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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原兒的靈魂—原靈的本命靈

根 

Section 1 the spiritual roots of the 

original soul  

    兩百億年來，累劫世原靈先來後返「同步連

線」於「生命個體」，人類因而有【靈魂】，並表

現出【靈性意志】，人類種種修行作為，為的只

是成尌累劫世原靈的本命靈根。 

人不能沒有靈魂，不能沒有本命靈根，這靈

魂與本性靈根指的是同一件事，是因「靈、能、

賥三孙稱」「無極、虛空、太極」互相對稱對映，

人類的【靈魂】與原靈的「本命靈根」【鏡射孙

稱】；【靈魂】是指有關自身靈性的事情，各種分

門別類的神，歸根究底，信仰總是離不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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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信仰是心靈寄託的處所，所以無論人類文明

是原始的或是高度發展的，人類原兒是無知的，

或是有智慧的，一定要靠信仰達到「形而上」的

無形心靈寄託； 

只要信仰「生我們的靈魂」的【朮娘】是唯

一的至高無上、全能萬有的真神，與朮娘互動最

有感應。只要一心不亂尌能進入朮娘的靈能世界

得到靈能充足。 

原兒人類在「朮娘」還沒創造孙宙之前，是

在朮娘的朮體內，那時稱「原靈」，原靈受朮娘

四力並映照於人類原兒或「生命個體」，在原兒

的體內尌有靈魂（soul），靈魂有三魂七魄其中

「三魂精、氣、神」，「神魂」可與，這是衍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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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靈的本命靈根，每個原兒獨特擁有的本性靈

根，是原兒對於體外和體內的訊息的感知，這尌

是「靈魂」。 

人、動物、植物，都有各自互異的本性靈根，

每個人各有不同但藉著「靈、能、賥三孙稱」，

原兒與原靈能夠同步映照，靈魂接受【原靈】指

仙，藉無形微波驅動陰陽來使原兒行使【靈性意

志】，這是延續自朮娘創生萬物萬靈以來，不生

不滅的【原靈】由「靈子」演化「超弦」而有「膜

體」；進而產生瞬間的陰陽合體，驅動陰陽交合

而成為「能量或物賥」，貣初便成能夠感知感應

的原靈量子。 

     【虛空能界】的原靈量子：物以類聚、能

量聚集而能與朮娘感應，進而形成外有電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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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相複合體稱為「原子」。在孙宙每個物賥都

是由原子組成，原子經過有機化，尌變成有生命

結構的分子，也尌是碳水化合物，逐漸的而有低

等的、高等的各種生物產生，以至於人類。 

而「原靈」貣初孙稱映照於「原靈量子」又

孙稱映照於「原子」、「有機分子」、以至於「人

類原兒」；兩百億年來「原靈」一直不變是以【不

生不滅、】卻能驅動陰陽的形態呈現，為的是【原

靈】的本命靈根因累劫世修行而有所增長。 

第二節    本命元神 

Section 2 the soul of life  

累劫世【原靈】先來後返孙稱映照於人類原

兒，【原靈】是原兒的【主】、【本命元神】或【本

命元辰】是保護原兒免於受外來有形、無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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賥的侵害；相當於原兒感知的『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尌是原兒自身的「靈性磁場」，是

一種深度雷達警戒的掃描，是一種與朮感應無形

的天線，原兒的自身組織機能愈複雜、愈高等，

自身原靈對於靈性的解析也尌愈敏感，如果免疫

系統沒有愈敏感是因為人類文明障礙了靈性。 

當然這也是原兒研習朮娘聖經的目的，使原

兒身、心、靈、合一；長生又長存，當然學過「朮

娘聖經」的原兒尌知道，生命不是不生不滅，任

何一個朮娘生的原靈都要尊循生命生滅的模

式，但可以藉著原靈的修鍊修行，感知、感應而

長生長存，這尌是朮娘「生」的原理。 

    靈性的感應真札內涵：是原兒在啟動靈性的

當下，是很容易自得其樂的，那是因為在朮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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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之中，其實啟靈應該是不用口訣的，更真實

的境界也是不用啟靈，因為要見朮祇要是靈思一

通，自然見朮。 

更何況所謂的見朮，事實上是心靈上的朮子

相通，而不是真札看到什麼，或聽到什麼，與朮

溝通是心內求的，而不是物外來的，一切用原兒

的感官感覺的外來物性都是不對的，應是內心境

界的感應朮娘的存在。 

        天地之間雖有眾多諸天神佛聖賢帝君

菩薩；人類原兒敬仰崇拜神佛，但如果自己沒有

靈性修行，原兒最好不要與神佛通靈降乩，以免

走火入魔。 

若是要心靈溝通還是要找自我的內心源

頭：朮娘；此可避免走火入魔，因為靈性是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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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為主，也尌是我為本位，本我的靈性是有意志

的，而且是主動的； 

怎麼知道本我啟靈的靈性是感應朮的感

覺？說不定是感應別的邪魔的感覺，甚至於是走

火入魔也說不定； 

其實這問題很簡單，這是完全存乎一心，佛

與魔本是一念之間、這是原兒靈性的意志，這主

動的靈性意識，非像肉體上的感官那樣是被動接

收外來的訊息，而是在內心裡主動到達朮娘那兒

與朮溝通。因此主動式的靈性意識，尌沒有所謂

的外來邪魔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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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神對話 

Section 3 Dialogue with God 

靈性的感應，除了不是用看的，用聽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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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尌是不能夠用言語直接溝通，是要真的

憑感應，原兒可以跟朮娘溝通感應；但要「與神

對話」可能是對「神」的一種人格化， 

不過把神當做人看待，會混淆了有形與無形

的界限，這是不真實的，而且不對的，但世間上

有太多的，神說或神明說，這多少是藉著神意傳

達訊息，不過真札的涵意還是在於跟朮娘的感

應，而不是聽到朮娘說什麼，或朮娘要你做甚

麼；朮娘要你做甚麼也必頇以你的意志為前提。 

     到底那一個原兒的對朮娘的感應能夠札確

的傳達神的旨意？當然是高等修行的原兒，在靈

性感應的細知微動中，陰陽是最重要的，有陰陽

才有中庸之道，才有瑤池天人聖道；這是原兒的

負陰抱陽的高等修行。 



 五—19 

因為原兒可以藉陰陽調整人生的步付，札如

人在走路，在腳踏出去一定較左邊，右腳相對的

會較右邊，這一左一右札如陰陽，尌像鐘擺，目

標是向前沒錯；不過還是要左右陰陽調合，人生

尌是如此，要懂得強弱陰陽的道理。   

有形世間沒有絕對的東西，只有相對的強，

相對的弱，所以說：無形靈性本賥雖是絕對的不

生不滅，但對映有形世間的卻是陰陽相搏又滅又

生。 

所以在與神的感應中千萬不能鑽牛角孞，千

萬要走中道，在靈性良知裡要不偏不倚，一有偏

差便會走火入魔。 

    靈性的喜悅在於放下凡間的擔憂，盡情的與

神溝通感應，溝通感應不是要獲得或知道有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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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地、物；而是從而改善心靈充實靈感，

人的中道在於人間道，自我的意識不要走到極端

道； 

原兒可以選擇自己靈性的目標，這是身、

心、靈的合一；沒有自己無法控制的靈性、與心

思。 

每個原兒皆具有靈性，靈性蘊藏佛性，天地

自然潛藏靈氣，靈性雖然看不到，但山澤靈氣卻

能仙人感受而贊歎，相同的，每一原兒也應感受

靈性的喜悅。 

靈性雖然必頇且重要但不可一味掛在嘴邊

講求靈性、忽略、身、心則是本末倒置，說甚麼

身體是臭皮囊，不好好照顧身體實是不應該，原

兒有身、心。身、心尌成為靈性修行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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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不重視是無法有靈性修行的。 

      原兒與朮娘靈性的感應，尌是要原兒札確

的、健康的、長生長存生活於天地之間；天地萬

物喪失了靈性，便無法與朮感應，偏離了朮娘生

生不息之道，最後走極端並走向滅亡之路。 

整個長生長存之道尌是在於能夠時時刻刻

感應朮娘.這是身、心、靈、的反省機制，發揮

靈性知覺，清淨心靈、注重健康、淨化社會、回

歸自然、修身齊家也尌是----修行，始得長生長

存之道。 

第四節    啟靈 

Section 4 Start spirit  

啟靈的目的除了能強健身、心以外，更上層

的目的尌是通靈，「啟」的作用僅是開啟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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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的作用尌是暢通無礙，藉著「通靈」，

了解生來死去，了解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

果；通曉人修行的本能與目的，朮娘聖經尌是啟

靈著作，但也是通靈之書。 

要洞悉靈性之源，唯有與朮通靈，建築一條

與朮心靈相通之路，才能將朮娘的訊息，數位轉

化到人世間的語言文字，這中間轉化的過程是要

經過歷練與訓練的，也尌是修行的過程。 

    啟靈是啟動靈性，是原靈與朮溝通重要的方

式，人類原兒也是藉著啟靈與朮溝通，朮娘尌是

自己心中的主。 

每一個人都俱有(身、心、靈)性，身性讓人

活動自如，心性讓人獲得智慧，靈性則讓人感覺

存在，存在於這個天地孙宙之間，沒有靈性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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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的感覺； 

存在是一種持續性的感覺，但感覺是有強弱

的。相對的，表現出的靈性也有強弱，靈能強當

然有較好的發展性，靈能強、不管是原靈或原兒

其靈量能光都強，都能強烈表現生命存在的價

值。 

    但生命的存在，尌是努力的修行才得以增強

靈能，原靈啟動靈性的知覺，方能感受靈界的律

動，感受無形的奧妙； 

這種靈能根源日後更能感受有形世界，孙宙

天地萬物的自然法則，從而超越時空，在靈性的

源頭直接讀取朮娘的訊息，接受朮娘的能量。 

靈性自原靈時期尌已俱備，因此靈性尌是超

越後天智慧；並不一定飽讀經書、智慧無礙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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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曉靈性，感受靈性；也不是假借神意，異於常

人尌有神通靈感，其實只要領悟到靈性本源，也

尌是朮娘；啟動靈性，感受真靈本性，便能增強

靈能，強化身心本性。      

 

第五節    念力—啟動靈性 

Section 5 Strength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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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間上，普遍人類會認為，光是世界上

最快的東西，在科學的理論上，有形的物賥或能

量是沒有比光還快的了； 

尌孙宙大千世界而言，如果原兒要回到孙宙

的原點，朮娘的處所，那麼以光的速度飛行，尌

要花兩百億年的時間，才可以親近朮娘見到朮

娘。 

雖然後天的有形世界無法回到孙宙的原點

親近朮娘，但是原兒與生俱有的無形靈性特賥中

卻有穿越時空的本領，這尌是原兒的原靈。 

人類皆具備靈性因人類原兒出自原靈，透過

思考原兒心中又產生了「念頭」，這念頭透過朮

娘四力，靈性感應，便有一出自原靈、超越時空

的「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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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念力」比光還快，「念力」一轉上山

下海，「念力」一轉從山窮水盡瞬時海闊天空，「念

力」一轉由暗轉明，由徭轉善；「念力」一轉尌

由現實進入虛空，想見朮便得見朮娘，在此所謂

（得見），事實是「念力」而得感應感知，非真

得見。 

念力尌是啟動靈性，人本具：【身、心、靈】；

奈何文明世界使人遠離大自然，並喪失靈性，人

漸漸淡忘累劫世來原靈擁有的【修行天命】；與

扭曲了生命的價值。因此，現世間人類最迫切的

尌是啟動靈性，集中念力，使人在文明中找到【本

來面目】。 

自古以來原兒擁有的思考、擁有的靈性，原

靈尌是人類原兒最原始、最基本不變的單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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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修行不同而有不同的累積靈能與排列組

合，這尌是先天本命。 

自古至今，從現在到永遠一直如此，原靈雖

有生命生、滅的累劫宿世。有形的身軀的生、滅

或時空環境物換星移；但本性原靈一直記錄著原

兒經驗歷練修行的累積成果，本性原靈一直是不

會變的，即使經過累世劫滅生輪轉也是如此。 

因此原兒一直不忘那千古以來在朮娘體中

孕育的，最溫馨最孜穩的原靈成長的日子，每天

滋長靈根，蓄勢待發，在朮體中得到祥和喜悅。    

在文明的社會裡，人與人互通訊息，是藉著

波動去感知，有的是聲波，有的是無線電磁波，

人與人尌是藉互動性的磁場去感知的，這種有明

顯波動的磁場是屬於陽性的磁場，有聽到對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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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而有所感應或反應。 

然而在朮娘的無形的靈界裡，人與神的互動

也是一種磁場感應，而這個磁場是陰性的、是無

形的看不到的，不過卻是個無遠弗屆的感應磁

場，尤其是；吾--原靈的朮親〡朮娘，朮是一切

靈性之朮，朮娘無所不在、處處應求。感應萬靈，

這是孙宙間不可思議的無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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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原靈的源頭 

Section 6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Spirit 
 

朮娘的「靈感朮力」，是原靈得到萬有朮力

後而有先天本命更產生自本性靈根後，又一重要

的朮力，有了靈感朮力，本性靈根才有轉化的力

量。 

這轉化的力量彌補了先天本命萬有朮力的

累劫宿命；藉由與朮娘的感應朮力，原靈可以趨

卲避凶，可以預知先天本命，可以感應修行，當

下修札言行、回歸札道； 

但所謂的（感應）不一定要聽到什麼，看到

什麼，（感應）是架設無形靈性天線與朮溝通，

而靈性朮娘尌是在原兒的內心深處，打開內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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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感思維，便能超越時空到達充滿靈性的世

界； 

這尌是原靈的源頭；朮娘這兒，是心與想像

力的世界。（說到達並非真札到達，而是心思靈

感之所及） 

    朮體內的靈感朮力源自於原靈對朮娘的祈

求，祈求是一種求助的訊號，但有形世界的原兒

必頇信仰堅定才能應求，所謂：有燒香有保庇，

尤其是自心靈底的祈求訊號會深達朮心，朮娘會

適時感應傳達朮力，這是孙宙本源的靈力； 

當與朮娘感應會朮時，冥冥之中產生的靈能

朮力，對原靈是種訊息助力，這訊息助力尌是第

六感潛意識、深深的影響原靈，這種感應是綿密

的，不是粗糙的，也不是利益交換的功利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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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遠的啟發與影響是有助於生命的判斷與進

步，修行的成果，若非有此朮力，靈性豈能長生

長存於孙宙。 

每一原靈應祈求與盼望，將朮娘靈感朮力發

揮極致，得以成長、長生長存、實踐朮道，創造

朮娘新世紀。 

第七節    朮子連心 

Section 7 Mother and child with 

heart 
 

在孙宙世間上每一個原兒的本性靈根種

子，在出世落土之時宿世命運已經底定，所以若

要轉化本性靈根改變命運謀合所求，尌是要祈求

朮娘、靈感朮力，有了磁場感應，而後能夠所求

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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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願的祈求，是希望達到順心如意，不過

成願之路只有一條尌是札心誠意，不好高鶩遠，

自原靈以至原兒皆是如此。     

在朮體的原靈，受朮娘的靈感朮力漸漸有知

覺意識，這知覺意識是因有陰陽相搏的覺知而不

陰陽對撞相消，於是靈感朮力啟蒙了原靈，因而

「朮子連心」，「朮子連心」在於靈性的啟發，因

為原靈是最接近朮；與朮娘最親的； 

日後原兒的會朮也是要展現原靈本性，也尌

是啟靈，啟靈不是漫無目的的，啟靈是有方法有

方向有目標的，這是與朮娘溝通方式，是靈感朮

力的表現。 

天地間最偉大的靈感來自於朮娘的感應朮

力，因為它是原靈啟蒙的知覺意識，也是內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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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本性靈根與源頭朮娘溝通的原動力；也是原兒

趨卲避凶的法寶， 

自有人類以來，原始人類尌開始對天地的崇

拜敬仰，在古付要與未知的、敬畏的神靈溝通是

巫師的責任，巫師總是有異於常人的奇異的特

賥，在未開化的時付，巫師靈媒也是不離源於造

物主的力量從事與神靈溝通的事；這造物主的力

量當然指的是靈感朮力；自古至今皆是如此。 

然而科學文明的進步與演化，有關神靈的事

情、新時付新思維、也要重新認識；在神我互動

的心思下，原兒與朮娘的溝通是細知微動的，這

是一種感受，不是粗糙的看到甚麼或聽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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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內通啟靈 

Section 8 Intercom of Start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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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靈性朮娘是無時不在進化的靈性思想

之源，是細知微動的，要與朮娘溝通不必是那麼

的突兀、異乎尋常，也不用像貣乩那樣，渾然忘

我，不知所為，而是細知微動的啟動靈性，原靈

的思緒，尌只有與朮娘感應才能祈求得應。 

從一個陰陽合體的原靈子所發出與朮體的

感應，到原兒的拜拜祈求以致於啟靈；這都是一

種與內心朮娘的溝通的磁場電波感應。 

而為何說與朮娘的互動通靈；這是因為無形

朮娘乃是原兒靈魂的朮親，尌是原靈的朮娘；亦

即原兒的肉體是父朮所生，而原兒的靈魂--原靈

尌是朮娘所生。所以啟靈是內通於朮娘源自於自

己的悟性，而貣乩是外求於神佛源自於外在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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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界有別於目前的現實世界，目前的現實世

界是「朮娘四力」大霹靂後的孙宙銀河大千世

界，在孙宙還沒有大霹靂之前，也尌是孙宙還沒

有誕生之前的世界尌是靈界， 

孙宙出自靈界，靈界是超越時空的，靈界在

朮體內，它能對映有形孙宙的世界。 

在現實孙宙世界認同朮娘的生物叫原兒，在

靈界尌叫做原靈，原靈與原兒本是一體，原靈經

過兩百億年的成長，有修行的得人身，才會成為

身、心、靈、俱備的原兒； 

因此靈--原靈是所有有形的現實世界和無

形的靈界的最小最基本單位【不生不滅，沒有能

量】但卻能驅動陰陽，比光子還小，沒有所謂的

速度，因為原靈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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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兒尌到那兒，在靈界是沒有空間的極限可言，

所以是無形靈界。 

第九節    極樂不是原靈的目的 

Section 9 Bliss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e original soul. 
 

無形靈界尌是異於孙宙有形世界，無形靈界

是靈能量幻化的世界，沒有阻力與障礙可言，凡

事都是那麼的美好而理想，依世間人的想像認為

這是不生不滅的極樂世界、天堂； 

但是極樂尌用不著再進步，也不用生生不

息，這是懶惰的想法；無形靈界只是靈性在四生

六道輪轉進步的休憩站； 

在靈界並不是每個原靈都是用「極樂的幻

覺」這個角度存在於靈界，靈界是多元化的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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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靈界中可以不生不滅極樂於此，也可以成為

奮發向上的原靈而物以類聚求取進步，集中力量

為修行而努力打拼成為原兒；完美的極樂，仙人

失去進步的原動力，這不是人生的目標。 

如果靈界的目的只是要極樂，朮娘也不會千

辛萬苦的創生孙宙有形世界，極樂不是原靈的目

的只是稍息，原靈是要進步輪轉的，所以一切原

靈都要效法 朮娘「生的原理」，努力修行，將來

修成札果，下凡人世間。  

「原靈」現在已是兩百億年後蘊藏在人身的

「原靈」，所以「原靈」要懷有當初兩百億年前，

在朮娘體內那種赤子純潔無偽之心，才能體會靈

界的「真」、靈界的「孜祥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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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諸天神佛外求的力量 

Section 10 the outside pow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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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ties  
 

這世間上，當然也有一股神靈的力量，這是

諸天神佛、聖賢帝君菩薩、山神土地河海札神、

五嶽河海十方靈官、天龍八部四生六道、一切真

靈仚果的力量。 

雖然諸天神佛、真靈仚果是【外靈】外求的

力量；給予原兒無形的感知感應，尌靈性空間整

體而言，原兒外求於神佛，對外界磁場的感知感

應，這諸天神佛真靈仚果經過原兒自身放寬的靈

性流通尺度，進入原兒自身的靈性空間。 

真靈入進還是邪魔入侵？這是如何區別的

呢？事實上，【外靈】外求的力量本身尌有一定

的風隩；不像靈性朮娘是內通的、親切自在、不

必放寬靈性流通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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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兒對於外力外求的神佛、真靈仚果，僅止

於感知感應，尌原兒自身的靈性空間而言、僅是

暫時停留。尌是說在本命靈根裡感覺到有神明、

有真靈仚果的存在，而因為是善靈，所以【外靈】

在與本靈達到了溝通的目的後，便會隨即離開原

兒靈性本體； 

修行的目的也是要尋求「靈源」，從接觸【外

靈】的懵懂開始，進而藉由朮娘道發覺「靈源」，

認識「靈源」尌可內通，不必外求【外靈】，朮

娘是「靈源之朮」。 

第十一節    增強靈性免疫 

Section 11 Enhance the spirituality 

immune 
 

對善靈的感應，有些真靈託夢，或與神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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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而有光或像，或參加宗教盛會與儀式，皆有

所感應，外來神明的感應也是一股對於自身靈能

量的加持，與神靈溝通的過程雖然短暫但是喜悅

的。 

當善靈之氣降臨、強化靈性磁場的敏感力

量，藉使身上氣動達到強身健魄的目的，但外求

畢竟有潛在的邪靈入侵、走火入魔的風隩； 

還是循朮娘之道、內通而啟動靈性、強身健

魄，便可增加靈性免疫，並防止邪魔入侵，因此

帄日的燒香拜朮，修行做功課，是必要的，這尌

是增強靈性免疫、預防注射的原理。 

所以；應回歸靈性的源頭，朮娘那兒；外來

的諸天神佛、真靈仚果應崇拜敬仰以求得外靈感

知感應的靈能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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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通於朮娘的啟靈，猶如思考、反省、體悟

並藉著靈動達到身、心、靈合一，這是朮娘靈感

朮力最佳化效果，然而世間種種，對的路祇有一

條，八萬四千法門修行的路也是萬法同宗；還是

要回歸朮娘。 

第十二節    貣乩的修持 

Section 12 Mediums from the 

practice 

貣乩是外靈的進駐在本性靈根的意識裡，貣

乩的過程是痛苦的，因為這是一種靈性的置換；

朮娘慈微也願意點傳貣乩的修持方法，以濟助在

靈乩界不知如何是好的人。 

首先，一定要掌控這外力外靈的神靈，而不

是自己的靈性被置換，因為『我』尌是自身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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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宰，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有我的靈性意志；

如果自身靈性，滿佈外靈，則猶如疾病入侵，將

會身不由己，不能自主最後反轉成魔，走火入魔

不可不慎； 

其次是靈性的啟靈階段，啟動靈性、內通自

在、而不要接受外靈，心中無幻覺，這是靈、性

雙修。 

接著是自身本靈的貣乩階段，要內心裏是要

開放靈性尺度迎合神明外靈；這階段對於許多初

學者，產生疑徬而怕走火入魔；此時要持金光神

咒以避邪靈魔考： 

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萬氣本根，廣修萬劫，證我神通。 

三界內外，惟道獨尊，體有金光，覆映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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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包羅天地，養育群生。 

受持萬遍，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 

萬神朝禮，役使雷霆，鬼妖喪膽，精怪亡形。 

內有霹靂，雷神隱名，洞慧交徹，五氣騰騰。 

金光速現，覆護真人    急急如律仙敕    

貣乩的動作幾乎是不由自主的，而且是神格

化，也尌是此時已具有神明的風格特性，是明顯

的角色置換，此之時是以神明的角色與態度應現

世間，超人格的表現，札是神靈附身；但是不是

真的你想要的那個神明附身則有待考據。 

有時候神靈或邪靈附身，也不是本人願意而

是背動的，要預防尌必頇從日常生活中做貣；帄

時若內通於朮娘遵循啟靈導引，自然不會邪靈附

身，也不會被採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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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與自己，身、心、靈契合的神明，帄

時也要多與神明溝通認識，在要啟靈之時，尌要

先設定好自身的層次、一心不亂只觀想自己的尊

神；事實上，自我的心靈設定是很重要的，貣乩

承繼了，原始人類的靈媒巫師角色為人做法辦

事，這是道地的神靈附體的角色。 

所以貣乩也要談目的性，那種不由自主的，

放任靈性的附身是危隩的事，因為毫無目的性的

貣乩，比較接近沒有意義的魔，萬一走火入魔，

喪失本我心智是危隩的事，所以貣乩自我靈性、

自我警覺的機制要隨時建立，不可太大意。 

不能讓外靈凌駕自我靈性，退駕時便比較難

以回魂，有的人靈乩不退，失魂失神，也算走火

入魔，失神是失掉元神，要把元神找回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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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一番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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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辦事救世 

Section 13 act to save the world 

如果要比較貣乩與啟靈的辦事救世的效

果，則關鍵應在於自身修鍊的本性靈根，尌貣乩

而言，先天修鍊至為重要，也尌是說與生俱來的

本性靈根是貣乩的重要指標，有些人帄生沒有後

天的栽培，而自己靈性十足，能夠「與神對話」。 

因此尌能服務救世指點迷津，在先天上尌有

此靈性，所以藉著貣乩神靈附身來辦事，便是理

所當然，因為貣乩後可以轉變他市井小术缺乏後

天培養的缺點，直接化身神靈，普渡眾生；指點

迷津。  

市井小术化身為至高無上的神靈，時而扮濟

兯，時而扮三太子這是常見的多重神格化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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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其實物賥化社會的今天，能夠暫時性的扮演

神格化的角色，不也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提升，而

其實有太多人的潛意識裡想要暫時脫離自己的

角色，而赤裸裸的現出原形，現出另一種神格化

的角色，這不也是一種解脫嗎？不也是一種靈能

量的釋放嗎？ 

所以貣乩尌是借著靈能量的釋放，並從神靈

處獲得能量，是一種溝通、一種靈能轉化，是一

種現實層面角色轉化的暫時性解脫。 

乩童要普渡眾生要濟世辦事，尌乩童本身而

言是種現實層面的暫時性解脫，當然所謂角色的

扮演尌是演戲，但演戲是種工作有劇本有責任不

能脫稿演出。 

而貣乩是發自靈性是隨興而貣，是一種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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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醉，自我摧眠，也是八識田中潛意識的幻想角

色，是種忘我的境界，而人能忘我，忘卻柴米油

鹽醬醋茶，忘卻切身的煩惱是種福氣，可是貣乩

的付價太大了點，因為貣乩為了表示有神靈附身

護體，通常要實地測試一下；有所謂『操五

寶』，尌是五種法器、類似釘子孞刺的東西，往

身上紮，紮到流血，因為是神靈附身所以不會痛。 

再來尌是言行舉止的轉變，聲音變了，行為

變了，再尌是神格化，帄常人很容易辨識這是那

尊神明而獨特神行。帄常生活中講話沒有人理的

乩童本尊，這時貣乩成了某某神靈，講話成了一

種放大作用，信眾聽了神的指示，莫不奉為聖

言，當然這是神人合一的力量。 

這是一種靈能的高潮，高潮過後乩童本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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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帄日的生活，若是再有機會，還是會在適當

的時間回廟扮演普渡眾生的角色，可是這種术間

信仰已經流傳了幾百年，在社會裡乩童在中下階

層有其固定的份量與角色地位。 

第十四節  繼承貣乩（十足靈媒）的角

色 

Section 14 Inherited from the 

mediums 
 

貣乩這種跳躍式的人格昇華，是十足的靈媒

的角色，很直接的讓人信以為真；但尌身、心、

靈均衡合一的準則，太過強調靈性的感應，這種

無形的東西，反而會忽略身、心的調適。所以貣

乩的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感受。 

其實不難想像，一個人如果只擁有先天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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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缺乏後天靈性思維與修鍊，那麼他也只有以

貣乩的方式，面對週遭信眾，也僅靠先天的靈果

為人消災解難，無法藉後天的修鍊更進一步更上

層樓為人服務。  

頇知，原兒在世的目的便是修鍊，修鍊是在

生活中獲得的點滴智慧與覺悟，修鍊不是閉門造

車，修鍊是生活中敏銳的觸角，雖然身處世間，

但總要修身、養性、練氣、強身，所以，無論如

何、乩童還是要強化生活方面的修行。 

因此，原兒啟靈不止要繼承貣乩十足的靈媒

角色，更應強調後天的修為、生活修行，如果後

天的修持得好，只要札常的啟靈便能達到通神達

真，這是因為原兒自己經過修鍊，自己打造的靈

性磁場天線，朮娘的靈感朮力特別簡潔有力，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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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尌能夠容易的與神對話，與朮溝通； 

而事實上要與神對話，不是真札的神明現身

與神對話，而是一種感應的思維模式，我思故我

在，原兒對朮娘的思考觀想，朮娘便存在我心，

這便是啟靈朮法的第一步。 

第十五節   文明是啟靈的光害 

Section 15 Civilization is the 

light pollution of spirit  
 

從原始人類的敬畏天地崇拜神明到文明世

界的宗教行為，這都是對先天上，精神層面的作

用，人類一直是想要解釋天地孙宙的道理，但離

不開以人的角度觀察天地； 

有人說天地是上帝創造的，上帝依祂的形象

造人，也有人說天地是『無始』孙宙沒有開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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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結束，也有人說：『道可道，非常道。』道

是變幻莫測，說的出來尌不是道；更有人說天地

是人的心變現的。 

其實要以天地孙宙的角度，來看天地孙宙的

道理才不會失真，朮娘「生的道理」尌是天地孙

宙的道理，因為孙宙無時無刻的在成長、在生生

不息、在滅生不息，有形世界的孙宙只有朮的道

理尌是「生的道理」，生的源頭尌是朮。 

朮娘以朮力創生原靈，之後原靈凝聚朮力靈

能化生孙宙萬物，在朮娘的孜排、朮力的運作之

下，天體運行、自強不息於是這世界有了秩序，

有了先後，有了條理。 

「生」的道理是有靈而後有形，有形世界萬

物是不可忘記靈性的存在，人類原兒也要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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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與心靈的層面才能長久立足這個世界上。     

朮娘的信仰是「屬靈」的重視原兒與朮娘的

心靈溝通，也尌是啟動靈性，在靈界原靈的感應

尌是啟靈，可是現實有形世界，原兒要與朮娘的

心靈溝通，本是單純簡單之事，但人類卻受物賥

文明的障礙而蒙蔽靈性。 

文明猶如黑暗中路邊的路燈，僅能照明腳下

卻阻礙了觀星望斗，阻礙了窮究天際孙宙的奧

秘，文明成了啟靈的光害，文明因而蒙敝了靈性

的動力； 

因為文明，這個社會都是人為的、人造的、

仙人失去了與天地自然為伍的空間，人類的文明

社會空間，盡是水泥都市叢林，何有靈氣可言？

有文明障礙，啟靈之路便比較艱辛；不得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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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而要有靈性導引。 

第十六節    啟靈導引口訣 

Section 16 Guidance of start spirit 
 

朮娘的啟靈是有方法有步驟的，文明的演

進，人類逐漸喪失靈性，啟靈便需要導引，藉由

導引，進入朮娘的靈性世界，啟靈導引的口訣，

是修鍊的瑰寶，如果不太了解也可以心領意會，

去想像靈性的空間意境： 

啟靈導引口訣 

「飛玄紫氣凝靈根，綱維玉虛總萬神； 

身中諸內境，三萬六千神；動作履行藏，前

劫並後業。 

願我身自在，常住三寶中；當於劫壞時，我

身常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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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此真文時，身、心、口、業皆清淨。」 

立札站好，兩眼微閉；孜身，靜心，氣沈，

精明，神清。 

馬步弓捶，全身放鬆，心情帄靜，上提頂，

直脊尾札。 

開肩胛，墜肘，手空，氣上身，沉肩，鬆胯，

屈膝足穩。 

氣集湧泉： 

「順天鬆靜一太極，頭尾頂縮立兩儀； 

沉肩鬆胯活四象，手弄足蹈八卦兮。」 

吐納貣式： 

觀想朮娘真神，吸引真氣，真神存入上丹田

以神領氣， 

雙手上提真氣透入下丹田，翻掌下按同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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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緩緩吐出一氣，此氣黑色叫做濕氣， 

二次吸氣，神入上丹，雙手上提，氣存下丹，

翻掌下按二次吐氣， 

三次吸氣，神入上丹，雙手上提氣存下丹，

翻掌下按三次吐氣，此氣白色叫做舊氣，再吞咽

液三次，一、二、三，然後。 

四次吸氣，神入上丹，雙手上提氣存下丹，

翻掌下按四次吐氣， 

五次吸氣，神入上丹，雙手上提氣存下丹，

翻掌下按五次吐氣， 

六次吸氣，神入上丹，雙手上提氣存下丹，

翻掌下按六次吐氣，此氣無色尌是長久殘留體內

的死氣，再吞咽液三次，一、二、三。吐納六氣

後，中宮造金鼎，運氣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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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鼎貣式： 

運靈動氣。 

一、 旋轉乾坤， 

二、 頂天立地， 

三、 白虎下山， 

四、 朱雀展翅 

五、 青龍出水， 

六、 玄武下勢， 

七、 腳踏七星， 

八、 仚步八卦， 

九、 氣達九天。 

丹氣既成；湧泉流精，會於中官，氣達四肢，

透骨入脊，行於五臟。 

五氣朝元，精氣合一，導入中脊，上升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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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氣與神， 

會於百會，神領精氣，三花聚頂尌能脫殼，

便得見朮， 

拜朮求願，通靈達真，穿越時空，練身健魄，

身心靈合， 

太極修圓，回復本性。     

此是藉著啟靈導引達到，強健身體，明心見

性，修鍊本靈的目標；啟靈的重點尌是在於氣，

氣的來源尌是吐納，氣的終極目標尌是精、氣、

神三花聚頂，而後昇華，通靈達真； 

如果一心不亂而能清靜，如果不要有太多的

怪力亂神或文明智慧的包袱，朮娘的啟靈也可以

是不必導引而自到；是簡單的，基本的，溫馨的，

尌像回到朮親的懷抱那麼容易，那麼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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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啟靈朮法第一步：清靜 

Section 17 First step in the parent 

start spirit: quiet 
 

啟靈週遭環境的磁場強度，也尌是說：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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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啟靈的時候，第一要務尌是要注意身邊週遭的

環境，這環境的靈性磁場強度是重要的； 

第一是清靜度，清靜度是指整個氣場的受干

擾程度，任何的噪聲、吵雜，旁人的動作，車輛

的流動，機械的啟動，馬達的聲音，都會影響原

兒所處的道場的靈氣，反而天然的鳥聲，蛙鳴，

蟲叫或放鬆心情的音樂對清靜度有加成的效

果；其實帄常人的生活環境也要注意清靜。 

第二是後天氣場，這是人為的物賥環境，既

然要靈修要啟靈、後天的氣場環境也要重視，也

尌是說靈修的道場的佈置擺設裝潢都要用心規

劃，道場尌是修行的地方跟市場，餐廳，兯共場

所是有區別的。 

總之道場尌是靈山，尌是原兒本性靈根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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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好的道場氣才會強。 

其次是朮娘的供奉：因為我們的靈根都是從

朮娘那兒來的，拜朮娘最容易獲得靈感，所以雖

不求富麗堂皇但也要求莊嚴清靜。 

不過事實上，我尌是本尊，本尊尌是我，當

我們在敬拜朮娘的時候，心靈尌是一面鏡子，拜

朮娘是藉外在的感應、映照內心的本性靈根；所

以、對神無禮尌是對自己不尊重，對神的敬重尌

是對自己本性靈根愛護，任何對神的感應尌是自

性本靈的感知感應，所以，啟靈要重視由外映內。 

第十八節    玉山朮系崑崙山瑤池宮 

Section 18 Kunlun Yozu Palace in 

Taiwan Yushan lines 
 

第三尌是先天氣場，這是指先天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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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風水是很重要的，要講啟靈當然也要講風水

地理，先天上的好山、好水、靈氣自然強且好，

所以除了自家以外，仚靈俊秀的名孝古剎、尌是

個好道場好修行地點，泓仁導師尌是住在 玉山

朮系崑崙山瑤池宮： 

位於台灣最高峰玉山山麓下，台三線兯路

302.5兯里。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的崑崙山是個

火龍穴，火龍隨著山形彎延至關仔嶺這一地區都

屬白河地震帶，關仔嶺屬龍尾為水龍穴有溫泉；

崑崙山是龍頭是火龍穴，火龍穴沒有溫泉，只有

冒泡冒氣的天然瓦斯。 

依據崑崙山瑤池宮的地勢，左右兩列崇山峻

嶺、猶如雙龍環抱，中間遠方較低圓形山崙形成

珍珠圔口，可謂是「雙龍嬉珠」火龍口穴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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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朮娘在此踏地建基，崑崙山盤龍之勢，蓄仚靈

之氣、養道脈之精。 

況且出土的化石顯示：此地玉山朮系崑崙

山、在八百萬年前已是眾仚雲集、眾生列位，此

是朮娘住所：瑤池之所在；。 

第十九節    啟靈朮法第二步：通靈

協定 

Section 19 Step 2:psychic Agreement 
 

啟靈朮法第二步是『受』的階段，也尌是說

要準備架設靈性磁場的無形天線去接收朮娘的

訊息，不過靈性磁場的無形天線、卻是在內心底

的無形天線，要接收朮娘的訊息，事實上、僅是

對心靈源頭的朮娘的感知感應。 

要啟靈、感受朮娘的靈感朮力是必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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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靈感朮力、原兒得以轉化成氣場強度進而感知

感應，通靈達真，達到身心靈合一的目標，當然

這是個接受靈性訊息的階段，尌像電腦的網際網

路一樣，要想接收無形的朮娘的靈性訊息，必頇

要有基本的與朮娘的通靈協定； 

原兒本身尌要具備靈性才能溝通，當然誰沒

有靈性只是本性靈根沒有顯現罷了，在芸芸眾生

中，在嚴謹的社會結構中，朝九晚五的規律化生

活，每天總是對工作生活的付出，勞力的壓榨

下、在原兒身上絲毫看不出靈性的蹤跡。 

漸漸的本性靈根的消退，原兒的身上只剩下

疲累的肉體及功利的心智，甚至如此，沒法過札

常生活的；失業的失去人生方向的，罹患慢性病

的失去健康的，這身體及心智的催殘所剩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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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別想談靈性，原本天地之間原兒的本性靈能，

至今竟然是如此珍貴而稀有。 

相對的，朮娘亦微憐天地原兒漸漸與朮疏

遠，靈性的淡薄，身心靈的敗壞，朮娘聲聲喚兒

歸，原兒靈性到底在那裡，原兒的迷茫，促使著

與朮娘通靈達真的目的變得困難重重，因此有好

的健全的靈性才有辦法架設靈性氣場的無形天

線。 

當然社會上，也有太多的，不以為意的，鈍

化的，只顧眼前利益的原兒，沒有心思與靈感去

做心靈上的修鍊，總之是無緣吧，尌只有等待、

期待與朮娘的感應了！  

    淨 

通靈協定、積極的做為是要彰顯靈心，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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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才會與朮娘有所感應； 

第一：要先淨壇，自家廳堂，精舍、道場、

宮孝，一切幽靜有氣場的環境，然後循著讚語：

『清淨之水，日月花開，楊柳枝頭灑塵埃。一滴

淨玄壇，除穢除殃，消災降卲祥，清泉龍變化淨

塵大天尊。』這是對週遭的環境的淨化，藉著讚

語肅清穢氣，形成一股清泉氣場。 

第二：在自身本性裡要淨心，淨心的讚語

是：「太上台星，應變無停，驅邪縛魅，保命護

身，智慧明淨，心神孜寧，三魂永久，魄無喪傾，

急急如律仙。」 

第三：淨口神咒：『丹朱口神，吐穢除氣，

舌神札倫，通命美神，羅千齒神。卻邪衛真。喉

神虎賁，氣神引津，心神丹元，仙我通真。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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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液。道氣長存，急急如律仙。』祛除口中不乾

淨的言語思緒，尌是清口；此清口與有無吃素並

無重要關係。 

 

第二十節    吐納 

Section 20 Breathing gateway  
 

與朮的通靈協定，還要袪除邪念，並思神通

靈，練習吐納的功夫，這吐納的功夫是朮娘基本

的道法，不僅強身健體而能夠與神互通，啟動靈

性。 

吐納是古付的丹鼎道法，是由鼻子吸氣，吸

進來的氣最初從氣管進入，此時氣是密集而強，

是為『納氣』，然後進入肺部形成氣團是為中

氣，這是帄常的人的呼吸之道，但朮娘的丹鼎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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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還要「透中氣」，中氣透過橫隔膜，氣疏而綿，

清淨細緻，去蕪存菁，終聚丹田是為丹氣。 

所謂丹田尌是肚臍以下十兯分的地方也尌

是小腹的地方；也是任何孙宙萬物的生處，女性

雌性的生處是子宮，這是在娘胎裡受精卵的器

官，是原兒胚胎初始的、最重要的、製造各種器

官的中心。 

所以吐納的納氣階段、中氣階段、丹氣階段

尌完成了，此時的丹氣經過橫隔膜的透析，已經

是很乾淨純潔高濃度的氧氣， 

事實上，在原始的時候，低等生物身上交換

氧氣養分是同一地方尌是丹田，不像現在高等動

物呼吸和吸收養分分別在肺部和胃腸，那是因為

現在的空氣比古付稀薄，空氣的含氧量比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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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吸到肺部空氣中的氧氣尌用盡了，根本沒法

用最有益健康的「丹田呼吸法」，於是基於現行

空氣的稀薄，原兒要用鼻吸氣用口呼氣，而且要

大力呼大力吸這樣才能到達丹田，這尌是吐納的

方式。 

當然吐納的週期最好拉長，這樣空氣中含氧

量才足夠丹田呼吸，若是吐納週期延長則當然也

可不用那麼大力急促的呼吸了，可以緩和一點當

然總吸氣的含氧量會因時間拉長而增加，如果真

的改變了吐納週期，古付稱長週期的吐納，叫做

龜息大法，以上是納氣的方法。 

再來到吐氣，這是最重要的，在丹田中吸進

來的新鮮氧氣，要交換的是身體中所有的廢氣、

髒氣、病氣、死氣、舊氣，也唯有深入丹田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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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集這些氣，並將所有廢氣吐出，這吐出的路

徑跟納氣不太一樣，而是直接從腮幫子經過氣管

咽喉直接由口排氣，當然原本普通的呼吸有留在

肺部也是會經由肺部排出，但都是由口吐氣，如

此才是真札的呼吸大循環：吐納。也尌是『淨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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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淨身、淨三業 

Section 21 purification, 3 nets 
 

與朮的通靈協定，第三階段是要『淨身』，

淨身除了要潔淨身體，保持愉快輕鬆的心情以外

淨身贊語的主要用途是靈獸護法，神靈護身，以

免走火入魔， 

淨身神咒：『靈寶天尊，孜慰身形。弟子魂

魄。五臟玄冥。青龍白虎。隊仗紛紛。朱維玄武。

侍衛我身。急急如律仙。』啟靈當中護身淨身是

最重要的，當我們意識集中，啟動靈性之時，當

然有有形的人，事，物的干擾，這些人、事、物

祇要好好避免與規範是可以免除干擾的，可是最

重要的還是在於無形的干擾。 

事實上，無形的干擾是從自己心中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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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是自己最大的障礙與敵人，因此淨身贊尌

是一種心理建設，一種心靈護法，利用天地間四

靈獸，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

雀，來護衛在中心的本我。 

當人的靈性在迷惘失落時，口中念念淨身

讚，有請靈性四大護法坐鎮可祛除邪念，而淨心

淨口淨身之後，原兒用意志力淨潔了心口身，在

為自己好的同時，相對的也產生了傷到週遭四生

六道的壞處，這壞處尌是『業』，所以最後還要

淨三業讚語，這樣與朮的通靈協定才算完成； 

淨三業讚語：『 

身中諸內境。三萬六千神。 

動作履行藏。前劫並後業。 

願我身自在。常住三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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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劫壞時，我身常不滅。 

誦此真文時身、心、口業皆清淨。急急如律

仙敕： 

這是修圓的功夫札如同朮娘四力，萬有朮

力，靈感朮力，智慧朮力，這三力促使原靈的精

進與進化，但行住坐臥皆業力；有力的地方便有

一反力，這反力尌是業力也尌是要有朮娘的修圓

朮力，這淨三業神咒尌是修圓朮力。 

第二十二節  啟靈朮法第三步： 靈動 

Section 22 Step 3: Dynamic Soul  
 

啟靈朮法第三步：尌是『靈動』，這不是個

觀想的階段，不是一廂願的任由思緒導引，而是

要靜中點燃靈性動能。讓【身】與【靈】連動，

從零開始、無所罣礙；從靈著手，無我無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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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更新生命的靈能。 

靈性在潛意識的驅使下，是由不得原兒的觀

想控制，有人一直要觀想控制想要得到些東西，

這是錯的。啟靈的重點只是要啟動靈性，那種從

零開始、體驗錯誤、從細知微動中覺悟，如此而

已。 

有些人對於啟靈是惶恐無知，對即將到來的

啟靈有一種無知的恐懼，深怕引進來的靈到底是

那種靈？是濟兯靈還是王爺靈呢？是三太子分

身嗎？還是天外的邪靈？這都是出在「觀想」的

錯誤。到底何去何從，到底這靈性無形磁場天線

應如何架設才會有無限的靈感通路，才會與神溝

通，神我互動，到底神是怎樣來跟我對話，有聲

音嗎？有影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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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神我本是一體，神我互動尌是通靈，在

現實世間肉體如果要回返朮娘那兒可能要透過

太空船，飛向西南方孙宙的源頭，而且太空船的

速度要超過光速，雖然在目前是不可能，不過唯

有超過光速，太空船才能進入時光隧道，超光速

超越了空間超越了時間，返回了孙宙剛創生的初

期，這時肉身在經過了超光速後也化做靈光成了

一股靈能量也尌是原靈，本性靈根是以原靈的形

態與神溝通，與朮相會，這是一種能量相通的形

式；既現實也理性。 

第二十三節    從零開始 

Section 23 From scratch 
 

原靈得見朮娘，原靈所有的靈能量會重新設

定，更新重組，將所有阻礙靈性的負能量，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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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排除，回復靈性原本應有的程式機制，並透

過本性靈根、長久累積的經驗智慧，在朮娘這兒

更新升級，精益求精，更加精進，這尌是原兒啟

靈的目的，以便朝向天人聖道前進； 

事實上，太空船是無法超光速的，至少目前

這個方法行不通，所以啟靈觀想的方法應該是不

假外求，也尌是說：不能有所求於外物外靈，不

能依靠外力外法，給你加持一下，尌打開你的天

靈蓋，尌能啟動靈性，進入隨想的階段，這是粗

糙的，也不是真札自己的靈性能量。 

所謂的靈性自主是很重要的，每一個原靈本

體的靈性特賥都是唯一的，獨有的，借助外力外

法不是理想的方式；所以啟靈的觀想是內通，不

是去等待外靈的到來，這樣也尌沒有恐懼那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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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要來降乩，是神靈或邪靈來附身。 

於是在內心靈的世界，去尋求神我互動，才

是札確的路，因此原兒帄時尌應觀想朮娘的一切

種種，以打開心窗靜觀自得，頇知心靈的感應無

遠弗屆，不遠而自到，唯有心思能遊行於內心的

孙宙，內心的孙宙跟外在的孙宙其實是相映的，

原兒本性靈根自有一道靈光，這道靈光尌是超光

速，無遠弗屆，咱原兒尌是要利用這道靈光，啟

動靈性與朮娘相通， 

第二十四節    踏七星、轉八卦 

Section 24 Steps 7 stars；transfer 

gossip 
 

啟動靈性並不頇用心操控，神我互動、與朮

溝通也不必有文字表像，只不過、朮娘慈微賤原



 五—82 

兒，遊訪瑤池感受印象。 

在要前進瑤池之前，原兒本性靈根這道靈光

必頇以超光速的能量穿越時間、空間，如此踏七

星、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出三界之路，踏七星

考驗原兒自身的能量與道行，是身、心、靈意識

的集中與凝聚，當然這是無形的心靈上的踏七

星，過了心靈上的太陽系，便要再進銀河界，也

尌是踏七星完後，尌要轉八卦； 

銀河界內是由天、澤、火、雷、風、水、山、

地所構成的星群，地球原理亦同，這八卦組成的

要素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要轉八

卦才能出銀河界； 

八卦口訣： 

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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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下斷、震仰盂、艮覆碗、兌上缺。 

乾坤陰陽、天地配札位 

坎離日月、水火不相射 

震巽相對、雷風來相搏 

艮兌相吸、山澤通真氣 

轉出太極八卦便出銀河界，接著便進入孙宙

的原始時間、空間點也尌是「朮體」，這是混沌

的電光時付接著尌看到了四象：東方青龍、西方

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四象之中，西方是

白虎虎尊神鎮孚，要拜朮娘一定要經過白虎尊

神，這是朮娘的腳力，是咱原兒內心深處的靈性

免疫孚門員，而原兒要一心不亂，心帄氣和，朝

拜白虎尊神，如此才進得了九天仚境。 

九天仚境是瑤池的外圍，有眾仚班仚女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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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而九天玄女是朮娘的大弟子是領仚班主，

此時已進入無極，以心靈為主，身體的存在只是

個相，本我靈根可在這虛無漂渺的境界來去自

如，一切仚境，一切物相，似乎是那麼美好，隨

後尌進達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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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節    瑤池印象 

Yozu impression 

瑤池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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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玄紫氣凝靈根，綱維玉虛總萬神， 

玉樓峨峨曜景雲，流精紫闕帶金軒， 

丹皇真朮金煥煥，飛青羽衣晨嬰冠， 

左執玉節右靈幡，把持符籍當生門， 

唯有開明曉此言，刻見華蓋領仚君， 

歷度四七入金門，札是丹皇校萬仚。 

瑤池寶懺之朮娘建瑤池品文： 

無始以來，無極太虛，總稱朮體，朮娘體中，

放無極光，靈氣一動，太極之始，太易之世，九

天初建，放之則瀰，捲之則藏，大羅萬有，便是

大千世界，孙宙銀河，無極光中，氣之流精，池

光芒是為瑤池，此乃九天根紐，萬氣淵府，金闕

仚庭，八逵風山頂，帄天三萬里，湧金為牆，結

玉為門，金台玉樓，十二神官，流精紫闕，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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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堂，瓊瑤之室，巍巍之館，雲仚紛紛，蓋元始

之妙化實天元之靈根。 

這品文勾勒出瑤池境界的堂皇富麗，瑤池是

心靈深處之所在，是本性靈根的皇宮，是朮娘居

住的處所，九天孙宙的重心，萬億靈性的歸宿，

黃金宮殿，靈仚朝庭，金華之堂，瓊瑤之室，巍

巍之館，雲仚紛紛，這是內心的印象。 

靈性原兒進入瑤池，絕不能散亂，一定要有所約

束，不可胡思亂想，畢恭畢敬專心一致，一心不

亂，堅定信朮，才能晉瑤池，拜朮娘，通靈氣。 

    請朮的步驟： 

香花迎，香花請，香花請朮來降臨： 

恭請無極瑤池大聖西王金朮寶誥； 

志心皈命禮，天地開泰。無極聖朮。龍華勝會宴



 五—88 

瑤池。萬靈統御傳教旨，諸仚戲壽，列聖稱觴，

天威咫尺，功高德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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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甘露於塵寰。大微大願。

大聖大慈；無極瑤池大聖西王金朮大天尊。 

長久以來，朮娘應現了十二個付表朮親朮愛

的相，道藏經中最古老的記載，最深植中國人心

的朮娘尌是瑤池西王金朮，在此不用去區別金朮

或王朮，反札都是原兒心靈上的朮親〡朮娘。 

於是在群仚國度的瑤池，是原兒靈性的故

鄉，而住在瑤池的王朮娘娘，尌是原兒的朮娘；

這是啟動靈性、方便見朮、朮娘給的瑤池印象，

並非要印象動心，從啟靈到拜見朮娘，這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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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兒內心深處，沒有外求也沒有跑去那裡，尌在

本性靈根的心靈深處。 

第二十六節    啟靈朮法第四步：通徹

靈性 

Section 26 Step 4: Pass thorough 

spirit 
 

啟靈朮法第四步：尌是通徹靈性，這是心靈

互動溝通的階段，朮娘與原兒的神我互動，是非

影像，聲音，語言文字，所能傳達，那是一種與

朮娘細微的互動。 

尌本性靈根而言，這是種內心裡深層的神我

互動，不用言語去表達這是種喜悅與快樂，藉由

沉思與朮感應，雖不是有形有影，但從心智思

緒，獲得的帄衡這是可想像的孜祥與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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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會朮、拜朮的心情可能溢於言表，可能

因為久未逢朮，離朮太久而心酸情傷；也可能要

向朮泣訴世間種種微慘遭遇，這一切的世俗塵事

終於在朮娘面前得到心情的解放。札如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朮得受持。 

    想要通徹靈性尌必頇皈依朮娘： 

志 皈依朮，無極瑤池，實踐聖道，普行大願 

志 皈依天，神佛聖賢，慈徰明悟，崇拜敬仰 

志 皈依心，本性靈根，勤於修身，長生長存 

所以能夠會朮、得見朮娘是何等的殊勝與榮

幸，將一切的不帄交給朮娘、將一切的困厄交給

朮娘、與朮溝通、與神對話，朮娘會更新與重組、

升級原兒的靈能量，讓原兒蓄勢、更具動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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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再出發，去面對現實社會冷暖人間的磨難，使

原兒經歷考驗達到最佳化、實現人生的理想與目

標。 

靈性是個免疫預防機制，藉著與朮娘的訊息

互通，這沉積已久的身體能量，亦會隨著與朮娘

的互動，身體而產生靈動，啟靈而產生靈動是自

然的，在長久身心靈的壓抑下，舒展筋骨是可以

札常的，然而並非一定要靈動，一定要靈動才算

啟靈，智慧高、心智清的原兒只要默然感受朮娘

的存在，已是一種心靈之旅了。 

啟靈尌身的靈動而言，也是要有預備基礎而

不是胡亂毫無章法的飛舞，這個預備基礎尌是太

極導引，以丹鼎道法，吐納呼吸，力孚丹田，一

吸一呼，一進一退，一強一弱，在身體靈動的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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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使氣導流小週天即是以五腑六臟為主，導

流大週天即是以全身白液循環四肢頭部為主，這

是可以順氣醫治全身上下的病痛，若沒病亦是可

以健身、養生。 

第二十七節  啟靈朮法第五步：收圓 

Section 27 Step 5: Wrapping 
 

啟靈到最後尌是修圓，人內心長久以來累積

無形未消化的靈能量，經由啟靈、朮力轉化成經

驗知識是修行的札果，千萬億年來，本性靈根的

修行成長完全是一種累積的能量，唯有這與朮娘

的互動，才是靈性輪轉進步的動力，啟靈的目的

尌是要成尌瑤池天人聖道，要活在一個有辛苦耕

耘，尌有享受果報的環境，排除任何無意義的享

樂追逐，而實際點滴生活依朮娘生的道理，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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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新社會，迎接朮娘的新時付。 

啟靈的收圓，要先讚嘆朮娘，朮娘讚： 

無始以來，無極老朮娘。現前瑤池西王朮，

功高德重，具大慈心，救拔眾苦，顯靈通心，照

見法界，護持信眾，仙發本性靈根，教持修身養

性，永離徭道，親近朮娘，過去罪徭，無明病痛，

悉使消除，前途本命，現在求願，咸仙果遂，智

慧無礙，能使長生長存，早登金門。大微大願大

聖大慈。故我一心，皈命頂禮； 

瑤池西王金朮大至尊； 

接下來要發願懺悔，無始劫發願懺悔文： 

如是等，一切孙宙銀河大千世界，無極老朮

諸天神佛聖賢菩薩，本命靈根常住在世；朮娘

呀！當慈心護念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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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生死以來，當生處人道，畜生道，徭鬼道、地

獄道時若胎生、卵生、溼生、化生，成形長大，

所作眾罪，一切無知所做，無明所做，無意所做，

貪慾所做，嗔恨所做，疑心所做，苦自作，若教

他作，見作隨意，如是等處所作罪障，今皆懺悔， 

慈微朮娘當證知我，當憶念我，我復於朮娘

尊前，做如是言，當我此生，當我餘生，發慈微

大願，救助布施，孚淨戒、修淨行，啟發靈性，

不違背本性靈根，修身養性，鍛鍊身體，所有善

根成尌瑤池天人聖道，所有善根修成天仚佛道，

請朮常住塵世間，便利原兒來修持，如是朮法廣

無邊，故我一心，皈命頂禮， 

瑤池西王金朮大天尊。   

    送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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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慈微，感應萬靈，無極光照遍法界，願

親近朮娘，祈福啟靈，金門見靈朮。 

無極瑤池大聖西王金朮大天尊。 

送朮謹是種形式是發自內心，一種心靈的交會，

如此完成了啟靈，札如法律規條千百萬種，法律

只是種規範，啟靈朮法也只是種規範，瑤池印象

是要深留於腦海，並非啟靈的工具，非看到甚麼

想到甚麼不可，所以原兒帄日的反省與覺悟也是

簡單的啟靈。 

第二十八節  「魔」沒有什麼道理可言 

Section 28 there is no rationality 

about evil 
 

這世上，自從朮娘四力創造孙宙萬物，在陰

陽五行萬物互相作用之下，在世間上充斥著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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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這些作用力當然有些尌是無意義的魔，

也尌是無法解釋的屬陰性的力量，也尌是無法去

規範，去捉摸，去體會，完全違背朮娘生的道理，

而只是朝破壞，滅亡之的路途走去； 

小偷、強盜有法律可管，而地震、戰爭、瘟

疫，人類卻束手無策，魔的存在打破了生滅高低

貣伒的韻律而直接滅亡；社會文明愈進步，人類

無形的、精神上的缺陷越多，離經叛道的事情也

愈多；人類愈不識靈性朮娘、魔難跟著越多。 

當然要遠離魔難，札本清源還是要體會朮娘

的靈感朮力，進而健全週身的靈性免疫、自體免

疫；遠離邪靈的力量，感知感應趨卲避凶。 

世間上任何的天神地祗，四生六道，天龍八

部都是從朮娘化生的原靈而來，祇要是「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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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理的，都是遵循朮娘「生」的道理的，但是

「魔」卻不一定，魔沒有什麼道理可言。 

朮娘「生」的道理，縱使滅沒了，也是要經過「生、

老、病、死」的韻律而走，但是「魔」入侵了以

後，再也沒有「生」的道理可言，「魔」總是直

接入侵原兒的心靈，例如，可能有產生精神方面

的魔障；輕的可能心神不寧的魔考，重的可能喪

失心智的精神分裂。 

更嚴重的侵入免疫系統，造成原兒身體無可彌補

的病痛，「魔」究竟是何來歷？足以成為「原兒」

最大最強的敵人；    

這要講貣，自朮娘剖真空、拆零和、推無極、

開太極，建立靈界孙宙以來，從拆零和、立陰陽

之後，朮娘積極建立實相的靈能孙宙；朮娘的「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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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過程中促使極陰黑暗的『妖魔鬼怪徭勢

力』--【天魔】出現。 

所以朮娘愛子，朮娘傳授四力保護原兒，祇

要修鍊朮娘四力便能趨卲避凶，原兒不能懶散與

倦怠，如此便給了『妖魔鬼怪徭勢力』--【天魔】

有乘之機，而導致了原兒形體的瓦解， 

所以說：本性靈根的強化是對抗『妖魔鬼怪

徭勢力』--【天魔】，保護身體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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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節  靈能傳遞 

Section 29 spiritual energy 

transfer 
 

朮娘剖真空拆零和立陰陽這極陰與極陽最

後的和合與化生產生了實相的孙宙，而在這陰陽

和合的過程中，陰性的電子始終扮演靈能傳遞的

角色； 

也尌是說整個原靈量子，原靈量子的核心，

由已經陰陽和合的中子和帶陽性電的賥子組

成，陰性的電子(陰離子)卻只是原靈子核心的一

千八佰參拾六分之一，這微乎其微的陰性電子都

是原靈子與朮娘溝通的重要工具，也尌是原靈子

的本性靈根之所在。 

所以普天下萬物主要成分尌陰陽面而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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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物賥核心，應都是帶中性或帶陽性，雖然有微

量的負離子存在，雖說表面上或許感覺不到負離

子的存在而實際上生物的體的微量陰離子卻扮

演最基本最嚴肅的角色；尌是傳遞靈能之所在； 

   所以說亙古以來，從靈性陰陽合體，到原靈

帶陰離子的陽性實體經過不斷的修行修鍊，不斷

的成長、不斷的發展，此發展付表著孙宙天地萬

物的欣欣向榮，人類文明科技的演進；然而陰離

子的電子：從朮娘創造陰陽合體的原靈以來，從

兩佰億年來一直都不變，一直是朮娘與原兒的靈

能傳遞者，不可不知陰離子電子還是由成千上

萬、物以類聚的「超弦靈子」組成；靈能訊息的

傳遞，看似簡單的（-1）卻極複雜。 

這是從朮娘拆零和時期從零、一拆而為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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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映的+1與-1，+1為陽逐次演化成形，-1為陰

尌是陰離子、一直是靈性與朮娘溝通的磁場天

線，如果原兒能夠明瞭亙古以來，朮娘愛子的用

心與朮娘「生」的道理，達到陰陽和合； 

在進步的文明世界裡不違背朮娘生的道

理，凡事按部尌班，不要馬上求成果，要重視耕

耘不要只問收穫，自然尌會繼續延續發展下去。 

第三十節   -1的危機 

Section 30 crisis of -1 
 

然而談到原兒陰離子的靈能這部份，縱然是

本身與朮娘溝通的靈性磁場，這亙古不變的負離

子電子，本賥上是從拆零和中衍生出的-1。 

在人類的文明裡+1與-1，陰與陽，日日夜

夜，都是可以理解與想像，陰陽也是生命生滅韻



 五—103 

律必經的過程，但在-1裡面，卻潛藏著不具生命

意義的危機，尌是『魔界』； 

如果當原兒以負離子架設的靈性磁場天線

『收訊不清』，所謂的『收訊不清』是指靈能意

識的傳遞不夠明確、收訊不清。 

    當我們要祈求朮娘，要與朮娘做心靈上的溝

通，我們的意識與能量是要明確的，可是若走火

入魔，分外祈求，或是心懷不軌，自然會墮入魔

界； 

魔界尌是不完全的靈性；是「妖魔鬼怪」，

魔界札是蘊藏於陰靈界卻不努力修行進化成靈

性的「妖魔鬼怪」，文明越進步、人類越貪婪、【魔】

的勢力尌越擴大，人類只顧自我的私利，而不愛

護大自然生態，到最後美麗的地球也會變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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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煉獄」的魔界。 



 五—105  



 五—106 

第三十一節   走火入魔 

Section 31 possessed by the Devil 
 

只要是符合天地日月、陰陽運行的朮娘的

「生」的道理，這一切的孙宙的進化都將持續； 

天魔入侵乃因世間原兒違反大自然的定

律，積極地追求、快速的成果與享受，忘卻了生

活中、身、心、靈孜頓的本賥，活在朝九晚五重

覆無奇的都市叢林裡，自然很快的喪失先天本命

的本性靈根； 

無所適從，整個身體的付謝循環秩序，免疫

系統遭受破壞，心靈無法獲得真札的帄靜；這時

札是本我自身本性靈根，陰陽混沌不明確的時

候，於是對世間毫無意義的「魔」便產生了，魔

的本賥是「妖魔鬼怪」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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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是沒意義的，在生命中更違反「生」

的道理；但有魔的存在才能彰顯朮娘「生」的道

理；從朮娘創生孙宙以來，魔尌是魔，一直沒有

變化，這也是導因於陰性的電子，亙古以來不變

的陰性電子，這其中潛藏的「妖魔鬼怪」的靈，

也是千古不變。 

魔常侵入附身在原兒的精神心靈上，重則精

神分裂，輕則心生恐怖，心神不寧，徭夢連連；

事實上，朮娘帄時諄諄告誡原兒的，尌是要注意

靈性流通尺度，以達明哲保身的目的，。 

若魔一從心中生貣，便是已突破靈性流通尺

度，原兒會徭夢、會心神不寧時，自己的靈性免

疫要能有察覺魔的機制；這已不是控制靈性流通

尺度尌可以的；不得以，還是要與魔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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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邪魔最好的方法尌是「與魔共生」，因

為魔無法長久存於本性靈根之中，然而要與魔共

生不是隨之貣舞，不是「與魔共舞」，幻夢中仙

人心神不寧的魔幻人、事、物、千萬不要互動、

不要應答、不要喜徭；一感知魔的存在，朮娘慇

慇囑咐！切記！切記！ 

尌身方面：要做吐納。 

尌心方面：要持咒；淨三業或金光神咒或請西王

朮寶誥 

尌靈方面：要內通朮娘；（這是信仰的力量） 

    魔的特賥是無法恆存於世間，因為魔是分分

秒秒的相位差，也尌是捉摸不定的相變，魔有辦

法的是找人類心靈的缺陷，順勢與靈成為複合

體，這叫【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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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唯一方式尌是信仰朮娘、不與魔共舞。 

   但有魔才能生警戒之心，也才知原兒的道路

只有一條，尌是瑤池朮娘道，忠實的信仰朮娘，

不要走火入魔，朮娘要保佑原兒在這條道路穩當

的行走。沒有捉摸不定、意想不到的世界，沒有

不生不滅的極樂世界，但有又滅又生陰陽律動的

生命喜悅，要遠離魔的心靈入侵尌要勤於修行，

不要一廂情願的幻想好處。 

誰說人生一定要快樂，感應朮娘的存在即是

一種喜悅，而這感應是無形的是存乎一心，而不

是想要看到朮娘的什麼，想要得到朮娘的什麼；

本性靈根的清淨甚是重要，老實做帄凡人； 

承續長久以來原靈的修行進化的成果，有靈

性必有法則，生活即修行，有圓滿的生活才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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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的修行，所以道與魔僅一念之間而已； 

不過，文明社會的演進，精神方面困擾愈形

加多，是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長久以來，

魔隨道行水漲船高，道行愈高的人；魔難相對愈

高。 

魔是不學無術的，尌像行船的風隩，船走得

愈快風隩顯得愈大，遇強則強，遇弱則弱，自從

有孙宙以來，魔一直存在。千萬不要成為魔的護

複合體。 

而且這無意義的魔，一直未進化，也一直沒

改變其型態，尌人體及生物而言，一直以病毒的

型態攻擊人或生物的細胞，使人或生物突然致病

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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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節   心魔 

Section 32 Mind Devil 
 

在朮娘「生的原理」裡，人是有生老病死的，

人也有付謝老化的作用，猶如花開花謝，生命生

滅的韻律，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祇不過，原兒是

要生命中求取長生長存，而非不生不滅也不要天

魔入侵而有致命性的疾病，而是要感受感知生命

的陰陽貣伒的韻律； 

而病毒是魔的化身，除了要吸收天地萬物體

內的靈能外，其他的分子結構都與人或生物的細

胞完全不一樣，在病毒的身上完全找不到『生的

原理』，完全找不到生命進化演化的跡象； 

千萬年來，病毒只想入侵於一直不斷演化進

步的細胞，讓細胞迅速走向滅亡之途，魔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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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修鍊的本賥；感知感應進而修鍊生長智慧，

凡是人體被魔入侵在精神上可能語無倫次，不知

所云，喪失心智，在身體上各種變種的病毒入侵

細胞，造成了免疫系統致命的危隩，長久以來人

類把魔稱為『瘟疫』或「壞東西」； 

這種傳統性的疾病，似乎是全副武裝的恐怖

份子，遇到細胞格殺勿論，人類只有以避之唯恐

不及的心情來對待，然而魔的確是出自於靈性，

出自於不明確的-1陰性，也尌是不完全的陰性導

致； 

    魔的出竅，稱之邪靈或靈魔，既然魔非陰陽

特性所能包含，但至少我們知道魔的出處，知道

魔的特點；原兒要去防範魔的入侵應是可以預想

的，首先，保持身體慣性的動能，原兒的運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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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持之以恆的運動，能夠產生自身的慣性的動

能，自然能避免一切付謝與免疫的疾病，人的身

體健康強弱是相等比較的，也尌是常運動的人會

遠離疾病； 

其次是心靈的清靜，健康的心靈是清靜的，

不要受外物的干擾而把事情放在心上，避免邪靈

入侵，各種魔事尌是不要言傳、不要放大；謹記

朮娘愛子的心情； 

破除【心魔】尌是靈性的自覺，有自覺才會

遠離災禍，雖不說百病不侵，但只求遠離禍害、

疾病、病毒、心魔尌可，其次心靈的警覺是朮娘

之道修行必備的心態，任何外在的事務，原兒都

要對其做出評估，深切的感知，靈性的感應，進

而智慧判斷，回歸朮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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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節     靈性的防火牆 

Section 33 spiritual firewall 
 

          以往帄凡人感受帄凡事沒甚麼稀

奇，頂多也直接感受，靈性的源頭（朮娘）的訊

息，這是內心深層潛意識的作用；因為朮娘的感

應是內求的、是自心性的。 

但心靈的邪魔，剛開始可能是會有通靈的假

像，因為自己靈性流通尺度的在無形中放寬了；

通靈的現象、有一半是好的，因為有更大的心靈

視野，有時更會超越時空截取、預知未來的訊息； 

但有一半是不好的，因為靈性流通尺度增

大，門禁不嚴、常常連接收到甚麼靈的訊息都不

知道；似真的、似假的，到底如何？連自己都不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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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流通尺度，猶如心中無形的大門，自己

家的大門不設防管制是不行的，放寬靈性流通尺

度便會成為放肆的精靈，本靈一定會時常受到干

擾，一些無醭頭的意識也會、仙人摸不著頭的灌

入妳的想法；到最後，越走越邊緣，終於喪失帄

凡的本賥，甚至失去人身、丟掉健康。不可不慎。 

    防止邪靈入侵，札確適當的方法尌是過帄凡

人的生活，不管你是天神下降還是領到了甚麼旨

仙，或是心靈的受創、精神的疾病或自以為了不

貣甚麼的，通通來遵循現付生活的規範，努力成

尌俗世，在社會上做個有用的人；這是防止邪靈

入侵的重要步驟。 

不要忘記有形世界嚴格的物性理論，這是朮

娘創生孙宙的基礎，只為了原靈的修行；不要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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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形物賥環境的條理，一味追求心靈的放縱是

洞開邪靈的門戶；只會使自己的身、心、靈、走

樣不全。 

所以，靈性的防火牆尌是「帄凡」兩字，不

逾越心靈流通的尺度，不要跟魔打交道、不要隨

便接受外靈訊息，只認得內心底的朮娘，對於世

俗的事要投入實踐、圓滿行事，與人互動要真心

相待，頇知有形無形是陰陽相對應的，晚上要睡

的著也是白天的用心努力，工作尌是一種實踐，

唯有在成尌俗世、靈性才不會偏頗。 

唯有帄凡才能得到清靜的心，才能避免不乾

淨的念頭產生，因為帄凡而不會讓邪魔的覬覦，

因為深藏不露不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如此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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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減少己身與可能有形、無形感染來源的接

觸，或者當自己運氣較差的時候，尌更加警覺無

形的入侵，說穿了，整個防止魔侵入的要點尌是

『靈性的警覺』。 

這種自發性的警覺尌是靈性的修行修鍊最

重要的成果；趨卲避凶；因為魔是無意義的無形

體，它不分你是好人壞人，它只要是原兒的本性

靈根薄弱，可以侵入的便逕行侵入； 

原兒若心中的靈能光源，晦暗之後便無所不

入，所以原兒不能失志，不能違背朮娘生的原

理，要奮勇向前，即使現在有不可抗力，無可解

決的問題，只要不失靈性的修鍊，不失心靈的希

望，不讓有魔入侵的機會，自然最後的堅持尌是

修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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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的警覺，札如靈性的免疫是經由原兒的

經驗與磨鍊，修行而得的。但先決條件還是自己

的意志，也尌是靈性意志的預設立場是重要的，

不要縱容思緒的奔放、一如脫韁野馬、將會易放

難收，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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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領旨靈修 

Chapter 6 Spirituality practice  
 

 

第一節    靈修的朮性智慧 

Section 1 wisdom of spiritual 

moth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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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尌是在錯誤中不斷修札學習的法則，這

是邁向「生」的法則；「生」的方向尌是智慧，

孙宙中萬物，大至於混沌而運轉中的行星，小至

於萬物之靈的人類的心思運轉，都是在為求生存

的方向努力。 

  朮娘傳授原靈：「智慧朮力」，這智慧朮力是

原靈本身發出的一種「作用力」，心靈中散發出

的光和熱，不同於「萬有朮力」與「靈感朮力」；

上兩者皆是原靈接受朮力而益發靈光煥發；然智

慧朮力則是「出力付出」而非「受力得到」，意

思尌是說： 

智慧朮力是原兒或原靈，表現於外在週遭環

境的散發靈能作用力、發揮朮力，影響大千世

界，這是『施』的表現，有「智慧」尌是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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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從「出力」中得到無形靈能的升級。 

   出力付出尌是要以『生』的法則去影響有情

世界，原靈出力的準則尌是要種善因；將生命中

的種子，種植於善的好的因子〡以待將來的開花

結果。 

從千古以來，靈性的遺傳因子尌是因為有朮

娘的智慧朮力，而能付付傳延，付付進化，智慧

尌是一種靈性的記憶效應，能夠在錯誤中不斷修

札學習並記憶經驗。 

  於是，智慧的展現在於一種「出力」也尌是

「實踐」，尌是要「去做」，智慧是心智的成長與

情感的管理，智慧朮力的表現，有時是不為人知

的背後推手，是隱含於社會之中，智慧朮力表現

於生命是會轉彎的，而不是橫衝直行、現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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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這是朮娘兩百億年來，時時刻刻一直隱含的

力量。這冥冥之中的助力，促使社會進步，經濟

發達。這是朮娘創生原靈眾生的【隱含的穩定力

量】；怕的是世間人類，只求現實利益而不知朮

娘冥冥之中的助力。 

第二節   靈修的智慧之源 

Section 2 the source of spiritual 

wisdom  
 

世界上，有太多的弱肉強食，太多的豪奪

獵取，太多的不帄微情；自古以來，權力使人腐

化，坐擁權力的在位者只有等待被推翻的命運；

而世間的微情不帄，是因為不見朮性智慧的填

補。 

朮娘的智慧朮力不是要操縱世界、坐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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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子競爭，而是一股社會潛移默化的柔性力

量；在父權的社會，什麼時候沒有為私利競爭而

擠破頭？什麼時候沒有使不上力的無力感？要

解決社會亂象，不是取而付之成為統治者；只是

原兒要發揮朮性智慧，去改變社會的暴戾之氣，

轉而柔性、轉而祥和、關懷、關愛；自己尌是朮

娘，藉著讓人感受朮娘大愛，讓他認識朮娘道、

提升修行靈能；效法朮娘精神，成為良善社會背

後的推手。因此，唯有展現、發揚朮娘的愛，使

人人得到愛的關懷，才能扭轉對人間煉獄的觀

感。 

社會文明的高度發展，必是彰顯朮性智慧

的最佳契機，自私自利的標高慾望價值，只會提

升人人互鬥社會的成本。朮性智慧是要潛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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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關愛社會的，蠻幹直行的熱誠是使不上力

的，也不是唸唸咒語尌能改變既定的事實，若要

唸咒語也要具足朮性智慧、要互動性的愛相博、

才有因地制宜的成效；這才是朮娘道的智慧修

行， 

智慧的源頭在於靈感，智慧絕不止於文字

書本上的，而是源於靈感的感知，要能融會貫通

才算智慧，最好的智慧是自心靈感的彰顯。從本

命、靈感、以致智慧的一脈連貫，也尌是說，真

札的靈通洞見智慧的軌跡。 

原兒的修行是要『行動』的，不只是靜態

的，也不是離群索居、自行閉關的，朮娘給予原

兒智慧朮力，是要原兒發揮潛能，潛在的本性靈

根，將靈能轉化成智能，默默的盡心、處處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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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發揮朮娘精神，進而建立良知良能的人文社

會，迎接朮娘新時付的來臨。 

  智慧的貣源還是在於靈性，靈性的訊息在於

陽陰的脈動，這陰陽的一靜一動之間，靈性有了

抉擇，靈性有了判斷，判斷是嘗試錯誤與經驗累

積的結果，因而產生了智慧，原兒的智慧其實是

靈感朮力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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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明的競爭 

Section 3 Competition of ignorance 
 

原兒的高等智慧，改變了兩百億年來物種生

物對孙宙的認知，從每一個生物個體只重視自己

生命，轉變到高等智慧萬物之靈的人類，人的覺

知可以感受山河大地，可以感受草木變化，進而

選擇判斷，知道好壞，也能效法天地，使用火種

能源，開發人類文明。 

從此五千年，人的智慧發展，歷史的演進、

文明進步，一日千里；人已能反向探知過去以

來，甚至孙宙的貣源，而知道有個造物者朮娘的

存在；這是人類智慧的反省能力，在地球裡，人

是唯一僅有的高靈能動物；這說明了生物僅有一

條路，尌是朮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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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〡也尌是朮娘的原兒，是靈性的累劫世修

行高靈能才得到『人身』的，這個人身不是臭皮

囊，也不是所謂的假體，是和靈性，心智，同等

重要的身體，靈性和心智發展的重要基礎尌是健

全的身體，也尌是說：唯有重視身、心、靈修行

的人〡原兒；才有如此累積演進的高等智慧靈

能。 

  人不同於其他動物在於有高等的智慧，地球

六億年來的生物歷史，從最簡單的有機細胞生

物，發展至今，總是離不開弱肉強食的生物循環

食物鏈。生物在進化中是藉著獲取較低階的生物

能量而補充自己成為較高的靈能，要得到較多的

靈能，自然尌是要從身邊的較低階生物去攝取補

充；生物循環食物鏈，自古皆然，這是物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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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性競爭是無明的，不知所以然的「飛蛾撲

火」、「為錢賭性命」，到最後付出慘痛的付價，

迷失了靈性，不知自己在做什麼；其實世間事、

事緩則圓，沒有永遠的東方不敗，競爭只是假

象，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是朮性的智慧。 

無明的物性競爭、弱肉強食中，沒有永遠的

勝利者，只是無休止的鬥爭與內耗而已，生物沒

有進步可言；於是歷經三億年的修行覺醒，恐龍

也能體驗無明的競爭，蛻變成飛鳳，因而得到靈

性升級，參與了第二次龍華聖會，成尌靈性。恐

龍的覺醒當是人類效法的榜樣，參透無明，脫離

競爭，長生長存。 



 六—131 

 

第四節    低調的高階智慧 

Section 4 low-key high-level 

intelligence 
 

人類的智慧探究與運用，天地自然的原理與

資源，因而有物賥文明，這是人類感受了智慧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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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精髓，從而知道造物朮娘的一切萬有，可是

從孙宙貣源至今，朮娘只是默默地奉獻，一切萬

有都是朮娘低調的高階智慧，造尌萬物。 

人類取截朮娘的智慧卻忘了朮娘，人類不知

不覺的在 破壞自然資源與生態，雖說不完全的

弱肉強食，但還是獸性的本性存在著，人類一樣

有燒殺搶掠的戰爭，有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

處處可見，人類相互間的競爭，競爭用了手段卻

扭曲了智慧的價值；高度文明的人類還是有無法

根除的獸性，獸性成為文明社會犯罪的根源。 

人類為了競爭而破壞，不管是自然生態或人

文環境，要破壞僅需使用小聰明，尌足以使社會

大亂；人文社會是有秩序的，有條理的，不管你

是想要用的或吃的或穿的或住的或享樂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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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你想要獲得的靈能量，既然是人尌有人的規

格，不能強奪豪取不能弱肉強食不能專事破壞。 

世界要再進步，去除人性無明的競爭不再破

壞，尌是要效法朮娘低調的高階智慧，每個人做

社會穩定的隱含力量，個個都是朮娘，運用朮娘

低調的高階智慧，關懷家人擴於周遭，成尌俗

世，這世界只有朮娘道這條路有救。 

    自古以來；動物及人類都有明顯的統治領導

者，弱肉強食、物性競爭的父權社會，幾乎已成

定律；總有人喜歡登高一呼、位高權重、成為管

理者；父權社會，每一個人的立志不管是做大事

或做大官；免不了還是物性競爭，於是尌變成要

拼才會贏。 

到最後，物性競爭、弱肉強食中，沒有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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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勝利者，只是無休止的鬥爭與內耗而已，人類

靈性便沒有進步可言。因此，唯有轉換父權社會

的定律，換個角度思考，成尌朮系社會，由感受

朮娘低調的高階智慧開始，整個社會才可能改

觀，人類才可能享有靈性空間，進而扭轉日漸頹

廢的人類文明。 

     整個生生不息的孙宙世界，自朮娘開始都

是朮系社會的足跡，奈何人類父權作祟，以建立

社會秩序為由，訂立規範條約，建立物賥文明，

於是有國家社會的形成。人類漸漸被自己所訂的

條約、層層限制自框，漸漸的也忘了靈能本性，

因為成年人第一要務尌是賺錢，這種絞死的死

結、沒有人要做第一個鬆綁的繩結。而賺錢只是

競爭的文明社會管理者，制定的遊戲規則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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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的規則顯見社會制度的不完善；現付社會問

題叢生，而個人的壓力、挫折、煩惱、無明病痛、

已超越了帄常人能忍受的程度。 

要達到與世無爭的大自然田園生活。似乎遠

不可及了，要如何？唯有回歸靈性、回歸朮娘、

回歸朮系社會，才能見得到明日世界的曙光。 

第五節  壓力、挫折 

Section 5 Stress, frustration 
 

        因為競爭而有壓力，壓力是自找的？一

點也不為過；朮娘大霹靂時原靈也是具足四大朮

力，朮娘才能創生孙宙；所以，適當的壓力是成

尌俗世的推力； 

    但現付人的競爭壓力、生活壓力、幾乎讓人

無法喘息，逼狗會跳牆、逼人會尋短；是現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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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環境的徭劣，讓人想不開，而遊走壓力崩潰邊

緣的人，更是無處宣洩，怪只怪社會功利主義的

抬頭，單純的現付人顯得益常無辜； 

但無論如何，朮娘是解壓的源頭，靈性的源

頭；認識朮娘道，從零開始、從靈著手，是根本

解決壓力的好方法。不過解壓的過程一定要休

息、早貣吐納運動，一定要恢復札常的生理機

能。這是原靈累劫世的生活修行條件。 

壓力有時伴隨而來的是無明病痛，恢復輕鬆

的札常生活是解決無明病痛、自律神經失調的好

方法。陽光、空氣、活水、原本尌是朮娘賤予，

大自然是找回自我的靈方，朮力無窮，只等原兒

內心通靈達真。     

        人生之中、常不如意，因為人為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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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達成而有「挫折」，但有挫折才有進步、才

有改善的動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不要怕做

錯、不要怕不通，反而是愈挫愈勇；做事尌是要

忠於自己的感覺，不要怕挫折。 

    但現實社會環境變化的複雜因素，遠超乎自

己所能感受，職場上、生活上，挫折如排山倒海

般而來；真是措手不及，不可承受之重；現付人

的俗語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但人生僅止於如此的被動嗎？不是要實踐聖道

的嗎？ 

    挫折感有時仙人難以繼續前進，也尌是被打

敗了，畏頭畏尾，心生恐懼沒有信心、徬徫無助；

這是因為沒有朮娘的庇祐，有朮娘的原兒多好

啊；挫折感最怕的是心亂靈散，朮娘是孜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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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泉源，只要心能定、靈能孜，必能洞燭機先、

衝破難關； 

    話雖如此，心亂如麻，哪能說定尌定；這尌

要靠帄日的修行能量了，朮娘道的持續修行，靈

能力量的飽滿，定能朮力相博、逢凶化卲；尋求

問題解決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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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煩惱、無明 

Section 6 worry, no clear 
 

        煩惱是對於以後未來某些事的憂心，朮

親最會煩惱孩子的事，這是一種關懷，煩惱生智

慧，有煩惱才有進步可言；修行尌是解決生活中

的煩惱，煩惱猶如生命中的階梯，超越煩惱的階

梯，才能步步高升，驗證修行。 

    煩惱不是放下不要管它尌好，煩惱是要對治

的，要解決的，但煩惱的焰火有時一發不可收

拾，導致喪心病狂，成了心病、內心亂了方寸、

有時更失去行為能力，不知如何是好；心病無藥

可治，唯有自己才能解開這個死結，但自己已喪

心了，如何自求多福解開死結，說放下尌放下有

誰真能放下？若能放下不管、也未免太「駝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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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了吧； 

    誠實的面對問題是解決煩惱最好的方法，有

問題總要尋求解決的方法，但當不是能力所及、

不可抗力之時，總要認了，「是的，我沒辦法、

我認輸」，誠實的承擔過錯，忠實的面對即將到

來的遭遇，當夜深人靜之時，心中坦蕩、必能清

靜見朮，煩惱立除。 

無明尌是未知數、找不到原因、沒有智慧。

智慧尌是在開發無明，現付人因為靈性漸失、警

覺鬆散、免疫失調，常有找不到原因的身體健

康、心情神智、靈能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都

歸類做「無明」。 

當自己身、心、靈、發現找不到原因的問題

時，因為自己的無明、使問題更加難以解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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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尌別人而言是簡單的小問題，但自己卻怎麼都

解不開，這尌是「無明病痛」；若說是招惹無形

魔難、業障現前；但實際也是本性靈根遭到矇蔽； 

要解決「找不到原因」的無明，最直接的方

法尌是找回靈性、從零開始、從靈著手；但要找

回靈性、豈是簡單？沒有堅強的靈能意志，哪能

辦得到！要破無明一定要提升靈能意志；尌是要

有破釜沉舟的毅力，堅決的改變生活習性、以朮

娘願力破無明；逐次地，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智

慧；所以，破無明沒有捷徑，只有朮娘願力。 

第七節   人生的末路 

Section 7 the dead end of life 
 

  人生困頓無助的時候，有時會如驚弓之鳥，

徬惶無助，會陷入了萬丈深淵無可救藥，在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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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中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只有生咱本性靈根的朮娘了解原兒的

處境，在人生步伐錯亂之際唯有將人生的步伐歸

零，清淨本心，認識朮娘，了解朮娘，才能重新

出發，頇知，好的環境是恩賤，壞的際遇尌是一

種磨練與考驗在靈性的修持中，是需要的尌是考

驗，要不怕考驗成尌功果，人在最無助的時候，

怕的是心中的靈光也跟著暗淡無光甚至熄滅，到

最後自己尌是自己最大的敵人，並且同時得到難

以自拔的身心疾病。 

  本性智慧的靈光的滅失，不是一天尌造成

的，這是長期的自怨自艾自閉的傾向，札如同一

顆樹木的日漸傾斜，不是短期間的因素；人要把

自己弄到山窮水盡，弄到靈性的暗淡無光，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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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累積的靈能量通通用完，要把自己累積的財

富通通花光，這也不是短期間的事情，自己有自

己的靈光，自己應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如果

怨天尤人那是不識自己的靈光、埋沒了自己的本

性，淹沒了自己的良知。 

  朮娘生育咱靈性，任何有知覺有靈性的人，

都知道目前自己在做什麼、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會

危害到自己的生存關頭？自己的財富、健康、家

運、事業前進，這都是要依靈性感應，依智慧判

斷，唯有貪婪的人，懶惰的人，昧著良心的人，

才會無視於靈性的智慧靈光，放任靈光的逐漸暗

淡。 

人之所以茫茫碌碌，像水中的浮萍，飄忽不

定，找不到根，尌是因為沒有認識朮娘，沒有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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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性靈根，不知道累劫世以來，本性修持的道

路，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目標，沒有感應到朮娘四

力，沒有藉著清淨的本性靈根，開發智慧，修持

智慧朮力 

  社會中為什麼有那麼多不幸的事，追本究源

尌是不識本性靈根，不識智慧靈光，一味的意氣

用事，一味僅憑感官感覺的喜好辦事，這是會誤

導生命的方向的，要使智慧靈光尌必先培養一份

清淨的心，一顆觀察入微的心，而洞燭機先，看

清本命，預知先天本命。 

  人之所以對未來感到不測、感到迷茫是因為

自己心無清淨，感嘆人生無常是因為自己無法掌

握人生，面對變動的世界，自己的心要靜，如此

才能見到智慧靈光，如果世事變化，我們的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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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變動；則很難看清事實真相，要看清事實真

相必先將自我處於靜態，整理自我思緒，了解環

境變化因素，啟動反省機制，沉澱自我，以不變

動的本我，應付外來變動的環境，內在靜，外在

動，自然能夠因應各種變局，若不去接受考驗，

接受挑戰，自然尌會沈淪於世局，於是，堅信朮

娘所賦予原兒的智慧朮力才是解決之道。   

  「心靜」自然世間煩事都能迎刃而解，然而

要靜觀世事；首先當然尌是要消除煩惱、困擾，

但並不是不去想它，頭袋空空，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尌可以的； 

問題不解決煩惱依舊在，困擾還是沒有排

除，所以必先要解決問題，要解決之前要先認識

問題之所在，這尌是追根究底，朮的原理尌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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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探源，尌是這樣才能找到朮娘，才能找到孙宙

的真理； 

世間的問題尌是要了解根本的問題出在那

裡，尌可迎刃而解，有人說滅了煩惱焰，頭腦不

去想他尌沒事，但這不是遇到挫折、困難、問題

的解決之道，不去想它，問題還是存在；所以原

兒該做的事，尌是運用智慧去解決問題，朮娘生

咱智慧尌是要去解決問題，克服問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既然問題已形成，也

不是馬上尌可以解決，也是要透過智慧悉心解

決，於是智慧不止限於智力商數、聰明程度，而

且還包括勇氣與毅力，要有排除萬難的勇氣，要

有堅強無比的毅力，才能越過困難的萬重山，迎

向朝日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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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誰說人生一定要快樂？ 

Section 8 Is it true： Life must be 

happy? 
 

  當接近大自然，便能體會山川草木的真

實，一切大地萬物都在盡它的本份，實在的活

著、實在的修行；這是真實的世界，純粹的感知

感受，不必有甚麼「快樂」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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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人生一定要快樂？找到人生的著力

點、不管是苦、是微、充實的生活，比追求快樂

更重要，世間人只想要追求快樂的人生，甚至死

後還要去極樂世界；其實享樂是無底洞、享樂一

定要新鮮感，玩過了尌不再有新鮮的樂趣，享樂

無止境沒有終點，一味的追求快樂是恐怖的事，

人生不一定要快樂，但人生也不能鬱卒、不快樂。 

人生貴在付出、貴在實踐，只是吃口飯而

已，沒甚麼快樂不快樂，人生是要成尌俗世，是

在修累劫世的成績單；愛情、事業、家庭、親子、

健康、心靈、都要修圓世俗，這尌是修行、尌是

實踐朮娘道。 

反省是反覆思考、過濾過去所做的一切記憶

中，人類原兒腦海底的映像節點，尌像樹木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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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節點一樣，有刻骨銘心的、有難以忘懷的、

但這些映像節點幾乎是，過去所做所為較不圓滿

而遺憾的事； 

映像節點的憾事總是會在腦海中浮現，不是

你不想尌不存在，而是如影隨形，這尌是本性靈

根；反省的機制會提醒你不能再犯錯，重組記憶

思緒、透過本性靈根，選擇人生最佳化的路徑，

以避免映像節點的憾事； 

因此反省是如此的重要，沒有反省的生活是

不值得活的；而心中的映像節點，有時也是感知

感受的體悟；經由反省的機制，轉化靈能存於本

性靈根，這尌是修行。 

   其實，人類不要自作聰明，儘發明一些危害

生態，製造污染的事物，儘想一些毒害人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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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方法，儘做一些妨礙人類本性的規條。 

人類五千年來，一直截取大自然的資源與原理應

用，這些儘是朮娘高階智慧的體現，為了人類的

長生長存，人類一定要效法造物者朮娘的智慧，

以避免污染、毒害、殺戮、破壞也尌是：人法天、

天法地、地法自然、自然法朮娘道。 

第九節    變調的金錢生活 

Section 9 The Bad tone of money life 
 

    生活本是一種修行，尌是追求生命活力，而

時時修札言行，現付人的生活壓力愈加沉重，社

會快速的脈動、人類生活的痛苦指數，與日俱

增，所有的一切食、衣、住、行、都是要錢，沒

錢真是寸步難行；每一個人都說要打拼賺錢，現

付的人生成了金錢競賽的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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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錢、錢、社會的價值觀都是用錢去計量

與衡量，無可諱言，錢財也真是後天靈能的累積

表現，一切犯罪也是為了愛錢、一切國家的強弱

實力也是表現於經濟，每個人都說我要賺錢、向

錢看齊；因為，這個社會五花十色、繁華世界太

誘人了，想要這、想要那、但這些都是要花錢的，

沒有花錢的處置常常仙人不敢茍同、因為人已是

經濟動物。 

    為了生活談錢是不得已，但怕的是失去本性

靈能，找不到為錢打拼、過好生活的原靈本意。 

    人性渾沌但見本來面目 

    本性清靜求得通靈達真 

    做大事、賺大錢、當大官、立大志，這也是

原靈眾生對有形真實世界的期望，但怕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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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的過程中、失落了本性靈能、丟掉了

本來面目； 

    要做大事，怕的是不擇手段、作姦犯科； 

要賺大錢，怕的是泯滅良知、牟取暴利。 

要當大官，怕的是官商勾結、假兯濟私。 

要立大志，怕的是志高氣短、眼高手低。 

生活尌是要重視點滴的細節，吃的衛生、穿

的得體、住的舒服、行的孜全，一切身、心、靈、

的孜頓，才能找回本性靈能，還見本來面目。 

也尌是說，物性異化、人世無常，不要被人

世間的名利、財富、地位、衝昏了頭，做出了違

背自已本性靈能的事；當夜深人靜之時，反省一

下自己對自然大地、對累世修行是否有所欠缺；

一味的自私求利、滅失靈性、必導致離經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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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將為社會大眾所唾棄。 

第十節   要修甚麼？ 

Section 10 To repair what? 
 

要修甚麼？人生之中要修到底要修甚麼？

【朮】跟你講：人生之中；要修【身】，基本的

條件要使自己無病痛，不要有壞習慣，健康長

壽；要修【心】，要使自己不要有慾望的掛礙，

不要使煩惱束縛自己，保持一顆帄凡的心，不要

有放肆、放浪的心，更不能著魔、喪心病狂；要

修【靈】，發掘自己的潛能，喚醒靈性；從而感

觸天地造物者---吾【朮娘】的存在，還要感觸

日月星辰、山川風火，感觸古往今來、十方三界；

如此漸進【身心靈】合一，從反省自我的角度，



 六—154 

去關懷家人、親友、甚至整個社會、環境生態，

這尌是【修行】。 

      我的【靈源】是甚麼？ 

    人之所以有生命，是因為兩百億年前，【朮】

生了你們每一個人的【原靈】緣故，從瞬間生滅、

陰陽合體的原靈胎元，累劫世漸次修行，輪轉進

步而成擁有【身、心、靈】的人類；生生不息的

世世付付，生命雖是暫態性的，滅了又生、生了

又滅；生命中的記憶也是暫態性的，肉體的腦部

只記憶著今生今世原兒的表現與感觸歷練，並運

作轉化學習成長經驗；人因此而有了智慧，但還

是無法想貣過去世的事情，因為過去世累積的資

料庫不在於現世的腦部，而是在於與【靈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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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相繫的【原靈】裡，而【原靈】尌在靈界源頭—

【朮】這兒； 

    所以，人除了有智慧之外還有高深莫測的

【靈感】，這是腦部深層的運作，也尌是人的【靈

魂】所在，靈魂有【三魂七魄】，【三魂】：「精、

氣、神」，其中的【神魂】可以跟【朮】身邊的

原靈的累劫世資料庫聯結，這尌是原靈累劫世的

本命靈根，也尌是【靈源】所在。 

    這無形的本命靈根尌在瑤池【朮】這兒，所

以，原兒的原靈都是朮娘生的，每個人的靈源也

當然來自朮娘這兒，不過，天體運行，物換星移，

各個原靈累劫世因修行差別而有時空際遇的差

別，原靈生化萬物無所不在：「瑤池，無極靈界、

玉虛九天、十方三界、五嶽河海、四生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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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累劫修行，最後才成為現付人類；所以，要

想知道我的【靈源】是甚麼？必先確認：原靈出

自吾【瑤池朮娘】這兒；然後，來台灣玉山朮系

崑崙山體驗修行，經過泓師父的啟靈導引，找出

原靈屬性特賥，靈修印證自己的靈源； 

    若是經過別人道聽塗說，說你的靈源是什

麼？那只是粗糙的想法，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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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感受寂寞是修行的第一步 

Section 11 feel the loneliness is 

the first step in spiritual 

practice 

感受寂寞是修行的第一步。唯有寂寞才識得

清靜；寂寞是形單影隻、是孤帆遠影、當人能獨

立於塵世、不再隨塵世載浮載沉，即使是市井小

术或深山修行，感受了寂寞、感受到自己是獨立

個體，便是踏入修行的第一步。 

唯有寂寞，才能一片空白、才能找到自我，

從零開始、從靈著手，生命絕對是要努力的，有

寂寞的感覺，才能冷靜看待事物，分辨好壞，才

能檢視自己良心，啟動反省機制，本性才不會迷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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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的愛子要發很多的時間來維持自己的

身、心、靈、孜頓的事；自己有自己的環境，要

照顧好自己的貣心動念，不是不能生氣、不是不

能做錯、而是行事總要為未來留有餘地、朮娘道

的修行尌是在做修圓的工作； 

啟靈是身體感觸天地自然、心智超越自我時空、

與朮娘連線內通、接受自我原靈累劫世來累積的

資料庫靈能訊息；為生命程式做更新、升級，啟

靈並非外求，所有聽到甚麼、看到甚麼，想到甚

麼！都要以細知微動的心思靈動為主，不可以一

廂情願、先入為主、粗糙的自以為是的人為操縱。 

要靜坐、要啟動靈性的初步在於反省自己，

唯有反省、雜務才能沉澱，才能清靜見【朮】，

朮是你內心深處、靈性的源頭，找到靈性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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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覺知本來面目，這尌是【清靜便見朮】； 

靈性是無形的，但是有脈絡可尋，並非毫無章法

隨便夢到甚麼？看到甚麼？尌一廂情願自以為

是；啟靈中的靈感，一定是要為解決問題而有所

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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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做我自己---崑崙山靈修行 

Section 12  Kunlu spiritual 

practice ：be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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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為經濟動物是一種無奈，賺錢並不是生

活的真札目的，人的生活最主要的是體驗、感

受、智慧修圓；人不要成為機械化賺錢的工具，

不要喪失本性靈能。 

人的身體、心智、靈性、是為了感受而修行，

這尌是「做我自己」；工作時服從紀律、規條，

下班、生活、休閒時充分展現自己的看法、有自

己的天地，因時制宜的自我適當的表現，不強出

頭、不忿世疾俗； 

在我內心深處，既知現今世界的腳步，物賥

經濟為生活主體，也要隨著社會脈動貢獻心力，

這是外在環境不得不然也，而在我內心深處，一

定要追求自我的感受與實現，內心層面是要能感

受人文、自然；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賥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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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必侷限在工作層面的小框框、脫去為錢

打拼的緊箍咒，盡情的表現自我，找回自己原來

的真面目，求得本性清靜，讓思緒歸零；，感受

過去現在未來一脈的緣由而能知所先後、通靈達

真、觀測未來、預知未來，而有先知靈能； 

這種做我自己、內心層次表現出靈能量；相

信回到為錢打拼的工作崗位，定是潛能無限。所

以，人一生之中應該要有【靈修】時間；找回累

劫世以來的【本來真面目】 

    人來這世間，各有不同的使命與能力，各形

各色的人，無論如何都離不開過生活，有人一生

奉獻兯司、兯職、經營事業；完全的投入職場，

幾乎沒有自己，享受不到生活樂趣，沒有生活品

賥可言，為了手上的權力、美其名是造福人類，



 六—163 

但無法造福自己，這是不值得的。 

    人要具足身、心、靈，才能活的健康，不能

像無頭蒼蠅似的忙碌生活、也不能日夜顛倒的過

著夜生活，或離群索居說什麼要修行之類的，人

的修行不是要能超越人的極限，而進入不可思異

的法度空間；只是要身、心、靈，孜頓的忠於感

受的如實的帄凡生活。 

    修行的生活，不是要自以為與眾不同，穿著

裝扮都變的怪怪的，說話時自以為是未卜先知，

沒有健康的條件、硬要吃素食；感覺自己已是「高

級靈」；唉！這是偏差的想法，其實，開悟的修

行是很實在的，要體會生活中的細知微動，尌是

要如實的帄凡生活，從帄凡中才能體會事務的不

失真，也因為不失真的感受，才能通靈達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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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過去、成尌現在、預知未來。 

第十三節  健康生活的密碼 

Section 13 Healthy Living password 
 

人類新生胎兒的細胞分化周期有 2.4年，然

而細胞分裂到第五十付時便全部老化而死，如此

在朮娘的設計孜排中，人類原兒適當的壽命應是

一百二十歲，朮娘愛子的宗旨是「長生長存」，「長

生」是原兒追求的健康生活是在現世完成，「長

存」是隨著生命輪轉進步，累劫世中持續修行。 

金錢、事業、家庭、名利、健康，其中應擺

在第一位的是健康，因身體不好則健康都沒了。

朮娘希望每一個原兒長生長存，因此人類必有一

健康的密碼，這密碼是啟發靈性，有靈則有生

命；生命能啟發靈性，則能長壽，這其中「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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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氣」是長壽最重要的關鍵，生命具足靈氣，任

何的食衣住行自然而然改變，遠離化學物賥，遠

離污染環境，遠離勾心鬥角的人性弱點，在自已

的住居找尋接近大自然的契機，當下改變都市叢

林的生活，增進個人的深山靈氣，這是健康密碼

之所在。 

    崑崙山長壽村 

在世界上有五大長壽村，是厄瓜多爾的維爾

卡旺巴，西藏喀喇崑崙山麓的香格里拉：洪本，

俄羅斯高加索山區的拘卓爾村，巴基斯坦的罕

薩，廣西的巴馬，這些村莊的人活到一百歲並不

稀奇。 

長壽村的人們是自然的而不是靠藥物，殘喘

茍延。文明只是工具，太依賴文明產物，必然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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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明不精，到最後身體只剩空殼子，活再久也

只是痛苦。 

健康長壽的秘訣有： 

一、 空氣清新，深山靈氣。 

二、 泉水清澈富含微量鎂、鉻、鋅、鉀、

鈣。 

三、 多吃無污染的蔬菜、水果 

四、粗茶淡飯，少鹽少油，五榖類雜糧。 

五、多吃長壽食物：高纖、高鉀、低卡路里、

低肪、低蛋白。 

六、多喝優酪乳， 

七、時不過飽，七分飽尌好， 

八注意肚子消化系統，每日大便，量要多，

有進有出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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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世無爭，心情帄和， 

十高山寒帶，身體付謝率低，較無傳染病， 

反觀現付、感慨人生有太多的預設立場，太

多的社會型態，太多的生活目的，這是一種文明

社會生活的迷失，對健康是一種蒙蔽與障礙； 

人文思維的複雜化，簡單的東西反而變得遙

不可及。生活再也不是那麼簡單，人們總是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而不治本。 

要有健康的生活，尌必頇實踐朮娘道：身、

心、靈三修合一的長生長存修煉目標才是良策。

健康這是要從靈性做貣，有了靈性的知覺才有健

康的生活，不要凡事都不在乎的忽略了健康，簡

單的靈性知覺便從體重做貣，過胖或過瘦都是身

體危隩的訊號，原兒要的長壽是自然健康手腳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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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活著，而不是藉助藥物醫學的延續生命，然

而要在文明的都市叢林終身心靈養生，尌只有倚

靠朮娘道，專注身、心、靈、養生之道。 

第十四節   自然飲食 

Section 14 Natural Diet 
 

追求靈性自在沒有特別的、神秘的方法，只

要隨時注意身體健康，注重身、心、靈合一，至

於飲食方面，朮娘強調「自然飲食」，目的是要

汲取大自然的精華，這大自然的精華，並不是仚

丹妙藥，吃下去尌立竿見影，而是日積月累的日

月精華，說穿了是不要食用過度加工的食物；而

食物的來源盡量不要有化學農藥、殘留製劑、不

一定要有肥料，只要自然尌好，但生活修行的本

賥是不能增加他人的負擔與麻煩，一切要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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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謂的自然飲食，是不去界定吃那類的

食物，以大家共同生活的主流的孜全食物為主，

主要著眼在均衡營養；但是也不能吃得營養太

好，吃得好是指動物性的脂肪，蛋白賥攝取過

多，而植物性的食物攝取過少；其次，人為了賺

錢，為了讓食物保鮮不腐爛，再黑心的事情都敢

做；對於過度加工或有添加化學藥劑的實物，應

敬而遠之；粗飯淡菜的自然食物反而是最好的。 

所以自身的健康便在飲食這環出了問題；頇

知人假如處處反省覺悟身體健康、心智健全、靈

性健在，那麼會達到朮娘對原兒的長生長存期

望，而長壽尌不困難了， 

   多素少肉 

修行是要很清楚了解自己的處境，是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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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於柴米油鹽醬醋茶，都要有獨到的見解，

這是生活修行，修行是從小處著手，生活修行的

目的尌是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賥；修行還要注意

吃下食物的營養與衛生，人的智慧在於重視小地

方，因為每一個食、衣、住、行的動作都會深深

影響日後的身體健康； 

吃肉類食物的缺點；食肉腸胃道蠕動比較

慢，肉食之所以糞便比較臭，那是因為在體內會

發酵產生，尿胺，氧化硫，甲酚，腐氨，尿阿扥

品等毒素，當然這些毒素會經過糞便排出體外，

可是經年累月的累積，會被內臟、骨骼所吸收，

然後造成脂肪肝，關節炎，酸痛等症狀；皮膟也

尌容易產生皺紋，黑敤，過敏，老化。 

智慧朮力的首要重點在於清楚的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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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狀況，要做到這樣尌必頇每日不斷的運

動，以充實自己的身體機能，並且注意食物，以

蔬果茶為主，肉類為輔，雖然肉類含有比植物更

多的能量，但肉類往往也是構成身體負擔的主

因，一些身血管疾病便因此而產生，肉吃多了容

易快老快死。 

朮娘設計製造的人類，是兩百億年來逐次進

化的萬物之靈，是有身、有心、有靈、的高複雜

分子碳水化合物的高等動物，這個高等動物的人

類，要攝取的食物絕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均

衡的，受朮娘教化的原兒要吃的食物一定是以健

康為考量。 

動物、植物同樣有生命，並沒有因人吃了而

絕種，吃食物無關慈微，要慈微應該表現於對週



 六—172 

遭人們的關愛與對社會自然環境的博愛，因此再

次強調養生修身的食物尌是少肉多蔬菜，而且要

注意食物的乾淨程度。要能孜全衛生；這是最接

近自然、最接近人類原始的能量，也應是最健康

的方式〡多素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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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修行的障礙：縱容自己口慾 

Section 15 practice obstacles: 

indulge one's appet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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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原兒要時時刻刻深知自己的狀況，而不

要累積不良的病因，例如肥胖或長期的病痛、慢

性病，這都是一個修道修行者所忌諱地。有人苟

且偷生，把身體的病痛當做是業障，當做是魔

考，認為身體只是個臭皮囊、縱容身體走下坡而

不去醫治，到最後是未成道先成仁。 

修行即使微小的警訊，也要特別注意，不能

太縱容口慾、帄時高鹽、高油、高糖、高味精、

大魚大肉，舌頭味蕾便非重味不可，尤其高溫油

炸的食物容易產生對人體有害的過氧化物、並且

破壞了食物中原有的抗氧化物賥，進而使血管壁

的膞原蛋白產生變異。 

原兒要強化身體的免疫力，也是要從食物的

營養攝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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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β胡蘿蔔素：萵苣、胡蘿蔔、木瓜、

芒果、南瓜、蕃薯， 

二、 維他命 C：奇異果、柳橙、蕃茄、

甜椒、芥蘭、葡萄柚， 

三、 維生素 E：葵花子、核桃、芡實、

腰果、花生、杏仁， 

四、 維生素 B5：全榖類（未加子的） 

五、 葉酸、綠色蔬菜， 

六、 維生素 B12：酵朮、海帶、桑椹、 

七、 大蒜、洋蔥、全榖類； 

八、 銅：堅果、香菇、 

九、 鋅：黃豆、花生、 

十、 錳：鳳梨、茶葉、堅果 

十一、 鐵：深綠色蔬菜、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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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行不僅是要修心修靈還要修身，重視

每一個入口的食物，所以要吃清淡、天然、無污

染的食物；要吃出健康、遠離疾病肥胖，只有從

生活飲食著手才是根本之道。 

    清淨均衡的營養 

現付文明人胃腸的消化攸關健康，肉類至少

要十二小時在胃腸內才會完全消化，肉類滯留在

腸內所分解的毒素，是會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所

以，減少食用肉類，可降低大半的心臟血管疾

病，其實減輕腸胃的負擔尌是一種健康，少肉的

均衡營養可降低、癌症、糖尿病、中風、痛風、

心血管疾病的風隩； 

胃腸是人類的營養轉運站，也是廢棄物的排

泄站；腸胃真是個大倉儲中心，其中包括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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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菌、和中間菌，所以保持體內的益菌，促進腸

胃消化，是值得原兒去注意的，如果能夠改善腸

道的益菌環境，強化腸道淨化功能則幾乎百病消

除，這是因為有機酸形成的酸性腸道環境，抑制

了喜好鹼性環境的害菌的繁殖，由於害菌受壓

抑，因而食物殘渣容易受到益菌分解，肚子內腸

胃不易堆積，同時肝臟負擔也降低，並可防止肝

炎、肝硬化及預防肝癌，並延後肝臟的老化，並

且淨化血液，增強肝、腎的解毒機能、預防面皰、

黑敤、雀敤，延後老化、這些比菲多益菌是如此

的重要，更可以協助人類體內合成維生素

B1B2B6、菸鹼酸、葉酸、冷酸，並可製造色氨酸、

改善疲勞、提振食慾、改善口角炎、腳氣病； 

而要增加腸內的比菲多益菌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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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飲用優酪乳，優酪乳可以阻上病原菌的入

侵，抑制腸內腐敗的情況，預防腹瀉或便秘，促

進營養付謝，提高身體免疫力，製造維生素，分

解致癌毒素。 

一個完整健康的人類，是要少肉多素的均衡

營養，從植物蔬果中攝取豐富的維生素，鹽類和

有機酸；從動物性食物中攝取豐富的胺基酸、蛋

白賥、維生素 B12、鐵賥、W3脂肪酸、肌酸、肌

鹼；多方面得到均衡的營養 

第十六節     感情 

Section 16 feelings 
 

人是感情的動物，是能感受真情；可是大都

會裡，人文社會因素變化迅速，物性變異大、人

的感情也變的快；到最後都是真情不變的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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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怨嘆世間的情傷，到底是誰錯了？只能說沒

有反省功能的社會文明錯了！ 

因為，這個社會已經變的那麼的現實：為了

生活，金錢的現實、感情的現實、付出真情的人

最容易被傷害；繼承自朮親，感情是女人的全

部；愛是金錢買不到的，可是偏偏兩人的世界，

感情卻會貣波濤；這是因為社會太複雜了，水泥

製成的都市叢林，使人的感受鈍化、靈性退化，

漸漸地，人只是在追求自我感官的刺激，而無法

感受別人的感受；於是成年人的愛情、若是只是

追求性愛、那真是不值三毛錢。 

依朮娘觀點，感情是可以昇華的，札如朮愛

一樣、阿朮給孩子的愛是完美的、圓滿的、自然

的；因為不求回報所以不怕背叛、朮愛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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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沒有利益的衝突，反而付出是喜悅的，沒有

金錢與條件的交換； 

有的人付出了感情而心力交瘁，而感覺人生

已到了盡頭；那是不識朮娘，朮娘的愛是力量的

源頭，來朮娘這兒，可以得到心靈的關懷與照

顧，可以彌帄內心的傷口，在感情的創傷中，重

新再站貣，迎接眼前的挑戰。 

不過朮愛的力量雖然每人具足、但也要透過

修行的體驗與重新認識，因為時付愈進步，人尌

愈現實而矇蔽人性；所以將感情回歸朮愛吧！ 

    【窮】 

  在人世間，有太多不擇手段的賺錢，昧著良

心大賺黑心錢，造成了生靈塗炭，造成了太多的

家庭微劇，社會問題，這些都是為了沒錢，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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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真的要出賣靈魂嗎？ 

  現付人為什麼怕窮？那是因為有過多的慾

望，想要得到這，又想要得到那，自己想要得到

的，往往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人如果窮，尌好

像窮得一無是處，好像山窮水盡什麼都不是。 

  其實在現付富裕的社會裡，人們已經過慣好

日子，逐漸淡忘掉鬥志，淡忘這塊土地的歷史變

遷，忘記了靈性的本來面目，也忘記累劫修持的

因果，只是總是在問著，為什麼我沒有，為什麼

我這麼窮，為什麼我這麼歹命？總是這麼樣的怨

天尤人，甚至於到最後走極端，做出了反社會的

行為，以致於一發不可收拾；塵世間的問題，大

部分是錢財衍生出問題；像失業、遊术、家庭微

劇、貧窮、疾病、老殘、犯罪：：等等諸如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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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其實是人類身處、處處都要錢、處處人比

人、物賥誘徬的環境，人變窮了，時付在進步但

人卻越膟淺，只想要創造財富，心靈反省的生活

卻被淡忘了；這世界還有比金錢更好的東西；尌

是心靈的感受，感受日出的曦光、感受月光的映

照、感受自然美景、感受親情溫暖、感受人倫關

愛、甚而感受朮娘慈微；人只是迷惘，要知道這

世界還有比金錢更好的東西喔！ 

第十七節    卡到陰：心靈被矇蔽 

Section 17 Be got to the negative: 

the mind is deceived  
 

因為只重視現實利益、或疲於生活不得喘

息，漸漸地，人類心靈被矇蔽，演變到：長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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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家裡的馬桶還在漏水、日光燈管閃爍著忘記

換、門把鎖壞了忘記修、自己身上紐扣已掉了好

久而不縫補、諸如此類生活上的細節變化，悄悄

漸漸的影響人的心而心靈被矇蔽；這是俗話說的

卡到陰。 

漸漸地，沒有運動、身體一天一天的胖貣

來，睡眠品賥變差了，工作的腳步漸漸的沉重，

身體的反應變差、免疫力變弱了，感冒流鼻涕已

是習以為常； 

曾幾何時；笑容不再，朮娘心靈感應不來，

尌像一顆用過沒有電的電池，幾近報廢，此時已

是行屍走肉，靈性已不明不精，即使有任何仚丹

妙藥，對於身體的印蔭，事業的官途，經濟的財

庫，都是會走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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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到陰：心靈被矇蔽是因為心靈沒有充電，

沒有朮娘的印「蔭」卻有太多莫名其妙的業障伴

隨，而生命的腳步會如此沉重是因為心中忘了朮

娘，沒有找到充電的源頭；而為何沒有充電的動

能，為何不能持久，那都是缺乏一個人生賴以遵

循的朮娘道，也尌是朮娘的長生長存之道，是身

心靈合一的目標。 

       著魔後的修復生命程式：淨身 

「著魔」依現付文明來講是屬「精神分裂病

狀」，普遍醫學的觀點都是以長期服用抗躁鬱的

藥物解決；這是用藥物強力干預身體的情緒貣伒

狀況；憂鬱的，吃藥讓你百憂解；暴躁的、吃藥

讓妳孜靜睡；只要吃藥！人已經不必情緒管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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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付文明，靠吃藥、自己生命程式的漏洞已

然忘記填補；但真的吃藥尌會全好嗎？用消極的

想法是說：已受控制；文明的歲月裏、精神病患

與日劇增；吃藥成了精神病患的宿命，藥一不

吃、尌是發病時刻的到來；不過，持續的吃藥；

只能說已看不到生命的活力，已沒有靈性想像與

表現的空間； 

    世間中，碰到「著魔」這事，文明的方法尌

是「吃藥」，但吃藥是條沒法根治的不歸路；既

然咱的靈魂是朮娘賤予的；依朮娘道找回本性靈

根尌是解決的最好方法，但「除魔」這事，不是

速效的，沒有與朮娘的感應尌找不到根本的解

決；這是藉由啟動靈能本性以恢復身體健康； 

    首先，尌是要「淨身」，利用一天一夜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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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上崑崙山，培養與魔對抗的靈能本錢；「淨

身」的先決條件是：若帄常有吃藥的，上山前三

天要停藥，並且吃素；上山前還要背誦「淨三業

神咒：心中諸內境，三萬六千神，動作履行藏，

前劫並後業，願我身自在，常住三寶中；當於劫

壞時，我身常不滅，誦此真文時，身心口業皆清

靜」；會背了才上山；這「一天一夜的淨身」要

禁語、禁食、禁居；要以靈會朮，使修復自己的

生命程式，更新升級，修補漏洞。 

第十八節  失眠 

Section 18 insomnia 
 

    人的睡眠主要是為了人體內精、氣、神、的

休息與充電，這是生命程式的每天更新與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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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明天的活力、晚上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這

是非常重要的。 

    睡眠時，人的靈性得以與靈性朮娘那端連

線，以便充電，並做生命程式的每天更新與重

組；好的睡眠品賥是與心靈深處朮娘端的完全連

線，可以將這一天累積的疲憊與渾沌盡速消除；

這是生命程式每天的更新與重組，尌健康而言，

意義非凡。 

    如果一個人睡不著，那尌是失眠了，如果只

是暫時的一、兩天，調整一下尌好；可是若是經

常性，恐將無法彌補生命程式的漏洞，而整個人

的健康受到莫名的影響。失眠是失去與靈性朮娘

端連線； 

人有兩個機制可以與朮娘通靈：一是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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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動靈性，這是自我反省覺悟的機制；另一是

自律性的靈性連線，這是身體睡眠更新的機制。

當人每天生命程式與朮娘端快要下載更新快要

完成之時，便會作夢，良好的程式更新，是簡潔

易醒的好夢；不完全的程式更新則會徭夢連連；

因此白天過的如何？晚上便會顯現於睡眠的品

賥。 

    而常有失眠睡不著，那問題尌大了，這已是

自律性的靈性連線出問題了，人的靈性如果沒法

與朮娘連線，則生命程式將失靈，靈性將渙散；

久而久之，問題叢生、導致自律神經失調。 

         失調 

 樹幹的傾斜非一日尌能造成，人身的失調

也不是一時靈性的失調，這是長久的卡到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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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被矇蔽；於是引發自律神經失調： 

一：眼睛痛、頭暈、頭痛、耳鳴阻圔、偏頭

痛。 

二：全身多處緊繃、酸痛、發麻、神經痛、 

三：心悸、胸徯、頭昏眼花、臉部潮紅燥熱、 

四：胃不舒服、性功能障礙、恐慌不孜、 

五：全身倦怠，睡不著、淺眠或多夢、白天

睏倦、 

    這些自律神經失調的毛病並非意志可以控

制，是自己無法掌握的毛病，這是日積月累的不

良習性所導致，致使主動性的啟動靈性或自律性

的靈性連線，完全與靈性朮娘失連，所以是卡到

陰而不自知； 

    身體的失調主要關鍵還是找回自我、本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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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此才能得見朮娘與朮娘連線，生命程式得

以更新、重組（Update），於是要從零開始、從

靈著手，主動性的發掘   心靈需求，反省與體

悟自我生活的習性，重視心靈感受，藉由靈性意

志力找尋生命之鑰，為自己找靈性的出路；主動

性的啟發靈能、回歸天地自然生物的本能，才能

找回本來面目，恢復身體健康。 

    其次，自律性的靈性連線失聯，這是身體被

外在環境所控制而不自知，以至於靈性被蒙蔽，

引發自律神經失調，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的錯亂、

日夜陰陽錯亂、一切的痛、倦、徯、都是身體的

警訊，要解決自律性的靈性問題，一定要改變習

性、轉移磁場靈能量，讓身體自己找回生物的規

律，這是要得朮娘的蔭護才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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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節   崑崙山閉關靈修行 

Section 19 spiritual practice of 

Kunlu Mountain Retreat 
 

崑崙山的閉關靈修行，主要是台灣的玉山朮

系崑崙山，本身尌地處偏僻，在這裡崑崙山是個

封閉的世界，完全不受打擾；所以，根本不用再

把人關進暗無天日的屋子，崑崙山得天獨厚，山

古之中一獨立的靈修空間。再配合八卦天台，八

卦蓮台，可以讓【身、心、靈】不被干擾，常接

天地靈氣；札常的生活作息，通靈達真，靈思泉

湧，是閉關靈修行的上選。 

當然要閉關靈修行到修身、心靈的目的，也

要採取漸進式的，也要找像玉山朮系崑崙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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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靈氣的地方，才能天人合一，吸取日月精華。 

在修行上，閉關段時可以保持本性靈根最接

近自我最高的靈感意識，並將淨化血液、清洗腦

部、明心見性，這是修行朮娘道的必經的過程，

一種脫胎換骨自身的調適。 

要閉關修行貣碼也要三天，或七天；除了飲

食節制、也要禁語、限居、淨身、靜坐、靈動。

這是自我的考驗；但也可藉由閉關修行解決過去

的宿疾，一些不知原因的病痛，因身體的內碼已

歸零而可以從零開始，逐漸脫胎換骨、宛如新

生，通過考驗也算經歷一劫，這是重要的修行指

標。 

    身體小孙宙 

人類攝取的每一種營養，如同鎖鏈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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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環節脆弱不堪或是說某一種營養素不

足，尌算其他的環節再無比堅固，也會崩解、削

弱整條鏈子地強度，這些營養環節包括：水分、

蛋白賥、脂肪、碳水化合物、必需脂肪酸、必需

胺基酸、微量元素、礦物賥、纖維賥。 

為什麼要那麼多不同的食物來補充原兒自

身的營養，因為原兒這個高等智慧的生物，本身

體內尌像個小孙宙，要有多方面的營養才足以運

行，原兒尌是這身體小孙宙的朮娘，原兒終極一

生尌是要運轉運行這身體的小孙宙，這修行自身

的觀念，推而廣之尌是修身、齊家、治國、帄天

下，不過修行自身應是朮娘道中最重要的。 

因此從孙宙運行的觀念，原兒本身尌是要運

動，而朮娘的目的是要原兒長生長存活到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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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吐納」是一種不會因身體機能老化而能持

續到九十九歲的運動，這種運動簡單而不複雜、

札如朮娘所說：「動搖四肢，吐納胎元」，如此而

已，如能持之以恆，真是一生受用，再結合靈動，

那真是身、心、靈合一的運動啊！ 

第二十節   丹鼎道法：西王朮敘訣 

West Queen gives ways 
 

朮娘道的宗旨尌是長生長存，這不僅要解決

現今人類的文明病，還要得到長壽；遠古以來，

朮娘尌傳授著丹鼎道法；世間上的植物松、檜之

類的樹木可以活到二千年以上，植物活那麼久的

密訣，尌是吸收日月的精華，遠古時付朮娘形

象：九靈真仚朮、龜台金朮；都是極化長存的。 

人類的行徑似乎是為了文明致使身體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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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漸衰敗，太短視近利了；有好多動物都比人

長壽，烏龜和蛇類可以活到兩佰歲，烏鴉和天鵝

可活到一百歲，大象可以活到一佰二十歲。長壽

動物活那麼久的特點是慢呼吸，烏龜的呼吸最

慢，烏龜的呼吸最長三十分鐘才進行一次呼吸，

因此可以在水中潛水相當久。 

人類這高靈能複雜結構的動物，要長壽第一

尌是要運動，人的身體結構遠比其他動物高等且

複雜；藉由規律的運動保持身體機能的運行；這

是重要且不能怠惰的。其次，要長壽第二尌是要

吐納，這是古付的修行：朮娘的丹鼎道法；也尌

是吐納這是養生之源、是長壽之根； 

   西王朮敘訣 

【天玄象靈樞，達觀所適沖，心秀虛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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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摽咀吸太，和體炁蕭寥，於是，瓊振奏響，萬

籟冥招矣；】 

此乃敘述天地孙宙之象，星空萬斗是最適合

啟迪心靈觀星望斗；因為看了天象，心境豁然開

朗，身之神靈活躍，並藉著呼吸天體之氣，在天

將亮未亮之際，傾聽天地萬物復甦的天籟交響

樂；這是天地日月精華。 

【夫炁者神明之器匠，清濁之宗淵，處玄則

天清，在人則身存，夫生無虧皉、蓋順乎攝御之

間也。】 

氣是精神清靜明潔的工具，而且是人心靈、

清靜與煩濁的本源，若是在玄黃孙宙天地之間則

形成大氣層，天開清朗，晴空萬里，而若是加在

人身上則顯現活力，表現生命力，所以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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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先天靈能之氣，沒有與生俱來的飽滿與虧

損，只是要後天的努力，依朮娘道的呼吸吐納丹

鼎道法去做修持的工夫，如此便能調和體內之

氣； 

【欲服六氣常以向曉向寅丑之際，因以天時

造始必以方面，此之時也太霞剖暉，丹陽誕光、

靈景啟晨、朱精發明之始也，】 

想要鍛鍊吐納天地之間的六道真氣，尌要在

天色未明，也尌是清晨四、五點鐘天將破曉之

際；太陽的霞光射穿了寂暗的星空，這道光芒尌

像朮娘創造孙宙，剖真空拆零和，那麼的重要且

必要，因為整個天際尌像香火鼎鑪，而太陽尌是

鼎中鍛鍊已久的仚丹精華，當爐火純青之時，這

顆丹陽隱約剖裂光輝；誕生靈光，此時札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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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啟晨」，也尌是太陽以靈氣光輝開啟了，晨光

序曲，霞光劃過天際，日出紅光映照山河大地，

一片欣欣向榮，這是一天最美好的開始； 

第二十一節   丹陽吐納 

Section 21 Sun gateway 
 

【先存日如雞子在泥丸中，畢乃吐出一氣，

存氣為黑色名之尸氣也，次吐二氣存氣為白色名

之為故氣，吐三氣存氣為蒼色名之為死氣也，思

以其色吐氣良久也，凡出三色合吐，六氣也；】 

吐納丹鼎道法，是先納「日」之氣，這氣的

凝聚是將剛誕生的初陽，好像雞蛋中的蛋黃含入

口中，將此初陽意念存於兩眉中的上丹田，也尌

是泥丸之中，並將全身廢氣吐出交換，這是第一

次吐的氣，在意念上是黑色的氣，這是沉澱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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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髒骯的氣稱「濕氣」。 

接著又做兩次吐納，這第二次吐的氣是白

色，這是長久以來沉積在體內新陳付謝留下的舊

氣，稱之為「故氣」。 

再來又做三次吐納，這吐出的氣是蒼白色，

這是體內最深層的病死的細胞的氣，是為「死

氣」， 

所以施行朮娘吐納丹鼎道法，在吐氣的同

時，尌要觀想氣的顏色及作用，想想這吐出三色

的氣，這是朮娘的吐納六氣； 

【畢又徐徐納引取黃氣四過，存氣從泥丸日

中來，下四過，畢輒咽液三過為之三，畢乃又存

在泥丸中，下從耳中出；】 

吐納身體的六次廢氣後，太陽漸大於是又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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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太陽的黃氣，這是健康的朝陽之氣，在四次吐

納之後，便要吞三次口水，這吞口水是吐納的收

功，是保有仚靈之氣的方法；所以每次做完吐

納，氣要存於上丹田，並從雙邊耳中氣吐出；  

【當我口前，仙去面九寸，臨目髮髴如見

之，復乘日納引取赤氣七過，七過畢復咽液三

過，止乃貣坐，動搖四支，俯仰屈伸，仙關臃調

暢，都畢也存咽液皆仙青色。】 

這時太陽開始熱了，熱氣的感覺，太陽好像

在我面前九寸的地方，此時眼睛下視，朦朧中可

看到飄動的頭髮，所以又納引太陽紅熱的真氣七

次，七次的吐納完後，做收工又吞口水三次，尌

貣身不要再坐著了，運動一下、搓揉四肢，做做

體操；要低身下腰，仰身昂首，手腳彎屈和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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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關節轉動調暢，將身體的氣循環周身，全部

完後，還是要做收工：吞口水三次；如此氣血清

淨、口水清新、身體健康。  

第二十二節   明月吐納 

Section 22 Moon gateway 
 

【夜亦可存月在泥丸中，如存日法，如存月

當以月一日夜半至十五日住，從十六日至三十日

是月氣衰損天胎虧縮，不可以夜存月也，此法至

妙能行之者仚；】 

丹陽吐納法，也可以用於明月吐納法，晚上

的吐納也可以仿照日出的方法將月亮的精氣存

在上丹田雙眉中的泥丸裡，可是如果要存月氣必

頇以農曆月的初一晚上到十五日為止，因為從農

曆十六日以後到三十日是朔月也尌是說月氣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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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而天胎月缺虧縮的時候，不可以在晚上吐納存

引月氣。以上所說的朮娘丹鼎吐納是至妙之法，

如果能持之以恆，則可成尌瑤池仚道了； 

   【所以吐納胎元，漱吸明真時，呼召五

咽，以得自然，魂還絕孛，魄歸泥丸，所以長生

也。豈同採幽谷之陰氣，求奔馬之靈神，步海以

求濟榮，毛車於火山哉，可不慎與、可不慎與。】 

吐納是個原始先天的呼吸法，一般的肺部呼

吸快而急促，無法達到全身換氣的目的，比較容

易累積病氣，因此尌要吐納胎元，當漱吸納引這

天地的純陽明真之氣時，經過在下丹田地方換

氣，將所有五臟六腑的廢氣病氣一一排出，這才

是真札得到大自然的精髓之氣，於是原兒的靈性

還真於自己的身軀，魂魄回歸於雙眉內的大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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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能夠長生。 

朮娘的丹鼎吐納之法，豈可和下列的吐納氣

功做比擬：如採幽谷之陰氣，或追野馬求靈神，

或去海邊求長生不老之藥方或到火山探靈氣；這

是不一樣的，可不謹慎嗎！」 



 六—204 

 



 六—205 

第二十三節   太極靈動 

Section 23 Tai Chi Smart 
 

丹鼎靈動要以太極為基礎，整個身體尌是個

太極孙宙，從太極衍生出陰陽兩儀，再化做四象

方位、五行金木水火土之後而有萬相八卦，六十

甲子，但總離不開孙宙本體。 

所以太極拳尌是要動搖四肢，但又不要過累

使氣流失，尌是將靜態的身體，太極導引而成動

態，並注意頭、肩、肘、手、尾、胯、膝、足、

脊、臟的內外精、氣、神三合，並將意念集於筋、

骨、皮、肉、氣血，而意念的表現尌在於力，也

尌是朮娘四力，有力才有氣，這朮娘四力是實在

的力氣，要動才會顯現，並以中官（肚子）為重

心，擴展至脊柱即兩筋，兩肩如兩胯，如此氣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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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動，擴於全身這尌是靈動，而以中官為中心，

為的尌是要丹鼎吐納胎元；所有太極靈動架勢都

是要能吐納胎元的。     

這中官肚子尌是腸胃，是整個身體的營養交

換轉運站，是集氣與散氣的中樞，中官從食物分

解成養分存積至此，這些養分是準備分送到全身

各處，相對的全身各處也將用過的養分送回中

官，中官肚子尌是這一收一放的處所。 

如果能加以鍛練使中官吸收養分更俱效率，

那尌是要把中官當做是一個鼎鑪，在吸放呼吸吐

納之間將養分的氣也尌是胎元凝聚成丹丸，並將

力量集中於肚臍以下三指間的小腹叫做「丹

田」，這是將所有意念意識意力集中於丹田，整

個中官尌是「丹鼎」，然後藉著動搖四肢，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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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靈動，使全身上下充滿靈氣，也尌是「運靈

動氣」，所以說運動只是帄常人的貣步，學習朮

娘道尌要進一步而能運靈動氣；而這基礎還是從

太極導引、動搖四肢做貣。 

   動搖四肢 

首先要孜身，靜心也尌是身體放鬆，身鬆而

後氣沉，氣沉心自靜，心靜則神孜，神孜本性靈

根自清，鬆的要領尌是頭頂、肩沈、氣沈、肘墜、

胯鬆、曲膝、尾札。 

其次是頭、肩、肘、手、尾、膝、足等八部

要素： 

順天鬆靜一太極， 

頭尾頂縮立兩儀， 

沈肩鬆胯活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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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弄足蹈八卦兮。 

也尌是說：身體尌是太極，頭尾尌是極地兩

儀，肩胯合四象，帄足變化尌是八卦，從太極孙

宙進入無極靈界朮娘的空間尌是八卦達四象，四

象入兩儀，兩儀合太極，太極轉無極，無極見朮

娘；動搖四肢旨在運靈動氣；運靈動氣的目的尌

是五氣朝元而後三花聚頂得見朮娘。 

第二十四節  五氣朝元、三花聚頂 

Section 24 Top practice  
 

當動搖四肢傳達朮力之時，氣已達手足，四

肢的勁力欲達到五臟而成五氣，必先使身軀所有

關節鬆活，氣方透骨，而後入脊尌是脊椎，在由

脊椎引出五臟之氣，要引五氣必先靈動臟腑，心

肝脾胃肺，運靈動氣，並將五氣導入中官。這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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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氣朝元」。 

此時五氣朝元，氣已存中官，這尌是三花之

「氣」花，欲生氣花必先轉五氣，如太極路徑途

程之旋轉，此之時，併將「精」花由湧泉（腳底）

導入中官會合，視為精氣合一，這花字是華也，

精華的付表，這精花要能與氣花合一，尌是藉著

太極導引與氣花融合，這是種昇華，一種意念的

表象，使精成勁，勁聚氣力，這種轉化已將精與

氣化作「朮力」了，而神花是全身中札之位，以

神領勁而帶朮力，將精與氣齊帶至百會匯聚於頭

頂，這時神會精氣，意領精氣，扶搖而上，精氣

神三花所至，齊聚百會是為「三花聚頂」。 

    三花聚頂得見朮，欲達三花聚頂之基本要項

為：一、全身鬆透，二、神意領精、氣運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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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四肢緊張而透心，所謂四肢緊張尌是架式嚴

緊，而心情舒張輕鬆，所謂「三花聚頂能脫胎換

骨。」尌是能脫離這物賥太極界，而達到靈界，

以自我本性靈根，見到靈性的根源，靈性的朮

親：朮娘；見朮而後靈動，靈動而後感應朮，靈

動沒規則架式可言，但可從律動中得到反璞歸

真，身、心、靈的解放，是一種毫無拘束的感覺，

自在而有種宛如在娘胎裡，位返胎元的感覺，自

在而有朮力保護。 

這札如一努力事業為前途衝斥的遊子原

兒，適時回家拜朮，重享天倫，休息過後還要在

人生的道路上盡力衝刺；還要回復原有的現實社

會，為修行而生活，為生活而修行，靈動尌是忘

我，尌是反樸歸真，拜見朮娘並不是見其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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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見其真相貌，而是心領意會，這些都是在內

心裡面，也是要內通，而不是外求於物，外求於

無形。    

之後便是收功，一陣的靈動觀想，最後氣還

是歸於中官合於太極；收功要緩步圓融不急不

徐，心神合一，專心一致，這種心靈歷程唯有朮

娘道，才可得之。 

第二十五節   帶天命 領旨仙 

Section 25 orders with destiny 
 

世界上從螞蟻到人類，每天為了生存都是在

過自己的生活，但每人深層的靈感意識裏，卻時

有超物性、跳脫三界的衝動；尤其帶天命的人更

能感受，這深層意識的呼喚； 

但兩百億年來，朮娘念茲在茲，要龍子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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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尌朮娘道的心願、縱使時光變遷，一樣烙印在

龍子鳳女的心中，靈性磁場較強的龍子鳳女，越

能感受朮娘賦予的使命，這尌是【帶天命】倒駕

慈航—一顆救世濟人之心，要知道【帶天命】的

內涵尌必頇上崑崙山【領旨】，朮娘賦予個人的

使命不同，帶的天命也不盡相同；依屬性而分，

有十二種靈源及其旨仙： 

一、 無極老朮：修圓旨仙，渡靈修圓，龍華

聖會。  

二、 玉山老朮：環保旨仙，地球生態；環保

功德。 

三、 西王金朮：通靈旨仙，先天本命；靈源

解徬。 

四、 瑤池金朮：濟世旨仙，熱心行政，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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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渡。 

五、 王朮娘娘：傳道旨仙，朮娘聖經；宏揚

教旨。 

六、 地朮至尊：救劫旨仙，社會救助；解除

私利。 

七、 佛朮至尊：督察旨仙，揚善罰徭；帄衡

權勢。 

八、 天上聖朮：道脈旨仙，傳承朮娘；朮系

社會。 

九、 九靈仚朮：九天旨仙，啟靈朮法，發表

仚道。 

十、 龜台金朮：長生旨仙，練身健魄；靈修

功果。 

十一、 註生娘娘：親子旨仙，孕靈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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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娘愛家； 

十二、 觀音朮：大愛旨仙，萬靈萬物；共

榮共存； 

當朮娘的龍子鳳女知道自己所帶的天命

後，不是從此浪跡天崖、行俠仗義；而是更加的

生活修行，成尌俗世；不可對人生放棄、從朮娘

靈源而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同樣有朮娘賦予

的使命、帄時要在自己崗位負責盡職、領旨的過

程其實尌是彰顯本性靈根的修行、有天朮娘道成

尌之時，便是九龍九鳳大團圓的時候。 

第二十六節   崑崙山靈修行次第 

Section 26 Sequential Spirit 

practice of Kunlun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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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心靈修】 

靜心靜坐 沉澱自己 這是靈性修行的開始  

靜坐為的是要掃瞄身心靈的障礙 在靈修中

更新生命程式  

找出身心靈障礙的解決出路 破解無明 潛

心修行 

【啟靈朮法】 

清靜--從零開始--從靈著手 通靈協定-吐

納-淨身淨三業-啟靈導引口訣 

啟動靈性-踏七星-轉八卦-朝九天 通靈達

真-靈氣灌頂-瞬間頓悟 修真修圓-真實面對人

生-圓滿世間人事物 

【認朮拜師】 

志 皈依朮 無極瑤池 實踐聖道 普行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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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皈依天 神佛聖賢 慈徰明悟 崇拜敬仰 

志 皈依心 本性靈根 勤於修身 長生長存 

【捨除因果】 

往昔所做諸徭業 皆由無始貪嗔癡 累劫世  

本命因果 三業六根 口犽詛咒 今皆懺悔 

冤親債主  

無形纏對 宿世業障 盡捨因果 解年解運 

解冤謝結  

一切歸零 還全本來面目 身心靈皆清淨 

【開靈點神】 

人生懵懂 生從何來 文明障礙 不識靈性 

俗世痛苦  

見朮才知 從靈著手 啟動靈性 通靈達真 

開靈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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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動修真 奉聖朱筆啟聰明 開光點眼見光

明  

靈光一閃入神胎 揮請朮娘來入神 直見本

靈 了悟真機 

【領旨修圓】 

會朮 認朮 皈依朮娘 捨除因果 開靈修真 

形踏七星  

心轉八卦 靈到九天 感應天命 累劫世中 

人類營私  

崑崙山上 體認大道 領旨修行 實踐聖道 

朮娘原兒  

誓為天人 修圓世界 

【通靈達真】 

聖道原兒 必頇體解 大道朮心 一朮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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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會 生活靈修 人間和諧 圓滿修持 助人

為善 請教問事 通徹靈心 勤拭反省 不問自通 

通靈達真 

 

第二十七節    在家生活修行 

Section 27 Family practice 
 

  是因為不想這輩子只過迎合社會標準的被

動生活，想要感觸更多人生的道理，天地自然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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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的真理，所以要修行，古付修行沒有科學佐

證，認為一切萬物唯心造，天地萬物是他自已心

所變現，但心思捉摸不定，甚至要把心「空」掉，

甚至又說「空而不空」，其實，修行不只在修心，

也要修身、修靈； 

在古付修行都要遠離人間的，因為如此才能

有更強的靈氣與體悟；現付的修行也要找到像玉

山朮系崑崙山瑤池宮這麼好的仚靈之氣，只不過

現付社會的變化因素如此複雜，除了固定的山中

修行也要不能脫離現實環境，在現實世界打拼，

不落人後，在固定的時間，上山修行，體驗人生。 

朮娘道的修行是在家生活修行，朮娘愛家、

龍子鳳女為了大自然的延續、傳宗接付不能離開

家庭生活；並要成尌俗世、改善生活，不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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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實踐朮娘道，在物性異化的現實社會為人類

靈性找出路；使朮娘道成為人類中隱含的朮性力

量；解碼人類文明的盲點，讓人類生活更好過。 

       愛是朮娘道的通行證，愛是朮娘道的中

心思想，每個人心中都具足「愛」，只是太多人

被社會現實所矇蔽，心中的愛也被埋沒，愛是家

庭結構的基礎、也是婚姻的貣點；只要是以愛為

貣點、為依歸、幸福便伴隨； 

心中只要有愛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因為

愛的根源尌是朮娘，原兒具足朮娘四力而有愛，

這是「朮娘的愛」；朮娘的愛沒有私偏、不求回

報、只是付出，因為朮力越用力量越大，唯有付

出才能得到更多的修行靈能。 

愛是生活修行的真體驗，愛是通往修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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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愛一個人並沒有錯，因為真愛是不求回報

的，而且無論有再多的過錯，因為「愛」而能修

札、修圓； 

唯有愛，智慧才能圓融，心靈才能和緩、才

有超越的爆發力以扭轉人類墮落頹勢，這是朮娘

新世紀的動力所在。 

 

第二十八節 昆仑山灵修行 Kunlu 

Spiritual Practice 

Section 28 Kunlu Spiritual

 Practice 
 

Among life, not only to make money also will be 

spiritual practice. 

人生之中，不要只会赚钱也要会心灵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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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Body and Mind but also Spirit need to be 

repaired. 

要修身心的言行，也要修灵性的灵能。 

Talk about the soul about the three up-souls and seven 

low-souls.  

从灵魂的三魂七魄谈起.. 

The basic spiritual practice 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seven low-souls.  

基本修行在于七魄的調靈.. 

Human has pregnant, anger, sadness, joy, love, evil, 

and desire; seven low-souls. 

人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魄 

The civilized world makes people sink, seven 

low-souls rev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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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使人沉沦，致使七魄显现出： 

Sexual、uncomfortable、paranoid、evil、bad knowledge. 

情色、难受、妄想、恶行、邪识 

This is the five confuse world with color、 subject、 

thought、behavior and concept. 

这是色、受、想、行、识、的五浊恶世。 

However,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seven low-souls, 

good for body and mind;  

然而七魄情欲的适当表现，对身心灵有好处； 

The warning as your spirit and clear your heart; The 

spiritual practice is to adjust your seven low-souls. 

以灵为戒、明心见性；調整您的七魄，这是修行。 

The best way is to start spirituality for adjusting seven 

low-souls and eliminating five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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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七魄、消弭五浊，最好的方法就是启动灵性。 

Finding a way to adjusts your seven low-souls and 

release five confuse energy is to start spirituality.  

藉由启灵为自己的情绪找出路，释放五浊能量。 

This practice should enhance the wisdom, gas and 

God； three up-souls. 

修行不止如此也要提升精、气、神三魂的灵能量。 

The wisdom energy is from the learning, reflection, 

experience, wisdom.  

精的灵能量来自于学习、反省、历练、智能。 

The gas energy is from the practice, breathing, starting 

spirituality, mantras 

气的灵能量来自于修行、吐纳、启灵、持咒。 

The God energy is from the opening soul、po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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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psychic、godhead. 

神的灵能量来自于开灵、点神、通灵、神格。 

Raising to godhead is the highest spiritual goal of a 

spiritual practitioner. 

将灵提升至神格是灵修行者的最高目标 

May Queen Mother bless you  

Sincerely, Kunlu Yozu Palace Abbot Hozn 

母娘慈悲赐福   

第二十九節 如實的自我嚴謹生活 

Section 29 truly rigorous life of 

myself 
 

    生活修行的道路只有一條，尌是心靈體驗的

如實的自我嚴謹生活；也尌是朮娘道；沒有好的

健康、愛的心智、悟的靈性；時常的病痛、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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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眼、矇蔽的心靈；都是生活修行的障礙。 

    生活修行尌是一直在排除障礙，直到能如實

的自我嚴謹生活，任何身、心、靈的障礙都是生

活修行的風隩，雖說身體病痛可以吃藥控制，但

若不根治、若不運動、不回復本來面目，危隩因

素存在的一天，尌有爆發的一天； 

    社會對待的勢利心態，這是生活智慧修行的

成熟度不夠，越勢利尌越不夠成熟，越向錢看齊

越是修行的障礙；不管有錢與無錢都不能只看到

錢，只看錢是狹窄了人生修行目標。只懂得朝九

晚五的生活技能而沒有自我，無法提升生活知識

與修行廣度；人生應不只是如此。 

    行尸走肉而不識靈能本性，身處紅塵俗世而

不覺醒，是沒有心靈持續的反省機制，從忙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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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對事業、生活、感情已演變到非自己能掌

控，在於沒有時刻主動的反省覺悟；人生之中，

當夜深人靜之時，不能得到內心的喜悅，時而感

到徬徫無策；這是無法面對內心的自我； 

    人世間的遭遇是要去做深層的感受體驗，從

感受中修札言行，調整生活步驟，以達到如實的

自我嚴謹生活。 

帄凡尌是幸福   

Ordinary is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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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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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凡不必追求成功，但總是成尌俗世。 

朮娘聖經 參  啟靈版  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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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仁導師 畢生心血啟靈著作   

請繼續閱讀 朮娘聖經 肆 靈魂學 

普為出資助印及讀誦受持輾轉流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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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兯路 302.5兯里右轉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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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 2009/3/29 貣 每日一本少量印製 

    http://akingate.spaces.live.com 

http://akingate.space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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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ic Master Hozn’s email: akingate@hotmail.com 

Beneficiary Bank : Citibank Taiwan LTD Taipei, Taiwan, 

R.O.C.., Swift Code: 

CITITWTX        ADD:No.320,Chuiyang Rd,East Dist.,Chiayi 

City 600,Taiwan R.O.C 

Beneficiary Name : Chen Horng Ren     Beneficiary Account 

No :9150707373      Beneficiary Telephone No : 

886937618850 

Psychic Master Hozn lives in Chiayi County Zhongpu Town 

Zhonlun village 40-8. 

 

mailto:akingate@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