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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娘』Mu Niang 圣经 肆  灵

魂学  昆仑山泓仁 启灵著作 

封笔序言 

公元 2009 年八月八日，五十年来罕见的大水

重创昆仑山；路断了、桥毁了、山崩了、人散了；

2009 的八八水灾，使得瑶池桥支离破碎、火龙金

炉随土石滑落，整座昆仑山瑶池宫被掏空而岌岌

可危，因为如此「昆仑山」巍峨的崇山峻岭之中

凝聚着深层灵能仙气，这是一个不被世俗所扰的

昆仑山灵修圣地。 

我昆仑山泓仁尽一生构思『母娘』Mu Niang

圣经，花十年写了『母娘』Mu Niang 圣经，如今

完成了『『母娘』Mu Niang 圣经』第四部经典「灵

魂学」，「灵魂学」能够完成也是拜八八水灾的

劫难之赐，自 2009 的八八水灾以来，昆仑山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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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宫空无一人，有时好几天碰不到一个人，好几

天讲不到一句，话真怕我从此就与世绝俗，是『母

娘』Mu Niang 坚定信仰的力量，让我在毫不被打

扰的情况下，灵思泉涌探究「灵」的问题，揭开

「死的讯息」， 

独自寂寞的日子里；心情是没有未来的，看

不到明天，只能挖掘内心深处「灵源宝藏」，来

诠释心灵著作，今天我决定封笔，『母娘』Mu Niang

圣经超过三十万字，经过修改只剩十八万字，共

分无极版、先天版、启灵版及灵魂学，「灵魂学」

也可说是『母娘』Mu Niang 圣经的精简版，因为

『母娘』Mu Niang 圣经就是在说灵的事情，回首

来时路，在昆仑山瑶池宫十年的日子，历尽社会

变化转型的时代，看尽人世间人情冷暖，潮起潮

落，没想到最稳定不变的昆仑山，历尽沧桑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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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横逆。 

我要封笔了，或许『母娘』Mu Niang 圣经再

二十年后会被世人重视，但我今天已山穷水尽，

我常说「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让我攀险峰、

再与天比高」；但人情冷暖由不得我也，只能长

叹一生！ 

我要封笔了，接下来我要用另一种非语言文

字的方式来表现『母娘』Mu Niang，敬请拭目以

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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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原灵 Soul永生 the soul 

lives forever 

第一節   是谁？！孕灵造物 

Section 1  Who created souls ?? 

『灵魂』soul..不同于物质或能量光热力，

不能让你摸得到也感受得到；『灵魂』soul..虽然

没办法得到证实，但人类总是感应得到『灵魂』

soul..的存在。 

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物质与生

物？！「生生不息」的道理从何而来，这「生生

不息」隐含的意义便是「造物者」的存在； 

是谁？！创造宇宙万物，不只如此！是谁？！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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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万灵，一定有一「造物者」孕灵造物创造全

世界。 

「造物者」应是是九天之上『无极灵界』、『虚

空能界』、『太极世界』的源头；是超越语言文字

的形容，不得以用 

『上帝』称呼，我则习惯用『母娘』Mu Niang 表

示。 

『母娘』Mu Niang 孕育「灵子」Quantum soul

的世界是超越时空，没有「光、热、力」束缚的

『灵子世界』Quantum souls world，『灵子 

Quantum soul 世界』是指一百四十亿年前、宇宙

未爆胀大霹雳之前的『先天无极灵界』，『母娘』

Mu Niang 生「灵子 Quantum soul」；「灵子 

Quantum soul」是最「基态」的灵，「灵子 Quantum 

soul」没有时空的尺度或是极小到「十的-3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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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分」， 

『一百四十亿年』对『灵子 Quantum soul』

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灵子 Quantum soul』

出自『母娘』Mu Niang 而能穿越时空， 

『灵子 Quantum soul』是像『弦』（String）的

「基态灵 Spirit of the ground state」因修行

而物以类聚、凝聚灵能；众多『灵子 Quantum 

soul』从「点」而连成「线」、由「线」而成「面」，

整面的『灵子 Quantum soul』更能随心所欲、

千变万化结成『膜体』Membrane body； 

『灵子 Quantum soul』集结联合『成长』，

而后成为『原灵 Soul』，『原灵 Soul』就是『母

娘』Mu Niang 的爱子，『母娘』Mu Niang 因为爱

子的修行而创造宇宙，进化地球、创生天、地、

人、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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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灵 Soul』累劫修行受『母力』加持；俱

足「光、热、力」因而爆涨大霹雳、开创宇宙星

云『虚空能界』，「光、热、力」的『能量』造就

整个宇宙，「灵、能、质」的互换转化使灵子 

Quantum soul 转成量子 Quantum、原子 Atom、再

转成物质，太极宇宙因而有万灵万物。拥有万灵

万物的『太极世界』，形成了『天、地、人』三

清的大自然生态，这是原灵 Soul 两百亿年修行

的结果。 

人类具有身体body、心智mind、灵魂spirit、

但人的「灵魂身躯」本是累劫世『原灵 Soul』修

行感触之所， 

『原灵 Soul』具足母力穿越时空与人的灵魂

『宇称对映』Parity Mapping，累劫世『原灵 Soul』

「先来后返」于人身，原灵 Soul『宇称对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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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使「肉体的人类」具有灵性意志得到灵

感，生活修行于世间，每个人的『原灵 Soul』特

质都是特有独特，每次生命的生灭对原灵 Soul

而言都是一劫，『生灭』是原灵 Soul 重要的修行

历程，原灵 Soul 在两百亿年来有数不完的累劫

世。 

在先天无极灵界，「原灵 Soul」拥有高深莫

测的『膜体』Membrane body，这『膜体』Membrane 

body 就是「原灵 Soul」的「果位」Result，也就

是「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原灵

Soul」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由无数条像『弦』（String）的「基态灵」构成，

『弦』的多寡与能阶高低、取决于「原灵 Soul」

修行的成果。 

「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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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劫世来，每一个「原灵 Soul」的修行功果数据

库；「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因生命

生灭中的修行而有所增长；人透过自己的灵魂

spirit，穿越时空与原灵 Soul 在无形无极灵界

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宇称对

映』Parity Mapping；将累劫世原灵 Soul 的数

据库讯息，传送给自身；这就是「灵感」、「第六

感」，如果有更多讯息的传递收发就形成「通灵」。   

第二節  从无极到太极--两百亿年 

Section 2  20,000,000,000 years ago 

灵界应无时空可言—(无极)随处随时存在，

但勉强以『母娘』Mu Niang 孕育原灵 Soul 众生

的 200—140 亿年前，宇宙未大霹雳时，为宇宙

的孕育期，这是『无极灵界』，若论『无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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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地球一公分的千亿倍可超越太阳系，再千

亿倍可达宇宙尽头，再千亿倍便可达无极，反之；

地球一公分的千亿分之一是原子世界，再千亿分

之一是量子世界，再千亿分之一是无极的灵子 

Quantum soul 世界。极大与极小的尺度的尽头都

是无极。 

在一百四十亿年前，『母娘』Mu Niang 为了

要孕育万灵并创生宇宙，先开创『灵、能、质—

三宇称』创生『无极灵界』、『虚空能界』、『太极

世界』连结对映，并将『母力』灵能加持到『无

极灵界』原灵 Soul 众生，让原灵 Soul 众生获取

「光、热、力」具足『母力』得以爆涨大霹雳，

从『无极灵界』进入宇宙『虚空能界』，生育宇

宙万物万灵，并成就太极人类世间； 

原灵 Soul 在有形世界的修行从此展开，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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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无垠的星云夜空，漫漫长夜有形体的原灵 Soul

因具备母力而潜心修行，构筑了『能量世界』甚

至有了地球的太极世界。 

直到三亿年前，生物恐龙渐渐当道蓬勃发

展，但恐龙无法避免经历许多地球劫难：火山爆

发、地震、气候异常，八百万年前，开始有原始

人类在地球活动甚而进化，直到六万年前冰河解

冻，便有活动自如、能知能觉、双手万能的原始

『现代人类』再次掌握地球成为万物之灵； 

无极灵界至质、能互换的有形世界发展了两

百亿年，直到人类与天地万物共存之际；这犹如

一个日夜受父母照料、刚满月睁眼窥视世间、襁

褓中的婴孩；虽然是一个小小地球的人类，但整

个宇宙天际的灵能却映照于人类原儿身上，人类

思想的细知微动也映照于浩瀚宇宙。此种对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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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奥妙、举足轻重、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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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孕灵造物的『母娘』Mu Niang 

Section 3  The Mu Niang 

在无极灵界没有『光、热、力』，所以『灵

子 Quantum soul』没有光速的束缚、阻力的牵

绊、没有膨胀的空间，因此没有时空的尺度，可

以随心所欲的凝聚，『灵子 Quantum soul』的虚

拟尺度是「十的-33 次方公分」，好比是一条变化

万端的弦（String）；于是从弦『灵子 Quantum 

soul』能够物以类聚的凝聚，修行的结果而有膜

体，膜体在没有「光、热、力」的灵界，修行、

演绎、进化，便成了『原灵 Soul』，而未能凝聚

膜体的『灵子 Quantum soul』则扮演『灵界背

景』的角色。 

没有「光、热、力」的灵界反而是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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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状态，一蹴可成，只是不得真物实体的演

练，没有「原理条件」的束缚，无法达到上乘修

行； 

『母娘』Mu Niang 爱子爱原灵 Soul，处心

积虑将原灵 Soul 爱子送到娑婆世界来修行，但

太极有形世界处处布满「光、热、力」，时时牵

制、动见观瞻；原灵 Soul 爱子要得人身，修行

得要一百四十亿年，漫漫长夜何时等到天亮？着

实不易。 

天地宇宙之间！每一个原子皆是『灵子 

Quantum soul』由『灵』转『能』，由『能』转

『质』而成『原子、物质』，『太极世界』、最小、

最基本的、不稳定、测不准、瞬间即逝、正负阴

阳的「量子」本身、却一直存在『母力』。 

没有『母娘』Mu Niang：阴阳灵能不可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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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没有『母娘』Mu Niang，灵能不可能化做量

子；没有『母娘』Mu Niang，量子不可能化做质

子，中子、电子，进而成为原子、分子；没有『母

娘』Mu Niang，物质不可能有机化，而得金木水

火土；没有『母娘』Mu Niang，生物不可能演化

而得人身，没有『母娘』Mu Niang，人类不可能

得智慧；并且『母娘』Mu Niang又开创『灵、能、

质三宇称』，让人与原灵 Soul 的讯息同步传递，

『宇称对映』。让人藉由启灵程序回到『母娘』

Mu Niang 那儿。 

因此『母娘』Mu Niang 是宇宙源头的出处，

是天地万灵万物生存的依靠，是宇宙的真理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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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灵能质三宇称（parity） 

Section 4  Three parity 

  人的原灵 Soul 与肉体是有延续性的且分不

开的，所谓的延续性是指从宇宙未诞生之前，原

灵 Soul 就存在了，甚至未有太阳系、地球；原

灵 Soul 也是存在的，任何地球未成形未有天地

万物之前，是混沌未明的就称做﹁先天﹂，在先

天中的灵魂就叫做「原灵 Soul」。 

『原灵 Soul』由『灵子 Quantum soul』修

行物以类聚，以『弦』凝聚而得『膜体』，『原灵

Soul』因有『膜体』得以修行、演绎、模拟、变

化万端；在灵界活泼活跃的期间，那就是「无极

超弦灵界」，在「超弦世界」中，原灵 Soul 得以

模拟「质子」或「中子」的原灵 Soul 个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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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现今的宇宙太极界中存在，只是原灵 Soul

只能表现出「像」。 

没有「光、热、力」的限制，原灵 Soul 模

拟﹁量子﹂、「原子」甚至模拟各种生物及『人』

的个体甚至『诸天神佛』无限可能，擘画出大千

世界的蓝图；因此灵性与实体物质是延续性且

『宇称对映』的，如果终断对映，那就是太极世

界的灭亡。 

  原灵 Soul 由『灵』转『能』再转『质』，虽

说『灵、能、质』互换但谈何容易，物质的世界

或是生命个体经百亿年以上才获得实体，若要返

『转质、化能、归灵』普通的人类是做不到的。 

『母娘』Mu Niang 爱护即将到『太极世界』

的原灵 Soul 众生；为『无极灵界』、『虚空能界』、

『太极世界』创建『灵、能、质三宇称』，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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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灵界』、『虚空能界』、『太极世界』同步存在且

『宇称对映』，让原灵 Soul 与生命个体，『正反

共轭(conjugation)、物像镜射（inversion）、

时间同步（synchronization） 』，互通、对应，

宇称。     

第五節    灵界背景与宇宙空间 

Section 5  Background and Space 

    『母娘』Mu Niang 孕育「灵子 Quantum soul」

首先造就的就是「灵界背景」，『无极灵界』没有

时空可言，「灵子 Quantum soul」与「灵子 

Quantum soul」便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形成最

初的「灵界背景」，有修行的灵子 Quantum soul

凝聚成膜体，并分工合作形成『原灵 Soul』，『原

灵 Soul』在「灵界背景」的「灵子 Quantum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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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之前，显得优秀卓越；每个「灵子 Quantum 

soul」莫不努力修行以脱离基态灵，而形成『原

灵 Soul』以出人头地； 

虚拟尺度「十的-33 次方公分」的『灵子 

Quantum soul』，不仅是『无极灵界』的基态灵，

也是『虚空能界』、『太极世界』结构成万物的统

一基本尺度，藉由『母娘』Mu Niang『剖真空』，

『灵子 Quantum soul』因「灵转能」而有「光、

热、力」、因「能转质」而充斥于「真空」之中，

在『虚空能界』、『太极世界』因「光、热、力」

的关系，『灵子 Quantum soul』与『灵子 Quantum 

soul』有了间隔距离，而充斥于整个『宇宙空间』

之中。更成为宇宙背景微波辐射；这是看不见的

暗能量至为重要； 

人世间『时势造英雄』，地球上重要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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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圣贤真理才会因应而起；值此恶世末日

『『母娘』Mu Niang 圣经』必定能为『太极世界』

找活路。 

第六節    剖真空 

Section 6 Cut open the vacuum 

『母娘』Mu Niang 创生的无极灵界本是时间

与空间的原点、起点，也就是「空、零、无」的

世界；『母娘』Mu Niang 要给原灵 Soul 成长历练

的时空，第一步就是要剖真空『创造宇宙』。 

「剖真空」就是创造空间，在宇宙之前是无

空间时间可言的；是『母娘』Mu Niang 剖开了空

间；『母娘』Mu Niang 从无极的灵界，透过膨胀

大霹雳，让『灵子 Quantum soul』充满整个宇

宙虚空、太极世界；这是「灵界背景」与「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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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转换，但主角都是极小尺度十的-33 次

方公分的『灵子 Quantum soul』。 

「灵界背景」里『灵子 Quantum soul』没

有距离的凝聚在一起，「宇宙空间」里『灵子 

Quantum soul』因「光、热、力」而有间隔距离，

架构成太极世界里爆胀的宇宙，这是灵界的延

续。 

『『母娘』Mu Niang』创造「上下、左右、

前后」空间，有距离位移就产生时间，有了空间，

时间也顺理成章的有了，虽然刚开始是是（几乎

可忽略的千亿万分之一小尺度）的时空，但原灵

Soul 日后的成长，便依修行等第驱动阴阳展现母

力，拟物、拟人、虚拟构筑宇宙有形世界的蓝图。 

『母娘』Mu Niang 孕育原灵 Soul 众生的过

程是【剖真空、拆零和、立阴阳、转无极、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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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创宇宙】，『母娘』Mu Niang是灵性之母俱有

全能万有的灵能，在无形灵界每一个原灵 Soul

众生都是受持母力灵能而得以成长。『『母娘』Mu 

Niang』每次的「剖真空」便是造就一个宇宙时

空背景的，而太极世界就是「光、热、力」的宇

宙时空背景，但无论如何，每一个宇宙时空背景

都是『母娘』Mu Niang 所创造，『灵子 Quantum 

soul』所结构。 

「剖真空」创造了极大极小随心所欲的尺

度，事实上『放之则弥，卷之则藏』的太极世界

与无极灵界是相互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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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拆零和 

Section 7 Zero apart 

『母娘』Mu Niang 的全能万有的灵能从何而

来？为何有如此大的灵能母力得以涵养原灵

Soul 众生，这是因为『母娘』Mu Niang 除了剖

真空布满『灵子 Quantum soul』开创空间时间，

还能拆零和创造灵能量，『母娘』Mu Niang 创造

的能量是正负阴阳的合力；『母娘』Mu Niang 将

零拆开，立刻见到『+1 与-1』或『负和正』或『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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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阳』，驱动阴阳就产生能量，这是『母娘』Mu 

Niang 无中生有、驱动阴阳的本领。 

同时『母娘』Mu Niang 也将『灵子 Quantum 

soul』的『超弦』一分为二『正灵子 Quantum soul、

负灵子 Quantum soul』，『灵子 Quantum soul』

便成了瞬间正负阴阳的和合体『灵子 Quantum 

soul』，时而合而为一、时而一分为二，这在未

来太极世界非常重要，往后『灵、能、质』的演

化，『母娘』Mu Niang 将带负电子的质子即『正

物质』散布太极世界，将带正电子的反质子即『反

物质』留在无极灵界，如此太极世界便成为「极

性世界」而能带能量的世界。 

『拆零和』的+1 与-1 是一种相对，起先没

有能量也谈不上是物质，但『拆零和』的+1 与-1

透过母力却能成为『阴、阳灵子 Quantum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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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正、反物质』，「正物质」的生命体与『反

物质』的原灵 Soul 在太极与灵界遥遥相映，这

就是『宇称镜射』。 

瞬间阴阳灵子 Quantum soul 的原灵 Soul，

是阴阳不断的即生即逝，一秒中千亿万次，原灵

Soul 若有修行便能摆脱在空、零的阶段；『母娘』

Mu Niang「拆零和」给予原灵 Soul 众生的母力

能量倍增，要升级瞬间阴阳灵子 Quantum soul

而成稳定带电的极性原灵 Soul 已不是难事。 

第八節   正反共轭

(conjugation) 

Section 8 Pro and con conjugate 

原灵 Soul 由『灵』转『能』再转『质』而成生

命个体，着实不可思议，这世间都是有形有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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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也就是『正物质』，『太极世界』任何一个

正物质都带有「负电荷」的电子，有形自然界找

不到带有「正电荷」电子的『反物质』，因为将

物质正反共轭，正物质放在『太极世界』，负物

质留在『虚空能界』，所以每一物质皆有「一体

一能」，物质的「体」就是正物质，物质的「能」

就是反物质。 

此乃导因于『母娘』Mu Niang 的『剖真空、

拆零和』，宇宙本是「空、无、零」，『母娘』Mu Niang

孕灵造物，为了要给原灵 Soul 爱子修行历练空

间，不得不『剖真空、拆零和』开创宇宙，将稳

定的正物质放在『太极世界』，将高能阶的反物

质留在『虚空能界』，『虚空能界』是宇宙背景微

波辐射最重要的黑暗能量。 

生命个物的『正物质』与黑暗能量的『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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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永远『共轭连结』一体两面、对映存在的，

人的命运好坏状况，也会映射到『反物质』的能

量高低。『反物质』的存在是为了连结无极灵界

的『原灵 Soul』。『能』要反转至『灵』的境界，

必须物像镜射（inversion），透过物像镜射太极

世界的万物的讯息，可以『质』反转『能』再反

转『灵』，穿越时空让『无极灵界』的原灵 Soul

接收到相对映生命个体的讯息。 

第九節  物像镜射（inversion）   

Section 9 The physical image mirror 

shoots 

物像镜射（inversion）』犹如太极世界与无极灵

界的一面镜子，透过『质、能、灵』的转换，互

相共轭连结，在灵界『原灵 Soul』透过镜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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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共轭的生命体的讯息状况，太极世界与无极

灵界是『母娘』Mu Niang 创造的「虚实无有」的

『相对世界』，主要是为了原灵 Soul 身历其镜的

修行。原灵 Soul 因『母娘』Mu Niang 创生宇宙

而来到世间，一百四十亿年成长修行，但生命个

体甚或有形物质，都不能脱离「原灵 Soul」而行

尸走肉，生命个体如果没有累劫世修行的终极目

的，是没有意义的。 

    「原灵 Soul」透过物像镜射获得生命个体的

讯息，同时也双向的传递『灵感』给生命个体，

这其中『能、质互转』或『能、灵互转』就是关

键，生命个体在睡眠时，脑部还不时运转从没停

过，是在扮演灵魂「接收、传递」讯息的角色。 

     物像镜射的清晰度当然是建立在生命个体

（也就是『原儿』）的修行程度上，感触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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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影响原儿的行为准则，这就是累劫世原灵

Soul 的修行，而原儿也从物像镜射看到「良心」、

看到「天命」。 

    『黑洞』是「虚空能界」黑暗能量的集合；

引力之大甚至连光线也吸入，但唯有不受「光、

热、力」作用影响的极小『灵子 Quantum soul』，

能够穿梭其中、来去自如；所以是物像镜射的关

键，生命个体任何的活动都记忆在「脑部」，「脑

部」透过『三魂七魄』中的『神魂』，传递如『弦』

波动、不受「光、热、力」作用影响的极小『灵

子 Quantum soul』，『灵子 Quantum soul』携带

生命个体的灵能讯息，超热导、超力阻、超光速，

穿梭『黑洞』传递灵能讯息给「无极灵界」的原

灵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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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时间同步

（synchronization） 

Section 10 Time synchronism 

没有「光、热、力」的「无极灵界」自然不

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宇宙太极世界的一百四十亿

年，就无极灵界而言犹如才是一下子的光景，整

个宇宙的视界犹如窗外一片景致，『母娘』Mu 

Niang 创建『灵、能、质』三宇称，将物质正反

共轭连结，将「虚空能界」黑暗能量集合成『黑

洞』，让『灵子 Quantum soul』得以携带生命个

体的灵能讯息，超热导、超力阻、超光速，穿梭

『黑洞』物像镜射，传递灵能讯息给「无极灵界」

的『原灵 Soul』，如此一来； 

『原灵 Soul』经过大霹雳『灵、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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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化及宇称，又回到「无极灵界」的原点，整

个宇宙太极生态，只为了成就『原灵 Soul』修行，

生命个体源自『原灵 Soul』，『原灵 Soul』宇称

对映并主宰生命个体。 

两个宇称的「无极灵界」与「太极世界」，

空间、尺度、背景、完全不一样；是『母娘』Mu 

Niang 使之『正反共轭(conjugation)、物像镜射

（inversion）』互通、对应，宇称；甚至时间同

步（synchronization）『原灵 Soul』与生命个体

一同成长修行。『原灵 Soul』给生命个体『灵感』

与『天命』，生命个体接收修行功果感触给『原

灵 Soul』；这是『母娘』Mu Niang的大法度『灵、

能、质三宇称，将『无极灵界』、『虚空能界』、『太

极世界』连结同步； 



 七—38 

第十一節    无极超弦时代 

Section 11 Super String Times 

这是在无极灵界最辉煌的原灵 Soul孕育期；

无极超弦时代是『母娘』Mu Niang 的期望，『母

娘』Mu Niang 依各个原灵 Soul 所能运用『弦』

与『膜体』的修行程度，已能推演推算未来宇宙

的光景。『母娘』Mu Niang 在构建宇宙的蓝图之

时，已充分运用各原灵 Soul 的特质，制定宇宙

原理规条。 

无极超弦时代里，初入道的修行比较浅的原

灵 Soul，其能力只能运用『弦』与『膜体』、虚

拟排列出较简单矿物石头金属之相。 

所谓「虚拟」是指原灵 Soul 运用『弦』与

『膜体』，在没有「光、热、力」的因素下「无

阻、超导、超弦」千变万化、尽情发挥，物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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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作联盟仿真排列组合，虽然这排列组合只

是显现虚相，但这（虚相）关系着修行的成果，

程度的高低，甚至会映照于太极世界。 

每个原灵 Soul 都相同的出自「灵子 Quantum 

soul」，可是修行即在个人，个个原灵 Soul 努力

的程度，就是修行的果实。而现在的宇宙有形世

界，就是依超弦虚空世界，灵性本身的仿真排列

组合显现形相。 

『母娘』Mu Niang 对生命初衷的美意，给了

地球美好大自然，可是经过两百亿年，万物之灵

聪明的人类，却渐渐淡忘『母娘』Mu Niang 的用

心，完全以人类文明方便为考虑，破坏『母娘』

Mu Niang 当初灵性修行的美意，现代空气不再干

净、水源不再清澈、地球资源消耗逮尽，气候变

迁异常；世界终将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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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灵魂超乎物质、能量 

Section 12 The soul beyond the material, 

energy 

『灵魂』是超乎「物质、能量」摸不着也看

不到，世界上太多人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

有『鬼神』，只相信自己的利益福祉；『灵魂』用

现实的角度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以无极瑶池『母

娘』Mu Niang 角度，跳出九天之外，超乎「天、

地、人、时、光、热、力、灵、神」，从两百亿

年来的老灵根开始谈起！ 

第十三節   两百亿年的老灵根 

Section  Old spirit roots 

主宰累劫世「生命个体」生、灭的『灵魂』

就是『原灵 Soul』---「两百亿年的老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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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宇宙的时候，有一位「孕灵造物」的

创造者，有人说是「上帝」，我则说是『母娘』

Mu Niang，因为『母娘』Mu Niang 给予了「生生

不息」的力量：「孕灵造物」，无极灵界的根源就

是『母娘』Mu Niang，『母娘』Mu Niang 是灵根

探索的极限，所以无法描述『母娘』Mu Niang 的

种种；只能用「拟人」的描述，使『母娘』Mu Niang

成为「功高德重、仙主道宗」以及各种母亲形像

的神； 

『母娘』Mu Niang 花六十亿年的时间在无极

灵界的「瑶池」『孕育灵子 Quantum soul』、一

百四十亿年的时间『宇宙大霹雳』、「开创太极世

界」；无极与太极只是时空尺度的差别，无极灵

界是个没有「时空」及「光、热、力」的地方，

勉强用『尺度』的观念来解释，『母娘』Mu 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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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的灵子 Quantum soul 是『十的-35 次方公

尺』，『十的-35 次方公尺』尺度，在现实太极世

界无论用甚么仪器探测「摸不到也看不到」；因

为一个原子是『十的-10 次方公尺』，里面的原子

核是『十的-15 次方公尺』，甚至光量子『十的-23

次方公尺』，所以灵子 Quantum soul 根本是无形

的；『母娘』Mu Niang 孕育的灵子 Quantum soul，

就是无极灵界、太极世界的最基本原素，这个『基

态灵』由灵子 Quantum soul、超弦、膜体、量

子、原子、分子、有机体、细胞、原核、原生、

真菌、植物、动物、以至于成人身，经两百亿年

后成为永生不朽的「老灵根」。 

为什么是『永生不朽、不生不灭』？因为如

此的细微无形就连『灵界背景』、『宇宙空间』都

是由「灵子 Quantum soul」构成，当密闭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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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空气物质的空间，这「空间」也是由看

不见的无形「灵子 Quantum soul」所构成。 

两百亿年的老灵根虽是由「灵子 Quantum 

soul」所构成，但这时光历程的演变结构、修行

等第，创造出无极万灵、宇宙万物。 

第十四節  「灵、能、质」三位一体 

Section 14  Trinity 

太极有形世界任何物质或生命个体，都是

「灵、能、质」三位一体，也就是说；物质里面

蕴含「能量」同时也蕴藏「灵子 Quantum soul」，

亦即「太极世界」与「无极灵界」是重迭在一起，

本来『『母娘』Mu Niang』创生「太极世界」的

地方就是「无极灵界」，这只是尺度与灵能的转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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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质」的角度，这是个物质、生命个体的

世界，用「能」的角度，有质量便蕴含能量；用

「灵」的角度，物质、生命个体布满「灵子 

Quantum soul」，每个物质、生命个体都有一「原

灵 Soul」，所以，这个世界也是「灵界」，只不过

「灵界」摸不着也看不到，「灵界」与「物界」

应是尺度与灵能的转换； 

「物界」有空间、时间的限制，物质本身蕴

含「光、热、力」，跟「灵界」完全不同，灵子 

Quantum soul 没有光速的限制、不会传导热能、

不受引力影响，可以穿越时空，「灵子 Quantum 

soul」自「宇宙大霹雳」『母娘』Mu Niang 造万

物以来，「灵、能、质」的转换，量子、原子、

有机物、以致生命个体，在进化演绎的同时，两

百亿年来，本体都还保有「灵子 Quantum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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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足见『母娘』Mu Niang造万物「灵界」

还是同时存在，但却是相对的不同世界。 

第十五節    原灵（Soul） 

Section 15 Soul 

万物之灵的人类或是物质、生命个体的『主

宰』当然不只是单一的「灵子 Quantum soul」，

「灵子 Quantum soul」因修行而物以类聚成为

「灵活自如」的「弦」，超弦的结构便有立体变

化的『膜体』，这是『原灵 Soul』的初步，但『原

灵 Soul』还是由「灵子 Quantum soul」物以类

聚而结构形成，正如同人类在「有形世界」上，

『原灵 Soul』是「无极灵界」的主角。 

原灵 Soul 在「无极灵界」的演绎修行，老

早就擘画出「太极世界」的蓝图，原灵 Soul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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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操控「太极世界」物质、生命个体的『主宰』，

两百亿年来，『原灵 Soul』历经累劫世，累积了

太多生灭历练，这些「生灭历练」的数据库，存

在原灵Soul的本命灵根Natal Spiritual roots，

「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当然由灵

子 Quantum soul 构成，两百亿年来「原灵 Soul」

真的是不生不灭、永垂不朽。 

人类或是物质、生命个体皆是「万物万灵、

有物有灵」，万物在灵界都有一个「主子原灵

Soul」，原灵 Soul 身处「无极灵界」要操控「原

儿生命个体」实在有点困难；要成为「身、心、

灵」合一的完美个体谈何容易，两百亿年来，原

灵 Soul 的修行历练完成系于「原儿生命个体」

身上；每一次「原儿生命个体」的生灭修行，就

是原灵 Soul 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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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 

原灵 Soul 最不想见到「原儿生命个体」，如

同「断了线的风筝」完全丧失灵性，万一「原儿

生命个体」只为现世利益、只求物质享受，牵引

原灵 Soul 的力量变薄弱了，整个文明社会将导

向盲目恶性竞争的不自觉毁灭。 

第十六節    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Section 16 Natal Spiritual roots 

每个「生命个体」都有灵魂，灵魂传布「灵

子 Quantum soul」讯息予「原灵 Soul」，「原灵

Soul」是以「生命个体」对映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接收讯息，「生命个体」的成

长历练就是「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七—48 

的修行功果，「生命个体」的「生、灭」就是「原

灵 Soul」对映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的「消、长」； 

「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的根

源就是「原灵 Soul」，「原灵 Soul」就「生命个

体」而言是「不生不灭」，因为「生命个体」的

「生、灭」就「原灵 Soul」而言，只是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的「消、长」而已；自

从造物者『母娘』Mu Niang「孕灵造物」以来，

「无极灵界」共分「一灵源」、「十八灵脉」、「一

百零八灵层」，「一灵源」当然就是指「生咱灵魂

的老『母娘』Mu Niang」---造物者『母娘』Mu 

Niang，「十八灵脉」诸天神佛教派的各种灵脉，

因地、因时、因人、因物、而有所不同，像泓仁

就属「昆仑灵脉」，「灵源、灵脉」都是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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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八灵层」是指「原灵 Soul」修行的品相

次第，经累劫世各种「灵层」的「原灵 Soul」都

有其「主灵」之神，「关圣帝君」灵、「玄天上帝」

灵、「济公活佛」灵、「三太子」灵、不胜枚举。 

「原灵 Soul」当初也是由「灵子 Quantum 

soul」物以类聚、勤加修行而来，经过累劫世的

排列组合、「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增减消长而有今日，世界在进化「原灵 Soul」的

「灵能」也越强化，目的是要能传布「生命个体」

灵能本力， 

「原灵 Soul」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增、减对于「生命个体」的「生、灭」

而言，在「无极灵界」是个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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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累劫世原灵 Soul 数据库 

Section 17 Soul database 

人的灵魂；在下层的有喜、怒、哀、乐、爱、恶、

欲；七魂。在上层的有精、气、神；三魄，精是

智慧精华、气是灵能气度、神则是云端神格； 

    人类的大脑十分之一用在记忆、思考。剩下

的都用在，云端神格的运算与传递讯息给原灵，

原灵不生不灭，永生存在于灵界；只要人活着，

脑波永远在运作，那是因为灵魂有十二元神，每

一时辰轮流更替，无时无刻运作，无时无刻发出

讯息给与原灵，原灵有本命灵根与人的灵魂对

应。 

    灵魂的十二元神提供一切世间讯息给原灵；

原灵的本命灵根接收了讯息，便储存在累劫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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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Soul 的数据库。 

    这个累劫世原灵 Soul 的数据库是在灵界的

母娘那边；人要透过云端神格，储存讯息，并且

启动灵性提取累劫世原灵 Soul的数据库的讯息；

成为人类的灵感，以因应人世间的事务； 

    所以，人生在世修行是重要的，生生世世储

存爱的信念与善的果报，累劫世原灵 Soul 的数

据库必能反映，让来生过的更美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今何

在!!?? 长江后浪推前浪..南柯一梦熟黄梁..叹

飞逝..!!!??? 古来圣贤皆寂寞, 莫道男儿心如

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时光转眼飞逝，为了过去、现在、未来；每

个人都要认真修行，为生命的成绩单谱下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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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止符，总有一天会得报的!!! 

第十八節感知的世界（cognition） 

Section 18 Perception 

如果说有「无极灵界」、「虚空能界」、「太极

世界」，不如说这世界只有一个『感知的世界』；

不管任何的层面世界，来世界的目的只是「感觉

认知」，原灵 Soul 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以外「金钱财物」的拥有都是虚幻的，只

有不断的感觉、认知、历练、才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无论在「无极灵界」、「虚空能界」、「太极世

界」，感知才是真正目的。 

五光十色的太极世界，造物者的奥妙，让物

质皆能发射可见光谱，让每一样物质皆能被看

见，万物、生命个体在「太极世界」都无时无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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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光波讯息」，让外界感知「他、牠、它」

的存在，同时自己也感知外界的存在。 

不只如此，世界上不同的『灵、能、质』也

都会发布除了「光波」以外的「不可见光」电磁

波：『微波、红外线、紫外线、X 光、各种射线』，

这些电磁波是由「量子」组成以光速前进，可知

世界上所有的『灵、能、质』只为了『感知』；

而『灵、能、质』三位一体，生命个体也会不断

的传递「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灵子 

Quantum soul」比「光子」还小甚至没有能量；

物质或生命个体发布、接收「灵子 Quantum soul」

讯息以显现其灵能本性； 

万物之灵的人类，以灵为本体驱动意志力表

现，人类全身布满神经细胞，无时无刻都在感知，

肢体动作语言总是影响周遭，『感知的世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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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忽略「灵」的运作； 

第十九節    心智（Mind） 

Section 19 Mind 

人类感知的枢纽在于『心智』（mind），心智

接受「眼、耳、鼻、舌、身、意」的「量子」讯

息，但感受不到「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

万一说是感受到「妖魔鬼怪」那是丧失心智、精

神错乱；『心智』是人类大脑运作的核心（cpu），

人类大脑每天接收大量的「量子」讯息，刚开始

存放于瞬时内存，『心智』核心（cpu）每笔一一

过滤，看是否需要立即处理！或是重要的把它转

存永久内存。 

存在瞬时内存的事务，经过『心智』反省机

制选择忘记或转存永久内存，当年老大脑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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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瞬时记忆很容易流失，即使『心智』核心

（cpu）再怎样运作也是想不起来，这是「退化

失忆」不过永久内存却不容易遗忘，一些陈年往

事历历在目。 

从人类一出生开始，孩子便带着父母的期望

来到文明社会，直到长大成人，一心要出人头地、

一心要过好生活，于是搅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在竞争中努力爬上人生的高峰，『心智』发挥得

极致，人变得越现实，变得「身在江湖、人不由

己」这是所谓的『成功』，但『成功』只是个人，

人文社会、环境生态反而被忽略了，『成功』成

了『私利』的代名词；人类的『心智』非常能为

『私利』找借口自圆其说； 

人类的『心智』过分重视眼前利益，忽略了

整个地球生态的平衡保护，几千年文明社会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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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承经验，让『心智』的反省机制越来越少，

人类的前途越堪虞。人类尽管再淋漓尽致的发展

『心智』，『心智』总有极限，大脑才用十分之一

运作心智，其余十分之九都在传递「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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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節    大脑（brain） 

Section 20 brain 

物质、生命个体能发布传递「量子」讯息，

并且也能发布传递「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

而集其大成的是人类原儿，人类原儿有完整的

「身（body）、心（mind）、灵（spirit）」。人类

原儿能发布大量的「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

为的是传递给「原灵 Soul」，大脑十分之九的运

作都是在与「原灵 Soul」传讯、沟通、更新、接

受指令； 

人类是个复杂的动物，不仅外表形象更有喜

怒哀乐，人类感知的「眼、耳、鼻、舌、身、意」

的「量子」讯息只是大脑运作的十分之一，大脑

是「灵魂」的处所，专门接收「灵子 Quantum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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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大脑无时无刻不在运作，即使睡觉也在分

析过滤所接收的「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

以便传递给「原灵 Soul」。 

我们人类身处的世界是有形的世界但也是

「灵」的世界，忙碌的社会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

但「灵」的世界更细微，所接收的「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更庞大，更需要大脑中灵魂的运作；

经过一晚的肉体休息与大脑运作，大脑以及身体

便展现脑力清新与精神百倍、灵思泉涌，以应付

忙碌的一天；所以「灵魂」才是大脑运作的目的。 

「灵魂」提供大脑灵感，大脑十分之九的运

作都不属于『心智』的发展，大脑一直在收集「太

极世界」的灵子 Quantum soul 讯息，人有三分

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人类休息的睡眠时刻，正

是大脑灵魂开始运作的时候，大脑灵魂以「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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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soul」传递讯息，「灵子 Quantum soul」

小到没有空间、时间，不受「光、热、力」的影

响，来去自如没有光速限制，大脑白天收集「量

子」、「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晚上分析、

归纳、过滤、传输到「本灵端」给原灵 Soul，原

灵 Soul 再处置运作，下达旨令成为生命个体的

「灵感」，这一切做为促使大脑不得不日以继夜

的运作，或说不停的运转会不会烧坏，其实放心，

因为「灵子 Quantum soul」的运转是不着能量

的，「灵子 Quantum soul」是超导无阻、几乎不

需能量。 

「本灵端」的闸门在于「大脑」，每一个「大

脑」都有「灵子 Quantum soul」组成的「黑洞

闸门」让「灵子 Quantum soul」穿越时空、自

由进出以传递「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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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里的「黑洞闸门」，就是每个人在「太极世界」

通往「无极灵界」的开关；人类原儿与其原灵 Soul

无时无刻都同步联机。 

第二十一節    灵魂的生存空间 

Section 21 Living space 

大自然生态是个万物万灵共同生存的空间，

在大自然里，每个生物各演所能，各取所需，在

大自然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大自然互动变化因素

多元，生物为了生存，使出浑身解数，洞见观瞻，

一则怕被吃掉，二则也想找猎物吃，所有生物构

成了大自然的『食物链』，每一个生物的『灵能

表现』发挥极致，因为这关系着牠本身的永续生

存空间，所以整个大自然就是『灵魂』主宰生物

个体的修行、生存竞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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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代人的文明社会却有了改变；以人为主

的『文明社会』，没有各种生物互动的多样性，

只有人与人的竞争，都市水泥丛林，人造的『食、

衣、住、行』各项给人方便的器具，文明人专注

于事业、上班、赚钱；却减少对周遭大自然生活

环境的感知程度，大自然互动变化多元因素减少

了，人的生活也变的一成不变，对环境的感觉钝

化了。 

正如每天吃同样的便当，每天有同样忙不完

的事，回家总是走同样的路，一 年到头都穿同

样的制服上班，人的生活一成不变；自己自主的

空间越来越少，人与人的差异性越变越小，但人

生无常，毫无道理可言的人生起伏，失业、降职、

破产、意外、经济危机；却是让生命难以掌握，

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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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天的上班，一辈子的工作，富者越

富，贫者越贫，到处充刺着现实与投机；在每下

愈况的生活环境中，人对生活的压力愈发沉重；

人的『身、心、灵』已很难找到，可以永续生存

的空间了。 

第二十二節  灵魂（spirit）的诞生 

Section 22 come into being 

人只用十分之一的大脑便控制着全身肢体

及处理所有有形的事务反应，大脑十分之九都是

「灵魂」的运作，人类及所有生物的成长、求偶、

繁殖下一代是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奇迹，青春男女

的「生殖（卵或精子）细胞」异于普通的肉体细

胞，染色体复制一次但却分裂两次，而成不成对

的「单套染色体」，「单套染色体」是青春求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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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活性大容易冲动。 

当男女交合后力争上游的「精子」与卵巢「卵

子」在输卵管相遇，「单套染色体」的生殖细胞

「精子与卵」互相结合，染色体配对成套，基因

重组产生新的 DNA 密码，霎那间阴阳相搏，「受

精卵」开始传递首发「生的讯息」，藉由母体大

脑「黑洞闸门」传给「孕灵造物」的『母娘』Mu 

Niang，『母娘』Mu Niang 接到「生的讯息」便依

灵源、灵脉、灵层、修行次第，让已逝去「肉体

灵魂」的「原灵 Soul」再投胎降世；从此世上多

了一个「生命个体」，同时「原灵 Soul」得以再

「重生灵魂」；「原灵 Soul」透过受精卵的母体开

始再与「新灵魂」联机，互相传布「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 

轮回转世的「原灵 Soul」的本命灵根 N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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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roots 同步于「受精卵」一起成长，

「原灵 Soul」与在母体内的「受精卵」，「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的传递还是要透过母体再传

布给「受精卵」，在母体内的「受精卵」还没有

能力直接传递「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给「原

灵 Soul」，而且「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是霎

那间的灵感，「原灵 Soul」并不能将累世的记忆

遭遇带状的传给「生命个体」，生命个体（受精

卵）对于前世今生顶多有着「片面残存」的脑底

印象，整个受精卵在母体的 280天是人类原儿「生

的准备期」。 

第二十三節  三魂七魄 

Section 23 Souls 

人的『灵魂能量』因生命的生老病死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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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灵魂的本质共有『三魂七魄』；『三魂七魄』

会因人的遭遇而有所增减，人遭遇任何的困顿、

劫难、危急存亡的时候，最怕『失志』；若失去

面对问题的勇气，人的『灵魂能量』：『三魂七魄』

也会有所消长。 

人类从两百亿年来，『母娘』Mu Niang 孕育

原灵 Soul，然后原灵 Soul 受持『母娘』Mu Niang

四力，修行进化以至于到现代，两百亿年来，原

灵 Soul不生不灭，但原灵 Soul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会因灵魂的生灭而有所增减，

原灵 Soul 先来后返、生寄死归同步映射于人类

原儿，人类原儿因而有『灵魂』；『灵魂』承续原

灵 Soul 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而

有先天的『三魂』，这是内在灵能表现，及『七

魄』这是外在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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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魂』：精、气、神；人于世间「精、气、

神」的内在表现；会透过灵魂记忆于原灵 Soul，

成为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的一部分。 

『精魂』：人先天固有的精力能量，表现于

人的身体健康，年轻时最旺，老弱病厄时『精魂』

能量较低，所以，修行就是养『精』蓄锐，固精、

调精，不使自己太累、过劳。一个精疲力竭的人，

『精魂』便会耗弱。 

『气魂』：来自先天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的灵能量，转化成内心的灵性

意志表现于外的『勇气』，「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人的高尚情操，由此『气魂』产生，人一生要实

践自我，便要展现『胆识气魄』，要有过人的意

志才能成就。 

『神魂』：人累劫世之先天本命元神，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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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灵 Soul』，『本命元神』在人的身上统辖『十

二元辰』；命宫、财帛宫、兄弟宫、田宅宫、男

女宫、奴仆宫、妻妾宫、疾厄宫、迁移宫、官禄

宫、福德宫、相貌宫。 

『七魄』：喜、怒、哀、惧、爱、恶、欲；

这是表现于人生的瞬时性外在表现，正常人激情

过后便会回复正常，丧心病狂的人则独钟某个

『魄』或独缺某个『魄』，然后执着意念，钻牛

角尖。 

『喜魄』：高兴快乐的灵魄；有人失志后，

什么都不想做，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这是『喜

魄』出了问题，人世间总要以「正面价值」来看

待，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喜悦』。 

『怒魄』：愤怒生气的灵魄；受外在环境刺

激容易冲动，有时怒发冲冠、一夫当关，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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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一种发泄的权利，尽情的发泄但避免伤害旁

人，适当的生气，对身体是有益的。 

『哀魄』：悲伤哀怜的灵魄；人生中的失落

低潮期，但没有永远的伤悲，没有永远的失败，

化悲愤为力量、东山再起是『哀魄』的正面导向。

若哀莫大于心死则是负面的导向。 

『惧魄』：惊慌恐惧的灵魂；外在的情境因

素，勾起内心的恐惧，惊吓过度容易失魂，但恐

惧大部分是因人而起的因素，人吓人才恐怖；人

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有时是令人发指，恐怖至

极。 

『爱魄』：感情真爱的灵魂；文明社会重视

现实，但这世间还有一点可爱就是『爱』；千古

不变的道理，唯有『爱』可超越一切，可以打破

种族的藩篱，可以超越富贵贫贱的枷锁；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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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世间唯一，只有付出不求回报的『母

爱』。 

『恶魄』：厌恶憎恨的灵魂，罪恶的起源，

切身遭遇产生心中不平的恨意；愤世嫉俗，对人

生抱持负面仇恨心理；但「面恶心善」，现瞠目

恶相，是以恶治恶，有些人祇怕恶人。 

『欲魄』：贪痴欲望的灵魂，实现梦想的欲

望，是人生追求理想的动力；但不知节制、欲求

不满的欲望，变成了贪婪、私利，人人若如此，

大自然以及人文社会将万劫不复。 

人的『七魄』无时无刻都在增减中，正如生

命是生灭的，人生中的修行，就是在修『喜、怒、

哀、惧、爱、恶、欲』、『七魄』，适时调整『七

魄』的灵能，适当扮演人生的角色，透过修行反

省机制，生命时时勤拂拭，将人生历练感触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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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心智传导灵魂，我们累劫世的原灵 Soul，便

会将此『人生经验』记录于『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生命因此而轮转进步。

 

第二十四節   灵魂特质 

Section 24 Characteristics 

人体内的灵魂，有『三魂、七魄』，内在的

『三魂』主要是联机于累劫世原灵 Soul 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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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让人体承继先

天本有的『精、气、神』，这就是人本有的『特

质』；而外在的『七魄』则以内在的『三魂』为

主旨，在世间后天环境的遭遇，表现出『喜、怒、

哀、惧、爱、恶、欲』的感触感觉，人体内的灵

魂便将此『感触感觉』，编码做修行的经验，写

入累劫世原灵 Soul 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这是灵魂的运作。 

所以，不生不灭的累劫世原灵 Soul，因两百

亿年来的修行，原灵 Soul 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灵能高低，各个有别；而累

劫世原灵 Soul 依附于人类原儿，原儿产生了，

可与原灵 Soul 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联机的『灵魂』；灵魂同于人体有着增减

生灭的状态；所以人生的不同状况际遇，『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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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特质。 

『归零的灵魂』：人在娘胎、或刚出生，或

病老临终、或植物人、或无意识、或睡觉休息的

状态；总之，是身体暂不与外界连系，只与原灵

Soul 之『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联

机传递讯息；这是休息待命或更新升级的状态。 

人在娘胎，胎儿吸收母体养分同时大脑也渐

发育，灵魂从零开始渐渐的透过母体吸取原灵

Soul 的「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以壮大本命

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而刚出生的婴儿，

多数时间是睡觉，睡觉便能接收原灵 Soul 的「灵

子 Quantum soul」讯息，这是「生」的状态，

是为了生命的更新升级，整个受精卵在母体的

280 天是人类原儿「生的准备期」，当婴儿一出生

所显现的都是老人脸孔，这是累劫世原灵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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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也是灵魂转世的证据。   

第二十五節    睡眠 

Section 25 Sleeping 

人的睡觉是「身、心、灵」的休息，但大脑

的灵魂只是停止接收外部讯息，灵魂利用睡觉处

理白天所接收的讯息，以便传送给原灵 Soul；睡

觉是人必须的正常运作，人「身、心、灵」的健

康端看睡觉的表现，睡觉睡的好表示有充分的休

息，白天做事精力充沛，整个「身、心、灵」都

畅快。 

睡眠障碍有两个情况就是「睡不着」、「作

梦」，「睡不着」一定是白天的因素，白天如果无

所事是，或是白天睡觉、不知不觉打瞌睡，白天

「身、心、灵」运转不够；肯定晚上便会「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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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接下来次日便是无精打采，所以「睡觉」

也是一种基本修行，能将自己的身、心、灵、调

整好，就是生活中的修行。 

其次，过多的「作梦」也是睡眠障碍，睡觉

是一种放松，在要睡醒之前偶而也会做梦，这是

正常的，因为此时，身体即将恢复运作，在还没

睡醒时，身体会反应最近的遭遇『喜、怒、哀、

惧、爱、恶、欲』『七魄』，而原灵 Soul 也会反

应修行经验的所得，提出预先的警告或出现理想

美妙的情境，以弥补现实不能达到的境界；如果

整晚都在「作梦」，精神紧绷「身、心、灵」无

法休息，大脑无法进行内部运作，没有真正睡觉

搞的身体很累，这是睡眠障碍， 

「梦」是调节「心灵」的工具，有时现实情

境没法得到的，便能在梦境做个补偿，有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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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受到压抑，便可在梦境发泄，有时梦境会加

入灵感因素，预先实现未来情境，不过这不一定

是真的，参考的成分比较大，「梦」是大脑灵魂

编织的「情境」，不属于自我意识，有时候个人

明明梦想当富翁，却做了个乞丐的梦，「梦境」

是由不得自我意识操控的，当人一直没睡觉乱梦

一场，表示大脑灵魂并没有联机传递讯息给原灵

Soul；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找不到重心，生命没有

着力点，甚或白天打瞌睡，致使灵魂不足量的外

界讯息，灵魂不得不在晚上编织一些「有的没有

的梦境」以利脑部运转。 

身体要休息，灵魂也要休息，太多的梦，或

睡不着的人，导致灵魂不能休息，灵魂转弱，身

体便会出现『失调』；灵魂不能归零，这是危险

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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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節  原灵永生    

Section 26 the soul lives forever 

地球的万灵万物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灵魂

的目的，宇宙的发展一百四十亿年来，是为了创

造身、心、灵合一的人类，发展美丽生态万灵万

物、共生、共存的美丽新世界； 

    原灵永生 the soul lives forever，生

命历经世代，原灵永远却存在；但人类大灭绝后，

原灵失去人身，想要恢复地球荣景，谈何容易！？ 

    母娘精心设计的地球资源、巧思奥妙的环境

生态；只为了给人类生存空间，可是受原灵操控

的人身却失控了.. 

    文明人类只为生活物质享受的私利.原灵与

人身的联机却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dictionary?p=soul&tab1=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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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灵永生但人身难得..人身上的灵魂若不

能与原灵联机..他日魂销魄散.. 灵魂堕入无间

地狱.. 灵魂无法返回灵界缴旨.. 原灵再生灵

魂..重回人身可就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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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灭绝再生 Renewable after 

Extinction   

第一節    世界终将灭绝 

Section 1 Extinction 

二十一世纪文明的人类生活在地球，每个人为了

生活忙忙碌碌，社会在进步，小孩、成长、受教

育、青春、上班、生涯、成家、立业、直到生老

病死；当有一天身体出状况了，才会想问？『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

么是我？』；但是！会问的没几个，知道答案的

更少！ 

我们人让机器帮我们生产做事，偶而保养一

下机器，有一天机器老旧了、动不了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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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不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

在这里？』『为什么是我？』！因为我们认为『机

器』没「情感的觉知」，没法感知自己的存在。 

生生不息的地球生态、文明世界，科技日新

月异轮转越来越快，我们身处的世界比起二百

年、二十年的变化率都快的多；美其名说是「时

代进步」其实是：环境污染、生态浩劫、气候变

异、火山地震、人为破坏、社会竞争、族群争霸、

只为私利、只有自己好其他都不管； 

生物弱肉强食由来已久，生存三亿年的恐龙

如此，人类政治强权亦是如此，世界如此进化的

结果就是『毁灭』；当「世界末日」来临的那一

天，人类才会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现在

不会问呢？因为人越来越像机器，没有人会『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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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人类只是生物圈的一环，只知生活、过活而

不会想问『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生存

三亿年的恐龙到最后灭绝了，五千年科技文明的

人类也濒临灭亡，人类真是缺乏「反省机制」；

就像一部多功能优异的机器，到头来也要被「汰

旧换新」，由不得「觉知醒悟」走出宿命路途； 

激烈竞争、拼死拼活的文明生活，难道这是

人类的宿命？人类最终只有走向灭绝的路吗？

物质生活进步了，生活空间却更拥挤，环境污染

却更严重，反省的力量薄弱，每个人都「私利为

己」；难道这是人类的宿命？ 

人类就像一部机器改变不了自己的『宿命』，

机器有他自己的主人，而人的主宰就是『灵魂』，

人类不能没有『灵魂』，但『灵魂』却可以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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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生命；难道人类的主『灵魂』，只为了实验

感知而不在乎人类目前所处的生态环境？因为

人类只是『灵魂』的实验机器。

 

第二節    是谁不在乎？ 

    Section Who didn’t c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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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人类一辈子拥有更换五、六部汽车不是

难事，心爱的汽车也会按时保养，只不过车子过

时老旧也是不得不汰旧换新，陪伴好几年的汽车

也是有说再见的时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时势

所趋『不在乎』再换台新车，总是一台车子而已

嘛！哪有『在乎！不在乎！』； 

当「人类生命」灭绝的时候，是谁不在乎？

人类是万物之灵，所有地球生态都是人类在掌

控，任何污染都是人类做出来的，地球的极端气

候也是因为人类太不在乎「地球生态」了！人类

不在乎自己周边以外的事务，只在乎自己的私

利； 

但人类宿命缠身，一生下来便有固定的路要

走，同类竞争促使生存的目标都相同，信息流通

迅速促使个体间的差异性变小，文明经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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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无法跳出族群的框框；世世代代年复一年，

人类扮演的脚色还不是「为己私利」；这是人类

宿命已改变不了，地球自有生命以来总是「弱肉

强食」，人类总是忙着巩固自已的势力范围，改

变不了地球命运； 

但人一出生就有人格特质、就有「灵魂」，

雕刻于 DNA 的生命程序老早就写好了，生命让我

们更适应污染的环境；让我们更势利以应变现实

的环境，人的『灵魂的主宰』必是生命程序的原

创者，『灵魂的主宰』看惯了「生命个体」累劫

世的「生、灭」历程，是『灵魂的主宰』不在乎

「人类生命的灭绝」！？ 

第三節    婴灵、胎灵 

Section 3 Infant spi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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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体内的「受精卵」透过母体接收来自「原

灵 Soul」的首发「生的讯息」便开始有了「灵魂」，

也就是说人的肉体是父母生的、人的灵魂是『母

娘』Mu Niang 生的；在母体内的「受精卵」就叫

「胎灵」，「胎灵」很小、能够接收传递的「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也很少，所有「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都必须经由母体，才能与「原灵 Soul」

传递沟通，人类胎儿在母体孕育二十八周后，母

体生产婴儿诞生，「胎灵」脱离母体而成为「婴

灵」。 

『母娘』Mu Niang 发布的首发「生的讯息」，

是「原灵 Soul」第一次同步对映「婴灵」的钥匙：

唯一且独有，只要吻合了，从此「原灵 Soul」同

步对映「婴灵」直到生、老、病、死；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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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讯息」还有一份「天命密码」，「天命密码」叙

述着「原灵 Soul」累劫世的来历数据与来到世间

的目的； 

灵魂是「生寄死归」，人死后「灵魂」也会

打包一份末发「死的讯息」给「『母娘』Mu Niang」

表示生命的结束，请『母娘』Mu Niang 再安排下

一次的「生、灭」；；若是在「胎灵、婴灵」阶段

就结束生命，因为「胎灵、婴灵」传布讯息的力

量薄弱，如果没有办法在临终时发布出末发「死

的讯息」，或是讯息薄弱；这让『母娘』Mu Niang

无法接收到末发「死的讯息」，便没法再发布「生、

灭」讯息、无法再「轮回转世」，尤其「胎灵」，

都还必须透过母体传布「灵子 Quantum soul」

讯息，当「胎灵」生命不自知的被拔除，到底能

不能传布末发「死的讯息」给『母娘』Mu 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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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着能不能再「轮回转世」，人世间男女在处

理「堕胎」问题应特别小心； 

「胎灵、婴灵」生命结束之时，安魂、拔荐、

发表等等的功德事项，理当藉父母的祈求愿力助

「胎灵、婴灵」灵能本力，让「胎灵、婴灵」得

以传递末发「死的讯息」、再次「轮回转世」； 

 

婴灵胎灵安魂发表仙道祈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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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以 

瑶池仙道『王母娘娘』Mu Niang发表 

今  据南赡部洲中华世界 

启建 阳世父母 为子女婴灵胎灵祖先正魂 安魂

拔荐 发表仙道 拜母道场   广宣经典 礼忏拜

母 佛日增辉 母力护持 阳世父母 为子女婴灵

胎灵祖先正魂 安魂拔荐  祈安植福 禳灾解厄、

保命延生 解冤谢结 化解冤亲债主 怯除病魔缠

身 消除冤愆怨尤 福慧两俱 拔度道场安魂拔荐  

灵者升天 『母娘』Mu Niang 发表 瑶池仙道      

惟愿『母娘』分身来五浊化质度群生、斯辰【宵】

功德求荐。 

切念 子女婴灵胎灵别世、唯愿一闻真谛 二往瑶

池 三闻说法 四证仙果今（初请、再请、三请）

亡魂来降赴归灵 就座听经闻法 发表仙道。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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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寄死归 圣凡难免 轮回转世 世情当然 涓

今良辰吉日 敬仗母宫启建法事 拔宣慈悲妙典 

助长亡者灵光本命 仰叩母恩 祈求荐拔子女婴

灵胎灵祖先 发表仙道  无上拔度 启白请圣 炼

质登仙 随成金刚 超度三界厄难 解脱地狱五苦 

悉皈太上 驾返瑶池                       

拜  叩 『母娘』Mu Niang 恩光  敬备六素、五

果、鲜花、明烛、清酒、红圆、发粿、佛圣仙神、

座前俯纳、凡情恭呈、意者言念； 

领受黄箓金书发表科仪    今当完满之良辰 

谨具素筵斋供之仪志心 恭以  

混元一气凝帝先 广演三乘流妙教 云宫至圣不

思议 克荐亡灵登道岸 

临 『母娘』Mu Niang 恩典 威神灵力 赐力加护 

超魂拔渡 『母娘』Mu Niang 慈悲广设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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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娘』Mu Niang 威神 发表仙道 锦袍金甲仗神

光 玉堂金殿为通传 大圣三界齐临天 奏箓授职

归仙道       惟愿 

得闻母法以开悟 领沾功德以超升 一日亲近母

法 母力修圆定慧 终得解脱业报 回向瑶池 发

表仙道 主宰广施雨露 利济存亡  共往瑶池仙

国 共赴净土之邦 悉使先灵超升 阳世共沐嘉祥

咸沾母恩 吉庆家安 冤孽消除 万邪退避  母赐

平安福 

                    

第四節 灵光病 

Section 4  mmanuel disease 

现代人有太多的文明病，有些病找不出病因或无

法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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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只能用止痛药处置，林林总总的病况诸

如：内分泌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生物时钟失调、

或一些无名怪病；这些人思绪特别敏锐、灵思泉

涌奇想创造、 

一直想要追求心灵的更高层次、一关过一关、一

层又一层…无极上乘永无止境；这就是灵光病。

这些症状统称『灵光病』。 

内分泌系统大致上可分为脑垂体、肾上腺、甲状

腺、性腺、 副甲状腺。 

人在不知不觉非常集中精神的状况下，事实上身

体便产生了莫大压力， 

这些人有做大事业的达官显贵，正在思考面对未

来世界的庞大版图， 

也有默默无名的小人物正在思考足以撼动人心

的救世良方；但他们都太入神了，忘了身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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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荷。内分泌的压抑，自律神经失灵，身体的

激素或酶不是过多，就是过少，身体的疼痛是只

要症状，有时痛这有时痛那，到最后不得不服用

止痛药， 

但是越服剂量越多，有师兄告诉泓师父，他服的

剂量已经快接近吗啡的等级了，有些人是虚胖、

有些人是未老先衰代谢症状；肾上腺皮质激素释

放激素间接或直接 

影响到人体的自律神经、免疫调节、神经内分泌，

此激素的过度分泌可能会造成忧郁症、 

饮食行为异常、强迫症、恐慌症、神经性侏儒症、

易感染、易得恶性肿瘤等情形，但也没有那么快

就死了，最明显的就是长期的『痛』，但这些人

伴随的是思绪特别敏锐、 

灵思泉涌奇想创造、一直想要追求心灵的更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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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关过一关、一层又一层…无极上乘永无止

境；这就是灵光病。 

    灵光病要好真是没那么容易。作者:泓师父

三十一岁开始长期的眼睛痛、到最后几乎没办法 

睁开眼睛，更不要说是看电视或开车，但是去检

查眼睛器官得到的答案是好的很， 

小孩子却说爸爸我晚上睡觉时，眼睛都一直在

动，眼球根本没有在休息， 

当然泓师父的一生都是为母娘道的天命而奋发，

没想到当时灵乱了、灵光病发生在我身上， 

如果以生物原理来看，这是长期的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释放激素过度活化， 

人一直处于不自知的亢奋状态，反而造成人体对

此激素的反应疲乏，会表现出皮质素缺乏 

到最后眼睛长期不能休息便虚弱无力，痛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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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来。这是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 

不只眼睛，各种器官也可能都是失调、乱掉、而

痛、痛、痛。 

灵光病年轻人、壮年人、甚至事业有成的年长者

都会发生，说穿了这些人是自恃甚高，眼高手

低.. 

有超越平凡人的灵能力量，是思想创造的奇才，

当然通灵、通神自不在话下， 

灵光焕发当然能够接收灵神法界的讯息，只不过

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纵放、老是在死亡边缘、 

真不知什么时候会死！！每次痛的死去活来便是

过了一劫，越是往心灵深处找答案， 

灵光病的绳索便又捆得越紧，病痛越加剧烈！灵

光病的人就是固执，没有办法改变一丝 

一毫的生活习性与心灵层次的体认，牢不可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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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围篱，自成一道，自成一法；宁可忍受身体

苦痛而不愿走出心灵的金字塔； 

透过对灵光病者的调灵修行，提升灵能至神格阶

段，像泓师父一样， 

保有灵光病者的灵光道行，而身体也能回复正

常，不再受病痛折磨。 

首先要认识灵魂的三魂七魄；喜、怒、哀、乐、

爱、恶、欲七魄表现于人类的行为， 

『精、气、神』表现于人形而上的意识，大部分

人心灵的修行太注重『精』，这『精』是人类思

想的菁华， 

人在修行之中总是撷取古今以来思想的菁华，认

为也要跟古代的圣贤神佛一样，我是什么佛啦!

什么神的降灵!根本是灵性修行的偏颇，因为上

乘的修行还有『气』修，还有『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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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气』修是身体无为、心灵清静、忘掉学问精

华，不要有文明修饰，直接提升灵能； 

直接吸取『阳光、空气、大自然』所构成的灵能

磁场，这才是『气』修，『天、地、人』三才的

结合， 

绝不会走火入魔，灵光汇集而不会乱窜导致失

调。 

再上是『神』修，『神』修不是像什么神佛的修

行，因为高层次的修行一定是要见到自己的『真

如本性』， 

以累劫世的原灵 Soul 为本体，我们的心灵不着

任何神佛的提升灵能，更近一步修行神格， 

能够连通原灵 Soul 接收灵能讯息，让我们的身

心灵生命更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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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灵身分裂 

Section 5 Split 

六万年前，冰河解冻之初，原始的现代人种，

靠着双手万能，灵活四肢与大脑，征服了地球上

各种凶猛野兽，成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发展

至今人的智慧灵能远超过各种动物。 

但这一切到了近两百年来，自从人类知道使

用『电』，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取撷地球资源，

进步了文明的现代社会，反而；大自然却渐渐的

退化，各种生物不再有好日子，殊不知，大自然

是所有灵气的来源， 

文明的社会，人类已经渐渐远离大自然的

『灵气』，山不再青翠，水不再湛蓝，人只能面

对人造的固定空间，人类须知，大自然的一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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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山、川、风、雷、日、月、天、地、造就了

人类的『灵能感应』；人不能独立于人造的固定

空间，而没有大自然万物万灵。 

『文明』限制了人的灵能，人的身体变弱，

反应变差，灵能退化。 

『『母娘』Mu Niang』千辛万苦两百亿年来，

造就了万物之灵的人类，使人类拥有灵敏器官及

灵活四肢，主要是为了人类原儿高感知感觉的修

行，『修行』是原灵 Soul 累劫世重要的任务，殊

不知；现代文明人类，改变了环境，异化了大自

然，不知修行为何物？导致『灵能退化』，人身

与原灵 Soul 的背离，『灵魂』中『三魂』难与『原

灵 Soul』联机，而『七魄』又难与三魂联系，只

有表现于外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任外在环境牵引，人变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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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见，事实上，是现代社会自己做主机会已

经很少了。 

『天作孽犹可违』大自然自有恶劣不是生存

的气候环境，虽然生物难挨难耐，但也不会使生

物『有身无灵』； 

『人作孽不可活』人类虽然度过了六万年来

的冰河时期，奈何现代文明社会变异，使得人类

『灵』与『身』产生了不同步的异化。 

文明社会没有恶劣难挨的气候，却有人类自

私为己的『私利』，这是违背『『母娘』Mu Niang』

『天地万物皆母生』母养群品、大公无私的道理； 

怪不得，有些人见到了『母娘』Mu Niang，

不由自主的悲从中来，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说

不出的委曲想跟『母娘』Mu Niang 诉苦；还有『灵』

的人还会掉眼泪；可是普罗大众却一点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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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灵身分裂』、『地球已步入毁灭的阶段』。 

普罗大众只认得『今生今世』的好事，不知

过去、现在、未来，不识因果，不懂修行，反正

只想自己过的好，故意缩小自己的灵能视野，以

『私利』看待世间，『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

上霜』；这种人『灵身分裂』，灵魂的『良知良能』

已经远离了人身。 

阿母婆心再诉说人类文明种种，人类原儿是

『母娘』Mu Niang 两百亿年来的寄望，寄望人类

原儿灵能饱满，开创地球大自然灵能修行空间，

进而使其他星球也能适合生物生存，奈何一个地

球就让人类自私起来，人类了灵能智慧，便想拥

有自己的财富、地位、权力；世界上，高阶层的

人类，拥有了大多数的财富、地位、权力。 

俗世文明人的『力争上游』，美其名是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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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地，实际只是要成为社会上关键的少数，社会

的眼光只要是人们努力打拼，希望有朝一日挤上

名流仕媛的行列。 

事实上，基本的饭饱温足、身心安顿，普通

人的生活需求是无可厚非，但这社会眼光却聚集

在，拥有财富、地位、权势的关键的少数；这是

目前社会价值观的取向，每个人都梦想当『首

富』、『首长』；这就是『私利』。 

不可讳言，『私利』是人类文明繁荣的动力，

世界经济繁荣，人类迈向现代生活，钱滚钱富者

愈富、但贫者愈贫；至此，人类渐渐失去了，生

态自然，失去了好山好水，失去了道德、良心的

价值，『尔虞我诈』的生态，讲究现实却也扭曲

了人性，减少了心灵反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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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精神分裂 

Section 6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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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灵Soul同步对映于人类原儿，而原灵Soul

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也与人

类原儿的『灵魂』联机。『灵魂』虽然看不到却

是有『三魂、七魄』的复合体。 

现代功利社会，人的生存环境讯息万变，不

一定每个人都能幸运的跟上社会的脚步，有些

人，工作前途事业失意，自暴自弃；感情受刺激，

家庭不和人生渺茫，频临崩溃的边缘，这是人类

文明造的孽，让『身、心、灵』脱节。 

事实上，并不是环境太恶劣，而是文明制度

衰减了灵能力量，使人没有斗志，有很多环境很

好的人，受太好的保护，不堪一击，自己本身见

不到意志力。 

但文明的私利社会，人与人的竞争，并无条

理可言，奸诈狡骗暗中中伤，让人无所适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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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无法跟上恶斗竞争，心里有着失落与不平

衡，被屏除在外的人，难免意志消沉，心灵异化，

『喜、怒、哀、惧、爱、恶、欲』的表现，不是

非常低落，否则便是非常高亢。感情、事业、金

钱，所有情绪的躁郁，如影随形；灵魂中『七魄』

的调节功能尽失，连带『精、气、神』三魂的能

量也疲弱不堪；『灵魂』与『身体』的连动渐趋

微弱。 

此时可能『外灵入侵』而形成『分裂的灵魂』

也就是「精神分裂」；外灵与本灵的争位、置换、

纠结、形成了『分裂的灵魂』，虽然如此，人类

原儿的『精体、气力、元神、三魂』，都是特殊

而独有，不可能被取代，只是徒增人类原儿身体

的痛苦，此时若能唤醒元神、启动灵性，重新更

新原灵 Soul 生命程序，便是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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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唤醒元神、启动灵性』谈何容易，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树木的倾斜并非一朝一夕，现

今文明社会，各种轻重缓急的『精神分裂』已成

为一种『文明病』，要『唤醒元神、启动灵性』

也只有『母娘』Mu Niang 做得到；这是渡灵的工

作。 

『精神分裂』最重要的就是没办法「正常睡

觉」，睡觉是『身、心、灵』重要的调节功能，

没办法「睡觉」而亢奋或郁郁寡欢，是导致『精

神分裂』的主因；于是躁郁的心情、疲惫的灵魂，

绝无法正常传递『灵子 Quantum soul』讯息给

原灵 Soul，原灵 Soul 若接收不到讯息，灵魂犹

如「断了线的风筝」，无所依靠、有时甚至搭错

线，性格怪异； 

这世界是「灵、能、质三位一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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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充斥着，看不到的「鬼神灵异」，人是

因为一直受『母娘』Mu Niang 呵护及与原灵 Soul

同步联机对映，倘若联机出差错了，外灵便会趁

虚而入，这是『精神分裂』，要解救『精神分裂』

唯有『修灵』一途；从零开始、从灵着手、修复

灵魂，回复本来面目，找回生命的初衷，就是如

此；来昆仑山闭关，必能找回失去的十二元神，

重新做人。 

 

第七節   无明的灵魂 

Section 7 the soul of Ignorance 

『无明的灵魂』：文明的社会，人类太注重

现实的生活层面，食、衣、住、行，忙的不可开

交，哪能注意到在自己身上，相对于天地自然的

灵能气息，世俗的人，将神视做木头刻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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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神领意会，体会神的存在价值；认为只有自

己才能使自己增加更多的财富，在生活上只认识

『钱』的存在价值，无法看到『灵』累劫世存在

的价值，这是现代文明人，对灵魂的无明，觉识

的无知。 

地球上的人类，只着眼于自己的『私利』生

活，对于灵性觉知一无所知，人的身、心、灵是

要均衡成长，身体要运动代谢，心智要健全知识，

灵性要觉知反省；但人类只反省眼前的利益不够

多，却无法反省生命的缘由、生态的平衡，人类

所有的设想都只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殊不知，

人不能独立生存于这个地球空间；愈扩大人类文

明，就愈缩减万物成长空间。 

人类身、心、灵无法均衡成长，万物生态便

就无法适得其所，殊不知，人类的生存，终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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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美丽生态大自然，而不是只为了私利，只

为了『人类的福祉』；人类根深蒂固的只为自己，

人类在地球的生活只是一种「无明」，这是『无

明的灵魂』。 

『私利』是一种无止尽的欲望，没有人知道

『私利』的满足点在哪里，这是『无底的深渊』，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人类无

尽的取撷资源，直到地球资源枯竭了，水源污染

了，空气变脏了，阳光不再风和日丽，人文环境

异化，人类不再互相信任，每天都戴着假面具，

这是『无明的灵魂』。 

现世间，人类九牛一毛的『环保作为』，要

扭转地球频临灭亡的事实，简直饮鸩止渴，地球

上天然的物质，水、能源、资源、空气，人文的

制度、社会的结构、生活的压力、生存的空间，



 八—108 

年复一年不断恶化，人类根深蒂固的『私利』观

念不除，人类的灵魂便永远『无明』， 

『无明』是一种慢性而不易觉醒的状态，汲

汲营营于市场机制的人，工作压力、生活痛苦，

渐渐不自觉的脱离了灵魂的牵引；因为长久以

来，人类纵放了私利欲望，让自我的灵魂走入了

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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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无明怪病 

Section 8 Ignorance abnormal 

现世间医学技术的发达，但总有找不到病因

的疾病，无法对症下药，无明怪病种类繁多不胜

枚举，有些跟随一辈子难缠的疾病，如果是会传

染的病毒更恐怖，行成瘟疫死伤更恐怖；无名怪

病如影随形的跟着患者，让患者痛苦一辈子； 

人一生病最快直觉的就是「灵魂」，除非是

麻木不仁，否则肉体的痛苦，由神经传导脊椎再

传给大脑，「灵魂」很快就感觉的到；「灵魂」本

身就有感觉生命，修复病痛的功能，人无时无刻

都在调节自己的生命状况，只是忽略、放任、会

使得病情难以控制，甚至产生无名怪病； 

但无名怪病从先天遗传而来，或基因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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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常见；有的人一生下来便要与疾病为伍，病

痛离不开身体，生病的宿命永远一生；世间人类

因全球化而缩小差异，但人类的心灵差异却天壤

之别，有的人活在水生火热，有的人却是极乐之

天； 

若灵魂有警觉、心智有设法是可以避免肉体

的苦痛、甚或在遭受吴明怪病的此时，保有一颗

敏捷、感知的心，都可以反转逆胜、扭转乾坤； 

奇迹、神迹的发生一定是发生在「灵能饱满」

的生命个体身上，生命总要时时勤拂拭，反省感

知的修行是创造奇迹的本钱； 

痛苦的灵魂在不断的奋斗之中，也会战胜病

魔开创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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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病老临终 

Section 9 Old and dying patients 

病老临终、或无意识状态的植物人，身体无

法运作、心智已不再反应，只剩下睡眠的身躯，

人的灵魂从无间断的与原灵 Soul 之『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联机，可是当身体无

法运作、心智已不再反应的时候，灵魂便要开始

打包「死的讯息」，虽然灵魂与原灵 Soul 之『本

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还在联机，但

身心已无法从外界获得新的讯息，大脑内灵魂的

运作便转而开始打包「死的讯息」，「死的讯息」

是一份在世的成绩单，人世运作修行功果记录都

写在「死的讯息」，人病老临终唯一带得走的就

是这份「死的讯息」，其余的金银财宝一个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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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 

临终可说是「死的准备期」生命的终点站，

生命本是持续的生灭循环，有始就有终、有生就

有灭；只不过在生灭「送往迎来」的过程中，要

让生命旅途：「下一站幸福」。 

即将死亡临终者的亲人，唯一能做的就是

「通灵」，藉由亲情，或在梦里或心有灵犀，与

亲人内心沟通，让灵魂无所挂虑的安心的走； 

无意识状态的植物人，身体无法运作、心智

已不再反应，只剩下睡眠的身躯，没有办法终断

灵魂与原灵 Soul 之『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的联机，大脑内灵魂的一直运作打包「死

的讯息」却无法终止生命；这对植物人及照顾的

人是何等的折磨！这是「死的障碍」；这世间还

是有「解不开的结」，于是就从累劫世的「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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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主」着手解决。 

第十節   冤亲债主 

Section 10 Karmic creditors 

人类累劫世的共业：在于人类是万灵万物食

物链金字塔的顶端，文明人类为了一己私利，砍

伐森林、开发资源、污染河川、断绝生物后路、

污染空气，改变大自然生态；到最后业报还是回

到人类身上，人类已失去美丽的大自然环境；后

代子孙越来越苦，人类累劫世以来已经累积太多

共同的冤亲债主；时运较差、灵能较低的人便会

遭惹厄运横祸； 

其次，人生在世行住坐卧、动辄得咎，有太

多的诱惑产生太多的私心，让人一时迷失方向、

脚步踏差、铸下大错，在纸醉金迷的声色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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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了求生存，为了得到好处往往昧着良心做坏

事，即使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但错误已造成必

有受伤害的一方，必有冤亲债主的产生，而且灵

魂对映于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的纪

录，冤怨必来世相报，冤亲债主于是形成，有时

厄运一到真是防不胜防。 

还有一种是碰到凶神恶煞，无意中的行为导

致横祸杀机，走了不该走的路，做了不该做的事；

无意中结下冤仇，冤亲债主如影随形，做事处处

不顺，甚至毁掉一生幸福，世事难料，应该求神

解冤谢结； 

改年改运解冤谢结祈祷文 

伏    以 

瑶池圣母云仙降驾灵光感化 

九天昆仑正隆法规时刻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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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寿消灾改年赖圣神之默佑 

赦愆宥过改运凭仙佛以护持 

今  据  南赡部洲       中华世界         

祈求 

祈求..禳灾解厄、保命延生、祈安植福、改变宿

世业障、消除冤愆怨尤、化解病魔缠身、解冤谢

结、南斗增龄、北斗长生、消灾解厄、怯邪改运、

善改流年、益改气运..                       

拜  叩 『母娘』Mu Niang 恩光 

身居尘世、忝处人伦     叨 

上苍而眷顾、赖圣神以扶持、恩风万万、德海茫

茫、既深感德于心、愧未丝毫以报兹恐  信士          

暨合家人等、日游三光之下、难无亵渎愆尤、身

处五浊之中恐有招惹过咎、自现年间以来、生辰

不顺、命运乖张、年冲月破、思无解脱之门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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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生、当有禳祈之路、 

就于母娘..神前启建消灾解厄、改年改运 

叩求 

诸尊佛圣、上下神祇、降鉴微忱、如愿所请、改

年改运、本命降真灵、宅舍得安宁、父母保长生、

诸厌化为尘、万邪自归正、营业得称情、阖门自

康宁、子孙保荣盛、五路自通达、众恶永消灭、

六畜保兴生、疾病得安痊、财物不虚耗、横事永

不起、长保亨利贞、解冤谢结使能消灾以度厄、

三灾同令之厄、道城之异之厄、天罗地网之厄、

官符口舌之厄、破方五鬼之厄、无端疾病之厄、

消愆、宥过、解厄、除殃、种种灾厄如尘化、般

般祸患似冰消，  

伏  愿 

    南箕赐福丹台书有享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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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添寿紫府注无疆之算 

    男增百福、女纳千祥、家门迪吉、人口平安、

所求所愿、永赐吉祥 

第十一節 打包死的讯息 

Section 11 Packaged die message 

死亡的前期是「临终」，「临终」是「灵魂」

打包「死的讯息」的阶段，「死的讯息」是一份

在世的成绩单，人世运作修行功果记录都写在

「死的讯息」，人病老临终唯一带得走的就是这

份「死的讯息」，其余的金银财宝一个也带不走。 

但打包「死的讯息」究竟要多久？这是因各

个「灵魂」而异；有的人飞机失事、车祸丧生、

械斗枪击、意外失足、风灾水灾、天灾地变、惨

遭横祸、有的人久病厌世、跳楼轻生、烧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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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绝路，有的人身染重病、长期病榻、病老临

终、自知死期； 

打包「死的讯息」究竟要多久？其实「灵魂」

的运作是超时空的，「灵子 Quantum soul 讯息」

比光子量能还小，不受光速的限制，打包「死的

讯息」应该是要看各个「灵魂」的差别能力，跟

时间应该没有关系；有修行的「灵魂」，灵能本

力较强，即使惨遭横祸、瞬间索命，要打包「死

的讯息」使「灵魂」离开肉体，回返瑶池『母娘』

Mu Niang（或是说上帝、西方佛祖）也不是难事。 

打包「死的讯息」主要是「灵魂」要回返瑶

池『母娘』Mu Niang（或是说上帝）那儿；重新

轮回转世有关；死亡第一件事就是打包「死的讯

息」，确认这一份人生在世的成绩单有没有带； 

平日要修行、反省己身、「身、心、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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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怠惰，虽然身体老了、心智弱了、而要保持灵

光，如此「灵魂」便能轻而易举打包「死的讯息」，

甚至自知死期、预知死亡。若是人未死之前因种

种原因「昏迷不醒」，此时的「灵魂」：『魂飞魄

散』灵能本力奄奄一息，则必须『安魂』召回十

二元神使之「安魂定魄」，举手拨开生死路 翻身

跳出鬼门关； 

安魂定魄召请十二元神祈祷文 

伏    以 

瑶池圣母云仙降驾灵光感化 

九天昆仑正隆法规时刻延祥 

延寿消灾改年赖圣神之默佑 

赦愆宥过改运凭仙佛以护持 

今  据 

南赡部洲       中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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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禳灾解厄、保命延生、祈安植福、改变宿

世业障、消除冤愆怨尤、化解病魔缠身、安魂定

魄、十二元神、三魂七魄、本命元神、元辰光彩、

南斗增龄、北斗长生                        

拜  叩 『母娘』Mu Niang 恩光..身居尘世、忝

处人伦     叨 

上苍而眷顾、赖圣神以扶持、恩风万万、德海茫

茫、既深感德于心、愧未丝毫以报兹恐  信士          

暨合家人等、日游三光之下、难无亵渎愆尤、身

处五浊之中恐有招惹过咎、自现年间以来、生辰

不顺、命运乖张、年冲月破、思无解脱之门植福

延生、当有禳祈之路、 

就于母娘神前  安魂定魄召请十二元神、千

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惟愿一炷心香

通法界、召请（精、气、神）三魂各归本位、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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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喜、怒、哀、乐、爱、恶、惧）七魄回返原

位、举手拨开生死路 翻身跳出鬼门关，在天在

地召请十二元神返。 

叩求 

诸尊佛圣、上下神祇、降鉴微忱、如愿所请、改

年改运、本命降真灵、宅舍得安宁、父母保长生、

诸厌化为尘、万邪自归正、营业得称情、阖门自

康宁、子孙保荣盛、五路自通达、众恶永消灭、

六畜保兴生、疾病得安痊、财物不虚耗、横事永

不起、长保亨利贞、解冤谢结使能消灾以度厄、

三灾同令之厄、道城之异之厄、天罗地网之厄、

官符口舌之厄、破方五鬼之厄、无端疾病之厄、

消愆、宥过、解厄、除殃、种种灾厄如尘化、般

般祸患似冰消，  

伏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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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魂定魄、十二元神、三魂七魄、本命元神、

元辰光彩 

    南箕赐福丹台书有享之年    北斗添寿紫

府注无疆之算 

    男增百福、女纳千祥、家门迪吉、人口平安、

所求所愿、永赐吉祥 

 

第十二節   死亡 往生 

Section 

当人停止呼吸、不再心跳、瞳孔放大、脑波

终止、表示身体已死亡；慢慢的身体开始腐烂分

解，但人身体尚存的能量会随「灵魂」脱离肉体，

这时「灵魂」只拥有能量而没有肉体，就叫做「阴

身」，「阴身」由能量组成，有时还会发射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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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看见，也就是「鬼魂」：有能量的「阴身」

不只能被看见有时还会影响阳世间，这就是显

灵； 

「阴身」的能量周期是七七四十九天，四十

九天内「阴身」的能量渐次转化做「灵量」；此

时「灵魂」才完全拥有十足的「灵能本力」，回

返瑶池『母娘』Mu Niang（或是说上帝、西方佛

祖）。 

「灵魂」因肉体的死亡变做「阴身」，「灵魂」

因没有肉体的大脑暗能量「黑洞」，因而无法与

「原灵 Soul」联机传递讯息，拥有能量的「阴身」

必须以「超光速」开始启程到达「宇宙黑洞」进

入灵界，向瑶池『母娘』Mu Niang（或是说上帝、

西方佛祖）报到、回归原灵 Soul，驾返瑶池的路

上就是『黄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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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为亡灵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引魂」，让

他『黄泉路』一路好走。 

不舍慈悲作证明  祈求百福纳千祥 

南柯一梦熟黄梁 堪叹人生不久长  

有生有死皆有命 无贫无富亦无穷 

魂飞魄散归何处 性朗心空望故乡  

瞻对神幡伸召请 领沾功德赴道场 

惟愿 

举手拨开生死路 翻身跳出鬼门关  

混元一气凝帝先 广演三乘流妙教  

云宫至圣不思议 克荐亡灵登道岸 

临 『母娘』Mu Niang 恩典 威神灵力 赐力加护 

超魂拔渡 『母娘』Mu Niang 慈悲广设方便  

『母娘』Mu Niang 威神 发表仙道  

锦袍金甲仗神光 玉堂金殿为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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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三界齐临天 奏箓授职归仙道        

惟愿 

得闻母法以开悟 领沾功德以超升 一日亲近母

法 母力修圆定慧 终得解脱业报 回向瑶池 发

表仙道 主宰广施雨露 利济存亡  共往瑶池仙

国 共赴净土之邦 悉使先灵超升 阳世共沐嘉祥

咸沾母恩 吉庆家安 冤孽消除 万邪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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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阴间 

Section 13 Unde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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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的时候是『阳世』，人死后就到了『阴

间』，『阴间』就是地府是鬼魂聚集的地方，人死

后离开肉体后，灵魂还具有「能量」，为了要将

「能量」转化「灵量」以便到达宇宙黑洞穿越时

空，回返瑶池『母娘』Mu Niang那儿（或说西方

极乐或说上帝天堂），亡灵必须存在『阴间』，所

以『阴间』是不同于『无极灵界』的「虚空能界」；

亡灵在『阴间』灵量会渐次成长，直到能够穿越

时空来去自如，亡灵都要有在『阳世』打包的『死

的讯息』，这是亡灵投胎转世的「通行证」； 

『阴间』跟『阳世』是重迭一体两面的；『阳

世』是可见光彩色的世界，『阴间』则无法见到

阳光「黑白的世界」，来到阴间没有物质的存在，

金钱也就用不着了；不管贫富贵贱都要等待「轮

回转世」，这是「生灭的过程，即使下辈子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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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无极灵界』当神佛，也是要走完这生灭的

过程，所有包括仙佛的万物万灵，「生、灭」就

是最好的修行历练； 

阴间种种，正如阳世有监狱，阴间也有地狱，

但人只要问心无愧、不耍心机、老实修行，有一

天必定能够成仙成佛；『阴间』已与阳世不同路，

亡灵很容易能够看到阳世子孙的种种事情，有亡

灵与阳世亲人还是如此依依不舍，难舍亲情人之

常情，可是阴阳两隔悲伤徒增困扰，应当强忍伤

痛下辈子再续前缘。 

南柯一梦熟黄梁，堪叹人生不久长， 

有生有死皆有命，无贫无富亦无穷 

魂飞魄散归何处，性朗心空望故乡 

瞻对神幡伸召请，领沾功德赴家堂。 

『阴间』有不样的时空，虽说是七七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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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期，但在『阴间』是短暂的时间，『阴间』的

时空已经压缩「须臾项刻、倏忽周回」七七四十

九天期一下子就过了，『阴间』亡灵最应该做的

就是「朝礼忏悔」： 

第十四節    朝礼忏悔 

Section 14 Toward repentance ceremony 

仰启三清境  无上三境尊   

仰启大罗天  无上玄穹主   

仰启三清界  侍宸诸众真   

妙道难思仪  造入诸玄门 

母经诀玄蕴  道引尘迷处   

我今净三业  口诵及心持 

惟愿母慈悲  开受我所诵  慈光烛卑贱  聪听

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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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讽诵持  向彻十方界  成就乙仞愿  如经

所称遂 

从此渐进修  成道争诸圣        

忏悔自从无始劫 无名私欲覆真心 贪恋私利以

邪淫 泯昧良心毁生态 

制造污染不自知 斗乱社会离间人 贪私欲痴从

三心 喜怒爱乐情七慢 

自然生态破坏尽 历劫罪根难思量 皈投『母娘』

Mu Niang 大慈尊 发露真心身忏悔 

万灵万劫诸罪障 我今忏悔悉消除 将此灵心奉

上圣 惟愿罪根悉赦宥 

不只亡灵要忏悔，阳世众生也要忏悔，人类

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生态开发资源，文明社会更

是竞争斗争，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种手段强出

头，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万灵万物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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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感受，在『阴间』亡灵看的更清楚；理当忏悔。 

第十五節    点主 发表 

Section 15 Point the owner 

阳世亲人于亡灵告别式邀请德高望重的长

官，或是高僧修行大德；让亡灵家属跪背亡灵牌

位，举 108 炷香点主，为亡灵开灵点神，让亡灵

黄泉路上一路好走、并要举行发表仙道仪式使亡

灵驾返瑶池； 

奉圣真香启聪明，开光点眼显威灵， 

灵光一闪入神胎，入神灵胎通真气， 

天之神光、地之神光、日月神光、开眼开光咒： 

开口光开口渡众、开眼光观视世界、开耳光闻声

救苦、 

开心光慈悲众生、开手光法印护持、开足光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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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开身光毫毫放光。 

点天天清清、点地地灵灵、点神神显灵、点人人

长生 

点左眼：观阴阳，天堂地府自通达。 

点右眼：识凶吉，红尘俗世看透透。 

点左耳：辨忠奸，妖言邪语转正信。 

点右耳：听善恶，五浊恶世播法音。 

点鼻根：吸吐纳，五气朝元降真灵。 

点金口：讲好话，能言善道救众生。 

点左手：托天盘，运行日月振迷沉。 

点右手：转八卦，扭转乾坤渡原灵 Soul。 

点左脚：踏七星，山高水深任我行。 

点右脚：跳三界，泰山北海快如飞。 

点金身：金刚体，万里江山我作主。 

点灵心：母通心，通灵达真神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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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罡地煞三境香，开光点眼达瑶台，炼质登仙金

刚体，庇佑子孙好将来。 

此时的亡灵，灵量渐渐饱满，摆脱「光、热、

力」能量的束缚，发表仙道驾返瑶池的时刻已到，

便有天真大神或功曹使者或牛头狱卒来接引。是

谁来接引？！端看亡灵在生之时修行作为、功德

品项； 

功曹使者貌昂藏 有大神通不可当 锦袍金甲仗

神光 马跃云飞下太空 

投哀达悃肃缄封 来赴坛场传发表 十方三界祈

昭报 奏箓授职归仙道 

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本就是繁复，死的事情

本应肃哀庄重，但无形灵事应首重意象表张，灵

魂的事能够了解最重要，意念的祈使可以助灵魂

上天阶达瑶台，托化仙乡证无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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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節    孤魂野鬼 

Section 16 Ghosts 

在阴间死去的鬼魂等待「轮回转世」超生，

但有些是没有携带「死的讯息」的鬼魂，这些是

五音杂汇男女孤魂野鬼一切无缘等众，也就是

「孤魂野鬼」，阴间的「孤魂野鬼」还是以人的

鬼魂居多，天地间各种生物心思单纯比较不会迷

失心性，但人类所处的文明社会，处处诱惑陷阱，

人很容易堕落，迷失心性丧失灵性，行尸走肉贪

得无厌忘记本源，只重享受现实利益，完全忘记

地球的永续生存；文明越进步人类越不知累劫世

灵源，原灵 Soul 回家的路，不在乎「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越不在乎灵的存在，魂飞魄散就

越会成为「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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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魂野鬼」没有「无极灵界」「死的讯息」

的通行证，不得以要留在阴间，没有肉体，只有

些微能量、灵量又弱不足以上「无极灵界」，「孤

魂野鬼」能量不足很难修行，无法提升灵能，所

以人身难得、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孤魂野鬼」

久了就变成「饿鬼」只能等待阳世的普渡施食，

以食物换取能量。但借助人类宗教救赎的力量，

只要「至心朝礼」灵的源头「瑶池『母娘』Mu Niang」

（或说上帝），历经「炼度」千锤百炼、百千万

劫孤魂必能得救得以上升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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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地狱众生 

Section 17 Hell beings 

人世间人难免犯错，地狱是关受刑人的地

方，让人反省知错能改，阴间是阳世要回到无极

灵界所衍生的中继站，要回瑶池灵界得先把阳世

因果，所作所为的帐算清楚再说，昧着良心所做

的亏心事，即使阳世没被发觉，到了阴间也要受

惩罚，「良心」是灵魂所感触的赤裸裸的评判标

准，地狱诸多苦难是一种警惕与煎熬，人死后难

免要受审判。 

灵魂接受死后的审判，若灵魂必须下地狱接

受罪罚，此时累劫世「原灵 Soul」修行的等第便

会往下降，依据罪罚的轻重调整灵的修行等第，

有时本来是人的修行等第，因为地狱的罪罚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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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畜生」的修行等第，「原灵 Soul」一失去人

身，想要修行恢复「人身」真是难上加难，因为

任何生物都没有像「人身」这样多样的感触，有

感触才得以修行，有修行才得以增长灵根；所以

人身难得「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得不小心！ 

阳世人类也必须励惕自我，『母娘』Mu Niang

依灵界蓝图造地球，地球本是万物万灵美丽的大

自然生态世界，无奈人类咨所欲为的破坏生态、

污染环境，大地朦尘、气候异常、人造的城市乌

烟瘴气，文明的枷锁正一步步勒住人类的生存命

脉，「阳光、空气、山川大地」不再美好，世界

不再美丽只是成为经济文明的垃圾场，人间炼狱

的时刻真会到来！人类破坏环境的共业促使地球

变成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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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節     灵魂故乡 

Section 18 Hometown soul 

文明进步语言、文字、生活风俗、宗教大不

同；世界各地各有不同死亡仪式与归处，或说蒙

主宠昭或说西方极乐或说上天堂或说驾返瑶池，

但万教同源、万法归宗，舍去文明的包袱、文字

的迷失，灵魂死后的去处，一定是回去「灵的源

头」灵魂故乡。 

当人死后只剩下还有「能量」的灵魂，灵魂

在阴间的缓冲期，使「能量」全数转化「灵量」，

灵魂没有「光、热、力」的束缚，除了有罪罚必

须去地狱以外，只要有携带「死的讯息」证明文

件，都可依修行品相次第，归位无极灵界「一百

零八灵层」，「死的讯息」证明文件是「原灵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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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此世的成绩单，生命的生灭就是原灵 Soul

的一学期，有开始有结束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提早

结束自己的生命； 

原灵 Soul 历经再一次生命的生灭，本命灵

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又增长许多，又将生

命的成绩单「死的讯息」证明文件缴交『母娘』

Mu Niang 后，就再等待分发，再一次的「轮回转

世」历练以充实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人世间是触感最强的修行场所，若不到

地球轮回，则原灵 Soul 的本命灵根 Natal 

Spiritual roots 就会显得迟钝，所以原灵 Soul

对再一次的「投胎转世」，给予殷切期望，希望

「下一站幸福」下一次生命能够表现更好，甚至

有的上层的原灵 Soul 先知，修行品第已达「仙

佛」境界，却「返驾慈航」，再投胎转世回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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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当人；为的是改善世界的理想； 

『母娘』Mu Niang 孕灵造物两百亿年后的地

球，人类因文明进步变的更竞争，社会变的更残

酷现实，人们只重视眼前的好处利益，却忽略了

地球环境周遭万灵万物的生存空间，人类的生态

环保毕竟做得太少，地球冀望有「返驾慈航」「轮

回转世」的仙佛「原灵 Soul 先知」，来点醒只为

私利的人类，让地球还原美丽新世界。 

第十九節   灵魂的修行等第 

Section 19 Soul Rankings 

修行在于觉醒，自从两佰年来，人类取撷原

油成为电力能源，人类的心灵修行，已变得微不

足道，在「电」的世界里，科技进步远大于人的

思考脚步，一眨眼之间，地下电车，电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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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等日新月异的科技产品进步快速，却

容不下人类停下来思考反省，现世间的人类灵魂

修行等第每下愈况，人类变的讲求私利而现实。 

为什么我在这个「不同以往，瞬息万变」的

世界里，，而我只能追求财富，不能选择生存空

间？是的，不断的追求财富，从无到有，有还要

更富有，当人类启动了经济活动，这世界只能持

续不断的让经济更加繁荣，但成长总有极限，有

天当人类经济从灿烂归于平凡，这是人类必须反

省觉悟的时候了。 

人类应不要再追求私利文明，要有更多的心

灵空间反省大自然的资源、生态、水、空气，反

省人类的私利欲望，反省社会结构，反省政府制

度，反省人类生活，从而提升「人类灵魂修行等

第」，能够提升「人类灵魂修行等第」才能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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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步向灭亡。 

上层的提升「人类灵魂修行等第」是『先知

的灵魂』：先知先觉是预知未来，生命的轨迹是

可以被预测的，人类总是为着「私利」而打算，

如果将「先知先觉」的灵能力量，用于自己的「私

利」，想要预测自己「私利」的未来，则这种「私

利的灵魂」，并不符合「修行」的要件，是无法

「先知先觉」的。 

先知先觉的灵魂必须经过「修行」的焠炼，

「修行」当然是要摆脱人类的「私利」，体验天

地自然，将「天、地、人」融合于自我的「身、

心、灵」。跳脱文明社会经济活动思想范畴，感

知，无极灵界，太极宇宙，累劫世原灵 Soul 的

修行，让地球成为美丽万物万灵适合生存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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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是「返驾慈航」甘愿做人的上乘修行者，

「先知」具有天命，是要扭转文明私利的迷失，

是要极救大自然生态负于污染灭绝的迷失，是要

唤醒埋藏在人类心灵的良知良能，让文明稳定于

人心，不要再破坏生态，不要在撷取资源，要人

类舍弃私利，世界才会太平。而上述的事情，最

先做的就是渡化救赎人类的灵魂，免于痛苦，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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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節  生命的初衷│灵魂

复古 

Section 20 The initial life 

若要「既得利益的已开发国家」，卸除资本

私利的外衣，尽心造就万物万灵的生态美丽新世

界，可能要等到能源枯竭，生态灭绝之后，才能

反省觉悟；人总是沾沾自喜，自己比别人过的好，

殊不知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使人的视野觉知变的

狭隘，只看到自己，久而久之，人的灵性空间阻

塞了，灵魂变得麻木了，越来越多的人都变得失

去生存的意义，人与人相对性的比较，过得较好

的人，总是占少数，而普罗大众，总是后知后觉，

随波逐流，没有心灵的定见，这是「无明的灵魂」。 

普罗大众的无明灵魂需要被救赎渡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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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私利文明」所带给人类的痛苦，人类虽处

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但生存空间、生活范围，生

命广度都非常狭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

只能尽其一生，追求永无止尽的科技新知；自己

所熟识的工作领域，没几年却已落伍而乏人问

津，生活永远没有满足点，就像一直旋转的陀螺，

人类的灵魂变得永远「无明」。 

生命的初衷│灵魂复古 

地球上万物万灵的生命都是造物者│『母

娘』Mu Niang，所赐予的，每一个高分子碳水化

合物的生命体，都蕴含着与大自然生态不可分割

基因，例如，动物都呼吸「氧气」，而植物却是

光合作用制造氧气。 

远古的地球，植物旺盛，空气新鲜，氧气充

足，原始的现代人类虽然没有「现代文明」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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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却也存活了八百万年，是的；「现代人」已

经存活了八百万年，这「八百万年」来，人只是

地球大自然的一份子，原始的现代人类能运用智

慧度过「冰河时期」，但现代的文明人类却无法

化解，因人类开掘地下原油所带来的水、空气等

污染，致使温室效应，也就是现今的空气含氧量

越少越稀薄。 

如果，再有个「冰河时期」，人类再次躲入

地穴府下，地球的含氧量不像远古时代，人类铁

定走向灭绝之路，所以，「『母娘』Mu Niang」声

声呼唤，人类原儿要了解生命初衷，了解生命的

缘由；人类数千年来的「私利文明」，把大地资

源当做人类文明所独有，蚕食地球的血液│『原

油』。有天，地球将渐渐枯竭灭之，在此『『母娘』

Mu Niang』要声声呼唤，人类原儿应该感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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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初衷』。 

 

「『母娘』Mu Niang」赐予人类原儿：「生命

的初衷」，这就是原儿的「真面目」，奈何近两百

年来，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原始风貌，这

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全面性的破坏森林生态，取

拮天然资源，虽然，现代人类出门有骄车代步，

家里面全部是电器用品，美其名是创造便利舒适

的居住环境，但人类总是无止尽的从事「经济活

动」，「赚越多前人」「越有影响能力」，现实的人

类除了向钱看齐以外，别无心灵的反省力量。 

现实的现代人生活，人类已无法改变用电，

用石油的习惯，殊不知，现代人是正在取用地球

的血液│『石油』，来过舒适的生活，人类灵魂

不能自知地球能源终将枯竭，这是「无知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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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所以，要找出「生命的初衷」，「灵魂的真

面目」，就是复古累劫世以来原灵 Soul拥有的「真

面目」。 

现今生态浩劫，人文锁闭，除了工作赚钱，

还是工作赚钱，世界复古就必须先找回人类的真

面目，「灵魂复古」。 

第二十一節   渡化原灵 Soul

的天命 

    Section 21 Destiny 

人的灵魂有分三魂与七魄，三魂连先天本灵属较

高阶的『精』、『气』、『神』，『精魂』成就人的精

神思考，『气魂』成就人的外在感应，『神魂』是

原灵 Soul 的本命元神进驻原儿的灵窍也就是灵

元；先天的『三魂』经人世间后天环境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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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魄』，

于是造就了人的本命。 

所以，先天『三魂』的运作，不管是表现于

后天的身体所属的『七魄』，还是与累劫世『原

灵 Soul』的往来联机沟通都很重要，如果先天『三

魂』断绝了与累劫世『原灵 Soul』的往来联机沟

通，势必当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灵魂』回返

『灵界故乡』的路断了线，便无法回返瑶池仙界

或天堂，而成为『孤魂野鬼』。 

现代人，不识自累劫世以来『原灵 Soul』成

就人身，『母娘』Mu Niang 造就万灵万物的生态

世界，如果『原灵 Soul』没有被渡化，『原灵 Soul』

身陷现实的功利社会，当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原灵 Soul』可能就是无法回『天堂』。 

现今社会，要教世人放弃赚钱的功利主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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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无止尽的赚钱工作已是人类的宿命，

就只有要等到，地球资源耗尽，人类无利可图，

人类才会反省，可是到那时也是太慢了，地球已

是生态浩劫了。 

『『母娘』Mu Niang』悲悯东林儿女，中土

众生；不放弃一丝救渡的希望，在现实里唤不回

功利原儿众生，但『『母娘』Mu Niang』着眼救

赎『原灵 Soul』，要先点醒人的灵魂『三魂』中

的『神魂』，让人类原儿时时刻刻有『灵』的感

觉存在，要识得『母』这个宇宙万物万灵的造物

造灵者『『母娘』Mu Niang』，点醒原灵 Soul，唤

醒迷津，让世人能够了解，『生从何来！死从何

去！』，各个『原灵 Soul』都知『回乡仙路』而不

迷惘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 

『娘在云霄望儿归』，如果是『母娘』Mu 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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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子，便有『母娘』Mu Niang付予的『累劫世

渡化原灵 Soul 的天命』，唯有先天『母娘』Mu 

Niang 付予的『累劫世渡化原灵 Soul 的天命』，

才有改变这世界，改变人类资源耗尽即将灭亡的

宿命。 

 

第二十二節   世界末日  

    Section 22 End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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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两百亿年前就出自『母娘』Mu Niang，从

原灵 Soul 的演化以至于现代高智慧的人类，人

类的路走到现在，就因为以个人『私利』为主，

人类取拮地球上所有资源并占为己有，无限度的

开发资源，咨意的破坏生态，这都是起源于现代

人类拥有伊科永远无法满足的心，；一颗『欲望

无穷』的心。 

无所节制人类的作为，终于使得气候变化异

常，资源耗尽生态污染，都市城镇尽是乌烟瘴气，

加工过的食品有着太多的化学物质，人类身体体

质一代不如一代，群聚的地方总是太多的流行病

变，人类抵抗力大不如前，药物滥用的结果却使

人生命残延苟存，现代的年轻人只想着要赚钱、

要工作，只想到自身的利益； 

尚不知，地球生态的恶化，是自两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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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开始的，如今，虽然科技昌明，但很明

显的，生态、气候皆已恶化。 

『『母娘』Mu Niang 预言』 

再过五十年，公元 2059 年，世界末日即将

到来，生灵涂炭、遍地尸野、地球不再适合万物

万灵居住，这是人类执意私利的经济活动，无止

尽的取拮资源，终使地球万劫不复。 

空气变差，水源污染，气候异常，这是地球

要再次长眠的征兆，也就是说，冰河时期即将到

来；地球发热温度上升，极地的冰雪融化殆尽，

海平面升高，压缩了万物生存的空间，高温的气

候必得到大地反扑，天候异常极速降温，全世界

冰封河川，长达一万两千年的冰河时期终将来

到； 

聪明的人类，即使穴居也解决不了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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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油耗尽，不再有能源，空气已缺氧，大地

死寂，地球注定终止五十亿年的生命！？就是因

为私利的人类。 

既知地球万物即将断绝生机，『『母娘』Mu 

Niang』垂怜五浊恶世欲海众生，地球人类要绝

处逢生必当学『『母娘』Mu Niang爱子』心情，

以地球上万物万灵生存为念，不再取拮能源，不

再污染生态，不再私利自用，但现实社会要做到

谈何容易，不得已，『『母娘』Mu Niang』要救赎

世人，就必『渡灵为先』。 

第二十三節   渡灵救赎 

Section 23 Spirit Salvation 

人类的灵魂有『三魂七魄』，而『三魂』中

的『神魂』，就是连结灵源也就是累劫世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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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渡灵是要渡化人类的灵魂，尤其是『三魂』

中的『神魂』，渡灵是要救赎『神魂』，救赎『神

魂』才能与自身的累劫世原灵 Soul 连结，使人

类识得灵源恢复灵能本性。 

 『母娘』Mu Niang 为了渡化灵魂，自累劫

世以来，便派遣『母娘』Mu Niang 的龙子凤女们

下凡尘，首先，必须接受生命的考验，情关考、

金钱考、失业考、身体考、家庭考、魔难考、龙

子凤女们到最后一无所有，开始静心思考体会无

常，感应『『母娘』Mu Niang』的灵能本力越来

越强，并了解自己所带的天命，这是『渡灵』的

天命，带天命的人，注定要服务世人，普渡众生，

救劫渡灵，这是智慧的超越，人生活的将更有意

义。 

人世间，生硬的现实环境，无可转圜，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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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必须以灵为先，渡化人内在心灵世界，让人

类与心灵的『母娘』Mu Niang 相通联机；于是便

顿然省悟，原来，这世间一切的错误都是从人类

的『私利』开始，人类有了『私利』，误以为这

世间的『资源』、『财富』、『名利』、都是个人拥

有；世间的劫难、纷争便因此产生。 

有人，一辈子负债永难翻身，有人，一辈子

打拼却买不起一栋房子，有人一辈子夫妻却债台

高筑而成分飞燕，有人一辈子求财，可是钱财却

永远不够用，有人，一辈子投机到头来却是一场

空； 

『私利』的社会，善良的人永远都垫底，只

能感受生活压力的苦楚，社会愈进化，人类的生

活压力就愈极端；所以，『渡灵为先』，要先解放

被现实绑死的心灵，人类的未来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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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能得『人身』是因累劫世原灵 Soul，持

续修行『母娘』Mu Niang 四力的结果，现今地球

上拥有人身的原灵 Soul 将近六十亿人口，但地

球所能承载人类的最大数是九十六亿人口，所

以，公元 2059 年，地球人口达到九十六亿，届

时，地球一切的食物、粮食、能源、资源、也皆

要耗用殆尽。而空气水源的污染、阳光气候变迁，

一切种种都显示，地球过度的利用与负荷，人类

与万物万灵的痛苦已达到水深火热。 

归根究底当然是人类这颗『欲望私利』的心，

相对的，天地万灵万物共荣共存，才能共构地球

美丽的新世界，时下人类这颗『欲望私利』的心，

蒙蔽且背离了累劫世原灵 Soul 的天命；『欲望私

利』仅是今生今世心灵的蒙蔽，累劫世原灵 Soul

的天命，则是生生世世的灵性修行，为的是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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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灵去除私利之心，改变污染的生态、拯救世

界危机； 

累劫世原灵 Soul 的天命，就是要人类原儿

带天命修行，是为了来世今生，让人类能够绵延

后代子孙，有好山好水、有天地日月灵气，这就

是『渡灵的工作』。当然最好的示范在于：『昆仑

山灵修世界』。 

『渡灵的工作』首要『醒度迷津』，世间人

总是迷，迷钱、迷情、迷财物、迷资产；终身为

钱财打拼，但没有几个人能成功顺心，有的人经

商失败、有的人负债累累、有的人家破人亡，世

间人的生活只围绕在『金钱游戏』。 

『欲望私利』的心是蒙蔽堕落的灵魂，『渡

灵的工作』是要救赎这些蒙蔽堕落的灵魂，救赎

灵魂让人身振奋，不再纸醉金迷、不再飞蛾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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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灯红酒绿，要让人洗涤心灵，不要在为钱烦

恼，要爱护身体、沉淀心灵，感应累劫世原灵 Soul

的天命，这就是『渡灵的工作』。 

对灵性『母娘』Mu Niang 有感应的人，就是

带天命修行的龙子凤女，要负担起『渡灵的工

作』，承继『母娘』Mu Niang 渡灵醒世的天命，

要使那些失业彷徨的人、那些身世凄惨的人、那

些吃药害病的人、那些走投无路的人、那些一败

涂地的人，那些苦功苦劳的人、都能感应『母娘』

Mu Niang、然后得到救赎。 

带天命修行的龙子凤女，『渡灵的工作』就

是要使世间人，认得这天地间『孕灵造物』的『母

娘』Mu Niang，认母拜师自然灵能升华、神领意

会；引迷入悟、渡化灵魂、发掘原儿既有的『累

劫世原灵 Soul 天命』的灵根，让世间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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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带天命修行的龙子凤女。 

 

第二十四節    渡灵如何修圆 

Section 24 Rounding 

弘扬母教，在于渡化灵性，唤醒人类被私利

蒙蔽的心灵，发掘原儿既有的『累劫世原灵 Soul

天命』，成为社会中坚主宰，扭转文明人类追求

私利的盲点，建立天地万灵万物共荣共存、共构



 八—164 

地球美丽的新世界。 

渡灵的工作在于修圆，人的灵魂因为『会母』

而识得『母娘』Mu Niang，但要如何脱离现实生

活中的艰辛与困顿，如何才能步入永续的『累劫

世』生活修行、生命灵修，那就是需要『修圆』，

『修圆』就是要为人类寻求不同于『私利』的出

路。 

在人世间，越文明越要求完美，但人生却发

不完美，『财、子、寿』万应俱全的人生有谁能

够？世人总是追求用不完的财富，还希望有出人

头地的子孙，希望自己能名利双收，长命百岁； 

但，曾几何时，自从人类知道使用电，社会

变化的脚步如此之快，好的事物往往一下子就成

为过往云烟，个人的努力永远达不到社会给予的

要求，在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中，『母娘』Mu 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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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子只能靠『调整生活、修圆生命』，来面对

这一切都讲求私利的年代。 

『修圆』就是要为人类找出一条能融合于

『大自然生态万物万灵』的生路，现实的文明人

类，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与生活，殊不知，整

个地球生态，人类只是地球的一小部份，但人类

造就了自己的文明繁华，却毁了地球万物万灵生

存的生态环境；因此，『『母娘』Mu Niang』要渡

灵修圆，是要唤醒盲目而只求经济成长的人类，

屏除个体私利，改变生活型态，修圆生命，重回

大自然生态，让人类扮演万物万灵的守护者，这

渡灵修圆的理想国度，在『『母娘』Mu Niang』

这儿就称为『昆仑玄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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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節    昆仑玄圃 

    Section 25 Kunlun mysterious garden 

昆仑玄圃是孕灵造物的『母娘』Mu Niang，在地

球美丽新世界的范本蓝图，文明的人类只为私

利，经济发达的背后，事实上只是金钱游戏不断

循环，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代人贫富差

异大，穷人生存困难，生活不易，社会问题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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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穷。 

    现代文明，生活的步调只是要人们不断卖力

的工作，却无法得到较高的报酬，普通人赚一点

钱，隐含自己的老板却赚了大多数的钱，相反的；

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了，最先面临失业危机的，总

是平凡的自己，富人总占赢面，而大老板永远有

脱身之计。金字塔的社会型态，好康的总是最上

层那几个。 

   『『母娘』Mu Niang』慈心泪滴，不愿看到原

儿众生受苦受难，自己一生辛勤的努力换来的可

能是宿疾缠身；人类私心自许，一生之中只为了

『私有利益』，太多人毫无节制的挖空地球资源、

破坏污染环境，因为个人『私利』导致后代子孙

于生态浩劫之中。 

    因此，『母娘』Mu Niang 将美丽新世界：「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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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玄圃」献给人类原儿。『昆仑玄圃』的要点在

于： 

    一、『以万物万灵共荣共存为依归』：『『母娘』

Mu Niang』创建宇宙甚至地球的初衷在于孕灵造

物，使地球成为万灵万物成长历练修行的空间，

因此，地球不惟独是只有人类的「地球」；『母娘』

Mu Niang孕灵造物的理想是以大自然万灵万物为

本，不是只有考虑人类自身的现代化，人类的现

代化却没有深思谋虑，人类身为万物之灵却摧残

了整个大自然生态；天地有情，山川有灵，奈何

人类只求自己的便利，牺牲了水资源，并造成空

气污染，气候温度的变迁，因为人类的短见，显

见以私利为本质的『文明社会』是个错误；以赚

钱为目的的人类行为，终将不择手段的造成人类

心灵与自然生态的污染；所以『『母娘』Mu 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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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告诫，人类不要再短视近利，否则，终将失

去生态地球，地球是「『母娘』Mu Niang」生造

的，「『母娘』Mu Niang」造地球的初衷是要「万

物万灵共萦共存」，并非独厚人类，只为私利违

背大自然法则，就是违背『母娘』Mu Niang 的初

衷，所以唤醒迷津、渡灵修圆，改变人类习性，

乃当务之急。 

    二、『物质再生，能源净化，生态循环』：宇

宙万灵万物生生不息，「灵、能、质」不断的转

换互生，「物质」转换成「能量」的过程，或是

「能量」转换成「物质」的过程，都是「放热反

应」，也就是说：宇宙间万灵万物都是必须「吸

取能量」，以达到生命修圆，生活修行的目标；『母

娘』Mu Niang 给予宇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

源，但这必需懂得「质与能」的转换，可是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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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利益与方便，直接取用地球上的能源─

石油（这是地球的血液），因为人类使用石油，

空气污染严重，甚而产生地球温室效应，气候条

件或温度变迁，及地融冰都明显加速，地球正在

遽速的转变成不适人类居生的地球。 

  所以人类必须懂得并力行「质与能」互换，

这就是「核分裂」与「核融合」的能量效应，有

干净能源，进而以氢气能源替代石油，爱护地球、

物质再生，所有物质都可以回收再利用，『物质

再生，生态循环，弃物归灵』以个人做起，地球

上就没有垃圾问题；天地之间，『生命是轮转的，

生态是循环的，生活是永续的』，这就是『生生

不息的地球』。 

   「灵、能、质」也是生灭的转换，生命的历

练在于修行，「物（包括人类）」生生世世，累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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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来，目的就是修行，因为每一种物都具有灵

的本质，也就是『原灵 Soul』；物的修行只为了

「灵」的本性灵根，所以，万物与「灵」的传递

转换是重要的，万物与「灵」的转换时机就在于；

物的成住坏空或生命的生灭之时； 

人类偶有获得灵感，这是灵与物借着人身上

的灵魂（三魂七魄）中，三魂的『神魂』而有特

殊的感觉；这就是灵、能、质的转换；只要人的

灵魂与其原灵 Soul 的联机，则人与灵的讯息也

不时的再转换与传递，相同的道理，命的生灭，

也是人（物）与灵的往返。既然如此，「灵」、「能」、

「质」的往返转换，自是频繁，这是『母娘』Mu 

Niang 生生不息的道理；人类自应循环生态并善

用核能，使地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使地球『生生不息』，这才是『母娘』Mu 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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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意。 

  三、『基本的生存空间、生活条件』： 

  天地万物皆母生，『『母娘』Mu Niang 爱子』

甚至于万灵万物；大自然万灵万物的生态链网，

让生存在地球的万灵万物，各演所能、各取所需，

绵延后代，或优胜劣败、物种淘汰，但人类之文

明制度，限缩人类自己的生存空间，相对的也破

坏生态环境。 

为什么？同样在非洲沙漠的不同国家，有的

人饥饿在垂死之中；有的人却能够在沙漠中吹冷

气，为什么世界级的首善之都，还是有游民，还

是有贫民窟，抢劫更是司空见惯？一碗面竟然五

个小孩要吃，政府的社会救济再怎样完备，还是

都有门坎限制；是文明的限制把人类生活绑得死

死的，工作压力、生活重担，万般由不得人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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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空间，人类的路越走越窄； 

  『『母娘』Mu Niang』婆泪频催，望世人迷

途知返，以苍生为念，给人类基本的生存空间，

生活条件。 

  愿大家都有饭吃，愿大家都有屋住，愿大家

都有衣穿，愿大家都行动自如，满足基本的需求，

人类就不会偷拐抢骗、作奸犯科；有了基本需求

便无后顾之忧，贫穷也可以两袖清风没有负担，

人便可是专心的修行，过多的财富衍生烦恼的负

担；没有工作就可有饭吃，可增长心灵运作的空

间。 

就让世界洗尽铅华、让身心灵归于平静，有了基

本的生存空间、生活条件；大家努力修行，并造

就美丽新世界。 

  四、『资源正常分配，反转Ｍ型社会』 



 八—174 

  文明制度的金钱游戏，玩久了，只剩两种人，

一种是常常赢的有钱人，一种是常常输的贫穷

人；玩久了，很少有不输不赢的中间人，这就是

双头大的Ｍ型社会； 

文明社会有两大类的人，一是主流人物，有

金钱、有权势、有学识、有主见，是既得利益者，

文明制度法条规文永远位这些主流人士着想，另

外一些人就是被边缘化的人，辛苦工作一辈子却

没得几分钱，所赚的钱仅能温饱；没有钱，没有

权势的人，永远在跟贫穷奋战，放眼文明世界奢

侈的诱惑，何其多？豪宅，房车，名牌，上流社

会等等，要花钱的事，真是多！被边缘化的人要

翻身真是难。 

  有钱的世代，只要好好经营，再过几个世代，

都永远有钱，被边缘化没钱的世代，文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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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游戏之下，要翻身真是难，只能做着异想天

开的有钱梦，到最后全世界的人，有钱人，没钱

人，都在跟钱打交道，甚至出卖灵魂；任何形式

的媒体广告，还不都是为了钱的目的。 

  所以，资源正常分配，才能返转『Ｍ型社会』，

一个人拥有好几代还花不完的金钱资产，这金钱

并没有太大意义，一个人负债而祸及子孙，这也

不是好事，一辈子的打拼买不起房子，这真令人

遗憾。金钱游戏之下，普罗大众变的弱势，变的

随波逐流，变的拜金媚俗，传播媒体的引领流行，

人丧失了道德判断，归其原因就是资源财产分配

不平均，在高位者，既得金钱与权势，那肯放手？

在此唯有透过『母娘』Mu Niang心灵感召，唤醒

灵性，唤醒沉迷堕落的心灵，才能使资源正常分

配，反转Ｍ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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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玄圃」要创造地球上的美丽新世界；

让世界杜绝偷抢拐骗，杜绝作奸犯科，人生的目

的不是只为私利，而是要共同创造美丽新世界的

思维，让生命永续，生态循环，生基永固，让人

类再活五千年，一万年，甚至一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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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自传 

 

玉山母系昆仑山瑶池宫住持 泓仁导师 简介 

末劫救世 泓仁导师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of Doomsday Savior Psychic 

Master Ho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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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母系昆仑山瑶池宫住持 泓仁导师 简介 

The  introduction of Doomsday Savior 

Psychic Master Hozn who is the Abbot 

of  Kunlun Yozu Palace in Taiwan Yushan 

lines. 

本名陈泓仁  男 简称泓师：民国 49 年生于嘉义 

东海大学工业工程系毕业，住在嘉义县中埔乡中

仑村 40-8 号昆仑山瑶池宫； 

I am Hozn Chen（Master Hozn） ,49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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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in 1960,was graduated in 1960 from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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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gHai University ,I live in Chiayi County 

Zhongpu Town Zhonlun village 40-8. 

少年泓师 

虽然现代文明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要上班赚钱，但

也不注定每个人都是兴趣「赚钱」，工作实际上

是为了生命生活的安稳罢了！因为每个人从出生

开始都有自己的属性与天命，万物万灵的世界里

天生就很会赚钱的人，毕竟只是金字塔顶端的小

部份而已；只是这世界大家都向钱看齐，都只顾

追求金钱拥有、物质享受，大家漠视了灵性发展，

社会价值扭曲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而我的少年阶段生活悠闲自在，自己除了努力上

学读书外，脑子里空想的时间占了大部分，天真



 八—180 

无邪的我观察到大人们的种种行为言语；我从小

喜欢观察人,我经常阅读人心扫描人性.我可以

轻易看到一个人的过去事情以及他现在的心性

状况. 

I liked observing people while as a child.I 

often read the heart and scan the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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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easily and His properties. 

，知道人类行为的前因后果， 很容易的预测这

个人接下来会如何？ 

我常说人就像一颗转动的陀螺，在旁观看的人很

容易的知道陀螺的转向以及陀螺何时会停止！ 

我是个不喜欢说话的人,但我一直喜欢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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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 

I am a person not liking speaking, but I liked 

the poem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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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tradition for the past holy, hold 

the peace for the world. 

在幼小的心灵里,我把这世界想的太简单天真

了. 

In my immature soul, I thought the world is 

simple. 

青年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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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中懂事以来，即知道祖父在很远的山上建造

寺庙； 

Since high school,I am aware of Grandfa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hill; 

记得高中毕业那年，民国六十八年曾经骑摩托车

上山，在山麓下竟然因路面布满石子，没有柏油

路而滑倒， 

Iremembered had been riding a motorcycle up 

the temple hill in 1979. because the road 

covered with gravel,I slipped and fell over. 

真是记忆犹新，那天是王『母娘』Mu Niang 娘生

日，从各地来的信徒络绎不绝，虽然当时山路很

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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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ally remembered that day was the 

birthday of Queen Mother.The 

believers  came in a continuous stream from 

all over Taiwan,Though the mountain path was 

very narrow at that time. 

有游览车载信徒上山，挤在瑶池桥上动弹不得，

我当时充当指挥；疏散人潮 

People took the bus and went up 

Kunlu hill.People crowded and could not move 

on the Yozu bridge. I served as and commanded 

evacuating crowd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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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开车载阿公去台南麻豆代天府，带着

一块匾额要去给五府千岁还愿，没想到当时台南

麻豆代天府正是五十年一次的作醮；真是巧！ 

大一时，曾在图书馆、阅读收集道藏经有关所有

西王金母的记载； 

When I was a freshman, I read and collected 

record of  the Taoist Scriptures about Queen 

mother in the library. 

在大学里也读过佛教的金刚经参加佛学社、基督

教团契，也修习过世界各国的比较宗教课程学

分， 

I joined the Buddhism society, Christianity 

group in the university, I also rea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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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Sutra, The Holy Bible.I repaired the 

comparison religious course credit too. 

年轻时代，即留意宗教方面的动态,宗教启蒙教

育于是成形。 

Young era, I looked out for the trends of the 

religion,then the religious formative 

education took shape for me. 

大学时代，最有印象的是大学时母亲得癌症的

两、三年期间；除上课外、自己有时间便是侍候

母亲了；母亲是个爱家、爱孩子的传统女性，在

母亲短短的五十年岁月里，母亲时时刻刻的照顾

与鼓励我们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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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泓仁内心深处感觉与心灵的影响，非常之大；

这在孩提时代即深深感触，母爱的伟大；在大学

读书的时间，因为『母娘』Mu Niang 的病，我的

人生都是黑白的；在大学时泓仁一没课就往医院

跑，母亲三年内数度进出癌症病房的期间，心灵

真是一种煎熬，直至丧母之痛，对于刚俱备成年

感情的泓仁，真是刻骨铭心，至此、忘不了母恩、

母爱，感谢妈妈给了我们孩子快乐的童年。 

大学阶段，曾经没头没恼的每天写信给从没说过

话的女生，长达一个月；也曾经在毕业舞会上，

孤单的一人走出毕业舞会大门，看见成双成对的

等待进场的同年级同学们携伴入场，个人这种孤

寂的感觉真是感触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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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后，还没结婚、就业，就上山帮忙阿公的建

庙，阿公几乎过着苦行憎的日子，我作了一首诗：

炎金奔劳扬母教、山行苦功证仙道。 

阿公：就是开山祖师；陈炎山炎金是阿公的俗名，

从六十岁发愿建瑶池宫，以前阿公都是坐公交车

到外地，诸如高雄、台南、嘉义、云林、彰化、

台中等地化缘、并为当地信徒做些气功、灵疗及

宏扬『母娘』Mu Niang 道。 

泓仁大学毕业后，那时我有车，我常开车载着阿

公到台湾各地的昆仑山瑶池宫王『母娘』Mu Niang

娘分灵分堂，可是经历了三十几年的岁月，各地

的分堂也都老成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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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庙是阿公的使命和工作，当时我曾和昆仑山村

中的十几位师姑组练诵经团，记得当初就连『般

若波罗密多心经』这几个字都念错音；瑶池宫诵

经团至今数十年如一日，每逢初一、十五即上山

诵经，目前这些师姑都已八十几岁但还是上山诵

经，（但现在师姑们也都走不动了）但泓仁也深

知，除了阿公的建庙，宏扬『母娘』Mu Niang 道

是泓仁的使命和工作，简单的说是要为人类的未

来找出路。 

八十年前.泓仁的阿公.昆仑山的开山祖师在二

十六岁的时候.坐舢舨途经厦门.进入大陆内陆.

喜欢拳头武术的他.为的是想要拜师学艺.学习

防身武功.当时正值中国内战兵慌马乱.盗匪横

行.阿公被挟持而进入中原内陆.；幸巧遇青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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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族.救劫救难.并得知游牧民族的上乘功夫.

来自于昆仑山修炼.并笃信西王母.因此阿公历

劫归来.便发愿建庙：『昆仑山『母娘』Mu Niang

的瑶池宫』。 

民国七十九年阿公去世后，三十岁的泓仁，还常

在庙里帮忙，但得了一个怪病将近一年的时间；

眼睛痛，没法看东西，看电视一下眼睛痛的几乎

要昏倒，没有办法开车，几乎快要瞎掉；姐姐带

泓仁去台北检验，医师说「眼睛好的很」于是，

相同步骤，遍访名医，此时也积极研究佛学，去

拜忏，去受戒，完全的佛化； 

但眼睛还是没好，泓仁也是一有空就上山帮忙；

但渐渐的，泓仁知道：『母娘』Mu Niang 是要(赶)

我下山，冥冥之中，领悟到『母娘』Mu Niang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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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仁说的话「亲爱的孩子要下山去工作，去历练，

去感触世间种种；」『母娘』Mu Niang 道：不是

出家，而是积极的在家生活修行；「去吧，历练

世俗；你的病，自然会好！」冥冥之中，『母娘』

Mu Niang 是这么说的。 

于是，告别『母娘』Mu Niang，并立誓：只要『母

娘』Mu Niang 有需要，即使晚上 12 点都在所不

辞，说也奇怪；去做平常人的正常工作上班…真

的，眼睛痛的病，竟然不药而愈。 

在离开『母娘』Mu Niang 的十二年，历练了高商

物理老师，综合医院总务，自己也从事室内设计

装潢材料的工作，上班工作的十二年来，一直感

觉这世界只是现实的功利主义的社会；如果这社

会是以爱为出发点的母性社会，该多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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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大地震，山区几乎没人要去，不得已，叔叔

退休，泓仁成了昆仑山瑶池宫的寺庙管理人，当

时昆仑山寺庙都已经荒废，断垣残骸，记得第一

天上山，当时遇到山上土石流，没有去路泓仁勉

强踏入土石流，真是形如流沙深陷其中，整个人

身几乎快灭顶，不得以改走以前阿公走过的登山

道，这条登山道是以前还没车道时，阿公徒步上

山的路，这条登山道发生几则令人难忘的事迹： 

当初阿公开始建庙，第一次三轮货车运砖块上

山，但到了山下当时已经没车路可以上山，货车

把砖块丢在山下，过几天阿公觉得再等下去不是

办法，不得以阿公用扁担，自己肩挑上山，一边

四块砖，两边各八块，阿公把砖块挑上山，一上

午来回二、三趟就已经中午了，阿公心想连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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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这么困难，何况是建庙；放弃吗？不！后来一

边改放八块，两边十六块（挑多一点比较快达成

目标），可是阿公说到了半山腰，山路陡峭，所

有砖块都滑落了，真是愈速则不达；这是点滴滋

味在心头；刚开始这建庙的一砖一瓦，都是阿公

肩挑上山的。 

在这个登山道，阿公曾经上山背负大袋白米，一

不小心跌落山谷，整排牙齿都被撞断，生命贵在

实践，无怨无悔，是吗？ 

民国六十几年阿公建庙刚有雏型而还没有屋顶，

适逢『母娘』Mu Niang 生日，阿公邀请斗南感修

堂诵经团，一行数十人到山上诵经，那时汽车不

普遍只能坐客运车到中仑昆仑山，可是车子只能

到达六公里远的澐水村，接下来就是步行六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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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庙，如果运气好有货车经过就可以搭便车，感

修堂数十人爬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山上，

但也已近黄昏不得不要在山上过夜。 

第二年阿公再次到斗南邀请感修堂诵经，没想到

感修堂不辞辛劳欣然答应，这次随行的堂生们有

的带锅子、有的带白米蔬菜还有诵经器具，准备

周全上山过夜只为了替『母娘』Mu Niang 祝寿，

如今感修堂众宫生三十几年从不间断，每年都会

上山为『母娘』Mu Niang 祝寿诵经。 

民国七十七年 泓仁为昆仑山瑶池宫写缘由序

略： 

昆仑山瑶池宫 『母娘』Mu Niang 圣经  缘由

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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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山瑶池宫创建于民国伍拾壹年，开山祖

师爷陈炎山老道长，本积沙成塔，愚公移山之心

情，凭恃情劳努力之辛苦血汗，任劳任怨，肇基

于斯土，此乃王母极化长存，永生无死，教化之

功也。回顾当年在嘉义市新 里之原居住，设立

「嘉义慈惠堂」。 

  肆因信徒广众，『母娘』Mu Niang 灵感，祈

求万应，公济万品，惠益有生，教化?黎，实有

弘扬母教之须应，老道长有感于神话威制，众生

之福，逐发愿建庙，终生之宏愿，参造缘金，凭

一己之能耐心血，奋力不懈，至今二十余载，而

未间断，这数十年如一日，足见老道长苦工证道，

亦如此而已哀。忆起当初王母肇基之时，尚仅餐

风露宿，无可凭籍，盘石初俱，水电了无，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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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载，若果风雨交加，衣不蔽体，雨淋倾盆，人

神共湿，老道长意志犹坚，天水积聚，可用三日，

是可为稍慰也。 

  瑶池宫，清峰环抱，山涧水流，清澈见底，

正向接天，云彩焕焕，座山之颠，成峰丘陵，每

每午后云至，婉如仙境云游，众仙聚会，不止流

连，可谓修先养道之最佳地理；山岚舒爽，燕飞

成群，佳景天成，更不得不佩服『母娘』Mu Niang

之精神。 

  于今，母荫稍成，正殿神龛雕梁画栋，八仙

聚会，各演所能，白虎尊神伸长丈八，堪称王母

之脚力，亦符九天大有之格，斋室齐备，金炉辉

煌，后殿观音佛祖最能应求；此实昆仑玄圃，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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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之阙，光碧之堂也。为上不见王母科仪教化，

因作： 

    「上清宝书」｜ ｜「『母娘』Mu Niang

圣经」 

  盖母养群品，位配西方，极化长存，无衰老

之期，此同是无极之功，王母之灵气也。 

            民国七十七年 泓

仁立 

921 地震过后的台风，土石流阻断了上山车路，

泓仁攀爬旧时阿公所走的登山道到山上庙时，当

时真是已荒废，寺庙屋顶已残破，旁边的厢房也

已倒塌，但还是，开庙门点香祝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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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泓仁只是平常心的敬拜『母娘』Mu Niang，

但『母娘』Mu Niang 显灵了；有一只甲虫不知何

时掉进了香炉，泓仁在烧香时已看见，于是随手

拿起在签桶的一只竹签，救起这只甲虫；但这只

竹签好像是『母娘』Mu Niang 的给我指示，于是

随竹签号码找到了签诗；签诗上写着：「危险高

山行过尽，莫嫌此路有重重；若见兰桂渐渐发，

去蛇反转变成龙」； 

阿公建庙，如此辛苦现在又百废待兴，到底所为

何来？这支签诗开启了泓仁的寺庙人生、『母娘』

Mu Niang 道之路 

人生啊！莫嫌此路有重重，冥冥之中阿公负责『母

娘』Mu Niang 的硬件建设，泓仁要发扬母教负责

『母娘』Mu Niang 的软件；多少个日子，泓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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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天在山上写作『『母娘』Mu Niang 圣经』，

纵使这世界已经势利，已经现实；纵使世人只剩

下为「钱」这回事； 

在山上平常是一人的世界，整日与天地山川鸟兽

丛草为伍，真是看尽人间云烟梦，信徒师兄师姐

人来人往上山下山，信徒师兄师姐的故事，一个

灵感的触动，泓仁随即了如指掌，通灵就是融入

当事者的心灵，这是心灵相通，多少个晨昏定省

泓仁透过『母娘』Mu Niang 的力量去读取人们的

故事， 

人生啊！慨叹多元功能自私自利的人类，每个人

的际遇都是只有一个（苦）字，人类汲汲营营努

力于文明科技，但却使得天地人共享地球生态的

美梦成空，人类撷取资源却使地球生态浩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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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社会制度总是刺激人类欲望致使生活的追

求无限，而陷入赚钱机器的迷思，人类有谁在反

省？只顾自己好的人类还有多大的地球生存空

间，二十一世纪民主以民为主的口号要改一改

了，现在应该要「以地为母」「以天为本」，泓

仁一生致力于灵学，深知『母娘』Mu Niang 的冀

望，地球的痛处，启灵著作『母娘』Mu Niang 圣

经二十万字(无极板、先天版、启灵版与灵魂学)。

『母娘』Mu Niang 啊！请赐给泓仁力量吧！『拯

救地球，解放生灵』。 

阿公建庙的奇迹是属难能可贵，但泓仁肩负宏扬

母教的神圣使命，到底是不是可行？或许山上的

『母娘』Mu Niang 庙，将只是一间传统的山庙！

有谁会在努力这理想神话般的『母娘』Mu 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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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泓仁将毕生与『母娘』Mu Niang 的感触写

成『母娘』Mu Niang 圣经，人生啊！何能找到灵

性共同感触，以形成一股力量？何时才能掷地有

声，光大发扬，敬请拭目以待 

公元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台风八八水灾重创

南台湾；位于嘉义县中埔乡中仑村的昆仑山瑶池

宫及山脚下中仑村更是路毁桥断无水、无电；8

月 10 日泓仁自大陆青海昆仑山返台，整个昆仑

山中仑村庄路断封闭无法通行，整个中仑 4 号桥

也被水冲走，土石流洪水淹没了中仑小学三层楼

教室；上昆仑山瑶池宫的路支离破碎，瑶池桥也

被冲毁，阻断上山去路，不得以只好另辟山路步

行上山，山路陡峭攀爬困难，到了山上眼前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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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籍，火龙金炉被水冲走、香客禅房岌岌可危；

这是昆仑山瑶池宫五十年来最大的灾难。  

公元 2009 年八月八日，五十年来罕见的大水重

创昆仑山；路断了、桥毁了、山崩了、人散了；

2009 的八八水灾，使得瑶池桥支离破碎、火龙金

炉随土石滑落，整座昆仑山瑶池宫被掏空而岌岌

可危，因为如此「昆仑山」巍峨的崇山峻岭之中

凝聚着深层灵能仙气，这是一个不被世俗所扰的

昆仑山灵修圣地。 

我昆仑山泓仁尽一生构思『『母娘』Mu Niang 圣

经』，花十年写了『『母娘』Mu Niang 圣经』，

如今完成了『『母娘』Mu Niang圣经』第四部经

典「灵魂学」，「灵魂学」能够完成也是拜八八

水灾的劫难之赐，自 2009 的八八水灾以来，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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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山瑶池宫空无一人，有时好几天碰不到一个

人，好几天讲不到一句，话真怕我从此就与世绝

俗，是『母娘』Mu Niang 坚定信仰的力量，让我

在毫不被打扰的情况下，灵思泉涌探究「灵」的

问题，揭开「死的讯息」， 

独自寂寞的日子里；心情是没有未来的，看不到

明天，只能挖掘内心深处「灵源宝藏」，来诠释

心灵著作，今天我决定封笔，『母娘』Mu Niang

圣经超过三十万字，经过修改只剩二十万字，共

分无极版、先天版、启灵版及灵魂学，「灵魂学」

也可说是『母娘』Mu Niang 圣经的精简版，因为

『母娘』Mu Niang 圣经就是在说灵的事情，回首

来时路，在昆仑山瑶池宫十年的日子，历尽社会

变化转型的时代，看尽人世间人情冷暖，潮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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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没想到最稳定不变的昆仑山，历尽沧桑也会

遭受横逆。 

我要封笔了，或许『母娘』Mu Niang 圣经再二十

年后会被世人重视，但我今天已山穷水尽，我常

说「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让我攀险峰、再

与天比高」；但人情冷暖由不得我也，只能长叹

一生！ 

我要封笔了，接下来我要用另一种非语言文字的

油画方式来表现「『母娘』Mu Niang」，敬请拭

目以待吧！ 

   在封闭的昆仑山只能以一条陡峭便道与外界

联系，几乎形成封山的景致，在断绝与外界联络

之时，昆仑山灵气更饱满，在这不被打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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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泓仁又启灵著作了「灵魂学」对于灵的来龙

去脉更加阐释与了解。 

在艰难没有油香的寺庙生活里，泓仁变的无助与

不知所措，没想到了却红尘、看尽人生的我也会

落的如此下场，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要跟一对有

钱的师兄师姐借二十万元，但这对有钱的师兄师

姐从此没有音讯，躲都来不及， 

其实世间上，人都有旦夕祸福，这是本命，当逆

境来的时候就当作是考验，唯有通过考验的人才

有福报。 

最苦的日子我走过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最好的

转机，但逆境的当下就是要忏悔—舍因果，『母

娘』Mu Niang 阿!我真的有忏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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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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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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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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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泓仁导师 毕生心血启灵著作 

『母娘』Mu Niang 圣经 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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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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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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澐水溪温

泉右转上山 

电话：（05）-2534791   2255250 

移动电话：0937-618850 

信箱:akingate@hotmail.com 

『母娘』Mu Niang 网站： 

http://akingate/wordpress/com 

邮政划拨：30369259   陈泓仁 

ATM 转账   银行代码：700【邮局】 

账号：0051008-174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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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009/3/29 起 每日一本少量印制 

欢迎助印 

欢迎加入『母娘』Mu Niang 圣经灵修功德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