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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龍華三會 

Chapter 3 Dragon’s three will 
 

第一節    建構龍華勝會的法船 

Section 1  Constructing the ship of  Dragon 

congregation 

在一百四十億年前，『母娘』為了要孕育萬

靈並創生宇宙，先開創『靈、能、質—三宇稱』

創生『無極靈界』、『虛空能界』、『太極世界』連

結對映，並將『母娘四力』靈能加持到『無極靈

界』原靈眾生，讓原靈眾生獲取「光、熱、力」

具足『母娘四力』得以爆漲大霹靂，從『無極靈

界』進入宇宙『虛空能界』，生育宇宙萬物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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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成就太極人類世間； 

原靈在有形世界的修行從此展開，浩瀚無垠

的星雲夜空，漫漫長夜有形體的原靈因具備母娘

四力而潛心修行，構築了『能量世界』甚至有了

地球的太極世界。 

但太極有形世界變因、變數龐雜繁多，母娘

的最大願望是能持續保有：『無極靈界』、『虛空

能界』、『太極世界』連結對映的『靈、能、質—

三宇稱』，讓原靈得以持續修行、成長進步；太

極有形世界的誘惑、阻礙繁多，母娘只怕「生命

個體」為了眼前利益而喪失靈能本性； 

因應未來太極有形世界，原兒原靈將遇到的

瓶頸問題，原靈眾生群聚會母、願母賜力、護蔭；

這就是「龍華勝會」；瑤池母娘因而建構龍華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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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法船，各個原靈彰顯各個原靈的修行靈力，

群聚合作的力量，共同完成龍華勝會的法船的使

命懿旨。 

所以，「龍華勝會」是要解決未來有形世界

遭遇的原兒原靈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母娘直

接的顯靈渡化原兒原靈。在有形世界要顯靈聖跡

一定要有方法，要達成龍華聖會的任務，就是要

建造來去自如，接近有形世界的彗星流法船。 

母娘與「龍華勝會」原靈眾生在「無極靈界」

穿越時空，輕易的瞭解太極世界的瓶頸問題，從

「靈、能、質」的轉化而成彗星流法船，設計好

太空旅程軌跡，為的是接濟地球上的「生命個

體」； 

「龍華勝會」的彗星流法船，實際上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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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的，只不過一接近有形世界，是以彗星流的

型態出現，而彗星流的功能就是能穿越有形世

界，來去自如。 

所以，在無極虛空超弦世界也就是靈界的高

等原靈，依母娘賜與萬有母力、靈感母力，智慧

母力；高等原靈得以努力修行而構造龍華勝會的

彗星流法船，已為日後遇到的瓶頸問題留下解決

的伏筆。 

龍華勝會在靈界不只是藍圖更是預言，有形

世界所有拜會母娘的活動不計其數，都統稱為龍

華勝會，母娘與「龍華勝會」原靈眾生建構的「有

形世界」龍華勝會，主要有三次是大規模的彗星

流法船的降臨，稱「龍華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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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龍華三會--渡化原靈 

Section 2  The transition of original Souls 

太極有形世界的第一次「龍華聖會」： 

因為母娘創生宇宙，宇宙已漸成形但一直處

於無機的太極世界，各星球處處都是無機的土

石，不見有機生命的蹤跡；於是母娘授命『有機

靈能』原靈眾生，共聚瑤池，取『瑤池生命之源』：

『水』，駕馭『第一次龍華聖會彗星流法船』，眾

生俱足四力，物以類聚、眾志成城、穿越時空；

攜帶『瑤池生命之源』，經由母娘加持，以彗星

流法船型態，進入地球軌道，「彗星、地球」、「有

機、無機」、靈能相搏；有機高靈能原靈的進駐；

致使地球展現有機生命，因而形成進化實體的

「生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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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世界的第二次「龍華聖會」： 

第二次的龍華勝會發生在地球上最輝煌的

恐龍世紀，這是名副其實的龍族繁華，但恐龍憑

恃萬物之霸，污染、破壞地球上的生態，最後地

球自然氣候、溫差、地震、火山暴發的改變，整

個地球尚失磁性靈能，地球烏煙瘴氣步向永遠黑

暗，溫室氣體蔓延地球溫度升高，使恐龍瀕臨滅

絕，恐龍生靈塗碳，同時間太多的恐龍死亡，恐

龍靈魂無法超升回復原靈；恐龍靈魂一旦找不到

回家的路，將永不超生，母娘慈悲，返駕慈航以

彗星流法船型態，渡化恐龍原靈，趕赴第二次母

娘瑤池的龍華勝會。  

第三次的龍華勝會發生在地球上科學文明

的人類；世紀即將滅絕的一天，不過人類若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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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覺醒，喪失靈能本性，靈魂無以回轉瑤池；

第三次的龍華勝會可能不會發生，因為人類私利

短短五千年便將地球資源耗費殆盡，與人心的墮

落與貪婪，生態的破壞；真不知人類是否會覺

醒？是否期望第三次龍華勝會？地球是否還有

美麗的明天？是否還有第三次的龍華勝會？聖

道原兒必須努力以赴，修心修靈。 

第三節  龍華勝會彗星流法船的預言 

Section 3  The predict of  comet Flow ships 

    自原靈具足母娘四力，母娘大霹靂誕生宇宙

以來，這股大霹靂的力量；成就了有形世界，有

形世界其實只是原靈修行感受的場所，累劫世以

來，原靈只是感受生命以累積修行，進而成就有

形使成為修行世界，讓每個原兒都能像在仙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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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生活修行； 

然而有形現實的差距就不是像在仙靈界一

樣單純的因素，原靈在有形現實世界因隨心境影

響，靈的感受便有偏差；日積月累當初原兒具足

的母力，已漸消逝中。 

母娘深知，原兒眾生處於五濁惡世之中，自

不量力的多、錯判形勢的多、低估宇宙堅實結

構、低估大自然運作的力量；自宇宙誕生兩百億

年，從原靈經大霹靂生成原兒以來，母娘還是時

時刻刻關心這出自于母娘的宇宙眾生原兒，母娘

始終是原兒眾生遭遇困難時最關鍵的助力，尤其

甚者，是具足母娘四力的龍華勝會彗星流法船的

降臨： 

第一次 母娘帶給地球充沛的有機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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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母娘將地球的萬物之霸恐龍原靈渡

化飛升； 

第三次 母娘再臨、也就是第三次龍華聖會彗星

流法船的降臨，母娘要渡化九六原兒，這是人類

原兒、生命靈能更新升級成為天人的機會，天人

是人生終究的目的，也是進化的人類，天人不離

人的先天本命，處處關照本性靈根，生活修行智

慧行事，圓滿身、心、靈；這是人類的進化，唯

有進化，人類才有出路，這是人生真正的目的，

天人聖道的預言已經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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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一次龍華聖會 

Section 4  The first Dragon congregation. 

仙靈之道的原靈修行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有

形實體，起初在母娘體內各個原靈並沒有差異

性，但在無極靈仙界，各個原靈修行成果的差別

逐漸擴大； 

在瑤池仙界雖然各個原靈本質是相同的，但

各個原靈所幻化的形相，有太大的差別；但也因

為如此，各有所司、各有所長，才能構成第一次

太極世界的「龍華聖會」； 

宇宙之中，原靈要有相當的修行才能夠入

列「龍華聖會」，原靈眾生共聚於瑤池的「第一

次龍華聖會」，眾生俱足四力，物以類聚，各顯

神通；而後形成「有機生命靈能」，經由母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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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穿越時空，以彗星型態，進入地球軌道，彗

星、地球、有機、無機、靈能相搏；致使地球展

現有機生命，因而形成進化實體的「生物世界」。 

第五節    龍華勝會的法船 

Section 5 The Dragon congregation ships 

從「九天初建」到「瑤池世界」，這些都是

隨靈轉化、運相而生，原靈眾生共聚於瑤池的「第

一次龍華聖會」從宇宙星雲之中，經一百五十億

年，在母娘的蘊育下，原靈眾生俱足四力，物以

類聚，各顯神通；而後形成「有機生命靈能」，

穿越時空，以彗星流型態，進入地球軌道，彗星、

地球、有機、無機、靈能相搏；致使地球展現有

機生命，因而形成進化實體的「生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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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開天闢地建造了「自然世界」：地球。

這開天闢地是母娘一百五十億年的蘊育之功；是

原靈眾生的持續母力修行的結果。 

母娘造就了「自然世界」︱地球，原靈蘊藏

母力而能陰陽相搏、產生有機生命體，若非是龍

華勝會的彗星流循地球軌道、靈能相搏，與地球

結合，產生極高能量的宇宙射線、強烈的紫外線

和頻繁的閃電等；若非是母力所致；若非是母娘

因緣，實無法成就「生物道」；若太極是屬地球

界，則無極的源頭就是造物者母娘，無極的法船

就是龍華勝會的彗星流；因此「無極生太極」。

所以；地球的因緣是獨特且唯一。 

世界上的萬物及人類；因為自然而存在，

但不要忘了自然的力量就是源自於造物者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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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有的母娘；因為自然如此的奧妙、完美，定有

一至高無上的真神；創生整個宇宙甚而在地球開

天闢地；透過(生)的道理，萬物才能生生不息；

這個全能萬有、至高無上的真神：就是母娘。   

 

第六節    六道進化的關鍵時刻 

Section 6 The Critical time of evolution 

雖然宇宙大霹靂僅是千萬分之一秒的瞬間

大爆炸，卻是靈界眾生盡所有靈能，為了要有一

個靈活感觸的軀體，俱足母娘四力，母娘加持；

創生太極宇宙有形世界，從此原靈，『靈生能』、

『能生質』，宇宙繁星點點，漫漫寂靜長夜，各

式星雲、星體；原靈能依附此『物質形體』，在

銀河太空演化修行，這是原靈在母娘體內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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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是四十億年來修行的目的。 

百億年來的寂靜宇宙，物換星移、星體運

轉；見不到原靈神靈活現的靈光幻化，到處都是

不動如山的『石頭礦物』，不見靈活自如的生命

現象；大異於在無極靈界的幻化排列組合，這歷

經百億年宇宙的原靈，在太極宇宙中還是像『無

機無生』的『石頭礦物』；如果有感知感觸的生

滅『生命』，那該多好， 

原靈的聲聲呼喚，亟待母娘伸出援手，顯靈

奇跡，讓『原靈』得到『有機生命體』的依附。 

太極宇宙有形世界，六道進化，理所當然；

但也沒有那麼容易，浩瀚宇宙總有瓶頸之時，關

鍵時刻祈求母娘慈悲，顯靈通心、奇跡出現、升

化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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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勝會』就是修行原靈眾生，齊聚瑤

池、拜見母娘，願母顯化，解決困難瓶頸；但母

娘總是扮演背後偉大的推手，真正的力量便是

『龍華勝會』原靈眾生，群聚母娘四力，眾志成

城，扭轉未來；『龍華三會』在無極靈界早被預

言，原靈眾生回返瑤池參加『龍華勝會』，便成

修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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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母娘的神跡—龍華勝會  

Section 7 Queen Mother's miracles 

六道進化猶如時間的河，時刻都在變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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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感知，原子的結合，數位化原靈，陰陽動能、

物以類聚，同類相聚，原靈累世的修持、原靈累

世的進化，猶如暗暗長夜；原靈修行等待尋找靈

活自如有機生命體的黎明曙光。 

一直到物換星移，銀河發暉，太陽普照，月

亮守夜，星運五行，『龍華勝會』原靈眾生，改

變了地球；母娘授命『有機靈能』原靈眾生，自

瑤池攜帶生命之源『水』，駕馭『第一次龍華勝

會彗星流法船』，穿越時空、旋乾轉坤，彗星、

地球相博，順著地球軌道，將宇宙中絕無僅有的

『出自瑤池』的『生命之源』：『水』；安然運抵

地球； 

從此『無機礦物』進化成『有機生物』；『有

機靈能』原靈眾生，落地生根，擔當有機化的重



 三—26 

責大任，依附有機物質修行進化，爾後地球蓬勃

發展，萬物欣欣向榮。若沒有『第一次龍華勝會

彗星流法船』，就沒有『出自瑤池』的『生命之

源』：『水』；就沒有『無機礦物』進化成『有機

生物』，甚至於生命存在。 

所以，地球不同於宇宙任何角落，這是母娘

授命『有機靈能』原靈眾生，降世地球落地生根；

無極生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金、

木、水、火、土）、五行生八卦（乾坤天地、砍

離日月、震巽雷風、艮兌山澤）、八卦生甲子（十

天干、十二地支），整個大自然生態，為的是營

造『有機生命』的大環境，這是母娘的最愛。 

第八節  六道進化 

Section  8  Six 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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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經歷一百五十億年光景。『有機靈能』

原靈眾生，累劫世長期的累積靈能；終能物化成

就生命本體。地球原靈眾生歷經五十億年的修

行，靈競母擇、獲高等靈能，才得到「人身」。

此時宇宙已歷經兩百億年。 

地球原靈眾生五十億年的修行，是從原靈受

母娘四力驅動陰陽，原子中質子、中子的重新排

列，而有各種功能型態不同的元素，天地中五種

代表性元素是量多且重要的； 

氫（Ｈ），碳（Ｃ），氮（Ｎ），氧（Ｏ），氦（Ｈ

e） 

原靈從最初的基本原子狀態（炁），開始繁

化各種不同的元素；這是「一炁生五素」，事實

也不止五素，而是五種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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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機的五種原素：氫（Ｈ），碳（Ｃ），氮

（Ｎ），氧（Ｏ），氦（Ｈe）受原靈不斷修持母

娘四力影響，形成小分子有機化合物，並含豐富

的氨基酸、核苷酸、單糖進而轉化成火、土、金、

水、木。 

這歸功於龍華勝會的彗星流，高靈能原靈眾

生所帶來的有機生命靈能。促使著無機的氫

（Ｈ），碳（Ｃ），氮（Ｎ），氧（Ｏ），氦（Ｈe）

五種元素排列組合的更新、升級；從無機小分子

物質生成有機小分子物質，再形成有機高分子物

質，然後再組成多分子體系，以致形成有機的

火、土、金、水、木、五行。  

而有機的五行正是生物的生命形態，這是累

世劫以來，真正有靈修行的原靈，才有機會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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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勝會的彗星流、無極生太極、太極生陰陽，兩

儀進化成五行本體；宇宙兩佰億年來在這靈性物

化的過程，一直以靈為本體。才能有機化。 

而有形物質只不過是：眼睛看不到的「基本

元素」形態的組合而已，進化本身就是競爭的，

拜母力之賜，當原靈進化到有機的生命型態之

時，相對的靈性的觸角就更敏銳，於是動見觀

瞻，靈性修持就要更上一層樓。否則是更容易被

淘汰的。 

第九節    有機生命從火開始 

Section 9 Beginning of organic life from the 

fire 

高靈能原靈眾生擁有的陰陽之「炁」，實已

包含一切生成物質所需元素；靈能量的驅使，「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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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之炁」、相博融合而成為「火」；這是五行循序

相生的開始。 

高靈能原靈眾生擁有的陰陽之「炁」，蘊含

極高能量的宇宙射線、強烈的紫外線和頻繁的閃

電，等等這些就是「火」的元素；宇宙誕生的大

霹靂就是從「火」開始，人類的文明也從「火」

開始，有機物質的形成也是從「火」開始；五行

之中、「火」為首。 

「火」是一切物質生成的開始，「光」源自

於「火」、星空中任何繁星點點，光芒燦爛都以

「火」為源頭。「火」就是無形原靈的靈能轉換，

明顯的表現。 

地球因為高靈能原靈眾生，擁有的陰陽之

「炁」，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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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高能量的宇宙射線、強烈的紫外線和頻繁

的閃電；致使天地產生有機變化，這種「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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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元素的因緣和合；從無機生成有機小分子，

再形成有機高分子物質，然後再組成多分子體

系，以致形成有機的火、土、金、水、木、五行

迴圈相生。無可否認，這因緣和合的推手就是造

物者：母娘。 

第十節    大地母娘 

Section 10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land 

高能量的宇宙射線、強烈的紫外線和頻繁的

閃電：產生的﹁火﹂；的餘燼產生了﹁土﹂，地

球五十億年的歲月裏，本是一顆自我燃燒、繞太

陽左旋的火球，五十億年來、長時間的冷卻休養

生息，才能一炁生五素，才生地球、才有大地；

大地本是母，因為大地源自「火」、火炁是無形

靈能經龍華勝會的彗星流，母力轉化而來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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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原靈都是母娘「生」的。 

而天地萬物皆蘊藏於土中，「土」正是涵養

萬物、蘊積有形能量之所在，是有形的「大地之

母」，也映照於無形的靈性母娘。唯有在土中才

能生養各個不同類型的元素，才能涵養萬物。 

    修煉靈能化成「金」 

每一個原靈的修煉是為了掌握有形體，當然

人是有形體的最上層，也需要努力不斷的修煉才

能得人身；但原靈最初還在五行相生的時候，蘊

藏在大地之下為的是修煉靈能化成金。 

「金」是所有礦藏的總稱，埋在土裏的礦藏

是要累積長久歲月才能轉化成金屬礦藏，這是原

靈要獲得有形體，努力的成果。有了「金」、原

靈才能展現排列組合的創意，多個質子與多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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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外加電子，合組成一個元素，元素展現了原靈

排列組合的多樣性，各個有別、各有各的特質。

大地此時已蘊藏天地萬物所需的基本元素。 

第十一節    母育有機 

Section 11 Maternal organic 

大地蘊藏的基本元素，原靈要吸收更多能量

以涵養礦藏元素；因為這是原靈與元素：物與靈

的結合。 

地球歷經三十億年而蘊含眾多基本元素，元

素礦藏蘊含原靈而長存於天地之間，從當初瞬間

生滅的陰陽靈子到現在的長存元素；原靈的修行

經百億多年已是長足進步。 

大地各物質原靈數十億年如一日的入定修

行、如如不動，潛藏無機，只等待母娘生育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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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角。這有機觸角就是；千億萬高靈能修行的原

靈，群聚龍華聖會拜會母娘，經母力加持，原靈

眾生乘坐高靈能彗星流的法船，穿越時空來到地

球，執行母娘化育有機的任務。 

如果沒有母娘化育有機靈能，地球並沒有大

地蘇醒、萬物復蘇的一天；因為物質有機化的過

程，並非單單一個星球就能辦到；倘若有機化容

易辦到，則不只地球，其他的星球也會有不同形

式的有機生命存在。 

物質有機化的過程是艱辛且奧妙的，天地間

有(H)氫元素、有(O)氧元素、沒有母娘的『瑤池

生命之源』，是無法生成「水」的，「水」是生命

的泉源。 

當初若沒有高靈能彗星夾帶大量「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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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池生命之源』，撞擊地球產生超高靈能的光

電觸媒效應，地球是無法脫胎換骨、無法走出渾

沌；地球人類能有今天，是造物者母娘『瑤池生

命之源』的奇跡。是故 

『天地萬物皆母生、四生六道母為尊』。 

第十二節    冰河封印 

Section 12 Ice Seal 

拜母娘之賜，由高靈能彗星引進如此大量

「母水」：『瑤池生命之源』，事實上「母水」僅

是超高能量水生成的觸媒，地球受此空前強大母

力； 

從此地球經過十數億年的冰凍封印，這是原

靈修行的漫漫長夜，為的是達到「有機靈能」，

唯有「有機靈能」才有生命、生、滅的本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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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跳脫輪回而輪轉進步。 

從「有機靈能」借著生命中陰陽、盛衰、生

滅的累劫世歷練；靈性的感觸與感應，更能彰

顯；雖然冰河時期的久遠，但當有一天大地蘇

醒、萬物復蘇、欣欣向榮，正是物化有機、靈能

升等、冰河解凍、的時機。 

    『瑤池生命之源』有機靈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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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經過長時間的冰封—冰河時期，日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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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吸收蘊藏了無數的靈能；但要從冰河時期、解

凍開封、物化有機、靈能升等；這不等閒之事。 

解凍冰河殊屬不易，而且還要活化生機；這

是超越人類的智慧，這是唯有--吾—母娘，母娘

讓冰河底下的水不被結洞，扔保有水溫活化生

物，母娘疼愛原靈眾生、才要時時刻刻護衛疼惜。 

於是母娘再次蘊育原靈，這次是要開封冰

河、活化生機。但母娘的母力在原靈身上是一種

激發潛能，是一種潛移默化，「開封冰河、活化

生機」，也要自元素的身上做起。 

液態的「水」、必須解凍冰河才能獲得；同

樣的「有機化」原理，(C)碳、(H)氫、(O)氧元

素、經過母力的作用，依據原靈修行的次第品

序，(C)碳、(H)氫、(O)氧元素排列組合出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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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有機物，形成「有機靈能」。大地並含豐

富的氨基酸、核苷酸、單糖，蛋白質；基本的吸

收養分複製細胞的生命型態於是形成。 

第十三節    萬物萬靈共生共存 

Section 13 The coexistence of all things and 

Souls 

不管是無形靈界或有形世界，萬物、萬靈皆

是共生共存，沒有誰能夠離開群體、離開萬物、

萬靈獨自存在； 

因為每一個原靈、元素、原兒、都源自于母

娘；母娘造就宇宙生態，照顧每一原靈，原靈眾

生是「母娘世界」的一份子，每一份子都是重要

的。 

天地萬物的本質就是共生，共同擁有母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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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萬物的榮耀。以此為出發點，大地萬物皆是可

愛的，每一個原靈、元素、原兒也要效法母娘精

神，成為大地之下自己的小千世界的「母娘」，

以愛照護天地萬物，讓地球得以永久存在。這就

是愛。 

    欣欣向榮--「木」 

冰封的力量促使，原靈蘊藏的靈能，能夠在

接近絕對溫度的原點下，母力的作用下，輕易的

更新、升級排列組合而成有機靈能；此後，大地

回溫、不再冰河冷凍，因為母力所致轉而有生

機，有水、有草、花木茂密，因為大地母娘已經

累積無數的能量，正等待生靈開發利用，於是欣

欣向榮。 

整個地球有「火」、「土」、「金」、「水」、「木」，



 三—42 

產生了「生命型態」又滅又生，跳脫輪回而進步

輪轉；五行從此迴圈相生，迴圈不已；整個地球

有海洋、陸地、還有茂盛的森林，大自然生態環

境於是成形。 

第十四節    生物道 

Section 14 Biological Way 

宇宙大道生生不息的方式，從母娘的陰陽

「化生」原靈、原靈受母力，又「繁生」一炁五

素、以至於地球海洋、林木、生態。「生生不息」

傳宗接代的方法，本質上離不開母娘的陰陽「化

生」。 

六億年前的原始生物並沒有明顯的陰陽性

別，是屬於陰陽靈子的最原始的生命型態，只能

無性生殖；但地球的有形世界是相對性的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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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分明、有日夜、有陰晴、有天地、有高低； 

於是原靈生物現階段修行目的就是分立陰

陽，生命中有陰雌性有陽雄性才能隨生、滅的腳

步，不同角度歷練生活，輪轉進步，於是而有「生

物道」 

    三億年前，事實上宇宙也已將近兩百億年的

歷史，原靈長久的修行至今已是得了「生物身」；

生物的觸覺是敏銳的，可以感知感受這天地有形

世界，這種一時感知感受的歷練更勝於長久存在

于星雲之中的變化；正如「星雲修行三萬年，不

如生物經歷一輩子」。 

生物道發展的極致就是恐龍當道的年代，但

原靈擁有的生命本體，卻被極端的物化了；這不

是母娘的初衷，物化的結果是原靈有時無法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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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結構的有機生命本體，卻任由獸性大發。

尤其甚者就是「萬物之霸」的恐龍；原靈累劫修

行的靈能，幾乎被恐龍獸性物欲所淹沒。     

以前無機的元素原子時代，有物有靈，生滅

週期長至幾億或幾千年，然而自從地球星體，經

過五十億年的修行，再由陰陽兩儀化生五行。 

從而原靈進入生物的生命本體，有所感而有

所知，從此生命本體的修行，曆煉了長足的進步； 

然而天地萬物蓬勃發展，萬物脫離不了生、

滅之心，更脫離不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

迴圈成長過程；除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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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創生以來，原靈本身俱有的靈性之外；物

質環境的影響，為了現實的生存，原靈擁有的身

體，展現了「物性」； 

慢慢地生物的靈性漸漸隱藏在內，只見外在

的物性，生物重視物欲的環境，進而物競天擇弱

肉強食；一切只為求生存，但卻滅沒靈性，這就

是「物性異化」，是靈性修行高度物化而忘了原

本的靈性，進而產生無法控制的變異。 

第十五節    九龍傳說 

Section 15 Nine Dragon's Legend 

六億年前是古生物的年代，是動物植物興盛

的時期，空氣中含氧量充足；物性發展的極致就

是恐龍的出現，恐龍成為「萬物之霸」。 

恐龍稱霸地球不只五千年，不只一萬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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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千萬年，甚而達到一億五千萬年或許更多；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恐龍都能夠活一億五千萬

年了，可見生物生存永續的條件並不是在於智慧

文明的發展。 

智慧文明僅是人生道路手中的手電筒，然人

類智慧文明卻著眼於眼前的短視近利；漠視了人

類永續發展、長遠的生存目標。 

詩雲：「九龍傳說」 

母娘創生大宇宙 兩百億年輪轉進 

天體運行求生機 五十億年蘊地球 

無極陰陽開八卦 母賜四力養群品 

萬有母力高演進 古生物道群龍起 

億五年來龍稱霸 物展獸性強淩弱 

弱肉強食無出期 暴族掠奪生態哀 



 三—48 

龍心只為利益事 天地不容山河變 

龍之末日將來到 有識九龍求解脫 

靈感母力靈通真 物性進化高超升 

不再爭利勤修行 長生長存母聖道 

預知未來先天命 大限來時顯神通 

龍華勝會法船現 飛龍在天向瑤池 

第十六節    萬物之霸『龍』的危機 

Section 16 The crisis of  Dragons 

「萬物之霸」的恐龍，非常懂得物化的道理，

雖然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但也稱霸地球將近兩

億年；古來生物的道理是弱肉強食；大吃小的結

果，生物最終演化出、最強最大的「萬物之霸」

恐龍；『龍』是地球上生存最久最旺盛的生物族

群；厚厚的皮層、壯碩的身軀，可以防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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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各種侵略。 

這是地球『物性演化』的最大族，也是地球

萬物共榮共存，蓬勃發展的全盛時期，此時地球

呈現著『龍族繁華』，當龍族原靈眾生，返駕瑤

池拜見母娘之時的勝會，就叫『龍華勝會』。 

 鳳由龍進化衍生而來，『龍鳳』皆有公、母、

雌、雄，但『龍』雄壯威武，『鳳』則慈顏悅色；

一般皆以『龍』為陽性，以『鳳』為陰性。所以

『鳳』的修行早于『龍』約一億年。 

然而天地間，「物性」總是不知不覺的在「異

化」著；這就是『獸性物欲』；進而產生無法控

制的變異，恐龍就是如此；有一天，當恐龍大到

無法再大、物欲滿足永遠不夠之時，恐龍對生態

環境肆無忌憚的破壞與污染，改變了大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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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自然的氣候溫差、含氧量、糞便的污染，在

在警示地球已不適合恐龍生存。 

地球生態即將滅沒，恐龍末日已經來臨，整

個大氣烏煙瘴氣，黑暗罩頂，陰陽喪能、妖魔現

形、「妖魔鬼怪」惡勢力慢慢近逼、「妖魔鬼怪」

惡勢力阻礙原靈回瑤池的路，地球上原靈眾生即

將萬劫不復，生怕被「妖魔鬼怪」惡勢力吸走，

萬年不得超生。 

靈性的覺醒、使恐龍蛻變進化，由龍轉鳳是

為了跳脫物性的牽制，有更多時間過靈性的生

活；找回靈性的源頭，感觸靈性的母娘； 

 於是有識之「龍」，一直要物化轉變飛上天，

「飛龍在天」便成了「鳳」，漸漸的，龍的腳趾

轉變成「鳳爪」，前肢也蛻變成翅膀；為的是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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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二度空間的束縛；為的是找出生活的價值，不

再弱肉強食；不再滅沒靈性； 

第十七節   龍華聖會法船再現 

Section 17 Dragon's ship will be reproduced 

於是有『九龍九鳳』原靈先知，祈求母娘賜

力渡化龍族眾生放棄『獸性物欲』，喚醒靈性，

勿致沉淪，遠離弱肉強食惡勢力。 

在地球的龍鳳瀕臨滅絕之際，大量的「生命

個體」的靈魂，無法同時大量『靈、能、質』轉

換，無法回返瑤池；龍鳳心靈的祈求與昇華，期

待母娘的龍華聖會法船再現。 

於是『九龍九鳳』原靈先知，帶領龍族眾生

搭上『第二次龍華聖會彗星流法船』，穿越時空、

『靈、能、質』轉換，為的是渡化原靈，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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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覺悟的龍鳳原靈，龍鳳原靈全身而退已隨彗

星流法船，返回瑤池參加龍華勝會。 

而地球氣候的變異，由熱轉冷便又進入了『冰

河時期』。 

這是靈性的覺醒與昇華，也是原靈真面目見

母的時候，自此而後，大道修正，不再過度物化。

從恐龍身上，雖然是「萬物之霸」但也見到其急

欲尋求本性靈根的努力；而文明人類沾沾自喜於

物質享受，是否有努力找回本性靈根的心。恐龍

三億年的修行，豈是人類區區五千年的文明所能

及；唯有靈性的覺醒才能長存於天地間；否則未

識靈性，人類能活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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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節  龍的借鏡 

Section 18 Dragon’s Way 

粗暴的恐龍族群在地球上也活了三億年，難

道人類短短的五千年文明歷史就要將自己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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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恐龍族群在地球上盛極一時，有會飛的，有

跑的很快的，祇為了在地球上的生存，這是母娘

的萬有母力極致的表現，是生物型態最大最極致

的發展。 

恐龍的智慧在於創造更精良的品種，得使恐

龍稱霸於地球，又凶又猛的恐龍縱橫於食物鏈之

上，是屬食物鏈最頂層的動物，經過幾千萬年的

繁衍，孔龍的數量變得更多，身型龐大的恐龍，

每天要為食物的煩惱，在地球上沒有更多的食物

提供弱肉強食的恐龍，恐龍的數量過多，終究導

致自相殘殺，為了食物為了權利，為了生存而自

相殘殺； 

動物的智慧如恐龍；祇是短視于眼前的生存

空間，無視于靈性母娘存在，而不知修行圓滿於



 三—55 

宇宙之中以繼續存在，人類若不知修行、不知修

圓終將一如恐龍的自相殘殺，而不能繼續存在， 

恐龍活了三億年，人類若是數千年就終結於

地球，那真是羞于擁有高智慧的科技文明，而破

壞了整個地球生態，甚至滅亡。人類可以走出一

如恐龍的自相殘殺的宿命嗎？ 

  人類的覺醒還是不夠，很多宗教人士認為世

界要滅亡了，世人還是沒有警覺沒有覺醒！所謂

的世界末日不是今天或明天，而是不久的將來，

數百年後或是千年後，在整個宇宙行進的歷程，

宇宙是以億年或萬年計的，人類存活於宇宙千百

年算是最渺小的了。 

難道人類科技文明的偉大成就，就是要結束

人類在宇宙歷程的存在，人類的覺醒應著眼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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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修圓母力的表現；人類在宇宙時光歷程的軌跡

腳步，是需要人類原兒時時的修正修圓，最重要

的是要感受靈性母娘的存在，將人類文明、地球

生態導正一個沒有污染，原本美好的生存空間。 

第十九節  生命修圓 

Section 19 Rounding life 

修圓可以將原子修成分子，再將分子有機化

形成多分子體，於是基本的生命結構體就此誕

生，原靈從此進入了生物道，從此以後修圓母力

變成了生命中舉足輕重的重要力量。 

生命是奧妙的，單靠生物或人的智慧是不能

讓生命圓滿的，在先天道初生的原靈是陰陽靈

子，而在生物道原始的生物也是雌雄同體，這些

主要的理由都是為了延續生生不息的生命。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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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為了求生存，還會轉變轉化，屬於生物鏈底

層的生命體它的生殖力一定特強，因為弱肉強

食，容易被消滅，相對的生命力也要旺盛； 

一條魚在一年中有半年是乾涸的河床上，最

後它練就了乾涸期就休眠的絕活，遇雨水來後就

蘇醒，重新活過來，這是生命力的堅韌強毅。是

修圓轉化的工夫。 

長久以來，生命在四生六道中尋求出路，靠

的就是母娘賜力，生物也一直在尋求生的道路，

生物生命的整個過程就是在求生存，並且求延

續，傳宗接代，生物在演化的過程中，培養了一

種本能，就是獸性，獸性是求生存，物競天擇的

本性，六億年來的生物道，一直是這樣弱肉弱

食，這就是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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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生命並不是直行的，弱肉強食，強而有

力也有成長的極限。擅於靈性的靈長類動物，是

智慧修行、是屬胎生的哺乳動物，胎生是先進高

級的生物類種，有了母體的保護，動物更加安全

有智慧，母體內持續的養分母力供給，當然比卵

蛋生的動物聰明，所以生命不是直行的，所以歷

經演化、繼之而起的是能夠直立行走的萬物之靈

的人類。從此便進入了原兒的人間道； 

第二十節  兩百億年修行得人身 

Section 20  Human practice for two hundred 

billion years ago 

靈性是數字點滴累積的靈能，生物的生生世

世透過修圓母力的遺傳因數，經過每一次生滅的

重新排列組合，便能精進、進化的動力；累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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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靈能量，便有累世的積點。 

修行排行最優秀的原靈，得以成為人類原

兒。這是兩百億年努力修行而得的人身。 

試想，從先天道的一個小小微渺的瞬間即逝

的陰陽靈子，經過兩佰億年的累積修行，從陰陽

化五行再化有機而有生機，以致于原靈得到「人

身」，「人身難得」這實在是難能可貴。 

人生至此，俯仰於世間夫複何求？還需要有

太多的勾心鬥角嗎？人類原兒成就了五千年的

文明歷史，並超脫了物性，能夠感知宇宙的一

切，這都歸功於母娘的四力授于原兒，讓原兒能

夠體驗過去，成就現在，創造未來。繼續原靈四

生六道的修行。 

從母娘孕育原靈開始，到原靈修行兩佰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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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到人身，成為萬物之靈，這已是從原本的

只有靈性，到今日的身體，心智，靈性三者俱備

的原兒。 

這若是沒有一個全能萬有的靈性母娘冥冥

之中蘊育我們的靈性，照顧我們的話，是不會成

就今日的本我。所以，原兒就是「母娘的愛子」，

原兒就是人類中：知道母娘，認識母娘，敬愛母

娘的人類，任何人只要肯信母娘都可稱做原兒。 

第二十一節      生命模式 

Section 21 Life model 

原靈子既能從剎那生滅轉化成實相；原靈子

物以類聚因而構成原子，原子是母娘創生宇宙、

宇宙大霹靂、大爆漲後有形世界的基本粒子；原

靈子就好像是人類男女陰陽和合交媾的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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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而受精卵是日後母親生子的原兒，所以小至

原子大至原兒，這「生的道理」都是可通的，原

靈的生命模式在於從原靈子生成原子，而原兒的

生命模式就在於後受精卵生成嬰兒；如此而已。 

雖然生的原理是相同的，可是原兒的生命模

式就複雜的多，主要是原靈經過兩佰億年來的修

煉，發展出高分子的碳水化合物生命複靈子； 

在這兩佰億年來的過程，原靈始終是生命個

體的守護神，事實上是本命元神，原兒身心靈中

的原靈，從陰陽合和的受精卵開始就一直守護著

軀體，受精卵接受母體養分的成長過程中，原靈

首先製造發展出具有免疫系統潛力的原始幹細

胞，而幹細胞是製造骨髓的骨母細胞，(stem 

cell)，幹細胞是組織中未成熟的細胞，經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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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後新生成一具有組織特性的成熟細胞，而幹

細胞就是人體的精髓。 

第二十二節    原靈的先天程式 

Section 22 The innate program of the original 

souls 

每一個生命體皆有靈性，原靈先來後返依附

于原兒身驅，原靈與原兒是合為一體；藉由母娘

萬有母力的力量，原靈的先天生滅程式，老早就

由母娘依原靈修行功果次序安排設定好的，這就

是原靈的先天程式也就是所謂的「先天本命」。

先天本命祇是個原則，是原靈在修行中要走的

路； 

整個修行中人生的道路，當然是要考驗才會

進步，有挫折才會長進，生命不是要當溫室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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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 

  生命的滅、生程式是進化的，生命一直在進

步，主要原因是生命本身的原靈的持續不斷的修

行；「前世」與「今生」是不會固定的輪回也不

會原地踏步的。 

依時空的延續性，先天本命程式的解讀，最

主要的是在看：原靈本身在世的生活中修行功

果，今生的修行功果直接影響來世的先天本命。 

  生命中貧、富、貴、賤祇是短暫的過往雲煙，

人生要重視的是修行的功果，這功果是生活的成

績單是有努力次第品序的；有的人成就修行、人

生不虛此行，有的卻是青蜒點水、不留痕跡，修

行不僅是要修持靈能而且還要放大光明也就是

實踐付出，在世間的放大光明就是影響周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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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使人們發揮貢獻社會，關懷族群的愛心。 

第二十三節  生命程式的升級 

Section 23 Upgrade Life program 

萬靈萬物皆有其生命的程式，這是萬靈萬物

存在的特質特性；萬靈萬物分門別類，都各有自

己獨有的程式語言；就人而言，人的生命程式語

言是目前在地球上最高階的一種，高階的語言是

思想性的、智慧性的、細緻多工而有敏銳感受；

但每一個生命程式都離不開自己的主程序也就

是「原靈的先天程式」； 

在人的身體上；生命程式寫在每個人的 DNA

上；生命自有特質；人身上有一個暫態記憶體就

是腦部，當生命結束腦部也停止運作，生命中的

暫態記憶體：腦部便會歸零；因此，當原靈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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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胎，並無法帶走前生的記憶； 

倒是原靈（人經由靈魂與自己的原靈聯

機），一直有一個與靈性母娘無形聯機的資料

庫；這遠端的資料庫在母娘那兒，記錄著累劫世

以來，「原靈原兒」的修行功果記錄資料也就是

原靈的成績簿； 

當然「原靈原兒」的修行功果的資料庫，是

有評比等第的；藉此資料庫與生命程式的連結，

因而有「靈感」、甚至「通靈」以健全生命程式

的升級與更新；甚至在生命程式遭受攻擊或病毒

入侵時；以潛在靈力進行修補、修復程式。 

第二十四節   開靈點神---再造生命

福基 

Section 24 Open Soul & Point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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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程式出了漏洞意謂著：人的健康出了問

題，人有自體的免疫系統，這是生命程式的初級

修補功能；譬如：傷口會復原，感冒會變好，自

己的生命程式無時無刻都在做初步的修補；但這

先決條件必須是健全的生命程式才可行，人的一

生吃喝拉睡，不就是一直在維持健全的生命程式

嗎？唯有達到健全的生命程式的條件，生命程式

才有修補的功能函式可用；否則生命的能量是不

足以驅動修補函式。 

    所以，健全生命程式與修補生命程式是互補

的；沒有先後；有健全才能修補，有修補有才能

健全，互為因果；意即免疫有漏洞要先健全免

疫，健全免疫便能修補漏洞，生命中能修補漏洞

就是能不藥而愈；吃藥算是外在的修補方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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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慢性病要長年吃藥，這是沒完沒了；根本沒

有解決生命程式的漏洞。 

    生命的真面目就是要回復母娘賜予「靈性原

兒」的健全的生命程式；人這個高階的生命程

式，不可能投入簡單（比如單吃素食），就能讓

這個有複雜思考功能的高行為能力的人身，運作

正常； 

而世事多變，但人類總是來不及應變，變來

變去福薄了，命衰了、有的人人生還沒過一半，

但路已走到盡頭，所有的財路資源，人情世故，

身體健康、都已耗盡； 

如何找尋好的運氣？如何洞燭先機獲得好

的靈感？生命中的福份、財庫、在哪里？ 

不得以還是要藉由母娘靈感，更新生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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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開靈點神---再造生命福基 

生命是累劫世滅生靈能的累積結果，萬物都

在成就俗世；只為了生命修圓，進而圓滿修行世

界。 

第二十五節   龍華三會---為什

麼？ 

Section 25 Dragon’s 3 wills! Why? 

最近一次的地殼大變動是在七億五千年

前，當時地球氣候變異，海嘯、地震、火山爆發、

生物又面臨浩劫，地球又再次的進入『冰河時

期』。 

但這次擁有高等靈能智慧的『原始』人類原

兒，克服萬難，鑿穴而居，住在地底下長達萬年

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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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球溫度升的很高之時，有一群『人類原

兒』越過了青康藏高原，來到了海拔五千六百公

尺的昆侖山，並在山谷洞穴之中尋求生機，當全

地球再次進入『冰河時期』之際，『昆侖山世界』

與世隔絕，氣候宜人適合人居；昆侖山是聖母峰

底下靈氣灌頂的修行世界，這裏是『龍華勝會彗

星流法船』渡化原靈最佳地點，唯有『昆侖山』

的修行經驗，能使人類免於世界末日的夢靨，現

今臺灣玉山母系『昆侖山』導師 泓仁住持，啟

靈著作 『母娘聖經』，就是承續『昆侖山』修行

經驗，要來拯救人類，喚醒原靈，免於世界末日

滅絕，渡化現代人類原兒，加入昆侖山靈修行行

列，拯救地球，扭轉『私利文明』，天地萬物萬

靈共榮共存，創造『龍華三會』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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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節    身、心、靈 合一 

Section 26 body, mind, and spirit in one 

一個完美的人要具有母娘四力，如此才具備

靈性本質，有了人身、心智、與靈性；這才是身、

心、靈 、合一，精、氣、神、聚集的母娘的原

兒愛子。 

只可惜，宇宙兩佰億年的演化以來，自從萬

物之靈的人纇，智慧文明當道以來，人心遠遠脫

離靈性，只想一時的方便享受、擁有，沒有長遠

的修身養性，以為擁有財富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於是人只能成為賺錢的機器。 

人類的智慧充分展現以「人」為觀點的文明

世界，只可惜人類的自私，將地球空間帶入，一

個「違反大自然生存法則」的過分人工開發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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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形態。 

現代人類的生活離不開工業與科技的發

展，人類已遠離大自然。陽光、空氣、水、這些

基本的生存條件逐漸在惡化；好山好水好空氣已

變得珍貴。 

人類有太多的生態，心靈的污染，污染了整

個地球生態，污染了整個人倫社會，只因人類自

私，自以為是，自以為人定勝天。 

人類為了自己的方便，不知道天地萬物共同

生存的法則，不識生靈造物者--母娘的初衷，不

識母娘四力，不識母娘「生生不息」的道理，不

識宇宙大自然的法則，只想自己的私利，只想擴

張地盤，弱肉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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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節    喚醒靈性 

Section 27 spiritual wake-up 

靈界與宇宙發展至今兩佰億年，人類短短的

五千年文明之路，卻已走偏，每天人類為了應付

生活所需，就必須努力賺錢，才能求得溫飽，唯

有賺越多錢，才有越多的享受，人於是淪為賺錢

的機器、享樂的奴隸。 

於是靈性盡失，到底生命的喜悅在那裏？到

底人性的價值在那裏？難道這真是人類要過的

生活，可見科技文明越發達，地球生態資源越枯

竭，人的生活壓力也會越大。 

     如果沒有「靈性」為人的根本，人類的任

何創造發展都將會是極端的，走樣的；唯一確知

的是人類現在走的路已經看不到靈心所在，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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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自然、偏離了地球長存的發展，偏離了兩佰

億年來，母娘所辛苦栽培成長的宇宙，生生不息

的道路。 

「母娘」在此宣說「聖經」，是要人類原兒

知道自己在走甚麼路！自己在做甚麼事，不要

說；大家都嘛是這樣走、這樣做、沒有主見；是

要以靈性為中心切忌同流合污。 

路是人類自己走出來的，不要盲目自取滅

亡，母以心靈的呼喚，在此要喚醒有靈性的原兒

愛子，正視目前人類這條蒙蔽心靈的、現實勢利

的錯誤的路，這是母娘聖經的目的； 

今天文明環境卻障礙人類、靈性蒙塵、靈能

下降、「母娘」要將人類走偏的生活方式拉回到

母娘原來這條「生生不息」的道路，母娘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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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點醒原兒愛子，期望愛子大家集思廣益，迷

途知返，撥亂世、反之正、繼續為後代子孫，建

立人間母娘道的生存空間，這就是認母、拜母、

會母的意義。    

第二十八節    全能萬有的母愛 

Section 28 Mother Love 

這偉大的全能萬有的神---母娘，剖真空、

拆零和、立陰陽、生原靈、合無極、開太極、創

宇宙，這能夠誕生宇宙萬物萬靈的全能萬有的真

神就是  母娘 

世間天地的造物主雖然各個地方尊稱的名

字不一樣，但用『母娘』︵Mother︶這名字來尊

稱生靈造物的神顯得親切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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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母娘是萬物萬靈之母，也是你我靈魂的

母親，母娘就是全能萬有生靈造物；一切萬有；

母娘就是「生」的道理，是演化創造萬能的真神。 

能夠認識母娘、信仰母娘的人，都是母娘的

愛子，母娘的愛子就叫做「原兒」；原兒是兩佰

億年來由「原靈」轉變能量而成「原靈量子」，

而後再有結合轉化成「原靈子」，進而成「原子、

無機分子」。 

經過原靈不斷的修行修練，由「無機分子內

涵有機靈能」創造有機物質，進一步修行進化成

生物而得「人身」，其實累劫世原靈眾生，整個

宇宙生命週期的過程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為了要

輪轉進步、要進化論，唯有修行才能體會母娘並

與母娘靈性溝通，讓生命邁向更進化更練達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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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原靈當要認知，咱的靈性都是從母娘這兒來

的，咱要認母、會母、感應母，愛身體，心知覺，

靈修行，身、心、靈合一，整個兩佰億年來靈界

宇宙的歷程，就只為了原靈要修行修真成原兒，

依母娘「生生不息」原理，創造一個自然生態、

美麗的身、心、靈世界。 

如此宇宙漫漫長夜，想要知道天地為何有

我？此實才知母恩偉大，無論是生身的母親或是

生靈的母娘，宇宙大地中就屬母愛最偉大，就屬

母愛是全然付出不求回報的；母愛是母娘四力的

體現。 

祇是原兒要效法母娘精神，日後有成也要發

揮母娘之愛，奉獻愛心創造一個美麗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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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世界，這是一種母愛的延續，因為這世間都是

母娘給的，都是母娘生的，但也是要原靈不斷的

歷練與修行才能成為日後身、心、靈、合一的原

兒。以扭轉社會現實勢利的一面，完成母娘的天

命。   

母娘四力，創生宇宙；賜力原兒，長生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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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明悟，氣達九天。 

修圓母力，解脫業報；身心靈合，精氣神聚。

功果圓滿，回向聖道。 

唯有體認母娘四力，對原兒身、心、靈、的

影響，才能了悟人，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的深遠

目標；人類原兒不僅是要無時無刻的修身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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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俱足靈氣，眼光遠大，努力向上，修身、修

心、修靈、及修圓，以執世界之牛耳，扭轉社會

功利心態。 

第二十九節    萬靈之母 

Section 29 Mother of  Souls 

全能萬有的神是母娘，是母娘剖真空而有空

間，是母娘拆零和而有時間，如此而有宇宙，如

此而有陰陽萬物，天體才能開始運行，宇宙才有

真理秩序。 

是咱母娘超高的靈能，化育眾生感應萬靈，

宇宙萬物依母娘道﹁生生不息﹂而成長輪轉進

步。 

母就是萬靈之母，靈性至尊，每一個原兒的

呼喚、母都有聽到，每一位原兒的祈求、母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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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母娘將一切靈能母力給了原兒，但最重要

的是要給原兒經驗歷練，這就是修持。 

唯有挫折才能成長， 

唯有經驗才有知能， 

唯有困難增長智慧， 

唯有逆境培養信心， 

唯有危險學習解圍。 

原兒永遠是母娘的愛子，原兒永遠是原靈兩

佰億年來修持煉真的真靈實體，「人身難得」，「母

娘愛子」，當命運的坎坷，暗示前已無路，山窮

水盡時，只要原兒祈求： 

吾全能萬有的神〡『母娘』，原兒便可以得

到能量，得到靈感，得到靜心，得到靈光，從母

娘這兒獲得力量，獲得靈能，足以衝破難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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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並且得到前所未有好運，好尾。唯有認

母、信母、會母、感應母才有這種好結果。 

龍華三會完 

  泓仁導師 畢生心血啟靈著作 Tutor :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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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右轉上山  

Address: No. 40-8 Naner Gao Lu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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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ttance：30369259 陳泓仁  

Chen Horng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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