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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5Jan 5Jan 5Jan 5th  2012th  2012th  2012th  2012    

333337373737. . . .     

何謂靈魂出竅何謂靈魂出竅何謂靈魂出竅何謂靈魂出竅？？？？    

靈魂為俗語 

實則為「七識」 

七識與六塵 

結合便身物 

 

靈魂一事乃佛禪之所謂七識者(七識之諸義見君面前之本觀之佛義道丹壹書) 而

竅者妙也。俗亦解孔洞焉。稟之靈霄而竅出是飛昇得道之義。若裏人之靈魂出竅

是驚嚇受過之義矣！ 

 

333338383838  .   .   .   . 這星期天去東龍州這星期天去東龍州這星期天去東龍州這星期天去東龍州((((島島島島) ) ) ) 探察風水探察風水探察風水探察風水，，，，請分析此島風水請分析此島風水請分析此島風水請分析此島風水。。。。    

島非現崇嶺 

卻是龍過洋 

突出崗崚象 

佳穴不在中 

龍至此而入於海至南海部份之餘嶺矣。古人雲「潛龍勿用」非地堪之名言，想是

此島觀龍知島近於大州者是來勢而島之另一隅入洋者是出勢，其島多山岩而穴必

潛於龍入洋後一哩許之海床下也。 

 

333339393939    郭璞是否郭璞是否郭璞是否郭璞是否《《《《葬經葬經葬經葬經》》》》的作者的作者的作者的作者？？？？    

葬書沿郭璞 

端是實無訛 

原經章節少 

後人加入多 

古之葬經者原為竹簡布帛之所書，惜未有出土文化之為佐証也。原天道之秘惜玄

術乎？？而鈔本流傳，後人有疏並附解與插羼入文，今人之版應是半真半偽

矣！！但其旨亦存焉！！ 

 

343434340000。。。。徒兒計劃將這幾年的徒兒計劃將這幾年的徒兒計劃將這幾年的徒兒計劃將這幾年的『『『『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出書出書出書出書((((多圖少字多圖少字多圖少字多圖少字))))，，，，與道及孝為主題與道及孝為主題與道及孝為主題與道及孝為主題，，，，不知師不知師不知師不知師

父有何看法父有何看法父有何看法父有何看法？ 

 

古經論地理 

插圖穴法多 



 

 

俱為畫象意 

參悟難解破 

地理一書者，古人圖解盡在穴法，杖法之兩端矣。山川形勝者，繪其圖則甚少矣。

君出尋龍記連圖者妙事焉，說理縱橫而圖文益茂者勝前生之『閱龍銘』多多矣！！ 

 

Jan 9thJan 9thJan 9thJan 9th    
343434341111....徒兒徒兒徒兒徒兒「「「「尋龍記之堪輿與孝道篇尋龍記之堪輿與孝道篇尋龍記之堪輿與孝道篇尋龍記之堪輿與孝道篇」」」」之初稿及目錄之初稿及目錄之初稿及目錄之初稿及目錄，，，，叩請師父過目及賜教叩請師父過目及賜教叩請師父過目及賜教叩請師父過目及賜教？？？？孟母孟母孟母孟母
三遷篇及尋龍記之來龍去脈篇稍後呈上三遷篇及尋龍記之來龍去脈篇稍後呈上三遷篇及尋龍記之來龍去脈篇稍後呈上三遷篇及尋龍記之來龍去脈篇稍後呈上。。。。    

    

古之葬者意 

皆原出之孝 

慎終追遠事 

敬造墳與穸(墳墓) 

用堪輿之道者乃行孝之義而確安敬祖之墳。實在生者孝奉在逝者祭祀其為一體之

行，君之論堪輿與孝，實醒人心於迷惘在建墳做窀衹為利用祖之遺殖而做益己之

方矣。則棒喝當頭。警子孫之貪愚也！！ 

 

343434342.2.2.2.    可否再論壬辰年之經濟及時事情況可否再論壬辰年之經濟及時事情況可否再論壬辰年之經濟及時事情況可否再論壬辰年之經濟及時事情況！！！！    

通漲逼頂後 

壬辰力稍緩 

從來繁榮市 

皆是蜃樓觀 

壬辰通漲逼頂後，橫行而回落其緩之幅度亦少也。樓亦是橫行緩降之市。金融一

類，息高者眾皆擁之。近較好持有者是電盈分拆之電訊股，因八厘息者使眾公漸

趨慕也。 

 

Jan 10thJan 10thJan 10thJan 10th    

343434343333. . . . 【【【【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一書一書一書一書，，，，預期仲春出版預期仲春出版預期仲春出版預期仲春出版，，，，呂祖師父和九天玄女師父會呂祖師父和九天玄女師父會呂祖師父和九天玄女師父會呂祖師父和九天玄女師父會

否為徒兒此書寫序否為徒兒此書寫序否為徒兒此書寫序否為徒兒此書寫序？？？？萬分感激萬分感激萬分感激萬分感激。。。。    

舉孝有乎道 

當論贊倫常 

書期仲春梓 

願為君刻序 

 

是書版於春日。為壬辰眾生演說倫常，並贊玄風地理之義故九天玄女既為玄之先

迪者，願為君誌一序銘矣！ 

 



 

 

Jan 12Jan 12Jan 12Jan 12thththth    

343434344444. . . . 呈上呈上呈上呈上《《《《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之之之之孟母三遷篇和尋龍記之來龍去脈初稿孟母三遷篇和尋龍記之來龍去脈初稿孟母三遷篇和尋龍記之來龍去脈初稿孟母三遷篇和尋龍記之來龍去脈初稿，，，，叩請叩請叩請叩請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孟垂至教及其兒 

母儀是論懿範矣 

此為舐犢情深深 

後得報孝賢風譽 

見諸單稿文字。是演繹孟母之垂教之尊而孝悌之反饋者。發乎其中矣。君文甚合。

字意流暢，可讀性與啓迪性甚高，不必多所增珊矣！！ 

 

尋龍記者稿之序及篇於案前者，其合乎矣。故前欠論。君就梓此稿以振發是書之

大義焉。 

 

343434345555. . . . 壬辰年經濟無起色壬辰年經濟無起色壬辰年經濟無起色壬辰年經濟無起色，，，，癸巳年呢癸巳年呢癸巳年呢癸巳年呢，，，，哪一行業最好哪一行業最好哪一行業最好哪一行業最好？？？？    

癸巳自坐長生格 

是有財官印三品 

生旺之勢似壹陽 

壬辰餘寒只陣陣 

壬辰之反覆年運，不算物有起色，但亦具其物色世。號世中算不俗矣。識波幅者，

盍與乎成而癸巳是眾國努力下達至較平衡之壹年，算為不俗也。 

葵芳向日之境於望癸巳之經濟全球全面復甦者猶未得也，但整體是更較壬辰改善

中國亦繼有近壹成之增長。 

 

Jan 13th 

343434346666. . . . 尋龍記者稿之序及篇於案前者尋龍記者稿之序及篇於案前者尋龍記者稿之序及篇於案前者尋龍記者稿之序及篇於案前者，，，，其合乎矣其合乎矣其合乎矣其合乎矣。。。。故前欠論故前欠論故前欠論故前欠論。。。。君就梓此稿以振發君就梓此稿以振發君就梓此稿以振發君就梓此稿以振發

是書之大義焉是書之大義焉是書之大義焉是書之大義焉。。。。為補為補為補為補 ‘ ‘ ‘ ‘欠論欠論欠論欠論’ ’ ’ ’ 叩請師父語尋龍之概要之初稿叩請師父語尋龍之概要之初稿叩請師父語尋龍之概要之初稿叩請師父語尋龍之概要之初稿。。。。    

尋龍文句義 

筆妙精演記 

實開眾人慧 

悅之益入喜 

 

尋龍記之初稿，湛閱之下，覺其深有層次也。故本仙閱之亦欣然矣。可用！！ 

333347474747. . . . 雙胞胎的性格和遭遇雙胞胎的性格和遭遇雙胞胎的性格和遭遇雙胞胎的性格和遭遇，，，，際遇可大不同際遇可大不同際遇可大不同際遇可大不同，，，，八字與紫微鬥數不可能算出不同的八字與紫微鬥數不可能算出不同的八字與紫微鬥數不可能算出不同的八字與紫微鬥數不可能算出不同的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有何方法有何方法有何方法有何方法？？？？    

術之算人命 

祇屬玄之表 



 

 

雙胞胎裹論 

殊不知性(解性情)準 

 

雙胞胎之福運與人生際遇，壽算，疾病窮凶者，可有逈然之同，之見，實諸術者

之不能算出焉，觀乎，因果，輪迴，十二因緣，宿業等等諸因牽引雙胞胎之分別。

斯亦足証明靈魂存在之有力証據焉！！ 

 

形而上之際遇者諸術不能測矣。諸術是物理人情並用而君問者陟乎佛理與輪迴
也！ 

 

333348484848. . . . 京房易卦用納甲再配六親取卦京房易卦用納甲再配六親取卦京房易卦用納甲再配六親取卦京房易卦用納甲再配六親取卦    

((((一一一一)))) 正確正確正確正確卜卜卜卜筮的方法筮的方法筮的方法筮的方法？？？？    

((((二二二二)))) 解讀正確方法解讀正確方法解讀正確方法解讀正確方法？？？？    

叩謝叩謝叩謝叩謝    

取象在變爻 

占例成體系 

正確占卜法 

用手不用龜 

正確占卜法為先誥邀歷代易卦先師以誥敬之文。並以三炷香作祀禮也。後以左右

手合攏而空一掌心，藏三錢搖勻，擲於桌面，而觀其爻也，六擲成卦矣。 

 

解讀之法，宜依古之占例而玩味之！本師推薦君玩味「卜筮正宗」一典籍焉！！ 

    
壬辰年壬辰年壬辰年壬辰年 Feb 6Feb 6Feb 6Feb 6thththth    

349349349349. . . .     
年逢生喜旺 
歲益在生基 
高峰連闖邁 
看好備市美 
壬辰非敗壞之年。實為反覆漸好之歲。末日人途，殊為錯論稍忌者伊朗之局情矣。
君運本歲迪吉。家逢進潤。就此一頌年程矣！！ 
 
壬辰大小事皆無凶敗 
唯行山探步，稍慎是足矣。猶其下半年。 
 
Feb 9th 
353535350000. . . . 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堪輿與孝道一書近尾聲堪輿與孝道一書近尾聲堪輿與孝道一書近尾聲堪輿與孝道一書近尾聲，，，，叩請師父及九天玄女師父為此書為序叩請師父及九天玄女師父為此書為序叩請師父及九天玄女師父為此書為序叩請師父及九天玄女師父為此書為序。。。。    
答: 
宏博記鴻文 
書序騰弁句 



 

 

月令抒春筆 
弍稔日寅裏 
 
玄女一尊者於寅月日之滿兩稔者，方騰其文。本師亦附文以輔而當期下週矣！ 
 
甲者書近具梓之期而弍序厚文，完隆於下週之當期便可也。 
    
353535351111。。。。    坊間一直在談有關坊間一直在談有關坊間一直在談有關坊間一直在談有關  ‘  ‘  ‘  ‘    養鬼子養鬼子養鬼子養鬼子’’’’    之事之事之事之事，，，，為己用為己用為己用為己用，，，，為財為名為財為名為財為名為財為名，，，，是否有些事是否有些事是否有些事是否有些事
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答: 
是法甚敗德 
斯為飼陰神 
三才天地裹 
積德是行仁 
 
陰神之中，無論何齡，古法皆可於荒墳古塚中而招飼之也。陽而役陰者，若能則
人與鬼之間，必有一些宿因與緣業也。故古之舞屍弄魂之輩，得此怪術者甚稀焉。
今人之所謂養鬼仔者，中原之術南傳人異域後。復又再興隆於兩廣矣！！ 
 
役陰神者是一種利益之交換焉。最後人必為鬼所誤。莫作此戲也。 
 
February 13February 13February 13February 13，，，， 2012 2012 2012 2012    
353535352222.  .  .  .  叩請呂祖師父賜叩請呂祖師父賜叩請呂祖師父賜叩請呂祖師父賜『『『『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書之序書之序書之序書之序    
序二 
呂祖仙師師父 
 
於時猶畧促 
舉叙喜頌文 
師興四言詩 
為君叙孝親 
 
天昌孝悌 地表紋理 人間盛事 佳在嗣機 舉子求孝 百 禮 叩 備
父父子子 六親連記 代代承傳 祭祀必喜 人有壽期 禮 葬 儀 美
恭謹敬畏 訪穴築基 沿卦大過 非為己利 風水堪輿 廣 用 是 祈
感諸先王 早建殿美 地下有宮 先秦沿起 繼諸聖朝 教 民 孝
備！ 
 
呂祖仙師降示 
紫枬觀壬辰年壬寅月甲辰日 
 
353535353333.   .   .   .   叩請九天玄女師父賜叩請九天玄女師父賜叩請九天玄女師父賜叩請九天玄女師父賜『『『『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堪輿與孝道』』』』書之序書之序書之序書之序    
序一 
九天玄女師父 
 
玄天鑑浩福 
美地置河山 



 

 

坤土載厚德 
諸民祭不閑 
 
伏以皇天后土，皆生民之所庇也，而天地鴻恩，廣施於生養，則萬物方備焉。今
人異乎靈品，能降百獸亦擷百草以用焉。奈何壽算於人，仍見終始，生死之於孝
悌者，先王表之以為厚葬矣。厚葬後必有祭祀以舉，諸禮焉。故厚葬始於大過一
卦之義而風水呈勢於山河，生民表孝，訪吉穴以埋親，備大過卦之衍教足子孫慎
終追遠之慈思，葬祖之風水為用者，是求孝先隆而福後備也。今郭君寫是書乃非
披孝意於風水，實明風水為孝道之必需矣。故為此叙焉！ 
 
九天玄女謄孝道一書之序文 
降紫枬觀壬辰年壬寅月甲辰日 
 
353535354444....今年哪個行業會勝出今年哪個行業會勝出今年哪個行業會勝出今年哪個行業會勝出？？？？    
行業誰喜勝 
香江是電訊 
生民皆以賴 
業務日蒸蒸 
 
壬辰年平穩而突出之行業於香江者為電訊業矣。股價未必大陞而利息回報較好
也！。 
  
 353535355555. . . . 周五觀音開庫周五觀音開庫周五觀音開庫周五觀音開庫，，，，借庫有效用嗎借庫有效用嗎借庫有效用嗎借庫有效用嗎？？？？哪間觀音廟較靈及幾點較好哪間觀音廟較靈及幾點較好哪間觀音廟較靈及幾點較好哪間觀音廟較靈及幾點較好？？？？    
觀音多法身 
可賜人間財 
求者需具緣 
循俗求無害 
  
大士有三十二之法身。許應人間諸求而願亦有富國安民之許也。子鄉可借，但廟
需潔奉而禮正者合焉！ 
西河龍母降示 
 
353535356666.  .  .  .  尋龍港尋龍港尋龍港尋龍港----堪輿與考道一書封面己堪輿與考道一書封面己堪輿與考道一書封面己堪輿與考道一書封面己呈上呈上呈上呈上，，，，叩請給意見是否合師出心意叩請給意見是否合師出心意叩請給意見是否合師出心意叩請給意見是否合師出心意？？？？    
尋龍記-堪輿與孝道一書呈上，叩請師父評之。 
  
呂祖仙師降 
色稍過偏灰 
還宜畧偏紫 
紫灰混設計 
版面下半宜 
  
尋龍兩字用偏向橙色之黃較為喝起是書之生氣也。龍意十足，版上為天而版之下
半部為地！人而閱之，具足三才之意矣。甚善之設計也。 
  
333357575757. . . . 曾文迪曾文迪曾文迪曾文迪，，，，賴文俊賴文俊賴文俊賴文俊（（（（布衣布衣布衣布衣），），），），葉九升之評語葉九升之評語葉九升之評語葉九升之評語    
舉諸古堪師 



 

 

必為玄術人 
亦精天文事 
世上閑國師 
  
三者俱精天文而儒學之理亦俊也。而古之名家於風水葬理等事者其博識若國師，
但嗟無官運矣。賴布衣極精奇門遁甲與六而，曾文迪是從儒入術者，且葉九升
更是草木醫理之名家。何怪！山中多珍药之可辨探矣！ 
 
333358585858. . . . 2222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3333 月的天象月的天象月的天象月的天象    
Jupiter (木星) 和(Venus)金星在西邊成一條線 
 
-是否金克木？ 
-是否今年最壞/差的情况會在這月份出現？ 
-2 月 25 日及 26 日更出現月亮/木星/金星成三角形？ 
 
好消息盡出 
股市幾觸頂 
大戶有做作 
舉止言行同 
 
貯備金巳早減額於昨天左右而好消息是陳緊新寬之下股市前航。應為正軌也。蠻
於星體成直綫或三角之關系者，應响股市如秋官之效應矣。 
 
想該數日必有一些徊蕩此為大股大戰之暗息傳通焉。實經濟基楚漸好之下，股市
上升必然。然升幅迎兩萬弍或過之必有調整之見也。 
 
太白是主戰 
木星為太歲 
以此星象見 
是犯了太歲 
 
此端之市場流傳，算是一個暗裹之信息也。必有動作之配合焉，若單論星象風水
或易封之興股市者，置之一笑便是！！ 
 
333359595959....。。。。        癸己太陽風暴來襲癸己太陽風暴來襲癸己太陽風暴來襲癸己太陽風暴來襲，，，，人類歷史或大倒退人類歷史或大倒退人類歷史或大倒退人類歷史或大倒退????    
影響通訊是 
亦亂自然磁 
地球之磁場 
漸之入倒移 
 
實子卿因此事而應悟出，地磁之漸南北兩極互調，於漫長歲月於稍後也。太陽風
是天象問題，科學家早知之矣。自然之蛻變，歷古早影响大地與眾生矣。此次通
訊為最大影响焉。生物健康亦因磁物頓變而有不虞之疾發也。 
 
觀吳師青一書之日景羅庚者實天文用於地理之先行者焉，因此事而見之矣。 
 



 

 

 
363636360000。。。。    劉江東劉江東劉江東劉江東，，，，司馬頭陀司馬頭陀司馬頭陀司馬頭陀，，，，宋代的吳景巒之長處宋代的吳景巒之長處宋代的吳景巒之長處宋代的吳景巒之長處    
江東做妙墳 
頭陀非真僧 
眾皆有高術 
前生為地臣 
 
劉江東前生為旱魃星臨駕在生諸年時有乾涸之歷史矣，觀裨史史記載不甚焉。故
鮮人知聞也。頭陀非僧非俗亦是地神(城隍) 之類降生，頗精益於玄術也。亦有
諸文之留於献秩焉。吳景巒甚佳， 修得一生好身手也。其術可學焉、宋之名師
可譽！ 
 
363636361111.  .  .  .  大馬持有呂祖扶乩觀嗎大馬持有呂祖扶乩觀嗎大馬持有呂祖扶乩觀嗎大馬持有呂祖扶乩觀嗎？？？？有的話是在哪有的話是在哪有的話是在哪有的話是在哪？？？？    
海外存知己 
天涯若彼鄰 
此國多華裔 
佛道教有信 
  
大馬無響譽之道觀其具乩法者(純陽派乩法) 本仙知於其首都內有李廉德祀而其
中為修道丹者，間中亦有乩法之演教也！ 
 
雜類所謂乩者甚多而乩法為雜教之法。不議矣！ 
 
333362626262.  .  .  .  看了吳師青的日景羅庚一書看了吳師青的日景羅庚一書看了吳師青的日景羅庚一書看了吳師青的日景羅庚一書，，，，叩問南北磁互換帶來的後果叩問南北磁互換帶來的後果叩問南北磁互換帶來的後果叩問南北磁互換帶來的後果？？？？    
南北極互換 
星糸之運動 
過程甚緩慢 
如今已開始 
 
日景羅庚與地磁羅庚之差距者必然因地軸之轉移而距離漸大也。故地磁之東與望
日之秉者亦方向年年不同焉。按數據計幾及萬年而偏差一度也。故於苦短之時空
者，可看作無甚影響焉！ 
 
觀日景而取向取坐之位其只影響先發後發之時差，但極難依數據而斷之也。 
 
March 1March 1March 1March 1，，，， 2012 2012 2012 2012    
333366663.3.3.3.        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堪輿與孝道之排版呈上堪輿與孝道之排版呈上堪輿與孝道之排版呈上堪輿與孝道之排版呈上，，，，叩請師父賜評叩請師父賜評叩請師父賜評叩請師父賜評    
章序與層次 
導讀閱者欣 
如剝冬前筍 
韵味清而珍 
 
本仙見章節與層次者，喜矣！不需易其序，就此版梓焉。字體與標題、分體之粗
幼亦善。本師頌『清而珍，簡而括。』六字為讚頌矣。 
 
363636364444. . . . 可否分析歷代陰宅之別可否分析歷代陰宅之別可否分析歷代陰宅之別可否分析歷代陰宅之別    



 

 

1111。。。。    漢前漢前漢前漢前    
2222。。。。    唐前唐前唐前唐前    
3333。。。。    明前明前明前明前    
 
漢前是粗曠 
唐前是偉宏 
明前漸琱雅 
穴法實無分 
 
前朝諸代之陰宅者，其穴法之挖坑做作是深宏始於秦，入漢至唐，漸淺細而伏，
明前更是求穴準而趨細賸之功夫矣。君於歷朝地下宮殿之佈置，便看出趨勢焉！ 
 
穴法於民者，亦如王候之由粗曠迎遠龍諸向又轉入關注近勢之地上做墓法也，專
注處處之風格者是由遠勢而漸移者近域焉，龍砂水法皆如此也。 
 
363636365555。。。。    斷層文化斷層文化斷層文化斷層文化，，，，世人失去了甚麽世人失去了甚麽世人失去了甚麽世人失去了甚麽？？？？    
迷失之承傳 
斷層處處是 
文化與民風 
嗟嘆鬧遲遲 
 
文化之斷層者，不能師古而承今矣。猶以現代歷史，西方思維與香港多南民之移
駕者，無法统攝，遑論融合也。 
 
此斷層之填補大需舉國復古之興而追今之科技尋真之理者六拾年方可也。 
 
March 2March 2March 2March 2，，，， 2012 2012 2012 2012    
363636366666。。。。    廖金精廖金精廖金精廖金精，，，，張九儀及陳希夷之評語張九儀及陳希夷之評語張九儀及陳希夷之評語張九儀及陳希夷之評語    
俱為一代英 
具許具仙緣 
個中廖金精 
具俗云鬼眼 
 
廖金精修得穿地視物之所謂鬼眼而學法精宏，能修河洛之蘊而得還金精滿之丹
道，張九儀似平平無奇，然術當內蘊於世發諸經歷者，可輔國也。陳搏為吾徒，
亦為吾友，於唐末宋初間酒食之會甚多！ 
 
333367676767。。。。    可否再賜理氣知識可否再賜理氣知識可否再賜理氣知識可否再賜理氣知識！！！！    
理氣為脫形 
得超物質界 
山川為水氣 
兼諸集眾物 
 
理氣之術者為堪輿法中形而上與地而上之學問也。俗子難修，非信道籍道緣者不
易揭其秘也，子卿可以，容後具論！ 
 



 

 

 



 

 

March 6March 6March 6March 6，，，， 2012 2012 2012 2012    
333368686868。。。。    如何為不同命卦的夫婦佈風水局如何為不同命卦的夫婦佈風水局如何為不同命卦的夫婦佈風水局如何為不同命卦的夫婦佈風水局？？？？夫為東四命而妻為西四命夫為東四命而妻為西四命夫為東四命而妻為西四命夫為東四命而妻為西四命    
婦為夫之財 
當依夫為網 
東四命為夫 
佈局震歸望 
 
若夫婦之東西四命不同者當非匹配之婚姻矣。故佈局以夫為網而婦為隨也。但樓
宇寶鑑之論合婚者，忌東西四命之不同而不以為然也。 
 
333369696969。。。。    可否評金光斗臨經可否評金光斗臨經可否評金光斗臨經可否評金光斗臨經？？？？    
是書出唐代 
曾藏佛之腹 
金光斗臨意 
矍唐論永福 
 
是經以獅子吼之義而論及座前之金獅子而說法於曌宗以明佛義焉。而世亦有金光
斗經為風水堪輿之說理者，不甚流傳矣，不論哉！！ 
 
333370707070。。。。    『『『『然地而下之形者亦據形而上之氣為網範建之也然地而下之形者亦據形而上之氣為網範建之也然地而下之形者亦據形而上之氣為網範建之也然地而下之形者亦據形而上之氣為網範建之也』』』』----可否再賜教可否再賜教可否再賜教可否再賜教？？？？ 
是句論穴室 
古之謂穴墓 
要知挖穴孔 
依龍氣低高 
 
今人造穴之掘挖者衹知向方及深淺之理而不知應據形而上之氣而築地而下之穴
焉，深淺闊窄尖平壼橫及穴底需斜，再以阜土攝正棺槨龕盒者，皆依此句而為也！ 
 
373737371111。。。。    叩請師父再賜理氣叩請師父再賜理氣叩請師父再賜理氣叩請師父再賜理氣    
理氣一義之核心使用之法為傳神而用之也，故山水宏璜，崗巒蜓茂者，外形表象
矣。觀巒者知龍之來去，出入，結穴得表象而不知地氣水法。即此水法為地下水
之水流迴氣、必需因心領傳神，立透土阜而觀之。古之地理師每多習傍術。猶以
天星之運行與地儀諸軌道而得穴也！ 
 
373737372222。。。。    『『『『結穴得表象而不知地氣水法結穴得表象而不知地氣水法結穴得表象而不知地氣水法結穴得表象而不知地氣水法。。。。即此水法為地下水之水流迴氣即此水法為地下水之水流迴氣即此水法為地下水之水流迴氣即此水法為地下水之水流迴氣、、、、必需因心必需因心必需因心必需因心
領傳神領傳神領傳神領傳神』』』』何謂有利之地氣水法及如何能心領傳神找出有利的地氣水法何謂有利之地氣水法及如何能心領傳神找出有利的地氣水法何謂有利之地氣水法及如何能心領傳神找出有利的地氣水法何謂有利之地氣水法及如何能心領傳神找出有利的地氣水法？？？？叩請師父叩請師父叩請師父叩請師父
再賜理氣再賜理氣再賜理氣再賜理氣    
 
地氣升於表 
則為天上雲 
雲其降雸下 
入地變水龍 
 
地氣之現於表者為河川為堪輿之水法而水法行於地下者亦有脈絡河川焉。故土龍
土穴者於表面及地表者宜乾於穴下之勢者宜潤，故古之堪輿師者幾皆國師也。天
文，地理，河山之形算，水法地氣之相觸者每得及之。 



 

 

 
古師之知地氣水法而傳神之表表者鬼谷子是也，既為鬼谷必知谷川明暗諸勢南驚
其神修行及參煉與經驗結具之法寶也。必於神會者盡經驗焉！ 
373737373333. . . . 叩請師父再賜理氣叩請師父再賜理氣叩請師父再賜理氣叩請師父再賜理氣    
理氣主義為上稟    
地龍暗脈河川行  
必配表巒崇山勢  
挖得妙穴福氤氳  
 
理氣者理河山明暗之勢也 。 
明者為象為形。 
暗者為氣為度。 度可度非常度。心領神傳焉！ 
 
March 16March 16March 16March 16，，，， 2012 2012 2012 2012    
373737374444. . . . 何知己有何知己有何知己有何知己有 ' ' ' '心領神傳心領神傳心領神傳心領神傳''''之能力之能力之能力之能力？？？？暗者為氣為度暗者為氣為度暗者為氣為度暗者為氣為度，，，，度要頓悟是也度要頓悟是也度要頓悟是也度要頓悟是也。。。。    
心領神傳為一触 
妙裡便知着力處 
此般能力常人無 
需從悟處開得住 
 
心領神傳者，是此心此法所住於頓悟物理，迪啓玄無之功力焉。若君曾坐禪，便
知弍禪之境能得傳度也。故術者必需修而非獨咬爵於文字句義而知究竟也。 
 
375375375375。。。。    叩賜叩賜叩賜叩賜    五鬼運財法五鬼運財法五鬼運財法五鬼運財法    
斯法是六壬 
亦見茅山具 
「躉符」施號令 
役使是「五通」 
 
實五鬼運財之法為「躉符」之術，役使五通神而行方便也。昔白蓮教甚善此法。
今迭矣。五通神為修行不足六度(六通) 之遊仙或社鬼也。頗具擾人之法力。 
 
March 22March 22March 22March 22    
373737376666。。。。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尋龍記----堪輿與孝道一書下星期將印好堪輿與孝道一書下星期將印好堪輿與孝道一書下星期將印好堪輿與孝道一書下星期將印好。。。。未來六個月徒兒打算寫本陽宅與福未來六個月徒兒打算寫本陽宅與福未來六個月徒兒打算寫本陽宅與福未來六個月徒兒打算寫本陽宅與福
德德德德，，，，書名還未定書名還未定書名還未定書名還未定，，，，師父可給意見師父可給意見師父可給意見師父可給意見。。。。此書圖文並茂此書圖文並茂此書圖文並茂此書圖文並茂，，，，港九新界的陽宅及新古廟與寺港九新界的陽宅及新古廟與寺港九新界的陽宅及新古廟與寺港九新界的陽宅及新古廟與寺
((((現已在數術縱橫網頁登出現已在數術縱橫網頁登出現已在數術縱橫網頁登出現已在數術縱橫網頁登出))))    。。。。再加上再加上再加上再加上 24242424 天星做為主題天星做為主題天星做為主題天星做為主題，，，，不知師父同意徒兒的想不知師父同意徒兒的想不知師父同意徒兒的想不知師父同意徒兒的想
法嗎法嗎法嗎法嗎？？？？    
    
孝道沿葬意 
始於堆柴薪 
書喜付版序 
黽勉教世人 
 
葬者以福人福居為古譽而陽庭向吉俱為福德福修而致安居顯諸逸樂也。實陽居為
先祖陰宅是吉凶之表象矣。人能行善者必致吉祥，故書名沿用此意也。 
 



 

 

書名: 訪宅記-福德與富貴之風水用事。 
 
333377777777。。。。請師父再賜教請師父再賜教請師父再賜教請師父再賜教 24242424 天星的知識天星的知識天星的知識天星的知識。。。。    
式拾四星生凶吉 
恰其類度廿四山 
分度行軌為十五 
依座依向不簡單 
 
式拾四天星為陽宅之分用。其取象者陰山之弍十四向也。亦宗拾五度之分判而遵
斗杓四星之開陽，搖光，天錢，輔翼為翹首焉！ 
 
333378787878。。。。早前師父賜教早前師父賜教早前師父賜教早前師父賜教::::    
玉衡星所駐處而紅燈區玉衡星所駐處而紅燈區玉衡星所駐處而紅燈區玉衡星所駐處而紅燈區----((((灣仔及旺角灣仔及旺角灣仔及旺角灣仔及旺角))))    
開陽星所駐為機場海港開陽星所駐為機場海港開陽星所駐為機場海港開陽星所駐為機場海港----((((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    
而天錢星所駐處為金融區與重商業區矣而天錢星所駐處為金融區與重商業區矣而天錢星所駐處為金融區與重商業區矣而天錢星所駐處為金融區與重商業區矣----中環中環中環中環    
可否告知以下的星落在香港哪個地方及時間多長可否告知以下的星落在香港哪個地方及時間多長可否告知以下的星落在香港哪個地方及時間多長可否告知以下的星落在香港哪個地方及時間多長????    
 
城市漸分區 
人物亦徙變 
六運紅燈區 
應駐在西環 
 
九州分野，未見細微，亙古至今何變而列邑興替諸區添減者，城市民遷足謀生於
便也。觀香城一地生死俱在醫院而吉凶兩象糢糊，廿四星分區者，有大小之忤矣！ 
 
陽宅十二天星（吉星）  
輔翼── 
進賢──兩皆為考試進榜之星也 
司祿──值所謂詮叙司府所駐處或諸民政行邸 
開陽──機場海港 
天璇──吉星在考試局之用也 
從官──值是行政官邸及公務員詮敘之司處 
天錢──重金融區也 
天樞──立法之府 
天節──廉政之府 
文昌──考試及諸學府之駐處 
天孫──醫院及眾健康所泛指港島西南及九龍京士栢區 
天田──為地政及房屋兩官之職及其署處也！ 
 
 
陽宅十二天星陽宅十二天星陽宅十二天星陽宅十二天星（（（（吉星吉星吉星吉星））））        
輔翼── 
進賢──兩皆為考試進榜之星也 
司祿──值所謂詮叙司府所駐處或諸民政行邸 
開陽──機場海港 
天璇──吉星在考試局之用也 



 

 

從官──值是行政官邸及公務員詮敘之司處 
天錢──重金融區也 
天樞──立法之府 
天節──廉政之府 
文昌──考試及諸學府之駐處 
天孫──醫院及眾健康所泛指港島西南及九龍京士栢區 
天田──為地政及房屋兩官之職及其署處也！ 
    
    
    
March 23March 23March 23March 23    
333379797979。。。。        
古者之都邑 
麋聚於一地 
生民分類易 
如今甚艱難 
 
地應人情者，則易於生養而榮衍也。窮山惡水者，生民艱棲息也。故必地廣人稀
焉。古之金星丘者多富邑而土星到處則多農樵焉。今人一域百區不易分判！！！ 
 
陽宅十二天星陽宅十二天星陽宅十二天星陽宅十二天星（（（（凶星凶星凶星凶星））））        
搖光──化耘之星多賭之聚，但亦風光秀瑰如濠江一邑焉。 
屍氣── 醫院與葬地之多見矣，古之戰場者亦是此星之落氣也觀西安附近可知。 
天烽──天峰者亦兵機戰爭之譽。星氣駐處多國為利之戰地焉。故其亦主兵戎戰
地也。子卿於書中論天烽者應書之為兵機撓亂之處焉。如近年地中海至伊朗等國
阿富汗伊拉克之邦焉！ 
天機──諸關塞與兵機行營之處，亦古之戰地！ 
天賊──今人謂之九反之地而古人謂之南蠻之區。 
卷舌──衙門司訟糜集之處，古人有牙人一業亦幾類之！ 
權曜── 化煞氣權奸之處，卅邑有此星者，必多侫人。 
咸池── 敗風傷俗之邑，古人謂之娓娓南國之音處便是！ 
敗傷──是人多閗猛性之區。 
玉衡── 奸作舞弊騙詐多之邑業，仿模做假人多之地世如假物玉石處。 
司怪──多巫蠱之邑，如今之南洋印尼緬甸或日本之九卅四國一區。 
貫索──吊死纒命之星邑，極凶且必多幽魅之地！ 
 
383838380000. 24. 24. 24. 24 天星亦宗拾五度之分判而遵斗杓四星之開陽天星亦宗拾五度之分判而遵斗杓四星之開陽天星亦宗拾五度之分判而遵斗杓四星之開陽天星亦宗拾五度之分判而遵斗杓四星之開陽，，，，搖光搖光搖光搖光，，，，天錢天錢天錢天錢，，，，輔翼為翹首輔翼為翹首輔翼為翹首輔翼為翹首
焉焉焉焉！！！！其於其於其於其於 20202020 星在哪星在哪星在哪星在哪？？？？    
開陽至玉衡 
北斗杓四星 
其為分度那 
天區在正中 
 
古之觀星象者以河圖一區為中天之度焉，紫微垣在此矣其餘天市，太微合共三垣
北斗在中情牽弍拾捌宿也。古人風水國師謂相應之廿四山別立其各取廿八宿中東
南西北而用。 



 

 

 
383838381111。。。。    可否賜教以下地區哪廿四天星相應可否賜教以下地區哪廿四天星相應可否賜教以下地區哪廿四天星相應可否賜教以下地區哪廿四天星相應。。。。    
諸星俱南度 
爐峯是金星 
地理向兆準 
應是五星應 
 
弍拾四宿者八野三垣北斗而致用凶吉之意也。其用在凶吉，不在地形，形必以五
星為準，港島為金星之邱而其中諸港亦是气金星之餘氣矣！ 
 
 
 
March 27 
383838382222。。。。    尋龍記一書己呈上尋龍記一書己呈上尋龍記一書己呈上尋龍記一書己呈上，，，，叩謝師父多年來的恩賜叩謝師父多年來的恩賜叩謝師父多年來的恩賜叩謝師父多年來的恩賜！ 
書號新機而人昌孝道者俱見之於內焉。甚善之著也。發人深醒使用風水而益人之
運者莫忘本孝矣。 
 
本書所出為尋龍以葬而示孝也。教近人迷於穴法旺財顯達之妄心焉。好書一本
也。本仙已題有字焉！ 
 
383838383333。。。。    港島為金星之邱而其中諸港亦是气金星之餘氣矣港島為金星之邱而其中諸港亦是气金星之餘氣矣港島為金星之邱而其中諸港亦是气金星之餘氣矣港島為金星之邱而其中諸港亦是气金星之餘氣矣！！！！新界及九龍呢新界及九龍呢新界及九龍呢新界及九龍呢????    
島為金星之正氣 
猶以中環為主丘 
九龍新界亦本體 
箇中似玉散綠斑 
 
星落平洋之勢者，主峰主體若是金星者，必見圓藏而潤而無屯頓焉。君問何故九
龍新界亦有聚旺金融之產業處者喻以如綠玉之體隨主色之處外，必有餘斑焉！ 
 
384384384384。。。。    訪宅記一書可否邀請師父論福德訪宅記一書可否邀請師父論福德訪宅記一書可否邀請師父論福德訪宅記一書可否邀請師父論福德？？？？    
福德者好論 
於俗為善功 
施濟拔困苦 
心性論不用 
 
福德者善功之濟矣。而佛為福德為心性之修行焉。觀乎梁武帝與六祖之言，君知
福德應為心性之福，非表面善功也矣！ 
為 
 
385385385385。。。。    訪宅記一書訪宅記一書訪宅記一書訪宅記一書？？？？    
啓迪論章節 
巳見書雛型 
君乎文思浩 
簡稿捷先聲 
 



 

 

書之稿也已書人間之德而訪宅者求居者之福焉，宅命與人本命配者方為福宅焉。
見君開卷文宏，情彰於節，筆風浩瀚列可成書也，安心！加持其益益焉！ 
 
April 5April 5April 5April 5thththth        
386386386386。。。。    《《《《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賜序賜序賜序賜序    
序一 
呂祖仙師師父之序 
 
古云之陽宅之十書者寫盡諸民安居列宅之所必需者也。皆在外形外格與山川地理
河橋路勢，平野坡崗之息息相關焉。務取上風之向架而極忌乎屋有重重之忌焉。
猶以出外務官將軍千里或行商州邑者其忌屋有重樓者如虎狼矣！ 
 
今人陽宅者如疊荀而居不務平原氣象之磊落焉。狹氣有求其向架之淺居者，祇論
天星矣，實較古人龟縮之多焉。豈乎地理之難明申而確見人情祇趨一向，取海勝
山矣！港島為金星之丘而市得數運之旺，九龍乘獅山之直龍而八運稍後應重點可
移西九之貴及九龍灣之豪矣。郭氏於書深明星象概說凶吉使現世蝸居半室者，亦
知方位好壞之辨而得利焉！ 
 
呂祖仙師 
壬辰年甲辰月丙申日酉時降于紫枬觀 
    
問問問問::::    
333387878787。。。。    叩賜叩賜叩賜叩賜《《《《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讀者為未來五至十年樓市之走勢讀者為未來五至十年樓市之走勢讀者為未來五至十年樓市之走勢讀者為未來五至十年樓市之走勢
評語評語評語評語？？？？    
    答答答答::::    
五年區專貴 
奪標西九龍 
利息迷低久 
買樓實堪攻 
 
但亦足惠人本信之祈焉。年青人莫幝貴樓。古人蓄全而收利者可及乎屯田買宅之
富也。今人儲錢求息則百萬一年難買一雞也。觀乎至此而不論天災橫禍者，盛邑
買樓必呈利信之回報也！港樓十載雖非數凌千債。 
 
置業者，莫待官家之優惠，有能力者，刻刻皆可盍興乎來矣，明乎？ 
 
呂祖仙師降示 
壬辰年甲辰月丙申日降于紫枬觀 
 
April 12thApril 12thApril 12thApril 12th    
388388388388。。。。    可否叩請觀音大士為可否叩請觀音大士為可否叩請觀音大士為可否叩請觀音大士為《《《《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賜序賜序賜序賜序？？？？    
序二 
觀音菩薩 
 
善人居善地 
禎祥集九美 



 

 

訪居事在人 
賜福憑天理 
 
古諭以福人葬福地為陰宅之旨歸也。今以善人居乎善宅為集福禎祥之必然耶！ 
 
郭君近兩著者，不揆詳道因果，啓發孝義，安以營生，居以泰樂為人生之暢怡焉，
慈航以慈悲為宗，樂善為旨也，勸世間人以德行仁之要也。 
 
賴郭君之筆發抒本大士之宗旨矣，於此作序以勉末法眾生拾一己之趣求自我而歸
同善之境。 
 
觀音大士降示于紫枬觀 
壬辰年甲辰月癸卯日未時 
 
389389389389。。。。    愚徒在萬佛子地藏殿愚徒在萬佛子地藏殿愚徒在萬佛子地藏殿愚徒在萬佛子地藏殿 E1307E1307E1307E1307 號蓮位設了個號蓮位設了個號蓮位設了個號蓮位設了個『『『『孤魂冤親債主孤魂冤親債主孤魂冤親債主孤魂冤親債主』』』』之蓮位需擇日之蓮位需擇日之蓮位需擇日之蓮位需擇日
上位上位上位上位，，，，叩請師父賜教叩請師父賜教叩請師父賜教叩請師父賜教？？？？    
 
博愛之宏施 
福益及鬼子 
明明辰月內 
上位舉科儀 
 
人於三生之期者必有寃結之事。亦必有六親之關也，魂亦每得宿亦有飄泊者焉。
今立匾靈，邀彼上座者。辰月內隨宜辦事矣，今為君擇一日者。辰月廿五日黃昏
前酉時左右如何？ 
 
 
April 19April 19April 19April 19，，，， 2012 2012 2012 2012    
393939390000。。。。    風水格局如何風水格局如何風水格局如何風水格局如何？？？？    
1111。。。。馬鞍山大水坑馬鞍山大水坑馬鞍山大水坑馬鞍山大水坑    
2222。。。。大埔林村大埔林村大埔林村大埔林村    
3333。。。。    東盛臺必列啫士街東盛臺必列啫士街東盛臺必列啫士街東盛臺必列啫士街 39393939 號號號號 Flat  FFlat  FFlat  FFlat  F，，，，  9/F  9/F  9/F  9/F，，，，朋友想租此單位朋友想租此單位朋友想租此單位朋友想租此單位    
 
地名如此矣 
深壑從何來 
此山有勝境 
龍行旺之哉 
 
子所謂大水坑之一處者非深壑也。亦無河川之浚急焉。若究其行龍者則又未必入
小家之論也。子卿知其山頗峻猛有映起楊之力而秀气不差可謀沿一佳穴也。 
 
至於林村者地久成圍邨形羅佈是士民鄉土之居之气，行乾坤之佳穴者是梧桐寨村
稍上之河圖洛書之吉地矣，比馬鞍山皆勝多焉。 
 
稟中第三列之宅未具穎脫之殊勝一般之象唯龍行俊旺境亦雋秀也。陳文書商身之
輩也。君友可居焉！ 



 

 

 
April 20thApril 20thApril 20thApril 20th    
391391391391。。。。    愚發覺香港的店舖幾乎都是做大陸遊客之生意愚發覺香港的店舖幾乎都是做大陸遊客之生意愚發覺香港的店舖幾乎都是做大陸遊客之生意愚發覺香港的店舖幾乎都是做大陸遊客之生意，，，，無論大街或小巷都是金無論大街或小巷都是金無論大街或小巷都是金無論大街或小巷都是金、、、、
錶錶錶錶、、、、名牌名牌名牌名牌，，，，豪宅也大都是神洲之客所買豪宅也大都是神洲之客所買豪宅也大都是神洲之客所買豪宅也大都是神洲之客所買、、、、這情况如逆轉這情况如逆轉這情况如逆轉這情况如逆轉，，，，為香港帶來頗大衝擊為香港帶來頗大衝擊為香港帶來頗大衝擊為香港帶來頗大衝擊。。。。
師父能知這情形何時會出現嗎師父能知這情形何時會出現嗎師父能知這情形何時會出現嗎師父能知這情形何時會出現嗎？？？？    
 
鴻都為故郡 
南昌為新名 
此譽比香江 
炉鋒為舊勝 
 
君觀事細微，但嫣知十四億與七百萬之對流者之殊無逆轉之機會矣，古人云拾年
河東拾年河西之諭於解放之初期至自由行之今境亦足堪對照此兩名句矣。盛衰循
環之理，如太極之陰陽者足見古之知慧，君稟中所憂之象若見發生，祗有大亞灣
可使麋集之舖變為鬼域之殊矣！ 
 
April 23April 23April 23April 23，，，， 2012 2012 2012 2012    
392392392392。。。。    呈上呈上呈上呈上「「「「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福德與富貴之風水用事福德與富貴之風水用事福德與富貴之風水用事福德與富貴之風水用事」」」」文字篇一書叩師父賜評文字篇一書叩師父賜評文字篇一書叩師父賜評文字篇一書叩師父賜評。。。。    
 
清末之眾宅理陽陰典籍中有陽宅眾愛之一書可備子卿參考也不難訪之焉。 
 
福德與貴命富根者亙牽於因果之律也。然宅雖好而居者為惡業宿深之徒亦不能全
免其災之發也，祗不過是借地理之吉祥而緩機使其增精福德矣。理當如上也！。 
 
又見君之稿文，洋洋有秩之理備文風，倡訪宅與用事之需而暗演修身種福之理
也，大義明倡可焉，讚於板梓！ 
 
April 2April 2April 2April 26666，，，， 2012 2012 2012 2012    
393393393393。。。。    訪宅記一書封面呈上訪宅記一書封面呈上訪宅記一書封面呈上訪宅記一書封面呈上，，，，叩請師父賜評叩請師父賜評叩請師父賜評叩請師父賜評    
紅牆綠瓦居 
古為富者宅 
今廈喜琉璃 
設計多味格 
 
訪宅一書，書面設計者近墪厚而立佇餅之柱者，文化復興於歐州設計之暗影也，
不俗，遠境淺藍，有天涵海蘊之義，一象清新，前牆啡色者為照壁之取義於中國
風水主義也。 
 
中西揉合內說玄微。使人一亮心眼也，本仙亦喜此設計者明用如儀矣！ 
 
呂祖仙師降示 
  
393939394444。。。。    《《《《陽宅愛眾陽宅愛眾陽宅愛眾陽宅愛眾》》》》一書以門向為變卦一書以門向為變卦一書以門向為變卦一書以門向為變卦，，，，與八宅坐之定位與八宅坐之定位與八宅坐之定位與八宅坐之定位，，，，有互補之舉有互補之舉有互補之舉有互補之舉，，，，但有矛但有矛但有矛但有矛
盾嗎盾嗎盾嗎盾嗎？？？？    
 



 

 

陽宅眾愛與陽宅拾書者說理分殊，另成一派其主要要者為門路也，兩書可互補遺
而以宅之形勢而最為取用之重點也。即今人值師青以降後而學發玄空焉，更以向
空多者為變卦也，有拚門路變卦之說焉，實乃因地制宜，因廈而用也，三說俱可
時遷朝異天下宅亦格變化端矣，众愛一書者無冲冲之見有今人謂執生之妙機，三
派互用互補因握制宜。此陽宅堪師之功力所見矣。 
 
393939395555。。。。死後捐贈器官益世人死後捐贈器官益世人死後捐贈器官益世人死後捐贈器官益世人，，，，師父有何看法師父有何看法師父有何看法師父有何看法？？？？    
死而捐器官者遺愛於世之徒焉而有逆髮膚受於父母及歸塵塵土之理也，用『因果
律』觀之不孝於天地父母而有義於人間焉，故無可無不可也！ 
 
MAY 4MAY 4MAY 4MAY 4THTHTHTH        
393939396666。。。。 ( ( ( (一一一一) ) ) ) 純陽大帝純陽大帝純陽大帝純陽大帝    呂純陽師尊呂純陽師尊呂純陽師尊呂純陽師尊    聖誕吉期聖誕吉期聖誕吉期聖誕吉期    
壬辰年四月十四日壬辰年四月十四日壬辰年四月十四日壬辰年四月十四日 ( ( ( (西西西西曆曆曆曆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 ) )     
『『『『恭賀聖壽恭賀聖壽恭賀聖壽恭賀聖壽，，，，帝君鴻願帝君鴻願帝君鴻願帝君鴻願，，，，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德澤黎生德澤黎生德澤黎生德澤黎生！』！』！』！』    
愚賀祖師誕愚賀祖師誕愚賀祖師誕愚賀祖師誕，，，，如有分咐請師父盡言如有分咐請師父盡言如有分咐請師父盡言如有分咐請師父盡言。。。。    
 
 
君敬投五體 
向師恭謹禮 
太傅亦攝受 
與子緣不低  
 
本仙以道海鴻興以諭聖道，福銘南山以頌君萱慈之壽健焉，本教近者，屢為人訛
而入誤，君屢書闡釋以正人心者，諸天仙道皆大快矣，必錫以鴻運當頭，飲譽如
海也。 
 
努力發宏玄道之正統焉。為師吉日之快語矣，君日後繼行惠世之版梓如何也！  
 
 
May 7May 7May 7May 7thththth    
397397397397。。。。    朋友是堅信耶穌朋友是堅信耶穌朋友是堅信耶穌朋友是堅信耶穌，，，，認定只有耶穌才是真神認定只有耶穌才是真神認定只有耶穌才是真神認定只有耶穌才是真神，，，，視其它宗教為視其它宗教為視其它宗教為視其它宗教為旁門旁門旁門旁門，，，，為何聖經為何聖經為何聖經為何聖經
如此演繹如此演繹如此演繹如此演繹？？？？    
 
“請參閱聖經講的真神: 使徒行傳 17 章 22 節至 31 節 
  靈 : 約翰–書 4 章 1 節 至 6 節” 
“聖經：新約，約翰一書第五章 20 節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
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諸教皆獨尊 
可蘭猶其然 
上帝一詞義 
道籍古早見 
 
上帝一詞，古之道籍早見之矣！觀乎基督天主一教者，勢謂真神唯一之尊者，獨
未及乎回教也。基督教之新約於西方亦備受挑戰焉！ 



 

 

 
彼教唯揚者因其倡愛也，廣及同教同信與天下之諸輩焉，故在教中之攻忤極少，
團結猶多也。 
 
君問稟中上章節者是基教之義也！於唐璜三教之立場中並無有關注之需要焉，道
亦有上帝一詞為元始天尊之帝號也，君應知之矣！ 
 
398398398398。。。。    叩請師父為叩請師父為叩請師父為叩請師父為『『『『諜仙諜仙諜仙諜仙』』』』賜評賜評賜評賜評。。。。    
諜仙為碟仙 
通靈術一種 
古之碟仙術 
與今迥不同 
 
碟仙術為古之通問靈媒之一種也，坊間之小戲矣！其法染雜不純之神鬼皆至也！
施行以招眾靈而衍其術焉，譎詭之術而不入教流哉！無足論其成就也。 
 
May 10thMay 10thMay 10thMay 10th    
399399399399. . . . 呈上呈上呈上呈上『『『『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訪宅記』』』』一書之排版一書之排版一書之排版一書之排版，，，，叩賜評叩賜評叩賜評叩賜評    
((((圖片在前文字在後圖片在前文字在後圖片在前文字在後圖片在前文字在後))))    
是稿列校版 
喜裕並圖文 
階前見騰蛟 
書內蘊宅神  
 
依章列節之所見者，寫者晰明讀者能會矣，好書一闕理貫諸章而依按圖索驥而親
臨體用者，奉若典範矣！君速速刻板以惠世如何，能贊祈高譽矣！  
 
 
404040400000。。。。 2012 2012 2012 2012 年之日蝕年之日蝕年之日蝕年之日蝕，，，，將會帶甚樣的影響將會帶甚樣的影響將會帶甚樣的影響將會帶甚樣的影響，，，，如有如有如有如有，，，，賜評賜評賜評賜評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國華南沿岸會出現日環蝕國華南沿岸會出現日環蝕國華南沿岸會出現日環蝕國華南沿岸會出現日環蝕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發生日全蝕發生日全蝕發生日全蝕發生日全蝕    
 
壬辰非末日 
政經雜紛繁 
卯喫辰糧後 
無粟長填返  
 
日蝕者，實無多象之意哉，天文家說太陽風暴則於天磁地軸頗有相量於變也。壬
辰非南瞻部州之末日而瑪雅曆法中以太陽為宇宙中心推演太陽於壬辰之磁力多
一股暴變者影響微生物之基因而變異可見患與益者皆顯雜於後也。禀中二日之象
以天文家言五月廿號者，較明顯於磁射綫之表象矣，無餘憂哉。 
 
May 15May 15May 15May 15    
404040401111。。。。叩請師父分析以下之風水格局叩請師父分析以下之風水格局叩請師父分析以下之風水格局叩請師父分析以下之風水格局    
((((一一一一) ) ) ) 西半山珒然西半山珒然西半山珒然西半山珒然    
((((二二二二) ) ) ) 畢架山帝景峰畢架山帝景峰畢架山帝景峰畢架山帝景峰    



 

 

((((三三三三) ) ) ) 加多利山位於何文田區加多利山位於何文田區加多利山位於何文田區加多利山位於何文田區    
    
小崗加多利 
早是富瑤居 
氣勢未磅礡 
亦屬好蝸居  
 
珒然者，臨南濱之滄海而依巒嶺而聳然也，氣勢不凡而本仙以其部份單位向南洋
者龍過用於涵虛，非福根命厚之輩，居之凡成剋洩之象，土命人居甚宜金命人居
之需在中下層方穩泰也。  
 
帝景峰一象接壤崗龍，雖未小器但欠守聚之力矣，金業或金融業者居此之易得易
失矣，一言盡之樓算好但仍為散格也。 
 

June 11June 11June 11June 11thththth        

404040402222。。。。愚徒定購了二千支愚徒定購了二千支愚徒定購了二千支愚徒定購了二千支『『『『拉畫筆拉畫筆拉畫筆拉畫筆』，』，』，』，封面有師父的封面有師父的封面有師父的封面有師父的『『『『覺世經覺世經覺世經覺世經』』』』及及及及『『『『呂祖殿和相呂祖殿和相呂祖殿和相呂祖殿和相』，』，』，』，

背面有徒兒兩本書背面有徒兒兩本書背面有徒兒兩本書背面有徒兒兩本書，，，，作勸世及宣傳之用途作勸世及宣傳之用途作勸世及宣傳之用途作勸世及宣傳之用途。。。。三周不見師父三周不見師父三周不見師父三周不見師父，，，，有如三秋有如三秋有如三秋有如三秋，，，，高興呈上高興呈上高興呈上高興呈上

新書新書新書新書。。。。    

答答答答::::    

参秋非三秋 

期會通能繼 

玄術繼秉拓 

致益在宏濟  

 

書以益時而文能覺世藉君致之意者，廣乎妙道，推演於玄風地理之間。教與義同

光，人與仙同向者是一玄妙之道矣應期繼行焉！  

 

何其有妙會 

觸心在於玄 

富閣騰緣盛 

書論在益精  

 

許仕之祿陞而民殷於榮棣者，積世之功德再致之也，地理可濟人貧而龍穴能催時

富，人生之終極者在於壽齊天地福極東海者，諸修可致致也。師許汝緣焉！  

  

回道人純陽氏題-詩一首以贈高徒之榮籍也。  

 

神以載道，仙以靜修玄風盈冊，地理至優有民求宅，福澤先究書再参出，冊報永

攸今乎郭子貫徹以修  



 

 

  

山一日辰閏巳之月中瀚寫句 

 

404040403333....。。。。    問問問問: 猶太人聞名從商/做生意的原因是否與風水有關？ 

答答答答::::    

當然猶太族 

風水傍砂嶼 

民旅性重者 

自保遂利馳 

 

山川河岳，人物性情亦信乎與風水有關也。是族者促居於沙濱之嶼，久歷時變而

重物輕情商人之性格盈充，山水欠依傍之際，唯氏族以靠行商矣，久久自發展出

一特性者之致之為利之圖焉。故君此問算是觀勢稱情此類氏族之歷史之與山河風

水之關係，探討亦可興一書之寫矣！ 

 

June 18June 18June 18June 18，，，， 2012 2012 2012 2012    
404040404444....。。。。澳門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賭城與風水何關澳門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賭城與風水何關澳門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賭城與風水何關澳門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賭城與風水何關？？？？ 

答答答答::::    

島陲珠江盡 

阜座黃石沙 

山水皆無情 

萬民全燼化 

 

實兩皆火地也。黃石為戌象而濠江實亦似驪龍之珠焉，挾水而藏太化盡萬民之金

帛者，沿君以為其旺者，嫣知阿鼻之門亦粉塗而金碧矣，天地贊化，萬象包羅，

君知造化之玄機必有一隙之劫也以此！ 

 

404040405555。。。。    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    

科發道懿薈科發道懿薈科發道懿薈科發道懿薈    

黃埔花園黃埔花園黃埔花園黃埔花園    

西半山赫頓大廈西半山赫頓大廈西半山赫頓大廈西半山赫頓大廈    

    

翠龍依谷下 

山走氣脈餘 

忽又昂舟勢 

樓櫛代孚隅 



 

 

 

美孚有龍氣餘蟠谷濱之盛，舍集人居，因海奪山勢分列成嶼故無富邑之旺但多民

宿矣，懿薈迴環薄具挺秀之益於近者為文昌之輔力焉，猶以南局為聚魁斗之氣。

算是好宅也，黃埔似美孚而欠山涵格似氣具走馬聚鹿於原濱者亦可得小富之旺，

中上格局之地矣，尾者為隅秀一挺之旺龍，也西南之富旺者好居一闕也！ 

 

406406406406。。。。    大坑道大坑道大坑道大坑道 8888 號竹麗苑號竹麗苑號竹麗苑號竹麗苑    

大坑道大坑道大坑道大坑道 10101010 號號號號 Y Y Y Y。。。。IIII    

大坑道大坑道大坑道大坑道 26262626 號帝后臺號帝后臺號帝后臺號帝后臺    

北角雲景道北角雲景道北角雲景道北角雲景道 35353535 號海天峰號海天峰號海天峰號海天峰    

大坑藏風氣 

諸苑局潤涵 

得失看向方 

納能東入猛 

 

大坑端為藏風聚氣之處，承虎豹一坡之畔田，有明堂入局作香江至大之圃者，氣

勢招旺矣。藏與露，後與前之諸宅氣發不同，但總以近上坡向北者較勝也。因維

多利亞之明堂，尖沙咀之佳案者，取美非常矣，稟中諸苑皆高於高者勝也。至於

海天峰一廈，高拔崗巒而廈之形單薄未配總局之美，故為向薄之寓者，不推薦作

上品矣！ 

 

June 25June 25June 25June 25，，，， 2012 2012 2012 2012    

407407407407。。。。    愚徒下半年計劃再出書愚徒下半年計劃再出書愚徒下半年計劃再出書愚徒下半年計劃再出書，，，，內容包含內容包含內容包含內容包含::::    

1. 神州各省風水 

2. 各世界之風水及趣事 

3. 呂祖論道 

請見初稿目錄，師父可否再提意？於玄入道為旨，不知師父有何高見及可否為此

書『定名』？因所有的智慧及答案都歸祖師師父，此書作者為呂祖仙師如何？ 

 

山河魄壯麗山河魄壯麗山河魄壯麗山河魄壯麗    

發起自崑崙發起自崑崙發起自崑崙發起自崑崙    

北走興安嶺北走興安嶺北走興安嶺北走興安嶺    

為國護神州為國護神州為國護神州為國護神州    

 



 

 

中華一國之風水者，其宏其廣，氣磅礡傎為南瞻部州最善之處也。眾生聚此域者

皆有宿世薄備功德之基礎焉，惜地傑人靈之餘，仙佛之根雖厚而先皇之教化淳往

未能繼行也。故多劫難於史實哉！ 

 

君是書論中華之風水者應倡國有山河，民有德(才官)，永保萬春秋以勵世也！ 

 

道旨為術基道旨為術基道旨為術基道旨為術基    

厚德為民訓厚德為民訓厚德為民訓厚德為民訓    

南瞻部州裏南瞻部州裏南瞻部州裏南瞻部州裏    

諸國勢殊分諸國勢殊分諸國勢殊分諸國勢殊分    

 

是書縱橫論諸國之山河形勢者，恐涉及歷史文化與文化間之人民生活風俗焉，內

容殊多景趣益茂，直是旅遊旨趣書藉之另一發揮路線也。圖文景趣兼論玄方地術

者必暢銷也。若再分析諸國古戰場之地理及風水之猶咎者更是炙手可熱之書焉。 

 

見稿之初呈者，富備輪廓矣，可繼發揮焉。 

 

書名:山河國度之觀膽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 

 
July 2nd 

444408080808。。。。    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    

孔子出生地魯國孔子出生地魯國孔子出生地魯國孔子出生地魯國----今山東曲阜市南辛鎮今山東曲阜市南辛鎮今山東曲阜市南辛鎮今山東曲阜市南辛鎮    

老子出生地楚國老子出生地楚國老子出生地楚國老子出生地楚國----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    

釋迦牟尼釋迦牟尼釋迦牟尼釋迦牟尼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藍毗尼園藍毗尼園藍毗尼園藍毗尼園----今今今今尼泊爾境內尼泊爾境內尼泊爾境內尼泊爾境內    

----三聖出生地有何風水共通點三聖出生地有何風水共通點三聖出生地有何風水共通點三聖出生地有何風水共通點    

 

孔聖祇困陳 

一生安逸穩 

老聖為貧道 

苦縣楚地生  

 

老聖所降處楚地之苦縣焉，地瘠人貧山河禿涸實非風水之地，聖人出而至道聞

者，實非於風水之都也。至於孔聖之曲阜者，大興安嶺之餘有其出聖人如斯者之

善地也。佛為貴族都邑西南焉，山河逈異殊無共通之見。故諸教取向亦是衹共

通於至善之訴求哉境歷殊分也！  

    



 

 

444409090909。。。。    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    

叩請師父評叩請師父評叩請師父評叩請師父評『『『『呂祖師父出生地永樂縣招賢裏呂祖師父出生地永樂縣招賢裏呂祖師父出生地永樂縣招賢裏呂祖師父出生地永樂縣招賢裏----今山西省芮城縣永樂鎮今山西省芮城縣永樂鎮今山西省芮城縣永樂鎮今山西省芮城縣永樂鎮』』』』之風水格之風水格之風水格之風水格

局局局局。。。。    

 

河中府第者 

昔之謂中州 

永樂鄉一鎮 

山川氣凝秀  

 

聖人之許由生也，非盡在善地焉。似蓮之出於污泥者殊多也。古之風水惡地者每

出豪雄及聖人焉，而中州歷朝貴胄者皆非出於江南風水之鄉！故風水地與惡人鄉

殊無相通之處也，明乎？ 

 

續論續論續論續論    

師父補充師父補充師父補充師父補充::::    

古諸學術者 

始基於陰陽 

斯為相對論 

逆古暗物質 

 

見君呈之陰陽造化論壹竟者，其理涵易意消長生滅之象，唯現代學說證之是貳次

元之空間理論矣，縱深而觀此篇陰陽之論，其括相對論及暗物質與逆向諸現代論

者，若單以天地乾坤陰陽而釋化宇宙萬殊諸機者，未得出玄奧而表之也！



 

 

414141410000。。。。 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    

北京有沙塵暴及缺水之危北京有沙塵暴及缺水之危北京有沙塵暴及缺水之危北京有沙塵暴及缺水之危，，，，將來會遷都嗎將來會遷都嗎將來會遷都嗎將來會遷都嗎？？？？    

國無內蕃閗 

邦安四海隅 

京華春夢久 

藕齋多舞姿  

 

想春藕齋之聲弦能繼春藕之藉秋棠之曲步而連綿瓜瓞也，京華無近伏之憂哉。國

無驚變之夕，外武難欺之際，想遷都一事者是渺遠之時年焉，京邑缺水者歷之有

也，大漠之風沙因水土流失反成威脅之事，但影响殊未至遷都之需也！  

    

414141411111。。。。    北京故宮之風水北京故宮之風水北京故宮之風水北京故宮之風水    

紫禁城間局 

天下居偉宏 

皇城列陣隆 

中綫軸通亨  

 

故宮皇城為歷代北朝之都郡也，必具備天下至宏至偉之風水行龍焉，雖歷代興衰

替迭而至今仍為行政之都府者，故宮乃皇族之居庭必取生旺之焦點也哉近代入六

運後中南海是京城龍氣點穴之處焉，其勢直可趨行一紀也！  

 
July 9th 

414141412222。。。。    真正三皇五帝是什麼真正三皇五帝是什麼真正三皇五帝是什麼真正三皇五帝是什麼？？？？坊間只是傳說坊間只是傳說坊間只是傳說坊間只是傳說！！！！    

國有古史章 

列具於文献 

民間多傳訛 

五帝名迭轉  

 

實道家云之三皇者盤古軒轅黃帝是也，炎帝亦是民史之確傳者，故炎黃子孫是中

華民族確認之先祖也，姑舍是不論誰是誰非，因三皇時尚欠稽古之文字也。君是

讀書人，一切憑史實矣，參司馬遷所著之史記有歷朝史官之確認焉，其為較準確

矣，開卷可知，不勞猜度也，明乎？ 

(史記之五帝為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及舜) 

  

414141413333....適合為航天基地適合為航天基地適合為航天基地適合為航天基地？？？？    

古者天地距 



 

 

八萬四仟里 

修道論性命 

弍宮八吋四  

 

古人云弱水三千皆在八萬四仟里之遙焉，而天之弱水三千其更出此八萬四仟里之

外有加也，酒泉一郡，古之眾國師者列星臺而觀天象最為勝切之處哉，因磁場天

距地軸地磁氣候皆為穩定，故科究者喜之若風水於三才之論，此郡邑亦一切安定

而民怨殊少也，故取非巧合矣！  

 
July 10July 10July 10July 10thththth    
414141414444....道玄文道玄文道玄文道玄文』』』』一書一書一書一書 ( ( ( (由無極老由無極老由無極老由無極老    ，，，，多位祖師多位祖師多位祖師多位祖師，，，，濟公活佛濟公活佛濟公活佛濟公活佛，，，，關聖大帝集寫關聖大帝集寫關聖大帝集寫關聖大帝集寫) ) ) ) 里內容的里內容的里內容的里內容的
準確性準確性準確性準確性？？？？    釋清海師父是伏義釋清海師父是伏義釋清海師父是伏義釋清海師父是伏義、、、、達摩祖師達摩祖師達摩祖師達摩祖師、、、、惠能六祖惠能六祖惠能六祖惠能六祖、、、、耶穌的化身是有此事嗎耶穌的化身是有此事嗎耶穌的化身是有此事嗎耶穌的化身是有此事嗎？？？？    
 
天道稱一貫 
其志在玄玄 
鼎盛憑寶島 
有書號時喧  
 
斯為寶島之雜道者於箕所出之句矣，其中段落垂教世法者可溯源於諸之籍而推宏
玄秘章節者，時人羼篇諾李淳風之句態也，非其益世利民之章節焉，距修道宏教
之旨猶遠哉，荼餘飯後之小品矣，不屬珍奇，但可藏於櫃以觀文字之益於日後也！  
 
414141415555....上海如此繁華上海如此繁華上海如此繁華上海如此繁華？？？？    
江山秀美益 
不在有爭擬 
極目南瞻部 
華廈首翹矣  
 
中華地理之宏美者讚於古今典籍，如恒河沙數焉，無疑者京華一地許準皇都南京
一郡意屬金陵者，堪師卑其小氣也，故南朝多短而北冑期長，山河形格之故也，
君論神州風水專冀便是！ 
 
July 12July 12July 12July 12，，，， 2012 2012 2012 2012    
416416416416....    
頤和園頤和園頤和園頤和園////北京白云觀北京白云觀北京白云觀北京白云觀    
名園佈瑰麗 
中式混西洋 
天火焚城記 
天賊帶天機  
頤和一園之佈局者其入口之向路者犯天賊與天機煞也，回祿坐垣，兵行卯上，故
好風光不久賞也。  
白云觀一址乃丘祖所選於京城之便焉。具河洛八陣之形勢，故避兵燹矣，紅衛兵
之橫行後，其文獻與觀址能存焉。是天福與道運之匯貫處也。  
 



 

 

417417417417....武當山武當山武當山武當山----道教圣地道教圣地道教圣地道教圣地    
道教有十洞 
福地弍逢緣 
羅浮為南嶺 
氣脈較狹淺  
 
若此弍大之道教福地明山者，羅浮為南嶺餘氣之所結，情歸仙佛，地多觀庵之結
緣哉。山水俯覽，清麗逸緻而欠雄宕焉。但為八運修道丹者探大自家水之法門而
行法財侶地之佳處也。  
 
武當一脈雄奇，山形險勝是飛仙與俠客留連之妙境矣，亦多佳穴之結焉，君何不
一尋龍向之結處哉！ 
 
July 16July 16July 16July 16，，，， 2012 2012 2012 2012    
418418418418. . . . 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    
丹霞丹霞丹霞丹霞////九寨溝九寨溝九寨溝九寨溝    
 
丹霞其氣赤 
南難見宕落 
崗龍為紅土 
地理是幻坡 
 
丹霞是離(南)象矣，缺水之山巒非似一般南嶺也，唯其氣勢雄而稚雅暗赤煙霞多
見矣，朝暮之變矣，山似靈奇，但因五行欠備，故非仙蹤之處矣。 
 
九寨溝則迥然不同，綠墅碧潭，向垂影茂，許是可發遐思之處但巒欠崇雄，故好
處盡在表象矣，實訪山尋穴者難有多得也。 
 
419419419419....五嶽之首五嶽之首五嶽之首五嶽之首----泰山泰山泰山泰山 ( ( ( (東岳東岳東岳東岳))))    
五嶽之一五嶽之一五嶽之一五嶽之一----華山華山華山華山 ( ( ( (西岳西岳西岳西岳))))    
五嶽之二五嶽之二五嶽之二五嶽之二----恒山恒山恒山恒山((((北岳北岳北岳北岳))))    
五嶽之三五嶽之三五嶽之三五嶽之三----嵩山嵩山嵩山嵩山（（（（中岳中岳中岳中岳））））    
五嶽之四五嶽之四五嶽之四五嶽之四----衡山衡山衡山衡山（（（（南岳南岳南岳南岳））））    
    
五嶽發崑崙 
山境有殊異 
東嶽與北嶽 
得海河為倚 
 
五嶽中且皇侯盛邑之局者，首推北嶽與東嶽，合會交氣之處，京華一郡是氣勢盤
龍，累是龍都之府而恒嶽與衡嶽者麗秀而山水有情，衡嶽其行至湘潭巫山之處，
更是秀氣可端哉。西北兩嶽盡發豪雄諸輩也。山出奇險而人出猛傑者是歷史可端
證一切矣！ 
 
July 17July 17July 17July 17，，，， 2012 2012 2012 2012    
444422220000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    



 

 

武夷山 
龍虎山 
齊雲山 
青城山。 
 
武夷東南脈 
合聚仙佛多 
兩龍交匯處 
分勢出海洋 
 
道之名山者尚有終南也。實終南山盤處中州之府邑而蟠屈於稍近南彊之處，奇仙
多出為鍾呂丹道派之源頭也。洞天福地者次推近蜀之青城及近江西之龍虎也。三
茅方鹿皮處士與張道凌君自尊教之派哉。 
 
齊雲山算高峻險奇亦多仙嗣之出道丹之謂法財侶地者，地取齊雲最具緣勝也！ 
 
424242421111. . . . 佛教四大名山佛教四大名山佛教四大名山佛教四大名山    
安徽省九華山 
浙江省普陀山 
四川峨眉山 
山西省五台山 
 
五臺最禪勝 
四明列祖師 
峨眉雜佛道 
普陀亞武夷 
 
普陀濱臨東南海之隅者，其氣勢略亞次於武夷之南陲也。雖山居海奇島嶼突挺隱
顯於雲霧中間，現收於波浪之內有普陀大士之聖蹟焉。九華山未比九疑山之雄
險，唯獨龍安氣聚頗多歷朝護國寺之存焉，必為福根深厚之處。子卿訪龍穴或立
生機者以此為最堪踏青之處，不俗。 
 
July 19July 19July 19July 19，，，， 2012 2012 2012 2012    
424242422222. . . . 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    
((((分析諸國古戰場之地理及風水之猶咎分析諸國古戰場之地理及風水之猶咎分析諸國古戰場之地理及風水之猶咎分析諸國古戰場之地理及風水之猶咎))))    
 
黃帝蚩尤涿鹿大戰（今河北省涿鹿縣或山東泰山西北）  
黃帝炎帝阪泉之戰 (—說今山西運城解池附近，一說今河北涿鹿東南)  
 
越古戰場者 
天地初開蒙 
是處多林野 
霧隱雷藏蹤 
 
地雖是涿鹿，山雖是泰岱哉，唯五千之古年地表形勢早迥異，昔時林鬱而溼霧易
敘，天侯未開，故屯兵佈陳其難也。東南西北難定，蚩尤者東北之遊牧民族焉，



 

 

其於山林格局崗陵形勢顯勝於黃帝矣，涿鹿為丘陵地理而似陷窩焉。走守皆不易
之處。故兵殺氣極重哉！ 
 
又阪泉一戰皆黃炎之族而阪泉地理崗繫平原地結關卡出入為部落塵聚之邑，野於
地理書可見其形勢矣！ 
 
424242423333. . . . 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    
周武王伐紂牧野之戰周武王伐紂牧野之戰周武王伐紂牧野之戰周武王伐紂牧野之戰（（（（今河南淇縣以南衛河以北地區今河南淇縣以南衛河以北地區今河南淇縣以南衛河以北地區今河南淇縣以南衛河以北地區））））    
晉楚城濮之戰晉楚城濮之戰晉楚城濮之戰晉楚城濮之戰（（（（今山東鄄城西南今山東鄄城西南今山東鄄城西南今山東鄄城西南））））        
吳楚柏舉之戰吳楚柏舉之戰吳楚柏舉之戰吳楚柏舉之戰（（（（今湖北麻城市境今湖北麻城市境今湖北麻城市境今湖北麻城市境））））        
    
天烽天烽天烽天烽────────天峰者亦兵機戰爭之譽天峰者亦兵機戰爭之譽天峰者亦兵機戰爭之譽天峰者亦兵機戰爭之譽。。。。星氣駐處多國星氣駐處多國星氣駐處多國星氣駐處多國為利之戰地焉為利之戰地焉為利之戰地焉為利之戰地焉。。。。故其亦主兵戎戰故其亦主兵戎戰故其亦主兵戎戰故其亦主兵戎戰
地也地也地也地也。。。。    
天機天機天機天機────────諸關塞與兵機行營之處諸關塞與兵機行營之處諸關塞與兵機行營之處諸關塞與兵機行營之處，，，，亦古之戰地亦古之戰地亦古之戰地亦古之戰地！！！！    
 
武王伐紂者 
龜卜諸占凶 
幸賴人心日 
八百其業踵 
 
諸古戰場之處多金星之丘焉，獨蚩尤之遜涿鹿為木星之丘也。 
 
晉楚城濮者地理為戰國七雄諸戰場中按山巒水險而佈兵確壘之處，有奇穴其宜遊
訪其間焉。 
 
吳越一戰者南蠻之地，山勢低溼屯兵不易，江澗困難是古戰場中地理最複雜之
處，若論天機、天峰屍氣三星之凶線合聚者乃秦將軍白喜坑趙卒四拾萬之古戰場
焉。山陵乾峭谷狹坡滑，此戰場至今仍有鬼哭神號之幽也，小心。 
 
Jul 23 

424242424444....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中國著中國著中國著中國著名古戰場名古戰場名古戰場名古戰場    

齊魏桂陵之戰（今河南長垣西北，另有長葛北之說）  

齊魏馬陵之戰（今山東莘縣大張家鎮馬陵）  

秦趙長平之戰（今山西省高平市長平村） 

 

齊魏雄七國 

戰史漫漫長 

都是齊家邦 

兩地勝鼓嚮 

 

齊魏長葛之野者，戰役以古師而論動員非浩瀚而會戰機遇長也，風水一論者，以

馬陵之坡為廝殺之甚耗損之極也。山形算險要而谷龍起跌宕落非常，用兵者云九

地之上者此戰役是也！ 



 

 

 

長平之戰者，風水確險奇也。兵家必爭之處而史實早冊其蹟矣，謂云千古之險而

今仍宜吊其跡哉！！！ 

 

424242425555....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    

項羽巨鹿之戰 (今河北平鄉西南)  

項羽劉邦垓下之戰（今安徽固鎮濠城沱河南岸，一說今河南淮陽、鹿邑間）  

 

垓下一戰楚兵失 

鍜羽連番弟子兵 

巨鹿未扭楚漢勢 

卻是劉家天子成 

 

舉凡古戰場者，多是「天機」、「天權」星氣之結脈處也，山必雄而陵必廣，否

則如何對壘廝殺，如何屯兵伏馬哉！稟中此貳址者垓下河川較險勝矣，項羽之此

者甚涉古心理戰之籌範也。漢兵無鄉情地感之情意結也。直可一戰鼓三通發揮兵

戈之力配以風水山河之形勢矣！ 

 
Jul 24 
424242426666....劉秀王莽昆陽之戰劉秀王莽昆陽之戰劉秀王莽昆陽之戰劉秀王莽昆陽之戰（（（（今河南葉縣今河南葉縣今河南葉縣今河南葉縣））））        
曹袁官渡之戰曹袁官渡之戰曹袁官渡之戰曹袁官渡之戰（（（（今河南省許昌市之北今河南省許昌市之北今河南省許昌市之北今河南省許昌市之北））））    
 
黃巾有氣戾 
俱是烏合農 
陣法不恰當 
兵湧似窩蝗 
 
昆陽一象了無堪輿之氣勢，《史記》云乎官賊之相遇者，因天賊與天烽兩星氣貫
於此焉。葉縣本貧谷峻瘠瘦禿土頑坡，兵家之忌者也，難藏難伏焉是役也。富者
勝貧者，北因風水發不出新王之氣焉，實是役亦免強而成之矣。 
 
官渡一戰為錦衣富士之爭矣。袁紹失地理之明鑑而曹君賣弄裨將之誼。官渡風水
凶者兵屯過重也，曹孟德兵註景門而袁昭行軍於杜象，不免兵壅將愚央斯役矣。 
 
444427272727....孫劉與曹赤壁之戰孫劉與曹赤壁之戰孫劉與曹赤壁之戰孫劉與曹赤壁之戰（（（（今湖北烏林今湖北烏林今湖北烏林今湖北烏林））））    
曹魏與劉蜀蜀中之戰曹魏與劉蜀蜀中之戰曹魏與劉蜀蜀中之戰曹魏與劉蜀蜀中之戰（（（（今四川閬中今四川閬中今四川閬中今四川閬中））））    
 
王者天有祿 
祖山呈皇氣 
三國歸司馬 
諸將俱枉死 



 

 

 
赤壁之風水者，江臨湖河之匯而風走東北之興者，論戰場之險與地理之樞機者，
以此為最也，惡龍「天烽」發於西北之兵玄武天賦合氣於西南之陵血符合「天烽」
而生剎，葛亮善運天機者，知星象之氣巽氣矣，地多奇穴可訪而君有一暇無妨覽
觀焉！ 
 
蜀為險地矣，險中欠「天錢」星之氣光入照焉，巴蜀山陵河川低貫高坡之腳，運
兵不易，屯兵難安故，故劉魏之營，兵集將者未得拒曹行之險矣。該戰場無王氣
之興而山龍惡瘠險地也。窩福根薄，莫以穴之續奇為可取也，但作遊足之處，則
無妨焉。 
 
July 26July 26July 26July 26，，，， 2012 2012 2012 2012    
444428282828....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中國著名古戰場    
吳蜀夷陵之戰吳蜀夷陵之戰吳蜀夷陵之戰吳蜀夷陵之戰（（（（今湖北宜都和今今湖北宜都和今今湖北宜都和今今湖北宜都和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湖北宜都北古老背湖北宜都北古老背湖北宜都北古老背））））    
秦晉淝水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秦晉淝水之戰（（（（今中國安徽壽縣瓦埠湖一帶今中國安徽壽縣瓦埠湖一帶今中國安徽壽縣瓦埠湖一帶今中國安徽壽縣瓦埠湖一帶))))    
 
七擒孟擭處 
地心是南夷 
煙障連波隴 
雜蔓延溼也 
 
吳蜀之戰其地處南夷。兵不多聚而煙障溼潭者低窪之地也，龍伏而藏丘臨玄武，
古人謂之鬼域之邑，非重兵會戰之處。山川不雄激素未謀面對面面俱到，連域欠
廣，非著意可研究之處也。 
 
史稱謝玄以七千兵而破六十萬秦軍於此者，善用地域之人也。淝水者臨河丘陵之
起伏非乎平原廣野也，龍是潯龍山是土星之丘，故「天賊」「天烽」之氣不猛是
役無甚傷亡焉！ 
 
444429. 29. 29. 29. 唐突厥陰山之戰唐突厥陰山之戰唐突厥陰山之戰唐突厥陰山之戰（（（（今陰山一帶今陰山一帶今陰山一帶今陰山一帶））））    
宋遼澶淵之戰宋遼澶淵之戰宋遼澶淵之戰宋遼澶淵之戰（（（（在今河南濮陽在今河南濮陽在今河南濮陽在今河南濮陽））））    
 
陰山乃崑崙之餘坡，行乎昆崗之餘龍，勢猛且雄林非鬱茂而嶺舒坡崗是驃騎將軍
發揚之好地方也。突厥之遊騎，神出鬼沒，連兵連營，唐將之威風者，今論地理
是役山形利遊騎之走蕩，戰場雄險，但非大軍宜集之處也，揚坡陵而論該處頗有
吉穴焉，遊而訪之善乎一假之暇。 
 
至於澶淵之戰者，頹乎此而兵機較險也，損折亦較大焉，因堪輿山氣帶連截路「凶
亡」之剎氣也！ 
Jul 27 
 
434343430000. . . . 宋金潁昌之戰宋金潁昌之戰宋金潁昌之戰宋金潁昌之戰（（（（今河南臨潁今河南臨潁今河南臨潁今河南臨潁））））    
434343431111 . . . .宋金郾城之戰宋金郾城之戰宋金郾城之戰宋金郾城之戰（（（（今河南郾城今河南郾城今河南郾城今河南郾城））））    
潁昌非窮城 
乃為中州邑 
地走河川盛 



 

 

天烽氣猛溢  
 
臨潁為火星之丘，其局屬火之併土合聚者，雖河川走秀於中州之邑，但星剎之力
甚大也，故宋金一戰於此驃騎猛出而皇局自敗矣，女真族人屬金火而遇土象則逢
生也。守城之毁者必然哉。  
 
至於郾城勢孤而原平，不堪一擊之關塞也。堪輿星象剎猛，皇師蹇足馬族縱橫者，
城破守危，史家早證之矣！  
 
434343432222. . . . 宋元崖山之戰宋元崖山之戰宋元崖山之戰宋元崖山之戰（（（（廣東崖山廣東崖山廣東崖山廣東崖山））））    
宋元襄樊之戰宋元襄樊之戰宋元襄樊之戰宋元襄樊之戰（（（（今湖北襄陽樊城今湖北襄陽樊城今湖北襄陽樊城今湖北襄陽樊城））））    
    
戎屢犯南朝 
崖門滅帝昺 
兵無反撲力 
弧臣難替興  
 
崖山之風水者實類奇門之死門焉。兵涵詐氣殺戳甚重之區矣，兵欺竄臣，將戮流
民之處者速戰速決之古戰場哉，崖山行為火星之丘，陵險坡危，藏兵無著，故是
諸古戰場中少接觸點，非大會戰之氣勢哉。  
 
樊城兵氣厚藏，戰非一役矣，乃歷朝之關險哉，兵必夷師地無天安之處，鬼哭神
號，人泣馬斯，生民如草芥，戾氣冲碧霄之處也，君有諸朋喻其莫居於此為安也！ 
 
Jul 30 
434343433333. . . . 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今鄱陽湖今鄱陽湖今鄱陽湖今鄱陽湖））））    
明朝土木之戰明朝土木之戰明朝土木之戰明朝土木之戰（（（（今河北懷來土木鎮今河北懷來土木鎮今河北懷來土木鎮今河北懷來土木鎮））））    
陳橋兵變後 
萬品禮真皇 
勝敗兵家常 
鄱湖地迥廣 
 
朱陳之戰者，非拉鋸對峙兵時也。而地理混山涵水堪輿龍氣本屬和祥而鄱陽近山
亦多吉穴也。故古之師會王都，兵我一伐者天下之勢大定矣。 
 
至土木之戰者，雖兵重械濃似師會貔羆攘鬧之力。唯是鎮者具剎星「血符」帶「天
烽」之勢似星象平常，故未見孤臣泣勢累塚埋骨之象，是戰也，無多凶魂鬼子之
見焉。死傷比較是枕藉中較少者也。 
 
434343434444. . . . 明朝北京保衛戰明朝北京保衛戰明朝北京保衛戰明朝北京保衛戰（（（（今北京今北京今北京今北京））））    
明清薩爾滸之戰明清薩爾滸之戰明清薩爾滸之戰明清薩爾滸之戰（（（（今遼寧撫順東今遼寧撫順東今遼寧撫順東今遼寧撫順東））））    
重兵未效法 
襄城靠近臣 
顯覺皇昏暗 
崇煥繼無人 
 



 

 

首華者，屢屬帝都之邑，自有其皇龍之盛矣。周天子八百載之璽鼎者，後繼無人
焉，明宋之冑皆貳三百載之間矣，清冑益短，雖先王之力改崇貞之冑而京華一戰
畢意是氣餒先見於明兵城圍未及帝邑先縊哉，是年九星中「太白星」合「熒惑」
於此道之交轉也。大凶皇師之平至於撫順山形屯兵難守龍火星之象也利擅騎善財
之馬師兵將焉，故論以輕取也！ 
 
434343435555. . . . 康熙噶爾丹昭莫多之戰康熙噶爾丹昭莫多之戰康熙噶爾丹昭莫多之戰康熙噶爾丹昭莫多之戰((((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今內蒙古肯特山南))))    
中俄雅克薩之戰中俄雅克薩之戰中俄雅克薩之戰中俄雅克薩之戰（（（（今黑龍江左岸阿爾巴金諾今黑龍江左岸阿爾巴金諾今黑龍江左岸阿爾巴金諾今黑龍江左岸阿爾巴金諾））））    
山形宜騎射 
分合聚易變 
平原走野闊 
巧出是裨偏 
 
是稟貳者皆非古戰場也，而地居邊陲，兵騎蕩浩分合可見矣，此兩戰處之山陲平
野闊而波末入大江流矣。論戰場無過乎殺傷，中華與戎恙諸戰者，地險兵雄而師
騎鍛翎之多者無過李廣利將軍與匈奴諸戰焉。此稟兩處戰陣兵觸於史皆一仗而止
也。非若「天烽」之會「屍氣」其屢於二、三甲子而又殺戮重萌焉！ 
 
434343436666. . . . 上黨戰役上黨戰役上黨戰役上黨戰役（（（（今山西長治今山西長治今山西長治今山西長治））））    
韓信背水一戰韓信背水一戰韓信背水一戰韓信背水一戰（（（（今河北井陘一帶今河北井陘一帶今河北井陘一帶今河北井陘一帶））））    
長治山兀兀 
井陘水橫橫 
都是形勢逆 
幸逢將運猛 
 
上黨之一役者，長治山形兀兀而陵谷幽藏，且孫臏之謂兵有九地之義也，用兵不
易焉，故戰情耗委兵散糧孳矣，勝敗但不武於史家之筆焉。 
 
韓信之漢家天下皇星早駐，用兵背水是義無反顧之旗哉，是役頗有殺戮而玄武合
血符於水之濱者，亦衹鬼哭神號於一埸之兵燹矣，因該處甚堪輿不連金星太白氣
反照焉！ 
 

444437373737. . . . 評論為何評論為何評論為何評論為何港人北上經商港人北上經商港人北上經商港人北上經商、、、、求學求學求學求學、、、、做工做工做工做工、、、、求偶求偶求偶求偶，，，，甚至定居甚至定居甚至定居甚至定居，，，，愈來愈多見愈來愈多見愈來愈多見愈來愈多見，，，，是是是是

和風水有關嗎和風水有關嗎和風水有關嗎和風水有關嗎？？？？    

河西與河東 

拾年可作譽 

民生如螻螘 

終是覓其宜 

 

古云民如螻螘，終趣其覓食之鄉也，形勢如此亦算是一自然之本性焉，非途步乎

不易之軌也。香江風水雖盛，但地總類彈丸而生民允允者皆觀時審勢之輩矣。理

當於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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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38383838. . . . 評論昔日山西晉商的成功評論昔日山西晉商的成功評論昔日山西晉商的成功評論昔日山西晉商的成功，，，，無論是鹽商無論是鹽商無論是鹽商無論是鹽商、、、、茶商和票號都是山西商人著名茶商和票號都是山西商人著名茶商和票號都是山西商人著名茶商和票號都是山西商人著名，，，，
是和風水有關嗎是和風水有關嗎是和風水有關嗎是和風水有關嗎？？？？    
 
確然富商者 
者日集山西 
地削欠農利 
斯民多為商 
 
古之山西與河南為中原之富邑郡也。觀乎五嶽諸龍與長江黃河之盛氣者皆繞迴於
此也。此兩省河川縱橫而湖山拱照，風水富意聚會之地。古人無工業致富之徑而
天然物產豐隆故利行商也。 
 
山西人猶以得天時地利之和而務農者稀，行商者眾，唯至清後因山龍氣移落脈近
於東海與南海之交，故發溫州潮之眾，當與龍氣迂轉攸關也？ 
 
444439393939. . . . 評論昔日徽商的成功因素評論昔日徽商的成功因素評論昔日徽商的成功因素評論昔日徽商的成功因素    
山有形勢利 
俱聚五星意 
鹽鐵是火星 
絲蚕是木土 
 
如近百載，湘潭衡嶽之巫山七十二峰者，多出睿材秀眾至江山名人哉。星氣發動
於五星主令每有應時也，當時得令焉。晉之鹽鐵為火星丘及土星丘當令，徽則金
星與土福星貳丘發動致使也，非乎每朝每代皆例例如此焉。故古人論風水者必混
朝年世代之特徵也。今人里俗說：石頭仔也，有三年之運行焉，亦知石出泰山者
敢當也。唯今日之石敢當何在哉！一笑！ 
 
444444440000. . . . 評論昔日浙商的成功因素評論昔日浙商的成功因素評論昔日浙商的成功因素評論昔日浙商的成功因素    
按:   當今中國富商大都是浙商。昔日著名的浙商都來自湖州及寧波。富可敵國!
當時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來形容富商的身價，四象是當時的大富豪劉鏞、
張氏、龐氏和顧氏。還有劉鴻生和方液仙等表表者。  
 
名邑有蘇杭 
富省在浙江 
興南富北族 
劉張號民王 
 
實神州之風水者，華民氏族者裔，發於河套之中原而地理屢勝人情者，浙江是大
興安嶺北嶺一嶽與西嶽崑崙之總匯焉。地表壓擁擠出東嶽泰山之勝。故天下之龍
王(作動詞解)於河北而富於蘇杭也。 
稟表者所書之氏族者，皆非中原之氏族而實為北嶺之民哉。劉張之跡等日發於晉
矣。唐蔭猶高焉收等之祖墳皆在北京東北之六十里外之旯旮庵附近之秀山，君有
假暇可訪其勝也！ 
 
444444441111. . . . 評論今昔日粵商的成功因素評論今昔日粵商的成功因素評論今昔日粵商的成功因素評論今昔日粵商的成功因素    



 

 

按: 著名粵商都來自潮州及廣州。在 2001 年的《華爾街日報》的調查，過去一
千年全世界最富有人，中國有六人進入五十强；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元朝忽必烈、
明朝大太監劉瑾、清朝乾隆皇帝的和珅、國民政府財政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及十三
行行商的伍秉鑒。十三行行商的伍秉鑒在 1834 年以相當于五十億人民幣的二千
六百萬兩銀家產。來自廣州的伍秉鑒是粵商表表者，不但在國內拥有地富產、房
產、茶園、店鋪等而不說不知在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証券交易和保險業等等。 
 
444444442222. . . . 「「「「太陽天下無時無刻不照在粵人身上太陽天下無時無刻不照在粵人身上太陽天下無時無刻不照在粵人身上太陽天下無時無刻不照在粵人身上」。」。」。」。潮州民風強悍人才輩出潮州民風強悍人才輩出潮州民風強悍人才輩出潮州民風強悍人才輩出，，，，林道干林道干林道干林道干
及張弼士為表表者而現今世界最富有的華人李嘉誠也出自這地方及張弼士為表表者而現今世界最富有的華人李嘉誠也出自這地方及張弼士為表表者而現今世界最富有的華人李嘉誠也出自這地方及張弼士為表表者而現今世界最富有的華人李嘉誠也出自這地方。。。。    
    
中南龍秀富 
窮獨崑崙西 
因龍行東走 
分脈富東南 
 
五星之氣確轉者，宋後之時年及乎元初之際當期之元運金星之氣象偏入東南之隅
而出洋海也，龍至星加坡結一穴再北起至馬來西亞焉。 
 
君稟謂南方富民因通洋貿易之漸便也。而兩人無皇裔之氣者，宋主邵堯夫與李淳
風，釋一行等術家地理師早有各言之先述矣。建乎清與民國方有長白沙與孫逸仙
貳氏之能，稍與官祿與皇基焉，究於堪輿作論則南嶺一嶽山水太秀而人多有柔情
之性哉！。 
 
August 7August 7August 7August 7    
444444443333. . . . 評論九天玄女師父無人知的一面評論九天玄女師父無人知的一面評論九天玄女師父無人知的一面評論九天玄女師父無人知的一面    
九天玄女者 
宇宙其一炁 
人身與貌容 
皆為人擬意 
 
九天玄女者，實宇間宙內其一先天之炁矣，此炁無內無外可大可小為盤古氏之元
神，故盤古氏之開闢天地者，佈置河山開日啟明皆藉九天神炁之功也。 
 
世人以其為堪術之師，未知其檔次之高矣。本無形相故云九天哉，玄女者其三皇
之後演易以女為坤象大地，屬坤，故終其號為玄女矣，世人知之罕也！ 
 
444444444444. . . . 評論呂祖師父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呂祖師父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呂祖師父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呂祖師父無人知的一面    
神州風水奧 
一書盡演釋 
東南入富象 
西北現悍貧 
風水堪輿於神州之境者，其形相四象發表不同，而歸龍之效益則東南富潤而西北
險貧也。故取穴用風水之勢莫騖乎過於雄險哉。最要山形和潤地氣歸藏之處便是
好山好穴矣。 
 



 

 

另本師世人不知之一面為吾祖父為東北勃海之節度使，有史可稽焉。世人不知者
是鍾離權是吾祖之稗將，早得道丹分形代體之功夫哉，其雲遊天下渡本師入終南
山之聖室而悉授丹法之妙矣，根源氣脈無史籍之論稽焉哉！ 
(節度使是中國古代的軍事將領，後成為治理地方的地方官。) 
 
444444445555. . . . 叩求師父賜教叩求師父賜教叩求師父賜教叩求師父賜教    
呂祖仙師降示之詩一首 
論易卦與風水之何關哉，風水為「形相兩實之學問」無需推理與數字之相承哉！ 
 
風水為風水理氣與巒頭宗原兩大類，易卦不相關，古之好事者，以卦配方向強加
以演繹，故創出羅庚。 
 

August 14August 14August 14August 14    

444444446666. . . . 評論楊筠松無人知的一面評論楊筠松無人知的一面評論楊筠松無人知的一面評論楊筠松無人知的一面    

楊君未受誥 

朝庭亦無祿 

恍惚里川人 

山溪自滿足  

 

歷代先朝之國師者，皆稔熟於天文地理術數之途而從習儒而偏兼者，即孔明與公

瑾在野之賢亦無出此範圍也。筠松非儒家而門弟不豪即聊是山野之智者矣，雖稔

識山河觀明星象而未寵於廟庭更遑論皇陵國邑之建與覔也，若筠松之生平者里史

矣，生活居徙與邑氏者史言不詳，哉其為玄星於天宿之排藉者亦從無人題及焉。

比如臥龍是天智星也，筠松者是地智星焉，為天星之聿降者，後人無祿嗣之顯，

只里譽於婿曾文公矣，而孔明亦無嗣人之榮嗣有顯焉，比較得其轍哉！ 

 

444447474747. . . . 評論郭子儀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郭子儀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郭子儀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郭子儀無人知的一面    

郭氏為大族 

盛典榮於唐 

後人和螽斯 

顯慶猛祿勳  

 

郭子儀之族譜族勳者大異於筠松與卧鳳之世籍也，斯為福神從天而下降人間焉，

亦屬天星之一宿，不過是弍十八宿中之餘宿天騎合軍旗寓於壽祿兩宮矣，為彭祖

得道於御女之術而飛星之炁存其元神焉，因此術煉丹帶稍侫邪也，故不純於德為

玉帝拒其大羅仙藉之品焉，後應一刼於世而復為人身也。 彭祖之元神為壽星為

祿，故重降人間亦變子儀而壽顯也。子儀之嗣於今廣東郭氐之族譜中仍可稽証其

嗣人之存也，猶以中山番禺弍或浙韓之地哉。 

 



 

 

444448484848. . . . 請師父賜教請師父賜教請師父賜教請師父賜教    

君書多玄說 

亦表風水情 

邑中有名望 

偏於儒道境  

 

君務實於巒頭風水之實境者，而現代與古人之流派皆能和光同塵，更偏益於道基

者，仁風之至也。本生財祿應豐來時道德淳厚若於世上渾沌之歲月安渡後，直可

得機遇而修仙丹矣，五眼六識與漏盡通同得遙迢逍逸之人仙也不必直道苦心於世

界之銅帛焉。唯君祿安本仙加持汲汲矣，放心便是！ 

 

August 16August 16August 16August 16    
444449494949. . . . 評論諸葛亮無人知的一面評論諸葛亮無人知的一面評論諸葛亮無人知的一面評論諸葛亮無人知的一面    
臥龍一儒士 
背景天智星 
前生為佛座 
應劫降塵矣 
 
君稽查此諸葛氏之族譜者，斯人應後嗣難稽也，史亦未記載此臥龍先生之出於何
家、何矩、何族之承哉。赫然之高氏(解高等)之依古人之例者，豈無『師』與『祖』
之確承傳哉。故不若司馬光等土之可以序其平生哉！ 
 
454545450000. . . . 評論賴布衣無人知的一面評論賴布衣無人知的一面評論賴布衣無人知的一面評論賴布衣無人知的一面    
正史不經名 
民間傳其盛 
有藉書中序 
師述則無承 
 
里人之史者，祇記賴布衣及其女婿之承傳關係矣，實賴氏託其承傳於洛陽種放及
李淳風者，考其無確據之源，祇不過是古人之出身必需借師承門等而方得榮顯者
也。實世人未知布衣為九天玄女之僕下一星焉。故生時未常顯貴廟堂聖攀國師
也。祇里野之一君焉！ 
 
454545451111. . . . 評論出土文物楚帛書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出土文物楚帛書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出土文物楚帛書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出土文物楚帛書無人知的一面    
楚帛其為書 
做藝勝竹簡 
同論馬王堆 
帛書有周易 
 
楚帛之殊勝者，比美帛書周易與道德經矣，其有一黃絹而絹中有本師之畫像焉，
世人供奉之甚少也，漢唐之史歷距數百年焉，師未歷人間煙火也哉，其稽蹟勝劉
伯溫之推算燒餅歌之更妙勝焉！ 
 



 

 

454545452222. . . . 評論出土曹操墓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出土曹操墓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出土曹操墓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出土曹操墓無人知的一面    
三國歷戰史 
將軍多簡葬 
曹氏家族群 
操塚不輝煌 
 
三國間諸王比拼日日軍機旦夕異殊，因生死如草莽之意也，雖諸將軍或諸王多簡
葬焉，且墓群疏落，操塚之因其性多疑而當代盜墓之風氣幾公開矣，故重寶少而
兵器與詛咒甚多。觀乎操塚者至有史之記載前旱為人已僭盜三次矣，明殊百斛，
早蕩而無存也，後盜者豈知之！ 
 

454545453333. . . . 呂祖論道呂祖論道呂祖論道呂祖論道----續論續論續論續論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陰陽造化陰陽造化陰陽造化陰陽造化    

萬物之生長，取和合以得生，其生機有賴於陰陽配合而成育，萬物之滅，失其養，

缺其培，陰陽失序而消失也，獨陽不生，弧陰不長，育而不培，雖造亦化，日月

足以觀陰陽，晝夜足以表陰陽，萬物之生長循環，莫不賴二者之調攝也，正如一

草一木，倘以純陽育之，或以純陰培之，花木豈能得養耶，又譬之曰，終年得晝

而不得其夜，人有勞作而無安息，人焉可得以養生耶。造物有時，化物有定，正

如蜉蝣朝生而暮死，其順時而生，定時而滅而已，人生於宇宙之中，數十寒暑，

雖曰物換星移，春秋幾度，其實正如蜉蝣一樣，百年亦如朝夕耳，造物化物，化

了又造，此消長循環之理，陰陽和而草木興，不觀乎旱亢成災，或暴雨成潦，此

無他，陰陽不和耳，人之體亦如是，外屬陽，內屬陰，人之有疾病，其本體之陰

陽，必因不攝不調而有以致之。陰陽為五行之主，為萬物之父母，生滅化造，皆

從二者而得失之也，欲習道者，先明是理。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古諸學術者 

始基於陰陽 

斯為相對論 

逆古暗物質 

 

見君呈之陰陽造化論壹竟者，其理涵易意消長生滅之象，唯現代學說證之是貳次

元之空間理論矣，縱深而觀此篇陰陽之論，其括相對論及暗物質與逆向諸現代論

者，若單以天地乾坤陰陽而釋化宇宙萬殊諸機者，未得出玄奧而表之也！ 

 

454545454444. . . .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先後天和性命先後天和性命先後天和性命先後天和性命    

大道運行宇宙，混元得配人身，此人道之來由也，應感得配，來自先天，因緣數

滿，去返後天，來則自如，去不由我，此人道之順陰陽而出入於俗世也。先天混



 

 

元，後天胎元，先天無形，後天有形，先天為性，後天為命，性命兩全，得成人

道，人未生也，先天之性，處於虛無縹渺之間，性之靈，與道合一，道行何處，

性靈附之，不見不聞，與仙佛同體，故稱之曰混元，迨至三身會合，得成我身，

身從胎結，故曰胎元，胎元既結，乃有後天之命，性靈一入後天之途，復有我身

形象，斯時也，遂與道離，從虛無之境，而入著實之界，此先後天與性命之所由

來也，欲存性命，重合道真，欲修凡體，以保天真，則非從養性保命不可，命有

定，性無為，能修性，即修命，性命雙修，修至重會混元，亦即由人道而證仙聖

之道耳，欲窮性命，欲了凡塵，一道可能了悟也，所謂歸真返樸，即從後天轉返

先天耳。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欲了凡塵變 

因果宿業中 

性命可修造 

債怨需報空 

 

大道者渾然玄融也，易繫詞所謂道生一，一生貳而貳生三，三生萬物者人在其中

焉！ 

 

子之是段所論者，廣乎因果緣業宏乎三生之跡而人身為成仙、成佛之梯航，待性

命之修造功夫矣。本仙漸啟發道丹性命雙修之理焉，容稍後知之而『道堅』德純

之本性者為修造之要求也，觀『丘祖』立嗣龍門派也，頭度之祖師道堅為名而貳

度之祖師為名：德純也是。 

 

454545455555. . . .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入世出世入世出世入世出世入世出世    

人生於天地間，憑陰陽以造化，數十春秋，等於夢幻泡影，入世還諸出世，正如

四時有序，序時而生，應時而殁，等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時之有順序，正

如人之了於生滅而巳。數十人生，轉瞬即逝，光陰既如白駒過隙，老死少長，混

沌一生，了卻生死，順陰陽而歸六道，此凡夫也，譬之蜉蝣，朝生而暮死，死死

生生，無期無盡，是故先哲教人以修身，此入世間法也，仙聖教人煉性歸原，此

出世間法也。人之生，其來也靜，其意也善，其念也清，一點真元，抱懷不散，

及長，外受萬物之慾，內遭七情之困，遂使清靜之體，蒙受污濁之沾，本有真元，

頓覺陽衰陰盛，及其老也，情慾之縱更深，陽盡退而陰盡生，遂致人生了卻，到

頭來嬴得一坏黃土，生既不知其生，死亦不明死所，玄妙篇有云，我雖不明其生，

我應知了死之原，釋家曰，來自東土，去自西方，明來明去，是大智慧，今世修

道之士，雖不明來，應知其去，欲滅，遠情欲，棄三毒，培元陽，返初服，智慧



 

 

頓開，自明生死，慈悲自現，了了坦途，不生不滅，而離天地造化所拘束，遂使

還入世出世也，學道者明斯理。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人心今徙變人心今徙變人心今徙變人心今徙變    

出家如在家出家如在家出家如在家出家如在家    

假道欺人急假道欺人急假道欺人急假道欺人急    

認清那一罷認清那一罷認清那一罷認清那一罷    

    

道之專旨為道法自然矣，而佛法中亦有實法與權法之別，今乎道法自然與擇門之

實法者，可謂幾近於出世矣，入世法中人法也，憨山道者之謂人法皆權者，爭之

所在也亦「三毒」所猶記也焉。子卿精於玄而未湛於道之實，道家功夫皆在道丹

之修証鍊成五眼六通神足，超生死脫輪迴入虛空而終能粉粹虛空者，回歸父母未

生身前之Ｏ『無極』之象矣！ 

 

454545456666. . . .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處實之道處實之道處實之道處實之道    

道之所貴者，貴乎虛無而無實相，實者虛之始也，虛者實之終也，實即滿，虛即

謙，古哲有云，滿則損，謙受益，此雖儒者之道，實亦道之道耳。天地未生我，

而我巳存於天地之中，名雖曰我，實無所我，我既生於人間世，名曰有我，不見

虛我，既有我體，即為實相，實相所受，為一切有情所累，萬欲所繫，舉凡一切

受想行識，諸念所生，皆從實相之後覺後識所縱者，虛相則不然，我體不在天地

間，既不受情欲之縱，諸識之累，舉凡後天般般事物，皆能先覺先知先明先悟，

故能來去自如，既無五蘊之沾，更無七情之觸，實為有，虛為無，宇宙萬物，從

無中而生有，再由有而為無，此亦即虛實之相因而生滅耳。欲得其道，先從煉實

還虛，實相不除，虛無不現，譬之一潛心煉道者，心堅意定，行藏法固，而實相

刻刻存諸於無形，仍成實相存心故雖有多年道行，亦難乎果證抱運，所得之道功，

只證於神道耳，君不見諸大菩薩，能化億萬千法身者，此無他，虛空之變幻耳，

倘以實相而化法，所化者亦只一實相耳，至還虛之道如何，容待後闡述之。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實法為佛法實法為佛法實法為佛法實法為佛法    

辯之是正法辯之是正法辯之是正法辯之是正法    

如今末法世如今末法世如今末法世如今末法世    

人法皆行權人法皆行權人法皆行權人法皆行權    

    



 

 

道佛兩教之修證者，不揆性命而矣，性命雙修：做仙做佛之途焉。修證之需者基

礎為載道厚德從訣法而修證漸成人仙之境也，再精勤修造得六境現而捋大自家水

過大關也。復得三千之法念入太虛之空而終得化身千萬無境不在焉，斯為君所云

之實相也。繼有執龍法虛空粉碎之修證者，由處實而混然之太空宇宙矣，道法其

妙哉！ 

 

457.457.457.457.    順逆之理順逆之理順逆之理順逆之理    

大道行於天地之中，天道至聖，大道至公，舉凡一切眾生，順天道者則存，逆天

道者則亡，此天理也，惟修道者，對於陰陽調燮，則順逆之理恰為相反，道書曾

言，逆陰陽之謂聖，順陰陽之謂凡，此何故哉，陰陽之道，即生滅之循環，萬物

化育，不離生滅，亦不離於陰陽五行之道，修道之士，若任造化循其自然，順四

時，順陰陽，隨五行之變化，其結果離六道，故曰此凡胎也，欲求真道，必先逆

陰陽而弄五行，不受四時所限，能修至寒熱不知，朝夕不覺，水火不侵，遇金而

不傷，遇土而不掩，逢木而不枯，天地之體，配於我體，混元天體，能如是，則

離生滅，進而不生不滅，天地造化，縛束萬物，能進是境，則造化由我，而不由

天地所拘束矣，入斯境界，聖道巳得，徵妙之玄，頓有所覺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順逆之理昌 

天道人道襄 

順者法自然 

逆者入妙相 

 

世教於天理人事者皆以順天之行而昌也，唯凡姓百家雖盡是凡胎幸得人身者為成

仙佛之梯航焉。故道胎修證理中有慧命發生之時，順則生人逆用則生仙也，故順

有順用之理，逆有逆用之德，觀乎妙道自然之理以順為章，以逆為法，觀者應明

其理矣！ 

 

458458458458. . . .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善惡與因果善惡與因果善惡與因果善惡與因果    

天地有道，道在虛無，人有善惡，正如太極之圖，一善之格，黑白分清，然黑者

中有一白，白者中有一黑，此何徵也，天地未生人之始，先付人以善惡，白者有

黑，蓋表善中有惡，黑者有白，亦表惡者有善焉，人海之中，萬象俱備，倘人間

世，只見其善，不見其惡，或見惡而不見善，則芸芸眾生，無分善惡，則無復皈

止之期，如此無形中，已無欲界之存在，人生於世，起止均在欲界之中，人之出

世，本性明，性亦善，及其長也，為欲界之諸欲所累，諸情所擾，性亦隨之而變



 

 

遷，善已不見其本源，而惡者朝夕環繞其身心，是故去善近惡，然惡者亦有其良

知，良知者，性之蒂也，善者雖善，仍存意識，意識者，萬欲之芽也，能全善即

為完人，今日之世，除真修之士，養性至純清者，可稱為一完人，餘不多睹也。 

 

因者起也，果者終也，俗諺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此即謂如是之因，收如是

之果，欲明前因，今受者是，來世如何，今作者是，此釋家因果論也，因果之道，

例必循環，正如四時有序，一春已去，明歲復來，因果之相因相乘，其事績已多

顯露於人世間，奈世人每因果例證，作為偶爾之可逢，此實世人未明其真道耳，

一心之念，亦有其因果之理存在者，此為無為因果論，因念乃屬心生，心中之像，

外人不知者，故心念一善一惡，亦生因果之道，是故一念之微，亦不可隨意識而

種惡因也，舉凡修真之士，徐應明善惡，養身心外，以至一心之微，亦不可常妄

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晦咎與吉凶 

態若萬花筒 

時乎在末法 

人心態億種 

 

善惡與因果者天道人道之常律矣，天道其隱記律於因果報應之中人法唯權行施制

時懲罰之律也。觀乎善惡者人心之一念矣，一念可生，一念可死焉，其不慎哉。

老聖之福與咎章論者揭諸太極之理明矣，修真修道之士其不遵乎宗門教法者，必

招天譴也，其需久乎！慎矣哉也。 

  

444459595959.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養性保命養性保命養性保命養性保命    

凡修道者，必先了性命之源，始可有得，性者先天之始也，命者後天之源也，始

源相合，是謂雙修，天性重，人性敏，天性輕，人性愚，入世者，每有賢愚俊肖

之分者，莫不以先天之元性以為皈止，命既為後天之源，則有分富貴貧賤之別，

命乃夙道源泉所結，根源深厚，善因深重者，則成富貴，若器小因薄，則納貧賤

之門，此乃性命之異途而歸一也，但修道之士，既以一道為出世之依，則勿論賢

愚俊肖，富貴貧賤，均應以一道之所在而尋求道之本源，欲證本而歸源，則非先

養性後保命不可，性既附於人體，如何可養，養者培育也，人之性與道之源恰成

相反，譬之曰，道好寧靜，而人好鬥勝，道主清，人主濁，道旡妄，人有念，道

不沾七情六慾，而人之性遍愛之，道無量，人性有量，道重三清，而人則千千萬

萬自趨於俗海污泥而不自覺，欲養其性，與道合途，同途則同路，同路即合道也，



 

 

道之所惡者，人必喜之，道之所喜者，人必惡之，養性之士，其能明與道合真之

旨者，即明養性之道也，保命之法，命既為後天所有所定所繫，則命必有其時以

應生滅，守四關，慎行藏，遠三毒，棄六慾，得陰陽之調燮，則命門當能持久，

則煉道之機當較為大，俗世之士，每多自我遺棄者而不覺，如是雖智亦愚也，道

偈云，萬般了了性自通，一了尚存在心胸，如是修真難見諦，最難得到見真功，

又云命門已立見玄宗，隨命修持下苦功，命了了時性未了，道不窮時我自窮，觀

此二偈，可知性命之道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原人於母胎 

其性甚混沌 

任督兩交接 

性命同壹宮 

 

人之於胎中性命交融狀似無極而胎之於母腹者，兩膝曲屈雙手抱耳，兩眼合併而

元精與元性同宮及乎墜地呱呱，臍帶母體之內呼吸息被剪斷，任督兩脈亦分，性

連氣上陞於心，命連氣下降於腎，相距八寸四分焉。從玆元精元性分庭因種之前

生業力而呈耗損報化之際遇及者壽盡折齡，其間元炁消磨彌盡也。元性為神元精

為炁故丹經云:有神無炁者不生，有炁無神者不死，故神炁修養者，金丹大道之

蹊徑矣。 

  

464646460000....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了性歸源了性歸源了性歸源了性歸源    

天地之內，既有一道以運行，則道之來去，亦如日月之轉移而已，俗世修道者，

應先明一道之來去，一性之所賦，進而修之，始可證道者，性不了則蔽，源不歸

則墮，世人每多自蔽其性，遂致墮於鴻溝之中，慾海無邊，輪迥六道而不自覺也，

性既為先天所付，原性清白，不染不垢，無物所羈，既入人體七情繫之，六慾蔽

之，三毒擾之，四關束之，五蘊迷，聲色困，遂使真性夫常，不知亦不覺，一道

之源，正如水之有出處，山之有原脈，其來也出自本源，其歸也復其來源，源在

何處，俗世之士，不見亦不聞，尋之既不可，探之更無可，一道之源，結於天地

之正中，人身之當中，此為道胎源，經常來去自如，其去也散於清虛，其來也聚

於三界，人未生也，一點原源，常清常靜，既生人也，常動常應，欲自了性，先

使性情，清而靜，靜自明，明如鏡光，自見本性，欲自歸原，先知來去，來去既

知，一覺追源，既明源在，自我反璞，道偈曰，不了性，難分明，既了性，虛且

清，不悟源，道不全，萬千澈，尋本源，明源圓處，一串菩提任爾穿，欲了性而

歸源，先養自性以保命，則性能了源自歸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斯為認真源 

源頭為真性 

真性發於心 

了性與子命  

 

本仙於《道德經之淺釋》中序文有認得源頭一句此源頭便是真性也，諸道經丹書

中俱謂這箇○便是真性便是慧命哉！了性歸源者便是認清源頭返回這個光光禿

圓陀陀之混元無極之境矣，道法修鍊以此為宗為源焉！ 

    

461.461.461.461.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生與滅生與滅生與滅生與滅    

天地萬物，莫不在消長循環之中，眾性含靈，不離不滅，眾靈在世，難化有情，

萬物應運而生，亦應數而滅，蜉蝣馬踐朝生而暮滅，時光瞬息，正如九十之春花，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此可證草木之生機，人靈之短促，有生必有滅，此循環之

道也，滅而後再生，此消長之理也，萬物既不離於此道，而至無生無滅之境，始

可為聖為賢者也，生於人道而證於仙神之道，此之謂生而不滅，既入聖境，不再

迴於六道者，謂之不滅不生，生而知之者，性靈之知也，滅而後知者，性靈之反

覺也，生而有道，道在性靈之中，能揭其道而修養之，以善育之，培其本而降其

微，盡化一切有情而為無情，用其道以納於玄妙之門，探其途而覓真諦之所在，

以無形之道，而證於無形之境，形無而真在，一真抱道中，能證如斯境界，則納

不滅之地，若不然，天地生我，我隨天地轉，受一切有情，納一切世間法，顯陰

陽之序，隨五行之變，如是則性靈閉昧，道發無由，到盡頭難逃滅境，人生如是，

恰如花開花落，了無盡期，佛曰：了了無色相，更無生滅象，一切有情者，化盡

真色相，如此可觀一生一滅之道矣。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成住壞空里 

有情與無情 

準呈生與滅 

了性入無生  

 

生與滅之論準在成住壞空之佛法所論而見其端倪也。老聖云之「從無到有」，亦

「從有歸無」者是生滅自有其天律之明說也。有無相生，有無相對者，更是哲学



 

 

中之確論焉！道德經早開宗明義於此章矣，近世科學太空理論中上黑洞與宇宙之

大爆炸者是生滅之論中郭最明顯之確證焉。  

 

464646462222. . . .     

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奧妙之道奧妙之道奧妙之道奧妙之道    

凡物之不知其源者曰奧，凡事之只見其相而不明其來者曰妙，此奧妙之理也，一

奧之所藏，納五行而生陰陽，一妙之所在，取兩儀而超太極者，二者均在一道之

中，道育萬物，必含奧妙之道在焉，譬之人生，因何而生，眾皆曰，父母之體配

合而成，但何時而生，何時而滅，來去之期，則眾生均不能明耳，又如天地風雲，

起伏無定，今日雖有儀器以蠡測，但何以仍未能一知全豹，此奧之至理也，更曰，

今古之聖賢仙佛，人皆知其為有也，歷代之神顯赫示現者，在所多有，有既為眾

生之所認，事跡昭然，既不可抹，然有無之間，又紛爭論，既為事實，似非事實，

在無有之間而生一妙耳，此妙之道焉，欲明其奧，先知妙義，欲知妙義，先向道

尋，尋其所在而探之，則虛實無有，智覺行圓，均可得之也，此奧妙之附於一道，

而一道亦含二者之真理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奧妙歸玄妙 

玄者奧之淵 

冥深其邃邃 

宇宙着無邊  

 

《太上清靜經》之謂大道無情，運行天地者之《道德經》中之天地無主而運行萬

物之衍論也。奧妙玄道發境於虛無而於世撫順人情運行物意，無慾無求也哉，迎

之不見其道，附之不見其後也，天網恢恢豈敢謂一切諸事其無報還乎！修道與在

道者警惕因果也是矣！  

        

464646463333. . . .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覺悟覺悟覺悟覺悟    

覺者明也，悟者通也，覺有感，始能覺，悟無感，頓會則悟，人之原性，對於覺

悟之道，刻刻皆能，一入世間，為萬慾所繞，遂使原性之通明，盡蔽於情慾之中，

欲使通明回復，頓悟圓覺，非修養莫能致之，凡修道者，欲明其真，欲了其性，

若非大覺大悟，難見真全，古今釋道之士，每有修行數十載而不自覺自悟，遂使

終老而無一物之得，間有終年累月修持較佳者而達至小覺小悟，亦有一覺開來，

頓成會悟而證大道者亦不乏人。 

 



 

 

六祖禪師，其得道之所在，為圓覺至性，頓悟禪機，比八字而已，欲成其道，非

真煉真修不為功，將性修持以養命，煉性歸原以葆真，修養之道，言之至易，行

之最難，未經修養之凡體，難於覺悟者，修持之法，先修身心，使意行俱靜，再

修其體，使其延續以啟覺悟，萬物之明，均從靜處得來，機微之會悟，全憑智慧

以貫通，故修持以養生，煉性以續命，此修真之道也，即以吾言之，黃粱一夢者；

覺之開端也。 

 

老君化鶴玄機指引者，頓悟之見也，一覺一悟，證道終南，人能大覺，圓頓攝機，

人能大悟，超然造化也，此覺悟之所由來，修持之所得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開悟與覺悟 

修者務楔至 

若能覺悟者 

幾登達者階 

覺而悟者之每每於微明之一機矣。原何修者有能覺，亦修者殊不悟者。宿業前因

因果而矣。宿根敏慧而心持正覺常行善因者，修證之間每得天空海闊，鳥語花香

之感覺也哉而修行人至妙盡無相之境；無象、無幻、無滅、無識之界者，則謂之

圓覺矣，此境界至少需貳禪或以上之境遇而道丹之修證者應至三千境界出虛空念

入太空之功夫也！ 

 

464646464444. . . . 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孽與障孽與障孽與障孽與障    

小惡而成大惡，積大惡而為孽，聚小惡而不悔，知惡而不改，即成為障，孽有先

後天之孽，障則無先天而獨為後天之障，人在世間，難逃二者之侵，後天之孽，

或可自明，惟屬先天者，則難於自覺也，天道之道，至妙至微，乃有宗祖之餘孽

未除，而加於後人者，君不見世間多有純善之士，而每遭大孽臨其身，世人不察

每以為種善者得惡報，間有為惡而吉祥，行諸惡而發揚，明者，又以為天道不常，

倒施果報，每有因此而反行道以行，豈知為善不祥者，承先祖之餘孽，應於現世，

作惡未殃者，得宗祖之善根餘蔭而未盡耳，此均先天之孽，人能明此理，卻孽之

法，善因惡果，逆來順受，既知其非己之罪孽，坦然受之，並行善道以培補之，

勿尤勿怨，釋心以應，知罪戾之實深，由於先天，當從後天之善德以化，若積惡

因而得善果，更應速醒回頭，痛澈覺悟，明此善因由於先天而非由我，當應更勵

來茲，若非如是，則昌盡乃殃，餘殃盡亦得昌也，若明是理，自我化之，平其孽

而消其障也，至於後天之障，較為簡化，人行惡，行時不察，過後必察，能自察

者，刻即自悔，每事必二而後行，孔聖云，吾日三省其身，又曰知惡必改，善莫

大焉，可知一善之餘，可化障礙，一德之行，可卻孽殃也，世人明此，亦近道矣。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齊大小者非其平 

弄業與惡孽障與 

敢說相生相因處 

自入惘迷更不清 

 

易之謂於小人之道者，小懲而大誡也，其理昭然哉，至於小惡常行而不察，大惡

後積而未悔者，因乏常持撿覺撿討之心而一心至乎昏昧不明之態也，末法眾生自

我之逞者每每如是也。恆應積因果而附明師者修證之善途焉！ 

 

464646465555. . . . 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    彌篤堅定彌篤堅定彌篤堅定彌篤堅定    

彌篤者，耐久而不斷，真誠信也，堅定者，百折而不撓，不移其志也，欲求真道，

必具此志，始可得之，入世之士，每以一道之行而生錯雜之徑，雖有正信之念，

而行途不一，亦足誤道於途也，一道之大，萬千途徑附之，途雖有別，終歸至善

之門，法語有云，異途同歸，法止於善，但宇宙之大，一道處於其間，千道萬途，

難使人世者以何途為道，此非足具雙修智慧，難得一履坦途，更有研道者，初行

一途，行之不久，有感困頓，又道玄未見，遂生異途之感，更有以行道已久，而

未獲道之奧，不怪己之智慧未開，以為道之難覺，又捨其道而行他途，如此行道，

忽而斯路，再而此道，若此以為，半生為道者，始終在於道之途而已，人生幾何

百年瞬息，空擲韶光於一道之途，難見道之真而廢韶華也，人世之修士，欲得出

世之門，勿論所行何徑，欲求真效，非彌篤不足以顯真，欲歸止境，非堅定難獲

全功，道法有云，不明來處，應知去處，來去不明，落花處處，真我不知，空言

真處，身心二處，欲窮玄奧，就在這處，此乃道之研修至理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精勤與彌堅 

修者堅持示 

幻境與惡境 

前障每依依 

 

彌堅篤定之法門者，使修者每於分岔路上無論實境人生與乎識境認知之界，皆應

抱一堅定性恆常之信念焉，觀古人云：為山九仞者功在一簣矣，焉得不堅定乎切

記！ 

    

464646466666. . . . 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    了明了性了明了性了明了性了明了性    



 

 

明性之道，貴乎煉真，真修之方，在於真學，了了者，萬法歸源之道也，人生世

上，一入世間法，諸般染習，均從於俗，俗也者，如水之混濁也，人之本性，在

未入世前，了了澄清，恰如水之不動不移，無渣無滓，有如明鏡無垢，用以照萬

物，萬物之本來，一一清清，切切明明，若鏡為塵所封，若水動而自濁，則所照

之物，物非本形，物更非物也，性本清靜，先天之所賦，混元一氣上可觀太虛，

下可照幽冥，洞澈無遺，但一入於人海，常動而不靜，性不動而情欲動之，性本

明而污垢蔽之，欲求明心，欲見真性，應從動中逐漸回靜寂之境，欲求寂境，非

真修難見真功，明性之方，固非朝夕可能達到，正如一缸之水，屢動而成濁，欲

其回復澄清，亦須待以相當時日，修道者，欲明真性，亦如澄水一般，若漸見其

清，而無形一動於中，則混濁之象又成矣，明性之道，驟視其理則易，能解而悟

行其道者，則難也，難不在於法，而難於行矣，萬物之本，本乎微，萬物之行，

行真覺，般般自在，一切皆明，了了真如，自現真性，此為明性之方，真正之法

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明為一境界 

性是元神宮 

了了明明句 

無極寶懺中 

本仙之無極寶懺中有了了明明，明明了了之經句者是著道子需了明真境至真境而

尋真源也。道丹有了性了命之修鍊功夫而了明了性者不揆修者應徹悟而窮源歸還

於身中無極之本性得了得明者了性了命而歸還這箇Ｏ之境是謂之在了明了性之

品弟中矣！ 

 

444467676767. . . . 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    循環之道循環之道循環之道循環之道    

一道運行於天地中，循環之理在焉，一物之成，一物之敗，雖在數中而不能離消

長循環之道者，宇宙之內，一切生物，莫不循此途徑以應斯理，試觀月有陰晴圓

缺，令有四季次序，晝與夜週而復始，此天地造物，早已定其循環耳，人道亦如

是，人無百年富貴，亦無百年貧賤，事物之興與敗，亦無千年不易者，相消相長，

此生彼滅，無時不在五行之循環而週旋，六道之中，亦含是理，循於何道者，當

看其因之種於何道而已，人之成敗，應究其始因之端而定其所得之果耳，俗諺有

云，人無千年壽，花無百日紅，斯言成理，三界內外，乾坤時轉，天地日月，暗

而復明，亦此道也，外修之士，常悟此理，當可助於修行之路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易之消息封 



 

 

陰陽理循環 

循環無新義 

易說是維新 

 

古之三聖者諭天下大事陰陽之道推功寄意象於易理六十四卦之循環實循環之道

者應有哲理意及螺旋式之上陞者方有維新於日日之義也。修道者需日三省吾身者

豈在循環於犯諱與省察之途乎，終是不出死胡同也。又世事循環皆言因果，昭昭

有報，天網恢恢者以作警範也！ 

 

444468686868. . . . 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    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忠恕之道    

忠者，心無二心，意無二意之謂，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終之意，先哲常言，

處世立忠，待人以恕，能如是，品德兩立，可稱完人，今日之世，人心離亂，兼

以人道不常，每多悖行斯旨，嘆人心之飄落，嗟末世之歧途，遂使災害頻仍，天

禍隨處，若以立教而言，忠恕二字，應為教者之標，慕道者，更應瞭此以為之，

不忠則不敬，不恕則不成，一忠之得，可以留萬古，可以撼河嶽，忠之失也，可

以道不成，貽害於萬劫不復，能恕者，惠己惠人，不能恕者，累己累人，古訓又

曰，容大奸，則足以亂國，不容小過，必無完人，即曰，大奸不可恕，小失可優

容耳，若以處世之方，其理至明，若以立教而行教德，則大奸可恕，小過必讓，

尤以修道者，先自明察，然後察人，先忠於教，乃可忠於人，恕亦然也，事事能

己恕，再及恕於人，人之可恕者，天必恕之，天心浩蕩，人心徬徨，若人之心，

能生天道之心，則天道之心，亦合人之心也，修道之士，每多中道自惑其心，一

意之餘，而生二念者，殆不明忠恕之道耳，間有能恕己，而不能恕人，此無他，

未明真念耳，篤修之士，欲成其道，自應先修此門，始能抱運果證，惟般般易言

難行，最高之妙法，惟心是練耳。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忠恕之道規 

儒家行範端 

修者有教慈 

在下有諒恕 

 

忠恕之道，儒家之規法矣。忠於上而愚恕於下者，品德之莫大焉，本仙惠九美之

訓而教世人行修者亦忝儒家之禮範矣，三教歸一於此境可諭矣，三教歸一忠，三

教歸一恕者於釋氏出家亦不忘父權而不忘妻惠，其理明焉而儒道兩教之範例於忠

恕之修身者，更是恆河砂數之境矣！ 

 



 

 

444469696969. . . . 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十七章    智慧雙修智慧雙修智慧雙修智慧雙修    

凡人後天之性，通明不易，是謂智，先天所賦予之元性不脫謂之慧，慧從先天生，

智在後天啟，二者均共存人之靈感中，人為萬物之最靈，萬物之中，最賦於感者，

亦為人也，是故萬物之修養，獨人能優而修之，善而養之，智慧既在，若能用之，

更能善用，則聖賢之域，在在可期，若失而用之，或誤用其要，則深坑一墮，萬

劫無期也，慧既為人之根，智亦為人之本，根本相固，則含靈必聚，百感而為一

氣，若失之，則根露外，而本不歸源，如斯者，則性已失，道亦亡矣，智慧常存

於人體之中，內外不惑，諸念常寂之際，則智通而明，慧生光而潔，此時也，光

之所照，萬物俱現，明之所覺，七情均寂，若以一動之，智則藏於本，慧則慝於

根，隱而不見，斯際也，情浮於上，慾聚於中，五蘊不常，縱後天之萬慾，而為

一身也，智慧雖有，若不修不養，空付東流，間有具備慧根，而終無成就者，棄

修養之路，而甘自暴棄耳，可知智慧之雙修，實為道者之必經途徑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智者為識神 

慧者為元神 

慧性勝智性 

修者辨柢根 

 

孔教諸聖，常云：智者不惑，實智者識神之舞弄矣，識神用事後天之性焉，人口

力一聲呱呱墜地者元神慧氣依氣上陞於心發乎於目是謂性也而腦中之仁中有兩

小管左曰太極右曰沖靈下通於目復通於心，故心者性也，後天之性有智聰之銳與

鈍焉，智聰者識神之敏覺矣而慧根元神為後天識神所牽引而用事焉，故修道者務

使識神復先天之元性也，此為慧焉！ 

    

474747470000. . . . 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十八章    養與煉養與煉養與煉養與煉    

夫道之所得者，非真修煉，難登彼岸之途，修之所貴在於養，凡人之生於天地間，

受後天一切之所累，自蒙自蔽，自欺自棄，而不自覺者，此所謂凡夫也，學道則

不然，可棄後天之一切，而返先天之至真，正如先天者，清淨之水也，後天者，

混濁之水也，濁水澄則清，人性靜則潔，水可清可濁，人之性可穢可潔，是故人

之修道，亦如水之澄清，澄清無渣滓，本性自還於先天之途，但道途遙遠，若非

堅忍而行之，虛空而為之，則中途必自餒矣，養者，養性，養命，養身，養心，

猶以後天一氣，更應培養，氣為人身中之意馬，一動則上沖霄漢，四時含火，刻

刻燒燃，氣動則七情動，六慾升，故道家之修養，先平抑其氣，以保性命之源，

若養一氣於無形，則性命身心，較易養之，迨之養育培補，於身心性命皆臻固境，

則應從一煉字而為之，煉者，煉氣，煉神，煉精，為三位一體，此乃主要之門，



 

 

若至神為之定，氣為之沛，精為之固，能如是，則陰退而陽生，化精氣而存於神，

漸入聖途，而超化超，順逆不凡，盡棄後天之渣滓，而返先天之坦途大道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養煉分先後 

亦可云層次 

修道鍊為先 

修真養用後 

 

養與煉者是修道性命或貳宮修法之層次與先後之用序矣，諭如舟焉，鍊是做舟，

養是駕舟也，其明矣！ 

 

474747471111. . . . 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十九章    棄假留真棄假留真棄假留真棄假留真    

世間各物，真假俱備，其來處出自於純然者，謂之曰真，模仿而複製者，謂之曰

假，人性亦然，故我亦有真我假我之別，先天之元性者曰真我，後天父母生我之

性者，即為假我，元性純潔，一人後天，情慾蔽之，轉為人之常性，故曰假我，

元性清，人性濁，塵海般般，複雜隨之，一切眾生，處於人與事之中，每多虛偽

應之，蓋因事以應物，時刻違心而行，人之原意，本非如是，奈何偽世之中，每

因名利之所趨，富貴之所移，心知非是而強形於行者，近世學說曰此，『違心論

也』，既非元性之念，此即為偽我，凡一事一物，俱從正道而行，不偏於私，至

大至公，博天地之愛以愛及眾生，攝天地之正以正己正人者，如是之念，即真我

之性，真假之道，雖發乎於一心，付於行止，究其動念，取諸先天或後天耳，真

假既分明，凡學道之士，倘不棄假留真，難登於一道，惟是混沌人海，一刻之間，

斷難作眾人皆醉我獨醒之矜持氣節，倘如是以為，又恐遭離群之雁，而受他人遠

避譏諷矣，既明其理，行之覺難，如何可行，先從身心做起，古聖所云，吾日三

省其身，每事細思始行，心不妄念，身不逾範，勿論何事，進則思止，勿論何言，

言則簡潔，處事忠而有信，行必正大光明，學而習之，則偽漸退而真漸現也，勿

懼世人譏，勿嫌修功苦，則年事漸高，純真之我，當在一道見之，修真者，應明

斯理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棄假留真末 

以假存真始 

真備假以轉 

直指「身」「性」是 

 



 

 

借假修真者，人道之煉法矣。佛亦有以假而全。以真為真之修法，不揆是粉去虛

空之法門哉，子應明乎一切有為有形之法俱為假象，而人身亦假象之一也哉。道

丹云真者性也，假者身也。真理義顯明哉！ 

 

474747472222. . . . 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二十章    培誥然之培誥然之培誥然之培誥然之    

天地之正氣曰浩然，浩然也者，堅剛不絕，銳氣不沉，乃天地純真之象，沛乎於

人心，進則可格天地而泣鬼神，藏則凜凜然不可犯者，凡人先天之性，此一氣均

具於元性之中，後天既入，遭遇情慾之蔽，起落失常，遂使純剛變化無定，良知

現則現，為時不暫，原氣便失，更遇後天之六欲圍繞，變而為嗔火之氣，人之體

也，既受情欲之侵，當隨情欲而進退，時日既久，又無煆煉以還初服，則深淵一

墜，萬劫不復矣，人之性也，可正可邪者，執中則正，偏倚則邪，因缺堅毅之勇，

從而致之，古聖云，慷慨赴死易，而人性之間，瞬息浩氣一起，無生死之念，無

愛惡之欲，一念堅貞，慷慨赴死，此忠之現也，又云，從容就義難，若人能此，

則非具有浩然之氣，沛而格之，絕難成仁也，如漢之 關聖帝，宋之岳鄂五。 

 

文丞相天祥等，其能成聖賢者，俱備浩然之氣，有以致之，舉凡學道之士，應明

斯理，如何培育，須知氣氣不同，衝冠一怒者，嗔火之氣也，臨難毋苟免者，浩

然之氣也，欲修浩氣，先別正邪，去邪扶正，德合天心，天人之心合一，則浩氣

常存，由及身而至塞乎天地之間也，正邪既分明，善惡當自別，進而煉道修真，

則通天達地，無往而不利也。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培浩然之者 

曠發正氣是 

正義與正氣 

儒者之修持 

 

培浩然之氣曠浩然意者，雖是儒家修心性之法也。其功行者正心便是也。孔聖之

謂君子厚德而邱師之龍門派首渡及貳度之度師者，其道名為上道下堅而上德下純

也。道法修真必需「道堅」必需「德純」方沛乎浩然之正心，浩然之正義也。宇

宙天上無奸險之仙佛亦無奸險之仙真，一理明矣！ 

 

444473737373. . . . 申月十三為師父佛誕申月十三為師父佛誕申月十三為師父佛誕申月十三為師父佛誕 ( ( ( (圓通文尼觀自圓通文尼觀自圓通文尼觀自圓通文尼觀自在菩薩在菩薩在菩薩在菩薩))))之日之日之日之日，，，，因明天觀不開因明天觀不開因明天觀不開因明天觀不開，，，，提前來提前來提前來提前來

賀師父佳誕賀師父佳誕賀師父佳誕賀師父佳誕！！！！    

愚愚愚愚徒徒徒徒賀祖師賀祖師賀祖師賀祖師佛佛佛佛誕誕誕誕::::    



 

 

『『『『恭賀恭賀恭賀恭賀師父飛陞之師父飛陞之師父飛陞之師父飛陞之聖聖聖聖，，，，帝君鴻願帝君鴻願帝君鴻願帝君鴻願，，，，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德澤黎生德澤黎生德澤黎生德澤黎生！』，！』，！』，！』，如有分咐如有分咐如有分咐如有分咐敬敬敬敬請師父請師父請師父請師父

盡言盡言盡言盡言。。。。    

    

性命修圓滿 

三千功行足 

頤期龍女降 

聞詔便飛昇   

 

明日為本師飛昇之期登大羅真仙證圓滿無礙之日也。道丹法之煉尸解若後之七真

者，幾為絕響矣。故學道之人先應洗心滌慮，無相、無我、無情，有德有道方足

證正果也哉，近世諸生者宜乎勉力矣！ 

 

444474747474. . . . 據書記載馬王堆裏黃絹有十二個據書記載馬王堆裏黃絹有十二個據書記載馬王堆裏黃絹有十二個據書記載馬王堆裏黃絹有十二個，，，，但大多看不清但大多看不清但大多看不清但大多看不清，，，，師父之畫師父之畫師父之畫師父之畫，，，，還可找到嗎還可找到嗎還可找到嗎還可找到嗎？？？？

是哪一幅是哪一幅是哪一幅是哪一幅？？？？呈上之帛畫又是嗎呈上之帛畫又是嗎呈上之帛畫又是嗎呈上之帛畫又是嗎？？？？    

此圖涵諸性 

碓為古物真 

焉知吾像者 

圓玄已奉謹 

 

前曾云黃絹之吾劃像者，於六十年代後已奉祀於玄圓之三教殿貳樓中最右邊之案

壹上矣，但此像為黃絹像之放大及修筆如潤者，未必碓見傳真之準也，亦算得論

而顯廓矣！ 

 

444475757575. . . . 何否解此詩及其意義何否解此詩及其意義何否解此詩及其意義何否解此詩及其意義？？？？    

日月常加戌、 

時時見破軍、 

天罡前一位、 

道法不輕傳。 

 

斯為修丹句 

功法在週天 

法訣為龍門 

見於書天心 

 



 

 

此訣非風水或星福纏氣度之旨圭也，為道丹小周天功法中進陽火退陽符之法訣

也。為邱祖龍門派之丹訣焉。加戌者進陽火九四三拾陸之象而破軍則為退陰符，

非風水術數中所謂破軍星也。君可訪天心正宗一書便能潛解此訣之奧義焉！ 

    

444476767676....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    道心與人心道心與人心道心與人心道心與人心    

一道運行於宇宙之中，既無形又無體，萬物皆可格其真理，凡屬含靈者，得一道

之感，亦可超越五行，故雖一草一木，得其得者，亦得真理，道之為物，聚則凝

於人心，散之則瀰六合，道心即天心，發乎於靈性之體，心能常覺，覺至無覺，

覺遍於空，心能常悟，悟至圓明，則盡達虛空，能聚能散，此道心也，人為萬物

之靈，性原清，迨入後天，遭受七情之擾，六欲之蔽，墮諸惡趣，迷己迷人，遂

使人心作主，百毒乃生，既不知本來面目，復不明來去之基，更不知修持以葆真，

煉性以養命，如是沉痀一再，覺迷而不自返者，此人心也，道心惟微，人心惟危，

若能大悟大澈，返本歸原，常維一道之心，則道心生，人心滅，能常住道心，則

與仙佛一體矣。 

 

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呂祖師父續論:::: 

 

道心與人心 

出聖與入凡 

人心若不死 

道心那能活 

 

此為修道者在聖在凡之心性境界矣。諸丹經云人心不死則道心不活也。亦即釋門

之實法權法與先天法，後天法之分野矣。修者必需心楔正法之心而莫混沌於末法

之世間法諸途而運修行之事矣，斯為至要哉！ 

 

 

 

 

2012 September 32012 September 32012 September 32012 September 3    

444477777777. . . . 呈上呈上呈上呈上《《《《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之初稿之初稿之初稿之初稿，，，，求師求師求師求師

父賜教父賜教父賜教父賜教    

    

神州盡舜堯 

人傑地靈配 

君書點題綱 



 

 

地理文化匯 

 

是書為地理與文化之萃薈也。論道一章非為添足實乃點晴之舉也。圖文並茂搜集

驚人哉。是書之發梓者驚世駭俗矣，所謂真龍氣穴盡在奇山，五星踵靈盡在五嶽

也，論其體而發其微矣，此段亦可為序之一斑之見矣！ 

 

444478787878. . . . 叩請師父賜書序及邀請叩請師父賜書序及邀請叩請師父賜書序及邀請叩請師父賜書序及邀請    

1. 老子 

2. 孔子 

3. 九天玄女師父 

4. 呂祖師父 

為 《神州風水-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書賜序，為復古精神

發揚光大。 

釋門為西來之宗 

許後匯眾教居首 

儒者道者為本承 

賜序能闡書美貌 

 

本仙為是書作序者前段可稍參矣，不揆另紙發新章於於週內焉，玄女與孔聖與老

聖者並其邀鸞筆以增惠言者何難也。 

神州之歷史五千餘載矣。神州之風貌者冠絕諸邦山河奇勝應表，序文而表之本仙

定揚於後也，安心明日焉！ 

 

叩賜教叩賜教叩賜教叩賜教    

從玄而入道 

依術進儒門 

文化教流好 

承傳總幾般 

 

君著書而行世者惠益有言貫乎學者之風也。要知地理一術者盡在形與勝焉。列古

傍派者，駕以八卦以表其方位而套以五行焉，地理非五行之術明矣，而易卦者至

清王洪緒明地理於卦爻之用者發乎玄微矣！謹此一學也演作用也哉。餘者皆遠

矣，若君有興趣者可讀焉！ 

 

444479797979. . . . 第一口訣第一口訣第一口訣第一口訣::::    

安神祖竅安神祖竅安神祖竅安神祖竅    



 

 

    

愚徒淺解愚徒淺解愚徒淺解愚徒淺解    

1. 此訣定穴位 

2. 打坐的姿態 

3. 上身下身皆實，惟中常虛 

4. 玄牝是無和有之間路徑達至 

5. 打坐修練須靜至見圓光，這就是神之位 

6. 靜坐中，神凝氣聚使氣清神安 

 

第二口訣第二口訣第二口訣第二口訣::::    

玉鼎金爐 

前對臍輪後對腎 中間有個黃金爐 十字街前安玉鼎 神氣之宅呼吸根 

 

愚徒淺解 

1。 定穴位 

2。 定鼎及爐之位子 

3。 神氣之根 

問： 

1. 衝及陽關之位子 

2. 如何修？ 

 

第三口訣第三口訣第三口訣第三口訣::::    

開通八脈 

前通壬脈後通腎 橫通帶脈中通衝 

下通陽關上通心 上前通臍後通腎 

 

愚徒淺解 

1. 定八脈位子-(任，督)/(橫脈，衝) /(陽關，心)/(臍，腎) 

2. 通此八脈 

 

 

 

 

第四口訣第四口訣第四口訣第四口訣：『：『：『：『採外自家水訣採外自家水訣採外自家水訣採外自家水訣』』』』    

採外自家水有形無相督脈開舌接任督巽風神火闔闢轉六候彙籥轉昆崙 



 

 

「解」此訣是諸派諸丹經云之下手之法也。精順出者是元精能生人而逆回者是元

炁能生丹。正在中間顛倒顛。煉的是真陽之精。 

 

愚徒淺解 

1. 順成人，逆成仙 

2. 打坐靜修之意，呼吸須煉及採自家水。 

 

問:  

1. 何謂巽風坤火，請細說。 

2. 如何煉自家水？ 

 

第五口訣第五口訣第五口訣第五口訣：『：『：『：『卻病延年卻病延年卻病延年卻病延年    日月合並之訣法也日月合並之訣法也日月合並之訣法也日月合並之訣法也』』』』    

壹柱真香本自然 黃庭爐內起香煙， 

空中結就浮雲篆 上柱本身壽萬年。 

 

愚徒淺解 

1。 爐起，氣升通上去 

 

問: 

如何修？ 

第六口訣第六口訣第六口訣第六口訣::::『『『『苦行真人授本仙採內自家水之日月交並大法也苦行真人授本仙採內自家水之日月交並大法也苦行真人授本仙採內自家水之日月交並大法也苦行真人授本仙採內自家水之日月交並大法也。』。』。』。』    

運行日月轉法輪 左旋右轉炁歸中， 

三十六轉進陽火 貳拾四旋退陰符。 

愚徒淺解： 

修煉之功法是依乾坤乾坤乾坤乾坤兩卦爻之陰陽消長而進陽火及退陰符進陽火及退陰符進陽火及退陰符進陽火及退陰符而成反本還原之象乾

遇巽為逅卦，一陰起於初爻，退陰符沐酉方浴卯方之象而地逢震雷為復卦之象乃

進陽火之象退陰符為月窟，進陽火為天根，天根與月窟即泥丸宮與陰矯穴之象，

氣要升降浮沉閒閒來往如此功法則人人三十六經脈三萬八千毛孔皆歸甦如醉矣。 

 

問: 

1. 可否細說如何進陽火及退陰符進陽火及退陰符進陽火及退陰符進陽火及退陰符？？？？    

2. 通三十六經脈通三十六經脈通三十六經脈通三十六經脈，，，，退二十四陰符退二十四陰符退二十四陰符退二十四陰符？？？？ 

    

雖云修性命 

各宗用不同 

龍門法嗣在 



 

 

功夫在頂踵 

 

子卿知大體矣。道丹需凝神於性命兩宗而莫急莫懈也。諸口訣中皆以鍊性鍊命為

旨圭，世有道書名性命旨歸者應深參讀也！ 

 

鼎爐兩象形意化 

圭歸都是修性命 

性命皆在人身中 

先師意莫著外求 

 

運氣需通諸經絡，安鼎立爐為先求出自人身真氣穴，似醫非醫理重修。解人身之

見者諸經脈矣，氣血行週全身而通由口鼻出入，血則由心房出入也，血行內而氣

行外焉！ 

 

444478787878.  .  .  .  呂祖仙師降書序以五言詩一首為用也呂祖仙師降書序以五言詩一首為用也呂祖仙師降書序以五言詩一首為用也呂祖仙師降書序以五言詩一首為用也        
美侖美奐貌 雄宕雄巍峨 
 
書有圖如畫 諸仙共訂校 
 
降於壬辰年香江申月七夕後吉日于紫枬觀 
  
 
太上道祖降示序之詩一首太上道祖降示序之詩一首太上道祖降示序之詩一首太上道祖降示序之詩一首 ( ( ( (老子老子老子老子))))    
五星落中華 化成眾岱嶽 
 
蜿蜒東邊海 雄踞鎮秦國 
 
降於壬辰年香江申月七夕後吉日于紫枬觀 
  
儒門五尊孔聖仲尼強降示書序詩一首儒門五尊孔聖仲尼強降示書序詩一首儒門五尊孔聖仲尼強降示書序詩一首儒門五尊孔聖仲尼強降示書序詩一首 ( ( ( (孔子孔子孔子孔子))))    
 
教理尊仁義 專皇驅狄夷 
 
關山無限好 民族團結是 
 
降於壬辰年香江申月七夕後吉日于紫枬觀 
  
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    
是書序文之聞賢徒之動筆寫山河之句章者，曾列論香江更深演尋龍、訪宅之理以
昭風水之用而廣惠於民生焉。 
 



 

 

古之伏羲氏教民不薄葬於野而莫蓋以柴薪者，遵造墳塋厚以棺廓者並敬邀本座之
啟定山河分星儀於並列。九鳳鸞車定塵凡風水之諸端從玆天地分掰，山河雄踞成
形而老聖更化身為諸皇眾帝，教王以治，教民以益。 
 
著本座教黃帝以戰蚩尤，開山川之麗態，明天地之陰陽，從玆人神分掰，天梯一
路漸不通矣。廣成子與赤松子之古仙眾聖著風伯雨師而運日月之恆常焉。本座註
《海角青囊》後，老聖遺五千言而西隱者，接古三聖三皇之教益者，獨孔聖矣。
其專王攘夷大廣儒風，以禮義訓民，以名祿為用也。世人喜祿弄名求諸己身外，
更汲汲於風水與形相諸術之謀故堪輿興矣及乎楊救貧者。 
 
總類大成焉，斯學確立矣，本座徒有歷世之傳而中華國度於南嶼香江者有郭氏一
門立焉。學富道玄術兼六壬與藏密之境界也，今著多書以論玄風振道律者，是書
說國論民，開地理之境，說無為之教也。書成有序，順筆題文矣。兼頒流佈之廣
垂傳四隅學充九州一洗古人著書之緬緬沈沈而振現代之玄風矣，此為序於壬辰年
香江申月七夕後吉日。 
 
Sept 11 
 
444479797979. . . . 李淳風國師無人知的一面李淳風國師無人知的一面李淳風國師無人知的一面李淳風國師無人知的一面    
世之圓光術 
亦傳自淳風 
唐宗術至尊 
以此得衍發 
 
流行於明清兩代術家所廣用者圓光術為淳風追攝地氣龍脈，山神土史之移動，穴
眼龍晴者，所用之暗窺神靈之術也，於清尚盛焉。而道家以箕為用未演心光物象
之啟發也，圓光術無巫，實為越覽時空廣蹟人物地理之術法也。世人以淳風為五
行術之謬焉！ 
 
480480480480. . . . 天干地支無人知的一面天干地支無人知的一面天干地支無人知的一面天干地支無人知的一面    
天干地支廣用於一行道者之五行命術進而配入堪輿羅庚方向之用者，啟於始者，
京房易之渾天甲子用法矣，宋代丹家以小周天功法中廣用地支之火符進退為嘜註
焉，實彙籥六侯之情度者亦為一人間大秘訣也，道丹家以地支說乎小週天之景象
者不全焉，伯陽之煉丹也，納甲準用天干陽象法天而地支陰象法於人身諸用矣，
世間罕得歸納甚究竟焉！ 
 
484848481111. . . . 羅庚歷史無人知的一面羅庚歷史無人知的一面羅庚歷史無人知的一面羅庚歷史無人知的一面    
羅庚無玄秘 
史初何人用 
效如指南針 
多事者獗猖 
 
羅庚祇複習化之指南針矣，初者純然兩線一針追定八表上下諸線之定位矣，且地
磁移變，古人之羅庚始祖於玄女之授地理法器焉。法者亦意涵法器也。迨乎晉後
諸家漸複雜化其圖而焉配五行置三元刻按諸卦而成儀度，實羅庚非聖物可祝咒法
也，皆南針一類矣！ 



 

 

 
484848482222. . . . 評論鬼谷子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鬼谷子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鬼谷子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鬼谷子無人知的一面    
八宿諸斗內 
星具名天騎 
為其從使也 
宿地轉時空 
 
鬼谷者諸朝術士敬其為先生也，子之譽是自成一派焉，其術占準乃能應天機察地
軸而移星斗也，何其能哉。專諸人事者其占術之奇能而使者天騎權宜天地山川之
勢，故術家之能後天宿地儀者，其為最焉！ 
 
444483838383. . . . 評論姜子牙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姜子牙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姜子牙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姜子牙無人知的一面    
封神榜古述 
人神並融通 
有路上天梯 
天人爭幾重 
 
姜子牙者實黃帝之國師也，而封神榜似為古代三聖之前之裨史焉，實則古有天梯
而人神能共通也，泰石敢當者殊非閑職而實子牙得真仙道後之法神(身)也，因陣
中殺戮稍有故法身不現聖形而以石頭一塊為後民所敬奉也哉，玉帝待子牙証真道
後毀天梯之路而人神兩界從此不通焉，復遣老君以教化尊民也哉。化身諸史中。 
 
444484848484. . . . 評論管輅無人知的一面評論管輅無人知的一面評論管輅無人知的一面評論管輅無人知的一面    
管輅與管仲 
郭樸湛玄風 
人神不道後 
玄女化其容 
 
古玄理諸者郭樸管輅為玄女之表表之徒也。楊、曾兩人更為管輅之後授者也。管
輅等得玄通於玄女而淳風得玄術於女媧氏焉。李之才與堯夫等更雜諸象數之學
者，玄法由虛而沾實，退一步退一步之境湛現矣！ 
 
444485858585. . . . 評論京房無人知的一面評論京房無人知的一面評論京房無人知的一面評論京房無人知的一面    
三聖推卦象 
繫彖與爻辭 
陰陽演進艮 
占拆賴國師 
 
京房者史有其人之傳述記刻焉。其能演配天干地支於眾卦三象發揮眾周易聖人之
易學發微而成渾天甲子六爻神卦之占兆使瞥者與眾民俱能易用於日常更昭演伯
陽與老聖丹道之學也。 
 
實京房者於漢之鬼谷子化身矣。鬼谷子得道後尚遊蹟於人間焉。宋漢以上人神能
上通故甚多玄智者也。民國以後連南洋諸術者人鬼易於相容故近世多鬼巫之出者
濫術人間，悲乎？ 
 



 

 

444486868686. . . . 叩賜示賜教叩賜示賜教叩賜示賜教叩賜示賜教    
地理風鑑術 
殷古承師傳 
解救人貧苦 
卻是用地方 
 
子專於地理之學者尚未廣轉於天文，嘆乎民國後者師承一脈甚難也。今既近道，
若不著理於空談玄道而切望寄情於道丹之修者煉成五眼六通神足之諸事前知則
一切里人所慕之術者皆下品矣。 
 
444489898989. . . . 評論陳希夷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陳希夷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陳希夷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陳希夷無人知的一面    
鍾呂金丹法 
煉出億化身 
三代皆朝貴 
節度使善衡 
 
本師得法訣於東華，並諸破通身關竅法訣於秕秕之道人者，法身頓現，化身萬億
而因諸祖皆朝中貴早有祖德於善施，故不需屯世而積鉛普渡也。云遊天下時轉百
餘年後道法傳於七真，道術傳於洛陽種放，李之才，後傳於堯夫哉。 
 
另一道術道法兼傳者，陳搏是也。陳希夷曾與本仙共友同遊。惜屈時本仙未開派
設教也，衹授希夷紫微斗數之道術，希夷後得鹿皮處士再授修真訣法，其修煉閑
未及得全真七子之繼邱祖於後來至宋間煉成屍解之飛昇也。 
 
494949490000. . . . 評論邵康節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邵康節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邵康節無人知的一面評論邵康節無人知的一面    
邵雍之易術道術者，其譽名於宋實為本仙傳「陳搏」「種放」「李之才」後彼再
傳堯夫焉。 
 
堯夫幼性敏而記憶強深玩於易但道根欠祖德善濟之故，故論於一譽各響轍云宵之
儒卜者肖矣，道未末過乎彰隆焉。世人知邵雍卜易而未知邵亦是半修行人也。其
本生史蹟仙不仙，俗不俗，道不道，混世逸士者於大道貢獻丹法傳承實無多也！ 
 
494949491111....評論劉伯溫國師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劉伯溫國師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劉伯溫國師無人知的一面評論劉伯溫國師無人知的一面    
伯溫為國師 
其食祿數代 
有孫為劉譽 
甚美於墨字 
 
伯溫亦與淳風輩者同出於盛朝之中華史上。人傑地靈乎天隆多星乎，伯溫亦是天
智星之衍屬也！不過林降塵後，著意功名雄福而忘歸也。伴皇勤而修煉缺，在世
之鴻福在廣施於數代及其孫之『劉譽』者亦書法筆墨之大家也。古之國師尊玄多
為天星之塵降九星隆於土為山河風水之氣降於人世者則為星光之精髓矣，明乎？ 
  
Sept 25 
494949492222. . . . 香港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香港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香港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香港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    
港運鬧嘈嘈 



 

 

癸巳難美好 
經濟似蝸牛 
墙頭攀蔓草  
 
諭以稽語句: 
經濟似蝸牛 
墙頭攀蔓草 
人人競自我 
無心自創造  
一詩，足可笑諭矣，生活仍艱難，君逢驛馬路，尚見後風騷矣！ 
 
 
 
Sept 27 
494949493333. . . . 除了在觀扶鸞和師父請益外除了在觀扶鸞和師父請益外除了在觀扶鸞和師父請益外除了在觀扶鸞和師父請益外，，，，有其它途徑有其它途徑有其它途徑有其它途徑((((如家中如家中如家中如家中))))向師父請益嗎向師父請益嗎向師父請益嗎向師父請益嗎？？？？((((報夢不報夢不報夢不報夢不
行因愚不習慣睡午覺行因愚不習慣睡午覺行因愚不習慣睡午覺行因愚不習慣睡午覺))))    
古者有天梯 
人神兩致和 
黃帝廣成子 
論道兮時夕 
 
諸金仙聖佛者遊歷時空能逾億劫諸紀者也，人神溝通古有天梯，故仙凡有別於黃
帝與廣成子論道之後也，今凡夫風塵皆色界慾界而仙佛則無色界矣，界界有殊，
故道丹修煉者是出慾界與色界故能分身化形也，子欲與仙與家中溝通必需煉道丹
至出陽神之境也，夜夢總是陰魔，午夢則隨機猶可也，偶爾因緣而矣，道家以無
夢為正品而出陽神為鍊修之正宗也。 
 
494949494444. . . . 神州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神州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神州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神州癸已年是怎樣的一年？？？？    
神蘭鬧嘈嘈 
經濟反覆好 
香江乃福地 
嘆眾生貪豪 
 
癸已時年是經濟陰霾散渙之歲也。若久病而待初癒之人矣不算得興隆健旺，但也
漸脫膏肓矣，物價是強漲，樓宇是奄留，香江民情謨謨，世界是起多於落，不太
差也！ 
 
Sept 28 
495495495495. . . . 預祝師父及眾仙中秋愉快預祝師父及眾仙中秋愉快預祝師父及眾仙中秋愉快預祝師父及眾仙中秋愉快。。。。    
觀子甲午旬，可臨入生旺 
壬辰財稍倔 下半可抒 
 
諸天者俱為無色界也而廣空寒宮上亦是色界之一端矣。元運一轉於人間之曆數與
夏曆之轉旬者，月之酉期，西河王母舉小宴於瑤池也，三千年則一期大宴矣。年
當壬辰曆望甲午故君之愉祝者亦逢盛會哉，於此攝受，並惠君以遐福也。 
 



 

 

496496496496. . . . 叩請師父賜道家靜功叩請師父賜道家靜功叩請師父賜道家靜功叩請師父賜道家靜功    
道丹是靜功 
身心如介石 
用動中土意 
動者是動功 
 
諸術之修為者俱以靜氣功 (道丹)為基礎也，唸經靜心入定亦是另一法門，術家
近世如曾法妙曾法平等亦每日於晨而誠唸讀金剛經也，於此君可知修術者之確需
矣。本師欲知稔前君所學之氣功是師承何人也，訪師 (人師)求道乃修道之美德
承傳也！ 
 
497497497497. . . . 愚徒無知愚徒無知愚徒無知愚徒無知，，，，懇請師父見諒及賜正道懇請師父見諒及賜正道懇請師父見諒及賜正道懇請師父見諒及賜正道。。。。        
氣功混動靜 
並具多門派 
道教本宗源 
俱是鍊道丹 
 
道家傳承本無「氣功」貳字而修鍊者遠自「道祖」與「伯陽」俱云鍊「丹」也，
「丹」即道丹由外丹之大符藥物始於伯陽為「外丹」以中土意和合性命鍊三寶三
家歸一炁與神者為丹也(內丹)重於鍊養內炁，非乎鍊吸空氣也而氣功者為近五拾
年流行之名詞，其昌行於硬氣功之武術焉，太極亦是武術之軟氣功是動功一種
也，貳三拾以來神州嚴新等輩倡行之氣功非道家。 
 
本宗之道丹也，本仙與八洞真仙合著與吾師鍾離權(秕秕道人)合著「金丹妙法」
為鍾呂派道丹之一門矣！ 
 
498498498498....『『『『修煉成仙修煉成仙修煉成仙修煉成仙』，』，』，』，談何容易談何容易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如何常清靜如何常清靜如何常清靜如何常清靜？？？？    
入世亦不易 
人身殊難得 
唯人修仙佛 
六道以此畢 
 
珍惜入世之不易者應極之於人道中尋求修仙煉福佛之根基也，修道與宏法著者需
財(資源)而若佛佗於菩提樹下觀流星而悟道者稀矣，佛佗亦曾修苦行而陷困焉。
故得養道之財是必需亦不易也，儒教之知足以止想三思是入世法中求出世之寶筏
也。知足以此後至心無罣礙者，入世至出世之途，末法間誰能無慾，但需知足以
止矣，可習此法焉！ 
 
499499499499. . . . 叩請師父再論百字碑叩請師父再論百字碑叩請師父再論百字碑叩請師父再論百字碑    
養氣忘言守  降心為不為 
動靜知宗祖  無事更尋誰 
真常須應物  應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在  性住氣自回 
氣回丹自結  壺中配坎離 
陰陽生反覆  普化一聲雷 
白雲朝頂上  甘露洒須彌 



 

 

自飲長生酒  逍遙誰得知 
坐聽無弦曲  明通造化機 
都來二十句  端的上天梯 
 
 
百字碑中其點睛之寶筏四字者是應物而不迷也。「應物而不迷」，「應世而不遺」
者，上稟所言者，知足知用以「止慾」也。 
 
孔孟聖言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是知所止也。降心之養氣亦是養吾浩然之氣
也，百字碑是自性內斂性命歸結合和成一真氣之功夫，「長生酒」是真性發現於
玉鼎降成甘露下十二重樓真入絳宮之神與氣降結於腹中氣穴之法門也。 
 
百字碑是簡單一衹言修真輪廓，本仙之鍾呂一門道丹法訣應見於『金丹心法一書
焉，必需讀之！』 
 
October 15October 15October 15October 15，，，， 2012 2012 2012 2012    
505050500000. . . . 九月初一日為九天玄女之寶誕九月初一日為九天玄女之寶誕九月初一日為九天玄女之寶誕九月初一日為九天玄女之寶誕    
賀師父賀師父賀師父賀師父『『『『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玄學濟世玄學濟世玄學濟世玄學濟世』』』』    
    
古多原始神 
鴻鈞待啟蒙 
羅森列萬象 
教化辨吉凶 
 
本仙歷代均有願錄徒闡玄振術之承傳者，亦多化身下降之迨至東晉而正焉，錄徒
則從未終止也。 
 
子深明地理風鑑，亦慕道風者，現人之殊罕也，戌月上浣之誕期，徒兒惠繽紛之
仙果者，鑑領矣，師諾更開廣惠，並振諸緣之於道術玄學之領域者也。 
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    
 
505050501111. . . . 叩師父賜示賜教叩師父賜示賜教叩師父賜示賜教叩師父賜示賜教    
修道需挈侶 
法訣與豐財 
行道更崎嶇 
末法八運哉 
 
修道丹之階梯者，由人仙而神仙，由神仙而天仙更至大羅天仙之境也，一切神通
奧妙皆可於至四品修進中漸而得焉，殊非訛也，唯道丹求道之承傳者，始於紫陽
真人之苦志至近世諸修丹象者皆需先結緣於人師焉，今乎八運歷經國朝與外侮之
蠶滿而修丹之承傳法脈者，至人，明師至稀也，近謹苟餘者，有龍門派於西蜀及
甘肅間之至人焉，有緣而俗務家事能了斷後可問此方求之矣！ 
 
555502020202. . . . 2013201320132013 癸已年之風水癸已年之風水癸已年之風水癸已年之風水----如何為一般家居風水佈置如何為一般家居風水佈置如何為一般家居風水佈置如何為一般家居風水佈置？？？？    
癸已甲申未 
吉凶不謂多 



 

 

國事多惆悵 
家事無消磨 
 
癸已是八運中甲申旬之末年卦意仍屬艮卦也，真法難展，偽假得時之歲也，故家
居佈置不需防凶避吉，只需清雅脫俗便依年而旺矣，故八運癸已忌用重寶珍品而
旺宅焉。小道龜虫寵物，閑松松楓置於家之東方便人多暇愉，廣多福至矣！ 
 
505050503333....『『『『真人之息不在巽風真人之息不在巽風真人之息不在巽風真人之息不在巽風』』』』是否指真人之息以踵者是否指真人之息以踵者是否指真人之息以踵者是否指真人之息以踵者，，，，為起巽風為起巽風為起巽風為起巽風，，，，運坤運坤運坤運坤火火火火，，，，俱在下俱在下俱在下俱在下
田田田田？？？？意思是胎息之氣應下聚田丹而形成意思是胎息之氣應下聚田丹而形成意思是胎息之氣應下聚田丹而形成意思是胎息之氣應下聚田丹而形成？？？？    
 
諸道丹經典所云之巽風是口鼻吸呼之氣矣，而真人之息是靠口鼻之息以尋引焉氣
功導引之術，非盡在動於軀行於體也而真人之息於丹法稱之為踵帝而不是吸呼
也。 
 
505050504444    這周末去杭州堪輿考察這周末去杭州堪輿考察這周末去杭州堪輿考察這周末去杭州堪輿考察，，，，盼師父賜順境盼師父賜順境盼師父賜順境盼師父賜順境。。。。    
蘇淅烽景美 
殘荷擎蓋收 
翠山雜黃綠 
觀龍值興遊 
 
人傑地靈，古之睿句矣！君明日遊蘇淅殊歡哉也，定多加持庇益蔭步瓊峰，天清
氣朗之際，遠近龍砂俱入目昭如咫尺矣，加持！ 
555505050505. . . . 提早賀斗每聖提早賀斗每聖提早賀斗每聖提早賀斗每聖祝祝祝祝『『『『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        
明日為華誕 
斗姥必臨壇 
君於各神祗 
尊教具虔心  
 
斗姥為人間之福神，定必攝愛受子卿之恭賀也。並惠隆福以加持焉。本仙觀現世
諸人極罕以果儀花穗賀列仙之聖誕也，於此一頌盛福遐隆焉！  
 
555506060606. . . . 謝師父指引謝師父指引謝師父指引謝師父指引，，，，昨天成功在杭州覆張九儀之師作昨天成功在杭州覆張九儀之師作昨天成功在杭州覆張九儀之師作昨天成功在杭州覆張九儀之師作，，，，在舊龍井村在舊龍井村在舊龍井村在舊龍井村，，，，而不遠有劉而不遠有劉而不遠有劉而不遠有劉
伯温之傑作伯温之傑作伯温之傑作伯温之傑作，，，，太可惜都已成為茶園太可惜都已成為茶園太可惜都已成為茶園太可惜都已成為茶園。。。。        
    
茶園今具是 
文化彼不識 
未知此真龍 
古聖學顯跡  
 
斯兩處確為劉張之點睛昊造之處，雖非湮沒人聞，但已為茶園一所哉。滄海桑田
之慨也，唯人傑地靈，緣終結者，君無謂臨江而嘆惜也，必繼試以輕帆之一度焉
加持！ 
 
555507070707. . . . 人和仙的距離是否遠了人和仙的距離是否遠了人和仙的距離是否遠了人和仙的距離是否遠了？？？？昔日人仙可見面昔日人仙可見面昔日人仙可見面昔日人仙可見面，，，，度化凡夫度化凡夫度化凡夫度化凡夫，，，，可降人間化為人可降人間化為人可降人間化為人可降人間化為人，，，，
為何為何為何為何近代沒有此事跡發現近代沒有此事跡發現近代沒有此事跡發現近代沒有此事跡發現？？？？    
 



 

 

聖凡分貳界 
別號是「人」天 
三皇紀歷後 
天梯蕩無存 
 
此理簡單矣，三皇五帝之沐化民風者是釋教之演繹為正法時期，正法肇始，天凡
無別也。至黃帝戰蚩尤之蒼悟之野後，世道漸蕩然，諸王失教化之風而類乎釋家
之謂人間共業漸伊始也，民之「識神」漸主事焉，故凡夫 (人神)兩界共起，儒
家所謂三才之義者矣！ 
 
555508080808. . . . 人和仙的時間有何分別人和仙的時間有何分別人和仙的時間有何分別人和仙的時間有何分別？？？？    
紀歷殊不同 
固別處空間 
山中方七口 
古人述漫漫 
 
道年道家學者依丹道修持時『玄關之景象』者，力證貳重天地之景象也，而科學
於世亦發展宇宙有『零維』至十一維之數字計算焉，故空間不同人神別異，宋人
邵雍壹書亦析皇極經世三元紀者與現代科學數字析出者是近也。 
 
三度空間與羅至無限維數時空絕然不同，科學謂銀河系遠蹬邊緣之一秒者是地球
人間之紀歷十八年矣，絕對是對封論中從光速內外觀析之不同變化焉！ 
 
555509090909. . . . 人和仙的區別人和仙的區別人和仙的區別人和仙的區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神識神識神識神識』』』』使人仙有了距離使人仙有了距離使人仙有了距離使人仙有了距離，，，，如何把這距離拉近如何把這距離拉近如何把這距離拉近如何把這距離拉近？？？？    
聖凡之分野 
釋門論心性 
道丹修鍊者 
色欲界兩脫 
 
古之所謂正法時期者，仙與人其聖凡之心無別也。刻下在末法之端者，人天分野
迥殊矣，何哉！佛陀所云是眾生所稍之巨業也。業力彌彰，本性虛空真如漸氓也。
人需修真持德方能再復仙機，道佛貳教，蹊徑多矣！ 
 
515151510000. . . . 仙佛無人知的一面仙佛無人知的一面仙佛無人知的一面仙佛無人知的一面    
仙佛無人知 
真如其本性 
真如是如何 
眾生未敲定 
 
聖凡分野，質殊十界者是下不知上矣。故人不知天，天不知緣覺世風聞而世風聞
緣覺又不知菩薩之道也，菩薩之道昌者方能修證乎佛界也。故以人論仙，不知者
之處多矣，君以凡界而欲揭天與聖之秘聞，幽不可觸哉！欲界眾生不知無色界至
非想非非想諸界之情，實乎蠡虫不知滄海，尺蠖不知宇宙之雷同與迥異也。 
 
515151511111. . . . 賀觀音大士賀觀音大士賀觀音大士賀觀音大士『『『『成道昇天成道昇天成道昇天成道昇天』』』』之誕之誕之誕之誕。。。。盼賜愚徒慈悲之心盼賜愚徒慈悲之心盼賜愚徒慈悲之心盼賜愚徒慈悲之心。。。。    
慈悲是救拔 



 

 

心動盡善因 
飛昇是寶誕 
攝受禮虔真 
 
是聖是凡者，在於淨染之分矣，五教釋宗亦極重修行之法寶焉。本師釋迦傳迦葉
以正法，頓得慧光，貫徹廣光萬宇昊光照明八表刻席，飛昇此正法之修訣者在『寶
積』經內，口訣教人先斷三淫再修，若乎有機有緣者訪得寶積經一看便是！ 
    
515151512222. . . . 求師父賜閱讀理解古藉之智慧求師父賜閱讀理解古藉之智慧求師父賜閱讀理解古藉之智慧求師父賜閱讀理解古藉之智慧。。。。    
古藉字簡樸 
根基在訓話 
腹貯豐儒文 
讀經全靜默 
 
讀古之玄經奧理者宜乎正坐寬衣卸冠之守心默靜呼吸輕閑，集中心慧於文字之
間，尋其句逗，斷其真義也。讀古書切不可求速，反覆沅味，便能久久融會心情
釋領慧解箇中深玄奧義之艱矣！ 
 
515151513333. . . . 香港不和諧香港不和諧香港不和諧香港不和諧，，，，風水上有何改善之處風水上有何改善之處風水上有何改善之處風水上有何改善之處？？？？    
太和之氣損 
民意起爭端 
根源是自我 
德育缺虞憔 
 
原以英人撤退後，其遺政伏線多多也，今君等見之矣，論風水者影響民氣之太和
者之無過啟德機埸之移遷至赤鱲角也。堪輿師，師青於六運初早斷西南為旺方，
今亦見其洞燭之功力矣，觀乎竹高灣之迪士尼似旺非旺而第三跑道之肇建者民爭
更多也！ 
 
515151514444. . . . 中環將建摩天輪中環將建摩天輪中環將建摩天輪中環將建摩天輪 ( ( ( (中環新填海區一幅近三千平方米政府土地上中環新填海區一幅近三千平方米政府土地上中環新填海區一幅近三千平方米政府土地上中環新填海區一幅近三千平方米政府土地上))))，，，，有何影有何影有何影有何影
響響響響？？？？    
民爭更多矣！ 
此摩天論如驪龍之珠，有象而香江入龍旺向為壹者青衣藍巴勒海峽也，貳為鯉魚
門焉，東西交匯珠在中環必多氣蕩交爭，古藉云黃帝遣『象』『妄』而得驪龍之
珠。令象妄未見哉！遂多鬩墻而龍騰翻滾之民性拂怨也！呂祖仙師降示之詩一
首： 
如珠斗驪龍 
東西更冒衝 
民生多騰怨 
『象』『妄』難和哀！ 
 
555515151515. . . . 叩評叩評叩評叩評『『『『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與師父金丹心法有類同與師父金丹心法有類同與師父金丹心法有類同與師父金丹心法有類同    
1111。。。。    是異曲同工是異曲同工是異曲同工是異曲同工？？？？    
2222。。。。    請示精要請示精要請示精要請示精要    
    
十步功夫十步功夫十步功夫十步功夫    



 

 

第一:  踵息煉氣-肚臍-調陽已過百日功夫再行第二步 
第二: 積氣開關-每日子午二時手播子訣安心定氣，元海氣撞開尾閭射透夾脊
沖開玉枕氣至泥丸 (還精補腦) 
第三: 三華聚頂-精氣神聚頂-精本下陰水化為陽水氣升於頂，天谷炁化為谷神 
第四: 四象盤旋-龜蛇(人之精氣)龍虎(人之性情)，性情打成一片為之降龍伏
虎，精氣交結一處為之龜蛇相盤 
第五: 五炁朝元-外為金水木火土，內為精神魂魄意，五戒精嚴 
第六: 築基煉已-忽覺玉莖舉動就是陽生名為活子時，存息真氣 
第七: 沐浴抽添-木旺在卯，向東把濁重氣呵出三口，將鼻內清氣吸三次，邪
氣不生謂之沐浴，午時為六陰之凡心外邪火燥熱抽退陰符，鼻內呼吸多納遲出二
十四口名為退陰符二十四抽出上陰邪，酉時金旺，用意在黃庭宮內呼吸九九之
數，肺腑清謂之沐卯浴酉使金木交併，到子時霸北正身，清氣噸噸嚥下送至土府
三十六謂之進陽火三十六度 
第八: 默叩玄關-玄關之位真空仙佛結胎在此 –入靜室有百日不語 
第九: 神通三昧-三昧者乃是真陽之處，謂之六月三伏，謂之蓬萊三島，在人
身有九宮之一宮為名為上黃庭人心有七孔其中名為中黃庭人之臍後有骨一大塊
上有九孔其中一孔名為下黃庭 
第十: 棄塵歸山-脫九年功，朝天證果，乾坤一洞天 
 
修丹重點為浴沐修丹重點為浴沐修丹重點為浴沐修丹重點為浴沐    
清虛卯酉說真章清虛卯酉說真章清虛卯酉說真章清虛卯酉說真章    
丹道陰邪最為忌丹道陰邪最為忌丹道陰邪最為忌丹道陰邪最為忌    
千萬道子陷此鄉千萬道子陷此鄉千萬道子陷此鄉千萬道子陷此鄉        
 
清虛真人一書呈於吾案前者是真功法也，法有十章而道志先行，此美本師之金丹
心法矣，其間最隴碑刻箴者是沐浴之功法也。亦頗詳明，子能參學是福緣許足矣！  
 
 
555516161616. . . . 呈上刑德圖呈上刑德圖呈上刑德圖呈上刑德圖 ( ( ( (帛書帛書帛書帛書《《《《刑德刑德刑德刑德》》》》) ) ) ) 是否十是否十是否十是否十步功夫中的第四階段步功夫中的第四階段步功夫中的第四階段步功夫中的第四階段----四象盤旋中的降四象盤旋中的降四象盤旋中的降四象盤旋中的降
龍伏虎之刑德修煉時間表龍伏虎之刑德修煉時間表龍伏虎之刑德修煉時間表龍伏虎之刑德修煉時間表？？？？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何運用這幅圖如何運用這幅圖如何運用這幅圖如何運用這幅圖？？？？    
 
戊子-刑 
戊午-德 
冬至卯酉時日 
冬至子午時日 
 
「刑」「德」者取「生」「殺」之機矣，故時至戊子為刑地支象為酉，至侯逢戊
午者為德為其象為卯也，刑德貳至(冬至/夏至)貳侯(子午卯酉為四候)俱為沐浴歸
爐是時序也哉。 
 
冬至卯酉短至之用前後壬督之刑德而 
冬至子午是短至之用上下之生殺矣 
卯酉是沐浴，子午是進退 
卯酉是沐浴之二侯 
子午是進退之二候 
所以杜漸防危之功法也！ 



 

 

 
555517171717. . . . 如何解師之句如何解師之句如何解師之句如何解師之句？？？？    
靈光攝候防丁癸 
紫氣收時合丙壬 
 
第一句為防危慮險之法訣也。靈光者泥丸宮中腦之靈氣髓也，丁癸兩象子平法是
癸水傷丁是魏伯陽真人之壬癸丙丁法句丹詩便能參出矣。靈光一現不在丁癸之用
而在離已之前，古經云：道在眼前便為此意也。 
 
子平法之日麗江湖丙壬相照者用於丹法為陽象陽神，此貳氣和合仍如魏真人云：
代成一片紫金霜也哉！ 
 
555518181818. . . . 閱過師父閱過師父閱過師父閱過師父    ““““呂祖修真秘訣呂祖修真秘訣呂祖修真秘訣呂祖修真秘訣’’’’    
是書為大統 
概論說刀圭 
歷清諸修士 
解版說衍意 
 
此本與金丹之說不同，其原稿顯於宋末後，歷清代諸北壤之修士衍釋其文，其中
雜有乩法之鸞釋解義也。是修道丹之大統輪廓哉可讀，書是北宋龍門派人演發其
義者，因龍門派邱祖全訣全法傳至北壤第四代祖周大拙(上玄樸)後己失真傳，其
時為清前明末崇禎之父間法訣之失，非關歷史於近代之演變也，君等莫怨乎哉！ 
 
 
555519191919. . . . 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清虛真人張三豐入室靜功金丹口訣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    沐浴抽添沐浴抽添沐浴抽添沐浴抽添    
(1) 木旺在卯，向東把濁重氣呵出三口，將鼻內清氣吸三次，邪氣不生謂之沐浴， 
 
(2) 午時為六陰之凡心外邪火燥熱抽退陰符，鼻內呼吸多納遲出二十四口名為退
陰符二十四抽出上陰邪， 
 
(3) 酉時金旺，用意在黃庭宮內呼吸九九之數，肺腑清謂之沐卯浴酉使金木交併， 
 
(4) 到子時霸北正身，清氣噸噸嚥下送至土府三十六謂之進陽火三十六度。 
 
叩問叩問叩問叩問::::    
1111。。。。    愚徒是否可按上在家自煉愚徒是否可按上在家自煉愚徒是否可按上在家自煉愚徒是否可按上在家自煉？？？？    
 
沐浴者為止火停符之法訣焉。 
凡抽添之法，進陽火則九吸後自子升至寅卯者復還下降歸爐至卯位則稍停矣，謂
之進陽火之沐浴進陽火之沐浴進陽火之沐浴進陽火之沐浴，而退陰符則始於午位六降至未復陰歸爐，又復午位退至酉位後
暫停，斯為退陰時符之沐浴也斯為退陰時符之沐浴也斯為退陰時符之沐浴也斯為退陰時符之沐浴也。進為德退為刑，故有卯酉刑德之意焉，三豐真人
之謂吐三口呵垂之氣者是以常人之呼吸，呼者吐濁而不藏邪，吸者定靜而能養
正，此以後天之息，尋求真人之息法門也合！ 
 
525252520000. . . . 呈上呈上呈上呈上『『『『金蘭觀修真請義金蘭觀修真請義金蘭觀修真請義金蘭觀修真請義，，，，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已見論丹義 
別是另門派 
修者雜其學 
降者是真仙 
 
此道丹之講義行功程序甚類武當之三豐派也，但暖丹田之義則不在內發之真機
矣，亦欠道法自然之常情也，揉手擦掌，掌心熱後，於靜坐之初者以掌心熱撫按
丹田者非採外『自家水』之法訣，亦非六境自現之了手功法中之採大『自家水』
之臨機法門也，靜坐之初摘揉掌熱後左手抱外腎右手按臍輪者，三豐之丹法也，
別成一類焉！ 
 
525252521111....    師父之金丹心法第五之築基師父之金丹心法第五之築基師父之金丹心法第五之築基師父之金丹心法第五之築基    
循天時 
臟腑上中下循孟仲季四時 
 
精旺於冬 
亥子交關，乃陰陽之配合 
基初築，煉精自孟冬 
日居巳、午功則較鬆，恐相衝，元精不保 
庚辛申酉日功則有加，義取生生-為月計 
每時丁巳、午，則肖庚辛申酉日程功。 
飲食須卯，未時，食毋過不及 
 
氣旺在春 
寅卯月養氣，月內逢申、酉則與固精反，功有加 
 
神旺於四季 
凝神者始於辰戍丑未月 
神所由凝，獨不言衝而言合 
辰酉，戌卯，丑子，未午 
日逢合-默坐一晝夜 
日在丙丁為土之母-則時坐時行，以取胎動將生意。 
 
稟中築基法 
先是論養生 
古人養生法 
春發冬收藏 
 
金丹心法之築基者，如龍門派及七真所用之法相築相同也，先就古人養生於四時
節度之法作一揉合並用焉。坎北為水之精而精藏氣於腎家也，配以養生法是精旺
於冬而氣與神之旺者是論人身如天地造化，四時之機遇矣，若醫家之子午流注之
經脈配旺四時，此論明駐於本師之『醫道還元 (原)』一書內者讀之是也！ 
    
525252522222. . . . 閱過師父之九天紫府金丹秘旨閱過師父之九天紫府金丹秘旨閱過師父之九天紫府金丹秘旨閱過師父之九天紫府金丹秘旨    
    
1111。。。。    呂祖紫府仙梯呂祖紫府仙梯呂祖紫府仙梯呂祖紫府仙梯    



 

 

2222。。。。    呂祖玄功秘要呂祖玄功秘要呂祖玄功秘要呂祖玄功秘要    
    
道之三關詞有可分之玄關、陽關及關元 
 
子卿稟所云之三關修鍊進度者是精化氣，氣化神，神還虛矣，諸丹經皆以為進修
之梯航焉， 
-初關是小週天補足陽精之功法， 
-中關是大週天，時至而採自家水之功法便更進溫養道胎，三千功法而念入太虛
焉 
-上關為煉神還虛，復還粉碎虛空者，此訣最難鍊也，稟中上關諸法諸景，實中
關之用度焉，讀性命圭一書者，甚明其程序矣！ 
 
詩一首: 
此書之初版殷所見萃成 
章節甚明刻後記甚榮喧 
 
此書為萃集前數版而成也，先有天地孝道，五倫再有邑梓，復今家國之論者，一
統至大成之境矣，又案前一書為宋元道人修者依本師之靈寶三章一籍以宏發其要
義也，非吾本著，但甚具承傳焉，讀此書，兼有諸家丹法之華匯也，可圈可點殊
非「之」「無」之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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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52523333. . . . 愚徒一著愚徒一著愚徒一著愚徒一著『『『『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初版呈上初版呈上初版呈上初版呈上
((((新加上後記新加上後記新加上後記新加上後記：『：『：『：『宏泓道者與呂祖師父論人仙之別宏泓道者與呂祖師父論人仙之別宏泓道者與呂祖師父論人仙之別宏泓道者與呂祖師父論人仙之別』』』』) ) ) ) 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書暢論神州 
風水玄理秀 
南瞻人間世 
此域冠地球 
 
此書義理甚好山河國度風水堪輿皆觸於融匯貫通之筆也，甚善矣。山川形勢人物
歷朝史貫五千歲秩，道恆永久，筆下文生，子卿之筆者，勝謠吟俯唱矣，版梓風
行時稱一絕，入堪輿而顯道出風水而耍揮形勢氣質之惜，現代罕有矣-一囋。 
 
525252524444. . . . 愚徒將印免費呂祖道經之書愚徒將印免費呂祖道經之書愚徒將印免費呂祖道經之書愚徒將印免費呂祖道經之書，，，，如師父同意初稿呈上錄以下如師父同意初稿呈上錄以下如師父同意初稿呈上錄以下如師父同意初稿呈上錄以下::::    
大約兩萬字左右大約兩萬字左右大約兩萬字左右大約兩萬字左右，，，，希望能帶出希望能帶出希望能帶出希望能帶出〝〝〝〝簡約不簡單簡約不簡單簡約不簡單簡約不簡單〞〞〞〞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    
    
目錄 
道之傳，盛於呂祖 
三清 
呂祖寶誥 
道教神仙 
呂祖本傳 
道藏輯要 
呂祖再論百字碑 
呂祖百字碑 



 

 

呂祖百字碑注 
向呂祖問道之旅 
其它等 (請師父賜教) 
 
義書發初稿 
道傳盛鍾呂 
垂史五千年 
『無為』是真句 
 
此書喜發版梓也，道教神仙始源赤松王喬，祖溯太上師教玄女至東華帝君，為太
上之化身者，廣度八仙，益隆於丹法，後得邱祖之龍門及七真傳之諸聖者，其間
脈絡，需世人知之詳也，此書應詳備其轍跡也！明乎，內容極佳，宗源廣備，益
教於世行述神仙道教之風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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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25252525....道教神仙源流一事道教神仙源流一事道教神仙源流一事道教神仙源流一事----師可否再評以上表及詳細論述道之傳師可否再評以上表及詳細論述道之傳師可否再評以上表及詳細論述道之傳師可否再評以上表及詳細論述道之傳？？？？    
 
師曰: 始源赤松、王喬祖溯太上師教玄女至東華帝君，為太上之化身者，廣度八
仙，益隆於丹法，後得邱祖之龍門及七真傳之諸聖者，其間脈絡，需世人知之詳
也！ 
 
歷代仙真 
四大真人 - 南華真人（莊子）、通玄真人（文子）、洞靈真人（亢倉子）、沖
虛真人（列子）  
四大天師 - 張道陵、葛玄、許遜、薩守堅  
老五祖 - 東華帝君（王誠）、正陽帝君（鍾離權）、純陽帝君（呂喦）、海蟾
帝君（劉操）、重陽帝君（王嚞）  
南五祖 - 紫陽真人（張伯端）、翠玄真人（石泰）、紫賢真人（薜式）、翠虛
真人（陳楠）、紫清真人（白玉蟾）  
北七真 - 丹陽真君（馬鈺）、長真真君（譚處端）、長生真君（劉處玄）、長
春真君（丘處機）、玉陽真君（王處一）、太古真君（郝大通）、清靜散人（孫
不二）  
 
紙呈代真仙 
廣成子至尊 
餘名合史序 
無漏遺也全 
 
全真教者始於丘處機也。邱祖於宋立全真龍門派而趙抱元隨其從遊後創建白雲觀
焉，而衍龍門四拾嗣派者白雲觀始聖於明也，君稟中之溯其源甚符史實焉！可譽
可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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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26262626....『『『『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神州風水----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的封面呈上的封面呈上的封面呈上的封面呈上，，，，此書下此書下此書下此書下
月面世月面世月面世月面世，，，，謝師父恩賜愚徒此機會謝師父恩賜愚徒此機會謝師父恩賜愚徒此機會謝師父恩賜愚徒此機會。 



 

 

 
書名傲神州 
敘述意攸攸 
色調明不黯 
使人喜藏收 
 
書面設計背景用灰白者，文字廣用黑粗宋體，有赭色之粗橫幼直條紋者，『醒神
之至』也，若添古雅典饒之設計，則加一些銀色線條或山形，河川之論廓勾現者，
若隱若現於灰色底色之內者更是美輪美奐非常也！ 
 
555527272727. . . . 神佛仙聖之誕辰神佛仙聖之誕辰神佛仙聖之誕辰神佛仙聖之誕辰----將附上將附上將附上將附上    《《《《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以呂祖盛以呂祖盛以呂祖盛以呂祖》》》》一經書里一經書里一經書里一經書里，，，，叩問有漏遺及補叩問有漏遺及補叩問有漏遺及補叩問有漏遺及補
上上上上，，，，己加入了師父之己加入了師父之己加入了師父之己加入了師父之：：：：    
→→→→七月十三日七月十三日七月十三日七月十三日    圓通文尼在光佛聖誕圓通文尼在光佛聖誕圓通文尼在光佛聖誕圓通文尼在光佛聖誕 ( ( ( (呂祖佛相呂祖佛相呂祖佛相呂祖佛相))))    
→→→→九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    九天玄女聖誕九天玄女聖誕九天玄女聖誕九天玄女聖誕    
    
書序列經傳書序列經傳書序列經傳書序列經傳    
又普明聖誕又普明聖誕又普明聖誕又普明聖誕    
今日謠壇內今日謠壇內今日謠壇內今日謠壇內    
鸞降宗西河鸞降宗西河鸞降宗西河鸞降宗西河    
 
此書無餘遺漏矣，君更補足諸聖之誕宸者，備一切之功夫矣。道傳有脈而派盛始
於鍾呂者，深入民心，淺出三教，演說玄理，振饒術風者，虛實兼備，內外全足
矣，至於修丹派系及演繹諸等之功夫，若郭子有暇及時，應為下一冊書之廣述矣。
棣備全足贊燮道光。 
 
神佛仙聖之誕辰-將附上 《道之傳-盛以呂祖》一經書里，叩問有漏遺及補上，
己加入了師父之： 
→七月十三日 圓通文尼在光佛聖誕 (呂祖佛相) 
→九月初一日 九天玄女聖誕 
 
端月-農曆正月 
正月初一 元始天尊聖誕  
正月初一  彌勒佛佛辰  
正月初一  無極天王萬壽   
正月初一  無極天父萬壽   
正月初一  無極天母萬壽  
正月初一  無極老祖萬壽  
正月初一  鴻鈞老祖萬壽  
正月初二  車公真人 
正月初三 孫天醫真人聖誕  
正月初三  郝真人聖誕 
正月初五  玄壇真君 
正月初六 清水祖師佛辰  
正月初六  定光佛聖誕 
正月初八 五殿閻羅王聖誕   
正月初八  江東神聖誕  



 

 

正月初九 玉皇大帝萬壽  
正月十三 關聖帝君飛昇  
正月十三  劉猛將軍聖誕  
正月十五 上元天官聖誕  
正月十五  門神戶尉聖誕  
正月十五  佑聖真君聖誕  
正月十五  正一靖應真君聖誕  
正月十五  混元皇帝西子帝君聖誕  
正月十五  臨水夫人陳靖姑千秋  
初八到十五日~顯大神通降魔此八日。。持齋。。。有十千萬功德<玄機>謹記在
心 
正月十六  門神 
正月十九 長春立真人聖誕  
正月二十二日 武德尊侯沈祖公聖誕 
正月二十四 雷都光耀大帝聖誕 
 
花月-農曆二月 
二月初一 <太陽升殿之辰宜焚香祭祀> 一殿秦廣王千秋 勾陳聖誕 劉真人聖誕  
二月初二 濟公菩薩聖誕  
二月初二  土穀尊神聖誕 
二月初二  福德正神聖誕   
二月初二  土地公 
二月初三 文昌梓童帝君聖誕<誦救劫章一遍消罪一劫>  
二月初四  曾大將軍聖誕  
二月初六  東華帝君聖誕 
二月初八 三殿宋帝王千秋  
二月初八  張大帝聖誕  
二月初八  昌福真君聖誕 < 釋迦文佛出家光日誦經一卷比常日有十千萬功德>
二月初八  江東神聖誕  
二月十三 葛真君聖誕  洪聖大王 
二月十五 九天玄女娘娘聖誕  
二月十五  精忠岳王千秋   
二月十五  三山國王千秋  
二月十五  太上老君萬壽<誦太上感應篇一遍有十千萬功德>  
二月十六 開漳聖王千秋  
二月十六  護法 
二月十七  東方杜將軍聖誕  
二月十八  至聖仙師聖誕  
二月十八  四殿五官王千秋  
二月十九  觀世音菩薩佛辰  
二月十九  水母聖誕  
二月二十一 普賢菩薩佛辰  
二月二十五 玄天聖父明真帝聖誕 
二月二十六 南宮趙真君聖誕 
 
三月 



 

 

三月初一日 二殿楚江王千秋 
三月初三日 玄天上帝萬壽 
三月初六日 濟公活佛成道 
三月初七日 三天主考聖誕 
三月初八日 六殿卡城王千秋 
三月十五日 無極老母娘聖誕 
三月十五日 保生大帝吳真人千秋 
三月十五日 中路財神趙元帥聖誕 
三月十六日 準提菩薩佛誕 
三月十八日 南天廖將軍聖誕 
三月十八日 后土皇神聖誕 
三月十九日 太 陽星 君聖誕 
三月二十日 註生娘娘千秋 
三月廿三日 天上聖母聖誕 
三月廿六日 鬼谷先師千秋 
三月廿七日 七穀秦山王千秋 
三月廿八日 倉頡先師聖誕 
三月廿八日 東嶽大帝聖誕 
 
四月 
四月初一日 八殿都市王千秋 
四月初四日 文殊菩薩佛辰 
四月初八日 釋迦佛祖萬歲 
四月初八日 九殿平等王千秋 
四月十四日 呂純陽師祖師聖誕 
四月十五日 釋迦文佛佛誕   
四月十五日 漢鍾離祖師 
四月十七日 十殿轉輪王千秋 
四月十八日 北極紫薇帝君千秋 
四月十八日 華陀神醫先師千秋 
四月廿一日 李托塔天王聖誕 
四月廿一日 先天朱將軍聖誕 
四月廿四日 金光祖師聖誕 
四月廿五日 武安尊王千秋 
四月廿六日 五穀先帝千秋   
四月廿六日 神農大帝 
四月廿六日 南鯤鯓李王爺千秋 
四月廿七日 南鯤鯓范王爺千秋 
 
五月 
五月初一日 南極長生帝君千秋 
五月初五日 商天駱恩師聖誕 
五月初七日 巧聖先師千秋 
五月初七日 魯班祖師 
五月十一日 天下都城隍爺千秋 
五月十三日 關平太子千秋 



 

 

五月十三日 靈侯大帝 
五月十七日 蕭府王爺千秋 
五月十八日 張府天師聖誕 
五月十九日 九天馬恩師聖誕 
 
六月 
六月初三日 韋馱尊佛佛辰 
六月初六日 九天李恩師聖誕 
六月初八日 無極小王爺 
六月十一日 田都元帥千秋   
六月十一日 井神 
六月十五日 無極老母娘聖壽 
六月十五日 王靈天君聖誕 
六月十六日 先天王靈官聖誕   
六月十六日 楊聖侯王 - 
六月十八日 南鯤鯓王爺千砍 
六月十九日 觀音菩薩得道紀念 
六月廿三日 靈祖大帝 
六月廿四日 關聖帝君聖誕 
六月廿四日 西秦王爺千秋 
六月廿四日 雷祖大帝聖誕 
六月廿四日 南極大帝聖誕 
六月廿四日 關聖天皇 
 
七月 
七月初七日 七星娘娘千秋 
七月初七日 大成魁星聖誕 
七月初七日 衛房聖母聖誕 
七月初十日 鐵拐李真人 
七月十三日 大勢至菩薩聖誕 
七月十三日 圓通文尼在光佛聖誕 (呂祖佛相) 
七月十五日 中元地官聖誕 
七月十八日 瑤池王母娘聖誕 
七月十九日 天然古佛聖誕 
七月十九日 值年太歲星君千秋 
七月廿一日 菩庵菩薩聖佛辰 
七月廿二日 增福財神 
七月廿三日 南客 柳星 君聖誕 
七月廿三日 諸葛武侯千秋 
七月廿三日 法主聖君千秋 
七月廿四日 鄭延平郡王千秋 
七月廿五日 武德侯沈祖公千秋 
七月三十日 地藏王菩薩佛辰 
 
八月 
八月初一日 法主歐仙姑 - 



 

 

八月初三日 北斗星君聖誕 
八月初三日 九天司命灶君千秋 
八月初三日 九天朱恩師聖誕 
八月初三日 姜相子牙千秋  
八月初三日 灶君 
八月初五日 雷聲普化天尊聖誕 
八月初八日 瑤池大會 
八月初十日 曹國舅真人 
八月十五日 天然古佛成道 
八月十五日 太陰星君聖誕 
八月十五日 南宮孔恩師聖誕 
八月十五日 臨 水 夫人林姑千秋 
八月十五日 南鯤鯓朱王爺千秋 
八月十八日 九天玄女娘娘千秋 
八月十八日 開台鄭國姓聖誕 
八月十八日 杜康先師 
八月廿二日 燃燈古佛萬壽 
八月廿二日 廣澤尊王千秋 
八月廿三日 桓侯張大帝聖誕 
八月廿三日 黃大仙 
八月廿三日 邢府王爺千秋 
八月廿七日 至聖孔子先師聖誕 
八月廿九日 中華聖母聖誕 
 
九月 
九月初一日 南斗星君聖誕 
九月初一日 九天玄女聖誕 
九月初九日 斗母星君聖誕 
九月初九日 九皇大帝聖誕 
九月初九日 中壇元帥千秋 
九月初九日 鄧都大帝聖誕 
九月初九日 臨水夫人李姑千秋 
九月初九日 天上聖母飛昇 
九月初九日 哪吒太子 
九月初九日 火德真君 
九月十三日 孟婆尊神千秋 
九月十五日 無極老母娘聖壽 
九月十五日 朱聖夫子聖誕 
九月十五日 南鯤鯓吳王爺千秋 
九月十八日 倉聖先師千秋 
九月十九日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 
九月三十日 藥師佛聖誕 
 
十月 
十月初五日 達摩祖師佛辰 
十月初十日 水庵尊王千秋 



 

 

十月初十日 張果老真人 
十月十二日 齊天大師佛辰 
十月十五日 下元官水大帝聖誕 
十月十八日 地母至尊千秋 
十月廿二日 青山靈安尊王千秋 
十月廿三日 南天周將軍聖誕 
十月廿五日 感大帝許真人千秋 
十月廿七日 紫傲星君聖誕 
十月三十日 周大將軍 
 
十一月 
十一月初四日 安南尊王千秋 
十一月初九日 韓湘子真人 - 
十一月十一日 太乙救苦天尊聖誕 
十一月十五日 無極老母娘聖誕 
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佛誕 
十一月十九日 九蓮菩薩佛誕 
十一月廿三日 張仙大帝聖誕 
 
十二月 
十二月初六日 普庵祖師聖誕 
十二月初八日 張英濟王聖誕 
十二月初八日 釋迦文佛成道 
十二月十六日 福德正神千秋 
十二月廿三日 灶王府君(謝灶) 
十二月廿四日 送神 
十二月廿五日 天神下降 
十二月廿九日 華嚴菩薩佛辰 
十二月廿九日 南斗北斗星下降 
十二月三十日 紫姑夫人成道日 
。 
書序列經傳 
又普明聖誕 
今日謠壇內 
鸞降宗西河 
 
此書無餘遺漏矣，君更補足諸聖之誕宸者，備一切之功夫矣。道傳有脈而派盛始
於鍾呂者，深入民心，淺出三教，演說玄理，振饒術風者，虛實兼備，內外全足
矣，至於修丹派系及演繹諸等之功夫，若郭子有暇及時，應為下一冊書之廣述矣。
棣備全足贊燮道光。 
 
Nov 26th 
甲甲甲甲．．．．禪宗祖師禪宗祖師禪宗祖師禪宗祖師    
初祖- 菩提達摩 
二祖- 慧可 
三祖- 僧璨 



 

 

四祖- 道信 
五祖- 弘忍 
六祖- 惠能 
 
三祖僧璨及四祖道信較少人了解，叩評二人。 
禪宗為妙傳 
拈花祗微笑 
西來為一祖 
聖號是達摩 
 
禪以定靜為主為宗也，其修為佛門十宗之中主修內涵之心性而衹兼經懺科，稍之
等為行修之主題焉。 
惠能迭事最多而僧璨，道信為蹟隱森之也，俱修至最上之一乘，二祖慧可較多承
達摩之心傳矣，禪修心性不重宏法宏揚而佛冊有典者亦不註著其迭史與平性履歷
矣！ 
 
555528282828. . . . 呂祖師父之墓在哪呂祖師父之墓在哪呂祖師父之墓在哪呂祖師父之墓在哪？？？？如有如有如有如有，，，，愚徒在有生之日會盡弟子之禮前往拜祭愚徒在有生之日會盡弟子之禮前往拜祭愚徒在有生之日會盡弟子之禮前往拜祭愚徒在有生之日會盡弟子之禮前往拜祭。。。。    
真仙俱無墓 
丹成化昊光 
晰晰三千界 
那遺臭皮囊 
 
自伯陽真人歷東華帝君至鍾呂仙道之修成者，皆白日飛昇。體化豪光和白日直超
三界不遺皮囊，故無真身之墓也，及乎七真修道丹之屍解之法，方遺不腐不朽囊
矣，本仙有後人嗣族或帝皇所建之衣冠塚皆在永樂宮或永樂縣內，君可沿史述稗
傳而參考地址防之也，加庇！ 
 
 
555529292929....    修丹派修丹派修丹派修丹派系及演繹諸等之功夫有哪系及演繹諸等之功夫有哪系及演繹諸等之功夫有哪系及演繹諸等之功夫有哪？？？？    
丹派謂內外 
歷有浩瀚文 
有願列承傳 
稗益後來人 
 
外丹宗門已無價值觀於刻下科學深究之世界矣，寶古人如魏伯陽真人者，內外丹
俱兼修焉，相益相成既煉內氣之術又服食煆煉之藥物也，故多能白日飛昇，豪光
迥燭三千之界而自內外丹未能合一而修之後，丹者多修屍解之功夫矣！ 
 
至於書述丹宗，德同歷史，君有暇可為是為後世人定一真跡蹊徑與論廓矣，參考
之書典甚其多也！ 
 
Nov 29Nov 29Nov 29Nov 29    
555530303030.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黃帝修煉之事趣黃帝修煉之事趣黃帝修煉之事趣黃帝修煉之事趣    
書方論修煉 
演燮妙道章 



 

 

丹法言丹術 
稗史添餘唱 
 
黃道之書者，史有黃老兩家之確證矣。黃老醫與黃老易者究學之冊如牛毛，唯黃
帝之生活於日常者，史無隻字之點滴也，導古之述而究於稗史之流詠，黃帝是古
氏族之族長矣，亦是中原諸氏諸族之族長焉，猶曰：『酋長是也』，史未必謂其
是神人哉，但無生活飲食之蹟矣。 
 
黃帝是天子之帝星降於凡，不需修煉也。教民牧德是其修煉焉，既為中原之族酋
者，其飲食非素茹而是食必三牲也，斯為子卿所問之旨趣矣！ 
 
535353531111....----老子修煉之事趣老子修煉之事趣老子修煉之事趣老子修煉之事趣    
津古述三聖 
史尊至黃老 
黃為古天帝 
亦帝歷人間 
 
老子者先天混玄一氣而生之精也，亦先天混玄之神焉，其演化身為歷代三皇五帝
之國師，化身於先古之代焉，史前記廣成子道冊之元始天尊及上古之諸師者皆老
君之化身也。 
 
其趣事者，雖歷演教化之殷隆至秦前則人形人身而生子有宗取姓為李，老子之有
嗣名李宗是鄭國之丞相焉。此趣事者是無形之元始神先天之一炁，終為生民而化
其蹟至肉身於世作教化焉。後西出函谷後又化成無形之元始一炁矣，此其趣哉！ 
 
Nov 30 
535353532222.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莊子修煉之事趣莊子修煉之事趣莊子修煉之事趣莊子修煉之事趣    
莊子之修煉 
己重合神形 
忘我至無我 
天人合一境  
 
莊子之為修也，務至於天人合一，神形共融和矣，其祇務為心與性之交融，神與
形之妙運，棣至天人合一忘我忘情矣，其為人也。有敲盤而歌，有夢蝶之雅譽，
實其亦為天人，祇不過虛空藏界中之菩薩行地上之教化矣，棣於後世之竹林七
賢，阮藉亦是虛空中一說法之菩薩降世也，因人業歷數代之增，故效力不及莊子
之顯矣！  
  
535353533333. . . . 張道陵修煉之事趣張道陵修煉之事趣張道陵修煉之事趣張道陵修煉之事趣    
道雄龍龍山 
符術自一派 
演葛翁丹道 
鬼神敬上階  
 



 

 

道陵雖一派之宗踞雄龍虎山之一隅者也，其法與術者多致用於鬼神之道，其行修
者務彙科儀從符敕寫，推千數之門徒，演正一之脈宗，道之偉者也。比美後顯之
丘處機矣。修煉趣事者捉鬼治鬼焉，治病亦多勝跡里山當代奉之衣食山珍不謂之
道人。只嗑叩頭尊其為道士矣，朝庭有封誥者、故以士稱之而不謂是凡人常人也，
道士之俗稱沿此起矣！ 

    

Dec 3rdDec 3rdDec 3rdDec 3rd    

535353534444. . . . 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古仙號赤松 

赦呼風喚雨 

比班是王喬 

天人多韻事 

 

古仙號赤松，實赦風與雨，其行歷史古，文冊豐其事。今君心中結是港奉之黃氏，

大仙本相同，道人分其事。若問殊修煉，仙品爵雲芝雲母與靈芝，古仙其食是，

蓋因化人身，不飱霧霞矣，本性類虛無，歷古之國師，但未著玄術。道風貫宙宇。 

 

555535353535. . . . 孔子孔子孔子孔子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三古與三聖 

其準列聖名 

孔門多弟子 

参仟儒理盛 

 

實則孔未設教也。而孟氏推儒宗之盛名矣。孔聖之修煉者，禮盡人倫而躬求克己。

唯衣食品華美之豐，不鮮不時，無沾唇之意，故道家謂其執於禮而極於物。孔之

所謂性與心之兩家者，其修煉逈乎本道，一執一虛比較之下，執者趣迭之事多矣，

孔聖之私趣者，是食前必沐浴握髮，食後必更衣而弟子未着其事於孔門之史述

哉！ 

 

Dec 4Dec 4Dec 4Dec 4    
555536363636.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 ( ( (八仙八仙八仙八仙))))    
漢鍾離師公總是手搖一把芭蕉扇漢鍾離師公總是手搖一把芭蕉扇漢鍾離師公總是手搖一把芭蕉扇漢鍾離師公總是手搖一把芭蕉扇。。。。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全真一教派 
遠祖帝東華 
諸師與眾傅 
鍾離名赫遐 
 



 

 

吾師為漢之將軍也。其於兵畧陳佈陣韜建壘交鋒互戰之間，每每見兵卒猝亡，仁
義心起便嗚金北退作敗，故號『常敗將軍』，後終遞祿爵而奪虎符也。後着心仁
慈恭悌五倫又慕莊子之超逸，而學丹道之行修者，因兵機連業於殺戮，故雖心誠
但因道緣欠祖德之鏗鏘，修常遇假師焉，故攜一扇以表攸閑哉，後終於歷五、六
拾之真假道師後再遇東華帝君而點化成五祖之一之大成丹道哉！ 
 
555537373737. . . . 呂洞賓師父常背負寶劍呂洞賓師父常背負寶劍呂洞賓師父常背負寶劍呂洞賓師父常背負寶劍，，，，行俠仗義行俠仗義行俠仗義行俠仗義。。。。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被全真道奉為北五祖之一，，，，修煉之事修煉之事修煉之事修煉之事
趣趣趣趣    
本師遇鍾離 
黃梁一夢化 
後謁終南山 
潛修得道也 
 
本師於唐末之期而修持得道，其間漸近轉朝換世者，稗史極多也，與希夷為友。
歷吏有記而於宋間，坊傳白牡丹與黃龍禪師者，雖為訛傳之偽，實黃龍者、黃芽，
白牡丹者、白雪，足象丹道渠成需演黃芽，白雪之景矣。斯亦趣事也！至於宜興
妓女與小龍女於宋間之丹象之積鉛以揚旁蹊幽徑之誤也，以此！ 
 
Dec 6Dec 6Dec 6Dec 6    
555538383838.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 ( ( (八仙八仙八仙八仙))))    
張果老鶴髮童顏張果老鶴髮童顏張果老鶴髮童顏張果老鶴髮童顏，，，，銀須飄拂銀須飄拂銀須飄拂銀須飄拂，，，，常倒騎一隻小毛驢常倒騎一隻小毛驢常倒騎一隻小毛驢常倒騎一隻小毛驢，，，，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八仙構道史 
多歷文與梓 
稽承宗源事 
鍾離與本師 
 
實道统丹史可稽者，太傅與本師矣，韓湘一史與韓愈之鈎連者，唐後里人所忝著
矣，實八仙人中韓湘子是韓柏子也。歷降飛鸞於太乙純陽信善系於五羊與鏡海諸
壇可稽也。未嘗有韓湘子臨鸞焉。 
 
果老者實天之蝠鼠星也，其跡可近淳風而星家一系，著有《果老星宗》者。其無
甚丹道之修楔史矣！ 
 
555539393939. . . . 韓湘子是唐朝文學家韓愈的姪孫韓湘子是唐朝文學家韓愈的姪孫韓湘子是唐朝文學家韓愈的姪孫韓湘子是唐朝文學家韓愈的姪孫，，，，愛吹笛子愛吹笛子愛吹笛子愛吹笛子，，，，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前稟君閱後 
便悉八仙情 
仙人出唐宋 
韓湘真其名 
 
里史之謂韓湘君乃韓愈之姪兒者，確其是也。唯雪擁藍關霎爾百花漫開之法力
者，仙人韓柏子矣，以韓愈之名盛而冠其名之謂姪兒韓湘是也。 
 
實韓愈者其宗堂氏族專儒而逆道佛者，嫣得其經之行修也！！可稽其鸞跡於五羊
與鏡海太乙純陽系善堂內與乎北壤丹道派諸善中之訓文焉，里民歷朝。 
 



 

 

Dec 10 
555540404040. . . . 鐵拐李是個跛足的殘疾人鐵拐李是個跛足的殘疾人鐵拐李是個跛足的殘疾人鐵拐李是個跛足的殘疾人，，，，拄一根鐵拐杖拄一根鐵拐杖拄一根鐵拐杖拄一根鐵拐杖，，，，像個叫化子像個叫化子像個叫化子像個叫化子，，，，    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鍾呂丹法後 
傳承是海蟾 
李仙別一派 
其煉是屍解 
 
八仙侶中，李仙所鍊者為伯陽內外之丹法也，既「服食」亦鍊閉氣之屍解法也。
李仙原為文武雙全之儒生焉。貌莊儀雅。唯其屍解出陽神遊歷之時有某一宋人以
為其死矣，逐棄其屍(肉身)，唯李仙之陽神歸來需與肉身合一者，方乎丹道之出
入也，故見路有焉屍者，陽神入之而成子卿所云之鐵拐李也！ 
 
545454541111. . . . 何仙姑是年輕漂亮的女人何仙姑是年輕漂亮的女人何仙姑是年輕漂亮的女人何仙姑是年輕漂亮的女人，，，，手持荷花手持荷花手持荷花手持荷花，，，，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前曾云八侶 
仙派兩宗分 
鍾呂為一源 
韓柏拐李近 
 
何一陽者為湘南之才女也，其好道風而專玄，故世人謂之是「魏華存」之化身焉。
其師宗門亦是修黃庭內外景而得至道也。斯其派別另出。而里人筆添其史跡者號
謂荷花法集一陽者，去盡六陰之黃庭妙道也，以此！ 
 
Dec 11 
545454542222. . . . 藍采和的原型是個有點才氣的流浪漢藍采和的原型是個有點才氣的流浪漢藍采和的原型是個有點才氣的流浪漢藍采和的原型是個有點才氣的流浪漢，，，，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八大仙人中 
似采和齡穉 
嫣知乃法身 
哼唱踏踏辭 
 
前禀云八仙者，非皆一脈師徒之承傳。亦非散仙閑人烏合之修衆也。弟分貳系，
見於道史經冊中之承傳者鍾呂矣。餘皆若仙史之閑云聚似無心之出岫，豈又是里
人稗史之流唱哉。 
 
采和之本修殊非小童，若君所云之有才質之江湖山野散人也。其修出法身後化為
童形唱踏踏歌而勸世也。藉以積鉛，廣行度渡與度化之功德矣。八仙之史非訛但
若深究者無多述之實跡矣。 
 
545454543.3.3.3.    曹國舅是皇帝的親戚曹國舅是皇帝的親戚曹國舅是皇帝的親戚曹國舅是皇帝的親戚，，，，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國舅好道者 
正史實不全 
少時喜戲鵲 
曲樂醉花陰 
 
國舅者，唐宮中曲藝戲樂之統領者也，少時戲鵲而好曲樂之藝。春日宮中後花苑
於季月見枝上百勞飛燕之分飛南北而感人生之苦短。故切慕玄風，修参丹道，終
棄榮華而成真仙也。 



 

 

 
仙界品第中，譽其為鵲翎仙人是也，少布化，少述者，少事跡之行世也，因基為
宮人之故焉，史敘其無多也！ 
 
Dec 13Dec 13Dec 13Dec 13    
555544444444. . . . 魏伯陽魏伯陽魏伯陽魏伯陽    
伯陽有其人 
可稽於漢史 
父為朝上官 
黨爭連累矣 
 
人物於諸朝者，稽其歷實，以太史公之史記辨其事也可。伯陽生於黨爭酷烈之勢
態，其父為官，參考復旦大學潘雨亭所註「易老與養生一書」，知其詳矣。斯人
實為「参同契」之作者焉，無誤矣。 
 
參同契後序有隱句以顯其名焉，如柯葉萎與鬼為隣，千人相乘附安隱可長生者是
魏伯陽也。 
 
555545454545. . . . 全真祖師全真祖師全真祖師全真祖師————王重陽王重陽王重陽王重陽    
重陽其受師 
稽始是東華 
得丹道妙訣 
後度七真子 
 
重陽祖其人也，易稽於史冊之蹟，故無疑，實重陽與七真者其承傳千絲萬縷也。
又自老聖與伯陽之後，丹道渠成能千億化身豪光八表者，因正法之世漸過而民承
積善厚德道日鮮也，故七真所修屍解之法亦重陽之始傳焉。 
 
重陽曾責七真者，是丹道修用凡火而非真火是也，故煉丹人應深訪重陽祖之籍註
焉。 
 
555546464646. . . . 北七真北七真北七真北七真    
長春真君長春真君長春真君長春真君（（（（丘處機丘處機丘處機丘處機），），），），    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邱祖多史蹟 
國師其曾職 
說法感大汗 
道風盛時極 
 
邱道之教為吾派鍾呂下至海蟾傳重陽，繼乎七真，長春子之修為其佔翹楚矣。邱
祖為元之國師，宮中多行度也。大汗尊之而止漢人之被戮焉，唯宮中之后者忌焉。 
 
子卿觀稗史，便知邱祖冠頂及華陽巾者為其顯法之聖蹟也。元室食多牛羊，故祖
亦不甚持齋以求方便度化也！ 
 
555547.47.47.47.    丹陽真君丹陽真君丹陽真君丹陽真君（（（（馬鈺馬鈺馬鈺馬鈺），），），），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七真邱為首 



 

 

便論馬丹陽 
丹陽為圓外 
施濟心甚強 
 
馬鈺與孫不貳者，好施濟之夫歸也，皆慕道而修丹焉，其平生修煉趣事為散盡家
財廣積善德，後終煉成屍解之法門也。其性富而克己食廉用儉，舍中却以佳食而
惠下人，豐糧而濟鄉里也！ 
 
Dec 17 
勁艸斗疾風 
年不跨墙頭 
事業力維持 
偏財些稍茂 
 
流年：中吉無官刑，健康：無咎而平庸 
 
事流：如勁風之迎疾艸者，廈稍生色，秋憂虞奕。驛馬一星年關冒頓，唯未見不
情矣，主憲之力挾教脅，貴人外行，君仍始守壘戊土，莫論多動也。 
 
諸緣之人情利盡南卿，家事充和可濟，財星穩肯不薄，君本年癸已於事於業於財
者，迎寰宇，國情興貴香江。己業己運之一概大勢者，四言金句有贈：『持盈保
泰』是也。天財之力未足，瑭璜新捨之願待紓。 
 

555548484848. . . . 太乙真人太乙真人太乙真人太乙真人    

真人三清屬 

元始一天尊 

其未歷塵劫 

不著史趣聞 

 

真人之品第者，其為元始天尊與三清之宮屬矣，真人之神宮者，西方之虛無所有

至虛之境也，虛中尊有猶極乎虛空藏之境界焉。真人於黃帝之紀歷者屢有分身化

形之下降焉，迨乎老君出函谷而隱其玄微哉。故史無所述矣。法力浩大清剿群魔

安襄天界與人間者是其宏願也！ 

 
Dec 18 
555549494949. . . . 北七真北七真北七真北七真    
長真真君長真真君長真真君長真真君（（（（譚處端譚處端譚處端譚處端），），），），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七真修丹法 
皆俱用凡火 
赫名譚處端 
得東華點破 
 



 

 

實長春子後之諸徒修煉，皆專用凡火(五穀化精性命分之法也)。故日月交併之苦
竹真人大法者，未能深究也，迨乎海蟾得東華之面授機緣，悉轉修真之法也，由
是性光與命光交會於玄宮(玄關一竅也)。兩蕊交媾結成真丹也，道胎聖結屍解之
法許成矣！ 
 
555555550000. . . . 長生真君長生真君長生真君長生真君（（（（劉處玄劉處玄劉處玄劉處玄），），），），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處玄號長生 
長生一真人 
修得仙藉後 
久侍在凡塵 
 
處玄如其名號矣。唯修法與處端相同，道歷則互異也，七真中之處玄留世久而多
度道之事蹟，且多著述焉。市有七真傳之故事一書流傳，君可列備而作參考用也！ 
  
Dec 20 
555555551111. . . . 玉陽真君玉陽真君玉陽真君玉陽真君（（（（王處一王處一王處一王處一），），），），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七真修煉者 
貳君非其末 
趣事緻多者 
還為馬丹陽 
 
玉陽歸妙境啓夑清靜宗，七真諸稗史，市有「傳傳」承。實里市七真傳一書者謂
丹陽之喜善施而賑散家財，者屬實也，而不貳之毁容披髮復至貧寒而與丹陽共修
者，已遺法財侶地四境之財與侶矣，不合哉，非如此也。 
 
處一與大通俱是丹陽共修之侶。雖貫藉江，縣稍殊而志同境會，丹法窮通者，四
法中侶之妙用也，處一與大通會而散，散而遊各行積緣積善而得屍解飛昇之道力
也。 
 
555555552222. . . . 太古真君太古真君太古真君太古真君（（（（郝大通郝大通郝大通郝大通），），），），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郝非大族氏 
却屢出仙人 
仙人齊魯多 
通仕幼貴學 
 
郝氏之宗墳者，於興安嶺下少南麗之處，今之地理家謂之少興安嶺一境焉，祖族
世務獵牧之喜，畜養而不多殘殺也。故唐之中秦至末秦間頗多戰功焉，郝人從軍
曾為本仙之祖父節度使，於東海諸關等之麾下也，智且賢哉，可知仙道一事俱源
因果祖德與當世之修行，非乎今日妄妄以一己之喜啫為可得法得仙之自負也！ 
    
Dec25Dec25Dec25Dec25    
555555553333.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北七真北七真北七真北七真    
----清靜散人清靜散人清靜散人清靜散人（（（（孫不二孫不二孫不二孫不二），），），），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修煉之事趣    
 
清淨元君者 



 

 

帝誥之封號 
丹法承邱祖 
發宏清淨宗  
 
馬鈺之妻者，稗史未紀其有兒女之從屬也。少幼未長已極慕道焉，為富苑之芝蘭，
值重陽之高足。其性情一生堅毅决絕，但理順人情，專節倫理之修煉趣事者是棄
貴求衣而披麻毡毁容斷法而决志修行焉。其何激也。道法自然丹法清淨，鄉人梓
里頗有好事之徒，微言怨出，謂其執誤馬鈺之家風焉。不設飛陞後之年歷禮祭也！  
  
君藉大馬鄉 
新春緣理想 
大馬南郡遊 
流行亦時尚  
 
君久居香江之際。正值癸巳交甲午之旬間，南遊都郡，步樂新山者。借鄉梓祖龍
之勝托附運程焉。許益矣。又新加坡為大馬龍行結穴之處，不揆若驪龍吐珠，么
鳳唅璋之彩也。兩地連游風情無限！本仙祝頌，並惠加持矣！ 
 
555554545454.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老五老五老五老五祖祖祖祖        
- 東華帝君（王誠） 
- 海蟾帝君（劉操） 
- 重陽帝君（王嚞）-已評  
- 正陽帝君（鍾離權）-已評 
- 純陽帝君（呂喦）-已評 
仙品五老宗 
起序以東華 
繼為鍾太傅 
依列吾繼也  
 
世之道書，敘述者多鍾呂與海蟾焉。觀乎君欲整序編，開明五祖之史歷者，使世
人廣知之矣，累耗精神，廣提妙筆，怡寫篇章者，功德之至也。參考甚多，不作
贅累之述矣！  
        
555556565656.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南五祖南五祖南五祖南五祖        
- 紫陽真人（張伯端） 
- 翠玄真人（石泰） 
- 紫賢真人（薜式） 
- 翠虛真人（陳楠） 
- 紫清真人（白玉蟾） 
處機與伯端 
雖分南北系 
處機成教派 
伯端附富人  
 



 

 

南五祖者，皆盡道丹之修進行法財侶地之境遇焉，不設教庭，只椽富貴者，其功
行所見、盡集個人之身哉。依明德與真緣而收錄弟子傳道焉，蓋非傳教也。是內
聚真修為主流而史蹟輝煌殊不及長春子也。  
道必有宗，宗必有統、统必有傳承如釋氏之伽藍宏法者。處機庶幾近矣！ 
Dec 28 
 
 

555557575757.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四大真人  

- 南華真人（莊子） 

- 通玄真人（文子） 

- 洞靈真人（亢倉子） 

- 沖虛真人（列子） 

 

真人銜難得 

多許是冊封 

帝朝尊景仰 

南華列首公 

 

諸真人之封誥者歷朝尊道之帝皇是也。其間参教理歸於壹，見君表內恭列諸真人

者，跡承参教，徹理於文故天帝亦頒以專榮，而人分數品第也；有至人焉、有真

人焉、有聖人焉、有賢人焉。古之丹經道籍述有至人無夢之句也。不揆君呈列之

四真人者，俱達至人之境矣哉！ 

 

555558585858. . . . 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愚徒將修煉之故事集成下冊之書，，，，叩評叩評叩評叩評    

四大天師  

- 張道陵 

- 葛玄 

- 許遜 

- 薩守堅 

 

道之深邃境 

奥秘盡「術」「法」 

通悟術法者 

誥號列「天師」 

 



 

 

觀乎天師者，國師之至尊者也。國師為國朝曆法星象山河人禮之諳通者，亦稍通

「醫」「玄」廣為民用。而天師者類專術法，護道降魔，其用非止於國朝，實為

彌充三界也。 

 

稟中之表者，皆史蹟易稽，書述盈章，君能推廣認識從理從玄，不使現世里人以

為天師是驅魔人之另名矣！ 

    

Dec31Dec31Dec31Dec31    

555559595959. . . . 釋祖之修煉釋祖之修煉釋祖之修煉釋祖之修煉    

旨趣重人倫 

教乎其奧秘 

人身是難得  

釋氏之修者是倡人倫而趣佛域也。棄承尊皇，恭宏佛法，其承人倫是统者、是譽

榮皇籍，意喻人身之難得者也。出家是不躭於富貴，苦修是澄心於諸欲之地。  

 

其飲牧羊女乳獻之餅而為諸徒之棄去是一趣事也。其出家是主淨行修並轉身謂妻

曰：「汝日後有一子」果有子也。而後入皇宮之抬父棺者，極盡人倫之孝哉。揭

諸宗旨，俱為盡人倫之責而竟孝道之專矣！  

 

開天闢地神 

太君與女媧 

妙玄玄女者 

獨燮運山河  

 

九天玄女者是諸開天闢地之原始神之一也。其本混元之一炁，無形無質，與老君，

女媧氏，摩利支天等妙運八表，佈燮河漢，體天地之實而襄成人間之運化者。九

天玄女無內身凡體之見焉！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