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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著靈思的⼩⾈
蓮⽣活佛盧勝彥
?介
蓮⽣活佛盧勝彥
真佛宗創辦⼈，依〈真佛密法〉次第實修，⽽獲得即身成就，由於親證「西⽅極樂世界摩

訶雙蓮池」的佛國悉地，故⽽發下宏願，誓願粉身碎骨度眾⽣，為當代密教最偉⼤的成就
者。

蓮⽣活佛在三⼗多年的修⾏歷程中，將這艱深的修⾏密法，整理融會成順應時代，適合
現代⼈修⾏的〈真佛密法〉儀軌。至⽬前已出版⼆百多冊佛學巨著，藉以弘揚佛法，引度有
緣，⽬前皈依弟⼦有五百萬眾，遍布世界各地，成⽴弘法中⼼達四百多處，許多密宗活佛及
顯教⼤法師也都皈依其⾨下，修持〈真佛密法〉。

《真佛宗》弘揚〈真佛密法〉引導眾⽣依法修⾏，由「四加⾏」、「上師相應」、「本尊
法」、「寶瓶氣」、「拙⽕」、「通中脈」、「開五輪」、「五⾦剛法」、「無上密」、
「⼤圓滿」，次第實修，達到「明⼼⾒性、⾃主⽣死」為宗旨。

皈依的⽅法
⼀、寫信遙灌頂皈依：
欲皈依的弟⼦，只要在農曆初⼀或⼗五⽇的清晨七時，⾯向東⽅（太陽昇起的⽅向）。

唸四皈依咒：
「南無古魯⾙。南無不達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蓮⽣活佛指引。皈依真佛。」

三稱三拜。
在⾃⼰家中做完儀式的弟⼦，只須寫信，列上⾃⼰的真實姓名、地址和年齡，附上隨喜

的供佛費，信中註明「求皈依灌頂」，寄到美國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或台灣雷藏寺，辦理皈依
事宜。並將會寄發給您⼀張皈依證書及根本上師法相。

⼆、世界各地代師弘法的真佛宗⾦剛上師，代師灌頂並辦理皈依⼿續，及代發皈依證
書。

三、接受根本上師親⾃灌頂皈依，並發給皈依證書。
聯繫地址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True	Buddha	Foundation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547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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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1	-	425	-	8857573

傳真電話：+1	-	425	-	8832173

台灣雷藏寺
台中市南投縣草屯鎮山腳⾥蓮⽣巷100號
郵編：54264

電話：+886	-	49	-	2312992

傳真：+886	-	49	-	2350801

電郵：leybet@gmail.com

匯票、⽀票抬頭請寫：雷藏寺（Lei	Tsang	Temple）
台灣郵政劃撥帳號：22713441	郵政劃撥帳⼾：雷藏寺
銀⾏匯款帳號：441-10-070004

帳⼾：Lie	Tsing	Temple	S.W.I.F.T.

No：FCBKTWTP

匯款銀⾏：第⼀銀⾏草屯分⾏
First	Commerical	Bank,	Tsao	Tun	Branch

No	256	Taiping	Road,	Sec	2,	Tsao	Tun,	Nantou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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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著靈思的⼩⾈
冥冥之中⼀股神秘的⼒量，幫助作者發現⼈類的根本源頭，這種靈覺超越世⼈的感覺也

超越想像境界。
⽬錄
1.	「載著靈思的⼩⾈」序
2.	泡沬	-	泡沬
3.	初試靈性之翼
4.	顏回之樂
5.	當晚霞滿天
6.	流⽔的感懷
7.	舞蹈
8.	想⾶的衝動
9.	三⼗三歲
10.	跳躍的奔⾺
11.	愛⼦的⼼
12.	虛無的迷惘
13.	風⾬的捶煉
14.	時光之外
15.	山頂⼩屋
16.	樹底下的⽩狐狸狗
17.	詩的召喚
18.	頭坑的溪⽔
19.	那晚的⽉光光
20.	太多信的⽇⼦
21.	喊痛與麻⽊
22.	站在山巔
23.	觀戲之後
24.	寫給「異教徒」
25.	百萬元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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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的境界
27.	謎樣的星星
28.	街燈亮著
29.	祇要是對的
30.	台北的想念
31.	宗教與超越宗教
32.	靈學的境界
33.	兩個世界的說明
34.	江俊瑩的禪定
35.	假死狀態下的意識
36.	過正常的⽣活
37.	恢復⾚⼦⼼境
38.	德山寺的池塘
39.	讀易經的領悟
40.	我寫「東⽅的⾶氈」
41.	請勿借⽤名義
42.	聖靈的進出
43.	寫給「夢覺者」
44.	撞⾞的意識
45.	空中檔案
46.	催眠的遙控
47.	靈學的主題
48.	⼼靈的⼿術
49.	身死⼼活的境界
50.	麻醉與麻痺
51.	身與⼼的分離
52.	⼀盞燈⽕的啟⽰
53.	神祕性的景像
54.	寫給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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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無縫的天衣
56.	凶宅印象
57.	正覺的法象
58.	⼀萬六千六百六⼗六元
59.	虛雲和尚的出神
60.	真理的⾯⽬
61.	靈來的時候
62.	法相宗與唯識學
63.	移位與騰空
64.	震動的桌⼦
65.	⼈類登陸⽉球
66.	靈歸縹緲處
67.	法師看⾒了
68.	寫給李亦園先⽣
69.	兩封⾶鴻
70.	從靜坐修定談⾛⽕入魔
71.	智者的雋語	-	仁者的表⽩
72.	敬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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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載著靈思的⼩⾈」序

夜靜的時候，在燈光之下，我的沉思也就像夜⼀般的深，因為四周都沉寂如海底，除了
偶⽽傳來蟲聲的「唧唧」，這個安寧的⼼，就變幻成⼀條⼩⾈，滑⾏在夜空之中，輕輕的駛
於群星之間。我曾說過，我是摘星的⼈，將星星納入我的懷中，珍藏著⽣命的⼀點⼀滴。

筆在紙上沙沙的遊⾛著，我就這樣把「靈思」的⽚⽻，⼀串串的記載了下來，完全融化
在我的⽣命之中，⽂字就是我，我就是⽂字，互相執著，永不分離。我很感謝讀者，是讀者
實現了我的美夢，使⼿中的筆握得更緊，寫的更有⼒，永不停⽌如同時鐘上古⽼的擺⼀樣，
有規律的永恆前進，⽽我就依靠⼿上的筆，寫下了⼈⽣的感觸和⽣活的軌跡。

有⼈說：「盧勝彥喜歡回憶往事。」是的，我不敢否認，也不願否認，因為往事雖然不
堪回味，但往事的酸甜苦辣，就像打翻了五醋瓶⼀樣，經常無緣無故悄悄然的湧上⼼頭，尤
其在夜深⼈靜的時候，⼼靈的⼩⾈⼀不⼩⼼就滑入回憶的世界中。我將⾃⼰比喻成⼀個拾字
紙的⽼⼈，把字紙當成⽚⽚的往事，⽤拾荒的⼯具，⼀⽚⽚的拾回籮筐之中。

也有⼈說：「盧勝彥的⽂章就像在尋覓什麼︖說不出來的玄。」對於這句話，我⾃⼰無
法肯定，也無法否認，⼈⽣如夢，夢如⼈⽣，我真正在尋覓什麼呢，我的⽂章很玄嗎︖不，
並不，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玄妙的世界，誰都不能否認，⼈存在地球之上，就是奇妙的⼀件事
啊！⽽我，我不過是渺⼩的⼀個平凡⼩⼈物，東尋西覓的，所追求的，不是世俗的，⽽是智
慧，或者是智慧的象徵物，總之，不管怎麼說，我所要的，是抓住⼀些什麼，不管是什麼，
我們都需要充實。

幸好在冥冥之中，有⼀股玄秘的⼒量在幫助我，這就是⼼靈的昇華（屬靈的經歷），我
終於有⼀點眉⽬了，幻想著⾃⼰也能在智慧的海洋邊，去拾取⼀枚⾙殼，我發現了⼈類的根
本源頭，發現了「無形的不可思議」，發現了靈魂的真實存在，豁然的開悟，頓然覺得「道
理」就在其中，⽽我的這種靈覺竟然超出了⼀般⼈類的感覺，我相信⾃⼰的感覺是客觀的，
並且是千真萬確的，我終於懂得了，⽽且領悟了，然⽽這個境界，為什麼古代⼤聖賢哲要我
們「不可說」呢。

雖然不可說，但，我仍然流露在「載著靈思的⼩⾈」之中，我的⼈就是如此的愚昧，連
不可說都說出來了，我固執的想，祇要是真的，善的，美的，全記載於「靈思⽚⽻」，因為
⼼靈的昇華並非空思妄想，這正是我們⼈類未來的指標。

這是我的第三⼗⼆本集⼦，從我寫作的枝幹上，長出的第三⼗⼆⽚葉⼦，⼀棵巨樹祇有
三⼗⼆⽚葉⼦，的確是太少了，我必須更努⼒精進，使巨樹的葉⼦，茂盛得可以像⼀把傘，
可以替來往的⼈們遮住太陽，使⼈們也能乘涼，這是我的願望，也是我的期盼。

似乎寒冬的氣息漸漸的加濃，北風慢慢的吹起，冬夜裡，我必須泡上⼀杯濃濃的茶，待
⼩女佛青，⼩兒佛奇與他們的媽媽入夢鄉之後，我再偷偷的爬起來，偷偷的在寒冷的冬夜中
披上⼀件夾克，寫「載著靈思的⼩⾈」。

我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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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的深深夜裡
又點起了⼀盞光明的⼼燈
照亮⽣命的點滴
⼩⾈在靈思裡航⾏
去尋覓
滑過去的光」
滑過去的光是什麼呢︖那就是回憶。往事像潮浪，祇能回味。
中華民國六⼗七年元⽉于禪天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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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靈來的時候

⼗⽉⼗六⽇，那是⼀個晴朗的好天氣，我應好友謝勇夫岳家之請，到埔⾥附近的北山，
北山⾯臨⼤溪，後靠⾼山，是純樸的⼩村。那天同⾏的是陳晉、謝勇夫、陳正雄、林聰仁等
⼗多⼈，分乘四部轎⾞，浩浩蕩蕩的奔馳在臨山旁溪的公路上。

到北山，最主要是替謝先⽣岳家⽴碑進⾦(⽴定墳墓的碑向，再將已逝的祖先骨罐，依
⽅向進到地中坑洞)，地點是北山公墓

北山公墓，風景甚是綺麗，群山環抱，⼤羅城包著⼩羅城，前有池塘，更有奔騰的⼤
溪，⽽我們所站的，是凸起的圓形山丘，站在山丘，向前望，青翠的山⽔，令⼈⼼曠神怡。
⼗⼀時⼆⼗分，我叫⼯⼈⽴碑，此時，我突然感覺空氣似乎⼀緊，⼀位靈魂笑盈盈的站在我
的⾯前成像，我朝祂點點頭，微微頷⾸⽰意。

⼗⼀時三⼗分，我擺羅庚，進⾦事畢，轉身問周圍的⼈:「請問誰有感覺，誰看⾒
了︖」

「我。」這位說我的⼈，年紀甚輕，⼆⼗六歲，但信⼼堅定，每晚禪定五⼗分鐘，已接
近「身⼼分離」進入初禪階段，雖然距離「絕對真我」尚遠，但他的靈命可以從洞穴中窺⾒
⼀絲絲的「真光」。

「什麼時候︖」
「⼗⼀時⼆⼗分，正是⽴碑的時候。」
「對的。就是⽴碑時候。」我說。
當時，周圍的⼈都感到非常訝異，其實這種感覺就是「靈覺」，毫無奇怪之處。當靈魂

來臨的時候，周圍的空氣會形成微微的縮緊或擴張，⼀般的「通靈⼈」，呼吸就有異樣的感
覺，程度⾼的⼈可以看⾒空氣的粒⼦流動之間，形成了不⾃然的漩渦。

靈魂來的時候，祂可以進入「物質⾁體」，穿身⽽過，⼀般無靈覺經驗者，毫無所知，
但，有「靈覺」者，會突然感到有電傳遍全身，身體突然麻痺，如同⽔泥柱⼦般的凝固起
來，這種感覺非常的重，重到令你非相信不可的程度。

靈魂投影在空氣中成像，同時笑盈盈的如同微風輕拂，可⾒祂是如何的歡喜踴曜。假如
靈魂夾帶著暴戾之氣，周圍的空氣必帶著憤怒與排斥的氣息，會令⼈窒息，如鉛掉入⼼湖之
中般的沉悶。

我說這不是怪異，更非奇蹟。這僅僅是最平常的⼩⼩⼼靈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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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法相宗與唯識學

佛教認為，世間諸般法相，是⼼識所現，因為⼀切法都離不開⼼識的緣故，所以有唯識
學的出現，⽽唯識學就是法相宗。

法相宗專論「識」，其主要的理論是，阿賴耶識，所⽣的⼀切功能，便稱為「種⼦」，
如同草⽊的種⼦能開花結果。佛教法相宗把識分成「八識」，也就是眼、⽿、⿐、⾆、身、
意、未那、阿賴耶。⽽從佛的聖⾔密意之中，唯識學仍然要轉識成智。

我從靈學的觀念中來體會唯識學，發覺更吻合，相得益彰。整個宇宙的循環變化，其中
有⼀種變的⼒量，可以說是「三界唯⼼，萬法唯識」，然⽽也可以如此的說，⼼識的動⼒仍
是「靈」⽿，所以⼈⼈有⼼，亦是⼈⼈有⼀靈，宇宙真相唯⼼唯識，這豈不是⽩由⾃主的
「靈」嗎︖

⼀般⼈常覺得⼈⽣是短暫的，空虛⽽不能滿⾜的，⽣死之間，除了飲食男女⾊欲之外，
其他都是空的，因⽽⼈⼈追逐物質享受，這全然對宇宙真相不瞭解的緣故，所以我們若研究
唯識學，很容易便可明瞭宇宙真相是⼀個「靈的世界」，除了物質世界之外，更有精神世
界，甚至宇宙真相唯⼼唯識，以精神為主呢。

什麼是迷︖什麼是悟︖所謂迷，指的正是不明⼈⽣的真相，祇知有物質，不知有「靈的
世界」，因⽽錯認⾁體是我，⼀切境界是真，迷惑造業，⽣死海中看不破。至於什麼是悟︖
知道⼀切⽰現全是⼼識⽰現，悟理⾒性，明辨事相，不但如此，我們更研究靈魂的真相，印
證「三界唯⼼，萬法唯識」，超然於⽣死之外，如此，就是迷和悟的分野，也即是凡聖的差
別了。

至於「阿賴耶識」，乃靈魂第八識，可轉為⼤圓鏡智，由此可現萬法⾊相，如鏡照物⼀
般，能知⼀切的因果，⼀切法性平等。

⽬前，我不敢說⾃⼰的境界是超然的，是快樂的，是永恆的，然⽽我已瞭然宇宙本體的
實相，現在我擁有的快樂是「知聞真理」的細微快感，平時對眠食起居並不講究，我現在僅
僅隨身⼼⽣活在靜慮禪味之中，我所追求的，是內在⼼靈完全流露的禪味，當然啦！我承認
這是要靠「定⼒」的，我在「定」中得到快樂。

（本短⽂仍然是寫給釋⼼學法師的，請不要再問我，靈和識的差別何在︖在我的眼中，
靈和識平等無⼆，根本就沒有差別，若勉強分之，乃字形不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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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移位與騰空

⼗⽉⼗⼆⽇晚上，住台中港路的江俊瑩先⽣，他在禪定中出現新的境界，不但感覺周圍
的事物遠離他去，⾃⼰坐在虛無的空中，同時，他感覺到左邊坐著⼀位江俊瑩，右邊也坐著
⼀位江俊瑩，他駭然⼤驚，跑來問我，我淡淡的回答他:「不⽤害怕，左邊那位是你的『智
⼼』，右邊那位是你的『理⼼』，⽽中央那位是『欲⼼』。每⼀個⼈都有三⼼，這是必然有
的發現。」

我告訴他，祇要⼀個⼈禪定能分開「身」與「⼼」，那麼他的發現還不⽌這些，更精彩
的還在後頭呢。靈的世界深邃無比，豈是凡夫俗⼦能夠體會的！

記得以前有位禪宗的師傅來找我，他也如此說，每回禪坐，明明坐在床上，出定時卻
「移位」在床下，坐在地上，出定時「移位」至椅⼦上，更奇的是，坐在禪房，出定時甚至
「移位」至⼤殿，那位師傅對我講這些話，我不會⼤驚失⾊，但若換了⼀個⼈，保證那個⼈
會笑師傅吹⼤年，神經有間題。

當然，我不⼤驚失⾊的理由，因為有兩種理由可以「移位」與「騰空」。第⼀，依⼼靈
⼒量來減輕⾁體的重量。第⼆，依⼼靈⼒量來對抗地⼼引⼒。(太空⼈能夠在太虛中移位和
騰空，完全是失卻地⼼引⼒的緣故)，所以若能⽤「⼼靈⼒」對抗「地⼼引⼒」，如此，
「移位」和「騰空」，根本就不是神話。

我研究佛經，發覺六⼤神通之⼀的神⾜通，其原則非常的簡單，它的原則是「以⼼托
身，以身托⼼，身⼼合⼀，身比⼼輕，⼼⼒加持，⽩⽇⾶昇。」當然，這⼀段話還是離不開
依⼼靈的⼒量來減輕⾁體的重量，嚴格的說來，也即是⼼靈⼒⼤於⾁體重量，⾃然可以「移
位」和「騰空」了。

據說靈媒何孟是「移位」和「騰空」的好⼿之⼀，他曾在英國皇家科學院表演，也曾在
法國巴黎，拿破崙三世⾯前，表演「移位」和「騰空」。

另外，我讀「道學」，發現我們故有典籍中談及「奇⾨遁甲」，類似隱遁神⾜⼀類特殊
密法，這些東西和移位與騰空都有很⼤的關聯性。

「靈的世界」，愈是深究則愈是深不可測，江俊瑩已發現禪定中的他有三個，⽽禪宗師
傅能在坐禪中移位，這些僅僅是初步所⾒⽽已，宇宙那麼⼤，物質世界已難得⼀個究竟，更
何況是⼼靈世界呢︖(寫就本⽂，徵求禪宗師傅的法號和真姓名，他說，可以寫，但隱姓
名，免得他⼈非議他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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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震動的桌⼦

這件事發⽣在民國六⼗五年間(詳細時間當事⼈已忘記)。地點是⾼雄市新興區的宏法
寺。有位油漆⼯⼈陳春貴先⽣，爬上了該寺的最⾼屋頂，他偶⼀回頭，發覺供奉釋迦牟尼佛
的桌⼦在動，當然包括⾹爐、花瓶都在動（這種動像發抖⼀般）。

起初陳春貴先⽣以為是地震，但觀察⼀下，知道不是地震，又以為⾃⼰錯覺眼花，結果
也不是。後來他喚來同伴李春賢先⽣和陳進良先⽣，三個⼈看得⽬瞪⼜呆，都感到奇怪。最
後三個⼈合⼒的把桌⼦壓住，想使其不再震動，但沒有⽤，反⽽三個⼈的⼿也同桌⼦⼀般的
發抖起來。

震動⼤約過了⼗五分鐘之後⾃動靜⽌。陳春貴先⽣住在⾼雄市前鎮區瑞北路，這件事情
是他告訴我的，他希望我能回答他，何以桌⼦會震動︖

依照現代的科學眼光來看，桌⼦的震動⼀定要有「外⼒」，否則動不起來。物質的本
身，沒有⽣命根本無法震動。那麼這種外⼒非電即磁，然⽽這電磁之⼒從何⽽來︖這實在是
耐⼈尋味的。

我過去曾經做了許多種實驗，例如我的⼿接觸桌⾯，祇要精神集中，桌⼦會產⽣細微的
震動，⽤⼿接觸筷⼦的中⼼，筷⼦會旋轉，⽤⼿握筆，筆會⾃動書記，我的這個經驗即是:

「當我們精神集中時，⼼靈⼒量就產⽣，外來的靈和我們互相配合，產⽣了震動、旋轉和⾃
動書記。」但是，這些實驗，也必須我們去合作去配合，才能產⽣靈⼒的震動。

外國靈魂學家，曾經說這種現象，並不屬於⾃然科學各項定律所能解答的，雖然好像是
物理現象，卻找不出物理科學的原理。外國靈學家說，主動的⼈或被動的⼈與物體之間，完
全分⽴⽽無關連，也會產⽣奇特的現象，這即是「靈動⼒」。

「⼼靈能」的記錄，在外國甚多，有⼈能運⽤精神⼒移動桌椅，甚至控制別⼈的⼼靈，
能運⽤精神⼒弄斷⾦剛戒指，這種事實屢⾒不鮮。至於宏法寺震動的桌⼦，我認為至少有兩
個原因才能促成。

第⼀，當時在場中的⼈，有⼀位是⼼靈能⼒很⾼的⼈，因無意中的流露，使桌⼦震動，
然⽽，他⾃⼰不⼀定知道他具有「⼼靈能」。

第⼆，根據靈來的原則，靈魂界的靈⼒，⼤於物質界的動⼒時，也能使桌⼦震動，但，
這種機緣，看⾒的機會，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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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類登陸⽉球

經常有許多⼈⼀遇到我，就揶偷的說：「科學成就突⾶猛進，科技⽇新⽉異，⼈類早已
登陸⽉球，⽽你還研究靈學，豈不是不合時代潮流，落伍退步︖」

正如同許多⼈愛⽤「⼈類已經登陸⽉亮」去嘲笑宗教⼀樣，我的靈學，同樣蒙受如此的
冷嘲熱諷。諸如：⽉球上看不到嫦娥，你的祖母還在拜⽉亮啊︖吳剛伐桂和?⼦都到那裡去
了︖⽉球上的靈魂真的有嗎︖登陸⽉球之後發覺神話都是假的。天主教教宗祇有默認，科學
已經打破了⼈類對宗教的幻想。

然⽽，對這些問題，我曾經同⼀位⾼級的靈界靈魂交通，我曾經藉⼼電感應向祂發問。
「⼈類登陸⽉球，試問靈界諸靈的感想如何︖是不是認為⼈類的科學確實進步了︖」我問。

「⼈類是先有了靈感，然後才去實施登陸⽉球的，⽽⼈類的靈感，⾸重於⼼靈的開發，
要開發⼤⾃然的領域，就要先有登陸其他星球的『超感能⼒』，⽽這些靈感全是我們靈界諸
靈暗中提供給科學家。簡單的說，⼈類登陸⽉球⽕星，這些靈感，是靈界提供的。」⾼靈回
答。

「何以⽉球上沒有嫦娥，沒有吳剛伐桂和?⼦︖」
「這些傳說是沒有根據的，這是真正的神話。我告訴你，靈學正是科學的前導。科學家

若沒有靈感，任何科學發明全不存在︔科學家若沒有無形的靈感幫助他，潛在的能⼒就無法
開發。⽽今天不必談什麼科學，沒有靈感，⼤家全停頓在原始時代。」⾼靈回答。

「請問，地球和⽉球上，是否都有靈界的靈魂存在︖」
「有的」祂說：「地球和⽉球同屬三次元的物質世界，但也存在於四次元的靈界之中，

⼀般物質的⼈，在地球上無法看⾒靈魂，同樣在⽉球上也無法看⾒靈魂。⽽⼈類以為在⽉球
上看不⾒什麼，便把靈的世界否絕掉，事實上，這是極其幼稚和可笑的，因為靈的世界，唯
有『身⼼分離』者才看得⾒，⼀般⼈是在蠡測⽽已。」

「請問，⽉球上有神嗎︖」
「神這個字眼，祇有⼈類才⽤，靈界的存在雖有層次之分，但全依靠靈氣的流露來分

別。⽉球上的靈魂較地球上的靈魂⾼級些，簡⾔之是⾼尚些，那是⼀個快樂的靈的世界。」
由這幾個答案中，我覺得研究靈學，非但不是退步，反⽽是超越的進步。⽽⽼喜歡拿

「⼈類已經登陸⽉球」來嘲笑靈的世界，也可以休了。

84



66.	靈歸縹緲處

曾經寫過「⼈⽣則靈死，⼈死則靈⽣」，其意思是說，⼈⼀出⽣，靈魂即受⾁體的禁
錮，要等到死亡的⽇⼦到了，靈魂才能脫殼出來。因能，我特別把死亡的現象，叫著「身⼼
分離」。（⾁體與靈魂的分開）

很多⼈問我，臨死前的⼀些⼼靈現象是不是真的，因為許多經驗告訴我們，類似的死亡
前的「看⾒」，醫⽣或護⼠，亡者的親⼈，都知道有這麼⼀回事。我的回答是「寧可信其
有」，因為唯有「身⼼分離」者，才能有資格看⾒未來的另⼀個世界──「靈界」。

據我所知，⼀般⼈臨死時所看⾒的，無非是已過世的親戚和朋友，那些已過世的靈魂伸
開雙⼿，迎接這即將歸隊的新⽣靈魂。這和⼈類降⽣地球的⼀利那差不多，醫師產婆為了接
⽣⽽忙碌，親友也為產婦⽣產⽽⼼情興奮緊張。

佛教有⼀個傳說，信佛的⼈常唸佛，念念不斷，臨終時有西⽅三聖(阿彌陀佛、觀世⾳
菩薩、⼤勢至菩薩)來迎接，同時賜下⾦蓮台，接引出⽣的靈魂到西⽅極樂世界，當然，這
種死亡，就是往⽣成佛去了。由於這個緣故，阿彌陀佛被稱為接引佛。

在傳說中，也有甚奇特的，例如：若看⾒⽤轎⼦來迎接，投胎轉世為螃蟹︔看⾒⽤汽⾞
來迎接，投胎轉世為烏龜︔看⾒⽤⾶機來接，投胎轉世為⾶⿃。總之，⽤任何交通⼯具來迎
接，這些都不是好事。

另外有⼀個說法，是看屍⾸的氣⾊，可知往⽣的好壞，若⾯呈⾦⾊，帶笑容，肢體柔
軟，是靈魂得善報的祥瑞。若⾯呈紫⿊，帶怖容，肢體僵硬，是靈魂得惡報之兆，靈魂處於
驚怖的靈界，處境可悲。

假如我們練習靜坐禪定，能夠達到「身⼼短暫分離」的境界，此時我們可以看清⼈類死
亡是怎麼⼀回事，可以看⾒靈界的靈魂為初⽣靈魂⽽忙碌。我們清楚誰能往⽣，誰不能往
⽣。可笑的是，⼀些⾃認可以往⽣⾼級靈圈的⼈，並不⼀定到西⽅極樂世界，反⽽處在低級
的幽暗靈界痛哭失聲。

我⽬前有⼀位指導我的⾼級靈魂，我叫祂「廣⽬天王」，祂說等我臨終時，祂要來接
我，然⽽我的內⼼可不願意，因為「廣⽬天王」所住的靈界尚不是最⾼的，比「廣⽬天王」
更⾼的靈界還多的是，至少我要學會覺悟真理，「如來如去」般的⾃由⾃在，完全無拘束，
如此的靈歸縹緲處，才是我⼼滿意⾜的逍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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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法師看⾒了

有⼀位出家四⼗多年的比丘，現任某寺的住持，每逢有⼈提到筆者姓名，便⾯露不屑之
⾊，⼜氣中充滿藐視的味道，我曾化名找他請教，談吐中對我鄙夷和譏諷，令我如坐針氈，
內⼼難過。

他說：「本⼈出家四⼗多年，經常替⼈誦經超度，什麼都看不⾒，盧某⼈學佛淺短，又
是信的雜教，他能知道什麼︖嘴上無⽑，又⼤⾔不慚的談靈魂說佛理，靈魂若有，我怎麼⼀
點感覺都沒有︖」

我說：「法師替⼈超度靈魂，又不信有靈魂，這不是⽭盾嗎︖」
他說：「我祇是認為盧某⼈的看⾒不可能⽽已，我們超度亡靈以『占杯』為準，是否圓

滿，也以『占杯』的⼀陰⼀陽作決定，做佛事，全仰仗佛法。」
「法師站中尊，化瑜伽?⼜⼿印時，真無所⾒︖」我問。
「當然無所⾒，⼿印是祖師傳下，我不過照樣比劃⽽已。我們佛⾨是不談看⾒或看不⾒

的，看⾒的是入魔，看不⾒才是正常，那個盧某⼈極可能是入魔者。」
「法師，那位盧某⼈有個師⽗，他⽬前在北部⼀座寺院，你若欲知真假，何不順便印證

印證，也許你會有收穫的。」我說。
從寺院歸來，我內⼼充滿了悲淒，原來我的罪障如此之重，連出家和尚都⼜犯譭謗。

唉！許多⼈法師當久了，由於同樣無所⾒，難免對「靈的世界」起了懷疑，他們雖然表⾯上
超度亡靈，叮叮噹噹極其莊嚴，但，內⼼也許反⽽不信靈魂，認為這不過是形式，⼼理安慰
⼀番罷了。⼀想到此，越覺責任加重，汗⽔涔涔⽽下。

據說那位法師有⼀次到北部，果然順道去看望我的師⽗（吾師在佛⾨輩份甚⾼，同時也
是隱密不說的通靈⼈。）他教導那位法師⼀個簡易的「看⾒」⽅法，結果，這位法師現在已
能「看⾒」了，不是幻覺，⽽是看⾒實實在在的「光氣」。

現在，那位法師逢⼈便說：「這真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如同做夢⼀般，原來靈界是
真實存在的，盧某⼈講的，全是真的，天底下真有這種事，我，我，我不是入魔吧︖」

然⽽，現在也有幾位不相信的同⾨法師譏嘲他：「看⾒！天底下哪有些事︖我們不相
信」法師過去嘲笑我，現在反過來被⼈嘲笑，這⼤概也是因果吧！好友吳國樑說得好：「不
⾒棺材不流淚，祇有親⾃經歷，才是最實在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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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寫給李亦園先⽣

⼗⽉⼗九⽇上午，我騎著腳踏⾞上班，剛⼀入⾨，同事邱君就拍著我的肩膀說:「⼗⽉
⼗八⽬的某報看了嗎︖」我回答說:「沒有。什麼事︖」他說:「又有⼈把你拖下⽔了，你到
圖書館，找張聯合報看看吧。」

那篇⽂章的題⽬是「宗教與迷信」，作者李亦園先⽣，其中有⼀段提到⼀位盧某⼈。當
然，那位盧某⼈指的是我。我把全⽂讀了⼀遍，覺得寫我的那⼀段太離譜了，離譜得不像
話。

李亦園先⽣是根據張曼濤先⽣說的，⽽張曼濤是誰︖我不認識。李⽂寫到某教授到台中
拜訪我「這位盧先⽣⼀看對⽅⼀聽姓名，知道來者是個知識份⼦，便⽴刻偽裝說:『神昨晚
告訴我，要我等待你來，給你⼀個使命，你就是我盧某⼈的駐⽇代理。』這位教授聽了之後
⾺上跪下來。」讀了這⼀段之後，真令我莫名其妙，⽽且訝然失笑。因為當時祇有我和某教
授，他不曾向我下跪，我也不曾講這種「神話」，那麼這位張曼濤先⽣怎麼造出這個謠⾔來
的呢︖如果張曼濤先⽣的確如此描繪過，那恐怕是他的幻想神經太發達的緣故吧！

另外，李亦園先⽣又聽吳英璋先⽣說(不知是不是道聽途說)，吳先⽣在精神病院看到⼀
個患者，這患者如何照盧某書上的話去做，最後看到鬼，看到神，但終於迷失⾃⼰⽽成為精
神分裂。李亦園先⽣寫道:「這確是非常可怕的事，但是據說盧某⼈的書已出版⼗幾本，並
且不斷再版，很受到各階層的⼈的歡迎。」

關於這⼀段，更是強詞奪理。因為吳先⽣已經說明那個⼈本來即是精神病院的患者，他
神經失常，舉上失措，何⾜為奇︖李亦園先⽣是學者，應該有理智的判斷，為什麼要加以引
述，把罪過加在我的身上︖在這裡我要告訴李先⽣:靜坐禪定，所追求的是⼀個「定」字，
即使李先⽣不曾看過我的書，也該知道。這⼀點我在書中強調了幾百遍。尤其我發覺，現代
⼈精神空虛，略⼀沖擊便把持不定，聯考不中，神經失常，愛情失意，神經失常，破產倒
閉，神經失常，留學未獲學位，神經失常，甚至精神緊張，也能神經失常。如此，怎能因為
有⼀個精神病患讀了我的書⽽有失常舉動，便以偏蓋全，混淆視聽︖

再說⽬前我的書，幾百萬本在外流通，甚至⾹港、新加坡、吉隆坡，翻印盜印充斥整個
市場。⽇本、美國、歐洲都有我的書，試問，這幾百萬的讀者全部精神分裂了嗎︖由此可知
李亦園先⽣和吳英璋先⽣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我盼望他倆也讀讀，照著做，看看會不會
失常︖)敝⼈對李亦園先⽣所撰的「宗教與迷信」⼀⽂，認為⼤益⼈⼼，有破除迷信之功，
但很顯然的，有關於我的部份，完全是道聽途說，?殺事實，輕率下筆，令⼈遺憾。我希望
他能讀⼀讀我的專欄：「靈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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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兩封⾶鴻

「寫給李亦園先⽣」	⼀⽂?出後，接兩位友⼈來函，⼀位是台北市陳晉先⽣，玆節錄如
下：

「聯合報副列，宗教與迷信⼀⽂，我也看了，只⾸⽇道及吾兄與臧博⼠，⼀看即知扭曲
事實，所謂⾼級知識份⼦，對靈念尚⼀無所知，竟能率⾔洋洋，實在令⼈稱奇。⽂中述及迷
信之事，尚稱得體，世⼈但知求利於偶像，離⾃我靈魂的超覺已遠，遑論真理的邊緣矣。吾
兄為臧博⼠辯執，確有必要，但對於你⼀個感情豐盛者，豈是容易化得開呢︖但望愛憫之⼼
成為⼤化之⾏，如此吾兄⼼性，令⼈欣慰。」

另外⼀封⼤函是⽵山莊春⽣寫來的：「寫給李亦園⼀⽂讀悉。樹⼤招風，古今皆然，因
你頭角鋒芒太露，所著之書，不⽌風靡全台，短短三年間壓倒群英，如同拳打南山猛虎，腳
踢北海蛟龍般的威風。⽽嫉?者必為⽂反擊，勢在必然，何怪之有。古今聖賢未有不被⼈攻
訐與奚落者，然⽽，不但未被擊倒，反⽽光芒萬丈，斯後更⽴於顛?之地。遭風吹⾬打，須
能忍⼈所不能忍，受巨擊⽽不萎靡，盡全⼒發揮睿智，忍辱負重，則真理⾃在⼈⼼，不待雄
辯以勝，到時邪魔不攻⾃退。記得我佛說法初期，莫不困難重重，終必以正信和真理戰勝誹
謗，垂芳千古⽽至今⽇。然⽽今⽇仍有⼈不信，誹謗不⽌。如此，你既捨身為真理，何懼終
身不寧︖」

這兩封來鴻，給我的啟⽰甚⼤，尤其對我今⽇所處的境遇，無異是⼀盞明燈，我必須⾃
⽴⾃強，在風⾬⽣信⼼的局⾯之下，頓然間熱⾎沸騰，⼼雄膽壯，向⾃⼰的理想⽬標努⼒邁
進。

現在，我仍然以⾃⼰對真理的所⾒與體會，堅守靈魂實有的⽴場，配合奮鬧的精神，不
管怎麼樣，我表⽰了個⼈對宇宙⼈⽣形上學研究的⼀股誠意。當然，我⾃⼰有⾃⼰奮⾾的⽬
標，也兼顧到讀者的意願和反映，我的寫作，絕對不是如空中樓閣般的不著邊際，⽽是腳踏
實地的實話實說。

學術上的批評是必須容納和⿎勵的，然⽽，⼈身攻擊則必須避免。好的建⾔，使⼈有⽿
⽬⼀新之感，更富有價值性。

我歡迎哲學家、⼼理學家、醫學家等等專家學者賜給我寶貴的批評和建議，我會誠懇接
受;但是，我厭惡⼈身攻擊，尤其是以訛傳訛，傳聞失實的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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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從靜坐修定談⾛⽕入魔

當松柏坑受天宮乩童坐禁命案發⽣以來，很多⼈就勸我，發表⼀下對靜坐修定與⾛⽕入
魔的觀感。當時，我因報章雜誌喧騰⽕熱，插上⼀腳亦興味索然，等⼀切平靜之後再說。因
此，這篇⽂章在此時發表較合時宜，他算對讀者的督促有⼀個交代。

⼈類的⽂明是進步了，但，理智是退步了。像乩童命案，可以說是⼈為的變故，也可以
說迷信害死了三個⼈。然⽽，這件案⼦和靜坐修定與⾛⽕入魔扯不上什麼關係，也就是說這
是「宗教與迷信」的問題，⽽不是靜坐修定的問題。

這個案⼦濃縮成⼀句話就是：「三個平凡⽽無知的⼈，為了迷信當乩童，進入密不通風
的⼩屋中，悶死了。」事實就是如此，這三個⼈，我可以如此說，距離「⾛⽕入魔」的功
夫，尚遠得很呢。⽽把這件事和宗教糾纏在⼀起，誤解宗教，實在令我內⼼⼗分難過。

什麼是「靜坐修定」︖佛教有三無漏學，這三無漏學就是「戒、定、慧」，能靜坐修定
就是「定」的功夫，⼀個⼈能不能「定」，全看靜坐的得宜和不得宜。這⽅⾯的學識流傳甚
久，有佛家的，也有道家的，⽬前坊間也有這⼀類的書，如因是⼦靜坐法、岡⽥靜坐法、軍
荼利瑜伽、甚至超覺靜坐等等。至於為什麼要靜坐︖其實靜坐就是「休憩」，⽤坐的⽅法來
替代睡的⽅法。短暫的精神集中，促進身⼼的安寧，連到神思清靈的地步，⼀則健康長壽，
⼆則寡欲去雜思，如此由「定」⽣「智慧」，再上⼀層，才算是⼈⽣真理的追求。

然⽽，今⼈⼀談到靜坐修定，就聯想到⾛⽕入魔，如同⼀談宗教便聯想到迷信⼀樣。我
為了這個問題，思索了很久，才找出⼀個比較恰當的比喻，我說：「宗教和靜坐修定是⼀部
汽⾞，⽽迷信和⾛⽕入魔便是⾞禍。」宗教和靜坐的本身是沒有罪的，祇要我們開⾞⼦的⼈
開得好好的，遵守交通規則，精神飽滿，眼到⼿到，何罪之有︖

宗教所以變成迷信，問題在你⾃⼰本身，你⾃⼰不⼩⼼駕駛「宗教」的⾞⼦，出了⾞
禍，又能怪誰︖同樣的，靜坐修定變成⾛⽕入魔，問題全然在駕駛者的本身，因為你不遵守
交通規則，把⾞⼦開到岔道上去了。現在問題就出在這裡，很多⼈反對「迷信」，卻把「宗
教」連著⼀起罵，很多⼈害怕⾛⽕入魔，便把「靜坐修定」講得如何恐怖似的。某些⼈的觀
念是：「宗教」和「靜坐修定」是罪魁禍⾸，理應排斥。

試問，我們能因⾞⼦會發⽣⾞禍，便將⾞⼦全部給廢了︖能因電線會著⽕，便不再使⽤
電︖同樣的例⼦舉不勝舉。宗教無罪，靜坐修定無罪，有罪的全然是「⼈」，無知的
「⼈」。

據我本⼈親身修習「天台⼩⽌觀」的定功，我發覺靜坐禪定的內涵甚為寬闊，宇宙有多
重的意識，不僅僅是表⾯現象⽽已，⼼靈世界如海，深不可測，我所⾒到的異象，五花八
⾨，然⽽由於我的定⼒⾜，從未被迷惑得神魂顛倒，我站在客觀的⽴場，來破⼀切「相」。
我可以如此⾃信的說：「唯⼀深入其境，⽽不受迷惑。」因此，我是接近鬼神（靈魂），⽽
不迷信的⼈，因為我早已看清鬼神的真⾯⽬。

問題終歸有答案。何以靜坐修定會⾛⽕入魔︖這裡⾯因素甚多，如妄念不⽌，欲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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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認假當真，⾊不迷⼈⼈⾃迷，如何不⾛入神魂顛倒之路︖當年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剛座上，同樣受考驗，若考驗不過，還不是要⾛⽕入魔嗎︖所以有志於此者不得不慎重其
事。

假如⼀般⼈想學靜坐，⾸先我奉勸⽬標不要太⾼，觀念要清，認定靜坐就是「休憩」，
每次五⼗分鐘，身⼼放鬆，不驚不怖，如此身⼼平衡的坐下去，假如會⾛⽕入魔，那才是天
下的⼤奇蹟。

⾃從我在四年前出版第⼀本「靈書」開始，我的名字就和「宗教」與「迷信」糾纏在⼀
起，報章雜誌⼀談宗教和迷信，⼀定要談到我（因為我接近靈魂），同時把我拖下⽔，免費
的洗禮⼀番。有⼀回，台北某報?出⼀篇⽂章，指名道姓的說我迷信，我寄了⼀本「靈的世
界」給他，他打電話向我道歉，說：「對不起，我祇是聽⼈說的，我不知道你是研究迷信
的，我以為你是迷信者。」

至於宗教?物對我的誤解更多更甚，異教徒到處投書申告，使我受到莫⼤的困擾。我沒
有想到研究靈學，提倡精神上正確的觀念，會遭受如此⼤的打擊，更有⽂化流氓⽤⿊書敲詐
勒索，不知道⼈類的⽂明和理智都到那裡去了。我在六⼗四年⼗⼀⽉，完全閉⾨謝客，這在
精神上付出的代價是無法估計的，我並非企圖苟安，⽽是我的內⼼始終難過得要命，何以那
麼多⼈會無理取鬧，誤解得那麼深︖

聯合報副?，於近⽇?出李亦園先⽣的「宗教與迷信」，其中述及我的那兩⼩段，於事實
出入太多，對於這件事，本想事過算了，但我想⼀想，⽂中涉及⼀位博⼠教授，我看得開，
他不⼀定看得開，他來找我，⽽受此?屈，我得替他說明，告訴所有的⼈：他並沒有向我下
跪。所以才在⼗⽉廿五⽇「靈的世界」寫了⼀篇答辯的⽂章。

今後，我覺得不應該再退縮逃避了，要?調正義不屈，?調不要「迷信」，保障宗教⾃
由，調強理智的信仰，維護⼈性，以⾼尚的宗教情操取代迷信低級的惡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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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智者的雋語	-	仁者的表⽩

⽂友勝彥兄的這部作品，是他第三⼗本⽂集。以⼀個三⼗多歲的青年，⼀⼜氣出了三⼗
多本書，不僅在台灣是⼀位出⾊的多產作家，在國外也不多⾒。這位享有「靈學⼤師」之譽
的⽂壇怪傑，⼀般社會青年，在校同學，或是逛書店的知識份⼦，⽂化⽔準較⾼的朋友，無
⼈不知。他的⽂名遼播到⽇本及歐美。不論他的作品是毀是譽︔抑或「樹⼤招風」，遭⼈猜
忌，但有⼀點可肯定的說，他寫作的宗旨完全是「⽂以載道」，意境⾼超，典型的讀書⼈。
現不妨摘錄他在本書「禪天廬雜記」中⼀段：「『⽂以載道』，經國濟世，這是我寫⽂章的
理想和⽬標，但願我的筆能利益世⼈，能拯救世道⼈⼼，如此於願⾜矣 。」他真是悲天
憫⼈，菩薩⼼腸。

盧勝彥的⽂學素養，睿智的⾒識，以佛家的出世觀，仁者的表⽩來形容最恰當不過了。
其寫作的技巧，如同⼀個雕刻家，已達登華造極，爐⽕純青的境界。作品更有獨特的風格，
以靈學、佛學、⽂學三不朽⽽獨步台灣⽂壇，其成就是空前的。

這本「禪天廬雜記」搜集有五⼗多篇短⽂，內容包羅萬象：有讀書⼼得、靈學探討，沉
思集、讀⼼術、⾦剛經的印證、⽣活⼩品、智慧的雋語等。當⼼思煩悶，情緒低潮時，不妨
看看這本書︔當閒散無聊，想找本書消遣，也可欣賞此書。想充實寫作題材，觸發創作靈
感，本書倒有參考價值。作者能奠定在今天台灣⽂壇獨特的地位，出書之多，創作之豐，他
看的書也很多，⽂史經書，無不涉獵，成功非偶然。⽤博覽群籍來形容，實不為過，因為可
從這本「禪天廬雜記」中得到印證。

本書的特⾊之⼀幾乎每篇⽂章後都附有短短的清新⼩詩，看不出他還有寫新詩的才華，
著墨雖不多，卻有「點」到為⽌的妙處，回味無窮。在此，筆者還要特別指出本書中的兩
篇：⼀是「成熟的果實」，⼀是「酒的罪惡」。前者充分展⽰作者才華橫溢，智慧、經驗發
揮得淋漓盡致。試看他將「成熟」⼆字所作的註解：「我現在的體驗，使我更明瞭⽣命的價
值，⽣命不在於長，⽽是『恰到好處』。很簡單的說『恰到好處』，就是成熟。 。」真
是頗富哲理，耐⼈尋味。在「酒的罪惡」	 ⼀篇中，將喝酒的罪過列有三⼗六條，看來令⼈
膽戰⼼驚，談「酒」⾊變了。好喝兩杯的朋友會提出抗議，認為是「危⾔聳聽」，但如果您
平⼼靜氣的看完「酒的罪惡」，這篇⽂章後，也許會豁然開朗，知道嗜酒有百害⽽無⼀利，
不喝也罷。

至於本書的命名倒很新奇，何以叫「禪天廬」昵︖容筆者賣個關⼦吧，還是去看書，作
者在序⽂中已經寫了答案。(該書由台中新企業世界出版社發⾏，全省各⼤書局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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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敬告讀者

勝彥撰寫「靈書」至「靈魂的超覺」時，就在書後寫下要暫時「閉⾨謝客」，那時是中
華民國六⼗四年⼗⼀⽉三⼗⽇。為什麼要「閉⾨謝客」，理由甚多，可以說⼀⾔難盡，⾃那
時起，我每完成⼀本書，必在書中⾔明，請讀者勿來信，勿空跑⼀趟，請原諒云云。

信件之多，空前絕後，最多⼀次五百多封，⽬前每⽇來信，最少還有五⼗封左右，來信
者包括世界各國，我很難過的是，我已⽋下讀者數萬萬的信債，曾請三名專⼈回信，回得他
們	 叫苦連天。(我已寫成專⽂，希望讀者體諒無法以⼀⼈之⼒去⾯對萬⼈，勿再來信，請
諒)

另外親⾃登⾨求⾒者，每⽇約有百⼈之眾，我由進化路搬到精武路，再由精武路搬到台
中縣，再由台中縣搬到 。搬家的原因，乃是來訪者絡續不絕於途，開⾨半⼩時，不速之
客有百⼈之多，初以有限的精⼒去應對，後來已⽀持不住，祇有閉⾨謝客。有⼈形容我是棄
公畫龍，先是喜歡龍，後來卻被龍像給嚇跑了。這個形容說的也是，我現在非常害怕敲⾨
聲，那整年整⽉的五分鐘敲⼀次⾨，同樣的話要解釋數萬萬遍，真叫⼈神經⽀持不住，內⼈
已有精神衰弱的象徵。

說真的，我並非不肯替⼈解答釋疑，⽽是其中間題重重，有著諸多的困擾，例如嫉?者
的惡意譭謗，無知者的懷疑試探，幼稚的要求，勒索敲詐的，還有等⽽下之的流氓等等。

使我經歷了七災八難，困擾得要死要活。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是公職身份，除了寫作之
外，我不能做別的事情，奉公守法的我，祇有閉⾨謝客。(我若不閉⾨謝客，已到無法上班
的地步)

有許多⼈認為盧勝彥既然寫書，就得慈悲到底，但，不是不肯，⽽是我在等待，等待這
個可以完全公開的時候到來，同時，我默默的潛修⾃⼰的功德，準備和儲存能⼒，才能幫助
別⼈，有效的幫助別⼈，替⼈指⽰明路，替國家社會服務，提供⾃⼰的⼈⽣⼩⼩領悟，但願
由於我短暫的休息，能帶給⼈間點滴的光輝。

幾次搬家逃避，⾨被讀者踢壞，⾨鈴被敲壞，玻璃窗被⽤⽯頭打破，甚至鄰居也⼤嘆吃
不消，更有讀者欲找我，找不到，竟把被問路者，打得眼紅⿐青，眼睛內出⾎，差⼀點鬧⼈
命，這般熱情的讀者，誰也無法消受得了啊！今天，我不敢怪讀者是錯的，錯的是我，誰叫
我前三本靈書中沒有詳詳細細的說明呢！這些困擾，出版社也⼤嘆吃不消，⼀會兒是信，⼀
會兒是電話，⼀會兒是⼈找上⾨，就為了我這⼀個⼈團團轉。

有⼈說我出版書，發了⼤財，這點最是冤枉。事實上，我住的是⼩平房(⼆房⼀廳)，吃
的是青菜⾖腐，穿的是制服，騎腳踏⾞上班。我家中的電器⽤品，是開電器⾏的讀者好意送
的，因為他認為我⽣活不夠⽔準，太寒酸。寫書，我祇是賣斷稿本，我祇拿稿費，書賺不賺
錢是出版社的事，完全和我無關。曾經有⼈建議，我的書當善書贈送算了，在我來說，這是
好事，但，並不富有的我，卸無能⼒如此的做。也曾經有⼈欲改善我的⽣活，送錢至寒舍，
我全毫不客氣的退了回去，請原諒，我對⾃⼰的⽣活，非常滿⾜，無改善的必要。

我盼望寫信給我的讀者，若沒有收到回信請勿⽣氣，更盼望未讀到我「聲明」的⼈，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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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趕來找我，⽽未謀⾯者也勿⽣氣。我在前三本書未說明，但後來拾多本，本本已聲明過
了，然⽽我仍然感到非常抱歉，請原諒，請原諒，請原諒。

但願將所有的誤會全部化解。寫信的，來訪的，請消消怒⽕。假如你們看了三本以上的
「靈書」，必可全盤知道我的處境，我祇是⼀個⼩⼈物，⼀個⼈，太多的事壓在我的身上，
如同幾千萬噸的鋼板，試想想，我能活嗎︖

謝謝讀者買我的書。
謝謝來西⿎勵。
我慨然的應允，祇要我的時間許可。體⼒許可。能⼒許可。
⼀定，⼀定，正式出山。
(本⽂原列載『東⽅的⾶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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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我所領悟的靈理

唯識唯⼼
經常在星空之下，在⿊暗的長街、曠野，踽踽獨⾏的時候，我跌入無限的沉思之中。我

運⽤⾃⼰的思維能⼒去探索太空，來反觀⾃⼰的⼼靈世界，於是漸漸知道「唯識唯⼼」。
宇宙無窮，萬⽣萬物⽣存其間，但，其中有⼀股無形的⼒量，那就是「靈」，此靈分佈

全字宙，無所不包，無所不在，這是⼀個偉⼤⽽超然的⼤意識。⽽當我在靜坐冥思中，我領
悟到「靈」的內⼼深處，那就是王陽明先⽣說的「良知」，至善的慈⼼和愛⼼。

由於宇宙中有慈⼼和愛⼼，才會產⽣宇宙萬象的調合，天體運⾏⾛在軌道之上，維持了
公轉和⾃轉，⽽⼩⼩的原⼦也是⼀樣，質⼦和中⼦形成原⼦核，電⼦圍繞旋轉，⼀切按部就
班，有規有矩。⼈⽣活在天地之間，⾃強不息的⽣存，經歷了⽇光，空氣，⽔的無條件施
與，這些施與的背⾯，有⼀個⼤意識靈的存在，這即是良知的慈⼼和愛⼼。

⼀切的變化皆是唯識和唯⼼的，⽽我們若能附合「靈理」，才算⾛在不偏不倚的中道之
上，如此我們的⼼，才能合於宇宙調合的⼼，如此就是「成佛的⼤覺悟」，恒古存在，永不
輪迴的成為宇宙真理的⽕光，放射真正的光明，如此我們活在世間，才算獲得真理，得到真
理的覺悟。

靈性的增長
宇宙的⼀切都是在輪迴中，默默的在轉變，⽽輪迴的真正⽬的是「靈性的增長」。⽩天

和晚上在輪迴，星星⽉亮在輪迴，太陽地球在輪迴，四季氣候在輪迴，空氣陽光⽔的輪迴，
這當中更有⼈的⽣命，⽣死之間的輪迴，我說:「⽣是為了追尋智慧，⽽死是靈性的增長，
⽣死之間的輪迴，就是如此的不斷不停，其最後的⽬標就是附合永⽣，得到真理。」

我們仔細的觀察⼈⽣和宇宙萬物的關係，⽤禪定進入⼤意識靈的⼼，發現輪迴現象的千
真萬確的存在。例如:⽔蒸發變成⽔蒸氣，⽔蒸氣變成雲，雲再變成⾬，⾬再變⽔，⽔遇冷
再變成冰，冰遇熱再變成⽔，如此⼀再的變。⽽我們⼈也是⼀樣，⽣死⼀次又⼀次的輪迴，
每⼀個⼈的⽣和每⼀個⼈的死，都是有來由的，物質現象加上靈的⼤意識就是宇宙，⽽物質
現象加上靈的⼩意識就是「⼈」。

宇宙有轉⽣輪迴的現象，同樣的，我們⼈類也有轉⽣輪迴的現象，例如⼈體的營養器官
和排泄器官，呼吸器官和⾎液循環，沒有⼀樣不是在輪迴的，這種例⼦，舉不勝舉。所以我
領悟到字宙間的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脫離不了輪迴。

身⼼的感知
我把宇宙現象分成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物質世界是身的感知，精神世界是⼼的感知，

⼈類能夠感知的現象就是三次元以下的世界，⽽⼀般⼈類無法知道的是四次元的世界。有很
多⼈否認精神世界，因為看不⾒，摸不著無法知道，所以否認。其實精神世界和許多⾃然界
現象都是存在的，⼈的五官無法感覺紫外線和紅外線，無法知道有其他射線，連磁⼒也無法
觀察，所以身體的感知甚為有限，在此，我們不能把無法感知的世界，⼀概的否決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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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認。

要知道⼈類和⼀般的動物植物和礦物有所不同，最主要是⼈類有「⼼」，⼼就是精神，
也就是「靈感」，亦就是佛家的「識」。⼼，精神，靈，識，都是無形的，祇可意會⽽不可
⾔傳的，也是不可思議的。精神學上把這種存在稱為表⾯意識，潛在意識與最深意識。

於是，我知道所謂的「⼈」分成物質的⼈和精神的⼈，物質的⼈是「⾁體」，由四⼤假
合(地⽔⽕風)合成，必腐必壞，如同機器⼀般，有⼀定的時限，⽽精神的⼈就是「靈魂」，
那是⾁體的真正主⼈，因為無形象，所以⼈們才忽略了「祂」的存在。靈魂本來是存在的，
然⽽卻因⼈類的忽視，才顯得好像不存在，尤其物質⽂明突⾶猛進，⼈類偏重物質享受，精
神⼼靈⽅⾯顯得更是空虛。

由於這種現象，我知道:

身⼼合⼀就是⼈⽣。
身⼼分離就是死。
眠為精神之糧
記得很早以前，我時常莫名其妙的想到，為什麼太陽會發光，地球為什麼會旋轉，宇宙

之間的星球何以浮在⼤氣之中，何以有磁⼒，這些「能」從何⽽來。在當時唯⼀的答案是
「⾃然存在」，從恒古至今⽇，永遠不朽的⾃然存在。雖然如此，但，宇宙中有⼀無形的
「⼤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們光看表⾯現象，知道⾁體的維⽣要依靠食物的補給，⽽精神的旺盛則要靠「睡
眠」，⼈們說:「⾁體的休息，精神便恢復」。其實這句話是錯誤的，因為精神在睡眠中，
同樣接受無形能⼒的補給，精神和⾁體同樣要接受補給才能恢復其旺盛的活⼒。

據我的觀察得知，每⼀個⼈在睡眠的時候，⾁體完全靜⽌了，其活動僅限於維持⽣命的
持續，此時精神開張，⼈的靈魂有的⾶入四次元世界，有的僅在其邊緣，去吸取⼤⾃然的靈
能，如同嬰兒哺乳⼀般，如此，精神慢慢的恢復活⼒。因此，眠為精神之糧，不能眠者，⼀
定精神崩潰，我體會到三種現象可以導致精神失常。

第⼀、不食。
第⼆、不眠。
第三、身⼼不平衡、不調合。
⽣命的實相
很多⼈都在追尋真理，但，真正的真理又是什麼︖⼈⽣的意義是什麼︖這是許多專家學

者所希冀得到的答案，我覺得所謂「真理」，這⼆個字範圍太⼤，但，「了悟宇宙的真相，
知曉⽣命的實相」，這也是⼀種真理的追求，也算是⼀種不朽吧！

現在，我默默的尋求靈魂的答案，不敢⾃稱「先知」，我確實體會宇宙輪迴的現象，以
及⽣命⾁體的四次元之說，⽣死問題已經知曉，算來是摸到⼀絲絲的「真理之光」，雖未絕
對，但已窺⾒了那神?世界的偉⼤，這是多麼令⼈欣慰和歡欣⿎舞的⼀件事。我已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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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是⽬的，⽽祇是⼀種「⼿段」，因此，我的思維已不在宗教的⼩⼩侷限之中，已
經在超越，現在的我，宗教不是問題，⽽信仰宗教的⽬的，全然是為了瞭解「⽣命的實
相」，然後求得精神上的寄托⽽已。

真正超越宗教的，不會去信仰物質世界的偶像，他已經建⽴了⼼靈的無形⽬標，因為宇
宙之間偉⼤的靈理，並不是「宗教」，⽽是慈⼼和愛⼼的⼒量，是⼼靈的⾃然流露，是超越
有形的，是⼤意識靈和⼩意識靈的⼆合為⼀。

簡單的說就是「覺悟」。
以靈去觀察靈
對於如何進入靈界和探討靈界，我⽤的⽅法是「以靈⾒靈」，⾸先利⽤靜坐禪定的功夫

「啟開精神的靈⼒」，然後運⽤⾃⼰的靈⼒和靈界諸靈交通，去發現真⾯⽬，這就是過去我
所發現的「啟靈」。

啟靈可以說是運⽤⾃制的精神⼒，去和宇宙的精神⼒配合，這當中的學問甚⼤，不是完
全明⽩精神⼒的⼈千萬不可隨意的胡思亂為。因為精神世界比物質更深奧難解，不是有⼤定
⼒者，⼀入此境界便如同劉佬佬⼈⼤觀園⼀樣，五花⼗⾊的幻覺便叫⼈迷失了。

精神⼒的集中便是「定」，由「定」中得到正⾒便是奇妙的智慧，這種智慧在世間是沒
有的，是看不⾒摸不著的，祇有⼼眼打開的⼈才知道，才能真正領悟。靈覺就是⼼眼打開的
憑據，我知道從古至今，成聖哲者有多⼈達到此⼀境界，但⼀般凡夫無法體會，祇有認為是
「妄說」，⽽那些古今聖哲也不敢說出來，因⼀說出，他⼈必視為看魔發狂的緣故。得到的
⼈⾃⼼明⽩，未得到的⼈永遠不知道「以靈⾒靈」是怎麼⼀回事。

能到「以靈⾒靈」的境界，且「定⼒」不偏不倚，⽤客觀的科學態度來分析和觀察，我
發覺精神世界奧妙無窮，比物質世界偉⼤不朽，我想，真理就在其中，真理已經隱隱約約的
透露了⼀些美麗的遠景。

光的世界
靈魂是光⼦，所以會發光，靈魂的世界，也即是光的世界。我覺得修⾏的⼈，意識中去

除去「⾃我我欲」，把憎恨、嫉妒、憤怒、不知⾜、謾罵、欺詐、⼀切不善的⾏為和想念除
盡，那麼善良的種⼦就會發芽。⼀個⼈開始有了「善」的思想，⼀切的⾏為和想念附合「光
明」，靈思清朗，其靈魂就⾃然發光。

另外，靈魂雖然是光⼦，但若被⼀切的惡念和犯罪⾏為矇遮起來，那麼靈魂的光被遮
住，善光不會出現，其⼼靈就永遠處在⿊暗界。

有⼈說天堂和地獄根本沒有這回事，其實天堂和地獄是確實存在的，「發光」的世界就
是天堂，「冥暗」的世界就是地獄，善和惡分成⼆個世界，這些是⼈類⾃⼰去找的，每個⼈
⾃⼰去追尋的，所以天堂和地獄不是⾃⼰造出來的嗎︖

靈魂的光，⼀般⼈是無法看⾒的，光和靈魂是⼀體，光的波度和頻率超出我們⼈類可⾒
的範圍，⽬前科學家正從事「靈光照相」的研究⼯作，已經有這⽅⾯的相機出現，其進展甚
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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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禪定中的觀察，宇宙間的光明，是依靠⼼靈能的放射，每⼀個⼈身上也有光，那是
⼼靈放射出來的，我所看⾒的形象，如同我潛⽔入⽔中，看⾒⽔底的⽩⽯⼦發光⼀樣的，充
滿了神?和朦朧的感覺，非常美麗和神奇。

現在我似乎明⽩，光是靈能的⼀種，靈魂的⼀種表現。所謂天堂的境界，正是⼀群「光
明⼼靈」合成的世界，⼀切的成就，都是光。

精神的能⼒
依照醫學家的種種說法，精神沒有實質，是形上的，由意識、⼼、想念、深意識所組

合。精神的⼒量可以說是靈魂的能，或稱神通。我覺得靈魂的能絕對不是「超常現象」，⽽
是精神能⼒尚未被完全開發時，所做的⼀種保留說法。超常現象實在是正常現象的延續，在
未來，科學將證明出，所謂「超常現象」原來是精神的能⼒，祇要意識的潛能發揮出來，⼈
⼈皆能。

我們確使能使⽤精神能⼒去探測我們的前世因果⽽獲得「宿命通」，也能使⽤精神⼒量
探測宇宙的各個世界獲得「神⾜通」，運⽤精神⼒量預知⼀切將發⽣的⼈事物，且能探測遠
距離的⼀切事物獲得「他⼼通」，運⽤精神能⼒看⾒⼀切靈界得「天眼通」，.聽⾒⼀切靈
界傳⾳得「天⽿通」，最後精神能⼒達到完全無礙圓滿，⾃然獲得了偉⼤的「漏盡通」，智
慧無上，何等美妙。

這些都不是我的幻想，⽽僅僅是世⼈少⾒多怪⽽已。⼈類由於「迷信物質」，本能的⼼
和意識早已不⽤，⼀切的惡習，阻隔在⼼和意識的上⽅，如同烏雲遮住了陽光⼀樣，這種本
能的⼒量早已失去其使⽤的⽅法，無法流露出來矣！

在世界上，有許多聖哲瞭解這些道理的存在，所以⽼⼦要我們「恢復⾚⼦」，恢復⾚⼦
如同無⼼，無⼼就是禪，接近奧?的精神境界。孔⼦要我們入世⾏善，以修正⾃⼰偏歪的
⼼，發出正⼤光明的⼼。佛要我們覺悟，不但教習三無漏學，也要我們修六度萬⾏，達到真
正無漏的極樂世界去。道家「反妄歸真」，在指出精神能的重要，基督教的天堂地獄，其⽬
的是進入「光的世界」。

假如今天的宗教被指為怪誕或迷信，那是⼈類的做法已失去了偏差，把原來的⽬標⽅向
全忽視了，因⽽宗教變成了另⼀種圖利的⼯具或成名的⼀種事業，那種宗教是冒牌的，這即
是表現了⼈類⼼靈的墮落，連宗教也變質了。

我曾經仔細的去品味各式各樣的宗教，發覺它們的味道早已失去了「純濃度」，不但無
法啟發精神的能⼒，甚至同精神的能⼒背道⽽馳，本能失去了，感情也蕩然無存，理智的信
念也沒有，連⼈性都無法保留，何況是進⼀步發揮「神性」呢！我為此痛⼼疾⾸，祇有⽤我
的「靈理」，發出沉重的呼聲，真理就在其中，難道世⼈不知道嗎︖

我領悟到:

精神不朽，能⼒層次甚⼤，
⼈⼈都具備，祇要努⼒發掘。
客觀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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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對於靈學的研究，並非僅僅是⼀個⼈的領悟，⾸先我捨去⾃⼰的⽴場，以其他
有興趣的⼈進入狀況之後，來看⼀切現象，他所看⾒的，也必然是我所看⾒的，同時同地點
⽽且所看⾒的⼀樣，如此才不會被五官所迷惑，執看於假的，卸⾃以為是真的。

由於，我知道客觀的⾒解對於「靈理」的寫作非常重要，它有⼀個共同性，不是絕對的
⾃⾔⾃語，無法被他⼈所證明。當然，每當我思索出問題時，就要求得問題的解答，有了答
案，再以第三者的⽴場，努⼒去探討研究，甚至正⾯和反⾯都考慮到，也可以由別⼈來證明
了。如此，這就是客觀的⾒解，我知道這⼀切是正⾒和正思。

精神和靈的世界非常複雜，精神病患也有所謂的「看⾒」，然⽽，精神病患的看⾒，卻
無法由第三者來證明，因此，我們知道精神病患的感覺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且精神病
患執著這些看⾒，弄得神魂顛倒，甚為可怖，這就是主觀的害處。

主觀和客觀之間，非常的重要，我在靜坐禪定之中，發覺世上的凡夫，原來是主觀的⼀
群，他們無法以第三者⽴場去觀察，無法調合⾃⼰的思想，無法想到對⽅的⽴場，甚至⼀切
祇考慮到⾃⼰，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如此之⼈，當然沒有辦法領悟更⾼深的「靈理」，他們
祇有執著有形，痛苦的在⼈世間輪迴轉⽣，無法突破⼀切有形的侷限。

於是，我終於知道，主觀是非科學的，⽽客觀是合乎科學的。
⾏為的指針
在⾏為⽅⾯，我們要修八正道，如八正道經所說:「八正道者:⼀正⾒，⼆正思惟，三正

語，四正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也。正⾒者，謂如信作布施，禮沙⾨道
⼈，供養佛及孝順⽗母之⼀切善法，後世得福。正思惟者，謂念道不瞋，守忍辱不相侵。正
語者，謂不犯妄語，綺語，惡⼜，兩⾆之⼜四過。正業者，謂不盜，不殺，不淫。正命者，
於飲食，?臥等不貪，離非法。正精進者，謂⾏精進。正念者，謂意念不妄。正定者，謂守
意護意⽽令不犯也。」

據我所知，我們轉⽣在地球上，是為了修改⾃⼰轉⽣輪迴的偏差個性，所以物質世界是
靈魂的訓練場所，⼀切的⾏為若合於八正道，那麼靈魂的昇華和更進⼀步⾃然是指⽇可待
的。我知道⽣存在地球上的靈魂層次都不怎麼⾼，約在中下級左右，所以有些⾼層次的靈，
因為慈悲的緣故，必須下⽣⼈間，祂們下⽣的⽬的是為了指導⼈們重視精神修持，例如釋迦
牟尼佛的教法，以⾏為的八正道，來通過⼀切惡習的阻礙，然後充滿靈性的⼼，才能放出光
明。

然⽽，⾏為和⼼互為因果，所以修⾏先要修⼼，⾏正則⼼圓，否則就如「⼼地觀經」所
說:「⼼與⼼之所有者，本性空寂也，不可⾒，不可聞。⼼如幻，但眾⽣偏計度，故起想⽽
受苦樂。⼼之⽤，如流⽔，念念⽣滅，⽽不暫住。⼼如⼤風，⼀剎那間，變⽅所。如燈焰，
眾緣合時則發。如電光，須臾不住。如猿猴，遊五欲之樹。如畫師，畫種種⾊。如僮僕，諸
煩惱之策役。如盜賊，竊諸功德。如群豬，樂諸雜穢。如蜜蜂，集有味處。然本性非來非
去，即不異無為。本性無⼤相，無⼩相，無苦，無樂，無上中之差別，常住不變，最勝
也。」

我知修⾏甚難，然⽽因為難，才顯得更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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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的看法
當我安靜的進入宇宙之中⼼時，我就考慮和思索「中道」的間題，什麼是「中道」︖要

述說中道其實甚難，我祇能如此說，不偏不倚⽽已。
我們的靈魂出去了，⾶得很遠很遠，然⽽靈魂還是會⾶回軀殼之中，⾁體的吸⼒無法束

縛⽩由的靈魂，⽽外界靈圈的吸⼒，也不能拘束靈魂的⾃由⾏動。
⾁體若能束縛靈魂，此乃凡夫俗⼦。
若靈圈把靈魂拘束住了，此乃⼈的死亡。
靈魂的無拘無束，就是「中道」。不屬於⾁體，也不屬於其他的靈圈。
永懷恩師(館論)

恩師，是我時常在思惟中永遠懷念的⼈。那年冬天，逆風呼嘯，我躲在他的茅草屋中，
他穿著⿊⾊的「海青」，慈祥的語我:「蓮⽣，⾃此以後，我的⼈⽣已經有了延續，但，我
已略知你未來的命運就像逝風中呼嘯的⼀⽚枯尖，但望不憂不懼，將畢⽣獻給國家，促進⼤
同理想，使中華⽂化保持永久不墜，愈益發揚光⼤。」恩師慈祥的話語猶在⽿際，但，我已
如恩師之⾔，遭受了逆境的⼤風⼤⾬。

偶⽽，我在禪定中⾒他姍姍⽽來，又匆匆⽽去，在夜裡作夢，夢⾒⾃⼰和恩師尚在參研
那無上盡窮天地之間的⼈⽣哲理，我領悟了「靈理」，然⽽這些領悟也是他⽼⼈的恩賜，這
是恩師⼆年之中，在集集⼤山，極低的雲層之下，⼀呼⼀吸之間，殷勤的教誨，所產⽣的結
果。

已經好幾年了，夜裡夢迴，淚⽔已潤濕了枕⼱，內⼼的空虛和孤獨，使我的⼼頭更加沉
重起來，外來的種種因素，⼀次又⼀次的打擊，使我想追隨恩師於九泉之下，灰⼼了，失望
極了，其艱苦的處境，使我難逃悲觀的命運，這些都使我內⼼無限的惆悵。

還記得那危岩矗⽴的懸崖畔，我們望向那波光粼粼的⽇⽉潭，恩師說:「⼈⽣到處充滿
了陷阱和感嘆。雖然⽬前的你，有豪情萬般，有⼤略才幹，你會感到興奮⿎舞，也有了驕矜
和⾃豪，但，你的命運憂患重重，短視者和嫉?者必驚惶失措，⼤⼒打擊你，然⽽，你要⾃
⽴⾃強，度過重重艱險，如此才算百鍊成鋼。」是的，百鍊成鋼，這個意義是多麼的深遠，
讓我秉持著這股堅毅的精神，鍛鍊⾃我，努⼒精進，衝破⼀切橫逆，迎接⼀切挑戰，完成中
華⽂化的復興。

「靈理」的本質，是教忠教孝的，是王陽明先⽣的「致良知」，是古代聖哲的⾦⾔庭
訓，推⼰及⼈，超越了宗教之上，也算是⼈⽣⾏仁濟世的泉源。宇宙中間恒古存在的哲理，
即是「良知的能」，輪迴和循環則是象徵了⼒⾏哲學的⽣⽣不息。

「靈理」是不朽的，因為深思熟慮和卓越⾒解，不祇是在⼀個⽣死之間，甚至超越了⽣
死之⾨，獲得靈魂的昇華，猶如警鐘喚醒迷憫的世⼈。科學家的真知灼⾒已經對「靈學」有
了深刻的印象和重視，⽽這些東西是我們固有的中華⽂化，是應該急起直追，勿落他國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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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理」說明了⽣命的實相，雖然是形上的，但，⼈⽣的意義就在其中，⽽且可以親⾃
去⼼領神會，這是何等的不凡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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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載著靈思的⼩⾈」後記

這本書是我的第三⼗⼆本集⼦，有⼀半是發表在台灣⽇報副列「靈的世界」專欄，另外
⼀半則是平時偶感⽽發的散⽂，沒有發表。很早以前我就開始寫散⽂，由於感情的豐富，寫
作的⽂字就像花朵⼀樣的盛開，靈感俯拾即是。

我為了保留靈感原始的風貌，特別不修飾⾃⼰的⽂句和詞藻，這樣的寫法有⼈認為草
率，有⼈則認為純真，不管怎麼說，保存原來的⾯⽬，我認為總是好的。本書寫了⼀篇「我
所領悟的靈理」，這篇⽂字祇是將我所⾒，很籠統⼤略的說明，僅僅表⽰我對「靈學」的看
法⽽已，不能算是研究⼼得。我將來有時間很想將靈學之所得，寫⼀本有系統的⼤書，相信
這樣的⼀本⼤書出版，才能表現我對精神學的⼀股⾚誠。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我將繼續完成另⼀本書的寫作，書名是「命運的驚奇」，在書中，
我談的是命理，這也是我多年來親身的經歷，命運有無，宇宙萬象，有軌跡可尋嗎︖奧妙在
那裡︖將

揭開這神?的⾯紗。
「命運有無︖
宇宙軌跡。
數⽬神?，
多少巧合。」
呈現在讀者⾯前的，又是⼀本最新?的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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