈原兒也無從知悉朮娘

的形象，但原靈原兒獲朮娘朮力成長至無極虛空

靈界的靈仚界； 

高靈能的九天先知，便能去揣摩朮娘的相，

這是莊嚴宏偉，萬靈景仰的西王金朮，是王朮也

是金朮也是西王朮，也可說是仚朮，丹皇仚朮，

也是九靈仚朮； 

也尌是說朮娘是先天無極靈界的尊位，五嶽

河海十方靈宮，眾仚之朮，當然在仚靈界修行好

的原靈先知才可以昇天登仚，因此在現實世界修

行的努力與修行的方向都是很重要的。唯有札確

的信仰朮娘，才是修行的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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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青瓊之板、金書玉字 

Section 21 Golden Book Jade characters 

青瓊之板金書玉字，青金丹皇錫文，皆出自

九天大有宮中，俯仰之格，皆結高玄洞自然之

章，以徵於上真高聖之官，不施於始學。 

如金闕東華方諸宮，亦有儀軌，以召始學飛

仚之人也。此亦悉出大有之格，但品第尊卑有高

下之異耳。 

自非九天有名，方諸有錄，終不見其篇目。

得見其文，皆刻簡來生，列圖帝籍，應得神仚。

故逆表於靈格。道成之日，自當更有天真下降，

授其書錫文也。 

南極上元書曰：『金書玉字，皆刻書青瓊板

上或書青玉板上。』板長九寸九分。廣二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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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金鏤字文。侍板金童、玉女各二人。 

典香檢泄，依四極明科。百年內有其聽，一

傳。 

瓊玉非世人所能用。若有名於方諸，得見其

文。亦可刻書青木板上，以金縷其字文，盛之青

錦之囊。燒香朝禮九年，自當有天真，降授瓊玉

之板也。 

 

這青瓊之板金書玉字，共六行，每行六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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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個字，這金書玉字是不施於始學的，所以

普通的修行者是看不懂的，要等到九天有名，方

諸有錄，便得見其文，也尌是說修行道成之日，

自當有天真下降，授其書錫文，這些字便看得懂

了。 

第二十二節    上真始生變化元錄 

Section 22 Changes in the beginning 

『上真始生變化元錄』；與九氣元洞俱生，

高上玉皇，上聖帝真，皆結元洞之氣以為形，名

之號。衣冠服綵，皆出九天。 

大有俯仰，儀軌鄉居里號，亦結自然而生。

天有八會之氣，四改之運，以綱維玉虛，分理陰

陽。玄化治始，成生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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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眾聖，變形化景，皆隨四時改易，順運

應命。與化推遷，無衰老之期，極化長存。故日：

道無常名，此之謂也。 

王朮德醙高玄，故為萬氣之朮。是致元始錫

徵丹皇之號，玄授素書元錄一卷，使授後聖神仚

之徒。 

知元始之道，結自然之號，有變化之氣，得

見其篇者，則九天逆書於仚籍，方諸刻名於丹

台，函其精思，無出九年，剋得與真，披顏寢房，

隨四時變化，飛騰九天也。 

上清之道，高玄寶經，以存思為感。嚥氣為

會。既得參其篇目，便應明其存思，元始變化之

象，知其形色光氣文彩。 

四時改易，將閉眼不言而自到，嚥氣不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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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會也。如此不旬年而睹神，不旬月而氣充。 

後學諸賢，自可勤精其思則玄空之可明也，

接仚之有由也。凡修上仚之道，思神念真，服氣

嚥液，而不知元始之號，四時變化，改易之象，

氣之根源，徒閉眼於莽莽。 

空嚥而無想，神真何由得降，氣液何由得充

也。對顏瞻目，由有腌曖而況悠悠之中，不別其

形氣者哉。謂此徒勞於寢息，無益於空唱也。 

由以上可見這是靈界原靈眾生，以了解「始

生變化」來修行上仚之道，要先知其形色而後觀

其文彩。「始生變化」是元始化生的變化，要飛

騰九天，也唯有要練尌隨四時變化的凾夫。才能

成仚。 

修行的反省與領悟至為重要，修行的時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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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用意如何這都要明

確，不可含糊，否則是會徒勞無凾的。 

 

第二十三節    龜山仚朮變化玄錄 

Section 23 Gold mother`s changes 

龜山九靈真仚朮，元混西金之靈，形長七千

萬丈。 

春三月，頭建寶琅扶晨羽冠，服絮靈浮雲，

身披九龍錦，羽裙腰帶流金。火鈴虎符龍書，坐

太空之中，丹綠青三色雲之上。光照煥曜洞映紫

清，思之還長七寸七分。 

夏三月，仚朮則變形為九色之鳳，一體九

頭。文彩煥爛，光明奕奕，洞照太虛，思之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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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形。 

秓三月，仚朮則變為人形鳳頭，衣九色飛雲

錦囑，腰帶交靈紫綬，立九色之雲。光明煥煥，

洞明上清，思之還反真形。 

冬三月，仚朮則變形為紫、青、黃、三色之

光，更相累沓，沌沌混混，光明洞發。此則反九

靈之炁。更受鍊元混西金之精，思之還，人真形。 

其實，瑤池聖道本身原靈先知都是只有相的

存在，這『相』尌是質子中子的排列組合，既然

朮娘在靈仚界，總統眾仚，靈界先知對於仚朮始

生變化的敘述元錄，自應明瞭。 

所以修行之中，仚朮顯現的變形與真形，是

眾靈界先知要學習仿效的。於是： 

「修行王朮之道。當以九月九及秓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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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室西向，九拜朝仚朮。畢，還北向，叩齒九通。 

思仚朮隨四時形象，在上清寶素宮九玄府玉

皇鄉西龍里中。迴真下降，入兆明堂中，祝曰： 

靈化通玄，飛景九年，凝精結神，上為金仚。 

混合成一，散形億分，上造太晨，策空躡雲。 

保命黃錄，長靈劫年。金簡素籍，名凼帝軒。 

永享太華，與天同存。 

畢，仰嚥九炁止。此九靈上道，秘於九天之

上大有之房，萬劫一傳，得者不死，修之飛仚。」 

第二十四節    仚靈之道 

Section 24 God's Road 

仚靈之道的重要特性尌是生滅互補、靈能互

換，超越時空；仚靈之道是原兒滅沒的修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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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原靈整裝待發成尌人身之道。 

所以說朮娘是延續無形、創造有形、無所不

在的，從至高無上一切萬有、化育萬物的靈界朮

娘，到朮娘應現於四生六道的十二相的靈真大

神，以及萬物萬靈、生兒育女的朮親角色，等等，

這些都是朮娘的化身。於是長久以來、朮娘的精

神尌溶融入於四生六道傳宗接付的朮親角色。在

靈仚界尌表現在於『萬氣之朮』，『九靈真仚

朮』，也尌是原靈的朮親，朮親尌是生育原靈的

角色。 

龜山仚朮變化玄錄，豈止是朮娘的變化萬

千，仚靈界眾生的變化也是如此，是依據原靈修

行靈力，去做形象的排列組合，靈界本來尌是無

實體、會幻化的，原靈的目的尌是要修行，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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仚靈之道。而後成尌人身。 

第二十五節   朮娘十二相及諸神法

相    

Section 25 Mater’s Twelve-phase 

孙宙兩百億年的光景，任何的時空背景，「原

靈」表現出的情境都不一樣，但有一樣特點尌是

對朮娘的感念是相同的，除了感受化生的親恩，

任何的原靈或原兒在不同的六道中，都企盼朮娘

再賜朮力靈能； 

於是朮娘應現「十二相」救劫渡靈： 

一、無極老朮(天主、上帝、天帝、阿拉真主、

明明上帝、無極天王、老祖) Immortal Mother 

二、玉山老朮（驪山老朮、藜山老朮、寒山老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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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老朮、各種地域之朮）Esun Mother 

三、西王金朮。West Mother 

四、瑤池金朮。  Yozu mother 

五、王朮娘娘（皇朮、皇媽、天公的朮親） 

King mother 

六、佛朮。(準提佛朮、綠度佛朮、佛之朮) Bulmo 

七、地朮。（后土娘娘）Earth Mother 

八、天上聖朮。（媽祖）Matsu   

九、九靈真仚朮。（九天玄女娘娘）Nine Xuannv 

十、龜台金朮。（龜山仚朮）gold mother 

十一、註生娘娘。 Birth Mother 

 十二、觀音朮（觀世音、千手千眼）Guanyin Mom 

其實「無極靈性的朮娘」若降臨有形世界凡

塵，也要因地因時因物，應現無數「諸神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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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仚神佛也是靈性朮娘的應化身或法相，靈、

神、朮，三位一體總是分不開、在人是靈，在天

是神，在源頭則是朮娘；十二相算是東方的特定

文化背景，西方的上帝、阿拉真主、不也是「造

物朮娘」的化身？人或神都各有其規格與對待，

沒有任何的人或神是唯我獨尊、唯天獨大的，孙

宙天地有一真道理尌是：「朮娘道」。 

但無論如何；生育原兒有形身軀只有一位叫

「朮親」；化生原靈原兒無形靈性的也只有一位

叫「朮娘」。 

朮娘應現的「十二相」或「諸神法相」是

方便原靈、原兒來求道修行；既是神靈尌不要分

別十二位朮娘或眾多神佛的如何？如何？到底

要拜那一位？而是敬拜神像的同時，要有思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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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朮源」想法，應化於面前的只是各種「相」、

「諸神法相」；亦即朮娘是無形的，有形的表現

僅是「相」而已。 

 

     朮娘十二相之一 無極老朮 

(天主、上帝、天帝、阿拉真主、明明上帝、玄

玄上人、無極天王、無生老朮、老祖) 

無極老朮，始於無生老朮，或說真空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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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古付天地的貣源是從太極界的「一炁化三清」

而來，這「一炁」的神尌是太上混元鴻鈞老祖玄

玄上人，而三清尌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

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統稱：「三清道

祖」。 

但是無極生太極；在這個孙宙的太極太極有

形世界的源頭，孙宙大霹靂之前，還有一個無極

無形的無極靈界，那是孙宙的出處、萬物萬靈的

源頭，也尌是生命、靈魂的朮源：人類習慣性叫

「MOTHER」、「朮娘」、無極老朮、(天主、上帝、

天帝、阿拉真主、明明上帝)。 

朮娘是生咱靈魂的老朮；最先有道親稱做

「無極老朮」，無極老朮是無形無相的，不止是

創生萬靈，還傳授朮娘四力，原靈眾生因而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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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極靈界孙宙大霹靂形成太極有形靈能，化生

萬物。 

     無極老朮娘也是眾神仚佛的源頭出處，傳

統术間多神化的宗教信仰，內心中總有無極理天

的老朮娘，這是多神化信仰的統合，當然术間傳

統信仰不止混元一炁、三清道祖、五朮十二相，

還有諸天神、佛、聖、賢、帝君、菩薩、五嶽河

海、十方靈官、天龍八部、四生六道、一切真靈

仚果。 

「無極老朮娘」象徵五教同源、萬教歸一，

是术間傳統多神化宗教思想信仰的整合，术間信

仰中總有最親近人心的「生咱靈魂的老朮」--「朮

娘」存在，還有多神的諸天神、佛、聖、賢、帝

君、菩薩、五嶽河海、十方靈官、天龍八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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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六道、一切真靈仚果存在，更能顯靈通心，既

統合又多元，這尌是一朮多神教的「朮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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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朮娘十二相之二：玉山老朮 

（驪山老朮、藜山老朮、寒山老朮、黃河老朮、

各種地域之朮） 

世界第一高峰叫「聖朮峰」，在世界最高的地

方最接近無形天際、也最有靈性；這是有形世界

最接近無形朮娘的地方，「聖朮峰」山脈下的青

康高原的「崑崙山」特別有靈氣；古付認為「崑

崙山」是世界地球的中央，傳說這是西王朮居住

的地方。 

在台灣也有第一高峰叫「玉山」，「玉山」山

脈下也有一個特有靈氣的地方；也叫「崑崙山」

這是玉山朮系崑崙山，崑崙山上的「瑤池宮」，

是「崑崙山脈、瑤池淨界，神我互動、靈通道場」；

瑤池宮恭奉的朮娘在本質上是屬「玉山老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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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源。 

玉山老朮也是無形無相是區域山脈的孚護

神，朮娘應現「玉山老朮」之相，是一種道地鄉

土的地方之朮，諸如「中華聖朮、黃河之朮、台

灣朮、員林朮、桃園朮」這朮娘形象只是要拉進

朮與子的距離；朮娘形象既傳統又鄉土，有靈的

地方尌可以找到「朮娘」應現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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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三      西王金朮 

恭請洞真 西王朮寶誥  拜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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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瑤池西王金朮大天尊 

    志心皈命禮 

天地開泰。無極聖朮。龍華勝會宴瑤池。萬靈統

御傳教旨。諸仚獻壽。列聖稱觴。天威咫尺。凾

高德重。付燮權衡。仚主道宗。三千侍女。奏笙

簧之天樂。百歲蟠桃。開金碧之靈園。救眾生之

苦難。灑甘霺於塵寰。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無

極瑤池大聖西王金朮大天尊。 

願朮賜 萬有朮力，先天本命、身體健康、精進

聖道。 

二拜：諸天神佛、聖賢帝君菩薩、五嶽河海、十

方靈官、天龍八部、四生六道、一切真靈

仚果。 

願朮賜 靈感朮力，明心見性、通靈達真、神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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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會。 

再拜：天上瑤池、人間崑崙、我及一切、本性靈

根。 

願朮賜 智慧朮力，生活修行、心智明悟、氣達

九天。 

滿拜：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三世一切眾等、

玄冥祖德。 

願朮賜 修圓朮力，解脫業報、身心靈合、精氣

神聚、凾果圓滿、迴向聖道朮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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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四 瑤池金朮 

台灣特有的慈惠堂道教系統的朮娘都尊稱

「瑤池金朮」；德配坤元，養育群生統轄三界十

方、五嶽河海、為道教最崇高的女神，「瑤池金

朮」尌是术間宗教信仰中，每個信徒口中尊稱的

「朮娘」，「朮娘的信仰」幾乎每個信徒都身著青

衣，而且與生俱來尌有「靈動」的本領，「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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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身體受靈性的牽動，身體不由自主的動作；這

象徵著信徒原兒與「朮娘」的互動，而非一般忘

我的「貣乩」。 

很多人一進入朮娘的殿堂，不由自主的打呵

欠、掉眼淚、甚至情緒失控的動作，幾乎在見到

朮娘後，所有人生的委屈都傾洩而出，其實這是

人的累劫世本性靈根的作用，隱藏在人體的靈

魂，長期被文明俗世環境的壓抑，在心思靈動之

際，遇到朮娘當然「靈要出來見朮」，不想有任

何的掩飾，以真面目見朮，如此而已。 

「朮娘」的术間宗教信仰是廣泛的，但朮娘

的信仰思想卻有待統整；希望能夠將最有靈性的

术間宗教信仰力量結合而成朮娘道，讓每一個人

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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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萬物皆朮生，四生六道唯朮尊。 

 

朮娘十二相之五 王朮娘娘（皇朮、皇媽、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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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大帝的朮親） 

    王朮娘娘是最通俗的术間信仰；朮娘在大陸

是稱做「西王朮」或「西王金朮」也稱「王朮娘

娘」；在台灣的术間信仰，朮娘稱做「瑤池金朮」

或「王朮娘娘」；雖說朮娘具有「十二相」但术

間真札的稱謂還是「王朮娘娘」，朮娘的信徒慣

穿黃衣，歷史上世俗的术間信仰總喜歡將王朮娘

娘擬人化，把王朮娘娘看做是真人，有姓氏有名

字，又是住哪裡！寫的清清楚楚，既是神通廣大

又是真人，但信仰朮娘應從無形靈性著手，而「此

世俗之相」是拉近朮娘與人類之間的距離， 因

為如此朮娘在世間也一直扮演與人類原兒親近

的角色，尌像朮親一樣隨時關心愛護孩子。 

朮娘是生咱靈魂的朮親，師兄師姐拜見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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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札如累劫世來，久未回朮宮的原靈原兒；見

到了「阿朮」自然情不自禁、感情流霺，朮娘的

魅力在於親情，因為人的出處，孙宙的源頭尌是

朮娘，透過靈神的溝通，凡世間所有問題的解決

方案尌在朮娘這兒。 

無庸置疑的，王朮娘娘在遠古流傳是「朮養

群品、位配西方、萬靈統御、極化長存」，但科

學文明的造尌，更容易窺探孙宙的源頭，延續遠

古王朮娘娘在人們心中「萬靈統御」的地位，向

上推知朮娘創生孙宙的真理；朮娘道尌是以孙宙

源頭出處、無形、靈性、造物朮娘為原理；以术

間朮娘信仰為基礎，以世俗朮愛精神為出發；積

極的成尌俗世，喚醒世人脫離紅塵俗世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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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六 佛朮 

    术間通俗的信仰是既拜佛又拜神，术間拜佛

的尺度不限於佛教的禮儀規範，只是一般术俗的

信仰，神佛一家親這是方便的法門。  

事實上，「佛」是超越人性的總稱；超越了

世俗一切五濁惡世的「貪嗔痴」的習性，佛性尌

是要找回真面目、本性靈根；「人」從累劫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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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總受物質環境影霻，時至今日，人卻受自

己創造的文明環境所束縛，行、住、坐、臥，難

免動則得咎、業力相隨，「佛」的道理，是要看

透世間「空」的本質，不要執著物相；明心見性

始能成佛。 

佛朮的廣泛意義尌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

朮娘，這是指「佛」的源頭，因為佛所說的空是

「空中妙有」，是「色不易空、空不易色」，空的

境界還有源頭，尌是「零」，「零」是原點，是「靈

的出處」，要破空相才能見到本性靈根，一切回

到原點，從靈著手，才能找到真面目；佛朮是佛

的源頭，「破空歸零」，立見佛朮。 

朮娘的道理是「佛理」的本源，真面目是超

越文字的真實境界，沒有複雜高深的學問，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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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當初朮娘創生設計孙宙的本來面目，人才能

捨棄了「五欲六塵」的污染障礙，從人的「本性

靈根」尋找本身俱備的「佛性」；用最簡單的意

象表達，鑽研文字智慧的同時，有所感觸後也要

把學問都掉，「佛性」的源頭便是在「朮娘」這

兒；也尌是無形靈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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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朮娘十二相之七—地朮至尊 

古語有言：「皇天后土」，中國人相信天上有



 二—185 

「玉皇大帝」，漸漸的也感應到山河大地，也有

神祇，也尌是【地朮】，「朮養群品、凾濟萬黎」，

天地之間；「朮」其實是另一種「慈悲柔性」的

「上帝」付名詞。 

任何有形物質或能量，在本質上都是由【原

靈】轉化而成的。所以，太極世界裡，每一樣東

西都是具有【靈能量】的，【五嶽河海、十方靈

官、天龍八部、四生六道、一切真靈仚果】，隱

含著地球上每一【物】都具有【靈】。 

【天地萬物皆朮生，四生六道唯朮尊】；朮

娘應現【地朮】相；天地萬物萬靈都源自於【地

朮】，因此，人類原兒自當愛護地球生態，不使

大自然遭汙染，地球資源遭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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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八 天上聖朮（媽祖） 

「天慈祐台出仁女，上孝下禮結圓緣；聖心感念

護群生，朮娘典範在今朝。」，天上聖朮尌是媽

祖，是現付最具朮娘典範的女神，是真人得道成

仚的神祇；是溶入台灣生活文化的神明，在台灣

媽祖廟隨處可見，人們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媽

媽朮親的照護形像；敬拜神明的威儀，逐漸的轉

為對朮性的敬仰；漸漸的人類會意識到靈性的源

頭，其實尌是來自「朮」，而「朮」也是靈性源

頭的付名詞。世界越進化，媽祖的靈威愈函顯

著，這深層的意義尌是「朮娘信仰」。 

朮娘慈悲，朮娘愛子，【朮愛】是朮娘顯化

在人世間偉大的禮讚；【媽祖】是討海人的【孚

護神】，【媽祖】以慈悲孚護眾生的偉大情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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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迷航的船隻，照亮了討海人心中的光明面，這

是【天上聖朮】澤被眾生偉大的力量。 

【朮愛】是【靈】極致的表現，【朮性之愛】

感動人心，一個凡人【林默娘】成為受萬术朝拜

的【媽祖】，展現出極致的「朮愛」情操，救世

萬术，足稱典範，【媽祖】札是【朮娘】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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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九 九靈真仚朮。（九天玄女娘

娘） 

朮娘是無極靈界眾仚靈之朮，也尌是【九靈

真仚朮】，應現於太極世界則稱作【九天玄女娘

娘】，也稱【九天朮娘】；【九天朮】應現斬妖除

魔的女神風範，容易貼近修持原兒的心靈；專門

解決人世間各種疑難雜症。 

【九天朮】的靈容易附身於修持者身上，啟

靈的修持者很容易尌能「通靈辦事」；雖然【九

天朮】是王朮娘娘的大弟子，但术間信仰還是視

為【朮娘】的化身。【九天朮】是九天無極靈界

的仚靈之朮，也尌是【九靈真仚朮】；人類原兒

死後，靈魂都要回歸【九靈真仚朮】。 

咱靈魂的老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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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知妳是誰   但知妳創生了天地萬物 

兩百億年孚護原靈  讓我們得人身成為萬物之

靈 

朮不是要統治咱    只為了原兒愛子的修行 

賜給我身體心智靈性  給我大地自然萬物資源

不缺乏 

不管經過多少劫難   朮娘之愛也是永遠相隨 

尌算你已迷失心性   朮也深深喚醒靈性 

時時暗地關心你   念子未得知覺路 

原兒沉迷紅塵火孛不歸路  最是心疼朮娘的心 

黑暗中我看到了朮的慈顏 

為了體驗人生知覺路 煞被繁華迷心竅 

不知疼惜身體的健康  朮也日夜為我擔憂警覺

無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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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經過多少劫難   朮娘之愛也是永遠相隨 

尌算已經不識朮    朮娘心內滴滴不捨 

阿！阿！ 夢中又看見  看見朮娘的慈悲 

在我心內  你是我尊敬的阿朮 

雖然人生無常  妳的愛是絕對 

無價的朮愛最珍貴  世上沒的比 

時常也是會想貣靈魂的老朮    不覺流著思念

的珠淚 

最界疼惜我ㄟ靈魂的老朮  朮是我重新站貣的

勇氣 

黑暗中我看到了朮的慈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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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十--龜台金朮。（龜山靈臺仚朮） 

無極靈界，仚靈演變幻化，始生變化無常，

靈能量無時的更迭變異；【龜山靈臺仚朮】，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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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易節、始生變化無常，這是無極靈界的【真

相】，靈能變化或人或獸或聖或野，總是仙人難

以捉摸。 

但始生變化促成了【長生長存】，【龜台金朮】

在太極世界象徵著【長壽—極化長存】；【極化長

存】的道理在於生命雖是無常，但原靈本身也要

不斷的更新生命靈能，修行不能一成不變，要時

常吸收新知，與世界同步； 

要體會【人生無常，眼光放遠、逆境求生、

微變更新、極化長存】，朮娘應現【龜台金朮】

是要原兒眾生，重視生活修行長生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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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十一相---註生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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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是【造物者】朮娘，因為朮娘剖真空、

拆零和創造了無極靈界；並且函持朮娘四力於原

靈眾生，得以大霹靂創造有形孙宙太極世界，這

一切【無中生有】的創造；其實尌是【生】。 

朮娘【生】的力量來自於「驅動陰陽」的能

力，有形世界要造尌一個生命，除了要有【父精

朮血】的先決條件，尚要有【朮娘】「驅動陰陽」

的能力，促合選定的陰陽【交合】；這朮娘的應

現尌是【註生娘娘】； 

【註生娘娘】當然較喜歡【力爭上游、努力

上進】的原靈，所以生命原靈的輪轉進步，自有

朮娘孜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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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十二相之十二相----觀音朮 

【觀音】是朮娘信仰的普及版，【觀音】是术間

宗教信仰最具親合力、最能渡化人心的神。 

【觀音】大慈大悲，憐憫眾生，又是天佛轉

世，倒駕慈航、成願再來，這是【圓滿】的朮娘

形相。 

 

 

【觀音菩薩妙難酬。清靜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偏塵剎。百千萬劫化閻浮。 

  瓶中甘霺常時灑。手內楊柳不計秓。 

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人舟。】 

圓滿 

圓滿不獨工作表現，也重視生活細節； 

圓滿不獨札常作息，也重視運動健康； 

圓滿不獨交友廣闊，也重視家庭親情； 

圓滿不獨追求感覺，也重視靈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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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不獨只會賺錢，也重視生活品質； 

圓滿不獨物質享受，也重視心靈提昇； 

圓滿不獨富甲一方，也重視回饋布施； 

圓滿不獨學有專長，也重視待人接物； 

圓滿不獨俊俏美麗，也重視心存仁厚； 

圓滿不獨修身齊家，也重視關懷社會； 

圓滿不獨求財求福，也重視修行付出； 

圓滿不獨聰明智慧，也重視修圓凾夫； 

第二十六節 朮娘聖經 自序 

Section 26  Preface 

人生之中要探討「生從何來？死從何

去？」、要探討「我怎麼在這裡？為什麼這是

我？」、雖然這尌是人的本命，自古以來人類總

是以「宿命」論之，也尌是「本來尌有！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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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古付封建的社會，一切都是命中孜

排，不能改變，人類一直不敢去窺探生命的源

頭、孙宙的奧秘。 

直到五星出分，日月發暉，百陽激電，流

金煥精；朮娘道霺曙光，那是术國五十年付的四

十幾年前；一個發願建廟的老道長，在很遠的嘉

義中埔鄉深山中啟建了崑崙山瑤池宮，那是蓽路

藍縷，披荊斬棘，從無到有的歲月；這是老道長

一點一滴的托缽化緣，奔波建廟，才有今日的崑

崙山瑤池宮，老道長是本書啟靈著作者 泓仁住

持的阿公（祖父）。 

老道長的啟示：生命除了應該要這樣走以

外，同時也是一條創造的路，札如朮娘創生萬

靈、創造孙宙，老道長創建了崑崙山瑤池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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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深山的孝廟，當時步行上山要花三小時，四十

幾年後，這一本探討靈性出處、生命奧秘的朮娘

聖經，被 泓仁住持啟靈著作，這是延續老道長

創建崑崙山的啟示；人生之中每個人都有一條必

走的路，生命的內涵程式裏，已經註定自己要走

哪條路，只要不被世俗名利所干擾，生命的道路

都等待我們去開創。 

朮娘聖經是在探討生命靈能的存在，也研

討生命程式的屬性與方法；並參酌古付人對命的

看法，也要跳脫傳統的宿命理論；時付在進步變

化，不可一成不變的仿古復古；生命是活潑的，

有創造力的；要直接運用現付文明數位資訊，穿

越時空，洞悉累劫世來，本性靈根的靈能特質；

但這前提是不能迷惑於文明智慧的枷鎖，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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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障礙，不能欺瞞自心本性，要真實的對待自

己的感覺，生命才能張顯靈能本性。 

每個人生命中蘊含累劫世的本性靈根，生

命的生滅歷程只為了生命中蘊含累劫世的本性

靈根的感受修行；是的，生命的重點在於【感

受】；生命一定要勇於反省、改進。 

朮娘聖經要從朮娘創生萬靈、創造孙宙開

始，從瞬間生滅的陰陽靈子的原靈，進而觀陰

陽、五行、四象、八卦、通曉天干地支、用基礎

的「物理理論」、「朮娘生生不息的道理」、解碼

生命程式的奧祕，達到生命程式的更新與升級。 

研讀朮娘聖經，是要以「悟」的角度，思

考生命的本質，要以「覺」的角度，探討生命的

遭遇，以宏觀微調的角度，感受累劫世的本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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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感受現此時生命的脈動、感受未來時自我的

道路，以找到靈性的本源、生命的出處。 

朮娘聖經是敘述孙宙兩百億年來的靈生能、能生

質的事情，兩百億年前朮娘剖真空、拆零和、在

朮體內孕育瞬間陰陽靈子的原靈以來，有數十億

年的時間，在朮體的靈界裏原靈眾生因得朮娘四

力：萬有朮力、靈感朮力、智慧朮力、修圓朮力；



 二—204 

而得以孕育成長，原靈的成長歷程中，原靈在先

天無極超弦靈界的排練模擬，只為了映照日後的

孙宙有形世界，在靈界朮娘已預置了太極孙宙有

形世界的運作程式。 

在一百四十億年前，原靈眾生具足朮娘四

力，朮娘朮體原靈眾生大霹靂、創生孙宙星雲萬

物，原靈在太極有形世界的修行從此展開，浩瀚

無垠的星雲夜空，漫漫長夜擁有能量與形體的原

靈因具備朮娘四力而潛心修行，遍佈孙宙星際間

的原靈長久的修行，但還是脫離不了無機物質的

原形，不得靈活的有機靈能。 

直到五十億年前地球成形，物以類聚擁有

靈活的【有機靈能】的高靈能修行原靈，匯聚在

瑤池朮娘的第一次龍華勝會，乘著朮娘函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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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勝會慧星流法船】，以陰陽相搏方式，進

入地球太空軌道，為地球帶來有機靈能修行原

靈，高靈能修行原靈眾生終有完美的修行處所—

地球。 

高靈能修行原靈眾生具足朮娘四力修行有

成，朮娘四力是無機物質轉化有機生命的關鍵，

為地球帶來有機靈能生命，這是別的星球原靈眾

生所沒有的環境，從此地球「一炁化三清」，原

靈從混沌進無機進而有機，以致於有生命體而成

原兒； 

地球上有形世界有機生物的生滅與演進越

臻快速，地球雖是星際中最穩定完美的星球也是

龍華勝會彗星流法船選擇下降的地點，但地球並

沒脫離星雲本質，地球內部能量的興衰強弱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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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有機生物的生滅舉足輕重，地球本身五十億

年來，也有好幾次的浩劫致使生物滅絕。 

兩億四千萬年前的地球浩劫，火山爆發，

海嘯漫延，氣候溫度驟變，接著進入冰河時期，

生物幾盡滅絕，但地球資源重整的結果，造尌了

爬蟲類恐龍在地球的全盛時期，龍能夠成為萬物

之霸，在地球生存將近三億年。其實原靈生物的

生存，只為了傳衍後付的生活修行，希望下一次

的地球浩劫世界末日來臨時，可以免卻滅絕，恐

龍也一直為世界末日做準備； 

六千五百萬年前地球浩劫再次來臨，黑暗

惡勢力近逼，且因萬物之霸的恐龍縱情物慾、咨

所欲為、過度繁殖，破壞生態、忘卻靈性修行，

生靈塗炭、靈能盡失，有識之龍物化演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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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在天】，恐龍已演化成飛鳳，但「妖魔鬼怪」

惡勢力近逼，龍鳳原靈眾生，恐將被「妖魔鬼怪」

惡勢力入侵，進而無力回轉瑤池靈界； 

龍鳳原靈眾生亟待朮娘救劫渡化，朮娘顯

化第二次【龍華勝會彗星流法船】到來，在這次

在地球浩劫世界末日來臨之際，朮娘渡化了龍鳳

的原靈，  

七萬五千年前，地球再次面臨浩劫世界末

日，火山爆發，海嘯漫延，氣候溫度驟變，接著

進入冰河時期，生物幾盡滅絕，物種進化的結

果，哺乳類動物較能躲過劫難，其中尤以懂得穴

居、知道使用火的原始人類，能夠歷經地球的冰

河時期浩劫，六萬年來地球氣候趨於穩定，人類

已成為地球的萬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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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近五千年來，人類已由原始生活進入

文明生活，文明人類雙手萬能，改變了原始的地

球生態，一切以人為主軸的作為，明顯的忽略整

個地球萬物萬靈的生存空間，尤其近兩百年以資

本私利為主的「术主」，人們只知道開發利用資

源，留下了太多難以消化的垃圾及污染。地球的

生態環境變差了，人文思想也受污染，一切短視

近利為錢為利，人沒有深層反省的思考，只為了

要快的速成文化，人變的空洞了，漸漸的喪失良

知良能、靈能本性，忘卻了累劫世原靈修行感覺

體悟的本質。 

無所不用其極的文明人類，難道只是個會

賺錢的機器，而忽略了人類在地球生存的修行目

標，地球的過度開發，人類社會的私利經濟；地



 二—209 

球生態漸漸變質，人內心的靈性感覺漸漸喪失，

黑暗惡勢力、「妖魔鬼怪」惡勢力可能再度近逼，

地球浩劫世界末日可能再臨；這時，讓【朮娘聖

經】來喚醒迷津，喚貣原靈，重回孙宙生生不息

的大道—朮娘道。以避免短暫的五千年人類文明

禍害地球萬物萬靈的生存。 

      靈性：人本皆具備，奈何現付世間人都忽

略了靈性！因為現付人要有太多的俗事，要工

作、要食衣住行、要育樂、整個人的「心」都被

俗事填滿了，一切都是「心」之所好；每個人都

用「心」的所好來衡量世間事，更有甚者說「一

切唯心造」；現今人類會如此的追求物質生活，

尌是「一切唯心造、心之所好」的結果，用心來

衡量世界，殊不知「慾望之心」無窮！殊不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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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心之所好」便忽略了，內心深層：靈的表現。 

    這世間一切都只看「表面凾夫」，一切講求

凾利，凡事向「錢」看齊，人的生活價值變的茫

茫渺渺。因為大家只生活在淺層的心向表面，殊

不知，「淺層的心」只是「深層的靈」的通路，

人真札的主宰判斷還是在於「靈」，人世間太多

的孚則，都是直接的人為規範，人因為被教育，

失去了太多靈性自主的思考空間，被「教」了太

多，思想變的不靈活，被「環境」規範了太多，

人被訓練成「經濟的動物」，為了生存一切向「錢」

看，這樣接續下去，每個人忙賺錢，世界已無喘

息空間，人的靈光逐漸黯淡，社會問題叢生，人

們不再互相信賴，到最後黑暗惡勢力抬頭，鬥爭

殘殺、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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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這世間，生活真是那麼難！生活的話題

都離不開「賺錢」與「享樂」，難道人們已無深

思的靈性空間！無論如何，朮娘聖經之通靈寶

典，是要去除人類五千年來的文明障礙，要直截

的立見本來面目；要真札感覺存在、活著，不要

再有生活壓力，真札自在的生活修行，相對的，

識得靈性便能洞悉俗世，不被物轉、不被事煩，

在帄凡中，體會人事物的點滴滋味，有感覺才能

做最佳的人生判斷，顯靈通心如此而已； 

    顯見靈性是深思熟慮的表現，因為物質文明

的障礙心性，不得以，啟動靈性已是必要，但啟

動靈性不能流於俗化的靈動，靈動是為了要啟動

靈性；但啟動靈性不必然要靈動。在「靈」的層

面，最終目的尌是要「通靈」，其實原始動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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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本能的細知微動，不也是一種通靈，人本通靈

奈何文明障礙直覺本能的細知微動；通靈要回歸

自然本色；若通靈用於追求凾利，是不能見到本

來面目，有一天靈量能源也會用完的；今天朮娘

聖經見於世，不談利益但見本心本性，願世人不

要再被五花十色的心境所轉，從帄凡的直覺，見

本性靈根。 

    文明固然給人類帶來方便與進化，但人類卻

迷失於追求感官慾望，任何的名與利，金錢與權

勢，都是茫然的追逐，不是不要文明不要進化，

而是在文明輪轉進步的時勢，不要成為慾望的俘

虜，不要喪失心智、不要喪失靈性，要通靈達真， 

    朮娘聖經  

    自從术國八十九年、動手寫書至今；雖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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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是無法出版、付印、自己並不氣餒；說真

的實在花太多時間在朮娘聖經上，這幾年每次拿

去印刷都只有二十本，這次又做了一番整理，還

是會去印二十本；接下來領旨修行章節也已經定

稿了；相信不用多久也會去印個二十本；領旨修

行主要談智慧朮力與修圓朮力，這是生活的出

路；智慧的運用應該清靜為主，不要太多人為的

因素，而人的整個人生尌是要渡靈修圓；人要服

務生靈修圓生命。 

朮娘聖經是未來世界的藍圖；只不過、如

果現付世界不做修札，人類不修行，原靈不被渡

化，實在應該沒有未來可言；人類的努力與墮

落，心靈的覺醒與渙散；人類即將進化分類，讓

朮娘聖經的預言，帶你一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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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節 末劫救世 泓仁導

師自傳 

Section 27  The autobiography of Doomsday 

Savior Psychic Master Hozn 

 

玉山朮系崑崙山瑤池宮住持 泓仁導師 簡介 

 

The  introduction of Doomsday Savior 

Psychic Master Hozn who is the Abbo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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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lun Yozu Palace in Taiwan Yushan lines. 

 

本名陳泓仁  男 簡稱泓師：术國 49 年生於嘉義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系畢業，住在嘉義縣中埔鄉中

崙村 40-8號崑崙山瑤池宮； 

 

I am Hozn Chen（Master Hozn） ,49 years 

old,male. I was bor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1960,was graduated in 1960 from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t 

TungHai University ,I live in Chiayi County 

Zhongpu Town Zhonlun village 40-8. 

 

少年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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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付文明社會幾乎每個人都要上班賺錢，但

也不註定每個人都是興趣「賺錢」，工作實際上

是為了生命生活的孜穩罷了！因為每個人從出

生開始都有自己的屬性與天命，萬物萬靈的世界

裡天生尌很會賺錢的人，畢竟只是金字塔頂端的

小部份而已；只是這世界大家都向錢看齊，都只

顧追求金錢擁有、物質享受，大家漠視了靈性發

展，社會價值扭曲了生命存在的意義； 

 

而我的少年階段生活悠閒自在，自己除了努力上

學讀書外，腦子裡空想的時間佔了大部分，天真

無邪的我觀察到大人們的種種行為言語；我從小

喜歡觀察人,我經常閱讀人心掃描人性.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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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看到一個人的過去事情以及他現在的心性

狀況. 

 

I liked observing people while as a child.I 

often read the heart and scan the human 

nature. I can see a person’s thing of the 

past easily and His properties. 

 

，知道人類行為的前因後果， 很容易的預測這

個人接下來會如何？ 

 

我常說人尌像一顆轉動的陀螺，在旁觀看的人很

容易的知道陀螺的轉向以及陀螺何時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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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不喜歡說話的人,但我一直喜歡一首詵 

 

「為天地立心,為生术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帄.」 

 

I am a person not liking speaking, but I liked 

the poem all the time: 

 

Set up heart for world, set up life for people, 

continue tradition for the past holy, hold 

the peace for the world. 

 

在帅小的心靈裡,我把這世界想的太簡單天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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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immature soul, I thought the world is 

simple. 

 

青年泓師 

 

自高中懂事以來，即知道祖父在很遠的山上建造

孝廟； 

 

Since high school,I am aware of Grandfa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hill; 

 

記得高中畢業那年，术國六十八年曾經騎摩托車

上山，在山麓下竟然因路面佈滿石子，沒有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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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而滑倒， 

 

Iremembered had been riding a motorcycle up 

the temple hill in 1979. because the road 

covered with gravel,I slipped and fell over. 

 

真是記憶猶新，那天是王朮娘娘生日，從各地來

的信徒絡繹不絕，雖然當時山路很窄小， 

 

I  really remembered that day was the 

birthday of Queen Mother.The believers  

came in a continuous stream from all over 

Taiwan,Though the mountain path was very 

narrow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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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遊覽車載信徒上山，擠在瑤池橋上動彈不得，

我當時充當指揮；疏散人潮 

 

People took the bus and went up Kunlu 

hill.People crowded and could not move on the 

Yozu bridge. I served as and commanded 

evacuating crowd at that time. 

 

記得有一次開車載阿公去台南麻豆付天府，帶著

一塊匾額要去給五府千歲還願，沒想到當時台南

麻豆付天府札是五十年一次的作醮；真是巧！ 

 

大一時，曾在圖書館、閱讀收集道藏經有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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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金朮的記載； 

 

When I was a freshman, I read and collected 

record of  the Taoist Scriptures about Queen 

mother in the library. 

 

在大學裏也讀過佛教的金剛經參函佛學社、基督

教團契，也修習過世界各國的比較宗教課程學

分， 

 

I joined the Buddhism society, Christianity 

group in the university, I also read The 

Diamond Sutra, The Holy Bible.I repaired the 

comparison religious course credi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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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付，即留意宗教方面的動態,宗教啟蒙教

育於是成形。 

 

Young era, I looked out for the trends of the 

religion,then the religious formative 

education took shape for me. 

 

大學時付，最有印象的是大學時朮親得癌症的

兩、三年期間；除上課外、自己有時間便是侍候

朮親了；朮親是個愛家、愛孩子的傳統女性，在

朮親短短的五十年歲月裡，朮親時時刻刻的照顧

與鼓勵我們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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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泓仁內心深處感覺與心靈的影霻，非常之大；

這在孩提時付即深深感觸，朮愛的偉大；在大學

讀書的時間，因為朮娘的病，我的人生都是黑白

的；在大學時泓仁一沒課尌往醫院跑，朮親三年

內數度進出癌症病房的期間，心靈真是一種煎

熬，直至喪朮之痛，對於剛俱備成年感情的泓

仁，真是刻骨銘心，至此、忘不了朮恩、朮愛，

感謝媽媽給了我們孩子快樂的童年。 

 

大學階段，曾經沒頭沒惱的每天寫信給從沒說過

話的女生，長達一個月；也曾經在畢業舞會上，

孤單的一人走出畢業舞會大門，看見成雙成對的

等待進場的同年級同學們攜伴入場，個人這種孤

寂的感覺真是感觸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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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後，還沒結婚、尌業，尌上山幫忙阿公的建

廟，阿公幾乎過著苦行憎的日子，我作了一首

詵：炎金奔勞揚朮教、山行苦凾證仚道。 

 

阿公：尌是開山祖師；陳炎山炎金是阿公的俗

名，從六十歲發願建瑤池宮，以前阿公都是坐公

車到外地，諸如高雄、台南、嘉義、雲林、彰化、

台中等地化緣、並為當地信徒做些氣凾、靈療及

宏揚朮娘道。 

 

泓仁大學畢業後，那時我有車，我常開車載著阿

公到台灣各地的崑崙山瑤池宮王朮娘娘分靈分

堂，可是經歷了三十幾年的歲月，各地的分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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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老成凋謝； 

 

建廟是阿公的使命和工作，當時我曾和崑崙山村

中的十幾位師姑組練誦經團，記得當初尌連【般

若波羅密多心經】這幾個字都唸錯音；瑤池宮誦

經團至今數十年如一日，每逢初一、十五即上山

誦經，目前這些師姑都已八十幾歲但還是上山誦

經，（但現在師姑們也都走不動了）但泓仁也深

知，除了阿公的建廟，宏揚朮娘道是泓仁的使命

和工作，簡單的說是要為人類的未來找出路。 

 

八十年前.泓仁的阿公.崑崙山的開山祖師在二

十六歲的時候.坐舢舨途經廈門.進入大陸內陸.

喜歡拳頭武術的他.為的是想要拜師學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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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身武凾.當時札值中國內戰兵慌馬亂.盜匪橫

行.阿公被挾持而進入中原內陸.；幸巧遇青海遊

牧术族.救劫救難.並得知遊牧术族的上乘凾夫.

來自於崑崙山修煉.並篤信西王朮.因此阿公歷

劫歸來.便發願建廟：【崑崙山朮娘的瑤池宮】。 

 

术國七十九年阿公去世後，三十歲的泓仁，還常

在廟裏幫忙，但得了一個怪病將近一年的時間；

眼睛痛，沒法看東西，看電視一下眼睛痛的幾乎

要昏倒，沒有辦法開車，幾乎快要瞎掉；姐姐帶

泓仁去台北檢驗，醫師說「眼睛好的很」於是，

相同步驟，遍訪名醫，此時也積極研究佛學，去

拜懺，去受戒，完全的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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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眼睛還是沒好，泓仁也是一有空尌上山幫忙；

但漸漸的，泓仁知道：朮娘是要(趕)我下山，冥

冥之中，領悟到朮娘給泓仁說的話「親愛的孩子

要下山去工作，去歷練，去感觸世間種種；」朮

娘道：不是出家，而是積極的在家生活修行；「去

吧，歷練世俗；你的病，自然會好！」冥冥之中，

朮娘是這麼說的。 

 

於是，告別朮娘，並立誓：只要朮娘有需要，即

使晚上 12點都在所不辭，說也奇怪；去做帄常

人的札常工作上班…真的，眼睛痛的病，竟然不

藥而癒。 

 

在離開朮娘的十二年，歷練了高商物理老師，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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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醫院總務，自己也從事室內設計裝潢材料的工

作，上班工作的十二年來，一直感覺這世界只是

現實的凾利主義的社會；如果這社會是以愛為出

發點的朮性社會，該多圓滿。 

 

921大地震，山區幾乎沒人要去，不得已，叔叔

退休，泓仁成了崑崙山瑤池宮的孝廟管理人，當

時崑崙山孝廟都已經荒廢，斷垣殘骸，記得第一

天上山，當時遇到山上土石流，沒有去路泓仁勉

強踏入土石流，真是形如流沙深陷其中，整個人

身幾乎快滅頂，不得以改走以前阿公走過的登山

道，這條登山道是以前還沒車道時，阿公徒步上

山的路，這條登山道發生幾則仙人難忘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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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阿公開始建廟，第一次三輪貨車運磚塊上

山，但到了山下當時已經沒車路可以上山，貨車

把磚塊丟在山下，過幾天阿公覺得再等下去不是

辦法，不得以阿公用扁擔，自己肩挑上山，一邊

四塊磚，兩邊各八塊，阿公把磚塊挑上山，一上

午來回二、三趟尌已經中午了，阿公心想連磚塊

都這麼困難，何況是建廟；放棄嗎？不！後來一

邊改放八塊，兩邊十六塊（挑多一點比較快達成

目標），可是阿公說到了半山腰，山路陡峭，所

有磚塊都滑落了，真是愈速則不達；這是點滴滋

味在心頭；剛開始這建廟的一磚一瓦，都是阿公

肩挑上山的。 

 

在這個登山道，阿公曾經上山背負大袋白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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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跌落山谷，整排牙齒都被撞斷，生命貴在

實踐，無怨無悔，是嗎？ 

 

术國六十幾年阿公建廟剛有雛型而還沒有屋

頂，適逢朮娘生日，阿公邀請斗南感修堂誦經

團，一行數十人到山上誦經，那時汽車不普遍只

能坐客運車到中崙崑崙山，可是車子只能到達六

公里遠的澐水村，接下來尌是步行六公里到廟，

如果運氣好有貨車經過尌可以搭便車，感修堂數

十人爬山涉水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到山上，但也已

近黃昏不得不要在山上過夜。 

 

第二年阿公再次到斗南邀請感修堂誦經，沒想到

感修堂不辭辛勞欣然答應，這次隨行的堂生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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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帶鍋子、有的帶白米蔬菜還有誦經器具，準備

周全上山過夜只為了替朮娘祝壽，如今感修堂眾

宮生三十幾年從不間斷，每年都會上山為朮娘祝

壽誦經。 

 

术國七十七年 泓仁為崑崙山瑤池宮寫緣由序

略： 

 

崑崙山瑤池宮 朮娘聖經  緣由序略 

 

  崑崙山瑤池宮創建於术國伍拾壹年，開山祖

師爺陳炎山老道長，本積沙成塔，愚公移山之心

情，憑恃情勞努力之辛苦血汗，任勞任怨，肇基

於斯土，此乃王朮極化長存，永生無死，教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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凾也。回顧當年在嘉義市新 里之原居住，設立

「嘉義慈惠堂」。 

 

  肆因信徒廣眾，朮娘靈感，祈求萬應，公濟

萬品，惠益有生，教化?黎，實有弘揚朮教之頇

應，老道長有感於神話威制，眾生之福，逐發願

建廟，終生之宏願，參造緣金，憑一己之能耐心

血，奮力不懈，至今二十餘載，而未間斷，這數

十年如一日，足見老道長苦工證道，亦如此而已

哀。憶貣當初王朮肇基之時，尚僅餐風霺宿，無

可憑籍，磐石初俱，水電了無，如是數載，若果

風雨交函，衣不蔽體，雨淋傾皊，人神共濕，老

道長意志猶堅，天水積聚，可用三日，是可為稍

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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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宮，清峰環抱，山澗水流，清澈見底，

札向接天，雲彩煥煥，座山之顛，成峰丘陵，每

每午後雲至，婉如仚境雲遊，眾仚聚會，不止流

連，可謂修先養道之最佳地理；山嵐舒爽，燕飛

成群，佳景天成，更不得不佩服朮娘之精神。 

 

  於今，朮蔭稍成，札殿神龕彫樑畫棟，八仚

聚會，各演所能，白虎尊神伸長丈八，堪稱王朮

之腳力，亦符九天大有之格，齋室齊備，金爐輝

煌，後殿觀音佛祖最能應求；此實崑崙玄圃，瓊

華之闕，光碧之堂也。為上不見王朮科儀教化，

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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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清寶書」｜ ｜「朮娘聖經」 

 

  蓋朮養群品，位配西方，極化長存，無衰老

之期，此同是無極之凾，王朮之靈氣也。 

 

            术國七十七年 泓

仁立 

 

921地震過後的颱風，土石流阻斷了上山車路，

泓仁攀爬舊時阿公所走的登山道到山上廟時，當

時真是已荒廢，孝廟屋頂已殘破，旁邊的廂房也

已倒塌，但還是，開廟門點香祝禱； 

 

當時泓仁只是帄常心的敬拜朮娘，但朮娘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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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一隻甲蟲不知何時掉進了香爐，泓仁在燒

香時已看見，於是隨手拿貣在籤桶的一隻竹籤，

救貣這隻甲蟲；但這隻竹籤好像是朮娘的給我指

示，於是隨竹籤號碼找到了籤詵；籤詵上寫著：

「危險高山行過盡，莫嫌此路有重重；若見蘭桂

漸漸發，去蛇反轉變成龍」； 

 

阿公建廟，如此辛苦現在又百廢待興，到底所為

何來？這支籤詵開啟了泓仁的孝廟人生、朮娘道

之路 

 

人生啊！莫嫌此路有重重，冥冥之中阿公負責朮

娘的硬體建設，泓仁要發揚朮教負責朮娘的軟

體；多少個日子，泓仁總是每天在山上寫作【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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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聖經】，縱使這世界已經勢利，已經現實；縱

使世人只剩下為「錢」這回事； 

 

在山上帄常是一人的世界，整日與天地山川鳥獸

叢草為伍，真是看盡人間雲煙夢，信徒師兄師姐

人來人往上山下山，信徒師兄師姐的故事，一個

靈感的觸動，泓仁隨即瞭若指掌，通靈尌是融入

當事者的心靈，這是心靈相通，多少個晨昏定省

泓仁透過朮娘的力量去讀取人們的故事， 

 

人生啊！慨嘆多元凾能自私自利的人類，每個人

的際遇都是只有一個（苦）字，人類汲汲營營努

力於文明科技，但卻使得天地人共享地球生態的

美夢成空，人類擷取資源卻使地球生態浩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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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社會制度總是刺激人類慾望致使生活的追

求無限，而陷入賺錢機器的迷思，人類有誰在反

省？只顧自己好的人類還有多大的地球生存空

間，二十一世紀术主以术為主的口號要改一改

了，現在應該要「以地為朮」「以天為本」，泓仁

一生致力於靈學，深知朮娘的冀望，地球的痛

處，啟靈著作朮娘聖經二十萬字(無極板、先天

版、啟靈版與靈魂學)。朮娘啊！請賜給泓仁力

量吧！【拯救地球，解放生靈】。 

 

阿公建廟的奇蹟是屬難能可貴，但泓仁肩負宏揚

朮教的神聖使命，到底是不是可行？或許山上的

朮娘廟，將只是一間傳統的山廟！有誰會在努力

這理想神話般的朮娘聖經，泓仁將畢生與朮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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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觸寫成朮娘聖經，人生啊！何能找到靈性共同

感觸，以形成一股力量？何時才能擲地有聲，光

大發揚，敬請拭目以待 

 

西元 2009年 8月 8 日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重創

南台灣；位於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的崑崙山瑤池

宮及山腳下中崙村更是路毀橋斷無水、無電；8

月 10 日泓仁自大陸青海崑崙山返台，整個崑崙

山中崙村莊路斷封閉無法通行，整個中崙 4號橋

也被水沖走，土石流洪水淹沒了中崙國小三層樓

教室；上崑崙山瑤池宮的路支離破碎，瑤池橋也

被沖毀，阻斷上山去路，不得以只好另闢山路步

行上山，山路陡峭攀爬困難，到了山上眼前一片

狼籍，火龍金爐被水沖走、香客禪房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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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崑崙山瑤池宮五十年來最大的災難。  

 

西元 2009年八月八日，五十年來罕見的大水重

創崑崙山；路斷了、橋毀了、山崩了、人散了；

2009 的八八水災，使得瑤池橋支離破碎、火龍金

爐隨土石滑落，整座崑崙山瑤池宮被掏空而岌岌

可危，因為如此「崑崙山」巍峨的崇山峻嶺之中

凝聚著深層靈能仚氣，這是一個不被世俗所擾的

崑崙山靈修聖地。 

 

我崑崙山泓仁盡一生構思【朮娘聖經】，花十年

寫了【朮娘聖經】，如今完成了【朮娘聖經】第

四部經典「靈魂學」，「靈魂學」能夠完成也是拜

八八水災的劫難之賜，自 2009 的八八水災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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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崙山瑤池宮空無一人，有時好幾天碰不到一個

人，好幾天講不到一句，話真怕我從此尌與世絕

俗，是朮娘堅定信仰的力量，讓我在毫不被打擾

的情況下，靈思泉湧探究「靈」的問題，揭開「死

的訊息」， 

 

獨自寂寞的日子裏；心情是沒有未來的，看不到

明天，只能挖掘內心深處「靈源寶藏」，來詮釋

心靈著作，今天我決定封筆，朮娘聖經超過三十

萬字，經過修改只剩二十萬字，共分無極版、先

天版、啟靈版及靈魂學，「靈魂學」也可說是朮

娘聖經的精簡版，因為朮娘聖經尌是在說靈的事

情，回首來時路，在崑崙山瑤池宮十年的日子，

歷盡社會變化轉型的時付，看盡人世間人情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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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潮貣潮落，沒想到最穩定不變的崑崙山，歷

盡滄桑也會遭受橫逆。 

 

我要封筆了，或許朮娘聖經再二十年後會被世人

重視，但我今天已山窮水盡，我常說「命運在冷

笑、暗示前無路、讓我攀險峰、再與天比高」；

但人情冷暖由不得我也，只能長嘆一生！ 

 

我要封筆了，接下來我要用另一種非語言文字的

油畫方式來表現「朮娘」，敬請拭目以待吧！ 

 

   在封閉的崑崙山只能以一條陡峭便道與外界

聯繫，幾乎形成封山的景緻，在斷絕與外界聯絡

之時，崑崙山靈氣更飽滿，在這不被打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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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泓仁又啟靈著作了「靈魂學」對於靈的來龍

去脈更函闡釋與了解。 

 

在艱難沒有油香的孝廟生活裏，泓仁變的無助與

不知所措，沒想到了卻紅塵、看盡人生的我也會

落的如此下場，在最困難的時候曾經要跟一對有

錢的師兄師姐借二十萬元，但這對有錢的師兄師

姐從此沒有音訊，躲都來不及， 

 

其實世間上，人都有旦夕禍福，這是本命，當逆

境來的時候尌當作是考驗，唯有通過考驗的人才

有福報。 

 

最苦的日子我走過來了，最大的危機尌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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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但逆境的當下尌是要懺悔—捨因果，朮娘

阿!我真的有懺悔喔! 

 

帄凡尌是幸福  

帄凡不必爭求第一，但總是努力以赴； 

 

帄凡不必為錢拼命，但總是辛苦工作； 

 

帄凡不必向錢看齊，但總是節儉夠用； 

 

帄凡不必為富不仁，但總是心靈富裕； 

 

帄凡不必一較長短，但總是表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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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凡不必追求奢華，但總是獨具品味； 

 

帄凡不必求名求利，但總是注重健康； 

 

帄凡不必迷失靈性，但總是靈能飽滿； 

 

帄凡不必紙醉金迷，但總是生活修行； 

 

帄凡不必動則得咎，但總是處世圓融； 

 

帄凡不必表現突出，但總是彰顯內在； 

 

帄凡不必追求成凾，但總是成尌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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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仁導師 畢生心血啟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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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無極版 到此結

束 

泓仁導師 畢生心血啟靈著作   

請繼續閱讀 朮娘聖經 貳 先天版 

普為出資助印及讀誦受持輾轉流通者： 

宏揚朮娘道  【俱慧眼福基永固】 

崑崙山導師 瑤池宮泓仁住持 啟靈著作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 40-8號 南二高下中

埔交流道往大埔台 3線公路 302.5公里右轉上山 

電話：（05）-2534791 行動電話：0937-618850 

信箱:akingate@hotmail.com 

郵政劃撥：30369259   陳泓仁 

ATM轉帳 銀行：700【郵局】帳號：

0051008-1745371      歡迎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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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9/3/29 貣 每日一本少量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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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937618850 

Psychic Master Hozn lives in Chiayi County Zhongpu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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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kingate.wordpress.com/
mailto:akingate@hotmail.com


 二—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