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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本命 

Chapter 4 Congenital Life 
 

第一節   瞭解人類 

Section 1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人類文明並非一無是處，人類文明是智慧母

力極致的表現，是科學與人文的蓬勃發展，只不

過人類『私利文明』的大方向錯誤了；人類只關

心自己的事，但對於生態資源儘是取用破壞，首

先要先瞭解人的『先天本命』。 

「先天本命」就是看修行放光的能量；現代

的人生活奢華富貴足飽，但也不代表比古代人的

勤儉持家在精神上獲得更多，反而現代人壓力

大，精神欠缺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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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瞭解生命，「滅、蘊、生、進、旺」

的過程，便能掌握每個人的先天本命，瞭解自己

的先天修為、認識自我，以做為此生奮鬥的參考

目標，「先天本命」其實是可從陰陽脈動去瞭解，

因為透過陰陽從而參知「火、土、金、水、木」；

掌握前世今生、亦即瞭解自我生命，「滅、蘊、

生、進、旺」的過程；便可知「累世因果」、「本

性靈根」。 

每一個原靈原兒要從內心層次的認識自

我；這個「自我」的「本命」有變的、有不變的；

不變的是本性靈根的「質」，變的是陰陽節奏時

程的律動。 

生命的變動是有陰陽強弱的律動，瞭解「母

娘」要從瞭解自己的先天本命開始，而瞭解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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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必須從陰陽開始；從感受陰陽、感受天地、

感受自然開始；有陰陽便知生命，便知有無、便

知吉凶禍福； 

所以瞭解陰陽、感受陰陽、便知本命，其實

修行就是在修陰陽、知本命。 

第二節    法自然體驗陰陽 

Section 2 Nature experience law 

整個宇宙、天地萬物都是由陰陽組成，瞭解

陰陽就瞭解宇宙的道理；瞭解陰陽當然能透析古

往今來、上下四方；也就是感受時間與空間的變

化。 

是因為有陰陽人才能感受到脈動，也就是說

人能借著感受陰陽而體悟天地自然的道理；天地

之間只有一個道理：就是母娘創生宇宙、生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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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自然法則。 

天地之間的自然法則，陰陽生滅強弱；每一

個萬物各有不同這也代表每一個萬物各有不同

的修行靈量；因此每一個萬物各有不同的際遇，

這就是本命。 

在自然法則之下，陰陽生滅強弱盛衰是自然

的事，勉強不得，這就是「陰、陽」的道理，懂

陰陽就懂進退、就懂懂生滅。    

天地自然有必然的陰陽盛衰，但宇宙終究還

是輪轉進步不會原地踏步；到現在而有文明人類

的產生，自然界的萬物有一定的輪轉進步的法

則，萬物遵循自然法則而陰陽盛衰、滅、蘊、生、

進、旺；這就是「生命」，「命」就是陰陽律動的

道路軌跡，「陰陽」無時無刻的在變化律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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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有相對的強弱盛衰；這就是「劫」 

所以識得陰陽、便知本命，按照母娘生生不

息的自然法則；生命是完美且真實的；沒有迷網

與誤解，也就是說生命盛衰的「劫難」是自然的

過程； 

但人為的文明社會卻使的先天本命變複雜

了，使人迷失本性、未識自己的先天本命；因此

唯有回歸母娘的道路，才可能找到迷失的本性，

進而認識自己的先天本命。 

第三節   法自然觀先天本命 

Section 3 Law of nature 

根據自然法，先天本命是如此清晰透澈，本

來人類也是肩負宇宙歷來輪轉進步，長生長存的

目標；整個有形世界只是為了繼續存在，並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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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元空間世界。 

倘若每個人類都知道「長生長存」的目標；

相信人類會更加珍惜大自然、珍惜人類群居的社

會資源而人類也會過安居自然的生活，先天本命

自然清楚； 

而人類私心自用的結果，影響了自己也影響

了別人；從自然清境下觀人類繁華浮世是清楚了

然的；正如以陰陽斷本命也是清晰可見。 

人的陰陽不只表現於有形的身體，也表現在

無形的修為上；一個人在現代文明的體制下，正

如長久關在鳥籠的鳥類忘記了飛行；人被關在文

明牢籠裏，人的靈敏感度不只鈍化而是在逐漸喪

失靈能。 

於是人類原兒唯有效法自然、崇尚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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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才能夠重拾喪失的靈能，才能立知陰陽；但

要判陰陽知本命，基本上還是從瞭解母娘四力著

手；一個實踐母娘聖道的人才能感受陰陽瞭解本

命。 

 

第四節   生命的過程 

Section 4 The process of life 

天地之間，生命的過程是從「滅」開始，「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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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五行輪轉的開始，這是初具能量的「火」，

生命的開端就是在於『解除』， 

「回歸於零」；人間的道理，要做一個包子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將麵粉揉和打散，要蓋房子也

要將沙子搗散，植物在開花結果的過程中，果子

也要落地才能生根，一場棒球賽開始之前，一定

要清除場區。 

人的生命要從零開始之前也要回歸於零，就

是要「滅」要「解除」，生命的滅歿，在落土、

火化的當下就是另一生命蘊孕的開始。 

生命不只是肉體，還包括了靈魂，生命的開

端就是在於靈性蘊孕的起點。生命的起點要解除

什麼事？是要解除肉體的﹁身﹂與心智的

﹁心﹂，人是身、心、靈的組合體，當生命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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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時候。 

意謂著，靈性又再一次的歷練修行，生命就

是靈性修行的舞臺，生命只為了靈性修行不斷的

歷練與演化，生命的個體是身、心、靈的組合體；

在百千萬劫的生命過程裏，唯有靈性是有延續性

的，在又滅又生中一直增長修行，累積靈能，這

是人類原兒進化之所在；生命要回歸原點，靈性

(原靈)得以累積宿世的靈能繼續進化。 

而身體是要解除，分解、落葉歸根，歸於塵

土，而就心智而言，心與靈是連通的，心智的成

熟，累積了靈性修持，但人的心智還是有太多的

幻想、欲望、負擔、包袱、困頓，因此心智也要

回歸原點，從「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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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滅 

Section 5 Off 

在滅的階段，靈性是自在的，是超時空的，

這是回歸原點，這個原點就在母體靈界裏，在靈

界中修行原靈，等待再一次的投胎轉世。 

  靈性的修行，本身就是一種績效的評比，修

行的成績單是投胎轉世的依據，先天本命沒有分

好壞貧富貴賤，只是要去歷練未曾經歷的，要練

就一個充滿智慧與經驗的靈性，以便生命更上層

樓，超越原兒的人間道，進入瑤池天人聖道。 

  所以，滅的階段是靈性休養生息的假期，正

如同是學校在放暑假，學生放暑假是快樂的事，

但也不希望是半途翹課的學生，這樣子放暑假就

沒有什麼意義；人生亦然千萬不能成為生命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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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半途結束生命，則靈性超越時空休養生息的

假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生命的本質在於滅的階段，唯有滅的階段，

是超越時空，超越肉體，能夠來去自如，此時原

靈的任務便是要將前世生命修行的成績單交由

母娘，母娘再依原靈個體的修行程度，功果品

第，交待分發。 

在分發投胎之前，依品第修行原靈可以在瑤

池仙界，活動自如，這就是「會母領旨」，所以

﹁滅﹂的階段，是脫離形體，回轉瑤池世界，回

歸原點，會母見母的階段。 

第六節   蘊 

Section 6 Pregnant 

 



 18 

  生命的第二階段就是﹁蘊﹂，也是﹁孕﹂，

這是孕育期，這是準備製造階段，所以生命的特

質，都是在此蘊育製造的；所謂的﹁領旨﹂，是

指領「投胎入學通知書」，因為原兒努力修行的

緣故，這次要投胎入學要比上一次的還要好，所

謂﹁好﹂是指原靈要投胎的地方，就時間而言，

更前進於前世，就地方而言，人文環境更文明，

就原靈的本身特質方面，當然是遺傳因數更完

美，更具智慧，更具靈性、內在美，外在美兼顧。

這是兩佰億年修來的福份， 

一個完美的原兒是以修行為宗旨，要修今

世，修來生，修瑤池天人聖道，修行的要領在於

俱足母娘四力； 

壹：萬有母力，先天本命；身體健康，精進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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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靈感母力，明心見性；通靈達真，神領意會。 

參：智慧母力，生活修行；心智明悟，氣達九天。 

肆：修圓母力，解脫業報；身心靈合，精氣神聚。 

  人的一生是在生活，原兒的生生世世就是在

修行，在生命的蘊育階段，原靈一定要投胎，一

定要找一個安身立命的窩，在投胎的霎那，生命

的一切已經底定，生命中的遺傳因數已經固定，

也就是說：先天的因數已經種下，生命便開始「蘊

育」。 

蘊育的過程就是在吸收後天的營養靈能，當

然主要的營養供給者就是後天的生身母親，原靈

為了要成為一個此生健全的原兒，就要在母體內

好好吸收靈能，好好蘊育成長。 

  這是個「製造」身體的階段，原靈的特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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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遺傳因數上，就是因為原靈的各個不同，相

對的每個原兒表現出的遺傳因數也是有異，原兒

每個人不同的特質從蘊育階段就已分出，從胚胎

的幹細胞，一分二，二分四的等比級數的成長，

胎兒也漸漸成長，但也不是自己成長還是要靠母

體的養分補充。 

正如同，當初原靈初次孕育時，也是靠母娘

賜力，母娘的四種力量，使原靈持續成長進而俱

足四力，母娘大霹靂，誕生宇宙。 

第七節   萬有母力內分泌 

Section 7 Endocrine of Mater's power 

  在母體內胎兒的養分事實上也是受到生身

母親的母力供給，這些母力都是養分，供給原兒

在母體內的成長，原本母娘的四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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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有母力形成了胎兒的內分泌系，成為成長

中必要的力量，內分泌是成長激素關係著成長高

矮胖瘦，關係著傳宗接代的生殖系統，關係著先

天本命的固有特質。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原兒彼

此間的差異。 

  人的行為動力都是受母娘的萬有母力轉化

的內分泌系統控制，人格特質便是由此產生，有

了人格特質，先天本命便因此形成；人格特質或

先天本命都是生命中的種子遺傳因數，雖然先天

本命直接影響原兒未來一生的行事風格、命運、

財運、事業前進、家庭幸福，雖然在此生命的蘊

育階段先天本命已經成型； 

然而，未來原兒的後天修行努力仍是非常重

要，從無極的原靈時代以來，歷經百千萬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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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後天努力修行，一直是原兒輪轉進步的原動

力，能夠超越先天本命才是一種進步。 

第八節   靈感母力免疫力 

Section 8 Immunity of Mater's power 

  母娘的靈感母力在胎兒身上就演化成免疫

系統，免疫系統擁有辨識、感應，執行的功能，

是原兒的守護神，也是原靈之所在，對所有的生

命來說：免疫都是最基礎的核心，即使最沒有大

腦或其他複雜感覺器官的原始生物，也都會借著

免疫系統抵禦外來的入侵者，當我們檢視整個動

物界時，都可看到這些基本防衛原則的影子，這

就 

是原靈之所在。 

  每個原靈的修行程度，本身靈能的強弱便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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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統看得出，靈性的免疫系統的辦識、感

應，執行是不必經過原兒的智慧判斷處置的，免

疫系統正如原靈的靈能一樣是直覺反應的，是自

發的；原兒在蘊育階段就擁有與生俱來的靈能，

這是第六感的危機意識，也是趨吉避凶的本能，

這是前世修來的﹁福﹂，能夠不經智慧的判斷而

有最好的結果。 

  原兒終其一生的修行，就是祈安植福，就是

透過祈求心靈的母親〡母娘，映照原兒的本性靈

根，強化靈感母力，增強靈性免疫，努力修行的

結果就是比別人更有福氣。 

第九節   智慧母力神經系 

Section 9  Mater's Intellectual power 

在原兒蘊育期的成熟階段，受母娘的智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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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便轉化成神經系統，因而使原兒有了動作，情

感、記憶，因而形成了人類社會的文明，智慧或

聰明才智成了文明社會賴以生活生存的指標，智

慧的累積就是學問，有智慧才有研究，才得以一

窺母娘造物的奧妙神奇。 

  原兒的蘊育時期智慧的因數早已種下，整個

神經系統的發展，自此開始，由於神經系統具有

高級思維功能和心理活動，反應迅速靈敏，作用

廣泛而強大，且有預見性，所以在整個原兒的四

大系統裏：神經、內分泌、免疫、迴圈網路中自

然就占主導的地位，成為生活生存的必要指標，

這也是原靈兩佰億年來發展的成果； 

人類五千年來的智慧文明，正如漫漫長夜，

劃過天際的一道曙光，因有智慧而瞭解大地，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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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宇宙，瞭解生從何來，死後何去，瞭解母娘大

霹靂創生宇宙的奧妙，而且智慧母力是可因遺傳

因數而延續，在原兒的蘊育階段，受智慧母力而

發達神經系統，這是生命的製造蘊育的最重要階

段。 

第十節   修圓母力迴圈系 

Section 10 Cycle rounding of the  Mater's 

power 

  原兒的蘊育最後階段是受母娘的修圓母

力，這是胎兒的圓滿階段，原兒受來自母親的母

力，轉化而成原兒的循環系統，循環系統以血

液、淋巴為主，擴及全身的每個角落，在胎兒的

成熟階段，循環系統益發健全，原兒要誕生；四

種母力系統：內分泌系統、神經系統、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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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系統都要俱足母力，母親才能誕生胎兒於人

世間。 

  生命的蘊育階段，是重要的設計製造程式，

原兒一生的好壞特質，就看此胎兒階段，這是指

所謂的胎教，不過，後天的母親只能保持營養均

衡，注意懷孕的安全；其餘的還是要靠先天的胎

兒之原靈的修行程度，這是生命的蘊育階段設計

製造的要事，蘊育階段就是要把歷年來的先天遺

傳因數定型，以便在誕生後的人世間，應用發展。 

  然而，人世間多迷惑，多糾纏，多欲望，多

變化，如果沒有努力的修行，努力的生存，是會

被命運打敗的； 

生命的蘊育階段內涵就是在設計生命輪轉

進步的精神，以為修行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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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原兒誕生後，受到了物質的誘惑；

身處墮落的環境，忘記了蘊育時期的輪轉進步的

精神，就應該盡速回向母娘聖道，不要再墮落沉

迷，這樣才不會喪失生命蘊育的本質。所以說：

當生命最無助的時候，人祇剩下靈光的時候，這

時候的原靈意識最舉足輕重了，要往好往壞，要

墮落或超升盡在一念之間。 

  生命的蘊育階段就是在鋪排人生的道路，原

兒一生要走的路，在蘊育階段就已經鋪排好了，

原兒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是努力修持然後在人生

的道路上做最佳的訣擇；生命不是一成不變的，

不是命該如此也不是註定要這樣， 

生命是可以經過努力讓人生更美好，更圓

滿，這就是母娘的修圓母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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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生 

Section 11 Health 

生命的第三階段就是﹁生﹂，這是吸收靈能

的階段，這是母娘最顯現的道理，是天地萬物生

生不息的原理，任何的生命在生的階段就是吸收

能量，唯有﹁生﹂，這世界才會蓬勃發展，才得

以進化延續生命，更進而創造人類文明的世界，

這印證了一句話： 

天地萬物皆母生 

  世間上，母娘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生﹂，為

了延續生命，進化後代，於是宇宙萬物﹁生﹂的

最終目的便是再產生下一個進化的宇宙維度；宇

宙是延續的空間，我們身處這個宇宙的目的是要

再創造下一個進化的宇宙維度，如此，小至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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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大至於宇宙的生滅，都離不開﹁生﹂

的道理，整個母娘世界的中心思想就是﹁生﹂。 

「生」在生命的程式中就是﹁安裝﹂的步

驟，旨在吸收靈能，從小娃兒的出生開始，在成

長的運動中就是在吸收靈能，在進行﹁安裝﹂的

步驟，從一個兩三公斤的小娃兒，以至於長大成

人，這一切的過程不只是身體的成長，也是心智

的成長，也是靈性的成長，這是原兒本身不斷的

吸收靈能，是原兒本身的身、心、靈共同成長。 

從「生的道理」可以看到宇宙間，靈界間沒

有一項是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凡是宇宙，凡是

靈界就要有增減，要有生滅；要能體悟生的道

理，才能瞭解生命的真諦，從而知道生命不是一

成不變的，生命是有軌跡的，生命是創造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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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母娘的重點； 

第十二節   考驗、學習 

Section 12 Test, study 

﹁生﹂，生而為有，這世上的一切就不再是

﹁空﹂，不再是﹁有﹂。生命過程中﹁生﹂的階

段，不外乎是成長，但成長的真諦就是在於﹁考

驗、學習﹂，因為這是雕刻人生安裝靈能的階段； 

「生」的階段就是要刻骨銘心的接受考驗，

養尊處優的生活是無法經得起考驗的，在﹁生﹂

的青少年階段，是不可乙太享受的，接受考驗旨

在吸收靈能，原兒人類是一個多元高等複雜的高

級靈的人類。 

只有母娘有辦法製造如此精細的人類，然而

人類不只被製造，還要被安裝，「安裝」適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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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人間道的人生，當然成長最重要的步驟就是

受教育，吸收知識，人世間的知識，應不只是生

活常識，科學知識，應該還有心智的認知與靈性

的感應，有了身、心、靈合一，生命的價值觀才

不會被扭曲，才不會短視近利，才不會為了自身

的利益喪失了人類的良知良能。 

第十三節   生命的教育 

Section 13 Life Education 

  這是青少年時期的身、心、靈的母娘教育，

教育意同安裝，是根深蒂固的深植人心，正如同

這顆生命中的種子的澆水灌溉，有好的能量才能

養出好的，拙壯的樹木花草，人生就是這個道

理：﹁生﹂。 

  母娘孕育的靈性種子，是不希望在溫室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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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溫室成長的靈性種子，是經不起風吹雨

打，經不起考驗的，這就是﹁不經一番寒徹骨，

那得梅花撲鼻香﹂，人生之中就是要認識苦的真

諦，有經過考驗，才懂得成功的果 

實的寶貴，才會知福惜福。 

  生命的教育是重要的，教育就是吸收靈能，

教育就要減少生命的風險，人生之中，有很多人

成人之後，就信用破產，人格破產，健康破產，

這都歸根於在不識生命的風險，沒有重視生命的

教育， 

第十四節   財、官、印 

Section 14  financial, carier,life 

生命的教育就是要認識生命的本質，生命的

本質在於身、心、靈的合一，要重視身體結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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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重視心智的完整與成長，及重視靈性的

存在與發展； 

也就是所謂﹁身、心、靈﹂的安頓，從而擴

展至與自身密切關係的﹁財、官、印﹂。 

「財」當然是自身本我的經濟基礎，從小的

教育就是灌輸理財的觀念以及量入為出，開源節

流的觀念；還要建立長大後服務社會的﹁官﹂的

觀念，雖然也是為自己的事業前進而打算，但也

要有利益眾生服務社會的心思； 

最後自身健康及家庭安頓的﹁印﹂，是不可

忽略的，生命成長的目的就是要養成，財、官、

印兼備的完美人生，這是生命努力的目標。 

第十五節   生命的成熟階段   

Section 15 the mature stag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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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重要的成熟的第四個階段就是

﹁進﹂，這是成年而能成家立業，能夠生產養

家，養兒育子，延續後代，此時能夠瞭解人生的

目的並能﹁執行﹂生命的程式，進步輪轉，掌握

生命。 

一個成年人不僅是要對自己負責，並且也要

對整個周遭環境負責，這就是愛與關懷，發自個

人對社會，對國家的關心，也就是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任何一個靈性修行者，心思還是不能脫離對

社會國家，對周遭生活人文、事務環境的關懷，

或許是在深山幽谷修行，但還是不能脫離對人的

愛，這不是眷念凡間，這是一種母娘慈悲的愛，

當生命的階段，走到進步輪轉的﹁執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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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成熟的原兒，不再是吸收能量的階段，

而是慈悲喜舍的大腦階段，也就是要能舍，要能

給，才會獲得更多，得到更多。舍的力量就是關

懷周遭人文事務的社會，這是一個修行者必要的

課程。 

  在人生﹁進﹂的階段，已不像在﹁生﹂的階

段那樣，單純的吸收靈能就能滿足自我的需求，

事實上，進的階段要滿足自我的需求，最重要的

是貢獻所學，貢獻一己之力於社會上，也就是「付

出」。 

第十六節    付出 

Section 16 Paid 

這一份自我力量的付出，更能促成靈性能量

的新陳代謝，有施：才有得，有付出才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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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火箭的原理有排出能量才能推進飛行。 

  進的原理在於排出能量就是最好的進步輪

轉，當然，排出能量就是貢獻一己之力；所以一

個成年人，若還想要以﹁得到什麼﹂為出發點，

這是永遠都無法成熟的，永遠都無法進步的。 

  要想﹁得到什麼﹂之前，就必先奉獻一己之

力，先貢獻所學排出能量，而後推展前途，才能

得到自己想得到的。 

原來人生的道理，就是要新陳代謝，舊的不

去，新的不來；在陰陽生滅的韻律中求得平衡，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靈性能量不生不滅，應是

新陳代謝，想要獲得必先有所貢獻，想要進步，

必先排出能量；生命的生滅的輪轉進步就是這個

道理，生命的生滅，靈性的重新來過，這不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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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回，而是輪轉進步。 

 

第十七節    輪轉進步 

Section 17 Rotary Progress 

  人生修行的目的是為了靈性的進步，靈性的

進步，可以跳脫輪回，擺脫宿命，促成生命的進

化，靈性的進步，如果說人像一顆樹木，那麼生

命﹁進﹂的階段就是樹木開花的階段，樹木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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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命中最美麗的花朵。 

其實生命就是一種表現，亮麗的花朵，燦爛

的人生，發光照耀周遭，貢獻能量，這樣才活得

有意義。 

  生命不是不生不滅，也不是不增不減，也不

是一成不變，原地輪回；生命是有能量的，有能

量就有動力，就能進步；生命的進步，就是修行

的目的； 

人生之中，在此二十歲到五十歲的青壯年階

段，是身體最強壯的階段，是心智最成熟的階

段，是靈性最高能的階段，是身、心、靈狀況最

好的階段，這是自母娘創宇宙以來，靈性歷盡累

劫世以來，從﹁靈﹂進化成﹁物﹂，從簡單的植

物，進化成高等動物，以致于人類，成為高等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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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萬物之靈〡人類，又在生命的最重要的

﹁進﹂的階段，修行進步，進行靈性的新陳代

謝，以使來生來世，更精進更圓滿。 

第十八節    進  

Section 18 Into 

  生命中﹁進﹂的階段，怕的是心中的空，認

為自己已是一無所有，自己已是山窮水盡，並一

直想要發財，一直想要獲得更多，心中還是一直

停留在﹁得﹂的階段； 

內心想的就是要﹁取﹂，想要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其實若是不懂得生產，即使是金山銀山

有一天還是會枯竭。 

  生命中﹁進﹂的階段，不能認為自己是空

的，或許是真的，一無所有但畢竟是還有﹁我﹂



 40 

的存在，還有我周遭的一切人事地物，還有母娘

無時無刻的關懷。 

生命是一種感受，當心中這盞明燈，不再放

光，是因為自己的自暴自棄，自己只想著別人的

照拂，而不自己點亮心中的那盞明燈，所謂﹁留

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天生我才必有

用﹂，只要有努力向上的心志，必然有成功的一

天。 

  有生命的推進過程，沒有機會是自己找上門

的，而是要自己去開拓，去開創未來，祇要有心，

沒有行不得的路，心中的轉念化穿為有，則一切

存在，一切安好，相信，生命會過得更有意義。 

第十九節    生命最後的過程 

Section 19  life during the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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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旺﹂，這是

生命中﹁應用﹂的階段，這是耳順、知天命的老

成時期，是五六十歲以上的年紀，是開花結果的

時候，這時候的心智處於滿足的階段； 

這不是一生中獲得太多的財富及名利的階

段，而是處世經驗的滿足，到了這階段任何的酸

甜苦辣都嘗過了，更能體驗生命長生長存的意義

是身、心、靈的安頓； 

名利、財富、地位是身、心、靈、安頓的副

產品罷了，在人生之中名利、財富、地位，不是

絕對的重要，那是身外之物次要的，千萬不能臨

老失節，咬著金錢不放，須知，錢夠用就好，錢

是要改善自我的生活條件，不要讓自己成為金錢

的奴隸，整天為錢奔波，終日為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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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忘不掉自身的利益，就無法成就天人聖

道，就無法安享天年。 

第二十節    旺 

Section 20 Excellent 

  在生命中﹁旺﹂的階段，是要走向圓滿，走

向身、心、靈合一的境界，重視身體健康，心智

的成熟，靈性的專一，這一切都表現出成熟的生

命，功果圓滿，今世的成就是要為來生奠定基

礎，讓﹁來生﹂活的更好。 

生命中﹁旺﹂的階段，重要的是要知足，須

知，人身得之不易，能活著感受山河大地，感受

周遭環境，感受生的喜悅不簡單；在此階段還要

更能感受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還要感受母娘創

生宇宙萬物的恩典，進而瞭解宇宙的真理，母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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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道理。 

  成熟的生命就正如同滿天通紅的夕陽，這是

最美麗光輝燦爛的紅太陽；﹁成熟﹂是美麗而實

用的，成熟的果子可供人食用但同時也是樹木延

續後代的工具； 

成熟就是﹁旺﹂的表現，生命在此階段是超

越智慧的，智慧是智力加上慧根，然而世事難

料，人依智慧行事，還是有很多料想未到的事； 

這時唯有成熟穩健的步代，修持圓滿的功夫才能

化解難事，這種修圓的工夫就是累劫世以來的修

行成果，它能記憶在本性靈性，超過了知識智慧

成為化解阻力困難的因數，成為生命進化的ＤＮ

Ａ，這就是在﹁生命旺的階段。﹂﹁應用、活用﹂

的，牽動來生的生命輪轉進步；修行在來生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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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有記憶效應的；因此，人一生的行為是要慎

重和努力的。 

  

第二十一節   觀陰陽 

Section 21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基本上，人要瞭解先天本命先要瞭解天地運

行的道理，而天地的道理顯而易見的就是「陰、

陽」。 

要觀陰陽是不用甚麼工具的，因為人原本就

俱有預先感知即將到來的事務的靈性，這是人不

要失去靈感母力就有的本能，但現在卻是文明障

礙了先天本能，而讓自己無法瞭解自己的先天本

命； 

於是要瞭解自己的先天本命就要還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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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有的母力，要立知陰、陽才能判別好、壞、知

吉、凶、禍、福。 

由母娘四力的過程中：陰陽本是合體，本是

瞬間的陰陽和合，世間每一樣物質本身都俱陰陽

特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陰、陽構成了物質的特

性，所以每一樣物質都有它的陰陽面；沒有完全

好也沒有完成壞。 

物質內的陰陽本身雖是不變的常數，但在現

實的有形世界裏，卻是受母力的影響，陰陽也會

隨外在而變；在自然界物質因母力而改變了物質

本身的陰陽，這就是物質的際遇與成長而有質

變。 

而人本身也有自我陰陽常數，這就是本命；

人是多功能的複合體，自然地內在各種表現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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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陰陽、強弱，就有形而言、人有外觀、形象，

人的形體自然容易透露陰陽的訊息，所以看別人

從其外像，可以大慨知道個端倪；觀一個人的外

在形體陰陽，要從「顏色」、「受身」、「想法」、「行

事」、「意識」著手；如果說從外表無法看陰陽那

是因為自己本身「心」不夠清靜。 

但如果要內觀自己的陰陽又如何？俗話

說：自己看自己，越看越模糊；所以自己要時刻

的反省，也就是說內觀自性本靈，但這種言語還

是很模糊，簡要講還是內心以自然為準則，先不

受外務外物所影響，相信有形的自然世界是母娘

「生生不息」的道理，自己的修行就是效法自

然，時而修正自己言行。 

但內觀還有一項重要的事就是互動，互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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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言行、調整心靈的準繩，事實上先天本命是

人我之間相對性的好壞，人我之間是互動的、相

互依存的，是比較性的。要以人為借鏡，人我互

動以認清自己、調整自己的本命作為，借觀別人

陰陽以映照自己本命，這是重要的。  

第二十二節   覺無形陰陽 

Section 22 Feel invisible 

無形是看不到的，但可以覺知得到，要覺知

也不是毫無根據隨便說說，無形雖是看不到但還

是存在，因為無形是以能量或負離子的形態出

現，這是世界上「有形」與「無形」、「物質」與

「反物質」的對應。 

無形之所以不可捉摸，是因為無形沒有時間

的維度，無形不受時空限制，因此，太多未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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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假借無形之名、行詐騙之實； 

事實上，「有形」與「無形」之間必有一橋

樑通道互相映照，有形物質有質有量、如果用無

形置換產生，那麼無形必須犧牲穿越時空的本

能，而成定時空下生，而無形轉生有形的中間點

剛好就是「零」：陰陽合和的「零」，是陽世與陰

間的交接點。 

有形世界唯有「零」不受拘束，客觀真實，

「零」無法被操控，觀陰陽從「零」開始、從「靈」

著手，便通「有無」、一切了然。 

世界上，要觀人之「先天本命」；如何能從

「零」開始、從「靈」著手，首先要觀察世間何

處為「零」？何處不受人為影響拘束？唯有不受

人為操控的一點最接近「無形」、最接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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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要觀人之「先天本命」、就要從人的

身上找到「零」點，而這「零點」儘量是少人為

的，不做作的，於是人的出生四柱八字是一個值

得參考的「零點」，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日、

時、的四柱八字可做為先天本命的陰陽參數；而

人的身分證上資料如出生年、月、日或身分證字

型大小，也跟隨自己一輩子，這些也可做為先天

本命的陰陽參數。 

無極母娘陰陽五行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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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節    母娘四柱與八字參數 

Section 23 Four character parameters 

  八字參數是一個人的無形靈性、來到人世間

無形轉有形的身分序號，八字只是自然界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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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萬物的時空序列中，一個從無到有的小生

命的誕生；出生年、月、日、時應有其重要的陰

陽意義； 

事實上，八字僅是「先天本命」的重要參

考依據，在八字的解碼之中，「極陰」可能伴隨

「極陽」；陰陽可能相消而「一事無成」，陰陽也

可能相搏而「左右逢源」，「八字」有其不變的屬

性，也有其潛在的陰陽伸縮函數：能屈能伸。 

人若心存想要預定八字的數預定何年何月

何日何時生產，可能導致八字內陰陽伸縮函數的

偏頗，因為八字參數是不能擺脫自然規則而成為

人為設定；人類的自作聰明一向無法容入大自然

法則，而這些自然法則就是宇宙間母娘四力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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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八字參數可看出這個人的原靈、累世以

來的修行程度，高靈能的修行原兒，先天本命的

參數順暢無阻陰陽調合，單就看八字的排列，就

覺得非常通順，此人在世間的命格便是高人一

等；挫折比較少是因為行事穩當較少做錯事，自

然業障就少。當然這個因由是因為累世以來的修

行結果。 

第二十四節   五行的相「生」 

Section 24 The birth of five Phase 

  先天本命是一顆生命中的種子，要怎麼收穫

必先怎樣栽培，生命中的開花結果，是需要相對

的努力栽種，不是絕對必然的開花結果。 

在滅生的五行相「滅、蘊、生、進、旺」的

過程也是宇宙滅生的過程，生命是如此，整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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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也是如此。任何的金、木、水、火、土。都是

暫態、因為五行一直在輪轉中。 

第一個行相﹁火﹂就是能量的表徵，雖然只

有能量卻是萬物元素的起源，火的極致就是餘

燼，於是火生「土」而有宇宙的星雲，也就是說： 

這是從母娘大霹靂以無限的母力去創生宇

宙所產生的火球之後的星塵，於是星雲就有塵

土，土中有萬物元素在蘊育著，經過百千萬劫，

終於得到萬物元素就是「金」，金是一切有形物

質的總稱，有固定的形體，高靈能高發展的星球

都是土中含金，越成熟的星球，形體越固定金屬

的含量也越多。 

宇宙中星球也是有其生命形態，有生命就有

修行，其中一個勤于修行的星球就是「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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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著母力的修行，地球從「火」生餘燼之「土」，

「土」再生萬物元素「金」，金就生生命形態的

「水」，這是生命型態從「無機」轉化成「有機」，

於是有水就有「有機物」，有機生命從此展開，

生命體的修行從無形歷經五行五相、數億萬年的

演變：火↓土↓金↓水↓木。 

地球有草木而有生物，樹木植物是生物界最

重要的元素，宇宙中生命過程〡火、土、金、水、

木，剛好映照於「滅、蘊、生、進、旺」 

木是欣欣向榮，茂盛繁榮的極致，是生命的

﹁旺﹂相。此後五行相生，生生不息，這是母娘

之道。 

第二十五節  五行的相「克」 

Section 25 The death of fiv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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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雖是有形物質，但大自然陰陽的定律，

五行之相只是迴圈相生，也是要陰陽生滅的並非

永遠存在； 

於是根據陰陽的道理：陰生陽、陽「再生

陰」，其中第一代的「陰」與第三代的「再生陰」

便是同性相克；即所謂「火克金」、「金克木」、「木

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也就是說同一時空背景下、「金」的生成，

意謂「火」將轉弱，木的旺盛將覆蓋萬物元素

「金」；「土」的滋長增生必然是「木」朽葉枯的

結果；「水」能成湖是「土」堆疊成的；「火」能

旺盛是水氣乾燥的結果。 

世間的「克」是一種能量的對生，無論是「甲

克乙」或「乙克甲」，「克」都是相對等的能量傳



 57 

遞，「被克的弱的一方終將間接接受能量成為強

的一方」，這是世間不變的道理，在文明的競爭

世界裏「強弱異位」、只是「物換星移」的結果。 

於是「克」就是雕刻製造，火生土，土生金，

固態的金屬礦物的來源在於充滿能量的火的餘

燼的轉化。火間接製造了金，並且還能雕刻琢磨

﹁金﹂〡使金成材再升等轉化成水，但火也可以

反向地克制﹁金﹂的成長，使﹁金轉弱﹂。甚至

於使金溶化于烏有。 

  所以，「克」在世間上，大有用處，是製造

萬物的源頭，例如要製造﹁木﹂頭椅就必須用金

屬做鋸子使其成型，這是「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 

但相對的，鋸木也能毀掉做好的椅子。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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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行器物都是一體兩面的水可載舟，亦可覆

舟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的，﹁生﹂的道理也是一體兩面，當本

身氣強，生是好事，生是一生為二，而且母子均

安，但當本身氣弱，生就不是那麼好，能量不夠

可能危害母子，也就是說：能量不足是無法，木

生火，火生土：：五行相生的。 

五行貴在格局，人生本命亦然，凡事預留轉

圜空間，處處廣結善緣，內外兼顧，這是本命五

行中最圓滿的五全格局。 

第二十六節   陰陽生滅五行定律 

Section 26 Law of five Phase 

  宇宙中，從母娘創生原靈，原靈再生宇宙萬

物，以致于原兒，母娘總是在製造雕琢原兒，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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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中都沒有人體的複雜性與高智慧。人是萬物

之靈，這麼複雜的結構體，與細微的思唯，是母

娘製造雕琢的；而製造雕琢的原理在於「五行相

克」。「克」有時也是好事。 

天地間，母娘「生生不息」的道理表現于自

然生態的時空迴圈，春夏秋冬、花開花謝、陰晴

圓缺、日出日落，這就是陰陽生滅五行定律。 

  「生生不息」的道理轉化成陰陽生滅五行定

律，這五行定律就是生命的過程，是原靈從母娘

那兒開始，就已設定演化安排的路，雖然靈性平

等出發點是一樣的，但原靈努力的程度不同，自

然各個原兒的步伐也都不一樣，而後演變成聰明

才智的不同，遺傳因數的不同，高修行高靈能的

先知先覺成為人類，後知後覺的成為花草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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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的還是當石頭。 

第二十七節    氣的強弱 

Section 27 strength of gas 

先天本命中氣之強弱，氣代表先天原靈修煉

的靈能量的外在表現，這是與天地間萬有引力的

互動結果，氣就是力量，氣強生命力就強。 

母娘的萬有母力除了是物質間的萬有引力

外，更是牽系原靈先天本命的母力，母力影響著

原靈的氣，當原靈成為受精卵時就已經註定了，

在生命的製造過程中已經固定了。 

事實上原靈成為受精卵之初，也是要以原靈

的靈能轉化為「氣」；氣再生成原靈特有的「五

行五相」，因此而有受精卵，所以每一個原靈特

有的「五行五相」的受精卵基本上是甚麼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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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氣的強弱透露出「原靈」在金、木、水、火、

土的屬性。 

靈性原靈屬性各個不同，實在難以有形物類

簡單區別，不得以強以金、木、水、火、土、五

行做其屬性，但這五行其實是五相而非真的物

質，而是要取五行的性質而已。 

第二十八節    本命的靈源 

Section 28 spiritual source of natal 

        當然天地萬物包括人，本命的靈源

都是來自無形靈性母娘，但是母娘因時制宜，應

化了十二相還有諸天神佛，雖說只是形相的顯

現，但有了形相，便顯現了各個本靈：不同的屬

性和功能，足見母娘創生的宇宙世界多樣多元，

萬物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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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因應有形世界，人類的靈源除了母娘的

形相外，就屬諸天神、佛、聖、賢、帝君、菩薩、

五嶽河海、十方靈官、天龍八部、四生六道、及

一切真靈仙果；也就是說，有形世界眾生，靈魂

雖是母娘生的但眾諸靈能表現卻各個有別，只要

不要被五濁世界迷失靈能本性，個個都是可以見

到自己的靈源的；這就是「宗教」。 

事實上，靈性源頭只有一個就是母娘；只是

本命屬性較好依循於有形表相之靈神，這是顯而

易見的道理，但人人皆想追本溯源，母娘應現諸

相只是方便原兒來修行拜母。 

第二十九節    本命的屬性 

Section 29 properties of natal 

本命的屬性就是自己先天本命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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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不只獨一無二還是生生世世隨身顯現的無

法改變的屬性，唯有透過母力感應與修行才可能

改變本命的屬性。 

本命的屬性簡單歸類為陰陽五行就是金、

木、水、火、土、並含五行相的陰陽，這金、木、

水、火、土、五行是氣的轉化、相的暫態，在地

球世上因而有季節變化的強弱陰陽。 

在出生落土當下，有的人本命屬「木」，而

陽木則大樹、陰木則小草；而木的氣在春天最

強，夏冬次之，秋天最弱； 

有的人本命屬「火」，而陽火是烈焰、陰火

是柔光，而火在夏天最旺，春秋次之，冬天最弱。

有的人本命屬「土」而陽土是高山、陰土則低谷，

而土在三、六、九、十二月時最旺，其餘月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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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的人本命屬「金」而陽金是利器、陰金則

是容器，而金在秋天最強，冬夏次之，春天最弱。 

五行中「金」是指礦藏。在大地中，秋天草

木不再生長，大地中便裸露出有用的金屬礦藏如

金銀銅鐵，在古代秋天是開挖礦藏的好時機，所

以金在秋天最強，冬夏次之，春天最弱這是大地

幾乎看不到金的存在。 

有的人本命屬「水」而陽水是江河、陰水是

池湖，而水在冬天最強，春秋次之，夏天最弱。

水在冬天變成冰覆蓋大地是最強，夏天乾涸最

弱，春秋次之； 

所以原兒落土時已決定原兒的先天本命的

陰陽強弱，本命強弱是先天的靈性母娘依修行差

異次第排列賜給原兒的，每個原兒不同的修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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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不同使命與不同的歷練感受，所以原兒人

生的重點是在不同層次的歷練修煉也就生活修

行，而不是眼前追求的榮華富貴，愈執著于眼前

名利事物愈不能超脫先天命運的束縛。 

第三十節    知天命 

Section 30 We know what 

要先知天命，而後曆煉修行，在修行中，生

活的物質條件極為重要，不可放棄社會、放棄人

群修行；若與社會脫節，便不是這世界中人、道

中之人，更失去修行生活歷練的意義。這是母娘

之道、在家修行。 

因為文明社會的進步，促使著原兒要有經濟

活動空間，要有事業發展前進，即使祇是「生活

修行」也是一種事業，，因為這是物化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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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不能否定社會的。 

人沒有離開世俗社會才有本命，一但脫離社

會、命運的起伏也變的沒意義；知天命是要知道

自己在社會扮演的角色的自我實現。這是「知天

命」的前提，然而「知天命」的內在更重要；也

就是體驗：五行陰陽之氣。 

也就是說，瞭解人與生俱來的特質，也就是

屬性與功能，而人與生俱來的特質應該回溯到先

天的境界，而任何人先天的境界就是陰陽之氣就

是靈性。由陰陽之氣的形成而有金、木、水、火、

土、五行之相，為何說是相，因為五行也是暫態

隨時都會改變。 

第三十一節   先天的陰陽之氣 

Section 31 inherent yin and yang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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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兒的先天的陰陽之「氣」是原兒靈能量的

外在表現，跟原兒靈能量的內涵沒有正相關，氣

的強弱旺衰，只是一種特質、而不是絕對的「強

而好」、「弱而壞」，「氣」強不代表好事；「氣」

弱不代表壞事。原兒對於先天的陰陽之「氣」的

瞭解與運用才是人生的重點。 

這說明了身若旺氣若盛就而如春夏秋冬得

時制令，在先天上固然人生的表現可圈可點鏗鏘

有力但相對的；「氣」強的人愈難去雕塑，比較

固執、沒有轉寰的餘地。 

比方說強硬的木比較容易折斷而不容易雕

刻，但也不要太弱的朽木，要可雕可塑恰到好處

是不強不弱陰陽調合的成材木頭，這就是人生的

「氣」重點：陰陽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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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先天母力所賜的「氣」之強弱雖是落土

時已固定，但對於現世之中、卻有母娘所授予原

兒種種調合自身靈能母力可予改善；這就是靠後

天的修行。 

第三十二節   影響先天本命的母力 

Section 32 The Mater's Power of the natal 

所以先天本命的母力固然是從受精卵時就

已受萬有母力而固定，不過就影響現世本命而

言，這萬有母力是環境因緣際遇的命運力量，萬

有母力只影響四分之一的本命，另外三份是母娘

的靈感母力、智慧母力、修圓母力； 

靈感母力是透過修煉修持感應而得的、真正

的信仰真神、認識真理才能改變俗世的命運； 

還有是智慧母力這是入世的聰明才智，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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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刻的與時俱進、跟隨時代潮流才有掌握機

會、運勢的本錢； 

還有是修圓母力，生命的生滅過程的調和劑

就是修圓母力，在母娘的福蔭下，每個人藉由修

圓母力都能創造美好的未來、實踐人生。 

第三十三節  獲得先天靈能的官命 

Section 33 The Career Obtains spiritual 

power 

「官命」是原兒的先天本命獲得了先天靈

能；但這「官命」在世間上是責任也是考驗，「官

命」在男人是事業前途（官途）。在女人則可能

顯現與丈夫的婚姻狀況（官人），但現在女性多

能獨當一面，官命也可以是她的事業前途。 

在先天本命的官也有正偏之分，帶正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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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是屬於在政府公家機關上班的文官之

人，而帶偏官的人有人說是帶﹁七殺﹂，意即是

屬於武官類的將士兵。 

以現代的觀點，正官應是屬於勞心的（文行

文市）坐辦公桌的軍公教，而偏官則是屬於勞力

的（武行武市）的士農工商，時代的變遷或許行

業類別有異，但勞心勞力的考驗與責任從帶﹁官

命﹂的觀點應是不變的。 

其實﹁官命﹂就是要迎接面臨的挑戰，接受

挑戰，進而突破現況，克服困難，更上層樓，所

以宦海生涯沒有城府心機，處處算計、步步為營

是無法達到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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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節 釋放後天靈能的傷官格 

Section 34 Command-the release of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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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古代皇帝或是領袖、總裁是屬於傷官格，傷

官就是「克」官，原來三軍統帥要管理文武百官

就該有傷官格，這是專門來克制官的。 

傷官格的人總能找出事理的訣竅與要害，不

管文市或武行，就他而言、總是無法屈身低就，

可能事業做些日子就變成了業中的龍頭老大，大

小通吃，這種是大好大壞的格局，欲小不易但也

若浮若潛；傷官格也很適合做專業研究的科技人

才。 

若是以女性觀點來看，古代女性幾乎是嫁夫

從夫，女人的「官運」在於官人也就是丈夫，帶

正官的女性有旺夫運可能嫁到好丈夫、好家庭；

但相對的、女人自己也要付出雕刻自我、接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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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克服困難的代價，也就是說女人自己也要成

為賢妻勤持家，良母精教子的賢內助，因為女人

就是家庭丈夫子女的中心。 

可是現在帶「正官」的女性也可能是可圈可

點的女性主管，但其實也不必用什麼女強人去稱

呼，因為這是時代的潮流； 

但﹁偏官﹂七殺的女性較好動外向，較能突

破傳統禮教家庭為中心的束縛，觀念較開化，有

時在現代職場上是老闆主管的得力助手，但相對

自己的人生也較忙碌、操勞； 

而帶﹁傷官﹂的女性，則是馴夫的能手，但

是不要馴過頭而成克夫，所以﹁傷官﹂脫離不了

大好大壞的格局，大好是以母性為重的家庭生

活，相夫教子，大壞是克夫格局，形單影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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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緣，到底是會這樣還是會那樣，這是牽涉到本

命八字的強弱旺衰與現世生活的靈感智慧的表

現。 

這是先天的觀點從一個﹁官﹂字看整個人

的前途、夫運、家運，事業。 

第三十五節 釋放先天靈能轉化成「財」 

Section 35 wealth-the release of innate 

spiritual energy 

原兒的命格，就是在於本身先天或後天靈能

量的獲得與釋放；從獲得先天靈能量、承擔責任

與歷練的正、偏、「官格」，到最後先天本命釋放

先天靈能進而轉化成「財格」。 

「財」市釋放本我的先天靈能量而轉化的，

能達到個人有形經濟財庫的人生目標；不管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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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勞力製造的「正財」，或是不勞而獲、不意得

到的「偏財」。 

這正財偏財無論如何都是要從本我先天本

命的靈能量釋放製造，而既然從本我製造，本我

必要耗費相當的靈能量，意即「先天靈能化財」。 

就是本我擁有的財是從本我先天本命的能

量銀行領出來的；所以說﹁財﹂是與生俱來的本

我能量，不可強求，強求必定傷身，意即當「本

我」釋放先天靈能而成為財時，本我靈能量如果

不夠還要轉化為「財」則必定靈能匱乏並轉而傷

身； 

有些人終其一生勞心勞力獲得了一筆財富

﹁正財﹂，有些人可以居而守財這是命中帶財，

有些人則沒兩下又回歸原點兩袖空空這是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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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財，這就是個人先天本命的差異。 

另有些人很容易取得不勞而獲的財富，有些

人卻終生與財無緣，但無論如何我們要認清本

質，財是無形的是靈能的轉化而已， 

第三十六節  獲得後天靈能的「印」 

Section36 Life- the body of the spiritual 

energy 

財並不等於擁有好的生活條件；好的生活條

件是﹁印﹂，﹁正印﹂是在出生落土時本命獲得

後天靈能量而表現出好的內在：身體健康、俊美

俏麗；或好的外在生活條件：富足舒適，環境適

宜，能夠讀書識字、甚至深造；這是來自後天父

母的蔭護；這些都是本命靈根帶正印格的顯現。 

人的命中有官、有財，有「印」，這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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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蔭﹂，是繼承自君父師神的餘蔭，就是承上之

德，也就印生本我，本我原本是無知的是從

﹁印﹂那兒來的，承父母之印得以好的身命，承

師之印得以傳道、授業、解惑，承君長(老闆)之

印得以安身立命，以上就是正印命格， 

另外、偏印是本命獲得後天的感應靈能量，

本命有偏印亦即自己較能感應無形的靈性，也就

是說較有第六感，這是自己後天身體對無形的敏

感狀態。 

這種無師自通，得自靈性的「偏印」，在冥

冥之中總有特別的靈感，總能逢凶化吉，總有神

佛的庇佑，比別人更好的運氣，更少的業障，這

就是偏印 

但﹁財會克印﹂，本命轉化釋放太多的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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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能，相對本命靈能會轉弱；最直接的影響是本

命無法有效獲得來自後天的靈能量；所以，太有

錢也不是好事。 

印也是生活條件的寫照，意即雖然家「財」

萬貫，卻沒有好的生活條件，一個非常有人氣的

醫生，救人無數 

，賺財無數，但一生勞碌終究不得閒，並沒有享

受到錢財帶來的快樂，一切都是看得到，享受不

到； 

﹁財﹂克﹁印﹂伴隨而來的是有了財富以

後，不再需要來自老闆父母師長輩的呵護與照

顧，因而脫離了君父師的蔭與印，大有﹁自立門

戶﹂的味道，有﹁財﹂才能﹁自成一格﹂。 

第三十七節  直接潛藏於本命的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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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劫財 

Section37 the life robber-spiritual energy 

potential 

另外還有一種財叫做﹁劫財﹂，它是本我的

同類異性陰陽，比方說本我是屬陽金則劫財就是

陰金，所謂異性相吸，劫財就是會吸收本我的靈

能並潛藏於本命的靈能量， 

所以叫﹁劫財﹂； 

意即吸收本我靈能，所以命帶劫財者，最好

要本命靈能要較強一點，才能分一點靈能給﹁劫

財﹂，否則就會身弱，本命靈能較弱那就比較容

易傷身、劫財，劫掉了本我所製造的財，相對的，

如果本我的靈能量足夠供給﹁劫財﹂，則劫財更

能製造財，正如傷官統領眾官，劫財也能劫持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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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成為首富、豐富自我靈能，這就是劫財格局。 

命格靈能量夠強的話，劫財是個聚財庫，聚

集本我的靈能製造財富； 

財的含義：「財」既然是本我製造的，而財

子壽自成一格，有財斯有﹁妻﹂，有財斯有

﹁子﹂，更可從財這方面看出原兒生命的好壞與

長短； 

男帶偏財有偏房(小老婆)或婚外情的遭

遇，女帶正財若強弱配合得當，得較容易有兒

子；這是與生俱來在母娘的四力影響下，原靈受

母娘四力而擁有的先天本命，這天地陰陽調合的

受精卵與出生時的年、月、日、時，八字著實對

生命個體有深刻的影響； 

而男人命中有劫財萬一強弱配合不當，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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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空家破的，不可不慎，不過人生隨遇而安的境

界正是要我們原兒去修煉的，總結﹁財﹂一字，

是與生俱來的，切莫貪求，強求，減低自身的靈

能。 

第三十八節   印、蔭、蘊 

Section38 Life  

就本命而言，印總增加本命的靈能量，如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就是

這個道理，但如果本命的靈能量已經夠強，則就

不須要﹁印﹂來「生本我」了，本我的靈能量太

多，不能達到陰陽調合的目的，過多的印會變成

優柔寡斷；有太多的照護導致軟弱無能，容易生

病，也就是說「蔭」太多反而成溫室的花朵，但

有時印也是有內涵的「蘊」，有內在美有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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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話是﹁印多克泄﹂，當本我的靈能過

強，這時最好的方式是﹁泄身﹂，所謂﹁泄身﹂

就是利用我生的方式，將自己過強的靈能宣淺

掉，猶如釋放能量叫做﹁我生﹂，比如﹁木﹂氣

強，木生火以泄身靈能，就是如此 

在現實的﹁身、心、靈﹂世界裏，如何泄身

呢？就身而言，就是要注意身體健康，不要屯積

身體過多的廢氣，勤練身體，在﹁心﹂方面就是

去除心中不順不如意的障礙，心智調合，清心寡

欲，太強的靈能產生過多的欲望，要時時反省己

心。 

其次靈的宣洩與調合是最重要的，人在世

上，因文明規範而逐漸喪失本靈本性，所謂的本

靈本性是指直接的感受與感覺，沒有文明的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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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條規範的束縛，本我內中的靈能量需要啟動

靈性去做調合與宣洩，這是天地日月星 

辰運轉的準則；而這準則依循著母娘四力的

﹁生﹂的道理，陰陽生滅五行調合。 

第三十九節  釋放後天靈能的食格

與神格 

Section39 God-the release of spiritual 

energy 

    釋放後天的靈能與本命陰陽相吸的是「傷

官」，傷官是聰明智慧的表徵；而與本命同陰陽

的釋放後天的靈能，在世間的轉化是食格或神

格，這是先天本命的屬性，有可能是主食祿、心

寬體胖、人生享受的食格；也可能是將這些釋放

出的靈能量在世間轉為靈能糧食，這力量是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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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格。 

其次，若是本命獲得印的靈能，然後還能釋

放食、神、傷官的靈能；這來自﹁印﹂的力量，

當然使食、神、傷官的力量更加彰顯；更加彰顯

當然有正反兩種意味，這也是「克」的本質也就

是說「印克食傷」； 

世界上凡是克的事情都是正反兩面，克的好

更加勵志上進，克的不好就更加沉淪，天地有日

月陰陽，人也有好壞善惡兩面，這是存乎一心，

命祇是一條道路，知天命讓我們知道在生命的道

路上，我們是走在石頭路上還是柏油路上，這條

生命的道路是曲折變延的小路，還是康莊大道，

好與壞存乎一心，只待自己去決定自己的前進，

沒有任何的不可抗力的命中註定，只待原兒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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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生命的難處，奮發向上，人生就是一個雕琢靈

性的器場，原兒的一生只在驗證生命，修煉靈

性；這就是生命的真諦。 

第四十節   後天的靈能也是註定的 

Section40 the holiday spirit is doomed 

﹁食與神﹂、﹁傷官﹂，是繼承自君、父、

師、神或是上輩子的﹁印﹂而製造雕琢出來的，

因此﹁食、神﹂、﹁傷官﹂，有與生俱來的好底

子，這個好底子可能是聰明才智，可能是技巧手

藝，這一切幾乎是高人一等，可能是觸類旁通，

可能是思考敏捷。 

但不好的部份則是小聰明，守株待兔，聰明

反被聰明誤，好逸務勞，這世界有些事情是要按

步就班，沒有辦法靠著聰明才智一步就登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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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傷格局是以傷官為正格，傷官是統領眾將官的

領袖格局。    

而傷官帶印更是增加本我靈能的力量，不過

傷官帶印也是一把尖銳的剪刀，常常將固定的事

務破局；而傷官也能臨危授命，屢建奇功。 

﹁食格﹂是屬於偏格〡命帶食格的人聰明

有小技巧，在吃食衣住行生活的料理上都能面面

俱到，精神生活充滿理想化，好的方面是能展現

聰明智慧對事業前途不無好處，較差的方面是較

理想化，把嚴格困難的事情理想化，如此不但不

能解決事情，反而低估事情的嚴重性。 

第四十一節    神之格斯 

Section41 God’s Style 

命中帶神格的本命，一生之中靈性靈感乃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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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靠山、一生的成就脫離不了與靈性母娘有關，

有正確的信仰母娘、並通靈達真、將拜神格之

賜，高人一等，知人所不能知，這是與生俱來的

細知微動的靈感。但帶神格之人如果沒有強化無

形靈能力量，終身可能是社會上的隱形人，沒有

成功沒有出色，最明顯的是身體的疾病，最終將

無法適應社會，不可不鎮慎。 

﹁知天命﹂是一種體驗人生，而不是僅止於

四柱命理八字，懂得原理比相信宿命還重要，世

界上沒有天生的好手，凡是人都有共同的因素，

都是要從無知中努力學習，母娘的先天本命是可

以改變的只要用心與努力；本命好壞僅于影響人

生的四分之一力量的作用，也就是說：﹁先天本

命僅決定人生的四分之一，其他的，還有要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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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母力，靈感母力，修圓母力去掌握生命的

方向。 

第四十二節  本命中無形的好兄弟比

肩格局 

Section42 brothers shoulder to shoulde 

比肩是一個可以跟本命靈根並肩作戰，分擔

責任、義務的格局就是無形靈能的好兄弟，比肩

可以分擔本我的官克、減輕人生歷練的擔子，當

本我靈能量太弱時比肩就可以輔助給予本我靈

能量，而若是有官克考驗可以分擔本我的官克； 

所以比肩是本我的無形靈性夥伴與幫手，原

則上祇要本我的靈能、祇要不要過強，這個比肩

總是有幫助的，而比肩克財，比肩總是能夠幫本

我製造雕刻錢財，本我帶有比肩命格註定是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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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和力的人，人氣旺而有聚集群眾的力量，不是

個孤僻的人而是有人緣的人； 

不過身強的人靈能量過旺，若有過多的比肩

的人，則造成了無用武之地，就好像一群沒有仗

可打的士兵，無宣洩之處，久了必出問題。 

 

第四十三節   命的詮釋 

Section43 interpretation of life 

從母娘的剖真空拆零和創造整個宇宙型態

開始，本性靈根的聚集與累劫世的排列組合，促

使著靈性的輪轉進步，靈性不再輪回不再重複做

著同樣的事，靈性是輪轉而進步的，靈性的每世

並不是不生不滅而是需要滅了又生的排列組

合，這是母娘四力所賜，因而有天地陰陽日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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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轉。 

而「滅了又生」的人間道受著上述陰陽五行

的萬有母力影響而有先天本命，在先天本命、母

娘的萬有母力規劃下，有著天地萬物，有著四生

六道。 

或許萬物修煉的先天本命；無法輕易改變，

但存在於靈根裏那種力爭上游的動力；卻是母娘

所賜的力量，這力量有靈感母力，智慧母力，修

圓母力，這些都是本性靈根修煉的動力；在天地

之間與我，異性陰陽叫做﹁正﹂，因為異性相吸

影響力也較明顯，人生之中能把握陰陽五行的道

理，進而活用，趨吉避凶，必能知天命、明聖道。     

這世間上不管是平凡人還是達官貴人，同樣

的都離不開母娘的母學母法也就是要知道與重



 91 

視以下的 

官〡前進事業，財〡經濟財庫，印〡身體健

康。 

只不過母娘是要個個原兒知道自己的天

命，自己與生俱來附有天命的能量到底有多少，

自己在本命裏有多少，官、財、印，這是種先天

的性向分析，分析自己的本質，自己的本性；原

兒就是要瞭解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也是要從靈

性去探知自己現世的能量特質， 

然而先天本命非定論，如果一切都定了，今

生今世就不用修行了，不用再修煉了，記住，今

世的本命是四分一先天本命再加上四分三後天

修行，誰說沒財庫一定沒有錢，沒有官一定沒有

事業前進，沒有印身體一定不健康，相反的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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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不一定會有錢，有官運也未必前進光明，有印

也未必身強體健，這其中還有先天、後天等諸多

因素，等待原兒去修持與克服。 

有的人一生擺攤販或撿破爛維生，但他卻能

累積財富，這叫做正財生偏官，還有些人，命格

上正財偏財一大堆，卻不見財進來，其實沒有還

好，若見財則本人健康要遭殃，為什麼？因為本

人的能量太弱不堪輸出如此多的能量，這由一個

快樂的皮鞋匠無法承受富翁送給他的財富，整天

煩惱的故事可知，人生是有本命，是有一條自己

要修煉的路途，自己是無法跳脫這條路的； 

一個人三十歲走官運，這時是每天為學業，

事業而打拼，但並不是本命看不到官就沒有官

運，誰沒有學業，事業，的，本命看不到財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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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就沒有財運，如果本命的能量不足則真的沒

有財或官，如果本命能量飽足，則本命有足夠能

量隱含官或財，這隱含的力量，有時是千軍萬

馬，力拔山河的驚人； 

人是有本身的特質與特性，即使八字完全相

同的兩人，命運也各不相同，因為人的命還決定

在四分三的後天努力修行的結果；母娘的先天命

理是要在完全惡劣的先天環境下找出路，找出一

條修行的生路，這就是母娘「生」的道理，絕處

逢生境； 

﹁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讓我攀險峰，

再與天比高。﹂ 

生命的毅力就是這麼堅毅難催殘。    



 94 

 

第四十四節   現代人十種命格 

Section44  ten modern 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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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正官命格』：中規中矩，完成上級所交

付的任務，政府機構、大企業的軍公教，穩定的

工作收入，朝九晚五，一生中自有定算，不必擔

心人生的起伏風險，女帶正官則有好夫家，或者

自己事業有成。 

乙、『偏官命格』：總是需要勞心勞力的工作

著，雖是販夫走卒，但社會的低階層也能出人頭

地，成為業中翹楚，士農工商的中產階級，最能

體會人生的甘苦，大起大落的事業前途，繁華落

盡雲煙處。 

丙、『正印命格』：天生麗質，男俊俏，女美

麗；擁有智慧，適合深造研究，來自父母好的遺

傳，自恃甚高，但容易依賴，總是承受別人的恩

賜；容易生病，需要別人照料生活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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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偏印命格』：擁有智慧以外的，多一層

靈感，容易受感動，見到母娘會掉眼淚，思想縝

密，觸類旁通，有藝術家天份，宗教家熱誠，是

母娘的『龍仙鳳女』，此命格與母娘最接近。 

戊、『劫財命格』：喜歡消費花錢，文明社會

的新潮流，流行名牌的愛好者，常遇劫難，較有

意外發生；須比別人多注意安全，但大運來時，

能夠『賺大錢』，日進鬥金，傳奇性人物，傾國

傾城的女性。 

己、『比肩命格』：豐沛的人脈，良好的人際

關係，四海之內皆兄弟，成功的外交手挽，容易

成為公眾人物，眾星拱月，有時卻招小人、遇人

不淑；遭人陷害，成也兄弟，敗也兄弟。 

庚、『傷官命格』：霸氣的王寇性格，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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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專業知識，予人一針見血，不留情面，破

局大王，但正是統帥性格，女命易傷克丈夫，男

命有時上山，有時下海，事業浮沉、天壤之別。 

辛、『食神命格』：『食祿』與『神格』的相

反『顯、隱』性格，若『食祿』命格顯現則人好

享受，生活優渥好命易胖。反之；『神格』顯現

則人必須苦修苦行，有宗教家的精神犧牲奉獻，

是神靈轉世，帶有天命。 

壬、『正財命格』：有先天的財庫容易聚財，

此財是辛苦勞力之所得，萬一不見財運是靈氣閉

鎖；男人有財斯有妻，正財意味賢妻良母，女人

則感情容易受傷，徒增煩惱，財多傷身；自身不

見財卻傷了身體。 

癸、『偏財命格』：意外的財富，投機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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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可遇不可求的機運，不能守株待兔等待財

運，要創造與生俱來的靈感，男人有偏財可能有

老婆以外的女人，女人有偏財則可不必靠勞力賺

錢，帶偏財的人容易鑽牛角尖，疑心較重。   

第四十五節   累劫世靈能資料庫 

Section45 Life performance database 

人類的本命是要去修行的；而修行必須重視

身體機能的代謝作用，有好的身體才不容易老

化，才可以運用現有的能量，累積經驗持續修

行，只要是耳聰目明以長生為目標，相信年紀愈

大也能累積修行的能量，長生是累積靈能的好方

法。 

原靈在百千萬劫之中修行，為的是練就了累

積靈能的本領，在生滅的過程中，將靈能傳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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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劫世靈能資料庫，在來生中、因有遺傳注記因

數存在；致使原靈更加的輪轉進步。 

有了長生的靈能、身體健康、心智健全、靈

能調合，才能延續至長存的靈能，長存是生命又

滅又生的靈根、持續存在的靈能；人類的發展就

是原靈依附的身軀能夠又滅又生持續存在，這就

是長存的功效。 

第四十六節  母娘細知微動的道理 

Section   the micro truth by Queen Mother 

母娘的真理，母娘的智慧，這種宇宙間神奇

奧妙的造物原理，是要咱原兒，用最精微的心靈

感應去瞭解感知，在原兒藉著落土時先天本命的

靈性身分去瞭解自身特質後，原兒知道這是在地

球周遭，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球，施加于受母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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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的每一個原兒的微妙力量，這微妙力量牽系

著原兒一生的身體健康，經濟財富，事業前進， 

這是母娘誕生製造原兒的基本要件，這個大

方向決定原兒一生的修行方向，也就是說：母娘

四力中的萬有母力在原兒出生落土時已經是固

定了，然而原兒要借著這固定的四分之一力，瞭

解先天本命，瞭解自己特質；並在另外三種靈感

母力，智慧母力，修圓母力，更加精進努力，以

達到真善美的修行境界，除此之外， 

母娘又御賜錦囊，以為原兒修行申困厄解

惑；這錦囊是細微的宇宙真理，也是星際細微力

量的影響，在地球除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精密

的影響我們原兒的大方向，還有環繞在地球周圍

的十五顆運星，分別是紫微天機，武曲，天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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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貞，天府，貪狼，巨門，天相，天梁，七殺，

破軍，文曲，祿存，文昌，這十五運星，對原兒

在印，身體健康，在官，事業前進，在財，經濟

財富，都有深刻影響，茲就母娘錦囊六十良言， 

進一步闡敘，望諸位原兒能深思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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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節    母娘錦囊 

Section47 Queen Mother Tips 

一、甲子：（陽木陰水：正印）大樹逢甘霖，正

有可為；人生是要磨練，克服困難，才有甜美的

果實。你要接受挑戰不可逃避。 

二、乙丑：（陰木陰土：偏財）溫室的蘭花，細

心呵護，也能出眾，如果沒有暴風雨，那來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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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的新境界，不要怕困難在前面。 

三、丙寅：（陽火陽木：偏印）暗藏旺盛火種，

但凡事要以柔克鋼，三思而行；卑斥的遭遇，要

刻骨銘心，然後反省己過。忍耐吧！ 

四、丁卯：（陰火陰木：偏印）要慢工出細活，

大器總晚成，有母娘的助力；在困頓的環境下要

越發振奮。不要萎靡不振。 

五、戊辰：（陽土陽土：比肩）貴人已現前，宜

自我表現，爭取機緣；把握時機，努力向前雨過

天青，諸事可成。 

六、己巳：（陰土陽火：正印）有旺火卻無食材

可亨煮，自己有心卻是環境不許可；關前厄難，

謹防崩盤。轉進另路，免得受難。 

七、庚午：（陽金陰火：正官）火候不足，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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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鐵煉成鋼；雖有不得，亦無大壞，勿躁進，候

時機，要接受考驗再努力吧。 

八、辛未：（陰金陰土：偏印）耕作的土地太貧

瘠，天無三日情，人無三兩銀；苦日子可能還要

一段時間。粗茶淡飯，也是處之泰然。 

九、壬申：（陽水陽金：偏印）有太多做不完的

工作，但好人可得母娘保佑；任勞任怨，吃苦當

作吃補。承擔一切責任；終可媳婦熬成婆，享老

運。 

十、癸酉：（陰水陰金：偏印）小草格局，但不

要小看自己，持之以恆；沉藏待發，再等待時機。

冬藏待春天，不要自亂陣腳便可以收穫。 

十一、甲戌：（陽木陽土：偏財）心中自有森林

大山，欲小不易，考驗難免，不可斤斤計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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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讓我攀險峰，再與天比

高。 

十二、乙亥：（陰木陽水：正印）小草實難承受

大水，環境不值得力拼，小心身體健康；有勇無

謀，不值鼓勵，須再計畫。 

十三、丙子：（陽火陰水：正官）有旺盛的企圖

心，有阻礙也必能突破，但要兼顧親人的情誼，

不可一意孤行；精益求精，勇往前進，必可大獲。 

十四、丁醜：（陰火陰土：食神）火候不夠，努

力不足，難有美食；謀略難成，不妨退一步思考，

不要強求，但如果精密雕琢人生，也有可成美玉。 

十五、戊寅：（陽土陽木：偏官）努力成果卻是

別人得利，看得到錢卻用不到；不要好高騖遠，

踏實一點，重新調整而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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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己卯：（陰土陰木：偏官）深耕易耨，努

力耕耘要有耐心，有朝一日必能開花結果；大運

將至，必能成願。要把握機會。 

十七、庚辰：（陽金陽土：偏印）命中註定，金

仙降世，歷練人生艱難，要有母娘印護才能成

就；好的基礎，守成為要，守住優勢。 

十八、辛巳：（陰金陽火：正官）真金不怕火煉，

要能越挫越勇，事業前途的官運便會越克越大；

難得的磨煉，雖然很苦，但要克服。 

十九、壬午：（陽水陰火：正財）世間煩惱離不

盡，多情總被俗緣擾，不見財卻情傷；不能有一

廂情願的理想抱負，好高騖遠。 

二十、癸未：（陰水陰土：偏官）欠水也欠土，

無立足之地，時運不濟，難成氣候，記住：屋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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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逢連夜雨；慎防意外災難，官病之害；劫難不

倒，必有後福。 

廿一、甲申：（陽木陽金：偏官）利器砍樹，有

斷頭的危險，應設停損，重新再來；命運已經落

底，沒有再比現在更壞。 

廿二、乙酉：（陰木陰金：偏官）雜事如石頭上

的青苔那麼繁多，要用心厘清，注重身心，不要

太累但不要壞了身體；成功就在眼前，再加把勁。 

廿三、丙戌：（陽火陽土：食神）焰火後的灰燼，

不管過去種種，要回歸平凡如實的生活；高峰過

後的低潮在所難免，不要喪志，養精蓄銳，東山

再起。 

廿四、丁亥：（陰火陽水：正官）要懂陰陽相搏，

水火不相射的道理，劫難就是考驗，只要不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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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曆劫歸來；金玉滿堂，萬事如意，福星高照。 

廿五、戊子：（陽土陰水：正財）久旱逢甘霖，

大地回春財源已經顯現，明師現前，便有作為；

高官晉祿，諸事可成，喜事臨門。 

廿六、己醜：（陰土陰土：比肩）細沙容易混雜，

朋友間切忌借貸，把定心思勿聽雜音，要防小

人；東奔西走何日休，把定心情一定贏。 

廿七、庚寅：（陽金陽木：偏財）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要改變面目，展現契機；生命中的

貴人已現，請把握機會。 

廿八、辛卯：（陰金陰木：偏財）生銹的刀具卻

長滿青苔，欲達成功目標，還須砥礪磨練；不要

怕，祇差臨門一腳，再接再厲。 

廿九、壬辰：（陽水陽土：偏官）土壩洩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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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參半，要戒慎恐懼，因應行事；雖不值得鼓勵，

但要防大害，戒慎行事。 

三十、癸巳：（陰水陽火：正財）滾燙的熱水，

如何利用？有待啟發智慧；前況未明，多做分

析，不可冒然行事，這是大格局要靜心、沉思、

觀動靜。 

卅一、甲午：（陽木陰火：傷官）星星之火可以

撩原，再接再勵，勇敢面對，可以一鼓作氣；背

水一戰，終將成名立萬。 

卅二、乙未：（陰木陰土：偏財）土地不肥草不

壯，要沉潛低調，暫不要有所求，要好好休養生

息；能量不足，靜修充電，蓄勢待發。 

卅三、丙申：（陽火陽金：偏財）生命的處境，

將有如熱鍋上的螞蟻，進退不得，只有默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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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要有心理準備；承受眼前的橫難；但「靜心

祈求母娘」可以解難。 

卅四、丁酉：（陰火陰金：偏財）多情，多恨，

多煩惱，無濟於事；明快處置可保禍害不上身；

船到橋頭自然直，有燒香有保庇。 

卅五、戊戌：（陽土陽土：比肩）先天能量、本

土資源、人際關係，可做為後盾；正當做人，不

可取巧，自然成事。 

卅六、己亥：（陰土陽水：正財）混濁的水質，

無法看清內涵，但不要放棄，靜心等待可有大

魚；左右兩難，唯有心靜，才可明志。 

卅七、庚子：（陽金陰水：傷官）蓄水高塔，儲

蓄能量，用途無限，考驗是最好的試金石；蓄勢

待發，要有心理準備，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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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八、辛醜：（陰金陰土：偏印）貧瘠的土壤，

不見生機，重要的是保身體健康，；小角色渡小

月，辛苦一點，小兵也能立大功。 

卅九、壬寅：（陽水陽木：食神）豐沛的雨林，

有垂手可得的資源運用，但不要三心二意；要去

除雜務，平凡就是好日子、但求守成。 

四十、癸卯：（陰水陰木：食神）獲得適量雨水

滋潤的花草，開花結果指日可待；但不要有太大

的野心，允執厥中，有舍斯有得，沒什麼不好。 

四一、甲辰：（陽木陽土：偏財）眼前一片茂盛

山林，有好時運但也有太多的雜務煩惱；，要及

早謀定；只要固守本我健康條件；便會成功。 

四二、乙巳：（陰木陽火：傷官）一點辣椒辣透

味，一絲的機緣也會發酵，現在不好但以後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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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雖是命中註定，但要力求破除宿命；終有可

成。 

四三、丙午：（陽火陰火：劫財）火上添油，動

力十足，如虎添翼，一有機運就會大發；見色見

官就發財，容易見財但宜防破財。 

四四、丁未：（陰火陰土：食神）爐火煉丹，慢

中出細活，大器晚成，只要把握基本面，一切責

難，歸於塵土，必有可成。 

四五、戊申：（陽土陽金：食神）大地藏無盡，

資源無限，等待有緣發掘，必有厚利可圖；百尺

竿頭，進步可期，再加把勁。 

四六、己酉：（陰土陰金：食神）貧瘠的土壤卻

蘊藏貴金，要忌口不可過重；墮落深淵，唯有心

靈沉靜，就有貴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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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庚戌：（陽金陽土：偏印）遍地黃金就等

有心人的發掘，但需要母娘印護，才可成就；穩

步求發展，不可放肆，自亂陣腳。 

四八、辛亥：（陰金陽水：傷官）海中舉足輕重

的定海針，一點滴卻足影響大局，勿輕忽己力；

叱吒風雲，及早收網，享受成就。 

四九、壬子：（陽水陰水：劫財）陰陽水制煞除

厄，劫難來臨轉運時，陰變陽，陽變陰，好變壞，

壞變好；時機不好，過分冷淡，以靜制動。 

五十、癸醜：（陰水陰土：偏官）泥塑土可塑可

型，人生不要有本位主義，要做甚麼像甚麼；運

勢稍有起色，還要等待春天降臨。 

五一、甲寅：（陽木陽木：比肩）眼前一片茂盛

林木，正是資源豐碩，助力無限；大好機會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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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把握衝刺；但要低調行事。 

五二、乙卯：（陰木陰木：比肩）一望無際草原

風光，雖沒有市集榮景，何妨放寬心思；小草格

局，雖不值投注玩味，何妨以平凡心處之。 

五三、丙辰：（陽火陽土：食神）火山之勢如破

竹，銳不可當，但須及早急流勇退，見好就收；

當機立斷，避免衝動，船過水無痕。 

五四、丁巳：（陰火陽火：劫財）似陰還陽摸不

著頭，忽冷忽熱難耐性子，小心劫難來臨；已到

盡頭，難有做為、要改頭換面、從新出發。 

五五、戊午：（陽土陰火：正印）溫火煉製陶土

窯，慢工出細活，媳婦熬成婆；爐火純青，領袖

群倫，登峰造極，有機會扶正，出類拔擢，身弱

也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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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己未：（陰土陰土：比肩）無立足生存之

地，唯有並肩同甘共苦；沒有比這再壞的了，但

有朝再起，不要忘卻初衷、放卻親情。 

五七、庚申：（陽金陽金：比肩）耀眼的晶鑽，

總是奪目出眾，但鋼性本質，少了生命的彈性；

雖然不能成功，也獲得經驗，記取教訓再接再勵。 

五八、辛酉：（陰金陰金：比肩）懸崖峭壁，危

險萬分，讓我攀險峰，再與天比高；天時地利，

要經得起打擊，時勢造英雄，努力吧！ 

五九、壬戌：（陽水陽土：偏官）大片的美好河

山，正等待開拓，眼前橫難算甚麼；保留實力等

待蛻變。接受考驗，成就非凡。 

六十、癸亥：（陰水陽水：劫財）陰陽黑潮，一

股惡勢力即將形成，要能轉圜成事，才是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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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態炎涼，如落深淵，認清事實猶可待發。 

人生無常，無常是獲得智慧的良方，感受苦的滋

味才有味覺嘗食甜果，苦是勵志的試金石，是通

往成功的不二法門，母娘的良言錦囊，要讓原兒

知道現有能量以應對策，要幫助原兒失勢的時候

不氣餒，得勢的時候須知困苦的時候的種種際遇

與反省。不可驕傲，忘記先前苦難的日子，母生

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母，原兒不可忘記自

己的出處，在得勢的時候，也要自己勵惕自己，

這才是修行之道。 

原兒的身、心、靈，整個主宰還是在於〡靈，

也就是原靈；這身、心、靈歸根究底，還是在於 

母娘賜力： 

母娘四力，創生宇宙，賜力原兒，長生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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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有母力，先天本命，身體健康，精進聖道。 

  感應母力，本性靈根，通靈達真，神領意會。 

  智慧母力，生活修行，明心見性，氣達九天。 

  修圓母力，解脫業報，身心靈合，精氣神聚。 

所以說：我們身、心、靈是母娘賜予的，母娘愛

子，母娘深知人類『私利文明』的錯誤，但母娘

還是苦口婆心的諄諄訓誡原兒愛子。 

在四生六道的大道上，地點在兩佰億年前，

原靈在這條大道上行走，起初原靈什麼東西都沒

有，靠著原靈的修行意志力與母娘不斷的賜予力

量，如今原靈已擁有「人身」， 

這人身還要有靈性化操作的「心智」；「原靈」

就是人身的主宰，在四生六道的大道上，「原靈」

是要下指令給「心智」執行「身體」的操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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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六道的大道是長遠的、並延續生、滅週

期；「原靈」的生、滅只是換個歷練的角色而已；

大道只有一個永生永世安身立命的方向，就是以

靈為首的「身、心、靈」合一，任何的離身、離

心、離靈、都將背離大道—生生不息的大道。 

第四十八節 十神命格 10 Patron 

saints of Life 

淨心神咒  The Mantra of cleaning Mind 太上

台星。應變無停。The universe is full of 

innumerable stars. The stars are constandly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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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邪縛魅。保命護身。 The world people drive 

out the evil to protect  themselves.  智慧

明淨。心神安寧。As long as the clear 

wisdom,the quiet mind, 

三魂永久。魄無喪傾。 the spiritual godhead 

are immortal. The soul will be eternal.  急

急如律令。 Execute the order with haste as 

if an imperial command. 

十神命格 10 Patron saints of Life by Master 

Hozn 崑崙泓師 

剛開始,創天地之初,In the starting of earth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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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母娘為了使靈子們達到修行的目的,in 

order Mu Niang to enable the spirit childre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actice. 

先創造適合萬靈萬物居住的地球大自然生態,生

物,Firstly,  Mother created the natural 

ecology which is suitable for biology. 

再為心愛的靈子們創造靈活感應的身體,成為身

心靈健全的人類. Next, created the flexible 

body for her love spirit children that become 

a human with the mankind with 

body,mind,spirit. 

母娘運用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構成八

卦:天.地.日.月.雷.風.山. 川.形成大自然生



 121 

態. Mu Niang used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Gold,Wood,Water,Fire,Earth) 

consisted the eight Trigrams (Heaven,Earth, 

Sun,Moon,Thunder,Winds,Mountains,Rivers) 

to form the natural ecology. 

母娘也運用陰.陽.五行. .金.木.水.火.土.構成

生命十神,守護人類. Mu Niang also use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Gold,Wood,Water, Fire,Earth) to form the 10 

Patron saints of Life to protect Human. 

年,月,日,時依天干地支產生八字 Year, month, 

day, hour generate birthdate characters by 

the decimal and duodecima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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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命格除了本命,另七個與日月金木水火土七

星相對應 

Birthdate characters correspond with 7 

stars. 

太陽,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的運轉

與八字命格息息相關 

The operation of Sun, Moon, Venus, Jupiter, 

Mercury, Mars, Satur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birthdate characters 

七星皆有十種致人吉凶禍福的能量 

Seven stars cause ten kinds of good or bad 

fortun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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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個守護神是 :  The 10 Patron saints of 

Life are as below :  正官(Oficer),偏官

(Military),正印(Shield),偏印(Nimble), 劫

財(Depletion),比肩(Associate),傷官

(Commonder),食神(Provider), 正財(Wealth),

偏財(ill Wealth). 

甲、『正官命格』：中規中矩，完成上級所交付

的任務 A.[Official Land Fate] :  Formal, 

completed the tasks given by superior ; 

政府機構、大企業的軍公教，穩定的工作收入，

朝九晚五， 一生中自有定算，不必擔心人生的

起伏風險，  government; agencies; large 

enterprises, a stable income, star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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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ine to five, life is its own count, does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ups and downs of 

life, 

女帶正官則有好夫家，或者自己事業有

成。  women who with a“Official 

Land  Fate” will obtained a good husband, 

or have their own  careers. 

乙、『偏官命格』：總是需要勞心勞力的工作著， 

B.  [Partial Official Land Fate]  :  Always 

need of dedicated work. 

雖是販夫走卒，但社會的低階層也能出人頭地，

成為業中翹楚， 士農工商的中產階級 

B.[Partial Official Land Fate]  :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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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of  dedicated work. Although  in 

the  lower class  of  the street.  It can 

be succeed and become industry leaders, 

最能體會人生的甘苦，大起大落的事業前途，繁

華落盡雲煙處。 the middle class segment of 

society can good realize life’s joys, up and 

downs career prospects or succeed in owned 

careers. 

丙、『正印命格』：天生麗質，男俊俏，女美麗； 

C. [Printed Land  Fate]   :   Natural 

beauty, Male look handsome, Girls look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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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智慧，適合深造研究，來自父母好的遺傳，

自恃甚高，  got wisdom, suitable to further 

study.but Haughty 

但容易依賴，總是承受別人的恩賜； Easy to 

rely on, always bear someone else’s gift; 

容易生病，需要別人照料生活起居。 Easy to get 

sick, need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daily 

life. 

丁、『偏印命格』：擁有智慧以外的，多一層靈

感，容易受感動， D. [Partial Printing 

Land  Fate ]  :  Got wisdom beyond, 

multi-layer inspiration, easy to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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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母娘會掉眼淚，思想縝密，觸類旁通，有藝

術家天份， 宗教家熱誠， when saw “Mu Niang” 

tears will drop, careful thought, got 

artiest talent, enthusiasm religionists 

是母娘的『龍仙鳳女』，此命格與母娘最接近。 

mother’s  “Dragon Immortal Phoenix 

Female”. This fate  is  closest to “Mu 

Niang”. 

戊、『劫財命格』：喜歡消費花錢，文明社會的

新潮流， 流行名牌的愛好者，E.      [Robbing 

Land Fate]  :  Like to spend money, the new 

trend of civilized society, the popular 

brand enthusi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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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劫難，較有意外發生；須比別人多注意安

全，  often encountered catastrophe,  an 

accident occu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rather than others thing, 

但大運來時，能夠『賺大錢』，日進斗金，傳奇

性人物， 傾國傾城的女性。 it is possible to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the woman got 

very beautiful. 

己、『比肩命格』：豐沛的人脈，良好的人際關

係，四海之 內皆兄弟，F.  [ Par Land 

Fate]  :  Rich of network people, good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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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外交手挽，容易成為公眾人物，眾星拱月 

successful in handle diplomatic, easy to 

become friend and demanded in public 

有時卻招小人、遇人不淑；遭人陷害，成也兄弟，

敗也兄弟。 sometimes can bring bad luck  and 

incurred in bad fate. 

庚、『傷官命格』：霸氣的王寇性格，具領導氣

質、專業知識， G.[ Injured Land 

Fate ]  :  King character, with leadership 

qualities,  expertise, 

予人一針見血，不留情面，破局大王，但正是統

帥性格， advise people so sagartic, 

commander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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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命易傷剋丈夫，男命有時上山，有時下海，事

業浮沉、 天壤之別。僧道之命  female easy to 

hurt husband, sometimes career not stable. 

辛、『食神命格』『食祿』與『神格』的相反『顯、

隱』性格， H. [ God & Cookery Land Fate ]  :The 

relative character of God and Cookery 

若『食祿』命格顯現則人好享受，生活優渥好命

易胖。 The cookery like to enjoy life and 

become fat 

反之；『神格』顯現則人必須苦修苦行，有宗教

家的精神犧牲 奉獻，是神靈轉世，帶有天

命。  The God character is with the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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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正財命格』：有先天的財庫容易聚財，此

財是辛苦勞力 之所得，I.     [ Wealth 

Official Land Fate]  : Owned wealth which 

comes from hard working 

萬一不見財運是靈氣閉鎖；男人有財斯有妻，正

財意味賢妻良母 no spirit, no money , the 

male will have a good wife, 

女人則感情容易受傷，徒增煩惱，財多傷身；自

身不見財卻 傷了身體。 The female will suffer 

in feelings,even illness. 

癸、『偏財命格』：意外的財富，投機的金錢遊

戲， J.[ Partial Wealth Offici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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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e ]  :  Unexpected wealth, speculative 

money game 

可遇不可求的機運，不能守株待兔等待財運，要

創造與生 俱來的靈感，Can not sit back and 

wait wait wealth, To create innate 

inspiration, 

男人有偏財可能有老婆以外的女人，女人有偏財

則可不必 靠勞力賺錢，Men may have the third, 

Women do not have to rely on labor can make 

money, 

帶偏財的人容易鑽牛角尖，疑心較重。 A dead 

end, suspicion hea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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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陰陽五行,任何十神命格屬性都有好與壞 

Because there are yin and yang,each 10 Patron 

saints is between good or bad. 

對事情準確的判斷可以逢凶化吉 Accurate 

judgments about things you can be Good luck 

 

 

第四十九節   人類不願面對

的真相 

Section48 human Inconvenient Truth 

現世間，『人類完全只重視自己的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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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暖化、二氧化碳行成地球的溫室效應，地

震、海嘯、風災、流行病，氣候異常，南北極冰

開始融化，水平面上升，河川水源污染，大自然

資源濫用，食物短缺，經濟困頓，民不聊生。 

人類一直不願面對『大自然生態萬靈萬

物』，逐漸被人類摧殘的惡果；一直只想繼續在

『私利文明社會』裏，把玩金錢遊戲；殊不知，

天空已不再湛藍，河水已不再清澈，環境惡化，

動物滅絕；人心貪腐，黑暗惡勢力逐漸抬頭，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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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進入難以扭轉的局面；這禍首肯定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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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生態漠視與摧殘的『私利文明的人類』。 

再多的法律條文限制規定，人類應該如何

『節能減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都是『大問

題小處理』；對自然生態幫助極小；歸根結底，

人類心靈層面的『貪』；若不正視解決，是無法

徹底改善大自然生態，挽救地球危機的。 

母娘在此要喚醒人類貪婪的習性，人類已遠

離靈性覺知，要讓人類原兒現出原靈真面目，讓

『原靈原兒』與『天地自然日月山澤』以及『萬

物萬靈』共榮共存於地球。開創『龍華三會新世

界』。 

第五十節    龍華三會新世界 

Section49 Dragon’s three will be the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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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娘要說：在未來，母娘聖經將廣布於世界

各地，會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經由昆侖

山靈修行，看清人類『私利文明』的窮途末日，

大自然是萬物萬靈互為依存的空間，不是只有人

類任意取用的生財資源； 

今天母娘演說『龍華三會新世界』，是要原

兒原靈記取亙古以來大自然的教訓，『人身』得

來不易，奈何人類原兒只顧『私利文明』忘了回

家的路；『私利文明』才五千年的光景，就把地

球弄得烏煙瘴氣。 

母娘要在玉山母系昆侖山上，開創『龍華三

會新世界』，不緊要救贖人類原兒喪失的『靈能

本性』，也要為地球生機找出路，有識靈修行先

知們，要在玉山母系昆侖山上，開創『龍華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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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要使萬物萬靈回歸大自然生態；節約

善用珍惜能源，不僅如此，最大的關鍵就是喚醒

人類『私利文明』、『貪婪氣息』、要降低經濟活

動，覺知覺行，關懷萬物萬靈，靈性修行，身、

心、靈、合一，活化生態，恢復有機； 

讓龍華靈修行眾生，瑤池大道暢通，各個原

靈能夠領受母娘慈恩，讓原兒在地球過著，與萬

物萬靈共榮共存的大自然生態生活，好山好水，

長生長存。 

龍華三會新世界是人類的希望所在，是要扭

轉人類五千年來『私利文明』的危機，希望人類

每個人都能當母娘的原兒，讓人類在活五千年、

一萬年、一千萬年，甚至幾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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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s Dialogue 

 貳 先天版 到此結束泓仁導師 畢生心

血啟靈著作   

請繼續閱讀 母娘聖經 參 啟靈版 

  普為出資助印及讀誦受持輾轉流通

者： 

宏揚母娘道  『俱慧眼福基永固』 

昆侖山導師 瑤池宮泓仁住持 啟靈著作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中侖村 40-8號 南二高下中

埔交流道往大埔台 3線公路 302.5公里右轉上山 

電話：（05）-2534791 行動電話：0937-618850 

信箱:akingate@hotmail.com 

郵政劃撥：30369259   陳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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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轉帳 銀行：700【郵局】帳號：

0051008-1745371 

西元 2009/3/29起 每日一本少量印製 

歡迎助印    

http://akingate.space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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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kingat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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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886937618850 

Psychic Master Hozn lives in Chiayi County 

Zhongpu Town Zhonlun village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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