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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原儿的灵魂—原灵的本命灵

根 

Section 1 the spiritual roots of the 

original soul  

    两百亿年来，累劫世原灵先来后返「同步联

机」于「生命个体」，人类因而有『灵魂』，并表

现出『灵性意志』，人类种种修行作为，为的只

是成就累劫世原灵的本命灵根。 

人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没有本命灵根，这灵

魂与本性灵根指的是同一件事，是因「灵、能、

质三宇称」「无极、虚空、太极」互相对称对映，

人类的『灵魂』与原灵的「本命灵根」『镜射宇

称』；『灵魂』是指有关自身灵性的事情，各种分

门别类的神，归根究底，信仰总是离不开『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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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心灵寄托的处所，所以无论人类文明

是原始的或是高度发展的，人类原儿是无知的，

或是有智慧的，一定要靠信仰达到「形而上」的

无形心灵寄托； 

只要信仰「生我们的灵魂」的『母娘』是唯

一的至高无上、全能万有的真神，与母娘互动最

有感应。只要一心不乱就能进入母娘的灵能世界

得到灵能充足。 

原儿人类在「母娘」还没创造宇宙之前，是

在母娘的母体内，那时称「原灵」，原灵受母娘

四力并映照于人类原儿或「生命个体」，在原儿

的体内就有灵魂（soul），灵魂有三魂七魄其中

「三魂精、气、神」，「神魂」可与，这是衍生于

原灵的本命灵根，每个原儿独特拥有的本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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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是原儿对于体外和体内的讯息的感知，这就

是「灵魂」。 

人、动物、植物，都有各自互异的本性灵根，

每个人各有不同但借着「灵、能、质三宇称」，

原儿与原灵能够同步映照，灵魂接受『原灵』指

令，藉无形微波驱动阴阳来使原儿行使『灵性意

志』，这是延续自母娘创生万物万灵以来，不生

不灭的『原灵』由「灵子」演化「超弦」而有「膜

体」；进而产生瞬间的阴阳合体，驱动阴阳交合

而成为「能量或物质」，起初便成能够感知感应

的原灵量子。 

     『虚空能界』的原灵量子：物以类聚、能

量聚集而能与母娘感应，进而形成外有电子保护

的实相复合体称为「原子」。在宇宙每个物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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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原子组成，原子经过有机化，就变成有生命

结构的分子，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逐渐的而有低

等的、高等的各种生物产生，以至于人类。 

而「原灵」起初宇称映照于「原灵量子」又

宇称映照于「原子」、「有机分子」、以至于「人

类原儿」；两百亿年来「原灵」一直不变是以『不

生不灭、』却能驱动阴阳的形态呈现，为的是『原

灵』的本命灵根因累劫世修行而有所增长。 

第二節    本命元神 

Section 2 the soul of life  

累劫世『原灵』先来后返宇称映照于人类原

儿，『原灵』是原儿的『主』、『本命元神』或『本

命元辰』是保护原儿免于受外来有形、无形、物

质的侵害；相当于原儿感知的﹁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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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就是原儿自身的「灵性磁场」，是

一种深度雷达警戒的扫描，是一种与母感应无形

的天线，原儿的自身组织机能愈复杂、愈高等，

自身原灵对于灵性的解析也就愈敏感，如果免疫

系统没有愈敏感是因为人类文明障碍了灵性。 

当然这也是原儿研习母娘圣经的目的，使原

儿身、心、灵、合一；长生又长存，当然学过「母

娘圣经」的原儿就知道，生命不是不生不灭，任

何一个母娘生的原灵都要尊循生命生灭的模式，

但可以借着原灵的修炼修行，感知、感应而长生

长存，这就是母娘「生」的原理。 

    灵性的感应真正内涵：是原儿在启动灵性的

当下，是很容易自得其乐的，那是因为在母娘的

怀抱之中，其实启灵应该是不用口诀的，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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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也是不用启灵，因为要见母祇要是灵思一

通，自然见母。 

更何况所谓的见母，事实上是心灵上的母子

相通，而不是真正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与母

沟通是心内求的，而不是物外来的，一切用原儿

的感官感觉的外来物性都是不对的，应是内心境

界的感应母娘的存在。 

        天地之间虽有众多诸天神佛圣贤帝君

菩萨；人类原儿敬仰崇拜神佛，但如果自己没有

灵性修行，原儿最好不要与神佛通灵降乩，以免

走火入魔。 

若是要心灵沟通还是要找自我的内心源头：

母娘；此可避免走火入魔，因为灵性是以本尊为

主，也就是我为本位，本我的灵性是有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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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主动的； 

怎么知道本我启灵的灵性是感应母的感

觉？说不定是感应别的邪魔的感觉，甚至于是走

火入魔也说不定； 

其实这问题很简单，这是完全存乎一心，佛

与魔本是一念之间、这是原儿灵性的意志，这主

动的灵性意识，非像肉体上的感官那样是被动接

收外来的讯息，而是在内心里主动到达母娘那儿

与母沟通。因此主动式的灵性意识，就没有所谓

的外来邪魔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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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与神对话 

Section 3 Dialogue with God 

灵性的感应，除了不是用看的，用听的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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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不能够用言语直接沟通，是要真的凭感

应，原儿可以跟母娘沟通感应；但要「与神对话」

可能是对「神」的一种人格化， 

不过把神当做人看待，会混淆了有形与无形

的界限，这是不真实的，而且不对的，但世间上

有太多的，神说或神明说，这多少是借着神意传

达讯息，不过真正的涵意还是在于跟母娘的感

应，而不是听到母娘说什么，或母娘要你做甚么；

母娘要你做甚么也必须以你的意志为前提。 

     到底那一个原儿的对母娘的感应能够正确

的传达神的旨意？当然是高等修行的原儿，在灵

性感应的细知微动中，阴阳是最重要的，有阴阳

才有中庸之道，才有瑶池天人圣道；这是原儿的

负阴抱阳的高等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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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原儿可以藉阴阳调整人生的步代，正如

人在走路，在脚踏出去一定较左边，右脚相对的

会较右边，这一左一右正如阴阳，就像钟摆，目

标是向前没错；不过还是要左右阴阳调合，人生

就是如此，要懂得强弱阴阳的道理。   

有形世间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相对的强，

相对的弱，所以说：无形灵性本质虽是绝对的不

生不灭，但对映有形世间的却是阴阳相搏又灭又

生。 

所以在与神的感应中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千

万要走中道，在灵性良知里要不偏不倚，一有偏

差便会走火入魔。 

    灵性的喜悦在于放下凡间的担忧，尽情的与

神沟通感应，沟通感应不是要获得或知道有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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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地、物；而是从而改善心灵充实灵感，

人的中道在于人间道，自我的意识不要走到极端

道； 

原儿可以选择自己灵性的目标，这是身、心、

灵的合一；没有自己无法控制的灵性、与心思。 

每个原儿皆具有灵性，灵性蕴藏佛性，天地

自然潜藏灵气，灵性虽然看不到，但山泽灵气却

能令人感受而赞叹，相同的，每一原儿也应感受

灵性的喜悦。 

灵性虽然必须且重要但不可一味挂在嘴边

讲求灵性、忽略、身、心则是本末倒置，说甚么

身体是臭皮囊，不好好照顾身体实是不应该，原

儿有身、心。身、心就成为灵性修行的先决条件，

身、心不重视是无法有灵性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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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儿与母娘灵性的感应，就是要原儿正确

的、健康的、长生长存生活于天地之间；天地万

物丧失了灵性，便无法与母感应，偏离了母娘生

生不息之道，最后走极端并走向灭亡之路。 

整个长生长存之道就是在于能够时时刻刻

感应母娘.这是身、心、灵、的反省机制，发挥

灵性知觉，清净心灵、注重健康、净化社会、回

归自然、修身齐家也就是----修行，始得长生长

存之道。 

第四節    启灵 

Section 4 Start spirit  

启灵的目的除了能强健身、心以外，更上层

的目的就是通灵，「启」的作用仅是开启门户，

而「通」的作用就是畅通无碍，借着「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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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来死去，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

果；通晓人修行的本能与目的，母娘圣经就是启

灵著作，但也是通灵之书。 

要洞悉灵性之源，唯有与母通灵，建筑一条

与母心灵相通之路，才能将母娘的讯息，数字转

化到人世间的语言文字，这中间转化的过程是要

经过历练与训练的，也就是修行的过程。 

    启灵是启动灵性，是原灵与母沟通重要的方

式，人类原儿也是借着启灵与母沟通，母娘就是

自己心中的主。 

每一个人都俱有(身、心、灵)性，身性让人

活动自如，心性让人获得智慧，灵性则让人感觉

存在，存在于这个天地宇宙之间，没有灵性就没

有存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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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一种持续性的感觉，但感觉是有强弱

的。相对的，表现出的灵性也有强弱，灵能强当

然有较好的发展性，灵能强、不管是原灵或原儿

其灵量能光都强，都能强烈表现生命存在的价

值。 

    但生命的存在，就是努力的修行才得以增强

灵能，原灵启动灵性的知觉，方能感受灵界的律

动，感受无形的奥妙； 

这种灵能根源日后更能感受有形世界，宇宙

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从而超越时空，在灵性的

源头直接读取母娘的讯息，接受母娘的能量。 

灵性自原灵时期就已俱备，因此灵性就是超

越后天智慧；并不一定饱读经书、智慧无碍就能

通晓灵性，感受灵性；也不是假借神意，异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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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有神通灵感，其实只要领悟到灵性本源，也

就是母娘；启动灵性，感受真灵本性，便能增强

灵能，强化身心本性。      

 

第五節    念力—启动灵性 

Section 5 Strength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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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间上，普遍人类会认为，光是世界上

最快的东西，在科学的理论上，有形的物质或能

量是没有比光还快的了； 

就宇宙大千世界而言，如果原儿要回到宇宙

的原点，母娘的处所，那么以光的速度飞行，就

要花两百亿年的时间，才可以亲近母娘见到母

娘。 

虽然后天的有形世界无法回到宇宙的原点

亲近母娘，但是原儿与生俱有的无形灵性特质中

却有穿越时空的本领，这就是原儿的原灵。 

人类皆具备灵性因人类原儿出自原灵，透过

思考原儿心中又产生了「念头」，这念头透过母

娘四力，灵性感应，便有一出自原灵、超越时空

的「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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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念力」比光还快，「念力」一转上山

下海，「念力」一转从山穷水尽瞬时海阔天空，「念

力」一转由暗转明，由恶转善；「念力」一转就

由现实进入虚空，想见母便得见母娘，在此所谓

（得见），事实是「念力」而得感应感知，非真

得见。 

念力就是启动灵性，人本具：『身、心、灵』；

奈何文明世界使人远离大自然，并丧失灵性，人

渐渐淡忘累劫世来原灵拥有的『修行天命』；与

扭曲了生命的价值。因此，现世间人类最迫切的

就是启动灵性，集中念力，使人在文明中找到『本

来面目』。 

自古以来原儿拥有的思考、拥有的灵性，原

灵就是人类原儿最原始、最基本不变的单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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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修行不同而有不同的累积灵能与排列组

合，这就是先天本命。 

自古至今，从现在到永远一直如此，原灵虽

有生命生、灭的累劫宿世。有形的身躯的生、灭

或时空环境物换星移；但本性原灵一直记录着原

儿经验历练修行的累积成果，本性原灵一直是不

会变的，即使经过累世劫灭生轮转也是如此。 

因此原儿一直不忘那千古以来在母娘体中

孕育的，最温馨最安稳的原灵成长的日子，每天

滋长灵根，蓄势待发，在母体中得到祥和喜悦。    

在文明的社会里，人与人互通讯息，是借着

波动去感知，有的是声波，有的是无线电磁波，

人与人就是藉互动性的磁场去感知的，这种有明

显波动的磁场是属于阳性的磁场，有听到对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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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而有所感应或反应。 

然而在母娘的无形的灵界里，人与神的互动

也是一种磁场感应，而这个磁场是阴性的、是无

形的看不到的，不过却是个无远弗届的感应磁

场，尤其是；吾--原灵的母亲〡母娘，母是一切

灵性之母，母娘无所不在、处处应求。感应万灵，

这是宇宙间不可思议的无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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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原灵的源头 

Section 6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Spirit 
 

母娘的「灵感母力」，是原灵得到万有母力

后而有先天本命更产生自本性灵根后，又一重要

的母力，有了灵感母力，本性灵根才有转化的力

量。 

这转化的力量弥补了先天本命万有母力的

累劫宿命；藉由与母娘的感应母力，原灵可以趋

吉避凶，可以预知先天本命，可以感应修行，当

下修正言行、回归正道； 

但所谓的（感应）不一定要听到什么，看到

什么，（感应）是架设无形灵性天线与母沟通，

而灵性母娘就是在原儿的内心深处，打开内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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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感思维，便能超越时空到达充满灵性的世

界； 

这就是原灵的源头；母娘这儿，是心与想象

力的世界。（说到达并非真正到达，而是心思灵

感之所及） 

    母体内的灵感母力源自于原灵对母娘的祈

求，祈求是一种求助的讯号，但有形世界的原儿

必须信仰坚定才能应求，所谓：有烧香有保庇，

尤其是自心灵底的祈求讯号会深达母心，母娘会

适时感应传达母力，这是宇宙本源的灵力； 

当与母娘感应会母时，冥冥之中产生的灵能

母力，对原灵是种讯息助力，这讯息助力就是第

六感潜意识、深深的影响原灵，这种感应是绵密

的，不是粗糙的，也不是利益交换的功利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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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远的启发与影响是有助于生命的判断与进

步，修行的成果，若非有此母力，灵性岂能长生

长存于宇宙。 

每一原灵应祈求与盼望，将母娘灵感母力发

挥极致，得以成长、长生长存、实践母道，创造

母娘新世纪。 

第七節    母子连心 

Section 7 Mother and child with 

heart 
 

在宇宙世间上每一个原儿的本性灵根种子，

在出世落土之时宿世命运已经底定，所以若要转

化本性灵根改变命运谋合所求，就是要祈求母

娘、灵感母力，有了磁场感应，而后能够所求如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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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愿的祈求，是希望达到顺心如意，不过

成愿之路只有一条就是正心诚意，不好高鹜远，

自原灵以至原儿皆是如此。     

在母体的原灵，受母娘的灵感母力渐渐有知

觉意识，这知觉意识是因有阴阳相搏的觉知而不

阴阳对撞相消，于是灵感母力启蒙了原灵，因而

「母子连心」，「母子连心」在于灵性的启发，因

为原灵是最接近母；与母娘最亲的； 

日后原儿的会母也是要展现原灵本性，也就

是启灵，启灵不是漫无目的的，启灵是有方法有

方向有目标的，这是与母娘沟通方式，是灵感母

力的表现。 

天地间最伟大的灵感来自于母娘的感应母

力，因为它是原灵启蒙的知觉意识，也是内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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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本性灵根与源头母娘沟通的原动力；也是原儿

趋吉避凶的法宝， 

自有人类以来，原始人类就开始对天地的崇

拜敬仰，在古代要与未知的、敬畏的神灵沟通是

巫师的责任，巫师总是有异于常人的奇异的特

质，在未开化的时代，巫师灵媒也是不离源于造

物主的力量从事与神灵沟通的事；这造物主的力

量当然指的是灵感母力；自古至今皆是如此。 

然而科学文明的进步与演化，有关神灵的事

情、新时代新思维、也要重新认识；在神我互动

的心思下，原儿与母娘的沟通是细知微动的，这

是一种感受，不是粗糙的看到甚么或听到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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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内通启灵 

Section 8 Intercom of Start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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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灵性母娘是无时不在进化的灵性思想

之源，是细知微动的，要与母娘沟通不必是那么

的突兀、异乎寻常，也不用像起乩那样，浑然忘

我，不知所为，而是细知微动的启动灵性，原灵

的思绪，就只有与母娘感应才能祈求得应。 

从一个阴阳合体的原灵子所发出与母体的

感应，到原儿的拜拜祈求以致于启灵；这都是一

种与内心母娘的沟通的磁场电波感应。 

而为何说与母娘的互动通灵；这是因为无形

母娘乃是原儿灵魂的母亲，就是原灵的母娘；亦

即原儿的肉体是父母所生，而原儿的灵魂--原灵

就是母娘所生。所以启灵是内通于母娘源自于自

己的悟性，而起乩是外求于神佛源自于外在讯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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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界有别于目前的现实世界，目前的现实世

界是「母娘四力」大霹雳后的宇宙银河大千世界，

在宇宙还没有大霹雳之前，也就是宇宙还没有诞

生之前的世界就是灵界， 

宇宙出自灵界，灵界是超越时空的，灵界在

母体内，它能对映有形宇宙的世界。 

在现实宇宙世界认同母娘的生物叫原儿，在

灵界就叫做原灵，原灵与原儿本是一体，原灵经

过两百亿年的成长，有修行的得人身，才会成为

身、心、灵、俱备的原儿； 

因此灵--原灵是所有有形的现实世界和无

形的灵界的最小最基本单位『不生不灭，没有能

量』但却能驱动阴阳，比光子还小，没有所谓的

速度，因为原灵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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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就到那儿，在灵界是没有空间的极限可言，

所以是无形灵界。 

第九節    极乐不是原灵的目的 

Section 9 Bliss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e original soul. 
 

无形灵界就是异于宇宙有形世界，无形灵界

是灵能量幻化的世界，没有阻力与障碍可言，凡

事都是那么的美好而理想，依世间人的想象认为

这是不生不灭的极乐世界、天堂； 

但是极乐就用不着再进步，也不用生生不

息，这是懒惰的想法；无形灵界只是灵性在四生

六道轮转进步的休憩站； 

在灵界并不是每个原灵都是用「极乐的幻

觉」这个角度存在于灵界，灵界是多元化的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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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灵界中可以不生不灭极乐于此，也可以成为

奋发向上的原灵而物以类聚求取进步，集中力量

为修行而努力打拼成为原儿；完美的极乐，令人

失去进步的原动力，这不是人生的目标。 

如果灵界的目的只是要极乐，母娘也不会千

辛万苦的创生宇宙有形世界，极乐不是原灵的目

的只是稍息，原灵是要进步轮转的，所以一切原

灵都要效法 母娘「生的原理」，努力修行，将来

修成正果，下凡人世间。  

「原灵」现在已是两百亿年后蕴藏在人身的

「原灵」，所以「原灵」要怀有当初两百亿年前，

在母娘体内那种赤子纯洁无伪之心，才能体会灵

界的「真」、灵界的「安祥与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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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诸天神佛外求的力量 

Section 10 the outside pow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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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ties  
 

这世间上，当然也有一股神灵的力量，这是

诸天神佛、圣贤帝君菩萨、山神土地河海正神、

五岳河海十方灵官、天龙八部四生六道、一切真

灵仙果的力量。 

虽然诸天神佛、真灵仙果是『外灵』外求的

力量；给予原儿无形的感知感应，就灵性空间整

体而言，原儿外求于神佛，对外界磁场的感知感

应，这诸天神佛真灵仙果经过原儿自身放宽的灵

性流通尺度，进入原儿自身的灵性空间。 

真灵入进还是邪魔入侵？这是如何区别的

呢？事实上，『外灵』外求的力量本身就有一定

的风险；不像灵性母娘是内通的、亲切自在、不

必放宽灵性流通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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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儿对于外力外求的神佛、真灵仙果，仅止

于感知感应，就原儿自身的灵性空间而言、仅是

暂时停留。就是说在本命灵根里感觉到有神明、

有真灵仙果的存在，而因为是善灵，所以『外灵』

在与本灵达到了沟通的目的后，便会随即离开原

儿灵性本体； 

修行的目的也是要寻求「灵源」，从接触『外

灵』的懵懂开始，进而藉由母娘道发觉「灵源」，

认识「灵源」就可内通，不必外求『外灵』，母

娘是「灵源之母」。 

第十一節    增强灵性免疫 

Section 11 Enhance the spirituality 

immune 
 

对善灵的感应，有些真灵托梦，或与神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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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而有光或像，或参加宗教盛会与仪式，皆有

所感应，外来神明的感应也是一股对于自身灵能

量的加持，与神灵沟通的过程虽然短暂但是喜悦

的。 

当善灵之气降临、强化灵性磁场的敏感力

量，藉使身上气动达到强身健魄的目的，但外求

毕竟有潜在的邪灵入侵、走火入魔的风险； 

还是循母娘之道、内通而启动灵性、强身健

魄，便可增加灵性免疫，并防止邪魔入侵，因此

平日的烧香拜母，修行做功课，是必要的，这就

是增强灵性免疫、预防注射的原理。 

所以；应回归灵性的源头，母娘那儿；外来

的诸天神佛、真灵仙果应崇拜敬仰以求得外灵感

知感应的灵能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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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通于母娘的启灵，犹如思考、反省、体悟

并借着灵动达到身、心、灵合一，这是母娘灵感

母力最佳化效果，然而世间种种，对的路祇有一

条，八万四千法门修行的路也是万法同宗；还是

要回归母娘。 

第十二節    起乩的修持 

Section 12 Mediums from the 

practice 

起乩是外灵的进驻在本性灵根的意识里，起

乩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这是一种灵性的置换；

母娘慈悲也愿意点传起乩的修持方法，以济助在

灵乩界不知如何是好的人。 

首先，一定要掌控这外力外灵的神灵，而不

是自己的灵性被置换，因为﹁我﹂就是自身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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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宰，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有我的灵性意志；

如果自身灵性，满布外灵，则犹如疾病入侵，将

会身不由己，不能自主最后反转成魔，走火入魔

不可不慎； 

其次是灵性的启灵阶段，启动灵性、内通自

在、而不要接受外灵，心中无幻觉，这是灵、性

双修。 

接着是自身本灵的起乩阶段，要内心里是要

开放灵性尺度迎合神明外灵；这阶段对于许多初

学者，产生疑惑而怕走火入魔；此时要持金光神

咒以避邪灵魔考： 

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万劫，证我神通。 

三界内外，惟道独尊，体有金光，覆映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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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包罗天地，养育群生。 

受持万遍，身有光明，三界侍卫，五帝司迎。 

万神朝礼，役使雷霆，鬼妖丧胆，精怪亡形。 

内有霹雳，雷神隐名，洞慧交彻，五气腾腾。 

金光速现，覆护真人    急急如律令敕    

起乩的动作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而且是神格

化，也就是此时已具有神明的风格特性，是明显

的角色置换，此之时是以神明的角色与态度应现

世间，超人格的表现，正是神灵附身；但是不是

真的你想要的那个神明附身则有待考据。 

有时候神灵或邪灵附身，也不是本人愿意而

是背动的，要预防就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平

时若内通于母娘遵循启灵导引，自然不会邪灵附

身，也不会被采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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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与自己，身、心、灵契合的神明，平

时也要多与神明沟通认识，在要启灵之时，就要

先设定好自身的层次、一心不乱只观想自己的尊

神；事实上，自我的心灵设定是很重要的，起乩

承继了，原始人类的灵媒巫师角色为人做法办

事，这是地道的神灵附体的角色。 

所以起乩也要谈目的性，那种不由自主的，

放任灵性的附身是危险的事，因为毫无目的性的

起乩，比较接近没有意义的魔，万一走火入魔，

丧失本我心智是危险的事，所以起乩自我灵性、

自我警觉的机制要随时建立，不可太大意。 

不能让外灵凌驾自我灵性，退驾时便比较难

以回魂，有的人灵乩不退，失魂失神，也算走火

入魔，失神是失掉元神，要把元神找回来，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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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一番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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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办事救世 

Section 13 act to save the world 

如果要比较起乩与启灵的办事救世的效果，

则关键应在于自身修炼的本性灵根，就起乩而

言，先天修炼至为重要，也就是说与生俱来的本

性灵根是起乩的重要指标，有些人平生没有后天

的栽培，而自己灵性十足，能够「与神对话」。 

因此就能服务救世指点迷津，在先天上就有

此灵性，所以借着起乩神灵附身来办事，便是理

所当然，因为起乩后可以转变他市井小民缺乏后

天培养的缺点，直接化身神灵，普渡众生；指点

迷津。  

市井小民化身为至高无上的神灵，时而扮济

公，时而扮三太子这是常见的多重神格化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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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其实物质化社会的今天，能够暂时性的扮演

神格化的角色，不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提升，而

其实有太多人的潜意识里想要暂时脱离自己的

角色，而赤裸裸的现出原形，现出另一种神格化

的角色，这不也是一种解脱吗？不也是一种灵能

量的释放吗？ 

所以起乩就是借着灵能量的释放，并从神灵

处获得能量，是一种沟通、一种灵能转化，是一

种现实层面角色转化的暂时性解脱。 

乩童要普渡众生要济世办事，就乩童本身而

言是种现实层面的暂时性解脱，当然所谓角色的

扮演就是演戏，但演戏是种工作有剧本有责任不

能脱稿演出。 

而起乩是发自灵性是随兴而起，是一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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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醉，自我摧眠，也是八识田中潜意识的幻想角

色，是种忘我的境界，而人能忘我，忘却柴米油

盐酱醋茶，忘却切身的烦恼是种福气，可是起乩

的代价太大了点，因为起乩为了表示有神灵附身

护体，通常要实地测试一下；有所谓﹁操五宝﹂，

就是五种法器、类似钉子尖刺的东西，往身上扎，

扎到流血，因为是神灵附身所以不会痛。 

再来就是言行举止的转变，声音变了，行为

变了，再就是神格化，平常人很容易辨识这是那

尊神明而独特神行。平常生活中讲话没有人理的

乩童本尊，这时起乩成了某某神灵，讲话成了一

种放大作用，信众听了神的指示，莫不奉为圣言，

当然这是神人合一的力量。 

这是一种灵能的高潮，高潮过后乩童本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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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平日的生活，若是再有机会，还是会在适当

的时间回庙扮演普渡众生的角色，可是这种民间

信仰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在社会里乩童在中下阶

层有其固定的份量与角色地位。 

第十四節  继承起乩（十足灵媒）的角

色 

Section 14 Inherited from the 

mediums 
 

起乩这种跳跃式的人格升华，是十足的灵媒

的角色，很直接的让人信以为真；但就身、心、

灵均衡合一的准则，太过强调灵性的感应，这种

无形的东西，反而会忽略身、心的调适。所以起

乩的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感受。 

其实不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先天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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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缺乏后天灵性思维与修炼，那么他也只有以

起乩的方式，面对周遭信众，也仅靠先天的灵果

为人消灾解难，无法藉后天的修炼更进一步更上

层楼为人服务。  

须知，原儿在世的目的便是修炼，修炼是在

生活中获得的点滴智慧与觉悟，修炼不是闭门造

车，修炼是生活中敏锐的触角，虽然身处世间，

但总要修身、养性、练气、强身，所以，无论如

何、乩童还是要强化生活方面的修行。 

因此，原儿启灵不止要继承起乩十足的灵媒

角色，更应强调后天的修为、生活修行，如果后

天的修持得好，只要正常的启灵便能达到通神达

真，这是因为原儿自己经过修炼，自己打造的灵

性磁场天线，母娘的灵感母力特别简洁有力，当



 五—55 

然就能够容易的与神对话，与母沟通； 

而事实上要与神对话，不是真正的神明现身

与神对话，而是一种感应的思维模式，我思故我

在，原儿对母娘的思考观想，母娘便存在我心，

这便是启灵母法的第一步。 

第十五節   文明是启灵的光害 

Section 15 Civilization is the 

light pollution of spirit  
 

从原始人类的敬畏天地崇拜神明到文明世

界的宗教行为，这都是对先天上，精神层面的作

用，人类一直是想要解释天地宇宙的道理，但离

不开以人的角度观察天地； 

有人说天地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依祂的形象

造人，也有人说天地是﹁无始﹂宇宙没有开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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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束，也有人说：﹁道可道，非常道。﹂道

是变幻莫测，说的出来就不是道；更有人说天地

是人的心变现的。 

其实要以天地宇宙的角度，来看天地宇宙的

道理才不会失真，母娘「生的道理」就是天地宇

宙的道理，因为宇宙无时无刻的在成长、在生生

不息、在灭生不息，有形世界的宇宙只有母的道

理就是「生的道理」，生的源头就是母。 

母娘以母力创生原灵，之后原灵凝聚母力灵

能化生宇宙万物，在母娘的安排、母力的运作之

下，天体运行、自强不息于是这世界有了秩序，

有了先后，有了条理。 

「生」的道理是有灵而后有形，有形世界万

物是不可忘记灵性的存在，人类原儿也要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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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与心灵的层面才能长久立足这个世界上。     

母娘的信仰是「属灵」的重视原儿与母娘的

心灵沟通，也就是启动灵性，在灵界原灵的感应

就是启灵，可是现实有形世界，原儿要与母娘的

心灵沟通，本是单纯简单之事，但人类却受物质

文明的障碍而蒙蔽灵性。 

文明犹如黑暗中路边的路灯，仅能照明脚下

却阻碍了观星望斗，阻碍了穷究天际宇宙的奥

秘，文明成了启灵的光害，文明因而蒙敝了灵性

的动力； 

因为文明，这个社会都是人为的、人造的、

令人失去了与天地自然为伍的空间，人类的文明

社会空间，尽是水泥都市丛林，何有灵气可言？

有文明障碍，启灵之路便比较艰辛；不得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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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而要有灵性导引。 

第十六節    启灵导引口诀 

Section 16 Guidance of start spirit 
 

母娘的启灵是有方法有步骤的，文明的演

进，人类逐渐丧失灵性，启灵便需要导引，藉由

导引，进入母娘的灵性世界，启灵导引的口诀，

是修炼的瑰宝，如果不太了解也可以心领意会，

去想象灵性的空间意境： 

启灵导引口诀 

「飞玄紫气凝灵根，纲维玉虚总万神； 

身中诸内境，三万六千神；动作履行藏，前

劫并后业。 

愿我身自在，常住三宝中；当于劫坏时，我

身常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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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此真文时，身、心、口、业皆清净。」 

立正站好，两眼微闭；安身，静心，气沈，

精明，神清。 

马步弓捶，全身放松，心情平静，上提顶，

直脊尾正。 

开肩胛，坠肘，手空，气上身，沉肩，松胯，

屈膝足稳。 

气集涌泉： 

「顺天松静一太极，头尾顶缩立两仪； 

沉肩松胯活四象，手弄足蹈八卦兮。」 

吐纳起式： 

观想母娘真神，吸引真气，真神存入上丹田

以神领气， 

双手上提真气透入下丹田，翻掌下按同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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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缓缓吐出一气，此气黑色叫做湿气， 

二次吸气，神入上丹，双手上提，气存下丹，

翻掌下按二次吐气， 

三次吸气，神入上丹，双手上提气存下丹，

翻掌下按三次吐气，此气白色叫做旧气，再吞咽

液三次，一、二、三，然后。 

四次吸气，神入上丹，双手上提气存下丹，

翻掌下按四次吐气， 

五次吸气，神入上丹，双手上提气存下丹，

翻掌下按五次吐气， 

六次吸气，神入上丹，双手上提气存下丹，

翻掌下按六次吐气，此气无色就是长久残留体内

的死气，再吞咽液三次，一、二、三。吐纳六气

后，中宫造金鼎，运气炼丹； 



 五—61 

丹鼎起式： 

运灵动气。 

一、 旋转乾坤， 

二、 顶天立地， 

三、 白虎下山， 

四、 朱雀展翅 

五、 青龙出水， 

六、 玄武下势， 

七、 脚踏七星， 

八、 仙步八卦， 

九、 气达九天。 

丹气既成；涌泉流精，会于中官，气达四肢，

透骨入脊，行于五脏。 

五气朝元，精气合一，导入中脊，上升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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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与神， 

会于百会，神领精气，三花聚顶就能脱壳，

便得见母， 

拜母求愿，通灵达真，穿越时空，练身健魄，

身心灵合， 

太极修圆，回复本性。     

此是借着启灵导引达到，强健身体，明心见

性，修炼本灵的目标；启灵的重点就是在于气，

气的来源就是吐纳，气的终极目标就是精、气、

神三花聚顶，而后升华，通灵达真； 

如果一心不乱而能清静，如果不要有太多的

怪力乱神或文明智慧的包袱，母娘的启灵也可以

是不必导引而自到；是简单的，基本的，温馨的，

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那么容易，那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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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启灵母法第一步：清静 

Section 17 First step in the parent 

start spirit: quiet 
 

启灵周遭环境的磁场强度，也就是说：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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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灵的时候，第一要务就是要注意身边周遭的

环境，这环境的灵性磁场强度是重要的； 

第一是清静度，清静度是指整个气场的受干

扰程度，任何的噪声、吵杂，旁人的动作，车辆

的流动，机械的启动，马达的声音，都会影响原

儿所处的道场的灵气，反而天然的鸟声，蛙鸣，

虫叫或放松心情的音乐对清静度有加成的效果；

其实平常人的生活环境也要注意清静。 

第二是后天气场，这是人为的物质环境，既

然要灵修要启灵、后天的气场环境也要重视，也

就是说灵修的道场的布置摆设装潢都要用心规

划，道场就是修行的地方跟市场，餐厅，公共场

所是有区别的。 

总之道场就是灵山，就是原儿本性灵根的处



 五—65 

所，好的道场气才会强。 

其次是母娘的供奉：因为我们的灵根都是从

母娘那儿来的，拜母娘最容易获得灵感，所以虽

不求富丽堂皇但也要求庄严清静。 

不过事实上，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当

我们在敬拜母娘的时候，心灵就是一面镜子，拜

母娘是藉外在的感应、映照内心的本性灵根；所

以、对神无礼就是对自己不尊重，对神的敬重就

是对自己本性灵根爱护，任何对神的感应就是自

性本灵的感知感应，所以，启灵要重视由外映内。 

第十八節    玉山母系昆仑山瑶池宫 

Section 18 Kunlun Yozu Palace in 

Taiwan Yushan lines 
 

第三就是先天气场，这是指先天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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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风水是很重要的，要讲启灵当然也要讲风水

地理，先天上的好山、好水、灵气自然强且好，

所以除了自家以外，仙灵俊秀的名寺古剎、就是

个好道场好修行地点，泓仁导师就是住在 玉山

母系昆仑山瑶池宫： 

位于台湾最高峰玉山山麓下，台三线公路

302.5 公里。嘉义县中埔乡中仑村的昆仑山是个

火龙穴，火龙随着山形弯延至关仔岭这一地区都

属白河地震带，关仔岭属龙尾为水龙穴有温泉；

昆仑山是龙头是火龙穴，火龙穴没有温泉，只有

冒泡冒气的天然瓦斯。 

依据昆仑山瑶池宫的地势，左右两列崇山峻

岭、犹如双龙环抱，中间远方较低圆形山仑形成

珍珠塞口，可谓是「双龙嬉珠」火龙口穴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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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母娘在此踏地建基，昆仑山盘龙之势，蓄仙灵

之气、养道脉之精。 

况且出土的化石显示：此地玉山母系昆仑

山、在八百万年前已是众仙云集、众生列位，此

是母娘住所：瑶池之所在；。 

第十九節    启灵母法第二步：通灵

协定 

Section 19 Step 2:psychic Agreement 
 

启灵母法第二步是﹁受﹂的阶段，也就是说

要准备架设灵性磁场的无形天线去接收母娘的

讯息，不过灵性磁场的无形天线、却是在内心底

的无形天线，要接收母娘的讯息，事实上、仅是

对心灵源头的母娘的感知感应。 

要启灵、感受母娘的灵感母力是必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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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灵感母力、原儿得以转化成气场强度进而感知

感应，通灵达真，达到身心灵合一的目标，当然

这是个接受灵性讯息的阶段，就像计算机的因特

网一样，要想接收无形的母娘的灵性讯息，必须

要有基本的与母娘的通灵协定； 

原儿本身就要具备灵性才能沟通，当然谁没

有灵性只是本性灵根没有显现罢了，在芸芸众生

中，在严谨的社会结构中，朝九晚五的规律化生

活，每天总是对工作生活的付出，劳力的压榨下、

在原儿身上丝毫看不出灵性的踪迹。 

渐渐的本性灵根的消退，原儿的身上只剩下

疲累的肉体及功利的心智，甚至如此，没法过正

常生活的；失业的失去人生方向的，罹患慢性病

的失去健康的，这身体及心智的催残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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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别想谈灵性，原本天地之间原儿的本性灵能，

至今竟然是如此珍贵而稀有。 

相对的，母娘亦悲怜天地原儿渐渐与母疏

远，灵性的淡薄，身心灵的败坏，母娘声声唤儿

归，原儿灵性到底在那里，原儿的迷茫，促使着

与母娘通灵达真的目的变得困难重重，因此有好

的健全的灵性才有办法架设灵性气场的无形天

线。 

当然社会上，也有太多的，不以为意的，钝

化的，只顾眼前利益的原儿，没有心思与灵感去

做心灵上的修炼，总之是无缘吧，就只有等待、

期待与母娘的感应了！  

    净 

通灵协定、积极的做为是要彰显灵心，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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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才会与母娘有所感应； 

第一：要先净坛，自家厅堂，精舍、道场、

宫寺，一切幽静有气场的环境，然后循着赞语：

﹁清净之水，日月花开，杨柳枝头洒尘埃。一滴

净玄坛，除秽除殃，消灾降吉祥，清泉龙变化净

尘大天尊。﹂这是对周遭的环境的净化，借着赞

语肃清秽气，形成一股清泉气场。 

第二：在自身本性里要净心，净心的赞语是：

「太上台星，应变无停，驱邪缚魅，保命护身，

智慧明净，心神安宁，三魂永久，魄无丧倾，急

急如律令。」 

第三：净口神咒：﹁丹朱口神，吐秽除气，

舌神正伦，通命美神，罗千齿神。却邪卫真。喉

神虎贲，气神引津，心神丹元，令我通真。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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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液。道气长存，急急如律令。﹂祛除口中不干

净的言语思绪，就是清口；此清口与有无吃素并

无重要关系。 

 

第二十節    吐纳 

Section 20 Breathing gateway  
 

与母的通灵协定，还要袪除邪念，并思神通

灵，练习吐纳的功夫，这吐纳的功夫是母娘基本

的道法，不仅强身健体而能够与神互通，启动灵

性。 

吐纳是古代的丹鼎道法，是由鼻子吸气，吸

进来的气最初从气管进入，此时气是密集而强，

是为﹁纳气﹂，然后进入肺部形成气团是为中

气，这是平常的人的呼吸之道，但母娘的丹鼎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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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还要「透中气」，中气透过横隔膜，气疏而绵，

清净细致，去芜存菁，终聚丹田是为丹气。 

所谓丹田就是肚脐以下十公分的地方也就

是小腹的地方；也是任何宇宙万物的生处，女性

雌性的生处是子宫，这是在娘胎里受精卵的器

官，是原儿胚胎初始的、最重要的、制造各种器

官的中心。 

所以吐纳的纳气阶段、中气阶段、丹气阶段

就完成了，此时的丹气经过横隔膜的透析，已经

是很干净纯洁高浓度的氧气， 

事实上，在原始的时候，低等生物身上交换

氧气养分是同一地方就是丹田，不像现在高等动

物呼吸和吸收养分分别在肺部和胃肠，那是因为

现在的空气比古代稀薄，空气的含氧量比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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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吸到肺部空气中的氧气就用尽了，根本没法

用最有益健康的「丹田呼吸法」，于是基于现行

空气的稀薄，原儿要用鼻吸气用口呼气，而且要

大力呼大力吸这样才能到达丹田，这就是吐纳的

方式。 

当然吐纳的周期最好拉长，这样空气中含氧

量才足够丹田呼吸，若是吐纳周期延长则当然也

可不用那么大力急促的呼吸了，可以缓和一点当

然总吸气的含氧量会因时间拉长而增加，如果真

的改变了吐纳周期，古代称长周期的吐纳，叫做

龟息大法，以上是纳气的方法。 

再来到吐气，这是最重要的，在丹田中吸进

来的新鲜氧气，要交换的是身体中所有的废气、

脏气、病气、死气、旧气，也唯有深入丹田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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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集这些气，并将所有废气吐出，这吐出的路

径跟纳气不太一样，而是直接从腮帮子经过气管

咽喉直接由口排气，当然原本普通的呼吸有留在

肺部也是会经由肺部排出，但都是由口吐气，如

此才是真正的呼吸大循环：吐纳。也就是﹁净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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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净身、净三业 

Section 21 purification, 3 nets 
 

与母的通灵协议，第三阶段是要﹁净身﹂，

净身除了要洁净身体，保持愉快轻松的心情以外

净身赞语的主要用途是灵兽护法，神灵护身，以

免走火入魔， 

净身神咒：﹁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魂

魄。五脏玄冥。青龙白虎。队仗纷纷。朱维玄武。

侍卫我身。急急如律令。﹂启灵当中护身净身是

最重要的，当我们意识集中，启动灵性之时，当

然有有形的人，事，物的干扰，这些人、事、物

祇要好好避免与规范是可以免除干扰的，可是最

重要的还是在于无形的干扰。 

事实上，无形的干扰是从自己心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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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是自己最大的障碍与敌人，因此净身赞就

是一种心理建设，一种心灵护法，利用天地间四

灵兽，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

雀，来护卫在中心的本我。 

当人的灵性在迷惘失落时，口中念念净身

赞，有请灵性四大护法坐镇可祛除邪念，而净心

净口净身之后，原儿用意志力净洁了心口身，在

为自己好的同时，相对的也产生了伤到周遭四生

六道的坏处，这坏处就是﹁业﹂，所以最后还要

净三业赞语，这样与母的通灵协议才算完成； 

净三业赞语：﹁ 

身中诸内境。三万六千神。 

动作履行藏。前劫并后业。 

愿我身自在。常住三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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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劫坏时，我身常不灭。 

诵此真文时身、心、口业皆清净。急急如律

令敕： 

这是修圆的功夫正如同母娘四力，万有母

力，灵感母力，智慧母力，这三力促使原灵的精

进与进化，但行住坐卧皆业力；有力的地方便有

一反力，这反力就是业力也就是要有母娘的修圆

母力，这净三业神咒就是修圆母力。 

第二十二節  启灵母法第三步： 灵动 

Section 22 Step 3: Dynamic Soul  
 

启灵母法第三步：就是﹁灵动﹂，这不是个

观想的阶段，不是一厢愿的任由思绪导引，而是

要静中点燃灵性动能。让『身』与『灵』连动，

从零开始、无所罣碍；从灵着手，无我无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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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更新生命的灵能。 

灵性在潜意识的驱使下，是由不得原儿的观

想控制，有人一直要观想控制想要得到些东西，

这是错的。启灵的重点只是要启动灵性，那种从

零开始、体验错误、从细知微动中觉悟，如此而

已。 

有些人对于启灵是惶恐无知，对即将到来的

启灵有一种无知的恐惧，深怕引进来的灵到底是

那种灵？是济公灵还是王爷灵呢？是三太子分

身吗？还是天外的邪灵？这都是出在「观想」的

错误。到底何去何从，到底这灵性无形磁场天线

应如何架设才会有无限的灵感通路，才会与神沟

通，神我互动，到底神是怎样来跟我对话，有声

音吗？有影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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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神我本是一体，神我互动就是通灵，在

现实世间肉体如果要回返母娘那儿可能要透过

宇宙飞船，飞向西南方宇宙的源头，而且宇宙飞

船的速度要超过光速，虽然在目前是不可能，不

过唯有超过光速，宇宙飞船才能进入时光隧道，

超光速超越了空间超越了时间，返回了宇宙刚创

生的初期，这时肉身在经过了超光速后也化做灵

光成了一股灵能量也就是原灵，本性灵根是以原

灵的形态与神沟通，与母相会，这是一种能量相

通的形式；既现实也理性。 

第二十三節    从零开始 

Section 23 From scratch 
 

原灵得见母娘，原灵所有的灵能量会重新设

定，更新重组，将所有阻碍灵性的负能量，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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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排除，回复灵性原本应有的程序机制，并透

过本性灵根、长久累积的经验智慧，在母娘这儿

更新升级，精益求精，更加精进，这就是原儿启

灵的目的，以便朝向天人圣道前进； 

事实上，宇宙飞船是无法超光速的，至少目

前这个方法行不通，所以启灵观想的方法应该是

不假外求，也就是说：不能有所求于外物外灵，

不能依靠外力外法，给你加持一下，就打开你的

天灵盖，就能启动灵性，进入随想的阶段，这是

粗糙的，也不是真正自己的灵性能量。 

所谓的灵性自主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原灵本

体的灵性特质都是唯一的，独有的，借助外力外

法不是理想的方式；所以启灵的观想是内通，不

是去等待外灵的到来，这样也就没有恐惧那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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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要来降乩，是神灵或邪灵来附身。 

于是在内心灵的世界，去寻求神我互动，才

是正确的路，因此原儿平时就应观想母娘的一切

种种，以打开心窗静观自得，须知心灵的感应无

远弗届，不远而自到，唯有心思能游行于内心的

宇宙，内心的宇宙跟外在的宇宙其实是相映的，

原儿本性灵根自有一道灵光，这道灵光就是超光

速，无远弗届，咱原儿就是要利用这道灵光，启

动灵性与母娘相通， 

第二十四節    踏七星、转八卦 

Section 24 Steps 7 stars；transfer 

gossip 
 

启动灵性并不须用心操控，神我互动、与母

沟通也不必有文字表像，只不过、母娘慈悲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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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游访瑶池感受印象。 

在要前进瑶池之前，原儿本性灵根这道灵光

必须以超光速的能量穿越时间、空间，如此踏七

星、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出三界之路，踏七星

考验原儿自身的能量与道行，是身、心、灵意识

的集中与凝聚，当然这是无形的心灵上的踏七

星，过了心灵上的太阳系，便要再进银河界，也

就是踏七星完后，就要转八卦； 

银河界内是由天、泽、火、雷、风、水、山、

地所构成的星群，地球原理亦同，这八卦组成的

要素即干、兑、离、震、巽、坎、艮、坤要转八

卦才能出银河界； 

八卦口诀： 

干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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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下断、震仰盂、艮覆碗、兑上缺。 

乾坤阴阳、天地配正位 

坎离日月、水火不相射 

震巽相对、雷风来相搏 

艮兑相吸、山泽通真气 

转出太极八卦便出银河界，接着便进入宇宙

的原始时间、空间点也就是「母体」，这是混沌

的电光时代接着就看到了四象：东方青龙、西方

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四象之中，西方是

白虎虎尊神镇守，要拜母娘一定要经过白虎尊

神，这是母娘的脚力，是咱原儿内心深处的灵性

免疫守门员，而原儿要一心不乱，心平气和，朝

拜白虎尊神，如此才进得了九天仙境。 

九天仙境是瑶池的外围，有众仙班仙女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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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而九天玄女是母娘的大弟子是领仙班主，

此时已进入无极，以心灵为主，身体的存在只是

个相，本我灵根可在这虚无漂渺的境界来去自

如，一切仙境，一切物相，似乎是那么美好，随

后就进达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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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節    瑶池印象 

Yozu impression 

瑶池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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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玄紫气凝灵根，纲维玉虚总万神， 

玉楼峨峨曜景云，流精紫阙带金轩， 

丹皇真母金焕焕，飞青羽衣晨婴冠， 

左执玉节右灵幡，把持符籍当生门， 

唯有开明晓此言，刻见华盖领仙君， 

历度四七入金门，正是丹皇校万仙。 

瑶池宝忏之母娘建瑶池品文： 

无始以来，无极太虚，总称母体，母娘体中，

放无极光，灵气一动，太极之始，太易之世，九

天初建，放之则弥，卷之则藏，大罗万有，便是

大千世界，宇宙银河，无极光中，气之流精，池

光芒是为瑶池，此乃九天根纽，万气渊府，金阙

仙庭，八逵风山顶，平天三万里，涌金为墙，结

玉为门，金台玉楼，十二神官，流精紫阙，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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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堂，琼瑶之室，巍巍之馆，云仙纷纷，盖元始

之妙化实天元之灵根。 

这品文勾勒出瑶池境界的堂皇富丽，瑶池是

心灵深处之所在，是本性灵根的皇宫，是母娘居

住的处所，九天宇宙的重心，万亿灵性的归宿，

黄金宫殿，灵仙朝庭，金华之堂，琼瑶之室，巍

巍之馆，云仙纷纷，这是内心的印象。 

灵性原儿进入瑶池，绝不能散乱，一定要有所约

束，不可胡思乱想，毕恭毕敬专心一致，一心不

乱，坚定信母，才能晋瑶池，拜母娘，通灵气。 

    请母的步骤： 

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请母来降临： 

恭请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宝诰； 

志心皈命礼，天地开泰。无极圣母。龙华胜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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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池。万灵统御传教旨，诸仙戏寿，列圣称觞，

天威咫尺，功高德重。代燮权衡，仙主道宗，三

千侍女。奏笙簧之天乐，百岁蟠桃。开金碧之灵

园。 

救众生之苦难，洒甘露于尘寰。大悲大愿。

大圣大慈；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 

长久以来，母娘应现了十二个代表母亲母爱

的相，道藏经中最古老的记载，最深植中国人心

的母娘就是瑶池西王金母，在此不用去区别金母

或王母，反正都是原儿心灵上的母亲〡母娘。 

于是在群仙国度的瑶池，是原儿灵性的故

乡，而住在瑶池的王母娘娘，就是原儿的母娘；

这是启动灵性、方便见母、母娘给的瑶池印象，

并非要印象动心，从启灵到拜见母娘，这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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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儿内心深处，没有外求也没有跑去那里，就在

本性灵根的心灵深处。 

第二十六節    启灵母法第四步：通彻

灵性 

Section 26 Step 4: Pass thorough 

spirit 
 

启灵母法第四步：就是通彻灵性，这是心灵

互动沟通的阶段，母娘与原儿的神我互动，是非

影像，声音，语言文字，所能传达，那是一种与

母娘细微的互动。 

就本性灵根而言，这是种内心里深层的神我

互动，不用言语去表达这是种喜悦与快乐，藉由

沉思与母感应，虽不是有形有影，但从心智思绪，

获得的平衡这是可想象的安祥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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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会母、拜母的心情可能溢于言表，可能

因为久未逢母，离母太久而心酸情伤；也可能要

向母泣诉世间种种悲惨遭遇，这一切的世俗尘事

终于在母娘面前得到心情的解放。正如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母得受持。 

    想要通彻灵性就必须皈依母娘： 

志 皈依母，无极瑶池，实践圣道，普行大愿 

志 皈依天，神佛圣贤，慈惠明悟，崇拜敬仰 

志 皈依心，本性灵根，勤于修身，长生长存 

所以能够会母、得见母娘是何等的殊胜与荣

幸，将一切的不平交给母娘、将一切的困厄交给

母娘、与母沟通、与神对话，母娘会更新与重组、

升级原儿的灵能量，让原儿蓄势、更具动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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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再出发，去面对现实社会冷暖人间的磨难，使

原儿经历考验达到最佳化、实现人生的理想与目

标。 

灵性是个免疫预防机制，借着与母娘的讯息

互通，这沉积已久的身体能量，亦会随着与母娘

的互动，身体而产生灵动，启灵而产生灵动是自

然的，在长久身心灵的压抑下，舒展筋骨是可以

正常的，然而并非一定要灵动，一定要灵动才算

启灵，智慧高、心智清的原儿只要默然感受母娘

的存在，已是一种心灵之旅了。 

启灵就身的灵动而言，也是要有预备基础而

不是胡乱毫无章法的飞舞，这个预备基础就是太

极导引，以丹鼎道法，吐纳呼吸，力守丹田，一

吸一呼，一进一退，一强一弱，在身体灵动的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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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使气导流小周天即是以五腑六脏为主，导

流大周天即是以全身白液循环四肢头部为主，这

是可以顺气医治全身上下的病痛，若没病亦是可

以健身、养生。 

第二十七節  启灵母法第五步：收圆 

Section 27 Step 5: Wrapping 
 

启灵到最后就是修圆，人内心长久以来累积

无形未消化的灵能量，经由启灵、母力转化成经

验知识是修行的正果，千万亿年来，本性灵根的

修行成长完全是一种累积的能量，唯有这与母娘

的互动，才是灵性轮转进步的动力，启灵的目的

就是要成就瑶池天人圣道，要活在一个有辛苦耕

耘，就有享受果报的环境，排除任何无意义的享

乐追逐，而实际点滴生活依母娘生的道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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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新社会，迎接母娘的新时代。 

启灵的收圆，要先赞叹母娘，母娘赞： 

无始以来，无极老母娘。现前瑶池西王母，

功高德重，具大慈心，救拔众苦，显灵通心，照

见法界，护持信众，令发本性灵根，教持修身养

性，永离恶道，亲近母娘，过去罪恶，无明病痛，

悉使消除，前途本命，现在求愿，咸令果遂，智

慧无碍，能使长生长存，早登金门。大悲大愿大

圣大慈。故我一心，皈命顶礼； 

瑶池西王金母大至尊； 

接下来要发愿忏悔，无始劫发愿忏悔文： 

如是等，一切宇宙银河大千世界，无极老母

诸天神佛圣贤菩萨，本命灵根常住在世；母娘呀！

当慈心护念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从无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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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以来，当生处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

时若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成形长大，所作

众罪，一切无知所做，无明所做，无意所做，贪

欲所做，嗔恨所做，疑心所做，苦自作，若教他

作，见作随意，如是等处所作罪障，今皆忏悔， 

慈悲母娘当证知我，当忆念我，我复于母娘

尊前，做如是言，当我此生，当我余生，发慈悲

大愿，救助布施，守净戒、修净行，启发灵性，

不违背本性灵根，修身养性，锻炼身体，所有善

根成就瑶池天人圣道，所有善根修成天仙佛道，

请母常住尘世间，便利原儿来修持，如是母法广

无边，故我一心，皈命顶礼， 

瑶池西王金母大天尊。   

    送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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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娘慈悲，感应万灵，无极光照遍法界，愿

亲近母娘，祈福启灵，金门见灵母。 

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 

送母谨是种形式是发自内心，一种心灵的交会，

如此完成了启灵，正如法律规条千百万种，法律

只是种规范，启灵母法也只是种规范，瑶池印象

是要深留于脑海，并非启灵的工具，非看到甚么

想到甚么不可，所以原儿平日的反省与觉悟也是

简单的启灵。 

第二十八節  「魔」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Section 28 there is no rationality 

about evil 
 

这世上，自从母娘四力创造宇宙万物，在阴

阳五行万物互相作用之下，在世间上充斥着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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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这些作用力当然有些就是无意义的魔，

也就是无法解释的属阴性的力量，也就是无法去

规范，去捉摸，去体会，完全违背母娘生的道理，

而只是朝破坏，灭亡之的路途走去； 

小偷、强盗有法律可管，而地震、战争、瘟

疫，人类却束手无策，魔的存在打破了生灭高低

起伏的韵律而直接灭亡；社会文明愈进步，人类

无形的、精神上的缺陷越多，离经叛道的事情也

愈多；人类愈不识灵性母娘、魔难跟着越多。 

当然要远离魔难，正本清源还是要体会母娘

的灵感母力，进而健全周身的灵性免疫、自体免

疫；远离邪灵的力量，感知感应趋吉避凶。 

世间上任何的天神地祗，四生六道，天龙八

部都是从母娘化生的原灵而来，祇要是「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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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的，都是遵循母娘「生」的道理的，但是

「魔」却不一定，魔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母娘「生」的道理，纵使灭没了，也是要经过「生、

老、病、死」的韵律而走，但是「魔」入侵了以

后，再也没有「生」的道理可言，「魔」总是直

接入侵原儿的心灵，例如，可能有产生精神方面

的魔障；轻的可能心神不宁的魔考，重的可能丧

失心智的精神分裂。 

更严重的侵入免疫系统，造成原儿身体无可弥补

的病痛，「魔」究竟是何来历？足以成为「原儿」

最大最强的敌人；    

这要讲起，自母娘剖真空、拆零和、推无极、

开太极，建立灵界宇宙以来，从拆零和、立阴阳

之后，母娘积极建立实相的灵能宇宙；母娘的「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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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过程中促使极阴黑暗的﹁妖魔鬼怪恶势力

﹂--『天魔』出现。 

所以母娘爱子，母娘传授四力保护原儿，祇

要修炼母娘四力便能趋吉避凶，原儿不能懒散与

倦怠，如此便给了﹁妖魔鬼怪恶势力﹂--『天魔』

有乘之机，而导致了原儿形体的瓦解， 

所以说：本性灵根的强化是对抗﹁妖魔鬼怪

恶势力﹂--『天魔』，保护身体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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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節  灵能传递 

Section 29 spiritual energy 

transfer 
 

母娘剖真空拆零和立阴阳这极阴与极阳最

后的和合与化生产生了实相的宇宙，而在这阴阳

和合的过程中，阴性的电子始终扮演灵能传递的

角色； 

也就是说整个原灵量子，原灵量子的核心，

由已经阴阳和合的中子和带阳性电的质子组成，

阴性的电子(阴离子)却只是原灵子核心的一千

八佰参拾六分之一，这微乎其微的阴性电子都是

原灵子与母娘沟通的重要工具，也就是原灵子的

本性灵根之所在。 

所以普天下万物主要成分就阴阳面而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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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物质核心，应都是带中性或带阳性，虽然有微

量的负离子存在，虽说表面上或许感觉不到负离

子的存在而实际上生物的体的微量阴离子却扮

演最基本最严肃的角色；就是传递灵能之所在； 

   所以说亘古以来，从灵性阴阳合体，到原灵

带阴离子的阳性实体经过不断的修行修炼，不断

的成长、不断的发展，此发展代表着宇宙天地万

物的欣欣向荣，人类文明科技的演进；然而阴离

子的电子：从母娘创造阴阳合体的原灵以来，从

两佰亿年来一直都不变，一直是母娘与原儿的灵

能传递者，不可不知阴离子电子还是由成千上

万、物以类聚的「超弦灵子」组成；灵能讯息的

传递，看似简单的（-1）却极复杂。 

这是从母娘拆零和时期从零、一拆而为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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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映的+1与-1，+1 为阳逐次演化成形，-1 为阴

就是阴离子、一直是灵性与母娘沟通的磁场天

线，如果原儿能够明了亘古以来，母娘爱子的用

心与母娘「生」的道理，达到阴阳和合； 

在进步的文明世界里不违背母娘生的道理，

凡事按部就班，不要马上求成果，要重视耕耘不

要只问收获，自然就会继续延续发展下去。 

第三十節   -1 的危机 

Section 30 crisis of -1 
 

然而谈到原儿阴离子的灵能这部份，纵然是

本身与母娘沟通的灵性磁场，这亘古不变的负离

子电子，本质上是从拆零和中衍生出的-1。 

在人类的文明里+1与-1，阴与阳，日日夜夜，

都是可以理解与想象，阴阳也是生命生灭韵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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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过程，但在-1里面，却潜藏着不具生命意义

的危机，就是﹁魔界﹂； 

如果当原儿以负离子架设的灵性磁场天线

﹁收讯不清﹂，所谓的﹁收讯不清﹂是指灵能意

识的传递不够明确、收讯不清。 

    当我们要祈求母娘，要与母娘做心灵上的沟

通，我们的意识与能量是要明确的，可是若走火

入魔，分外祈求，或是心怀不轨，自然会堕入魔

界； 

魔界就是不完全的灵性；是「妖魔鬼怪」，

魔界正是蕴藏于阴灵界却不努力修行进化成灵

性的「妖魔鬼怪」，文明越进步、人类越贪婪、『魔』

的势力就越扩大，人类只顾自我的私利，而不爱

护大自然生态，到最后美丽的地球也会变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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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炼狱」的魔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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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節   走火入魔 

Section 31 possessed by the Devil 
 

只要是符合天地日月、阴阳运行的母娘的

「生」的道理，这一切的宇宙的进化都将持续； 

天魔入侵乃因世间原儿违反大自然的定律，

积极地追求、快速的成果与享受，忘却了生活中、

身、心、灵安顿的本质，活在朝九晚五重复无奇

的都市丛林里，自然很快的丧失先天本命的本性

灵根； 

无所适从，整个身体的代谢循环秩序，免疫

系统遭受破坏，心灵无法获得真正的平静；这时

正是本我自身本性灵根，阴阳混沌不明确的时

候，于是对世间毫无意义的「魔」便产生了，魔

的本质是「妖魔鬼怪」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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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是没意义的，在生命中更违反「生」

的道理；但有魔的存在才能彰显母娘「生」的道

理；从母娘创生宇宙以来，魔就是魔，一直没有

变化，这也是导因于阴性的电子，亘古以来不变

的阴性电子，这其中潜藏的「妖魔鬼怪」的灵，

也是千古不变。 

魔常侵入附身在原儿的精神心灵上，重则精

神分裂，轻则心生恐怖，心神不宁，恶梦连连；

事实上，母娘平时谆谆告诫原儿的，就是要注意

灵性流通尺度，以达明哲保身的目的，。 

若魔一从心中生起，便是已突破灵性流通尺

度，原儿会恶梦、会心神不宁时，自己的灵性免

疫要能有察觉魔的机制；这已不是控制灵性流通

尺度就可以的；不得以，还是要与魔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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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邪魔最好的方法就是「与魔共生」，因

为魔无法长久存于本性灵根之中，然而要与魔共

生不是随之起舞，不是「与魔共舞」，幻梦中令

人心神不宁的魔幻人、事、物、千万不要互动、

不要应答、不要喜恶；一感知魔的存在，母娘殷

殷嘱咐！切记！切记！ 

就身方面：要做吐纳。 

就心方面：要持咒；净三业或金光神咒或请西王

母宝诰 

就灵方面：要内通母娘；（这是信仰的力量） 

    魔的特质是无法恒存于世间，因为魔是分分

秒秒的相位差，也就是捉摸不定的相变，魔有办

法的是找人类心灵的缺陷，顺势与灵成为复合

体，这叫『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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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唯一方式就是信仰母娘、不与魔共舞。 

   但有魔才能生警戒之心，也才知原儿的道路

只有一条，就是瑶池母娘道，忠实的信仰母娘，

不要走火入魔，母娘要保佑原儿在这条道路稳当

的行走。没有捉摸不定、意想不到的世界，没有

不生不灭的极乐世界，但有又灭又生阴阳律动的

生命喜悦，要远离魔的心灵入侵就要勤于修行，

不要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处。 

谁说人生一定要快乐，感应母娘的存在即是

一种喜悦，而这感应是无形的是存乎一心，而不

是想要看到母娘的什么，想要得到母娘的什么；

本性灵根的清净甚是重要，老实做平凡人； 

承续长久以来原灵的修行进化的成果，有灵

性必有法则，生活即修行，有圆满的生活才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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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的修行，所以道与魔仅一念之间而已； 

不过，文明社会的演进，精神方面困扰愈形

加多，是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长久以来，

魔随道行水涨船高，道行愈高的人；魔难相对愈

高。 

魔是不学无术的，就像行船的风险，船走得

愈快风险显得愈大，遇强则强，遇弱则弱，自从

有宇宙以来，魔一直存在。千万不要成为魔的护

复合体。 

而且这无意义的魔，一直未进化，也一直没

改变其型态，就人体及生物而言，一直以病毒的

型态攻击人或生物的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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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娘「生的原理」里，人是有生老病死的，

人也有代谢老化的作用，犹如花开花谢，生命生

灭的韵律，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祇不过，原儿是

要生命中求取长生长存，而非不生不灭也不要天

魔入侵而有致命性的疾病，而是要感受感知生命

的阴阳起伏的韵律； 

而病毒是魔的化身，除了要吸收天地万物体

内的灵能外，其它的分子结构都与人或生物的细

胞完全不一样，在病毒的身上完全找不到﹁生的

原理﹂，完全找不到生命进化演化的迹象； 

千万年来，病毒只想入侵于一直不断演化进

步的细胞，让细胞迅速走向灭亡之途，魔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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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修炼的本质；感知感应进而修炼生长智慧，

凡是人体被魔入侵在精神上可能语无伦次，不知

所云，丧失心智，在身体上各种变种的病毒入侵

细胞，造成了免疫系统致命的危险，长久以来人

类把魔称为﹁瘟疫﹂或「坏东西」； 

这种传统性的疾病，似乎是全副武装的恐怖

份子，遇到细胞格杀勿论，人类只有以避之唯恐

不及的心情来对待，然而魔的确是出自于灵性，

出自于不明确的-1阴性，也就是不完全的阴性导

致； 

    魔的出窍，称之邪灵或灵魔，既然魔非阴阳

特性所能包含，但至少我们知道魔的出处，知道

魔的特点；原儿要去防范魔的入侵应是可以预想

的，首先，保持身体惯性的动能，原儿的运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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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持之以恒的运动，能够产生自身的惯性的动

能，自然能避免一切代谢与免疫的疾病，人的身

体健康强弱是相等比较的，也就是常运动的人会

远离疾病； 

其次是心灵的清静，健康的心灵是清静的，

不要受外物的干扰而把事情放在心上，避免邪灵

入侵，各种魔事就是不要言传、不要放大；谨记

母娘爱子的心情； 

破除『心魔』就是灵性的自觉，有自觉才会

远离灾祸，虽不说百病不侵，但只求远离祸害、

疾病、病毒、心魔就可，其次心灵的警觉是母娘

之道修行必备的心态，任何外在的事务，原儿都

要对其做出评估，深切的感知，灵性的感应，进

而智慧判断，回归母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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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節     灵性的防火墙 

Section 33 spiritual firewall 
 

          以往平凡人感受平凡事没甚么稀奇，

顶多也直接感受，灵性的源头（母娘）的讯息，

这是内心深层潜意识的作用；因为母娘的感应是

内求的、是自心性的。 

但心灵的邪魔，刚开始可能是会有通灵的假

像，因为自己灵性流通尺度的在无形中放宽了；

通灵的现象、有一半是好的，因为有更大的心灵

视野，有时更会超越时空截取、预知未来的讯息； 

但有一半是不好的，因为灵性流通尺度增

大，门禁不严、常常连接收到甚么灵的讯息都不

知道；似真的、似假的，到底如何？连自己都不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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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流通尺度，犹如心中无形的大门，自己

家的大门不设防管制是不行的，放宽灵性流通尺

度便会成为放肆的精灵，本灵一定会时常受到干

扰，一些无厘头的意识也会、令人摸不着头的灌

入妳的想法；到最后，越走越边缘，终于丧失平

凡的本质，甚至失去人身、丢掉健康。不可不慎。 

    防止邪灵入侵，正确适当的方法就是过平凡

人的生活，不管你是天神下降还是领到了甚么旨

令，或是心灵的受创、精神的疾病或自以为了不

起甚么的，通通来遵循现代生活的规范，努力成

就俗世，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这是防止邪灵

入侵的重要步骤。 

不要忘记有形世界严格的物性理论，这是母

娘创生宇宙的基础，只为了原灵的修行；不要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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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形物质环境的条理，一味追求心灵的放纵是

洞开邪灵的门户；只会使自己的身、心、灵、走

样不全。 

所以，灵性的防火墙就是「平凡」两字，不

逾越心灵流通的尺度，不要跟魔打交道、不要随

便接受外灵讯息，只认得内心底的母娘，对于世

俗的事要投入实践、圆满行事，与人互动要真心

相待，须知有形无形是阴阳相对应的，晚上要睡

的着也是白天的用心努力，工作就是一种实践，

唯有在成就俗世、灵性才不会偏颇。 

唯有平凡才能得到清静的心，才能避免不干

净的念头产生，因为平凡而不会让邪魔的觊觎，

因为深藏不露不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此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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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减少己身与可能有形、无形感染来源的接

触，或者当自己运气较差的时候，就更加警觉无

形的入侵，说穿了，整个防止魔侵入的要点就是

﹁灵性的警觉﹂。 

这种自发性的警觉就是灵性的修行修炼最

重要的成果；趋吉避凶；因为魔是无意义的无形

体，它不分你是好人坏人，它只要是原儿的本性

灵根薄弱，可以侵入的便径行侵入； 

原儿若心中的灵能光源，晦暗之后便无所不

入，所以原儿不能失志，不能违背母娘生的原理，

要奋勇向前，即使现在有不可抗力，无可解决的

问题，只要不失灵性的修炼，不失心灵的希望，

不让有魔入侵的机会，自然最后的坚持就是修炼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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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的警觉，正如灵性的免疫是经由原儿的

经验与磨炼，修行而得的。但先决条件还是自己

的意志，也就是灵性意志的预设立场是重要的，

不要纵容思绪的奔放、一如脱缰野马、将会易放

难收，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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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领旨灵修 

Chapter 6 Spirituality practice  
 

 

第一節    灵修的母性智慧 

Section 1 wisdom of spiritual 

moth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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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就是在错误中不断修正学习的法则，这

是迈向「生」的法则；「生」的方向就是智慧，

宇宙中万物，大至于混沌而运转中的行星，小至

于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心思运转，都是在为求生存

的方向努力。 

  母娘传授原灵：「智能母力」，这智能母力是

原灵本身发出的一种「作用力」，心灵中散发出

的光和热，不同于「万有母力」与「灵感母力」；

上两者皆是原灵接受母力而益发灵光焕发；然智

慧母力则是「出力付出」而非「受力得到」，意

思就是说： 

智慧母力是原儿或原灵，表现于外在周遭环

境的散发灵能作用力、发挥母力，影响大千世界，

这是﹁施﹂的表现，有「智慧」就是要「出力」。



 六—122 

而从「出力」中得到无形灵能的升级。 

   出力付出就是要以﹁生﹂的法则去影响有情

世界，原灵出力的准则就是要种善因；将生命中

的种子，种植于善的好的因子〡以待将来的开花

结果。 

从千古以来，灵性的遗传因子就是因为有母

娘的智慧母力，而能代代传延，代代进化，智慧

就是一种灵性的记忆效应，能够在错误中不断修

正学习并记忆经验。 

  于是，智慧的展现在于一种「出力」也就是

「实践」，就是要「去做」，智慧是心智的成长与

情感的管理，智慧母力的表现，有时是不为人知

的背后推手，是隐含于社会之中，智慧母力表现

于生命是会转弯的，而不是横冲直行、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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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母娘两百亿年来，时时刻刻一直隐含的力

量。这冥冥之中的助力，促使社会进步，经济发

达。这是母娘创生原灵众生的『隐含的稳定力

量』；怕的是世间人类，只求现实利益而不知母

娘冥冥之中的助力。 

第二節   灵修的智慧之源 

Section 2 the source of spiritual 

wisdom  
 

世界上，有太多的弱肉强食，太多的豪夺

猎取，太多的不平悲情；自古以来，权力使人腐

化，坐拥权力的在位者只有等待被推翻的命运；

而世间的悲情不平，是因为不见母性智慧的填

补。 

母娘的智慧母力不是要操纵世界、坐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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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子竞争，而是一股社会潜移默化的柔性力

量；在父权的社会，什么时候没有为私利竞争而

挤破头？什么时候没有使不上力的无力感？要

解决社会乱象，不是取而代之成为统治者；只是

原儿要发挥母性智慧，去改变社会的暴戾之气，

转而柔性、转而祥和、关怀、关爱；自己就是母

娘，借着让人感受母娘大爱，让他认识母娘道、

提升修行灵能；效法母娘精神，成为良善社会背

后的推手。因此，唯有展现、发扬母娘的爱，使

人人得到爱的关怀，才能扭转对人间炼狱的观

感。 

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必是彰显母性智慧

的最佳契机，自私自利的标高欲望价值，只会提

升人人互斗社会的成本。母性智慧是要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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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关爱社会的，蛮干直行的热诚是使不上力

的，也不是念念咒语就能改变既定的事实，若要

念咒语也要具足母性智慧、要互动性的爱相博、

才有因地制宜的成效；这才是母娘道的智慧修

行， 

智能的源头在于灵感，智能绝不止于文字

书本上的，而是源于灵感的感知，要能融会贯通

才算智慧，最好的智慧是自心灵感的彰显。从本

命、灵感、以致智慧的一脉连贯，也就是说，真

正的灵通洞见智慧的轨迹。 

原儿的修行是要﹁行动﹂的，不只是静态

的，也不是离群索居、自行闭关的，母娘给予原

儿智慧母力，是要原儿发挥潜能，潜在的本性灵

根，将灵能转化成智能，默默的尽心、处处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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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发挥母娘精神，进而建立良知良能的人文社

会，迎接母娘新时代的来临。 

  智慧的起源还是在于灵性，灵性的讯息在于

阳阴的脉动，这阴阳的一静一动之间，灵性有了

抉择，灵性有了判断，判断是尝试错误与经验累

积的结果，因而产生了智慧，原儿的智慧其实是

灵感母力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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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无明的竞争 

Section 3 Competition of ignorance 
 

原儿的高等智慧，改变了两百亿年来物种生

物对宇宙的认知，从每一个生物个体只重视自己

生命，转变到高等智慧万物之灵的人类，人的觉

知可以感受山河大地，可以感受草木变化，进而

选择判断，知道好坏，也能效法天地，使用火种

能源，开发人类文明。 

从此五千年，人的智慧发展，历史的演进、

文明进步，一日千里；人已能反向探知过去以来，

甚至宇宙的起源，而知道有个造物者母娘的存

在；这是人类智慧的反省能力，在地球里，人是

唯一仅有的高灵能动物；这说明了生物仅有一条

路，就是母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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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〡也就是母娘的原儿，是灵性的累劫世修

行高灵能才得到﹁人身﹂的，这个人身不是臭皮

囊，也不是所谓的假体，是和灵性，心智，同等

重要的身体，灵性和心智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健

全的身体，也就是说：唯有重视身、心、灵修行

的人〡原儿；才有如此累积演进的高等智慧灵

能。 

  人不同于其它动物在于有高等的智能，地球

六亿年来的生物历史，从最简单的有机细胞生

物，发展至今，总是离不开弱肉强食的生物循环

食物链。生物在进化中是借着获取较低阶的生物

能量而补充自己成为较高的灵能，要得到较多的

灵能，自然就是要从身边的较低阶生物去摄取补

充；生物循环食物链，自古皆然，这是物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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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性竞争是无明的，不知所以然的「飞蛾扑

火」、「为钱赌性命」，到最后付出惨痛的代价，

迷失了灵性，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其实世间事、

事缓则圆，没有永远的东方不败，竞争只是假象，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母性的智慧。 

无明的物性竞争、弱肉强食中，没有永远的

胜利者，只是无休止的斗争与内耗而已，生物没

有进步可言；于是历经三亿年的修行觉醒，恐龙

也能体验无明的竞争，蜕变成飞凤，因而得到灵

性升级，参与了第二次龙华圣会，成就灵性。恐

龙的觉醒当是人类效法的榜样，参透无明，脱离

竞争，长生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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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低调的高阶智慧 

Section 4 low-key high-level 

intelligence 
 

人类的智慧探究与运用，天地自然的原理与

资源，因而有物质文明，这是人类感受了智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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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精髓，从而知道造物母娘的一切万有，可是

从宇宙起源至今，母娘只是默默地奉献，一切万

有都是母娘低调的高阶智慧，造就万物。 

人类取截母娘的智慧却忘了母娘，人类不知

不觉的在 破坏自然资源与生态，虽说不完全的

弱肉强食，但还是兽性的本性存在着，人类一样

有烧杀抢掠的战争，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

处处可见，人类相互间的竞争，竞争用了手段却

扭曲了智能的价值；高度文明的人类还是有无法

根除的兽性，兽性成为文明社会犯罪的根源。 

人类为了竞争而破坏，不管是自然生态或人

文环境，要破坏仅需使用小聪明，就足以使社会

大乱；人文社会是有秩序的，有条理的，不管你

是想要用的或吃的或穿的或住的或享乐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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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你想要获得的灵能量，既然是人就有人的规

格，不能强夺豪取不能弱肉强食不能专事破坏。 

世界要再进步，去除人性无明的竞争不再破

坏，就是要效法母娘低调的高阶智慧，每个人做

社会稳定的隐含力量，个个都是母娘，运用母娘

低调的高阶智慧，关怀家人扩于周遭，成就俗世，

这世界只有母娘道这条路有救。 

    自古以来；动物及人类都有明显的统治领导

者，弱肉强食、物性竞争的父权社会，几乎已成

定律；总有人喜欢登高一呼、位高权重、成为管

理者；父权社会，每一个人的立志不管是做大事

或做大官；免不了还是物性竞争，于是就变成要

拼才会赢。 

到最后，物性竞争、弱肉强食中，没有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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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者，只是无休止的斗争与内耗而已，人类

灵性便没有进步可言。因此，唯有转换父权社会

的定律，换个角度思考，成就母系社会，由感受

母娘低调的高阶智慧开始，整个社会才可能改

观，人类才可能享有灵性空间，进而扭转日渐颓

废的人类文明。 

     整个生生不息的宇宙世界，自母娘开始都

是母系社会的足迹，奈何人类父权作祟，以建立

社会秩序为由，订立规范条约，建立物质文明，

于是有国家社会的形成。人类渐渐被自己所订的

条约、层层限制自框，渐渐的也忘了灵能本性，

因为成年人第一要务就是赚钱，这种绞死的死

结、没有人要做第一个松绑的绳结。而赚钱只是

竞争的文明社会管理者，制定的游戏规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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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规则显见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现代社会问

题丛生，而个人的压力、挫折、烦恼、无明病痛、

已超越了平常人能忍受的程度。 

要达到与世无争的大自然田园生活。似乎远

不可及了，要如何？唯有回归灵性、回归母娘、

回归母系社会，才能见得到明日世界的曙光。 

第五節  压力、挫折 

Section 5 Stress, frustration 
 

        因为竞争而有压力，压力是自找的？一

点也不为过；母娘大霹雳时原灵也是具足四大母

力，母娘才能创生宇宙；所以，适当的压力是成

就俗世的推力； 

    但现代人的竞争压力、生活压力、几乎让人

无法喘息，逼狗会跳墙、逼人会寻短；是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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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环境的恶劣，让人想不开，而游走压力崩溃边

缘的人，更是无处宣泄，怪只怪社会功利主义的

抬头，单纯的现代人显得益常无辜； 

但无论如何，母娘是解压的源头，灵性的源

头；认识母娘道，从零开始、从灵着手，是根本

解决压力的好方法。不过解压的过程一定要休

息、早起吐纳运动，一定要恢复正常的生理机能。

这是原灵累劫世的生活修行条件。 

压力有时伴随而来的是无明病痛，恢复轻松

的正常生活是解决无明病痛、自律神经失调的好

方法。阳光、空气、活水、原本就是母娘赐予，

大自然是找回自我的灵方，母力无穷，只等原儿

内心通灵达真。     

        人生之中、常不如意，因为人为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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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达成而有「挫折」，但有挫折才有进步、才

有改善的动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要怕做错、

不要怕不通，反而是愈挫愈勇；做事就是要忠于

自己的感觉，不要怕挫折。 

    但现实社会环境变化的复杂因素，远超乎自

己所能感受，职场上、生活上，挫折如排山倒海

般而来；真是措手不及，不可承受之重；现代人

的俗语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但人生仅止于如此的被动吗？不是要实践圣道

的吗？ 

    挫折感有时令人难以继续前进，也就是被打

败了，畏头畏尾，心生恐惧没有信心、彷徨无助；

这是因为没有母娘的庇佑，有母娘的原儿多好

啊；挫折感最怕的是心乱灵散，母娘是安灵、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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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泉源，只要心能定、灵能安，必能洞烛机先、

冲破难关； 

    话虽如此，心乱如麻，哪能说定就定；这就

要靠平日的修行能量了，母娘道的持续修行，灵

能力量的饱满，定能母力相博、逢凶化吉；寻求

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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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烦恼、无明 

Section 6 worry, no clear 
 

        烦恼是对于以后未来某些事的忧心，母

亲最会烦恼孩子的事，这是一种关怀，烦恼生智

慧，有烦恼才有进步可言；修行就是解决生活中

的烦恼，烦恼犹如生命中的阶梯，超越烦恼的阶

梯，才能步步高升，验证修行。 

    烦恼不是放下不要管它就好，烦恼是要对治

的，要解决的，但烦恼的焰火有时一发不可收拾，

导致丧心病狂，成了心病、内心乱了方寸、有时

更失去行为能力，不知如何是好；心病无药可治，

唯有自己才能解开这个死结，但自己已丧心了，

如何自求多福解开死结，说放下就放下有谁真能

放下？若能放下不管、也未免太「驼鸟心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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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诚实的面对问题是解决烦恼最好的方法，有

问题总要寻求解决的方法，但当不是能力所及、

不可抗力之时，总要认了，「是的，我没办法、

我认输」，诚实的承担过错，忠实的面对即将到

来的遭遇，当夜深人静之时，心中坦荡、必能清

静见母，烦恼立除。 

无明就是未知数、找不到原因、没有智慧。

智慧就是在开发无明，现代人因为灵性渐失、警

觉松散、免疫失调，常有找不到原因的身体健康、

心情神智、灵能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归类

做「无明」。 

当自己身、心、灵、发现找不到原因的问题

时，因为自己的无明、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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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就别人而言是简单的小问题，但自己却怎么都

解不开，这就是「无明病痛」；若说是招惹无形

魔难、业障现前；但实际也是本性灵根遭到蒙蔽； 

要解决「找不到原因」的无明，最直接的方

法就是找回灵性、从零开始、从灵着手；但要找

回灵性、岂是简单？没有坚强的灵能意志，哪能

办得到！要破无明一定要提升灵能意志；就是要

有破釜沉舟的毅力，坚决的改变生活习性、以母

娘愿力破无明；逐次地，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智

慧；所以，破无明没有快捷方式，只有母娘愿力。 

第七節   人生的末路 

Section 7 the dead end of life 
 

  人生困顿无助的时候，有时会如惊弓之鸟，

彷惶无助，会陷入了万丈深渊无可救药，在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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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中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只有生咱本性灵根的母娘了解原儿的

处境，在人生步伐错乱之际唯有将人生的步伐归

零，清净本心，认识母娘，了解母娘，才能重新

出发，须知，好的环境是恩赐，坏的际遇就是一

种磨练与考验在灵性的修持中，是需要的就是考

验，要不怕考验成就功果，人在最无助的时候，

怕的是心中的灵光也跟着暗淡无光甚至熄灭，到

最后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且同时得到难

以自拔的身心疾病。 

  本性智慧的灵光的灭失，不是一天就造成

的，这是长期的自怨自艾自闭的倾向，正如同一

颗树木的日渐倾斜，不是短期间的因素；人要把

自己弄到山穷水尽，弄到灵性的暗淡无光，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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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累积的灵能量通通用完，要把自己累积的财

富通通花光，这也不是短期间的事情，自己有自

己的灵光，自己应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如果

怨天尤人那是不识自己的灵光、埋没了自己的本

性，淹没了自己的良知。 

  母娘生育咱灵性，任何有知觉有灵性的人，

都知道目前自己在做什么、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

危害到自己的生存关头？自己的财富、健康、家

运、事业前进，这都是要依灵性感应，依智慧判

断，唯有贪婪的人，懒惰的人，昧着良心的人，

才会无视于灵性的智慧灵光，放任灵光的逐渐暗

淡。 

人之所以茫茫碌碌，像水中的浮萍，飘忽不

定，找不到根，就是因为没有认识母娘，没有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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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性灵根，不知道累劫世以来，本性修持的道

路，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目标，没有感应到母娘四

力，没有借着清净的本性灵根，开发智慧，修持

智慧母力 

  社会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幸的事，追本究源

就是不识本性灵根，不识智慧灵光，一味的意气

用事，一味仅凭感官感觉的喜好办事，这是会误

导生命的方向的，要使智慧灵光就必先培养一份

清净的心，一颗观察入微的心，而洞烛机先，看

清本命，预知先天本命。 

  人之所以对未来感到不测、感到迷茫是因为

自己心无清净，感叹人生无常是因为自己无法掌

握人生，面对变动的世界，自己的心要静，如此

才能见到智慧灵光，如果世事变化，我们的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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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变动；则很难看清事实真相，要看清事实真

相必先将自我处于静态，整理自我思绪，了解环

境变化因素，启动反省机制，沉淀自我，以不变

动的本我，应付外来变动的环境，内在静，外在

动，自然能够因应各种变局，若不去接受考验，

接受挑战，自然就会沈沦于世局，于是，坚信母

娘所赋予原儿的智慧母力才是解决之道。   

  「心静」自然世间烦事都能迎刃而解，然而

要静观世事；首先当然就是要消除烦恼、困扰，

但并不是不去想它，头袋空空，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就可以的； 

问题不解决烦恼依旧在，困扰还是没有排

除，所以必先要解决问题，要解决之前要先认识

问题之所在，这就是追根究底，母的原理就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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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探源，就是这样才能找到母娘，才能找到宇宙

的真理； 

世间的问题就是要了解根本的问题出在那

里，就可迎刃而解，有人说灭了烦恼焰，头脑不

去想他就没事，但这不是遇到挫折、困难、问题

的解决之道，不去想它，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原

儿该做的事，就是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母娘生

咱智慧就是要去解决问题，克服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然问题已形成，也

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也是要透过智慧悉心解

决，于是智慧不止限于智力商数、聪明程度，而

且还包括勇气与毅力，要有排除万难的勇气，要

有坚强无比的毅力，才能越过困难的万重山，迎

向朝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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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谁说人生一定要快乐？ 

Section 8 Is it true： Life must be 

happy? 
 

  当接近大自然，便能体会山川草木的真

实，一切大地万物都在尽它的本份，实在的活着、

实在的修行；这是真实的世界，纯粹的感知感受，

不必有甚么「快乐」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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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人生一定要快乐？找到人生的着力点、

不管是苦、是悲、充实的生活，比追求快乐更重

要，世间人只想要追求快乐的人生，甚至死后还

要去极乐世界；其实享乐是无底洞、享乐一定要

新鲜感，玩过了就不再有新鲜的乐趣，享乐无止

境没有终点，一味的追求快乐是恐怖的事，人生

不一定要快乐，但人生也不能郁卒、不快乐。 

人生贵在付出、贵在实践，只是吃口饭而已，

没甚么快乐不快乐，人生是要成就俗世，是在修

累劫世的成绩单；爱情、事业、家庭、亲子、健

康、心灵、都要修圆世俗，这就是修行、就是实

践母娘道。 

反省是反复思考、过滤过去所做的一切记忆

中，人类原儿脑海底的映像节点，就像树木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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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节点一样，有刻骨铭心的、有难以忘怀的、

但这些映像节点几乎是，过去所做所为较不圆满

而遗憾的事； 

映像节点的憾事总是会在脑海中浮现，不是

你不想就不存在，而是如影随形，这就是本性灵

根；反省的机制会提醒你不能再犯错，重组记忆

思绪、透过本性灵根，选择人生最佳化的路径，

以避免映像节点的憾事； 

因此反省是如此的重要，没有反省的生活是

不值得活的；而心中的映像节点，有时也是感知

感受的体悟；经由反省的机制，转化灵能存于本

性灵根，这就是修行。 

   其实，人类不要自作聪明，尽发明一些危害

生态，制造污染的事物，尽想一些毒害人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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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方法，尽做一些妨碍人类本性的规条。 

人类五千年来，一直截取大自然的资源与原理应

用，这些尽是母娘高阶智慧的体现，为了人类的

长生长存，人类一定要效法造物者母娘的智慧，

以避免污染、毒害、杀戮、破坏也就是：人法天、

天法地、地法自然、自然法母娘道。 

第九節    变调的金钱生活 

Section 9 The Bad tone of money life 
 

    生活本是一种修行，就是追求生命活力，而

时时修正言行，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愈加沉重，社

会快速的脉动、人类生活的痛苦指数，与日俱增，

所有的一切食、衣、住、行、都是要钱，没钱真

是寸步难行；每一个人都说要打拼赚钱，现代的

人生成了金钱竞赛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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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钱、钱、社会的价值观都是用钱去计量

与衡量，无可讳言，钱财也真是后天灵能的累积

表现，一切犯罪也是为了爱钱、一切国家的强弱

实力也是表现于经济，每个人都说我要赚钱、向

钱看齐；因为，这个社会五花十色、繁华世界太

诱人了，想要这、想要那、但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没有花钱的处置常常令人不敢茍同、因为人已是

经济动物。 

    为了生活谈钱是不得已，但怕的是失去本性

灵能，找不到为钱打拼、过好生活的原灵本意。 

    人性浑沌但见本来面目 

    本性清静求得通灵达真 

    做大事、赚大钱、当大官、立大志，这也是

原灵众生对有形真实世界的期望，但怕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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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的过程中、失落了本性灵能、丢掉了

本来面目； 

    要做大事，怕的是不择手段、作奸犯科； 

要赚大钱，怕的是泯灭良知、牟取暴利。 

要当大官，怕的是官商勾结、假公济私。 

要立大志，怕的是志高气短、眼高手低。 

生活就是要重视点滴的细节，吃的卫生、穿

的得体、住的舒服、行的安全，一切身、心、灵、

的安顿，才能找回本性灵能，还见本来面目。 

也就是说，物性异化、人世无常，不要被人

世间的名利、财富、地位、冲昏了头，做出了违

背自已本性灵能的事；当夜深人静之时，反省一

下自己对自然大地、对累世修行是否有所欠缺；

一味的自私求利、灭失灵性、必导致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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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为社会大众所唾弃。 

第十節   要修甚么？ 

Section 10 To repair what? 
 

要修甚么？人生之中要修到底要修甚么？

『母』跟你讲：人生之中；要修『身』，基本的

条件要使自己无病痛，不要有坏习惯，健康长寿；

要修『心』，要使自己不要有欲望的挂碍，不要

使烦恼束缚自己，保持一颗平凡的心，不要有放

肆、放浪的心，更不能着魔、丧心病狂；要修『灵』，

发掘自己的潜能，唤醒灵性；从而感触天地造物

者---吾『母娘』的存在，还要感触日月星辰、

山川风火，感触古往今来、十方三界；如此渐进

『身心灵』合一，从反省自我的角度，去关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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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亲友、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生态，这就是『修

行』。 

      我的『灵源』是甚么？ 

    人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两百亿年前，『母』

生了你们每一个人的『原灵』缘故，从瞬间生灭、

阴阳合体的原灵胎元，累劫世渐次修行，轮转进

步而成拥有『身、心、灵』的人类；生生不息的

世世代代，生命虽是瞬时性的，灭了又生、生了

又灭；生命中的记忆也是瞬时性的，肉体的脑部

只记忆着今生今世原儿的表现与感触历练，并运

作转化学习成长经验；人因此而有了智慧，但还

是无法想起过去世的事情，因为过去世累积的数

据库不在于现世的脑部，而是在于与『灵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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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相系的『原灵』里，而『原灵』就在灵界源头

—『母』这儿； 

    所以，人除了有智慧之外还有高深莫测的

『灵感』，这是脑部深层的运作，也就是人的『灵

魂』所在，灵魂有『三魂七魄』，『三魂』：「精、

气、神」，其中的『神魂』可以跟『母』身边的

原灵的累劫世数据库联结，这就是原灵累劫世的

本命灵根，也就是『灵源』所在。 

    这无形的本命灵根就在瑶池『母』这儿，所

以，原儿的原灵都是母娘生的，每个人的灵源也

当然来自母娘这儿，不过，天体运行，物换星移，

各个原灵累劫世因修行差别而有时空际遇的差

别，原灵生化万物无所不在：「瑶池，无极灵界、

玉虚九天、十方三界、五岳河海、四生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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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累劫修行，最后才成为现代人类；所以，要

想知道我的『灵源』是甚么？必先确认：原灵出

自吾『瑶池母娘』这儿；然后，来台湾玉山母系

昆仑山体验修行，经过泓师父的启灵导引，找出

原灵属性特质，灵修印证自己的灵源； 

    若是经过别人道听涂说，说你的灵源是什

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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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寂寞才识得

清静；寂寞是形单影只、是孤帆远影、当人能独

立于尘世、不再随尘世载浮载沉，即使是市井小

民或深山修行，感受了寂寞、感受到自己是独立

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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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零开始、从灵着手，生命绝对是要努力的，有

寂寞的感觉，才能冷静看待事物，分辨好坏，才

能检视自己良心，启动反省机制，本性才不会迷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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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娘的爱子要发很多的时间来维持自己的

身、心、灵、安顿的事；自己有自己的环境，要

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不是不能生气、不是不

能做错、而是行事总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母娘道

的修行就是在做修圆的工作； 

启灵是身体感触天地自然、心智超越自我时空、

与母娘联机内通、接受自我原灵累劫世来累积的

数据库灵能讯息；为生命程序做更新、升级，启

灵并非外求，所有听到甚么、看到甚么，想到甚

么！都要以细知微动的心思灵动为主，不可以一

厢情愿、先入为主、粗糙的自以为是的人为操纵。 

要静坐、要启动灵性的初步在于反省自己，

唯有反省、杂务才能沉淀，才能清静见『母』，

母是你内心深处、灵性的源头，找到灵性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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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觉知本来面目，这就是『清静便见母』； 

灵性是无形的，但是有脉络可寻，并非毫无章法

随便梦到甚么？看到甚么？就一厢情愿自以为

是；启灵中的灵感，一定是要为解决问题而有所

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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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做我自己---昆仑山灵修行 

Section 12  Kunlu spiritual 

practice ：be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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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为经济动物是一种无奈，赚钱并不是生

活的真正目的，人的生活最主要的是体验、感受、

智慧修圆；人不要成为机械化赚钱的工具，不要

丧失本性灵能。 

人的身体、心智、灵性、是为了感受而修行，

这就是「做我自己」；工作时服从纪律、规条，

下班、生活、休闲时充分展现自己的看法、有自

己的天地，因时制宜的自我适当的表现，不强出

头、不忿世疾俗； 

在我内心深处，既知现今世界的脚步，物质

经济为生活主体，也要随着社会脉动贡献心力，

这是外在环境不得不然也，而在我内心深处，一

定要追求自我的感受与实现，内心层面是要能感

受人文、自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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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必局限在工作层面的小框框、脱去为钱

打拼的紧箍咒，尽情的表现自我，找回自己原来

的真面目，求得本性清静，让思绪归零；，感受

过去现在未来一脉的缘由而能知所先后、通灵达

真、观测未来、预知未来，而有先知灵能； 

这种做我自己、内心层次表现出灵能量；相

信回到为钱打拼的工作岗位，定是潜能无限。所

以，人一生之中应该要有『灵修』时间；找回累

劫世以来的『本来真面目』 

    人来这世间，各有不同的使命与能力，各形

各色的人，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过生活，有人一生

奉献公司、公职、经营事业；完全的投入职场，

几乎没有自己，享受不到生活乐趣，没有生活质

量可言，为了手上的权力、美其名是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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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法造福自己，这是不值得的。 

    人要具足身、心、灵，才能活的健康，不能

像无头苍蝇似的忙碌生活、也不能日夜颠倒的过

着夜生活，或离群索居说什么要修行之类的，人

的修行不是要能超越人的极限，而进入不可思异

的法度空间；只是要身、心、灵，安顿的忠于感

受的如实的平凡生活。 

    修行的生活，不是要自以为与众不同，穿着

装扮都变的怪怪的，说话时自以为是未卜先知，

没有健康的条件、硬要吃素食；感觉自己已是「高

级灵」；唉！这是偏差的想法，其实，开悟的修

行是很实在的，要体会生活中的细知微动，就是

要如实的平凡生活，从平凡中才能体会事务的不

失真，也因为不失真的感受，才能通灵达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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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过去、成就现在、预知未来。 

第十三節  健康生活的密码 

Section 13 Healthy Living password 
 

人类新生胎儿的细胞分化周期有 2.4年，然

而细胞分裂到第五十代时便全部老化而死，如此

在母娘的设计安排中，人类原儿适当的寿命应是

一百二十岁，母娘爱子的宗旨是「长生长存」，「长

生」是原儿追求的健康生活是在现世完成，「长

存」是随着生命轮转进步，累劫世中持续修行。 

金钱、事业、家庭、名利、健康，其中应摆

在第一位的是健康，因身体不好则健康都没了。

母娘希望每一个原儿长生长存，因此人类必有一

健康的密码，这密码是启发灵性，有灵则有生命；

生命能启发灵性，则能长寿，这其中「深山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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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寿最重要的关键，生命具足灵气，任何的食

衣住行自然而然改变，远离化学物质，远离污染

环境，远离勾心斗角的人性弱点，在自已的住居

找寻接近大自然的契机，当下改变都市丛林的生

活，增进个人的深山灵气，这是健康密码之所在。 

    昆仑山长寿村 

在世界上有五大长寿村，是厄瓜多尔的维尔

卡旺巴，西藏喀喇昆仑山麓的香格里拉：洪札，

俄罗斯高加索山区的拘卓尔村，巴基斯坦的罕

萨，广西的巴马，这些村庄的人活到一百岁并不

稀奇。 

长寿村的人们是自然的而不是靠药物，残喘

茍延。文明只是工具，太依赖文明产物，必然灵

性不明不精，到最后身体只剩空壳子，活再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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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痛苦。 

健康长寿的秘诀有： 

一、 空气清新，深山灵气。 

二、 泉水清澈富含微量镁、铬、锌、钾、

钙。 

三、 多吃无污染的蔬菜、水果 

四、粗茶淡饭，少盐少油，五榖类杂粮。 

五、多吃长寿食物：高纤、高钾、低卡路里、

低肪、低蛋白。 

六、多喝酸奶， 

七、时不过饱，七分饱就好， 

八注意肚子消化系统，每日大便，量要多，

有进有出才健康， 

九与世无争，心情平和， 



 六—167 

十高山寒带，身体代谢率低，较无传染病， 

反观现代、感慨人生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太

多的社会型态，太多的生活目的，这是一种文明

社会生活的迷失，对健康是一种蒙蔽与障碍； 

人文思维的复杂化，简单的东西反而变得遥

不可及。生活再也不是那么简单，人们总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而不治本。 

要有健康的生活，就必须实践母娘道：身、

心、灵三修合一的长生长存修炼目标才是良策。

健康这是要从灵性做起，有了灵性的知觉才有健

康的生活，不要凡事都不在乎的忽略了健康，简

单的灵性知觉便从体重做起，过胖或过瘦都是身

体危险的讯号，原儿要的长寿是自然健康手脚灵

活的活着，而不是藉助药物医学的延续生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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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在文明的都市丛林终身心灵养生，就只有倚

靠母娘道，专注身、心、灵、养生之道。 

第十四節   自然饮食 

Section 14 Natural Diet 
 

追求灵性自在没有特别的、神秘的方法，只

要随时注意身体健康，注重身、心、灵合一，至

于饮食方面，母娘强调「自然饮食」，目的是要

汲取大自然的精华，这大自然的精华，并不是仙

丹妙药，吃下去就立竿见影，而是日积月累的日

月精华，说穿了是不要食用过度加工的食物；而

食物的来源尽量不要有化学农药、残留制剂、不

一定要有肥料，只要自然就好，但生活修行的本

质是不能增加他人的负担与麻烦，一切要圆满。 

因此所谓的自然饮食，是不去界定吃那类的



 六—169 

食物，以大家共同生活的主流的安全食物为主，

主要着眼在均衡营养；但是也不能吃得营养太

好，吃得好是指动物性的脂肪，蛋白质摄取过多，

而植物性的食物摄取过少；其次，人为了赚钱，

为了让食物保鲜不腐烂，再黑心的事情都敢做；

对于过度加工或有添加化学药剂的实物，应敬而

远之；粗饭淡菜的自然食物反而是最好的。 

所以自身的健康便在饮食这环出了问题；须

知人假如处处反省觉悟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灵

性健在，那么会达到母娘对原儿的长生长存期

望，而长寿就不困难了， 

   多素少肉 

修行是要很清楚了解自己的处境，是入世

的，对于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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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生活修行，修行是从小处着手，生活修行的

目的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修行还要注意

吃下食物的营养与卫生，人的智慧在于重视小地

方，因为每一个食、衣、住、行的动作都会深深

影响日后的身体健康； 

吃肉类食物的缺点；食肉肠胃道蠕动比较

慢，肉食之所以粪便比较臭，那是因为在体内会

发酵产生，尿胺，氧化硫，甲酚，腐氨，尿阿扥

品等毒素，当然这些毒素会经过粪便排出体外，

可是经年累月的累积，会被内脏、骨骼所吸收，

然后造成脂肪肝，关节炎，酸痛等症状；皮肤也

就容易产生皱纹，黑斑，过敏，老化。 

智慧母力的首要重点在于清楚的了解自己

的健康状况，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每日不断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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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充实自己的身体机能，并且注意食物，以

蔬果茶为主，肉类为辅，虽然肉类含有比植物更

多的能量，但肉类往往也是构成身体负担的主

因，一些身血管疾病便因此而产生，肉吃多了容

易快老快死。 

母娘设计制造的人类，是两百亿年来逐次进

化的万物之灵，是有身、有心、有灵、的高复杂

分子碳水化合物的高等动物，这个高等动物的人

类，要摄取的食物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均

衡的，受母娘教化的原儿要吃的食物一定是以健

康为考虑。 

动物、植物同样有生命，并没有因人吃了而

绝种，吃食物无关慈悲，要慈悲应该表现于对周

遭人们的关爱与对社会自然环境的博爱，因此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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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强调养生修身的食物就是少肉多蔬菜，而且要

注意食物的干净程度。要能安全卫生；这是最接

近自然、最接近人类原始的能量，也应是最健康

的方式〡多素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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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修行的障碍：纵容自己口欲 

Section 15 practice obstacles: 

indulge one's appet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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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原儿要时时刻刻深知自己的状况，而不

要累积不良的病因，例如肥胖或长期的病痛、慢

性病，这都是一个修道修行者所忌讳地。有人苟

且偷生，把身体的病痛当做是业障，当做是魔考，

认为身体只是个臭皮囊、纵容身体走下坡而不去

医治，到最后是未成道先成仁。 

修行即使微小的警讯，也要特别注意，不能

太纵容口欲、平时高盐、高油、高糖、高味精、

大鱼大肉，舌头味蕾便非重味不可，尤其高温油

炸的食物容易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过氧化物、并且

破坏了食物中原有的抗氧化物质，进而使血管壁

的胶原蛋白产生变异。 

原儿要强化身体的免疫力，也是要从食物的

营养摄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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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β胡萝卜素：莴苣、胡萝卜、木瓜、

芒果、南瓜、蕃薯， 

二、 维他命 C：奇异果、柳橙、蕃茄、

甜椒、芥兰、葡萄柚， 

三、 维生素 E：葵花子、核桃、芡实、

腰果、花生、杏仁， 

四、 维生素 B5：全榖类（未加子的） 

五、 叶酸、绿色蔬菜， 

六、 维生素 B12：酵母、海带、桑椹、 

七、 大蒜、洋葱、全榖类； 

八、 铜：坚果、香菇、 

九、 锌：黄豆、花生、 

十、 锰：菠萝、茶叶、坚果 

十一、 铁：深绿色蔬菜、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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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行不仅是要修心修灵还要修身，重视

每一个入口的食物，所以要吃清淡、天然、无污

染的食物；要吃出健康、远离疾病肥胖，只有从

生活饮食着手才是根本之道。 

    清净均衡的营养 

现代文明人胃肠的消化攸关健康，肉类至少

要十二小时在胃肠内才会完全消化，肉类滞留在

肠内所分解的毒素，是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所

以，减少食用肉类，可降低大半的心脏血管疾病，

其实减轻肠胃的负担就是一种健康，少肉的均衡

营养可降低、癌症、糖尿病、中风、痛风、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 

胃肠是人类的营养转运站，也是废弃物的排

泄站；肠胃真是个大仓储中心，其中包括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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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菌、和中间菌，所以保持体内的益菌，促进肠

胃消化，是值得原儿去注意的，如果能够改善肠

道的益菌环境，强化肠道净化功能则几乎百病消

除，这是因为有机酸形成的酸性肠道环境，抑制

了喜好碱性环境的害菌的繁殖，由于害菌受压

抑，因而食物残渣容易受到益菌分解，肚子内肠

胃不易堆积，同时肝脏负担也降低，并可防止肝

炎、肝硬化及预防肝癌，并延后肝脏的老化，并

且净化血液，增强肝、肾的解毒机能、预防面疱、

黑斑、雀斑，延后老化、这些比菲多益菌是如此

的重要，更可以协助人类体内合成维生素

B1B2B6、烟碱酸、叶酸、冷酸，并可制造色氨酸、

改善疲劳、提振食欲、改善口角炎、脚气病； 

而要增加肠内的比菲多益菌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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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饮用酸奶，酸奶可以阻上病原菌的入侵，抑

制肠内腐败的情况，预防腹泻或便秘，促进营养

代谢，提高身体免疫力，制造维生素，分解致癌

毒素。 

一个完整健康的人类，是要少肉多素的均衡

营养，从植物蔬果中摄取丰富的维生素，盐类和

有机酸；从动物性食物中摄取丰富的胺基酸、蛋

白质、维生素 B12、铁质、W3 脂肪酸、肌酸、肌

碱；多方面得到均衡的营养 

第十六節     感情 

Section 16 feelings 
 

人是感情的动物，是能感受真情；可是大都

会里，人文社会因素变化迅速，物性变异大、人

的感情也变的快；到最后都是真情不变的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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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怨叹世间的情伤，到底是谁错了？只能说没

有反省功能的社会文明错了！ 

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变的那么的现实：为了

生活，金钱的现实、感情的现实、付出真情的人

最容易被伤害；继承自母亲，感情是女人的全部；

爱是金钱买不到的，可是偏偏两人的世界，感情

却会起波涛；这是因为社会太复杂了，水泥制成

的都市丛林，使人的感受钝化、灵性退化，渐渐

地，人只是在追求自我感官的刺激，而无法感受

别人的感受；于是成年人的爱情、若是只是追求

性爱、那真是不值三毛钱。 

依母娘观点，感情是可以升华的，正如母爱

一样、阿母给孩子的爱是完美的、圆满的、自然

的；因为不求回报所以不怕背叛、母爱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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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没有利益的冲突，反而付出是喜悦的，没有

金钱与条件的交换； 

有的人付出了感情而心力交瘁，而感觉人生

已到了尽头；那是不识母娘，母娘的爱是力量的

源头，来母娘这儿，可以得到心灵的关怀与照顾，

可以弥平内心的伤口，在感情的创伤中，重新再

站起，迎接眼前的挑战。 

不过母爱的力量虽然每人具足、但也要透过

修行的体验与重新认识，因为时代愈进步，人就

愈现实而蒙蔽人性；所以将感情回归母爱吧！ 

    『穷』 

  在人世间，有太多不择手段的赚钱，昧着良

心大赚黑心钱，造成了生灵涂炭，造成了太多的

家庭悲剧，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为了没钱，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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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真的要出卖灵魂吗？ 

  现代人为什么怕穷？那是因为有过多的欲

望，想要得到这，又想要得到那，自己想要得到

的，往往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人如果穷，就好

像穷得一无是处，好像山穷水尽什么都不是。 

  其实在现代富裕的社会里，人们已经过惯好

日子，逐渐淡忘掉斗志，淡忘这块土地的历史变

迁，忘记了灵性的本来面目，也忘记累劫修持的

因果，只是总是在问着，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

我这么穷，为什么我这么歹命？总是这么样的怨

天尤人，甚至于到最后走极端，做出了反社会的

行为，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尘世间的问题，大

部分是钱财衍生出问题；像失业、游民、家庭悲

剧、贫穷、疾病、老残、犯罪：：等等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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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其实是人类身处、处处都要钱、处处人比人、

物质诱惑的环境，人变穷了，时代在进步但人却

越肤浅，只想要创造财富，心灵反省的生活却被

淡忘了；这世界还有比金钱更好的东西；就是心

灵的感受，感受日出的曦光、感受月光的映照、

感受自然美景、感受亲情温暖、感受人伦关爱、

甚而感受母娘慈悲；人只是迷惘，要知道这世界

还有比金钱更好的东西喔！ 

第十七節    卡到阴：心灵被蒙蔽 

Section 17 Be got to the negative: 

the mind is deceived  
 

因为只重视现实利益、或疲于生活不得喘

息，渐渐地，人类心灵被蒙蔽，演变到：长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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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家里的马桶还在漏水、日光灯管闪烁着忘记

换、门把锁坏了忘记修、自己身上纽扣已掉了好

久而不缝补、诸如此类生活上的细节变化，悄悄

渐渐的影响人的心而心灵被蒙蔽；这是俗话说的

卡到阴。 

渐渐地，没有运动、身体一天一天的胖起来，

睡眠质量变差了，工作的脚步渐渐的沉重，身体

的反应变差、免疫力变弱了，感冒流鼻涕已是习

以为常； 

曾几何时；笑容不再，母娘心灵感应不来，

就像一颗用过没有电的电池，几近报废，此时已

是行尸走肉，灵性已不明不精，即使有任何仙丹

妙药，对于身体的印荫，事业的官途，经济的财

库，都是会走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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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到阴：心灵被蒙蔽是因为心灵没有充电，

没有母娘的印「荫」却有太多莫名其妙的业障伴

随，而生命的脚步会如此沉重是因为心中忘了母

娘，没有找到充电的源头；而为何没有充电的动

能，为何不能持久，那都是缺乏一个人生赖以遵

循的母娘道，也就是母娘的长生长存之道，是身

心灵合一的目标。 

       着魔后的修复生命程序：净身 

「着魔」依现代文明来讲是属「精神分裂病

状」，普遍医学的观点都是以长期服用抗躁郁的

药物解决；这是用药物强力干预身体的情绪起伏

状况；忧郁的，吃药让你百忧解；暴躁的、吃药

让妳安静睡；只要吃药！人已经不必情绪管理了。 

    现代文明，靠吃药、自己生命程序的漏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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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忘记填补；但真的吃药就会全好吗？用消极的

想法是说：已受控制；文明的岁月里、精神病患

与日剧增；吃药成了精神病患的宿命，药一不吃、

就是发病时刻的到来；不过，持续的吃药；只能

说已看不到生命的活力，已没有灵性想象与表现

的空间； 

    世间中，碰到「着魔」这事，文明的方法就

是「吃药」，但吃药是条没法根治的不归路；既

然咱的灵魂是母娘赐予的；依母娘道找回本性灵

根就是解决的最好方法，但「除魔」这事，不是

速效的，没有与母娘的感应就找不到根本的解

决；这是藉由启动灵能本性以恢复身体健康； 

    首先，就是要「净身」，利用一天一夜的时

间，上昆仑山，培养与魔对抗的灵能本钱；「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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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先决条件是：若平常有吃药的，上山前三

天要停药，并且吃素；上山前还要背诵「净三业

神咒：心中诸内境，三万六千神，动作履行藏，

前劫并后业，愿我身自在，常住三宝中；当于劫

坏时，我身常不灭，诵此真文时，身心口业皆清

静」；会背了才上山；这「一天一夜的净身」要

禁语、禁食、禁居；要以灵会母，使修复自己的

生命程序，更新升级，修补漏洞。 

第十八節  失眠 

Section 18 insomnia 
 

    人的睡眠主要是为了人体内精、气、神、的

休息与充电，这是生命程序的每天更新与重组，

为了明天的活力、晚上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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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 

    睡眠时，人的灵性得以与灵性母娘那端联

机，以便充电，并做生命程序的每天更新与重组；

好的睡眠质量是与心灵深处母娘端的完全联机，

可以将这一天累积的疲惫与浑沌尽速消除；这是

生命程序每天的更新与重组，就健康而言，意义

非凡。 

    如果一个人睡不着，那就是失眠了，如果只

是暂时的一、两天，调整一下就好；可是若是经

常性，恐将无法弥补生命程序的漏洞，而整个人

的健康受到莫名的影响。失眠是失去与灵性母娘

端联机； 

人有两个机制可以与母娘通灵：一是主动性

的启动灵性，这是自我反省觉悟的机制；另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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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性的灵性联机，这是身体睡眠更新的机制。

当人每天生命程序与母娘端快要下载更新快要

完成之时，便会作梦，良好的程序更新，是简洁

易醒的好梦；不完全的程序更新则会恶梦连连；

因此白天过的如何？晚上便会显现于睡眠的质

量。 

    而常有失眠睡不着，那问题就大了，这已是

自律性的灵性联机出问题了，人的灵性如果没法

与母娘联机，则生命程序将失灵，灵性将涣散；

久而久之，问题丛生、导致自律神经失调。 

         失调 

 树干的倾斜非一日就能造成，人身的失调

也不是一时灵性的失调，这是长久的卡到阴：心

灵被蒙蔽；于是引发自律神经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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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睛痛、头晕、头痛、耳鸣阻塞、偏头

痛。 

二：全身多处紧绷、酸痛、发麻、神经痛、 

三：心悸、胸闷、头昏眼花、脸部潮红燥热、 

四：胃不舒服、性功能障碍、恐慌不安、 

五：全身倦怠，睡不着、浅眠或多梦、白天

困倦、 

    这些自律神经失调的毛病并非意志可以控

制，是自己无法掌握的毛病，这是日积月累的不

良习性所导致，致使主动性的启动灵性或自律性

的灵性联机，完全与灵性母娘失连，所以是卡到

阴而不自知； 

    身体的失调主要关键还是找回自我、本来面

目，如此才能得见母娘与母娘联机，生命程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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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新、重组（Update），于是要从零开始、从

灵着手，主动性的发掘   心灵需求，反省与体

悟自我生活的习性，重视心灵感受，藉由灵性意

志力找寻生命之钥，为自己找灵性的出路；主动

性的启发灵能、回归天地自然生物的本能，才能

找回本来面目，恢复身体健康。 

    其次，自律性的灵性联机失联，这是身体被

外在环境所控制而不自知，以至于灵性被蒙蔽，

引发自律神经失调，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的错乱、

日夜阴阳错乱、一切的痛、倦、闷、都是身体的

警讯，要解决自律性的灵性问题，一定要改变习

性、转移磁场灵能量，让身体自己找回生物的规

律，这是要得母娘的荫护才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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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節   昆仑山闭关灵修行 

Section 19 spiritual practice of 

Kunlu Mountain Retreat 
 

昆仑山的闭关灵修行，主要是台湾的玉山母

系昆仑山，本身就地处偏僻，在这里昆仑山是个

封闭的世界，完全不受打扰；所以，根本不用再

把人关进暗无天日的屋子，昆仑山得天独厚，山

古之中一独立的灵修空间。再配合八卦天台，八

卦莲台，可以让『身、心、灵』不被干扰，常接

天地灵气；正常的生活作息，通灵达真，灵思泉

涌，是闭关灵修行的上选。 

当然要闭关灵修行到修身、心灵的目的，也

要采取渐进式的，也要找像玉山母系昆仑山这样

有灵气的地方，才能天人合一，吸取日月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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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行上，闭关段时可以保持本性灵根最接

近自我最高的灵感意识，并将净化血液、清洗脑

部、明心见性，这是修行母娘道的必经的过程，

一种脱胎换骨自身的调适。 

要闭关修行起码也要三天，或七天；除了饮

食节制、也要禁语、限居、净身、静坐、灵动。

这是自我的考验；但也可藉由闭关修行解决过去

的宿疾，一些不知原因的病痛，因身体的内码已

归零而可以从零开始，逐渐脱胎换骨、宛如新生，

通过考验也算经历一劫，这是重要的修行指标。 

    身体小宇宙 

人类摄取的每一种营养，如同锁链之环节，

如果有一环节脆弱不堪或是说某一种营养素不

足，就算其它的环节再无比坚固，也会崩解、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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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整条链子地强度，这些营养环节包括：水分、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必需脂肪酸、必需

胺基酸、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质。 

为什么要那么多不同的食物来补充原儿自

身的营养，因为原儿这个高等智慧的生物，本身

体内就像个小宇宙，要有多方面的营养才足以运

行，原儿就是这身体小宇宙的母娘，原儿终极一

生就是要运转运行这身体的小宇宙，这修行自身

的观念，推而广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不过修行自身应是母娘道中最重要的。 

因此从宇宙运行的观念，原儿本身就是要运

动，而母娘的目的是要原儿长生长存活到九十九

岁，「吐纳」是一种不会因身体机能老化而能持

续到九十九岁的运动，这种运动简单而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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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母娘所说：「动摇四肢，吐纳胎元」，如此而

已，如能持之以恒，真是一生受用，再结合灵动，

那真是身、心、灵合一的运动啊！ 

第二十節   丹鼎道法：西王母叙诀 

West Queen gives ways 
 

母娘道的宗旨就是长生长存，这不仅要解决

现今人类的文明病，还要得到长寿；远古以来，

母娘就传授着丹鼎道法；世间上的植物松、桧之

类的树木可以活到二千年以上，植物活那么久的

密诀，就是吸收日月的精华，远古时代母娘形象：

九灵真仙母、龟台金母；都是极化长存的。 

人类的行径似乎是为了文明致使身体抵抗

力日渐衰败，太短视近利了；有好多动物都比人

长寿，乌龟和蛇类可以活到两佰岁，乌鸦和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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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活到一百岁，大象可以活到一佰二十岁。长寿

动物活那么久的特点是慢呼吸，乌龟的呼吸最

慢，乌龟的呼吸最长三十分钟才进行一次呼吸，

因此可以在水中潜水相当久。 

人类这高灵能复杂结构的动物，要长寿第一

就是要运动，人的身体结构远比其它动物高等且

复杂；藉由规律的运动保持身体机能的运行；这

是重要且不能怠惰的。其次，要长寿第二就是要

吐纳，这是古代的修行：母娘的丹鼎道法；也就

是吐纳这是养生之源、是长寿之根； 

   西王母叙诀 

『天玄象灵枢，达观所适冲，心秀虚浪神，

为摽咀吸太，和体炁萧寥，于是，琼振奏响，万

籁冥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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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叙述天地宇宙之象，星空万斗是最适合

启迪心灵观星望斗；因为看了天象，心境豁然开

朗，身之神灵活跃，并借着呼吸天体之气，在天

将亮未亮之际，倾听天地万物复苏的天籁交响

乐；这是天地日月精华。 

『夫炁者神明之器匠，清浊之宗渊，处玄则

天清，在人则身存，夫生无亏盈、盖顺乎摄御之

间也。』 

气是精神清静明洁的工具，而且是人心灵、

清静与烦浊的本源，若是在玄黄宇宙天地之间则

形成大气层，天开清朗，晴空万里，而若是加在

人身上则显现活力，表现生命力，所以说，人身

上的先天灵能之气，没有与生俱来的饱满与亏

损，只是要后天的努力，依母娘道的呼吸吐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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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道法去做修持的工夫，如此便能调和体内之

气； 

『欲服六气常以向晓向寅丑之际，因以天时

造始必以方面，此之时也太霞剖晖，丹阳诞光、

灵景启晨、朱精发明之始也，』 

想要锻炼吐纳天地之间的六道真气，就要在

天色未明，也就是清晨四、五点钟天将破晓之际；

太阳的霞光射穿了寂暗的星空，这道光芒就像母

娘创造宇宙，剖真空拆零和，那么的重要且必要，

因为整个天际就像香火鼎炉，而太阳就是鼎中锻

炼已久的仙丹精华，当炉火纯青之时，这颗丹阳

隐约剖裂光辉；诞生灵光，此时正是「灵景启晨」，

也就是太阳以灵气光辉开启了，晨光序曲，霞光

划过天际，日出红光映照山河大地，一片欣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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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这是一天最美好的开始； 

第二十一節   丹阳吐纳 

Section 21 Sun gateway 
 

『先存日如鸡子在泥丸中，毕乃吐出一气，

存气为黑色名之尸气也，次吐二气存气为白色名

之为故气，吐三气存气为苍色名之为死气也，思

以其色吐气良久也，凡出三色合吐，六气也；』 

吐纳丹鼎道法，是先纳「日」之气，这气的

凝聚是将刚诞生的初阳，好像鸡蛋中的蛋黄含入

口中，将此初阳意念存于两眉中的上丹田，也就

是泥丸之中，并将全身废气吐出交换，这是第一

次吐的气，在意念上是黑色的气，这是沉淀在体

内脏骯的气称「湿气」。 

接着又做两次吐纳，这第二次吐的气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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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这是长久以来沉积在体内新陈代谢留下的旧

气，称之为「故气」。 

再来又做三次吐纳，这吐出的气是苍白色，

这是体内最深层的病死的细胞的气，是为「死

气」， 

所以施行母娘吐纳丹鼎道法，在吐气的同

时，就要观想气的颜色及作用，想想这吐出三色

的气，这是母娘的吐纳六气； 

『毕又徐徐纳引取黄气四过，存气从泥丸日

中来，下四过，毕辄咽液三过为之三，毕乃又存

在泥丸中，下从耳中出；』 

吐纳身体的六次废气后，太阳渐大于是又纳

引太阳的黄气，这是健康的朝阳之气，在四次吐

纳之后，便要吞三次口水，这吞口水是吐纳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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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是保有仙灵之气的方法；所以每次做完吐纳，

气要存于上丹田，并从双边耳中气吐出；  

『当我口前，令去面九寸，临目发髴如见之，

复乘日纳引取赤气七过，七过毕复咽液三过，止

乃起坐，动摇四支，俯仰屈伸，令关臃调畅，都

毕也存咽液皆令青色。』 

这时太阳开始热了，热气的感觉，太阳好像

在我面前九寸的地方，此时眼睛下视，朦胧中可

看到飘动的头发，所以又纳引太阳红热的真气七

次，七次的吐纳完后，做收工又吞口水三次，就

起身不要再坐着了，运动一下、搓揉四肢，做做

体操；要低身下腰，仰身昂首，手脚弯屈和伸展，

并要关节转动调畅，将身体的气循环周身，全部

完后，还是要做收工：吞口水三次；如此气血清



 六—201 

净、口水清新、身体健康。  

第二十二節   明月吐纳 

Section 22 Moon gateway 
 

『夜亦可存月在泥丸中，如存日法，如存月

当以月一日夜半至十五日住，从十六日至三十日

是月气衰损天胎亏缩，不可以夜存月也，此法至

妙能行之者仙；』 

丹阳吐纳法，也可以用于明月吐纳法，晚上

的吐纳也可以仿照日出的方法将月亮的精气存

在上丹田双眉中的泥丸里，可是如果要存月气必

须以农历月的初一晚上到十五日为止，因为从农

历十六日以后到三十日是朔月也就是说月气衰

损而天胎月缺亏缩的时候，不可以在晚上吐纳存

引月气。以上所说的母娘丹鼎吐纳是至妙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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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持之以恒，则可成就瑶池仙道了； 

   『所以吐纳胎元，漱吸明真时，呼召五

咽，以得自然，魂还绝宅，魄归泥丸，所以长生

也。岂同采幽谷之阴气，求奔马之灵神，步海以

求济荣，毛车于火山哉，可不慎与、可不慎与。』 

吐纳是个原始先天的呼吸法，一般的肺部呼

吸快而急促，无法达到全身换气的目的，比较容

易累积病气，因此就要吐纳胎元，当漱吸纳引这

天地的纯阳明真之气时，经过在下丹田地方换

气，将所有五脏六腑的废气病气一一排出，这才

是真正得到大自然的精髓之气，于是原儿的灵性

还真于自己的身躯，魂魄回归于双眉内的大脑之

中，因此能够长生。 

母娘的丹鼎吐纳之法，岂可和下列的吐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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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做比拟：如采幽谷之阴气，或追野马求灵神，

或去海边求长生不老之药方或到火山探灵气；这

是不一样的，可不谨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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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節   太极灵动 

Section 23 Tai Chi Smart 
 

丹鼎灵动要以太极为基础，整个身体就是个

太极宇宙，从太极衍生出阴阳两仪，再化做四象

方位、五行金木水火土之后而有万相八卦，六十

甲子，但总离不开宇宙本体。 

所以太极拳就是要动摇四肢，但又不要过累

使气流失，就是将静态的身体，太极导引而成动

态，并注意头、肩、肘、手、尾、胯、膝、足、

脊、脏的内外精、气、神三合，并将意念集于筋、

骨、皮、肉、气血，而意念的表现就在于力，也

就是母娘四力，有力才有气，这母娘四力是实在

的力气，要动才会显现，并以中官（肚子）为重

心，扩展至脊柱即两筋，两肩如两胯，如此气随



 六—206 

力动，扩于全身这就是灵动，而以中官为中心，

为的就是要丹鼎吐纳胎元；所有太极灵动架势都

是要能吐纳胎元的。     

这中官肚子就是肠胃，是整个身体的营养交

换转运站，是集气与散气的中枢，中官从食物分

解成养分存积至此，这些养分是准备分送到全身

各处，相对的全身各处也将用过的养分送回中

官，中官肚子就是这一收一放的处所。 

如果能加以锻练使中官吸收养分更俱效率，

那就是要把中官当做是一个鼎炉，在吸放呼吸吐

纳之间将养分的气也就是胎元凝聚成丹丸，并将

力量集中于肚脐以下三指间的小腹叫做「丹田」，

这是将所有意念意识意力集中于丹田，整个中官

就是「丹鼎」，然后借着动摇四肢，太极导引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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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全身上下充满灵气，也就是「运灵动气」，

所以说运动只是平常人的起步，学习母娘道就要

进一步而能运灵动气；而这基础还是从太极导

引、动摇四肢做起。 

   动摇四肢 

首先要安身，静心也就是身体放松，身松而

后气沉，气沉心自静，心静则神安，神安本性灵

根自清，松的要领就是头顶、肩沈、气沈、肘坠、

胯松、曲膝、尾正。 

其次是头、肩、肘、手、尾、膝、足等八部

要素： 

顺天松静一太极， 

头尾顶缩立两仪， 

沈肩松胯活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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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弄足蹈八卦兮。 

也就是说：身体就是太极，头尾就是极地两

仪，肩胯合四象，平足变化就是八卦，从太极宇

宙进入无极灵界母娘的空间就是八卦达四象，四

象入两仪，两仪合太极，太极转无极，无极见母

娘；动摇四肢旨在运灵动气；运灵动气的目的就

是五气朝元而后三花聚顶得见母娘。 

第二十四節  五气朝元、三花聚顶 

Section 24 Top practice  
 

当动摇四肢传达母力之时，气已达手足，四

肢的劲力欲达到五脏而成五气，必先使身躯所有

关节松活，气方透骨，而后入脊就是脊椎，在由

脊椎引出五脏之气，要引五气必先灵动脏腑，心

肝脾胃肺，运灵动气，并将五气导入中官。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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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气朝元」。 

此时五气朝元，气已存中官，这就是三花之

「气」花，欲生气花必先转五气，如太极路径途

程之旋转，此之时，并将「精」花由涌泉（脚底）

导入中官会合，视为精气合一，这花字是华也，

精华的代表，这精花要能与气花合一，就是借着

太极导引与气花融合，这是种升华，一种意念的

表象，使精成劲，劲聚气力，这种转化已将精与

气化作「母力」了，而神花是全身中正之位，以

神领劲而带母力，将精与气齐带至百会汇聚于头

顶，这时神会精气，意领精气，扶摇而上，精气

神三花所至，齐聚百会是为「三花聚顶」。 

    三花聚顶得见母，欲达三花聚顶之基本要项

为：一、全身松透，二、神意领精、气运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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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四肢紧张而透心，所谓四肢紧张就是架式严

紧，而心情舒张轻松，所谓「三花聚顶能脱胎换

骨。」就是能脱离这物质太极界，而达到灵界，

以自我本性灵根，见到灵性的根源，灵性的母亲：

母娘；见母而后灵动，灵动而后感应母，灵动没

规则架式可言，但可从律动中得到反璞归真，身、

心、灵的解放，是一种毫无拘束的感觉，自在而

有种宛如在娘胎里，位返胎元的感觉，自在而有

母力保护。 

这正如一努力事业为前途冲斥的游子原儿，

适时回家拜母，重享天伦，休息过后还要在人生

的道路上尽力冲刺；还要回复原有的现实社会，

为修行而生活，为生活而修行，灵动就是忘我，

就是反朴归真，拜见母娘并不是见其真形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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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相貌，而是心领意会，这些都是在内心里面，

也是要内通，而不是外求于物，外求于无形。    

之后便是收功，一阵的灵动观想，最后气还

是归于中官合于太极；收功要缓步圆融不急不

徐，心神合一，专心一致，这种心灵历程唯有母

娘道，才可得之。 

第二十五節   带天命 领旨令 

Section 25 orders with destiny 
 

世界上从蚂蚁到人类，每天为了生存都是在

过自己的生活，但每人深层的灵感意识里，却时

有超物性、跳脱三界的冲动；尤其带天命的人更

能感受，这深层意识的呼唤； 

但两百亿年来，母娘念兹在兹，要龙子凤女

成就母娘道的心愿、纵使时光变迁，一样烙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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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子凤女的心中，灵性磁场较强的龙子凤女，越

能感受母娘赋予的使命，这就是『带天命』倒驾

慈航—一颗救世济人之心，要知道『带天命』的

内涵就必须上昆仑山『领旨』，母娘赋予个人的

使命不同，带的天命也不尽相同；依属性而分，

有十二种灵源及其旨令： 

一、 无极老母：修圆旨令，渡灵修圆，龙华

圣会。  

二、 玉山老母：环保旨令，地球生态；环保

功德。 

三、 西王金母：通灵旨令，先天本命；灵源

解惑。 

四、 瑶池金母：济世旨令，热心行政，慈心

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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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王母娘娘：传道旨令，母娘圣经；宏扬

教旨。 

六、 地母至尊：救劫旨令，社会救助；解除

私利。 

七、 佛母至尊：督察旨令，扬善罚恶；平衡

权势。 

八、 天上圣母：道脉旨令，传承母娘；母系

社会。 

九、 九灵仙母：九天旨令，启灵母法，发表

仙道。 

十、 龟台金母：长生旨令，练身健魄；灵修

功果。 

十一、 注生娘娘：亲子旨令，孕灵造物，

母娘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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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观音母：大爱旨令，万灵万物；共

荣共存； 

当母娘的龙子凤女知道自己所带的天命后，

不是从此浪迹天崖、行侠仗义；而是更加的生活

修行，成就俗世；不可对人生放弃、从母娘灵源

而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同样有母娘赋予的使

命、平时要在自己岗位负责尽职、领旨的过程其

实就是彰显本性灵根的修行、有天母娘道成就之

时，便是九龙九凤大团圆的时候。 

第二十六節   昆仑山灵修行次第 

Section 26 Sequential Spirit 

practice of Kunlun Mountain 
 

『静心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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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静坐 沉淀自己 这是灵性修行的开始  

静坐为的是要扫瞄身心灵的障碍 在灵修中

更新生命程序  

找出身心灵障碍的解决出路 破解无明 潜

心修行 

『启灵母法』 

清静--从零开始--从灵着手 通灵协议-吐

纳-净身净三业-启灵导引口诀 

启动灵性-踏七星-转八卦-朝九天 通灵达

真-灵气灌顶-瞬间顿悟 修真修圆-真实面对人

生-圆满世间人事物 

『认母拜师』 

志 皈依母 无极瑶池 实践圣道 普行大愿 

志 皈依天 神佛圣贤 慈惠明悟 崇拜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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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皈依心 本性灵根 勤于修身 长生长存 

『舍除因果』 

往昔所做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累劫世  

本命因果 三业六根 口犽诅咒 今皆忏悔 

冤亲债主  

无形缠对 宿世业障 尽舍因果 解年解运 

解冤谢结  

一切归零 还全本来面目 身心灵皆清净 

『开灵点神』 

人生懵懂 生从何来 文明障碍 不识灵性 

俗世痛苦  

见母才知 从灵着手 启动灵性 通灵达真 

开灵点神  

灵动修真 奉圣朱笔启聪明 开光点眼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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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灵光一闪入神胎 挥请母娘来入神 直见本

灵 了悟真机 

『领旨修圆』 

会母 认母 皈依母娘 舍除因果 开灵修真 

形踏七星  

心转八卦 灵到九天 感应天命 累劫世中 

人类营私  

昆仑山上 体认大道 领旨修行 实践圣道 

母娘原儿  

誓为天人 修圆世界 

『通灵达真』 

圣道原儿 必须体解 大道母心 一母多神 

多元社会 生活灵修 人间和谐 圆满修持 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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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 请教问事 通彻灵心 勤拭反省 不问自通 

通灵达真 

 

第二十七節    在家生活修行 

Section 27 Family practice 
 

  是因为不想这辈子只过迎合社会标准的被

动生活，想要感触更多人生的道理，天地自然宇

宙的真理，所以要修行，古代修行没有科学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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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一切万物唯心造，天地万物是他自已心所变

现，但心思捉摸不定，甚至要把心「空」掉，甚

至又说「空而不空」，其实，修行不只在修心，

也要修身、修灵； 

在古代修行都要远离人间的，因为如此才能

有更强的灵气与体悟；现代的修行也要找到像玉

山母系昆仑山瑶池宫这么好的仙灵之气，只不过

现代社会的变化因素如此复杂，除了固定的山中

修行也要不能脱离现实环境，在现实世界打拼，

不落人后，在固定的时间，上山修行，体验人生。 

母娘道的修行是在家生活修行，母娘爱家、

龙子凤女为了大自然的延续、传宗接代不能离开

家庭生活；并要成就俗世、改善生活，不仅如此，

还要实践母娘道，在物性异化的现实社会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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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找出路；使母娘道成为人类中隐含的母性力

量；解碼人类文明的盲点，让人类生活更好过。 

       爱是母娘道的通行证，爱是母娘道的中

心思想，每个人心中都具足「爱」，只是太多人

被社会现实所蒙蔽，心中的爱也被埋没，爱是家

庭结构的基础、也是婚姻的起点；只要是以爱为

起点、为依归、幸福便伴随； 

心中只要有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因为

爱的根源就是母娘，原儿具足母娘四力而有爱，

这是「母娘的爱」；母娘的爱没有私偏、不求回

报、只是付出，因为母力越用力量越大，唯有付

出才能得到更多的修行灵能。 

爱是生活修行的真体验，爱是通往修圆的道

路，爱一个人并没有错，因为真爱是不求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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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无论有再多的过错，因为「爱」而能修正、

修圆； 

唯有爱，智慧才能圆融，心灵才能和缓、才

有超越的爆发力以扭转人类堕落颓势，这是母娘

新世纪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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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only Body and Mind but also Spirit need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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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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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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世界使人沉沦，致使七魄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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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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您的七魄，这是修行。 

The best way is to start spirituality for adjusting seven 

low-souls and eliminating five confusion.  

调整七魄、消弭五浊，最好的方法就是启动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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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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psychic、god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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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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的自我严谨生活 

Section 29 truly rigorous life of 

myself 
 

    生活修行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心灵体验的

如实的自我严谨生活；也就是母娘道；没有好的

健康、爱的心智、悟的灵性；时常的病痛、势利

的心眼、蒙蔽的心灵；都是生活修行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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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修行就是一直在排除障碍，直到能如实

的自我严谨生活，任何身、心、灵的障碍都是生

活修行的风险，虽说身体病痛可以吃药控制，但

若不根治、若不运动、不回复本来面目，危险因

素存在的一天，就有爆发的一天； 

    社会对待的势利心态，这是生活智慧修行的

成熟度不够，越势利就越不够成熟，越向钱看齐

越是修行的障碍；不管有钱与无钱都不能只看到

钱，只看钱是狭窄了人生修行目标。只懂得朝九

晚五的生活技能而没有自我，无法提升生活知识

与修行广度；人生应不只是如此。 

    行尸走肉而不识灵能本性，身处红尘俗世而

不觉醒，是没有心灵持续的反省机制，从忙碌到

茫然，对事业、生活、感情已演变到非自己能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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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在于没有时刻主动的反省觉悟；人生之中，

当夜深人静之时，不能得到内心的喜悦，时而感

到彷徨无策；这是无法面对内心的自我； 

    人世间的遭遇是要去做深层的感受体验，从

感受中修正言行，调整生活步骤，以达到如实的

自我严谨生活。 

平凡就是幸福   

Ordinary is happiness  
 

平凡不必争求第一，但总是努力以赴； 

平凡不必为钱拼命，但总是辛苦工作； 

平凡不必向钱看齐，但总是节俭够用； 

平凡不必为富不仁，但总是心灵富裕； 

平凡不必一较长短，但总是表现特性； 

平凡不必追求奢华，但总是独具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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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不必求名求利，但总是注重健康； 

平凡不必迷失灵性，但总是灵能饱满； 

平凡不必纸醉金迷，但总是生活修行； 

平凡不必动则得咎，但总是处世圆融； 

平凡不必表现突出，但总是彰显内在； 

平凡不必追求成功，但总是成就俗世。 

母娘圣经 参  启灵版  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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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仁导师 毕生心血启灵著作   

请继续阅读 母娘圣经 肆 灵魂学 

普为出资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流通者： 

『俱慧眼福基永固』昆仑山导师 瑶池宫泓

仁住持 启灵著作 

地址：嘉义县中埔乡中仑村 40-8号 南二高下中

埔交流道往大埔台 3线公路 302.5公里右转上山 

电话：（05）-2534791 行动电话：0937-618850 

信箱:akingate@hotmail.com 

邮政划拨：30369259   陈泓仁 

ATM转帐 银行：700【邮局】账号：

0051008-1745371     欢迎助印 

公元 2009/3/29 起 每日一本少量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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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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