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2013 2013 2013 癸已年癸已年癸已年癸已年    

Jan 1 2013Jan 1 2013Jan 1 2013Jan 1 2013    

560560560560. . . . 希夷趣事者希夷趣事者希夷趣事者希夷趣事者    

鹿皮處士焉 

其道通玄術 

並吾是師友  

 

本仙是希夷之師友也。本師得道，雖祖藉厚德，歷代皆朝之清官，可得立顯億萬

空虛之化形，而光冲八表毫照三才也。  

 

唐之末者，，道其益盛而後學參修極多。本仙以道统未垂教秩也。故渡「劉操」，

指點「希夷」，通洛陽「種放」之竅，啓迪「李之才」之道基術延「邵雍」道接

龍門，而希夷趣者是啓紫微之星術與枕松根之睡功矣！  

 

565656561111....    

海蟾悟道者 

實性命雙修 

性命稽日月 

後學謂陰陽  

 

海蟾一道之宗者，其學夑苦竹真人日月交併之法，奪壓修丹道者之陰魔。其法承

傳至南北貳宗與龍門之清靜丹道者。及乎近清諸派新學如金山派，先天千峰派，

南無派，伍柳派等。俱廣用日月交併之法以行丹道修基之築煉焉！ 

 
Jan 3rdJan 3rdJan 3rdJan 3rd    
565656562222. . . . 叩請師父鑑定以下新書的目錄叩請師父鑑定以下新書的目錄叩請師父鑑定以下新書的目錄叩請師父鑑定以下新書的目錄，，，，如需刪除或添加如需刪除或添加如需刪除或添加如需刪除或添加，，，，請師父明察請師父明察請師父明察請師父明察。。。。→→→→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延壽遐齡世所求 
古人今眾共冀謀 
丹道仙機法歷歷 
惜似白雲象蒼狗 
 
書之章節以廷壽健體為開端與修煉丹道氣功為行徑也。章節分明功效殊播。昭然
於道域。使眾生沈緬於現代藥物勝境，運動致用之年代中，能知丹道一門實為求
壽秩衛生之奇門可入也。 
 
淺可養生深究則成仙躋聖矣。沿書意而發行似沸湯之釜有寒泉一杓之進也，善！ 
 
565656563333....叩請師父評張三豐的修煉趣事叩請師父評張三豐的修煉趣事叩請師父評張三豐的修煉趣事叩請師父評張三豐的修煉趣事。。。。    
三峰一道學 
本為真與純 
動靜功兼煉 
採戰非情春 



 
君問三豐修煉之趣事者，世人多誤以三豐為三峰也。三峰採戰於丹道之術者既假
且訛。而近代里人說書擬古之輩，混餚一讀敗盡聖人之德矣。 
 
雖三豐道學入世體俗，和光同塵而三豐之史述者，多述其同塵，混垢之事矣實可
嘆也！ 
 

Jan 5 

565656564444.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呂祖金丹心法呂祖金丹心法呂祖金丹心法呂祖金丹心法》》》》----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金丹心法者 

本師遺篇秩 

發揚是後人 

唐末宗初說  

 

本師有遺簡遺教亦唐末也，而眾修道之後學者不揆其中較有乩法之承傳，悟通玄

理，刻授經丹者，雖是托鍾呂之道而修鍾呂之丹法者，唯吾宗吾門是書是傳承之

魄寶也。 

  

子卿知乩即仙意，份量是看鸞人之高低，觀乎君今刻梓新書以聚丹法之大成，師

古鑑今，稿稱妙撰於現世矣。 

 
氣候變化劇洋上多風姨糧產欠穩定寒熱兩峻是  
不可知不可測性較前數年為小也！經濟忌貨幣戰與貿易戰有啓序幕之勢焉。國多
結盟，壁壘明顯。但急者是霍爾木滋海峽稍稍也。樓市是升升停停，如打鬼遊戲。
中州樓市較好，英美亦後漸於樓市復甦較明顯也，股市資金東移，債券市蘊轉勢，
亞洲激蕩總以日本，日元為『魁為首。』 
 
Jan 7 

555565656565.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呂祖心法傳道集呂祖心法傳道集呂祖心法傳道集呂祖心法傳道集》》》》----之五篇註之五篇註之五篇註之五篇註----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靜者為元神 

動者乃元精 

元精是元炁 

妙理含動靜 

 

諸篇雖為筆記形式之叙論，實層次分明，述叙深淺，涵蓋多方，使初學者，得引

人入勝，而行修者蹊徑之跡澈明也。 

 

其間文學顯勝，理追奧玄，接續上篇，成呵一氣，其妙哉也！ 

 

 



555567676767....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陰符經陰符經陰符經陰符經》》》》----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陰符經未迭 

缺簡冊有章 

今市見流傳 

後人繼補上 

 

陰符者，以生殺逆順之諸道諸理，演說乎宇宙成住敗空之律規演化也。人身為一

小宇宙焉，故全息論倡證天人合一之說者，可謂溯於『陰符』而源於道德者也。

今君之陰符筆記乃研讀之心得，使後學易知體用，不獨祇拾古人之齒惠，而實簡

揚，贊衍陰符中古人之文意字義也。版梓甚益利眾生矣，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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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68686868.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道門觀心經道門觀心經道門觀心經道門觀心經》》》》----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無五官六識 

似兀石介極 

諦以妙道始 

離種種妄色 

 

此書云觀心之道，不以五官六識，而是妙法涵虛，心為無極之原，識乃種色之誤。

故天尊聖意註觀心經為觀虛心識，混元而入無始，豁然而出無終，大別於禪，殊

途於丹，擒伏六識通會七識也哉。 

 

書是善可觀可讀之極也，君筆記非以爵蠟之文而說里人之句也。 

 

555569696969.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性命圭旨性命圭旨性命圭旨性命圭旨》》》》----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書擬真人著 

實為道者修 

修者道行高 

如雲擁玉樓 

 

圭璞所刻，如兮乎性命之同修矣。是歷代丹經之較實踐者，包羅刀圭心法，演會

神通，讀者較易理解體會也。一門之宗，刻表以文，性命之法，弍而同一。君寫

此筆記，合趙一子之性命法訣同演同籌，恕幾丹道之法，輪廓具備，諸理齊全哉。

此稿可發若性命兩書合融貫通，則一概萬全矣！ 

 
 



Jan 10Jan 10Jan 10Jan 10    

575757570000.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仙宗性命法訣仙宗性命法訣仙宗性命法訣仙宗性命法訣》》》》----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仙宗安性命 

祖竅是玄根 

性命修至極 

達德為至人 

 

仙宗性命湛修諸輩者，皆盡一身一體之舞弄矣，為性為命概全人身之至寶焉。此

輩著書其亦倡祖德行善，但至心求仙求佛者未見其有論規戒與禮科也。不躬鞠

神，祗盡其一身之舞弄者，非達大羅金仙之妙途也。 

 

君讀筆記於體會理解之餘，應代彼倡，既求仙，既修仙而不律奉禮仙之戒也！近

世人之自我者，棣始於此輩等之修行人，觀乎金剛經之四相，自知性之湛收為慧

為識，不祇自視炁穴，內斂精神便可也。 

 

575757571111.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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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外腎臍輪行功法 

三豐一派道修行 

後人誤作為採戰 

敗了真丹破了根 

 

此家此派，較務實於行丹功之景象與理論之描著也。使人易學易解猶以動靜功之

合用者，集大成矣。 

 

此筆記可更描繪輪廓，闡發內涵可讀性甚高，汲汲於發版梓便是也！ 

 

2012 September 32012 September 32012 September 32012 September 3    

5757575722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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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75757333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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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75757444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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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757575555....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呂祖金丹心法呂祖金丹心法呂祖金丹心法呂祖金丹心法》》》》----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金丹心法者 

本師遺篇秩 

發揚是後人 

唐末宗初說  



 

本師有遺簡遺教亦唐末也，而眾修道之後學者不揆其中較有乩法之承傳，悟通玄

理，刻授經丹者，雖是托鍾呂之道而修鍾呂之丹法者，唯吾宗吾門是書是傳承之

魄寶也。 

  

子卿知乩即仙意，份量是看鸞人之高低，觀乎君今刻梓新書以聚丹法之大成，師

古鑑今，稿稱妙撰於現世矣。 

 
氣候變化劇 
洋上多風姨 
糧產欠穩定 
寒熱兩峻是  
 
不可知不可測性較前數年為小也！經濟忌貨幣戰與貿易戰有啓序幕之勢焉。國多
結盟，壁壘明顯。但急者是霍爾木滋海峽稍稍也。樓市是升升停停，如打鬼遊戲。
中州樓市較好，英美亦後漸於樓市復甦較明顯也，股市資金東移，債券市蘊轉勢，
亞洲激蕩總以日本，日元為『魁為首。』 
 
Jan 7 

555576767676....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呂祖心法傳道集呂祖心法傳道集呂祖心法傳道集呂祖心法傳道集》》》》----之五篇註之五篇註之五篇註之五篇註----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靜者為元神 

動者乃元精 

元精是元炁 

妙理含動靜 

 

諸篇雖為筆記形式之叙論，實層次分明，述叙深淺，涵蓋多方，使初學者，得引

人入勝，而行修者蹊徑之跡澈明也。 

 

其間文學顯勝，理追奧玄，接續上篇，成呵一氣，其妙哉也！ 

 

555577777777....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陰符經陰符經陰符經陰符經》》》》----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陰符經未迭 

缺簡冊有章 

今市見流傳 

後人繼補上 

 

陰符者，以生殺逆順之諸道諸理，演說乎宇宙成住敗空之律規演化也。人身為一

小宇宙焉，故全息論倡證天人合一之說者，可謂溯於『陰符』而源於道德者也。



今君之陰符筆記乃研讀之心得，使後學易知體用，不獨祇拾古人之齒惠，而實簡

揚，贊衍陰符中古人之文意字義也。版梓甚益利眾生矣，明乎？ 

    

Jan 8Jan 8Jan 8Jan 8    

555578.78.78.78.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道門觀心經道門觀心經道門觀心經道門觀心經》》》》----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無五官六識 

似兀石介極 

諦以妙道始 

離種種妄色 

 

此書云觀心之道，不以五官六識，而是妙法涵虛，心為無極之原，識乃種色之誤。

故天尊聖意註觀心經為觀虛心識，混元而入無始，豁然而出無終，大別於禪，殊

途於丹，擒伏六識通會七識也哉。 

 

書是善可觀可讀之極也，君筆記非以爵蠟之文而說里人之句也。 

 

555579797979.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性命圭旨性命圭旨性命圭旨性命圭旨》》》》----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書擬真人著 

實為道者修 

修者道行高 

如雲擁玉樓 

 

圭璞所刻，如兮乎性命之同修矣。是歷代丹經之較實踐者，包羅刀圭心法，演會

神通，讀者較易理解體會也。一門之宗，刻表以文，性命之法，弍而同一。君寫

此筆記，合趙一子之性命法訣同演同籌，恕幾丹道之法，輪廓具備，諸理齊全哉。

此稿可發若性命兩書合融貫通，則一概萬全矣！ 

 

Jan 10Jan 10Jan 10Jan 10    

555580808080.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仙宗性命法訣仙宗性命法訣仙宗性命法訣仙宗性命法訣》》》》----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仙宗安性命 

祖竅是玄根 

性命修至極 

達德為至人 

 



仙宗性命湛修諸輩者，皆盡一身一體之舞弄矣，為性為命概全人身之至寶焉。此

輩著書其亦倡祖德行善，但至心求仙求佛者未見其有論規戒與禮科也。不躬鞠

神，祗盡其一身之舞弄者，非達大羅金仙之妙途也。 

 

君讀筆記於體會理解之餘，應代彼倡，既求仙，既修仙而不律奉禮仙之戒也！近

世人之自我者，棣始於此輩等之修行人，觀乎金剛經之四相，自知性之湛收為慧

為識，不祇自視炁穴，內斂精神便可也。 

 

585858581111. . . . 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叩評呈上求丹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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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外腎臍輪行功法 

三豐一派道修行 

後人誤作為採戰 

敗了真丹破了根 

 

此家此派，較務實於行丹功之景象與理論之描著也。使人易學易解猶以動靜功之

合用者，集大成矣。 

 

此筆記可更描繪輪廓，闡發內涵可讀性甚高，汲汲於發版梓便是也！ 

 

Jan 11Jan 11Jan 11Jan 11    

585858582222....叩評呈上求丹筆記叩評呈上求丹筆記叩評呈上求丹筆記叩評呈上求丹筆記    

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妙篇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妙篇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妙篇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妙篇----出六十四卷版呂祖全書出六十四卷版呂祖全書出六十四卷版呂祖全書出六十四卷版呂祖全書））））    

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篇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篇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篇呂祖師父金丹示掌初篇（（（（出湖城雲巢精舍出湖城雲巢精舍出湖城雲巢精舍出湖城雲巢精舍））））    

附上十二附上十二附上十二附上十二消息圖消息圖消息圖消息圖    

陽長之過程陽長之過程陽長之過程陽長之過程：：：：    

陰消之過程陰消之過程陰消之過程陰消之過程：：：：    

 

書為真法卷 

溯源序於清 

清人北壤者 

通玄撰序呈 

 

雲巢湖城者，精舍為名，實道法之潛修矣，於清一代，每多是類別館之修行！而

真跡諦成延至千峰派亦如是也。龍門派為宗丹道為本者，揭於玄秘刻之阞是文為

後世之開益不少矣！ 

 

君讀是書後，廣成筆記，亦非附從而為清筆之一述矣，可喜！ 

 



    

585858583333. . . . 叩評呈上求丹筆記叩評呈上求丹筆記叩評呈上求丹筆記叩評呈上求丹筆記    

早年前呂祖之早年前呂祖之早年前呂祖之早年前呂祖之 64646464 卦求丹卦求丹卦求丹卦求丹    

 

古之論三聖 

參教唐橈楝 

入宋後分異 

参修無所從 

 

黃老道者，黃老易者，玄之始溯也。今迄近世，演易者踰三千而詮卦者更倍多矣。

子以卦之陰陽消息，爻象之進退遠近而筆錄佳文，授傳於世者，嘉筆可譽也。持

糸文以勵志焉。連望版梓捷成哉！ 

 

Jan 14Jan 14Jan 14Jan 14    

585858584444. . . . 叩請呂祖師父叩請呂祖師父叩請呂祖師父叩請呂祖師父    

1.1.1.1. 可否為新書命名可否為新書命名可否為新書命名可否為新書命名？？？？    

2.2.2.2. 可否降序及邀請諸仙賜序可否降序及邀請諸仙賜序可否降序及邀請諸仙賜序可否降序及邀請諸仙賜序？？？？    

如蠶耕金繭 

嚼葉後吐絲 

豈是漫丹藉 

隨筆演佳詞 

是書為君讀諸家眾派之丹法後，稽承朝代，沿溯諸宗而得之讀後隨筆佳文也，故

贈書名「丹道法訣-諸宗讀後隨筆」或為「丹法擷華發微」，君取其一而序文明

日降也，諸家仙派亦隨降於是週焉！ 

 

585858585555. . . . 敢請呂祖師父賜愚徒智慧敢請呂祖師父賜愚徒智慧敢請呂祖師父賜愚徒智慧敢請呂祖師父賜愚徒智慧、、、、慈悲及大徹大悟慈悲及大徹大悟慈悲及大徹大悟慈悲及大徹大悟。。。。    

後回歸時代 

文化集迴縈 

概嘆里中人 

難生大智慧 

 

孔聖云：「智者不惑」而本師謂謂刻下是「不惑者智矣。」恆於修持於日用尋常

間捨除應付營生安業諸煩境外，一概攝心淨性，窮玄守命，曠志達德，心與神契

之天人合壹，則徹悟真原，許不難也，本仙加持！ 

 

555586868686. . . . 「「「「丹法擷華發微丹法擷華發微丹法擷華發微丹法擷華發微」」」」一書之叙文一書之叙文一書之叙文一書之叙文：：：：    

序一呂洞濱師父序一呂洞濱師父序一呂洞濱師父序一呂洞濱師父    



稽古丹法養生之踪，源溯黃帝問道於廣成哉，而於史可稽者，文字簡刻書冊，可

承者《道德經》也，及乎伯陽，及乎華佗，及乎思邈，及乎葛洪者，跡史所稽，

明焉，至若本教宗門，丹法修煉沿東華而降也。於唐至宋，於元垂至清末民初者，

道丹丹法集局大成龍門一宗與鍾呂海蟾，更與禪佛諸家合搆成金山派，千宗派，

先天諸宗等書。 

 

書冊浩繁，目不暇給，今郭子博覽群書，如蠶食桑，如繭出蛾，擷諸宗眾家歷朝

丹法精華發微宏論，廣記心得，筆下有文，篇成卷秩，名「丹法擷華發微」渠成

大統，彙集群經而勾輪劃廓，使得丹道幽微，深邃難訪，豁然開朗，若隱日之出，

眾峰之岫，舉首可瞻，順手可揭矣。其間躭神廢時，減眠縮食，以抒筆簡也。功

高榮若，大勝侃侃潢言，無邊無際者論道也，於此記一功德焉，是以為序！ 

 

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    

純陽氏回道人筆純陽氏回道人筆純陽氏回道人筆純陽氏回道人筆    

序二序二序二序二煉丹家葛洪煉丹家葛洪煉丹家葛洪煉丹家葛洪    

 

葛仙翁撰詞之序葛仙翁撰詞之序葛仙翁撰詞之序葛仙翁撰詞之序    

仙風玄緲，丹道固基，法門準清靜哉。吾知有服食其法其何？內丹修至相當景外

丹爐火服食，方盡一粒靈丹吞入肚腹之益。吾不知世人何歧何異，視此無上法門

登仙蹊徑哉！ 

 

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    

煉丹家葛洪煉丹家葛洪煉丹家葛洪煉丹家葛洪，，，，提出提出提出提出『『『『神仙實有神仙實有神仙實有神仙實有，，，，仙學可得仙學可得仙學可得仙學可得』』』』的仙道理論的仙道理論的仙道理論的仙道理論    

序三鍾離權師公序三鍾離權師公序三鍾離權師公序三鍾離權師公    

    

鍾離權鍾離權鍾離權鍾離權----秕秕道人序秕秕道人序秕秕道人序秕秕道人序        

擷其華而發其微者，演繹精宏之重也。書如浩瀚，丹法邃奥，緲縹難窺，郭子志

在崇玄，心懷匡世之筆，廣陟群書而耕筆網也。沿古至令，丹書列備，自淺至簡，

意文黯稔，斯為揚道之實益，大勝侃侃之空談也。為今世之修人，扶明鏡臺矣，

本仙鸞駕並序以勵是念志也！ 

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壬辰季冬吉日    

鍾離權鍾離權鍾離權鍾離權----秕秕道人降秕秕道人降秕秕道人降秕秕道人降    

 

序四梓潼文昌帝君序四梓潼文昌帝君序四梓潼文昌帝君序四梓潼文昌帝君    

降示丹法擷華發微序降示丹法擷華發微序降示丹法擷華發微序降示丹法擷華發微序    

 

觀乎丹道法之蹊承者。古早有黃老道之聖典經傳矣，然地域分殊九州互野之際，

後演各家各派，書述同歸精氣神而殊途於修轍也。本仙座下馬天君魁星有大洞經



之廣傳於南隅，並與葛洪諸仙之於北襄之丹道演歷古迄今之傳焉。大洞經至今仍

廣衍於雲貴諸邑之雲南為首矣，世人多關注北襄及中州諸派而鮮演繹大洞經焉，

豈文字之邃幽，為道傳之絆石哉，此點唏噓矣！ 

 

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    

丹法擷華發微一書之後序丹法擷華發微一書之後序丹法擷華發微一書之後序丹法擷華發微一書之後序    

跋跋跋跋::::    

 

竊以大道承傳，幽微深邃，雖曾於歷朝有代，激發宏揚，但踞雄於歷史者，朝與

本教每每不過於三也，故三教合一之旨衹盛於唐末延乎宋初矣，後急分離，且故

呈攻悍，道以老宗，佛垂釋門，諸朝帝子各有投入也。本仙見遠者難稽，近者可

論之迹，道得一脈之承傳者，其基石磐岩是唯丹道一法可永與於歷朝世代矣。其

餘「科」，其餘「儀」，其餘「符」，其餘「法」，俱如星日之互出互輝，演一

時之盛跡矣。丹道溯古自今，訣法有承，以口口相傳，宗宗自惜為垂教益之法也。

迄乎民初北襄之先天派與嶗山之金山派合佛宗之禪道宗之龍門而混成一先天派

也。其修廣佈，縱橫諸省，惜乎世界入民初後，內外戰爭叠與朝史變異頻繁，北

壤一宗之先天派，每每寄跡於民間善堂，有書傳佈，亦因遽履時艱，承傳全失，

屈指一數古人所云三代「者壹佰至玖拾年間矣。」三代失教丹道蕩然幸「避塵」

有法訣之版刻而「翹峰」有專心之覽讀，合成大統，古今蹊注共集心得於一書，

今發版梓矣，呈吾求序，本仙不吝惜於惠言並為有跋，以勵諸子宏道展教之風，

在此頓筆矣。跋成哉。 

 

Jan 21 

555587878787. . . . 愚徒印了愚徒印了愚徒印了愚徒印了 1500150015001500 本本本本「「「「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并雇用派書員在銅鑼灣一帶派發并雇用派書員在銅鑼灣一帶派發并雇用派書員在銅鑼灣一帶派發并雇用派書員在銅鑼灣一帶派發，，，，

盼望能為度道添加一片瓦盼望能為度道添加一片瓦盼望能為度道添加一片瓦盼望能為度道添加一片瓦。。。。        

 

義書述教理 

增廣世人知 

壹堪大讚者 

僱人派發是 

 

是義書甚具教益，梓仟伍合乎世用焉，大堪一讚善功德者，是僱人於街頭派發也，

新湛思維，銅鑼灣與旺角甚好，直可推廣有中州之來客也。大善，唯注意者，是

否有派書者棄書而交差矣！ 

 

新書將近尾聲新書將近尾聲新書將近尾聲新書將近尾聲，，，，明報因憂沒市場不肯出版明報因憂沒市場不肯出版明報因憂沒市場不肯出版明報因憂沒市場不肯出版。。。。愚已將稿投了給商務印書及三聯出愚已將稿投了給商務印書及三聯出愚已將稿投了給商務印書及三聯出愚已將稿投了給商務印書及三聯出

版版版版，，，，有待回覆有待回覆有待回覆有待回覆。。。。愚大可能自資由才藝館出版愚大可能自資由才藝館出版愚大可能自資由才藝館出版愚大可能自資由才藝館出版。。。。    

 



版商之所憂 

道書不應市 

與風水不同 

世人渺其視 

 

子卿自梓後，托三聯合出版集團，代售便可也，商務一機，錢眼瞇朦矣，通變其

可！ 

 

Jan 25Jan 25Jan 25Jan 25    

588. 588. 588. 588. 甲甲甲甲．．．．1500150015001500 本本本本「「「「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已進行中已進行中已進行中已進行中。。。。愚徒計劃在呂祖師父誕前將愚徒計劃在呂祖師父誕前將愚徒計劃在呂祖師父誕前將愚徒計劃在呂祖師父誕前將

『『『『呂祖顯化呂祖顯化呂祖顯化呂祖顯化』』』』重印在銅鑼派發重印在銅鑼派發重印在銅鑼派發重印在銅鑼派發    

 

旺市現流佈 

更勝派定點 

思潮新脫穎 

俱堪讚盛傳 

 

道之傳者，易佈易流也，仟伍冊也其充於市不需踰年關後也。至於呂祖顯化一書

為民間本，內著本仙得道前後之牧化妙跡，實履歷而似民間故事也，更易流佈焉，

白雲觀藏版者，非下里巴人之草箋矣，應發揚！ 

 

乙乙乙乙．《．《．《．《悟道錄悟道錄悟道錄悟道錄》》》》((((有上下卷和嘆道歌七十二段有上下卷和嘆道歌七十二段有上下卷和嘆道歌七十二段有上下卷和嘆道歌七十二段) ) ) ) 的作者屬誰的作者屬誰的作者屬誰的作者屬誰？？？？    

案前悟道錄 

言一般事理 

為民間版本 

作者非閑人 

 

此類民間不註名之散本閒文者多為明末清間之乩降道章也，書未著名，亦不究於

源出者為清代早葉稍後之道襄修人遊於兩湖兩廣之輩而寫也。見文字佈用文筆，

文氣與內容者，其必先於儒而後歷入於道，錄似歡善歌及濟世文也。清之中葉後

仍無亂世遺民之風，故文字仍安穩不卑世而疾族也。著者為胡氏遊民哉！ 

 

Jan 28Jan 28Jan 28Jan 28    

555589898989....    癸已年地運旺哪一區癸已年地運旺哪一區癸已年地運旺哪一區癸已年地運旺哪一區？？？？哪一行業哪一行業哪一行業哪一行業////版塊會勝出版塊會勝出版塊會勝出版塊會勝出？？？？    

睘宇極上落 

競爭在亞州 

地運看癸已 

中國並加壹 



 

環球央兵於癸已的洞見者癸已世界端有中國加一之公式，此公式有弍，一為中國

加台灣，二為中國加日本也。君所問者香江矣，舊旺區銅鑼，新旺區為前海，仍

唯地產，仍唯金融也！ 

 

Jan 29Jan 29Jan 29Jan 29    

595959590000. . . . 癸癸癸癸已已已已年飛星三碧到東位而三煞也在東年飛星三碧到東位而三煞也在東年飛星三碧到東位而三煞也在東年飛星三碧到東位而三煞也在東，，，，何事會發生何事會發生何事會發生何事會發生？？？？月飛星三碧在戌月月飛星三碧在戌月月飛星三碧在戌月月飛星三碧在戌月！！！！    

飛星為玄象 

其用廣玄空 

配以五行象 

金木水火中 

 

以九宮飛星而測元運年運之凶吉星象肇三才之一切吉凶者其不為準也。九宮飛星

者玄學學術之一派矣。且一物一太極之義而觀之更難，絮絮長靈物物皆兆也。香

江之論東為台灣海隅，想寶島是年稍有地震竟兆外，並無三剎之國情民象也，安

心！君業証券，應知寶島証卷業癸已較前弍参年為佳焉！ 

 

591.591.591.591.敢請師父賜教羽化敢請師父賜教羽化敢請師父賜教羽化敢請師父賜教羽化「「「「白日飛昇白日飛昇白日飛昇白日飛昇」」」」及及及及「「「「尸解尸解尸解尸解」」」」之條件及分別之條件及分別之條件及分別之條件及分別    

修丹道將成 

自確萬毫光 

從毛孔中激出 

其為得仙象 

 

道佛兩宗傳得道飛昇於白日者，是元神陽神伴寶光而出法身，苒苒升弱水與彼岸

之境矣，其間龍女降詔，天樂飄傳，彩雲萬里，光霞億度直照八表三界也，可踰

旬至月而不改哉，至於尸解者，是得道於靜安之境，出陽神法身而為真天仙也。

待法身屯遊於世，三千功行修成，則復法身飛陞而肉身不敗。 

 

故白日飛陞為大羅真仙與如來之境也，尸解者天仙人仙，聲聞圓覺菩薩之境也。 

 

Jan 31Jan 31Jan 31Jan 31    

595959592222. . . . 香港風水香港風水香港風水香港風水----据說日軍在港時据說日軍在港時据說日軍在港時据說日軍在港時，，，，日本陰陽師在港日本陰陽師在港日本陰陽師在港日本陰陽師在港((((尤其是港督府尤其是港督府尤其是港督府尤其是港督府))))佈下不少咒術佈下不少咒術佈下不少咒術佈下不少咒術

風水陣是否屬實風水陣是否屬實風水陣是否屬實風水陣是否屬實？？？？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可否解掉可否解掉可否解掉可否解掉？？？？        

東灜國國教 

實為東密本 

浤法大師者 

心教中唐傳 

 



實扶桑國者其教原東密為基，空海大師得唐密教之本也。盛於日皇之諸朝焉。而

扶桑民間宗教多論鬼神之道者。部份沿於道教矣，故北方真武玄天上帝之廟甚多

而稟問與咒法者，應有。用不動法明王密宗之火供法科者。今政者主席作禮之僧

(東密)主持，能解一切矣。 

 

Feb 4 

595959593333. . . . 愚徒把愚徒把愚徒把愚徒把《《《《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第二版修改第二版修改第二版修改第二版修改，，，，將將將將『『『『呂祖論道及讀論呂祖論道及讀論呂祖論道及讀論呂祖論道及讀論』』』』取帶取帶取帶取帶『『『『呂呂呂呂

祖本傳及呂祖正教編祖本傳及呂祖正教編祖本傳及呂祖正教編祖本傳及呂祖正教編』，』，』，』，白話易明及近主白話易明及近主白話易明及近主白話易明及近主題題題題，，，，不知師父同意否不知師父同意否不知師父同意否不知師父同意否？？？？    

 

此書甚殷傳 

為半紀稱專 

遠勝現有者 

改版廣流傳 

 

合矣，改版梓章日後更廣於流傳焉。書面可用淺淡灰色而字體用翻白(通心白色)

字體匡以橙色字邊便能義出譽明為人喜讀矣！以此！ 

 

595959594444. . . . 据知九天玄女据知九天玄女据知九天玄女据知九天玄女師父師父師父師父之徒兒歷代有郭璞之徒兒歷代有郭璞之徒兒歷代有郭璞之徒兒歷代有郭璞，，，，管子而六十年代有陳伯管子而六十年代有陳伯管子而六十年代有陳伯管子而六十年代有陳伯，，，，敢問當中敢問當中敢問當中敢問當中

還有誰呢還有誰呢還有誰呢還有誰呢？？？？        

 

郭璞管仲者 

玄女之首徒 

首徒於近世 

笑是白崇禧 

 

九天玄女之徒承傳者是郭璞、管仲、李淳風、楊救貧，曾氏哉。歷清代因清行密

教治國故乏傳徒，民國有白崇禧，朝有黃永勝，至於潮人吳氏，近人陳伯與君者，

無出餘輩矣，君銘心於道者，道與玄日後益顯發哉！ 

 

Feb 22Feb 22Feb 22Feb 22    

595959595555....向呂祖師父向呂祖師父向呂祖師父向呂祖師父，，，，九天玄女師父及眾仙九天玄女師父及眾仙九天玄女師父及眾仙九天玄女師父及眾仙們們們們拜年請安拜年請安拜年請安拜年請安。。。。 

諸聖與玄女諸聖與玄女諸聖與玄女諸聖與玄女    

皆攝受君頌皆攝受君頌皆攝受君頌皆攝受君頌    

歲月年年增歲月年年增歲月年年增歲月年年增    

高福日日從高福日日從高福日日從高福日日從    

 

解解解解：卿慕道而津玄，更近以揚師譽而展師教為當務也，癸已所見，民生平常，但

願徒能穎脫矣！加庇庇隆哉！ 



 

Feb 26Feb 26Feb 26Feb 26    

595959596666. . . . 叩請師父評叩請師父評叩請師父評叩請師父評山海經山海經山海經山海經    

古人描天地 

亦述及鬼神 

膽俯繪異類 

其雜外星人 

 

山海經為古坊奇異之著，亦非盡乎詭譎，然河山所繪異象所描者虛空幻有，概為

古仙體形異象，徵表譎奇者則為外星人矣，非中華之獨有，五大古文明所歷者，

猶以古之鳥爾處蘇美人為靈奇多標之屬焉可稽著實而非無稽也！ 

 

Feb 28thFeb 28thFeb 28thFeb 28th    

597597597597.  .  .  .  叩賜女丹與男丹有何分別叩賜女丹與男丹有何分別叩賜女丹與男丹有何分別叩賜女丹與男丹有何分別？？？？        

《女金丹》、《坤元經》、《坤道功夫次第詩》、《孫不二元君法語》、《靈源

大道歌》、《樵陽經•女工修煉》、《女丹合編》，等這樣一些專論女性丹經的

道書，它們都是針對婦女生理和心理特點而專為女子修道而作的。 

 

丹道乾坤別 

修真精氣神 

形體質三品 

各異屬真真 

 

丹道男女，形體質異而精氣神同，用功之法亦一致，唯精氣神變化者，坤道應更

易進階哉。坤寧經內註者可視為翹首，丹道歸真，大究祖蔭祖德丹道延齡長生亦

需現世之行善布化也。女之丹道易意成者，因其衝陽慾門，確為乾道少也，精易

存焉。至於女之血龍者，圬血垢物矣，無損修煉之真元！ 

 

March 1March 1March 1March 1    

598598598598。。。。    釣魚臺一事何釣魚臺一事何釣魚臺一事何釣魚臺一事何時時時時能解决能解决能解决能解决？？？？    

事之爭不斷 

猶象福克倫 

管治看國力 

中洲雄心進 

 

表象複雜，實則為強者任之矣，此事近無解决機會而牽涉多方也哉！故諸國皆色

厲於外而行動實內荏也！ 

 



故國事繼盛之勢者其終奪之矣！ 

 

599599599599。。。。    未來道家未來道家未來道家未來道家////道教會否再鼎盛起來道教會否再鼎盛起來道教會否再鼎盛起來道教會否再鼎盛起來？？？？    

稟問其妙機 

形體必盛備 

大道上瓊樓 

鼎盛形制美 

 

神道設教之情，其必沃沃興也。體制形式，瓊樓觀宇必多頹者復修而新者崇宏表

立焉，耶教於中州退氣，道佛於近紀又復生色矣，安心，本教必盛哉！ 

 

March 4March 4March 4March 4    

606060600000....    兩千本兩千本兩千本兩千本『『『『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今天開始分兩周在旺角及銅鑼灣派發而今天開始分兩周在旺角及銅鑼灣派發而今天開始分兩周在旺角及銅鑼灣派發而今天開始分兩周在旺角及銅鑼灣派發而《《《《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

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第二版也將會在六月兩地派發第二版也將會在六月兩地派發第二版也將會在六月兩地派發第二版也將會在六月兩地派發。。。。叩謝師父給機會徒兒為道添片瓦叩謝師父給機會徒兒為道添片瓦叩謝師父給機會徒兒為道添片瓦叩謝師父給機會徒兒為道添片瓦！！！！    

 

重光稽仙轍 

錦語說仙風 

有書能博傳 

致遠也任重 

 

君開揚教說道之新蹊徑者，派於鬧市流動活躍非常而觀近來善書、義書之印制

者，不瞬於往昔，唯在發遣途徑艱難，本仙極嘉譽君志，非片瓦壹石可譽。實為

任重致遠焉！ 

    

March 5thMarch 5thMarch 5thMarch 5th    

606060601111....叩問師父呈上歷代道家人物叩問師父呈上歷代道家人物叩問師父呈上歷代道家人物叩問師父呈上歷代道家人物，，，，網上找到的資料網上找到的資料網上找到的資料網上找到的資料，，，，是否屬實是否屬實是否屬實是否屬實？？？？    

道家諸流派 

統分逾五類 

道藏列明顯 

人物各自評 

 

道家者宏宗浩派也而修者輩屢有非凡。人物則為年代之好事者定品第矣，非皇歷

國朝之史敘，而人物之意每朝眼界不同，殊難定界綫也。今冊所見非以衍道之聖

蹟為定人物之基石者，本師所見，其能謂道家者流一家人物之表表者，實未及半

數也，以此！ 

 

606060602222....叩問師父呈叩問師父呈叩問師父呈叩問師父呈『『『『靈生覺魂篇靈生覺魂篇靈生覺魂篇靈生覺魂篇』，』，』，』，網上找到的資料網上找到的資料網上找到的資料網上找到的資料，，，，是否屬實是否屬實是否屬實是否屬實？？？？    

濟聖一宗派 



半佛半仙道 

民間多崇祀 

歷開茂鸞壇 

 

濟聖佛之一宗為民間宗教也，始盛於清中葉清室敬西密而民間佛教式微之衍生佛

宗彪異靈驗派之一脈者是中國佛教十大宗門之外一異果傍生也。是冊所出為清末

葉花緒後之民間佛道雜學者，演運乩臺，棣出文字，從教說理，有跟史據理之文

字。雜諸民家之衍說所論惟為古教與今人洋學靈魂靈聖之竁雜文章矣，價值不高

哉！ 

    

March 7March 7March 7March 7，，，， 2013 2013 2013 2013    

606060603333....叩評扶鸞叩評扶鸞叩評扶鸞叩評扶鸞、、、、扶乩扶乩扶乩扶乩、、、、扶箕之歷史由來扶箕之歷史由來扶箕之歷史由來扶箕之歷史由來，，，，分別及鮮為人知之一面分別及鮮為人知之一面分別及鮮為人知之一面分別及鮮為人知之一面？？？？    

箕者為竹器 

始於紫姑神 

為呂后朝始 

以器名術近 

 

箕者漢之以器而名術矣，箕乩同義焉，形制不同矣，后朝呂氏之際，箕是正月十

五酉時行其事，後氏大夫同草人紥紙筆而動者，謂之鸞，其事漸術而法矣，飛鸞

一事，漢唐之間盛而清後葉漸止矣，民國全無，箕之術之清代民國初多兼鬼道遊

神之攝演也，遇者小心，今於現世不復真見之矣！ 

 

606060604444....為何只有道教俱扶乩為何只有道教俱扶乩為何只有道教俱扶乩為何只有道教俱扶乩、、、、扶鸞扶鸞扶鸞扶鸞、、、、扶箕扶箕扶箕扶箕？？？？    

道以符行事 

術則及多方 

遍舉民間廣 

測蠡也深望 

 

道之類有五统而『科』『儀』丹道、符術者，道藏深其戴也，可稽，禮尊天皇，

律承王教，有五千年之史矣，卜占者易於儒非真道之事也，蠡測三才道唯乩法之

神通矣，至於符之術行較廣，體現三才聖力但不及於民間宏道之教化也，屬性不

用故宏法唯乩矣！ 

    

March 8March 8March 8March 8    

606060605555....    叩問癸已山雷頤卦有何啟示叩問癸已山雷頤卦有何啟示叩問癸已山雷頤卦有何啟示叩問癸已山雷頤卦有何啟示？？？？癸癸癸癸已年戊午月火旺有何啟示已年戊午月火旺有何啟示已年戊午月火旺有何啟示已年戊午月火旺有何啟示？？？？ 

『癸巳年值年卦-山下有雷，上艮下震山雷頤』 

-頤者養也/養氣頤神/自得其樂 

 



-年月 

癸戊 → 合火 

己午→  會火 

合戊見火 

化象斯真 

 

以卦測年者 

象數之學理 

卦有附眾意 

頤養是年喜 

 

以卦測年者古之國事國師所導用也，卜者承皇命而化尊民，亦有是帝卜之而拆卦

者國師矣，基礎為儒玄理是三才之道。 

 

今之卜者多喜類一己之蠡測矣，無問題，尊皇，誥天心正意誠即可也。拆卦者必

需善慧而敏志方得也。 

 

頤為口咬物象，主意有食有養也，癸已上半年糧不欠收而國情世界，山下有雷自

多東隅東南隅之地震也，近日北韓之核試而導至亞洲緊張者亦山下有雷之象，想

伊朗亦不甘人之後也，卦象論財年得衣食，此是大象矣！ 

 

戊午火與癸已年者無多意義，蓋癸水天上戊土地中兩不逕庭也，莫附會！ 

 

606060606666....    叩請師父細說叩請師父細說叩請師父細說叩請師父細說『『『『一子得道一子得道一子得道一子得道，，，，九祖超升九祖超升九祖超升九祖超升』？』？』？』？    

壹子能得道 

恩德賴九祖 

九祖需有德 

嗣方修仙誥 

 

凡煉丹道而超昇者，必需祖德扶持，否則難過十魔九難之關也。如此則九祖亦備

仙佛之德矣。宏觀而論觀之宏觀而論觀之宏觀而論觀之宏觀而論觀之一人得道一人得道一人得道一人得道，，，，九祖超昇者九祖超昇者九祖超昇者九祖超昇者，亦是修丹要項法財侶地中之

『侶』矣，不期為族祖哉！ 

 

子卿學道有緣，祖承不薄，本世修丹，得與失者俱是此生行善行道之確志徹貫矣！

可以哉！ 

 

 

 



March 15 

666607070707....預早恭賀預早恭賀預早恭賀預早恭賀『『『『東華帝君東華帝君東華帝君東華帝君』』』』((((祖師公祖師公祖師公祖師公))))二月初六聖誕二月初六聖誕二月初六聖誕二月初六聖誕『『『『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    

道統其確始 

諸法沿東華 

亦是原始神 

老君之所化 

 

東華帝君乃祖所化身降世現肉體人身之妙化也。雖史有所傳，另成裨史者，見於

表象矣。君從玄究道，大勝現世諸陰陽家，五行家，術家等眾矣，因彼等躭於己

學，以術以數為專而用。未如一切一切天機人事者，俱緣因果之數而定諸證也，

佛之十二因緣概說者，誠可作借鏡而鑑之矣。 

 

666608080808. . . . 懇請東華帝君祖師公及師父們滌洗愚徒之罪孽及業障懇請東華帝君祖師公及師父們滌洗愚徒之罪孽及業障懇請東華帝君祖師公及師父們滌洗愚徒之罪孽及業障懇請東華帝君祖師公及師父們滌洗愚徒之罪孽及業障，，，，賜愚兒賜愚兒賜愚兒賜愚兒『『『『正心向道正心向道正心向道正心向道』』』』。 

得人身此世 

已是勝萬殊 

唯獨論鴻福 

需祖厚德矣 

 

昔之古之，閩浙郡州者，商人嗜利，尚有用『厚德福』之店名以防過乎巧取豪奪

而做深業也。君歷祖是將、是儒、商人土紳一輩極少。庶舊業牽連不大也，安心。

本仙等消弭之焉，棣乎，此際造善書而行善派了方者，功德漸積矣，日後生計漸

好可彰道顯，可表揚名。 

 

March 18 

666609090909. . . . 『『『『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兩千本兩千本兩千本兩千本((((在旺角及銅鑼灣在旺角及銅鑼灣在旺角及銅鑼灣在旺角及銅鑼灣))))今天派完今天派完今天派完今天派完。。。。為了與師父慶祝今年之為了與師父慶祝今年之為了與師父慶祝今年之為了與師父慶祝今年之

誕誕誕誕，『，『，『，『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第二版第二版第二版第二版((((兩千本兩千本兩千本兩千本))))將將將將提早在農歷四月四日至十八日分別提早在農歷四月四日至十八日分別提早在農歷四月四日至十八日分別提早在農歷四月四日至十八日分別

在尖沙咀在尖沙咀在尖沙咀在尖沙咀，，，，金鐘和銅鑼灣三個地方派金鐘和銅鑼灣三個地方派金鐘和銅鑼灣三個地方派金鐘和銅鑼灣三個地方派，，，，敢求師父保護派書員之安全敢求師父保護派書員之安全敢求師父保護派書員之安全敢求師父保護派書員之安全。。。。    

 

稟中参派址 

俱為塵聚市 

既有行人區 

不出馬路是 

 

舉乎行道明道，揚振諸菩薩仙佛之行為與個人者，必得天蔭也，派於鬧市者，首

創宏法之善途，仙不知有任何問題發生矣，輕輕囑彼慎，一切便無虞！ 

 

616161610000. . . . 仙佛可化多身降箕於不同地點仙佛可化多身降箕於不同地點仙佛可化多身降箕於不同地點仙佛可化多身降箕於不同地點，，，，諸仙之思維是否是一至諸仙之思維是否是一至諸仙之思維是否是一至諸仙之思維是否是一至((((如師父降於紫枬如師父降於紫枬如師父降於紫枬如師父降於紫枬

觀觀觀觀，，，，同一時間降於其它道觀同一時間降於其它道觀同一時間降於其它道觀同一時間降於其它道觀))))？？？？    



 

丹道至成功 

亦能化億身 

菩薩仙與佛 

皆具此功行 

 

昔之飛鸞者，無假人身之用，則萬佛出世，千仙駕臨，俱同一字一語矣，點撇不

差，意義如壹哉，而箕之為物。善其意者為觀非扶盤拱箕者也。至於箕者，道德

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者，以有顯無其需有有。以無用有其需契緣，有

之者修行階次不同，顯象自別也！ 

 

March 21 

616161611111. . . . 仙佛的世界有分晝夜嗎仙佛的世界有分晝夜嗎仙佛的世界有分晝夜嗎仙佛的世界有分晝夜嗎？？？？師父白天降箕師父白天降箕師父白天降箕師父白天降箕，，，，晚上做些什麼事晚上做些什麼事晚上做些什麼事晚上做些什麼事，，，，需休息嗎需休息嗎需休息嗎需休息嗎？？？？    

虛空極樂天 

混元真一炁 

無物物非物 

無限「維」數理 

 

道之弱水三千，佛之極樂世界，耶之天堂者俱無物非物，現世數學家之謂無限維

數理之象數也，無晝無夜，望仙佛亦不需睡覺也，世人將「大羅天」作人格化者，

每有思索不通之感矣！ 

 

616161612.2.2.2.    道教道教道教道教『『『『科儀科儀科儀科儀』』』』分多少派分多少派分多少派分多少派，，，，除正一及龍門外除正一及龍門外除正一及龍門外除正一及龍門外，，，，其分別其分別其分別其分別？？？？    

統稱為科儀 

道藏可稽史 

實科是自科 

實儀便是儀 

 

龍門，正一者科儀經懺後發之大乘矣，因教揚門，具規置律，故有「科制」有「儀

軌」，表於經懺法壇，法事之行藏矣，實漢有寇氏演雲中音誦之經懺科儀是君日

所見者之鼻祖矣，晉後之三芧，亦若如是也！ 

 

616161613333. . . . 叩問佛陀和耶穌是誰叩問佛陀和耶穌是誰叩問佛陀和耶穌是誰叩問佛陀和耶穌是誰？？？？是誰的化身是誰的化身是誰的化身是誰的化身？？？？    

耶教用上帝 

乃竊道教詞 

察查佛聖史 

知兩者來自 

 



道佛耶三教皆各有天地開闢之史也，實宗教稽遠者，蘇美人諸神焉。耶歷之壹萬

弍仟年左右也，甚至弍萬年間神降肇始乃三才世界之銀河系孤狸星座哉。第向太

空銀河暗處，度壹壹四左右矣，可稽稟中佛者始源而耶教是佛之邊地語說四諦代 

(度夷民之化族！) 

 

據載唐代日本僧人慧鍔大師從五台山請得觀音聖像，欲迎歸本國，船隻路過普陀

山洋面，鐵蓮繞舟，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乃留像山中，山民張氏目睹海上奇

觀，舍宅供奉，得名「不肯去觀音院」，這就是普陀山佛教文化的發祥，從此普

陀山正式成為觀音菩薩的應化勝地。 

 

616161614444. . . . 叩請師父評以下的兩件事叩請師父評以下的兩件事叩請師父評以下的兩件事叩請師父評以下的兩件事。。。。((((不肯東去觀音及鑑真多次東渡不肯東去觀音及鑑真多次東渡不肯東去觀音及鑑真多次東渡不肯東去觀音及鑑真多次東渡))))    

 

(一) 唐代日本僧人慧鍔大師從五台山請得觀音聖像，欲迎歸日本，因此認為大士因此認為大士因此認為大士因此認為大士

不願東去不願東去不願東去不願東去。。。。 

(據載唐代日本僧人慧鍔大師從五台山請得觀音聖像，欲迎歸本國，船隻路過普

陀山洋面，鐵蓮繞舟，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因此認為大士不願東去，乃留像山中，山民張氏目睹海上

奇觀，舍宅供奉，得名「不肯去觀音院」，這就是普陀山佛教文化的發祥，從此

普陀山正式成為觀音菩薩的應化勝地。) 

 

(二)。 鑑真(已經失明的老人了)多次東渡方能傳教。 

(天寶十二年（公元 753 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籐原清河歸國前，特來揚州拜

訪鑑真，鑑真決意乘遣唐使船渡日。為了避開官府及僧人的阻攔，鑑真及其弟子

於十月十七日夜秘密乘船離開揚州，普照從鄭山阿育王寺趕來，大家會合後，一

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於十一月十五日夜啟錨。這樣，鑑真一行又踏上了

第六次東渡的征途，次年（公元 754 年）二月到達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時鑑

真已經是六十六歲失明的老人了。) 

 

教重於傳理 

非唯是傳象 

耶人譏崇偶 

此事最真章 

 

東密者盛於唐，而鑑真實其後系也。空海早登密域矣，而法門寺之地窟有稽傳之

聖蹟，觀乎佛力普願彌彰三界，豈有大士不願東渡之實情而為僧人演續事端，冊

刻留蹟矣。 

 

蓮花座上萬法歸空，慧鍔徒眾，衍說事艱矣，思之可明哉！ 

 



March 26March 26March 26March 26    

616161615555. . . . 今為道祖之誕今為道祖之誕今為道祖之誕今為道祖之誕，，，，愚徒祝賀道祖愚徒祝賀道祖愚徒祝賀道祖愚徒祝賀道祖『『『『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    

叩道祖賜愚徒叩道祖賜愚徒叩道祖賜愚徒叩道祖賜愚徒『『『『正心向道正心向道正心向道正心向道』』』』    

玄道醫一宗 

啓發於虛無 

俱為生民利 

任重啟德浩 

 

本師早呈子之功德於三清太上矣，因果天序道德人行，觀乎入八道後，道普長興

而人材表表彰發也。子之於道內外俱精誠為砥柱，刻期華誕亦鑑斯誠，此所頌矣！ 

 

616161616666. . . . 丹法擷華發微前後封面呈上丹法擷華發微前後封面呈上丹法擷華發微前後封面呈上丹法擷華發微前後封面呈上，，，，叩請師父叩請師父叩請師父叩請師父(A)(A)(A)(A)及及及及(B)(B)(B)(B)擇一擇一擇一擇一，，，，另道之傳另道之傳另道之傳另道之傳，，，，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

((((二版二版二版二版))))之封面也呈上之封面也呈上之封面也呈上之封面也呈上。。。。    

 

書意涵邃古 

頁面務蒸蒸 

為彰俗世眼 

取彩色鮮明 

 

呈書之兩版面設計者用叠面上鮮明者是，內容玄古表象鮮明。斯為可也。至於道

之傳之新版者，師亦嘉熙，可用哉！是以。 

 

April 5April 5April 5April 5    

666617171717....比爾蓋茲比爾蓋茲比爾蓋茲比爾蓋茲、、、、李嘉誠等萬中無一之超級富豪李嘉誠等萬中無一之超級富豪李嘉誠等萬中無一之超級富豪李嘉誠等萬中無一之超級富豪，，，，宗教領袖如方濟宗教領袖如方濟宗教領袖如方濟宗教領袖如方濟，，，，星雲大師星雲大師星雲大師星雲大師，，，，淨淨淨淨

空大師前世累積了哪類的功德空大師前世累積了哪類的功德空大師前世累積了哪類的功德空大師前世累積了哪類的功德，，，，才有今世之果才有今世之果才有今世之果才有今世之果？？？？    

 

商者為祖德 

宗教家未然 

空門承一教 

人事滚翻天  

 

稟中之世上數富商是其祖德及其本人前世叁生之積福所致。因果定律，雖宇宙亦

難逃也。然近人之謂反物質至反宇宙者，亦未見有反因果之理論也，至於宗教家，

多是按教宗門為天上菩薩所降生者，是發於宏願而涉因果律於今生前世者不多

矣！ 

 

666618181818....最近發生的禽流感最近發生的禽流感最近發生的禽流感最近發生的禽流感，，，，會否會否會否會否蔓延蔓延蔓延蔓延下去下去下去下去，，，，香港會被影響嗎香港會被影響嗎香港會被影響嗎香港會被影響嗎？？？？    

病毒久存在 



三種類洗牌 

洗牌後合成 

侵人不太快  

 

易曰：飛鳥以凶，中孚卦早昌之矣。今乎新病毒者，其毒性極劇深入肺組織中恣

瘧也，不易傳染於此階段焉，然處難不善，再變種者，人之不善矣，非天剎之肯

肯也哉，近莫憂哉！  

呂祖仙師降示  

 

April 11April 11April 11April 11    

666619191919....人心不古人心不古人心不古人心不古，，，，現世人求進步講科學現世人求進步講科學現世人求進步講科學現世人求進步講科學，，，，排迷信拆宗教排迷信拆宗教排迷信拆宗教排迷信拆宗教，，，，不相信神之在不相信神之在不相信神之在不相信神之在，，，，為何師父為何師父為何師父為何師父

及諸仙不顯靈顯身及諸仙不顯靈顯身及諸仙不顯靈顯身及諸仙不顯靈顯身，，，，好讓更多迷徒回道之路好讓更多迷徒回道之路好讓更多迷徒回道之路好讓更多迷徒回道之路？？？？    

末法之世代 

佛亦噗終滅 

早說楞嚴經 

是末法尾滅  

 

人心不古者，三皇五帝後之事矣，非今日哉。科學一途，發展之所在實亦有現宇

宙物質世界之先端也。仙佛是正物質，反物質及暗物質外之另一宇宙世界光景

焉。亦超恒反宇宙之境也。三才一境，萬事隨緣，仙不與人爭先鋒之利也，識者

自知之矣！  

 

April 12 

626262620000....人在世可輪廻多少次人在世可輪廻多少次人在世可輪廻多少次人在世可輪廻多少次？？？？    

輪迴是三才 

景界為二端 

善與惡分判 

皆始人為先 

 

佛說懇誠：人身實難得也，猶其是男兒身哉，輪迴界綫因人身而定可仙可佛可鬼

可畜，仙佛至境，捨動心慈悲救拔人間哉三才之宏願外，不復輪迴而，人身一境，

修至梵天聲聞亦應刼而下降也，畜鬼地獄道者輪迴亦是同品第哉，因彼界不能修

行也，鬼永遠是鬼，畜永遠是畜，若乎得經懺法事超拔或仙佛赦免者另論矣！ 

 

626262621111.April 15.April 15.April 15.April 15    

叩求再賜教愚叩求再賜教愚叩求再賜教愚叩求再賜教愚「「「「道教及道家道教及道家道教及道家道教及道家」」」」之事宜之事宜之事宜之事宜。。。。((((鮮為人知之事鮮為人知之事鮮為人知之事鮮為人知之事))))    

教為壹大統 

道是理中玄 



道教始黃巾 

道玄承昊天 

 

道家於而人遵玄理之行而成可彰可表者，道教是宗門派嗣具科具儀，具律具戒，

使人依宗門下修行於日用尋常。道家者派未曾言教，而道教之流溯源道家。道家

者秘多，道教者律戒修行，鮮為人知者是應奉一誠之宗旨矣鮮為人知者是應奉一誠之宗旨矣鮮為人知者是應奉一誠之宗旨矣鮮為人知者是應奉一誠之宗旨矣！ 

 

626262622222....求評三尸日求評三尸日求評三尸日求評三尸日((((庚申日庚申日庚申日庚申日))))？？？？    

日始周商曆 

更進乎夏華 

三尸日一詞 

古史無此稽 

 

天魁，地罡、三尸等日之註者，始於五行用事配日脚定用事凶吉矣。更夫風水玄

宗諸輩，佈論星儀廣談時象，具三尸者人命至凶之時也，嚴而論之非道非易哉，

易之玄亦不及此也！ 

 

April 16April 16April 16April 16    

626262623333. . . . 道教不是有道教不是有道教不是有道教不是有『『『『三尸三尸三尸三尸』』』』蟲或日的說法嗎蟲或日的說法嗎蟲或日的說法嗎蟲或日的說法嗎？？？？    

【三尸出現在道經中，現存較早者，當屬漢世的《易內戒》、《赤松子經》、《河

圖記命符》、《太平經》、《太上靈寶五符序》（簡稱《五符經》；《仙經》等

道書；上述諸書，《易內戒》、《河圖記命符》是漢代的讖緯書，《太上靈寶五

符序》有張道陵作序，《仙經》亦曾被張道陵所稱引可以斷定為漢代道書。《易

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三書載述了三尸寄託人體三尸寄託人體三尸寄託人體三尸寄託人體，欲人早死，

可以放縱遊行，所以每到庚申日即上天白司命，言人過失，使司命減短人壽，促

人早死。） 庚申信仰源自滅三尸  

 

庚申信仰，係起源於寄身於人體的「三尸蟲」，三尸蟲會引誘人行惡，並向天稟

告人所行惡行之說。晉．葛洪《抱朴子．微旨篇》云：「按《易內戒》及《赤松

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

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

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

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

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

奪算，算者，三日也。』」 

 

三尸，又名三蟲、穀蟲、三彭、三姑；這些不同的名稱，恰好說明了三尸的性質、

顏色與由來。由於古人視它為鬼類，所以稱為「三尸」；由於它是寄生於吾人體



中，所以稱為「三蟲」；因為是人食五穀，隨穀氣而來，所以稱為「穀蟲」；又

因其名為彭倨、彭質、彭矯，所以稱「三彭」；因其顏色為青、白、血（黑），

所以稱為青姑、白姑、血姑。 三尸的名稱出現的甚早，日本學者以為今所見最

早之史料為《神農本草經》。《神農本草經》今已佚，清人有輯本，它的撰作年

代，學者爭論仍多，說見張心澂《偽書通考》，但大抵該書應是先秦舊籍。《神

農本草》之外，西漢．劉向《列仙傳．卷下．朱璜傳》有云：「朱璜者，廣陵人

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

可度教也。』」（《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東漢．王充《論衡．

商蟲篇》云：「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

上述史料都說人體腹中有三尸（三屍），或將之稱為三蟲，這些早期的資料，文

字簡略，並未明顯的將三尸分屬人體上中下三部分。】 

 

626262624444. . . . 三尸日與三尸蟲三尸日與三尸蟲三尸日與三尸蟲三尸日與三尸蟲    

殊無相關甚殊無相關甚殊無相關甚殊無相關甚    

三尸日如灶君日三尸日如灶君日三尸日如灶君日三尸日如灶君日    

奏汝善惡弄一章奏汝善惡弄一章奏汝善惡弄一章奏汝善惡弄一章    

 

道教三尸蟲者論起於三芧君及冠謙之眾輩也，亦源於東漢秦未見之哉，君之文紙

所載，其幾論及衛生及醫學，斷人生死之因由，以疾於外為蛭，以疾於內為虫索

為蛔，古人醫淺見而多務農也，焉知(象)鼻蟲哉，猶以言疾人之於腹者，即現今

埃及仍有之吸血蟲也。拿破崙曾征埃及信亦為吸血蟲所侵而死前數月腹脹如鼓，

非人訛傳之死於砒霜毒害人三尸蟲實為古人致疾之農務及蚊蚋之作媒介也，甚簡

單！ 

 

626262625555. . . . 如何與耶教之徒論輪迴一事如何與耶教之徒論輪迴一事如何與耶教之徒論輪迴一事如何與耶教之徒論輪迴一事，，，，因耶教不信論迴之道因耶教不信論迴之道因耶教不信論迴之道因耶教不信論迴之道。。。。 

耶教之所論 

人在天堂裏 

因貪喫萍果 

禍根傳世代 

 

耶教之罪惡觀是世代永傳。亞當夏娃之失直傳人類至未法也。直猶教古暴君誅九

族殺五代者猶甚焉，而顯天主慈遣其子而蘇蘇而救拔，何其慈悲哉！教各有義，

佛謂之「邊地語說四諦者」直猶是之。耶教人因禱告而赦免之教理者，因果之說

不發揮作用矣，解說亦無從。 

 

April 18 

626262626666. . . . 細分何等業障輪迴至畜生細分何等業障輪迴至畜生細分何等業障輪迴至畜生細分何等業障輪迴至畜生、、、、何等業障輪迴至昆蟲何等業障輪迴至昆蟲何等業障輪迴至昆蟲何等業障輪迴至昆蟲，，，，植物等等植物等等植物等等植物等等？？？？    

輪迴之律者 



有情眾生是 

有情連有性 

方許是人生 

 

人情人性是人身之瑰寶，雖是五色六意之內眾事也。若違乎五倫天律皇法之合理

者則是造業之途矣。輪迴之最苦者有情之畜道。至於乾溼羽化卵生草木等類者是

著業較輕之類矣。鬼道最哀哉！人需為善！ 

    

666627272727. . . . 外星人曾到地球外星人曾到地球外星人曾到地球外星人曾到地球，，，，埃及金字塔是人造的嗎埃及金字塔是人造的嗎埃及金字塔是人造的嗎埃及金字塔是人造的嗎？？？？    

外星人實有 

宇宙垠無際 

若君論科學 

所知謹五厘 

 

以今地球人科學所了解宇宙者(三維宇宙)亦衹謹全部五巴仙左右矣，包括太空及

諸星焉。將發表之秘聞天狼星座，君畧窺知一切矣。綱上於五天可窺哉。 

 

稟問埃及金字塔，五六仟年歷史矣，溯河北上更有壹萬至壹萬弍仟年之文化焉。

亦有金字塔，南美及亞伯利亞亦有金字塔，故金字塔實太空人之遠蹟而降至埃及

金字塔者是人類得技術而為之矣。 

 

666628282828....叩評夏商叩評夏商叩評夏商叩評夏商((((約前約前約前約前 21212121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約前約前約前約前 11111111 世紀初世紀初世紀初世紀初))))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    

西周及東周西周及東周西周及東周西周及東周((((約前約前約前約前 11111111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前前前前 256256256256 年年年年) ) ) )     

秦秦秦秦((((公元前公元前公元前公元前 221221221221----約前約前約前約前 206206206206 年年年年) ) ) )     

 

地殼變化常 

地形成風水 

遠古看板塊 

變化更累累 

 

古之夏殷商至秦一眾代地表變化非常，山型山勢行龍因地表變化而年代迥異，故

風水實非不變之有時有常也而是無時無常之體用，中州地理者君知之甚多矣而殷

商之版圖盡在中原為主軸，稽古代中國地圖可知風水盡在衡山一嶽矣，有興趣可

稽！ 

 

666629292929. . . . 叩評西漢叩評西漢叩評西漢叩評西漢及及及及東漢東漢東漢東漢((((公元前公元前公元前公元前 206206206206----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8888 年年年年) () () ()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25252525----220220220220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

為人知之歷史為人知之歷史為人知之歷史為人知之歷史！！！！    

西漢東漢間 



西漢國較盛 

輿勢與地表 

國邑可展明 

 

西漢之興始其皇者劉邦也，始其后者呂氏哉。西漢國運是出河湖川龍行去勢是由

分而合。兩漢三代是中州史上之始一霸權，西漢國冑嫌其短也，是山河龍氣初合

哉，故中原是西蜀間是多山之國度，實風水堪輿龍氣變化高隆邑埠者與大陸板塊

移動碰壓，有絕對關係也，故風水是無常，亦依時而變哉！ 

 

April 23April 23April 23April 23    

636363630000. . . . 叩評三國叩評三國叩評三國叩評三國((((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220220220220----280280280280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及鮮為人知之歷史！！！！    

史章言歷歷 

膽文字晰晰 

三國多塹戰 

鬼泣神嗁極 

 

叁國諸戰為世人所彰表者赤壁，及後孟獲之騰沖而今旬甲申下半旬弍震(汶川及

雅安)所處者非赤壁而是七擒孟獲之戰場附近焉！雲南與蜀地面詭玄多多，似陸

上之百慕達三角也。今地震之處及昔汶川之都者折人十萬餘而孟獲與蜀主之三國

交鋒亦折兵將十萬也。陰兵借道鬼哭神嗁之情於震前見之也。史實中鮮有記載！ 

 

636363631111. . . . 叩評西晋叩評西晋叩評西晋叩評西晋及及及及東晋東晋東晋東晋((((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265265265265----313131316666 年年年年) () () ()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317317317317----420420420420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

知之歷史知之歷史知之歷史知之歷史！！！！    

西晉東晉間 

輿術殺氣盛 

七國歷参國 

遍地是殺興 

 

晉之堪輿於東西兩朝者，歷經戰爭戮人無數，八王之亂者，其業緣為賈南鳳矣，

八王俱薨，兵折無數糧乏喫俘，始於女幼，史有記，但無言死慘行陰衹文高唱之

賈女偷韓壽之香矣！ 

 

April 25April 25April 25April 25    

636363632222. . . . 叩評南北朝叩評南北朝叩評南北朝叩評南北朝((((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420420420420----581581581581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    

地殼互變化 

山龍多起伏 

觀者察表象 

變化實地氣 



 

堪輿觀察者，歷代有師，皆抖摸山河表象川陵實體而不知山內行龍質承地氣也。

中古史之南北朝者宗龍發皇鄉仍是崑崙，但西龍北氣，交互非常而帝基皇陵格局

不定堪輿地氣轉變似旋渦，格局速漾，皇氣推移不準，不定也。若君觀海潮水紋

變化而知矣，安知堪輿主國朝之變者亦賴有地氣之氣紋哉！ 

 

636363633333. . . . 叩評隋唐叩評隋唐叩評隋唐叩評隋唐((((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581581581581----618618618618 年年年年) () () ()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618618618618----907907907907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

史史史史！！！！    

隋唐漸統一 

由霸入專皇 

風水影響者 

運河傷焬康 

 

朝入隋代中州諸龍堪輿氣交漸安聚矣。焉如煬帝一鑿運河者，破地氣皇基之安而

成天地人物水火相冲之象。帝基變矣。君見近日近年雅安汶川之地震亦是三陝大

壩水庫與周邊逾拾數水庫建成後，水流滯聚，地氣無頻，風水欠律，故地塊傾搖，

而古之地陰陰兵衍發，如開鬼門關也，雖是「玄」但仍牽連科學。 

 

April 26April 26April 26April 26    

636363634444. . . . 叩評五代十國叩評五代十國叩評五代十國叩評五代十國((((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907907907907----979979979979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    

風水看河山 

堪輿察地氣 

五代多戰事 

亟亟欲專王 

 

漢國之堪輿地氣較內聚而風水寵庇漢室亦較長久也。漢後烽煙四起，邦民蠢動是

屈昆侖與興安嶺及印度板塊之活動期，板塊擠壓地表變動而地氣竄流人心朝代之

變起矣。故需幾番改朝而連番換代方得安定於一王哉。印度板塊擠向昆侖及喜瑪

拉雅山不果遂向東南移壓至河套之沖稍平原之山河氣力氣質徙變，地氣肅殺戰爭

特多矣，如此！ 

 

636363635555. . . . 叩評北宋南宋叩評北宋南宋叩評北宋南宋叩評北宋南宋((((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960960960960----1127112711271127 年年年年) () () ()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1127112711271127----1279127912791279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

人知之歷史人知之歷史人知之歷史人知之歷史！！！！    

宋代多異人 

其始唐風是 

術數堪輿興 

道教亦盛事 

 



觀每朝大國，如古之周室，中古之漢唐等，必有祖龍祖山之皇霸風水墳營創制後

因地板擠動，地氣更移而致也，改朝換代矣，宋代堪師有淳風，種放，之才，邵

雍，希夷等等，亦道亦術稽於大成。亦如乎楊救貧之能觀地氣行龍變化也。 

 

風水之好者非外表之河山壯，草木蒼，山巒鬱，崗嶺雄奇而是觀外形下所蕰之地

氣變化好壤也。風水師之所謂「鬼眼」實前數人具之，而今輩之風水人勢表象而

論也，如醫者執皮膚而論五臟焉，失諸交臂多多哉！ 

 

April 30April 30April 30April 30    

666636363636. . . . 叩評明清叩評明清叩評明清叩評明清((((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1368136813681368----1644164416441644 年年年年) () () ()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1644164416441644----1911191119111911 年年年年))))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

之歷史之歷史之歷史之歷史！！！！    

明史較潤和 

十三陵可見 

帝基開氣厚 

風水未潛變 

 

明之河山史蹟，祖龍開氣較厚，而往昔兵豳(洗)，地氣陰兵借路往復輪廻亦於明

前交接妥當也，明史有京城天降火球爆炸之天象，定照是足朝天機之凶猶甚地氣

風水發動也。基於正反之天律，反見明時宋末清初，東西比照之西歐革命變化猶

烈焉！ 

 

正反天律地氣之間，君見西之雅安便知東之扶桑有類事同而年初君問本師之頤卦

者，其必象兆有出也！ 

 

666637373737. . . . 叩評叩評叩評叩評民初至今民初至今民初至今民初至今 ( ( (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1911191119111911 年年年年及今及今及今及今))))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之堪輿風水變化之鮮為人知之歷史！ 

明清兵機後 

地氣陰行龍 

清初發帝蹟 

正陲剎氣重 

 

依正反之天律也！地理陰氣行龍，剎盛西陲而時代至民初則正反對照陰兵地氣剎

在東方極盛於魯海一隅，京華與滬者，風水地氣慘烈，故前甲年始扶桑兵入國共

累增，死傷多華在一帶也，道之基亦損失不少矣，反覺蜀州甘肅雲南猶能厚存靈

異，確蕰玄風，不知又將互持至地氣風水移龍轉勢也，君拭目以待。 

 

May 2May 2May 2May 2ndndndnd    

666638383838. . . . 新書新書新書新書「「「「丹法丹法丹法丹法」」」」及義書及義書及義書及義書「「「「道之道之道之道之傳傳傳傳」」」」呈上呈上呈上呈上。。。。叩請師留筆叩請師留筆叩請師留筆叩請師留筆。。。。    

書風展玄息 



字句含聖機 

能洒末世霖 

使得真音備 

 

兩書皆顯真道之至理丹法之擷華而撫詠時傷也。撥雲開月，啟扉登堂一踁之指

者，不可謂修道無憑矣，願有緣人能嚼髓知味焉！故雅題筆以惠廣傳之功。 

 

666639393939....土星或其它星上的風暴大小有何異意土星或其它星上的風暴大小有何異意土星或其它星上的風暴大小有何異意土星或其它星上的風暴大小有何異意，，，，對地球有可影響對地球有可影響對地球有可影響對地球有可影響？？？？最近有報導說土星最近有報導說土星最近有報導說土星最近有報導說土星

風暴異大起來風暴異大起來風暴異大起來風暴異大起來。。。。    

木星為太歲 

土星凶不最 

土星起風暴 

變化雲端裏 

 

土星起風暴者，天象是兆戰神怒發而似歲月不安寧矣。土星有衛星極類地球而風

暴一象科學家解釋詳細矣。 

 

實外星人與地球(南瞻部州)有最大關連者是人馬座之馬頭星雲距臺仟弍佰光

年。金字塔人類史前文化等俱有相關之及也！ 

 

646464640000. . . . 佛義一書佛義一書佛義一書佛義一書::::    

古書總指玄而不指歸，路總迂迴。性歸真悟-愚正試途與虛無之徑悟出真理。 

 

命須真修，所謂子午進退，卯酉沐浴，是捨神、精、氣之善於己，不及乎人；積

鉛積汞，及聖及梵，都不能擺脫心性虛妄，六道流連，最多只是及於人天帝釋之

境界，與圓覺聲聞，尚差一線。故於佛法修者，其入大乘之境，是洗煉心性，達

致解脫，不在日日進爐火，夜夜煉丹基，其小乘矣！ 

 

646464641111. . . . 四禪為四禪為四禪為四禪為    

(一) 清靜除欲念，掃清妄意，於行氣坐禪之間，運氣行息！ 

(二) 棄觀覺與「滅尋何」之思維，則無罣礙，外喜之心頓見。 

(三) 去外喜而得自樂。 

(四) 外喜內悅俱拋去也，定者。 

 

敢問師敢問師敢問師敢問師    

禪與道之別 

四禪之身心之別 

何謂前宿之「尋」於「伺」之思維 



 

禪以無思無語至寂滅為旨歸。 

道以修真行實以修性行虛。是有為至無為。 

 

道德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實有者萬有，無者至無」，無以馭有方

出於指玄，有之從無，緣為天定，禪宗於現世是止於*虛雲。從無聖者。道於現

世是止於#明徹一士矣。餘皆欽法慕術或妄氣其行，即使先天派之趙避塵等亦祇

宗於丹氣未曾專道，更不敬神既修仙而不敬仙品者，胡何其修也。今人自我之性

更烈，如何得探至玄哉，子卿有緣具機是也。 

 

*釋虛雲（1840 年 8 月 26 日－1959 年 10 月 13 日），中國近代禪宗高僧。中國曹

洞四十七代，臨濟四十三代，雲門第十二代，法眼第八代，溈仰第八代。其禪功

和苦行倍受稱贊，以一身而兼禪宗五宗法脈，整頓佛教叢林，興建名剎，為現代

中國禪宗傑出代表。 

 

1913 年(民國二年)，西藏有些王公活佛受到英國及印度政府煽動，不肯承認國民

政府，袁世凱乃下令雲南都督蔡鍔準備出兵西藏。為避免生靈塗炭，蔡鍔乃託請

虛雲老和尚冒險深入藏區，商請在西藏德高望重的東寶法王，出面遊說當時主政

的西藏活佛承認國民政府，消弭化解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戰爭。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99%9A%E4%BA%91 

 

#純陽觀開山祖師李明徹（1751－1832 年），字飛雲，號青來，番禺人，年十二

出家為道士，曾入羅浮山沖虛觀修道。後往京師拜欽天監為師，研究天象，著有

《圜天圖說》一書。後為兩廣總督阮元延攬，為其編修《廣東通志》繪畫地圖。

道光四年，李明徹得阮元之助，於漱珠崗創建純陽觀，並終老於此。  

 

昔日的純陽觀，由於李明徹主持的博學多才，環境的清幽，吸引騷人墨客，留下

不少珍貴文物古蹟。道光九年李明徹刻立的《鼎建純陽觀碑記》，詳盡記述了該

觀創建的緣起、經過及建築規模，為後人留下了純陽觀的第一手材料，碑已無存，

拓本今收藏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清末畫家居巢、居廉曾入道純陽觀；民初

嶺南派大師高劍父、陳樹人常到此雅集，吟詩作畫。純陽殿前有談經石，在談經

石上有道光十年「介節為儔」石刻、民國年間的「梅社」等石刻。  

 

May 7May 7May 7May 7thththth        

646464642222. . . . 四禪為四禪為四禪為四禪為    

1。清靜除欲念，掃清妄意，於行氣坐禪之間，運氣行息！ 

2。棄觀覺與「滅尋何」之思維，則無罣礙，外喜之心頓見。 

3。去外喜而得自樂。 



4。外喜內悅俱拋去也，定者。 

 

何謂前宿之何謂前宿之何謂前宿之何謂前宿之「「「「尋尋尋尋」」」」於於於於「「「「伺伺伺伺」」」」之思維之思維之思維之思維？「？「？「？「歸性歸命歸性歸命歸性歸命歸性歸命」，「」，「」，「」，「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圓陀陀圓陀陀圓陀陀圓陀陀，，，，

光禿禿光禿禿光禿禿光禿禿」，「」，「」，「」，「於識於性於識於性於識於性於識於性」，「」，「」，「」，「於自於定於自於定於自於定於自於定」」」」→→→→真的需面壁九年嗎真的需面壁九年嗎真的需面壁九年嗎真的需面壁九年嗎？？？？    

 

叩評李明徹仙師所著叩評李明徹仙師所著叩評李明徹仙師所著叩評李明徹仙師所著《《《《寰天圖說寰天圖說寰天圖說寰天圖說》、《》、《》、《》、《圜天圖說續編圜天圖說續編圜天圖說續編圜天圖說續編》。》。》。》。    

    

九次第定中九次第定中九次第定中九次第定中    

四禪是基礎四禪是基礎四禪是基礎四禪是基礎    

境界入無無境界入無無境界入無無境界入無無    

無無無覺觀無無無覺觀無無無覺觀無無無覺觀    

    

初禪與密宗之修法是觀與覺也初禪與密宗之修法是觀與覺也初禪與密宗之修法是觀與覺也初禪與密宗之修法是觀與覺也。。。。密之左觀與右觀想者更是表表者也密之左觀與右觀想者更是表表者也密之左觀與右觀想者更是表表者也密之左觀與右觀想者更是表表者也。。。。但不免形相但不免形相但不免形相但不免形相

深植深植深植深植。。。。未至虛無未至虛無未至虛無未至虛無。。。。而滅尋伺便是詩中之無無無覺觀境界而滅尋伺便是詩中之無無無覺觀境界而滅尋伺便是詩中之無無無覺觀境界而滅尋伺便是詩中之無無無覺觀境界，，，，故無喜樂故無喜樂故無喜樂故無喜樂，，，，無何尋無何尋無何尋無何尋，，，，無無無無

何著矣何著矣何著矣何著矣。。。。禪法至此禪法至此禪法至此禪法至此若道之混元一炁矣乃是若道之混元一炁矣乃是若道之混元一炁矣乃是若道之混元一炁矣乃是！！！！    

    

先天趙避塵先天趙避塵先天趙避塵先天趙避塵    

曾著九年論曾著九年論曾著九年論曾著九年論    

真光與性光真光與性光真光與性光真光與性光    

雄蕊雌蕊循雄蕊雌蕊循雄蕊雌蕊循雄蕊雌蕊循    

    

性光與命光者性光與命光者性光與命光者性光與命光者，，，，趙一子著詳論矣趙一子著詳論矣趙一子著詳論矣趙一子著詳論矣，，，，君應有是書可讀焉君應有是書可讀焉君應有是書可讀焉君應有是書可讀焉。。。。尋於伺是温養是待機尋於伺是温養是待機尋於伺是温養是待機尋於伺是温養是待機，，，，若若若若

尋伺不準尋伺不準尋伺不準尋伺不準，，，，便是古修聖者云便是古修聖者云便是古修聖者云便是古修聖者云：：：：金逢望遠金逢望遠金逢望遠金逢望遠，，，，不堪嚐也不堪嚐也不堪嚐也不堪嚐也。。。。圓陀陀光禿禿是性命兩光交圓陀陀光禿禿是性命兩光交圓陀陀光禿禿是性命兩光交圓陀陀光禿禿是性命兩光交

合混融之象合混融之象合混融之象合混融之象，，，，修者如人飲水修者如人飲水修者如人飲水修者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冷暖自知矣冷暖自知矣冷暖自知矣。。。。    

    

李明徹善觀星宿亦善修行李明徹善觀星宿亦善修行李明徹善觀星宿亦善修行李明徹善觀星宿亦善修行，，，，羊城觀有其行足之跡羊城觀有其行足之跡羊城觀有其行足之跡羊城觀有其行足之跡，，，，亦有觀星台亦有觀星台亦有觀星台亦有觀星台，，，，皆清之遺而民之皆清之遺而民之皆清之遺而民之皆清之遺而民之

泯也泯也泯也泯也。。。。幸尚未跡轍全無哉幸尚未跡轍全無哉幸尚未跡轍全無哉幸尚未跡轍全無哉。。。。    

 

May 9May 9May 9May 9thththth        

646464643333. . . . 敢問師先天派之趙避塵如何敢問師先天派之趙避塵如何敢問師先天派之趙避塵如何敢問師先天派之趙避塵如何「「「「不敬神既修仙而不敬仙品者不敬神既修仙而不敬仙品者不敬神既修仙而不敬仙品者不敬神既修仙而不敬仙品者」？」？」？」？好讓愚徒引好讓愚徒引好讓愚徒引好讓愚徒引

以為鑑以為鑑以為鑑以為鑑。。。。    

竊自南宗始 

修仙不知仙 

自命金丹者 

我命不由天 

 

始紫陽以降者，我命不由天之句，是修丹道者，我相之表發焉。伯端知仙而修，

亦知禪而敬，其文字尚有尊天敬仙之象。迄乎南宗以降，諸修若混以北宗龍門者，



尚深於教義而奉於道律道统也。千峰一派捨敲橋道人外，鮮見燭香火與重律儀，

衹以己修己得，功夫己到家也，仙鄉出入由我哉，故彼行跡於善堂不存義於宗律

及宗門。無以教為修之依傍也，故本仙陋之，彼門亦不安渡近半佰之戰亂也，明

乎？ 

 

646464644444....佛義一書第七章云佛義一書第七章云佛義一書第七章云佛義一書第七章云::::    

『『『『世人煉丹求道世人煉丹求道世人煉丹求道世人煉丹求道，，，，只知運氣結合五行卦象只知運氣結合五行卦象只知運氣結合五行卦象只知運氣結合五行卦象，，，，配以黃老醫道之基配以黃老醫道之基配以黃老醫道之基配以黃老醫道之基，，，，抱一守元抱一守元抱一守元抱一守元……………………。。。。

亦未知黃庭神兼黃婆意亦未知黃庭神兼黃婆意亦未知黃庭神兼黃婆意亦未知黃庭神兼黃婆意，，，，乃性命兩宮之共運乃性命兩宮之共運乃性命兩宮之共運乃性命兩宮之共運。。。。如瞎子摸象如瞎子摸象如瞎子摸象如瞎子摸象，，，，得一而得一而得一而得一而忘二忘二忘二忘二，，，，知命而知命而知命而知命而

忘性忘性忘性忘性。』。』。』。』    

    

敢問師再賜教敢問師再賜教敢問師再賜教敢問師再賜教『『『『黃庭神兼黃婆意黃庭神兼黃婆意黃庭神兼黃婆意黃庭神兼黃婆意』』』』    

 

黃庭十三神 

最重黃婆意 

意者發中土 

觀河洛自知 

 

近代修丹道者，衹知行氣存意，發乎性命，其稍有得者，便以己之態，便是仙品

矣，故小敬天尊仙之品，不慕神儀之投入，而不識感恩之要。人生者，需感「天

覆地載」之恩。需感「父母生育，養育教訓」之恩，需感「師友裁培啓蒙之恩」，

需感「仙佛嘉庇赦免」之恩，也！並以『慊』為重，則不受現世之自我尊橫，不

可一世之墮累也。 

 

May 10May 10May 10May 10thththth        

646464645555....道祖老子西關而去道祖老子西關而去道祖老子西關而去道祖老子西關而去，，，，去了印度嗎去了印度嗎去了印度嗎去了印度嗎？？？？傳佛陀是老子之化身傳佛陀是老子之化身傳佛陀是老子之化身傳佛陀是老子之化身？？？？    

函谷關外者 

今之新彊矣 

道者必歸隱 

化身演教是 

 

老子之西去者出涵谷而隱矣，但未必易容而行。觀乎諸天眾聖者歷降於世而行教

化也。老聖與釋尊皆無始無窮無量無界之元始神衹西天各聖，似現世科學家之

云：「多元宇宙之主子是也」。故老聖非佛佗焉！ 

 

666646464646....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評評評評《《《《無量壽佛經無量壽佛經無量壽佛經無量壽佛經》》》》    

無量壽佛者 

阿彌陀法身 

是超度滅業 



經法集大成 

 

無量壽佛者是阿彌陀佛之法身也，佛界中之西方聖佛，渡往生之如來，阿彌陀經

為佛法中表表者，超渡滅業，直往西天之寶筏聖緘矣。又有無量壽童子稱者是超

血湖中未成胎或未成人身或未成人之童子寶筏也，廣渡一切化去，怨劫之業。 

 

MaMaMaMay 13y 13y 13y 13thththth        

666647474747....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評評評評《楞伽經》及《楞嚴經》 

經之近道者 

許是楞嚴 

真偽爭已久 

許其是大乘 

 

楞嚴經傳處其偽之爭已久而佛說末法之期，諸經漸毀而楞嚴為後者，楞嚴咒更是

降魔護道之聖言，大乘之至於唸者始於丑寅時而止於辰已初也，其法護山門廣昭

佛力，諸天護法聞是經亦趨臨敬聽以表尊法敬佛之殷也，至於習楞伽經者，則未

屈此至尊之品焉，亦為大乘上勝殊經之素也。 

 

666648.48.48.48.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評評評評《法華經》 

法華蓮座首 

端觀音品是 

其義涵祟宏 

普門品理殊 

 

妙法蓮華經是佛界眾生者必修之經典也，猶其是初題佛法之士哉。不論沙門比

丘，比丘民者俱必讀誦也，普門品(第十四章)更是勸說，業中諸界棄妄歸真了聖

緘良言，觀音經也，大勝後有之白蓮華經，多多焉！ 

 

May 14th  

666649.49.49.49.    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評評評評《阿含經》 

阿含經裏看 

列序分大小 

演說甚廣殊 

叙言法界始 

 

阿含經為佛說宇宙觀之始經，後分大阿含及小阿含也。天地宇宙觀俱盡此矣，學

佛學道者，必讀之經典焉！ 

 



650.650.650.650.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叩求賜評評評評《華嚴經》 

佛之拾大宗 

華嚴居上列 

其義華嚴理 

輯經盛佛說 

 

華嚴壹宗幾集佛義之大成矣。演此宗門，品呈上列，而讀華嚴者，多惧其浩如渊

海也。今本仙撮要輯華，推薦有緣者深讀其諸品中「入法界入法界入法界入法界品品品品」之壹章，應庶幾

可理殊俱備，幾窺全經之堂奧矣，勉勵哉！ 

 

May 16May 16May 16May 16thththth        

656565651.1.1.1.前來預早賀前來預早賀前來預早賀前來預早賀『『『『佛陀之誕佛陀之誕佛陀之誕佛陀之誕』』』』    

敬揖佛聖誕 

故舉沐佛儀 

始沿恆河象 

妙不可言矣 

 

子卿尊慕玄風而教敬三宗之域也，翌日是誕期，惜乎本觀未舉諸仙佛誕而演諸教

義之盛事也。今贈雅言，唯此際有說，恆河之義哉是也！ 

 

656565652.2.2.2.耶穌十三至三十歲是否去了印度求道耶穌十三至三十歲是否去了印度求道耶穌十三至三十歲是否去了印度求道耶穌十三至三十歲是否去了印度求道？？？？其母之墓是否在印巴附近其母之墓是否在印巴附近其母之墓是否在印巴附近其母之墓是否在印巴附近？？？？    

五教各分宗 

亦各具聖主 

殊不及相混 

慈同理亙殊 

 

子卿從何經何典而知耶穌十三至三十歲往印度而求道也。實耶教之道，耶教之理

大殊佛陀之旨矣。 

其母瑪利亞之墓是耶教之秘史。因「共濟會」及白武士之機構，藏其於一秘處，

近代許見神秘遷移，最近所稽密於巴黎玻璃金字塔之地底下，不復不申於世矣。

共濟會於舉世勢勢力極大哉！ 

 

May 20May 20May 20May 20    

656565653333. . . . 求師評剛過去星期六巳時已在求師評剛過去星期六巳時已在求師評剛過去星期六巳時已在求師評剛過去星期六巳時已在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完全的生基完全的生基完全的生基完全的生基。。。。    

遵法依古例 

地表氣盈祥 

時宸符尺度 

許昭後吉祥 



 

前日週六所築壽基福祉者，深淺咸宜，用物與實器法洽適，有吉時吉人吉地吉運

之萃合也。子可以得此事之益矣，頌焉！ 

 

求師再賜天星斷事； 

24 天星分佈在 24 山方向，應期是否用天運去斷事， 天星轉移？八運二十四天

星之方位？        

    

如今八運如今八運如今八運如今八運(2004(2004(2004(2004----2023202320232023 年年年年))))當今當今當今當今    

1. 九紫在西北(乾)-戌乾亥 

2. 七赤在東南(巽)-辰巽已 

3. 六白在東(震)-甲卯乙 

4. 五黃在西南(坤)-未坤申 

5. 四綠在北(坎)-壬子癸 

6. 三碧在南 (離)-丙午丁 

7. 二黑在東北(艮)-丑艮寅 

8. 一白在西(兌)-庚酉申 

 

 

九宮飛星法 

風水之行度 

實天星列位 

恆依天文學 

 

十二吉星十二吉星十二吉星十二吉星                                                                                                        十二凶星十二凶星十二凶星十二凶星    

輔翼________                       搖光________ 

進賢________                       屍氣________ 

司祿________                       天烽________ 

開陽________                       天機________ 

天璇________                       天賊________ 

從官_________                      卷舌________ 

天錢_________                      權曜________ 

天樞________                       咸池________ 

天節________                       敗傷________ 

文昌________                       玉衡________ 

天孫________                       司怪_______ 

天田________                       貫索________ 



玄空學九宮飛星之行法者，諸凶吉天星之弍拾四山排法自成一家一術之用，與亙

古曆法諸天體天星之天文學序排無實質實象關連，而古之占星觀星學俱足準星躔

星軌星象也，玄學家之廿四山對照廿四向宿者未符楔天象而衹是學術之一流派

矣！ 

 

May 21May 21May 21May 21    

656565654444    可否細談師之可否細談師之可否細談師之可否細談師之『『『『得道得道得道得道』』』』之歷程及心德之歷程及心德之歷程及心德之歷程及心德？？？？    

得道之態者 

如佛登彼岸 

彼岸是虛澄 

得道為實幹 

 

初得道者，若紫陽之云：「離人境而入人仙之境界矣」以佛界之修者比較應是第

弍禪之境地焉。得道需繼實幹修行方漸能「証道」而「了道」也。其間行止以「宏

道」為標。顯道為旨也。其間一境快樂無苦於外緣，而漸具足神通之象者。一切

仙蹟聖行，皆於此時期確立矣。其間有弍弎佰載之人仙修至天仙之期亦所謂「証

道」也。 

 

666655555555....可否細談師之可否細談師之可否細談師之可否細談師之『『『『宏道宏道宏道宏道』』』』之歷程及心德之歷程及心德之歷程及心德之歷程及心德？？？？    

里中諸道門 

皆勤云云道 

道字舟載道 

其意是身舵 

 

里中道者曾云云：「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應知是宏道者人之行矣。此句不

錯哉，宏道者表道於彰，顯理於明其一切道中理，道中情，俱揚表而至盡也。「宏

道」與「宏法」兩者恒殊而世人多混為一談而終也！ 

 

May 23May 23May 23May 23    

666656565656. . . . 賀呂祖師父之誕賀呂祖師父之誕賀呂祖師父之誕賀呂祖師父之誕    『『『『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    

師歷仙餘載 

道徒百萬傳 

彪彰有顯類 

近世汝翹先 

  

子之行也，實有惠益於蒼生而事利道門也。玄道玄玄泓弘峰振更勝雁塔榜彪之翰

詠矣，頌章攝受並惠仙題哉！ 

  



666657575757. . . . 愚徒感天之恩愚徒感天之恩愚徒感天之恩愚徒感天之恩，，，，天賜師父于徒兒天賜師父于徒兒天賜師父于徒兒天賜師父于徒兒，，，，師這幾年的教導師這幾年的教導師這幾年的教導師這幾年的教導，，，，愚徒之受益是愚徒之受益是愚徒之受益是愚徒之受益是「「「「無價無價無價無價

寶寶寶寶」。」。」。」。這幾年如徒兒有認何不足之處這幾年如徒兒有認何不足之處這幾年如徒兒有認何不足之處這幾年如徒兒有認何不足之處，，，，請恩師斧正請恩師斧正請恩師斧正請恩師斧正！！！！將來將來將來將來有何認務有何認務有何認務有何認務，，，，盡請師分咐盡請師分咐盡請師分咐盡請師分咐！！！！    

道為無價寶 

福迺有為修 

座上談衍化 

君協第一優 

  

師鑑賢徒之禮矣，刻期吾誕，贈以『玄道合壹』之章句以作黽勉哉！ 

 

May 24May 24May 24May 24    

666658585858. . . . 賀師公鐘離權之誕賀師公鐘離權之誕賀師公鐘離權之誕賀師公鐘離權之誕    

師讚賢徒名 

祖鑑神氣清 

緣從終南結 

福入紫枬庭 

 

仙不閱世事閑情多載矣。今值誕期，欣徒敬賀恭恭，實仙懷雅暢也。花果鑑領過

矣，明日鏡海尋玄多宅，氹仔壹嶼，今真非氹存者，奢華之市，真道紙醉金迷，

龍輿真盛，好棣梁家之風矣，本仙加持！ 

 

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    

鍾離太傅降示鍾離太傅降示鍾離太傅降示鍾離太傅降示    

666659595959. . . . 求評求評求評求評《《《《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記》》》》之真實性之真實性之真實性之真實性！！！！    

天竺取經書 

史叙甚明傳 

正史與野史 

雲坭判當然 

 

史實者確有玄奘斯高僧也，亦曾西行翻譯大量佛典也。譯經者鳩摩羅什也，文字

美妙。而野史之孫悟空等人物者民間鑒穿附會之無稽談矣，玄奘行程艱困，故多

幻澀之故事哉！ 

 

May 28May 28May 28May 28thththth    

666666660000. . . . 冥婚又稱配骨冥婚又稱配骨冥婚又稱配骨冥婚又稱配骨、、、、陰婚陰婚陰婚陰婚、、、、鬼婚鬼婚鬼婚鬼婚、、、、靈婚靈婚靈婚靈婚，，，，是一種民間習俗是一種民間習俗是一種民間習俗是一種民間習俗。。。。求師父評此習俗求師父評此習俗求師父評此習俗求師父評此習俗。。。。

與道何關與道何關與道何關與道何關？？？？    

 

道唯虛為無 

下踄冥婚事 



禮記無此說 

民俗所治依 

 

於禮記沿儒及云笈七懺之於道者，無冥婚配骨合葬等事。風水家之流其好吹噓

矣。若道觀庵堂舉此科儀事者亦從民之俗而非孔之禮也。道藏亦不述此事之概全。 

 

666666661111. . . . 求証求証求証求証----猶太教及早期基督教的文獻是否可找到輪迴之跡猶太教及早期基督教的文獻是否可找到輪迴之跡猶太教及早期基督教的文獻是否可找到輪迴之跡猶太教及早期基督教的文獻是否可找到輪迴之跡？？？？    

耶回兩教義 

殊無輪迴章 

重生埃及有 

俱是弄皮囊 

 

可蘭經及回教教義之翻釋者，中華書局有售，君值得閑暇作菜啜之閱文哉。可蘭

無輪迴之義，耶教則更明彰也。輪迴重生一事者，衹多神教者有之。舉有創世紀

之真神耶回者，欠此說矣！ 

 

May 30May 30May 30May 30    

666666662222. . . . 澳門主教山民國街之風水如何澳門主教山民國街之風水如何澳門主教山民國街之風水如何澳門主教山民國街之風水如何？？？？梁家將在此將宅梁家將在此將宅梁家將在此將宅梁家將在此將宅。。。。    

鏡海貴東望 

俗名主教山 

媽閣涵風水 

斂聚極徊環 

 

主教山未比松山之高隆但其握奇踞要，斂聚徊環，松山所望伶仃洋之鷄頸流峽

者，水龍迴聚主教山之渚，富都貴鄉之域也哉。至昔奢塲一坡近下之處則稍差，

唯有廟於斯者又煞化剎矣！ 

 

May 31May 31May 31May 31stststst    

666666663333....人睡覺時人睡覺時人睡覺時人睡覺時，，，，去了哪去了哪去了哪去了哪？？？？    

人之其睡也 

心魄緊攝一 

健者魂固守 

病侵百脈浮 

 

人之睡也慧智皆息而與諸種畜類之睡者，無分伯仲矣，非魂有所去而亦非人去了

那裏哉！ 

 

 



666666664444. . . . June 3June 3June 3June 3    

愚已預定六千本愚已預定六千本愚已預定六千本愚已預定六千本「「「「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打算分別在打算分別在打算分別在打算分別在 7777，，，，9999 及及及及 11111111 月於以下的地點月於以下的地點月於以下的地點月於以下的地點

分發分發分發分發，，，，請師父明鑑請師父明鑑請師父明鑑請師父明鑑：：：：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天  本   地點   天  本   地點    天  本   地點    

1  120   中環   1  120   荃灣   1  120   屯門 

2  120   中環   2  120   荃灣   2  120   屯門 

3  120   中環   3  120   荃灣   3  120   屯門 

4  120   中環   4  120   荃灣   4  120   屯門 

5  120   中環   5  120   荃灣   5  120   屯門 

6  120   灣仔   6  120   荃灣   6  120   屯門 

7  120   灣仔   7  120   荃灣   7  120   屯門 

8  120   灣仔   8  120   荃灣   8  120   屯門 

9  120   灣仔   9  120   青衣   9  120   沙田 

10  120   灣仔   10  120   青衣   10  120   沙田 

11  120   北角   11  120   青衣   11  120   沙田 

12  120   北角   12  120   青衣   12  120   沙田 

13  120   北角   13  120   青衣   13  120   沙田 

14  120   北角   14  120   青衣   14  120   沙田 

15  120   北角   15  120   青衣   15  120   沙田 

16  120   北角   16  120   青衣   16  120   沙田 

 

共共共共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1920      

官塘稍欠點官塘稍欠點官塘稍欠點官塘稍欠點    

有機添方便有機添方便有機添方便有機添方便    

紅磡廣東道紅磡廣東道紅磡廣東道紅磡廣東道    

能盡廣普傳能盡廣普傳能盡廣普傳能盡廣普傳？？？？    

    

見列表之殷點者見列表之殷點者見列表之殷點者見列表之殷點者，，，，幾慨得遍傳矣幾慨得遍傳矣幾慨得遍傳矣幾慨得遍傳矣，，，，若若若若乎青衣减壹點而官塘加壹點者乎青衣减壹點而官塘加壹點者乎青衣减壹點而官塘加壹點者乎青衣减壹點而官塘加壹點者，，，，甚善甚善甚善甚善。。。。廣東廣東廣東廣東

道與海運之間道與海運之間道與海運之間道與海運之間，，，，則為重點矣則為重點矣則為重點矣則為重點矣，，，，因乎人面新鮮流量廣普也因乎人面新鮮流量廣普也因乎人面新鮮流量廣普也因乎人面新鮮流量廣普也。。。。    

 

666665656565. June 4. June 4. June 4. June 4thththth    

據說大陸地方政府由于據說大陸地方政府由于據說大陸地方政府由于據說大陸地方政府由于「「「「過度借賃過度借賃過度借賃過度借賃」」」」而沒能力還債而沒能力還債而沒能力還債而沒能力還債，，，，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影子銀行影子銀行影子銀行影子銀行」」」」的効果的効果的効果的効果，，，，

和企業經商惡化和企業經商惡化和企業經商惡化和企業經商惡化，，，，神州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神州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神州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神州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師可評此危機爆發性師可評此危機爆發性師可評此危機爆發性師可評此危機爆發性？？？？    

州郡如古國 

亦富貪參差 

中國近代史 

經濟壹團糟 



 

是也！新丞相克強叫停近之城鎮化計劃者與此有關矣。地方政府者中央能駕能控

而影子銀行，則為關鍵所在，企業借賃早困難矣。君所憂危機壹事於失控狀態尚

遠，且企業仍泰半以上為國營，則癸已無由，無機競發，若是佈署投機投資策略

者，不必因噎廢食矣！ 

 

666666666666. . . . 求評新儒家求評新儒家求評新儒家求評新儒家，，，，熊十力熊十力熊十力熊十力、、、、梁漱溟梁漱溟梁漱溟梁漱溟、、、、馬一浮馬一浮馬一浮馬一浮、、、、張君劢張君劢張君劢張君劢、、、、馮友蘭馮友蘭馮友蘭馮友蘭及康有為等人及康有為等人及康有為等人及康有為等人。。。。    

熊十力近道 

徒出潘雨廷 

潘君論易道 

近代彪德馨 

    

稟中所列梁馬張馮諸眾者，俱多於五拾年代授學而延至七十年代之學者也。香港

崇基新亞學院者「克耑」亦為熊十力馬一浮錢穆之從人也，影響深遠，康有為從

儒新政，梁啓超筆風壹轉於清末未固新基而徒有帶不走一片雲彩之後學也，冰心

較佳哉！ 

 

June 6thJune 6thJune 6thJune 6th    

道藏之經典有哪幾本師認為愚一定要熟讀？ 

道藏如渊海 

法科理與玄 

丹符亦廣註 

版本多改編 

 

道藏為道學考史博通色羅法科儀，史玄教具備，具部序目廣大涵容，其間易過目

而勝索引者讀云笈七懺云笈七懺云笈七懺云笈七懺便是。唯學符者沿符，學丹者看丹。子卿既亦通地理而廣

天文者，經懺科儀緣不及盛，本仙建議唯丹可蹊也哉。易讀道書又得博益者，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之潘雨廷易道系列書籍如何？ 

 

666667676767. . . . 閱過師之閱過師之閱過師之閱過師之《《《《道丹性功之佛義啟蒙道丹性功之佛義啟蒙道丹性功之佛義啟蒙道丹性功之佛義啟蒙》》》》可再評可再評可再評可再評「「「「团一聲便悟团一聲便悟团一聲便悟团一聲便悟」」」」及何謂及何謂及何謂及何謂「「「「卜度卜度卜度卜度」？」？」？」？    

囝壹聲之喻 

斯為頓法矣 

修法有頓漸 

交感是楔機 

 

因一聲而悟者是修者陽陰交感之楔機也，頓法之壹種哉！得法於霎然之喻！卜度

非卜卦而度也卜卦是儒學儒術。卜度是道家所云之通玄關而過險要之義哉！ 

 



June 7June 7June 7June 7    

666668686868....    家爭鳴家爭鳴家爭鳴家爭鳴----求評墨家求評墨家求評墨家求評墨家，，，，縱橫家縱橫家縱橫家縱橫家    

專儒為古史 

百家附會是 

其勢盛秦前 

始皇盡焚書 

 

墨者儒之禮教之極而執於法者，由法入刑，殊薄乎恩義矣，而縱橫一術亦始源於

儒而表彰於任政也。季子之狐裘萬金張儀之拉一派打一派者，縱橫家是日後國朝

黨爭之始作俑者矣，多於術而小於學理，故歷欠銘傳而近代術人有黑厚學之李宗

吾為其餘業矣！ 

    

666669696969. June 10. June 10. June 10. June 10    

癸巳年分派的義書已定了下來，如今年有何吩咐及任務，請師盡言。明年甲午愚

建義以下:  

(一) 再印「呂祖顯化集」8 千本在同地點(廣東道為重點)分派有緣人。 

(二) 另打算撰寫整理向師父請益之稿成為新義書，「與仙對話請益」(暫名) 為

度有緣人，先印 2 千本。不知師有何意？ 

 

魯迅先生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 

 

新語文學者 

亦尋根道教 

啟超意稍殊 

餘者呈向貌 

 

義書歲梓量，已盡入真章。明年歲甲午，社稷益參商，捌仟冊之數應是足矣哉。

另書若用「人仙言談」為書名者，更有普羅世俗之意以避說教宣條之誤會也。 

 

676767670000. . . . 醫道系列醫道系列醫道系列醫道系列    

求評《黃帝內經》及《神農本草經》 

    

內經為學理 

醫法揭宗源 

總讀是脈象 

捌拾壹難喧 

 



神農經章，非神農氏所寫撰也，為先秦之代，遠古醫者草藥家所稽留之跡哉！若

現代科學觀內經之學理，神農是工程，而書亦黃帝之蹟為較遠古也。 

    

676767671111. . . . 求評扁鵲求評扁鵲求評扁鵲求評扁鵲《《《《難經難經難經難經》》》》及張仲景及張仲景及張仲景及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傷寒雜病論傷寒雜病論傷寒雜病論》》》》    

捌拾壹難經 

論盡脈理病 

揭闡醫宗源 

為後世彪揚 

 

扁鵲仙師之傳奇者為先秦前異者也，其曾遇真仙而引飲上池之水者，飲後目豁開

明，能透貫明視人身百脈追踪病源，侊若今日之Ｘ光機也。故有上池水水清之美

談而仲景之《傷寒論》者，醫宗實踐，開明後世寒熱醫理之源仲景亦有修丹原道

氣之法，故仙籍有其名也。 

 

676767672222. . . . 求評求評求評求評《《《《金匱要略金匱要略金匱要略金匱要略》》》》及及及及《《《《針灸甲乙經針灸甲乙經針灸甲乙經針灸甲乙經》》》》    

針灸甲乙經 

未表其何源 

籍論砭灸術 

華佗為宗典 

 

見本觀賀華佗仙師之祝文者，知其為針砭之開宗祖師矣。《甲乙經》是後人習其

術而著者非華佗真冊直傳而曹孟德而滅華佗而人焚其醫錄者庶無真傳之術矣，華

佗開脾及刮骨之麻醉術亦是針灸之尖端矣，豈因弍仟餘年而為怪力亂神之談哉。

《金匱要略》是曠古之名著，包羅萬有，歷朝學醫者無不讀之稔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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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767673333. . . . 求評宋代法醫書求評宋代法醫書求評宋代法醫書求評宋代法醫書《《《《洗冤集錄洗冤集錄洗冤集錄洗冤集錄》》》》及明李時珍及明李時珍及明李時珍及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本草綱目本草綱目本草綱目》》》》    

書出乃宋代 

里人益喜傳 

半具警世義 

科醫術合專 

 

書之傳也，里人多云與開封府包丞學士者有關也，亦然！其猶今日之偵測醫學

矣，可讀性高。 

 

本草綱目為時珍所編亦是一實踐性與經驗彙積之瑰寶也。開中華弍仟年之植物學

先河而今日中國藥科大學分析一切國藥成分後仍沿是書而致用哉，因其說物備

情，乃曠世之傑作也，君亦應藏有一手於書案中哉！ 



676767674444. . . . 求評南宋醫書孫思邈求評南宋醫書孫思邈求評南宋醫書孫思邈求評南宋醫書孫思邈《《《《千金翼方千金翼方千金翼方千金翼方》》》》及及及及《《《《孫真人玉函方孫真人玉函方孫真人玉函方孫真人玉函方》》》》    

孫思邈善醫 

譽比張仲景 

拾大古醫聖 

思邈具響名 

 

思邈此弍著作者與《金匱要畧》及《傷寒論》，《温熱辯條》，齊名而醫理與實

用亦普廣也。於宋而言雖前有古人，亦後無來者矣，清之葉天士庶機近之，但猶

有不及也。弍書備方涵蓋層面廣泛焉，學醫者殊必讀也！ 

 

666675757575. . . . 民間習俗系列民間習俗系列民間習俗系列民間習俗系列之談之談之談之談    

何時及如何接財神何時及如何接財神何時及如何接財神何時及如何接財神    

財神與紫姑 

幾迎請同期 

正月十五夕 

紫姑降廁箕 

 

降紫姑與接財神之系列，其始而盛於唐。士大夫及里人迎紫姑於望夕廁旁，而士

大夫迎財神於午際。古至先秦七國，中華多為遊牧農耕族士，財非貝也。乃數於

畜及田耕至唐方盛，乎貨両瑙珠哉。 

 

故君迎財神沿古例寅之望日午後其即可也。餘日不是正統，更無武財神文財神之

異也。近人鑿穿附會矣。古意星躔財神為金星(太白金)之譽哉！ 

 

666676767676. . . . 拜仙佛之禁忌拜仙佛之禁忌拜仙佛之禁忌拜仙佛之禁忌    

仙佛忌腥穢 

祭前莫屠畜 

亦忌淫與污 

宜沐浴更衣 

 

若盛科虔儀而禮祭仙佛者，各門各教早有清規行儀，列說敬奉仙佛之禁忌而民間

擇吉崇祀則不需如此肅嚴也。看儀科祭祀之層次矣。莫葷莫穢，且敬且誠為所必

需哉！近年道人嗜香煙，祭祀科儀間弄隙閑食者，亦不敬之甚矣！ 

 

666677777777. . . . 除夕之禁忌除夕之禁忌除夕之禁忌除夕之禁忌    

除夕為守歲 

故之例當先 

是日渡關山 



遊子險險焉 

 

「年」為獸名者，古之里人童話民風矣。古例之「冬至不出關而除夕不遠行」，

故守歲為除夕之禁忌矣。宋之蘇東坡累累被流放至崖州而後特赦回鄉，亦敝死於

歸途除夕之際，故不可以為閑法虛條哉！ 

 

666678787878. . . . 春節之禁忌春節之禁忌春節之禁忌春節之禁忌    

春為生機節 

民俗期新年 

朝庭春帖子 

頌皇與禱天 

 

實新年春節民例之喜忌複繁而族氏不同，郡邑各異者，每每有迴然之別也，遠至

中華各族各郡者，多而難書，唯近嶼寶島者春節上墳之一習俗，則又粵港中人祖

為大吉利是者也！ 

 

666679797979. . . . 元宵節之禁忌元宵節之禁忌元宵節之禁忌元宵節之禁忌    

元宵花燈節 

古風盛沿唐 

迺為降神日 

士大夫謂望 

 

月之十五日為望者，實始於士大夫以十五日，猶以寅月十五日為禮神降神祈禱歲

道安寧之時也。俗人降紫姑，士大夫亦以降神為儀禮。唐有太常傅士紥草人以降

箕者為長表表以申，花燈街遊園林雅興者，太宗至宋末之民風也，其間禁忌為不

宰犬牛於當日也，太牢饗祭諸畜，亦於十四日為之矣。 

 

686868680000. . . . 清明節之禁忌清明節之禁忌清明節之禁忌清明節之禁忌    

慎終追遠節 

溯古謂清明 

黃梅始蕊果 

霖雨霏輕輕 

 

清明為慎終追遠之時節也。雨霽黃梅，使人感性多思墟集鼎擠於盛邑，故有清明

上河橋之卷軸也。禁忌是，是日不言婚嫁，不舉壽筵。稟之另献祝謝九天玄女之

頌辭之思宏致隱，詞表宗玄，本仙遞此帖子至玄女尊前庶幾應攝受幾番矣，此賀

頌亦可列於即梓上頁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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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868681111. . . . 民間習俗系列民間習俗系列民間習俗系列民間習俗系列    

端午及七夕節之禁忌 

唐宋詩詞彙 

有詠曝衣樓 

七夕為七巧 

女紅專刺綉 

 

宋人有七夕前後曝衣之風俗焉。宋詩中多見文，新秋篝火，扇撲流螢，斯亦民風

可詠之雅興也。禁忌者是不覆秧而習探荷菱，七夕前不宰太牢水中原河套附近之

風俗為論也。 

 

686868682222. . . . 中元節及中秋節之禁忌中元節及中秋節之禁忌中元節及中秋節之禁忌中元節及中秋節之禁忌    

中元祠裏祀 

都是祭三官 

上中下元裏 

民俗互熒觀 

 

中元為七夕後之禮祭，仕官與道家多為之禁忌多多矣，是行儀科範之壹種焉。州

郡不同，隆儀迥異，其中有道涵抱民俗饗祭之盂蘭節成勝會。節間不納親與舉聘

矣。中秋一節民風喜近團圓，詩懷詠月，金盤冰輪方寄意情殷之下，禁忌無多矣！ 

 

686868683333....師有何認務需假愚去實現師有何認務需假愚去實現師有何認務需假愚去實現師有何認務需假愚去實現，，，，請隨時命愚請隨時命愚請隨時命愚請隨時命愚。。。。    

義書文字淺 

應世與適時 

見附篇羅列 

廣博益益矣 

 

新書序言於甲年壹歲者，見附篇章目甚合，既廣包羅亦敷實用諸益。君通達家居

風水玄微而世人喜憑家中擺設而初涉玄風者略略握言要點並方符契道義涵和有

說教之益者也！是！！ 

 

君是玄理人 

緣堅性慕道 

生活泰亨後 

實務行滔滔 

 



道之宏法，大忌空談亦忌鬼鬼神神掩掩影影。似術非術，似玄非玄，似法非法之

行修也。今乎教之興衰者，道佛同憂者，因未能代代相傳也。今乎實務之法是齊

家而後渡人，子若能渡家人兒女。廣達深信教益後更從玄。則契乎孔聖所昌之修

身，齊家，治國之萬世不朽聖律矣。甲午義書實務巳足哉！ 

 

666684848484. . . . 道教經典系列道教經典系列道教經典系列道教經典系列之談之談之談之談    

《《《《道德經道德經道德經道德經》》》》和莊子和莊子和莊子和莊子《《《《南華經南華經南華經南華經》》》》    

道德五千言 

概談一切法 

包羅列廣泛 

為思想綱範 

老子之著說釋述者，迄今恐踰參仟家矣。紛紜璀璨可讀非常。而南華真經者，列

朝註亦殊多。慨談隱逸之益，以物喻情，益達乎非想非非想之境界。道中言佛豈

盡虛無，可讀可參之繞境列乃也。 

 

666686868686....《《《《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和和和和《《《《太上感應篇太上感應篇太上感應篇太上感應篇》》》》    

弍經俱云盡 

因果與實修 

非老聖筆述 

後人為之優 

 

弍經非老聖之原述哉，後人修者之續篇矣。常清淨感應釋門之好道者，刻此弍經

矣，為佛理之傳教梯航哉。故至現世，諸釋門大德亦喜述講感應篇與清淨經。道

德五千言，彼無一語之涉及哉，子卿等應知之矣！ 

 

666686868686....《《《《太平經太平經太平經太平經》》》》和和和和《《《《老子想爾注老子想爾注老子想爾注老子想爾注》》》》    

道經浩淵海 

首始列太平 

太平經內涵 

包羅算萬有 

 

《太平經》為具系統收錄之古經也。幾是啓始之實務道教道家紀錄書籍焉。至於

老子壹書，註者上至尊皇而下及士民布衣者前踰参仟之數者也。想爾注是理及修

行發乎廣義，非執於偏亦求乎博者，可讀性頗高也。 

 

666687878787. . . . 《《《《黃庭經黃庭經黃庭經黃庭經》》》》和和和和《《《《上清大洞真經上清大洞真經上清大洞真經上清大洞真經》》》》    

黃庭內外景 

俱是修丹書 



流傳年代遠 

兩景發先遲 

 

黃庭經者道之名著，得義之筆跡之譽者與魏華存之修而膾炙人口矣，實為古代因

流解剖學書，捨参神是其內理而君可讀者，近人潘雨庭分析頗精者也，另書大洞

經者亦是丹修奥義之註，而版本各具不同民間流傳釋義之多者，尤以云南，是文

昌，馬天君之註冊矣！上清太洞經者其數另殊哉！註釋者較少也。 

 

666688888888....《《《《度人經度人經度人經度人經》》》》和和和和《《《《三皇文三皇文三皇文三皇文》》》》    

言諸世間事 

及律亦及法 

稽說天梯路 

起自壹善心 

 

《度人經》與《三皇文》者俱稽古說義及倡乎倫理道德之善行。勸善文之範疇矣。

沿古說意欲復善風者，里人也。有人心不古者，字亦因襲意而出。本不深邃，亦

未傾盡理玄。 

 

666689898989....《《《《玉皇經玉皇經玉皇經玉皇經》》》》和和和和《《《《心印妙經心印妙經心印妙經心印妙經》》》》    

玉皇與心印 

俱一般經藉 

叙義說理多 

廣意及修行 

 

此弍書非乎可比《道德》與或漢出之《太平經》與《大洞經》者也，是民間廣傳

之說義叙眾廣及修行之經書焉，可讀性一般，無崇玄奧理之可發掘也，如是而矣。 

    

696969690000....《《《《呂祖全書呂祖全書呂祖全書呂祖全書》》》》    

道者序本書 

書內銘名馨 

唯吾逢仙遇 

確在終南證 

此書所序者，其舒發所言！確是似敘坊間里梓之傳記小說類者也。而師先證道於

終南，確符半事實而大羅聿修之壹段者則在盧山也嶼。至於書內所載之行止與詩

詞者，確為本仙所出者，亦踰所載之半數也！ 

  

 

 



696969691111....《《《《呂祖本傳呂祖本傳呂祖本傳呂祖本傳》》》》        

本傳似史述 

是稽人諸跡 

內容較刻板 

不深說道玄 

  

是版較全書之可讀性少矣。似說書敘史焉。壹攏談玄，亦未楔乎深度故流行末廣

而版梓幸存矣。文字章節較嚴謹之下亦是壹本可鑑存之好書哉！是也。 

 

696969692222....《《《《呂祖無極寶懺呂祖無極寶懺呂祖無極寶懺呂祖無極寶懺》》》》及及及及《《《《呂祖寶誥呂祖寶誥呂祖寶誥呂祖寶誥》》》》    

懺屬科與儀 

與經不相似 

說理論教少 

純禮法文字 

 

諸門道宗祖師者，皆有其懺法也。無極寶懺是本仙之懺經其始厚於清之北壤後屢

經各郡諸壇之乩降，修褉文字加添寶誥，歌頌功績仙行。彙成今日之版本矣。諸

門祖師皆有寶誥廣衍聖蹟。文寄儀科懺法之籍。 

 

近世修人有以誦寶誥而請仙者，心入天誠者，其許感應矣！ 

 

696969693333....《《《《沁園春沁園春沁園春沁園春》》》》    

沁園春詞牌 

宋之文人玩 

師亦有填注 

瑯瑯言丹道 

 

沁園春者，詞調寄意丹道之訣法也。猶似若紫陽之填江西月詞焉。道家者詞多言

丹道。而止於鍾呂及系承南北弍統哉！沁園春是表表之意矣！ 

 

694694694694....（（（（呂祖年譜呂祖年譜呂祖年譜呂祖年譜））））及及及及((((海山奇遇海山奇遇海山奇遇海山奇遇))))    

師之族譜廣 

嗣興弍佰年 

因祖承食祿 

氏人世代顯 

 



氏族年譜者，永樂宮有可稽之彰跡矣。今仍不泯，君暇可覧遊之哉，總有一得之

見也。海山奇遇集述行述藏，非乎添史流雲寫跡添足，可讀性與述實性踰六成以

上之高者也，不以怪力亂神之意而論之哉！ 

 

695695695695....《《《《接命鎮塵寶經接命鎮塵寶經接命鎮塵寶經接命鎮塵寶經》》》》及及及及《《《《呂祖彙集呂祖彙集呂祖彙集呂祖彙集》》》》    

行修論寶經 

名接命鎮塵 

不倡因與緣 

衹言行藏殷 

 

唐宋間甚多緣仙叙修之經典也。是經為其中壹焉。至於本仙彙集，稍別異於全書

而其發跡叙史之原跟究哦詠風物。並寫山川來跡，行修點滴者，算是雜而當戎未

全也，亦不俗哉！ 

 

696696696696....《《《《呂祖神咒呂祖神咒呂祖神咒呂祖神咒》》》》及及及及《《《《正教編正教編正教編正教編》》》》    

弍書皆乩降 

其始於前清 

明亦多諸類 

河南與洞庭 

 

神咒一書者清之術者，旁餘彙河南雲南諸郡邑之壇舍而表是書也。結社行乩，兼

儒方術暢表於言詞，實未必是如斯體應者也。正教編亦如是，捨唐末宋初本仙尚

遊歷於人間，累顯功績外。至宋之中葉有詩人著渡吳與妓女壹事者亦訛章自述是

也。 

 

697697697697....《《《《孚佑帝君證道成真心懺孚佑帝君證道成真心懺孚佑帝君證道成真心懺孚佑帝君證道成真心懺》》》》及及及及《《《《大洞真經大洞真經大洞真經大洞真經》》》》    

兩書其效意 

俱禮法黃庭 

古人勸行修 

熟讀懺與經 

 

兩書皆始於北壤而盛行於雲南至乎西蜀、甘肅諸郡邑梅嶺慶廋南，返覺觀舍用度

參詳者甚少也！心懺是懺法，大洞是丹經，殊不同乎體系者也。大洞流佈較廣，

寓文昌梓潼而教宏經義者也！ 

 

家居風水系列家居風水系列家居風水系列家居風水系列    

698698698698....飯廳及客飯廳及客飯廳及客飯廳及客廳之要廳之要廳之要廳之要    

廣廈如鱗櫛 



欲安庇萬民 

斗室如哈壳 

起宿盡才分 

 

文化衍異而居停庶難及往昔敞恬矣。唯現代家居風水得科學化之裨益者，雖斗室

亦作瓊居矣。客廳是入門之位忌促忌墙更宜乎寧謐，四正少角而光源廣亮，忌傢

俬壅塞，徒碍空間矣。飯廳宜近郇厨，能另成一境者，最喜。飯廳近廁或位置過

促過狹者，則一室之風水皆渙者矣！ 

 

699699699699. . . . 睡房睡房睡房睡房((((主人及兒女房主人及兒女房主人及兒女房主人及兒女房))))之要之要之要之要    

主人之房者 

現宅多指定 

唯是再裝飾 

應依從本命 

 

主人房是依東西四命而定房間何處是最合矣。迎年太歲影響凶吉者，可改門或移

床位而就之哉！至女兒房間者亦依東西四命而定位宜者也。唯桂蘭未長冠紐又未

及齡者非作主人主家論之看也。故一宅安好，依飛星凶吉者定吉曜註臨之處便

是，無過所求矣！ 

 

707070700000. . . . 灶灶灶灶////廚房之要廚房之要廚房之要廚房之要    

陽宅於現代 

向方非取門 

轉作向探光 

厨轉火門觀 

 

觀乎全息論者，一物一天地也，厨亦作一太極物觀焉，故微觀之坐向如屋之整體

者，可列出弍捨四山諸宿吉凶坐向也。古之灶即今之火門開關按鈕。於吉向吉向

利。猶以屬木火形格用向之宅者焉，今廚室細小而窗狹，故廚室坐向判準者多依

門(廚門)之向作準繩也哉，不易混淆也。 

 

707070701111. . . . 廁所廁所廁所廁所、、、、走廊走廊走廊走廊////儲藏室儲藏室儲藏室儲藏室之要之要之要之要    

走廊耗面積 

雅意謂玄關 

買宅避之是 

廊更忌狹長 

 



宅之房忌門冲長廊亦云於走廊入諸房間之門對向，相對是不甚吉也。厠莫在財位

如「天錢」、「開陽」、「輔弼」之類，於垢穢位如「屍氣」等合，因洩凶去穢

宜而儲物處莫在「天賊」、「天峰」之位合，猶以藏珍納匣者為然夾萬放「天賊」

位者，不招盜蹠者幾稀矣！ 

 

707070702222. . . . 風水物品之要及辦公室之風水風水物品之要及辦公室之風水風水物品之要及辦公室之風水風水物品之要及辦公室之風水    

風水物品者 

陰陽宅別異 

陰宅意永生 

陽宅意世旺 

 

稟品諸物用於風水者，俱指陽宅矣，「和」、「順」與「財」斯為三旨之要。其

用意者化凶而迎祥也。序用五行及陰陽之勢力作補作瀉之用，凶者瀉之，吉者補

之，便可以也。植物礦物以五色形狀位置而制衡。 

辦公室亦如是觀哉，室需平正作合比例之長方形者，斯為風水所需之第一因素矣。 

 

707070703333. . . . 呈上呈上呈上呈上《《《《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呂祖渡化呂祖渡化呂祖渡化呂祖渡化》》》》義書初稿義書初稿義書初稿義書初稿，，，，愚徒已閱過愚徒已閱過愚徒已閱過愚徒已閱過《《《《儒宗寶典儒宗寶典儒宗寶典儒宗寶典》》》》、、、、《《《《道心道心道心道心

秘藏秘藏秘藏秘藏》》》》、、、、《《《《大道續詮大道續詮大道續詮大道續詮》》》》、、、、《《《《修之障修之障修之障修之障》》》》、、、、《《《《修道心法衍繹修道心法衍繹修道心法衍繹修道心法衍繹》》》》、、、、《《《《道鐘警明道鐘警明道鐘警明道鐘警明》》》》而將少而將少而將少而將少

許資料編納入義書許資料編納入義書許資料編納入義書許資料編納入義書，，，，望師父賜評望師父賜評望師父賜評望師父賜評、、、、提建議及降序提建議及降序提建議及降序提建議及降序。。。。    

觀乎人問道 

悉俱言修道 

心法衍繹意 

涵意應最高 

 

近世鮮此類之書籍問世矣。雖非一概全涵亦無玄言術法之論及，衹是見義開章，

有及於理者矣。畢竟怪力亂神，世人所忌而深玄奥義，更是使里人有隔隴望山之

感矣，故是書所喜者在乎適中，在乎及理義而適世情者也，許發稿宏廣行版梓便

是。此稟可作序也。 

 

July 12July 12July 12July 12    

777704040404. . . . 叩評近代道家叩評近代道家叩評近代道家叩評近代道家////仙學家仙學家仙學家仙學家----陳攖寧陳攖寧陳攖寧陳攖寧、、、、劉培中劉培中劉培中劉培中、、、、陳鼓應陳鼓應陳鼓應陳鼓應、、、、胡孚琛胡孚琛胡孚琛胡孚琛    

壹概仙學者 

盡是行丹氣 

稟中數諸人 

未遵教義備 

 

此稟中皆眾等俱為佰年內好行氣道之人與唐宗壹傳正統之南北弍宗無直接之師

緣教範關係宗教意識，神佛概念不重，攖寧仙學順年代時勢而為培中無過於穎



出，鼓應是儒佛道俱雜，理近學者，義不涵玄。胡孚琛是繼攖寧之後發揮仙學備

至者也。唯本仙不以仙學為在道之宗。猶其無神佛之意識者備教焉！ 

 

777705050505....師早前說過念師早前說過念師早前說過念師早前說過念『『『『寶誥寶誥寶誥寶誥』』』』能與師相應能與師相應能與師相應能與師相應？？？？那念什麼可以與九天玄女師父相那念什麼可以與九天玄女師父相那念什麼可以與九天玄女師父相那念什麼可以與九天玄女師父相應應應應？？？？    另另另另

外外外外九玄聖女九玄聖女九玄聖女九玄聖女////    無極先天老母娘無極先天老母娘無極先天老母娘無極先天老母娘與九天玄女是與九天玄女是與九天玄女是與九天玄女是否同否同否同否同一神嗎一神嗎一神嗎一神嗎????    

 

古人降仙神 

備盡三蹊踁 

契心神儀極 

劃符是另境 

 

古人降神邀仙者，有焚符請聖有唸誦科儀。唱懺寶誥恭禮邀聖降駕者是。世末見

九天玄女之懺經廣傳而寶誥缺匱。實無極先天應姥姆與九天玄女者，逈異其函銜

世人附會其是雷同而矣！ 

 

July 19July 19July 19July 19    

777706060606. . . . 邵擁元會世運有邵擁元會世運有邵擁元會世運有邵擁元會世運有 12121212 萬九千六百年萬九千六百年萬九千六百年萬九千六百年，，，，據近所閱之聖書至今三期末法已有據近所閱之聖書至今三期末法已有據近所閱之聖書至今三期末法已有據近所閱之聖書至今三期末法已有 6666 萬萬萬萬

年年年年，，，，敢問師是否還有敢問師是否還有敢問師是否還有敢問師是否還有 6666 萬年世界將滅萬年世界將滅萬年世界將滅萬年世界將滅？？？？    

邵翁之所推 

是佛云壹刼 

據此天地觀 

物種灰飛滅 

 

此滅者為物種矣。生生者不生古之義基亦云此也，而邵子據數推曆、天體、天地

是微觀之範疇，深究極現代科學之天體觀遑論南瞻部州，即宇宙亦非單一之宇宙

而數可達乎拾億，生民以呈似蠡測得海矣，宇宙達十億，生物數數何？冥思可自

知！ 

 

777707070707. . . . 甲午年之卦為甲午年之卦為甲午年之卦為甲午年之卦為『『『『屯屯屯屯』』』』卦卦卦卦，，，，敢問師敢問師敢問師敢問師有何意義有何意義有何意義有何意義？？？？    

年卦從何起？ 

配曆或占卜 

循環看卦義 

是水下生雷 

 

承上稟義是水與雷為物種孕發之始象也。卦義是始生始聚漸脫混溷之狀態焉。應

向好一點推論人事，天機，地理諸象也。水下有雷，如里人所云:海牛翻身逛傲

七海之遊者，應避一此之危險區域矣！ 

    



July 22July 22July 22July 22    

777708080808. . . . 前來賀六月十五日前來賀六月十五日前來賀六月十五日前來賀六月十五日::::    

『『『『無極姥姆無極姥姆無極姥姆無極姥姆』』』』及及及及『『『『王靈天王靈天王靈天王靈天君君君君』』』』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    

君奉弍尊誕 

殷勤具誠儀 

本觀雖欠祀 

唯非渺神衹 

 

王靈為道之護法哉，諸觀備儀於誕期，想應不疏於有禮是也。是日献弍壽果蓴盤

者，若人間之金公木母而祝彌壽者是也，有禮以納哉！ 

 

777709090909. . . . 閱過閱過閱過閱過《《《《碧苑壇經碧苑壇經碧苑壇經碧苑壇經----((((龍門心法龍門心法龍門心法龍門心法))))》，》，》，》，求評求評求評求評！！！！    

是經誰作著 

想非是長春 

宗人示教示 

乩例明清循 

 

是書非長春真人之惠留筆註而是教人行修之餘寫其心得心法矣。姑莫論籍中所註

留名或所言之虛虛實實者，龍門心法，一律清靜是矣。 

 

July 26July 26July 26July 26    

717171710000. . . . 前來賀六月十九日前來賀六月十九日前來賀六月十九日前來賀六月十九日::::    

『『『『觀音大士觀音大士觀音大士觀音大士』』』』得道之盛日得道之盛日得道之盛日得道之盛日。。。。有段時間沒見過觀音大士有段時間沒見過觀音大士有段時間沒見過觀音大士有段時間沒見過觀音大士，，，，盼盛安盼盛安盼盛安盼盛安！！！！    

瑤池林紫竹 

氤氳瑞氣盈 

佛相千百變 

蹟為宏願興 

 

是日為普陀恩結佛法昌彰之聖日也，得道日是當然超聖力乃宏願，所以深入南瞻

部州之人心者，拔苦予樂之行持久邃也。 

 

子在道在玄而佛法少沾，但聞知意矣，願有後機之可稽哉！ 

 

717171711111....求評求評求評求評『『『『平洋龍平洋龍平洋龍平洋龍』』』』之氣盛是否有不足之疑之氣盛是否有不足之疑之氣盛是否有不足之疑之氣盛是否有不足之疑？？？？    

龍主世盛者 

半風水半玄 

南瞻興與替 

因果可瞻沾 



 

世替興衰邦列興亡者，屢屢是人間『共業』了溷積所至也。海天立日有龍族焉。

其亦主示人間風雨及四時之吉泰否也。至於半玄風水半神半典之諸龍，主事學說

不免又似奇門遁甲中之諸門，混出一個民族間民俗之演說矣！ 

 

JJJJuly 29uly 29uly 29uly 29    

717171712222. . . . 義書封面呈上義書封面呈上義書封面呈上義書封面呈上，，，，預能年底前可面世預能年底前可面世預能年底前可面世預能年底前可面世，，，，一一一一萬萬萬萬本分今年底本分今年底本分今年底本分今年底，，，，甲午年初及年中派甲午年初及年中派甲午年初及年中派甲午年初及年中派

發發發發。。。。甲午下半年甲午下半年甲午下半年甲午下半年，，，，愚計劃除安排分派愚計劃除安排分派愚計劃除安排分派愚計劃除安排分派『『『『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外外外外，，，，還慎還慎還慎還慎撰寫撰寫撰寫撰寫英文英文英文英文道義書道義書道義書道義書！！！！    

 

義書英語版 

喜君慎撰文 

鉅成越古人 

後繼仰殷欣 

 

此大計殷善彌天矣，徒之譽師揚道之福德其昭彰哉。仙與諸聖眾真定加庇者也。

黽勉繼力而行焉！嘉嘉哉！ 

 

717171713333. . . . 五百羅漢的由來五百羅漢的由來五百羅漢的由來五百羅漢的由來，，，，坊間流傳多坊間流傳多坊間流傳多坊間流傳多，，，，請師父評源請師父評源請師父評源請師父評源。。。。    

羅漢諸品第 

於佛界極高 

釋祖修行下 

拾捌有賢徒 

 

然佛之座下者，捌佰與伍佰羅漢未彰其列也，祇有拾捌羅漢者是昭其品第也焉。

佛為多神教之表表者，後人添餘數目以盛聲勢者於唐之末已見冊傳其盛矣，佛界

眾修至如來境界者方為大乘之巔哉！ 

 

July 30July 30July 30July 30    

777714141414....前來預賀六月廿四日前來預賀六月廿四日前來預賀六月廿四日前來預賀六月廿四日::::    

『『『『關聖帝關聖帝關聖帝關聖帝』』』』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盼忠義長存人心盼忠義長存人心盼忠義長存人心盼忠義長存人心！！！！    

    

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    

關聖帝君關聖帝君關聖帝君關聖帝君    

岳武穆真神降示岳武穆真神降示岳武穆真神降示岳武穆真神降示    

    

参伏盛夏歲 

怡似吾誕時 

江南水潦天 



浮盆涉驚怪 

 

世人得能為神祇者壹行恩義，弍是護國邦，参是都至孝者也。非乎道修即神，而

丹修即仙哉。君舉義書而名於世者。着實功德普宏廣道明義，願於心之機，應漸

有得遂之趨向矣！本聖加持並領儀隆之果禮哉！是也。 

 

777715151515. . . . 敢問師十二地支藏的二十八天干敢問師十二地支藏的二十八天干敢問師十二地支藏的二十八天干敢問師十二地支藏的二十八天干，，，，是否帶表天上二十八宿是否帶表天上二十八宿是否帶表天上二十八宿是否帶表天上二十八宿？？？？    

天地全息論 

一炁混浩然 

星官加名號 

都是人間傳 

 

弍拾捌宿，星行天上座分東西南北而星官具名都是人間之統改矣。亦依五行象數

而套入，類表玄機子平，一行等之地支術暗藏五行諸象者，伏列陰陽概含全息，

雖非是天官之微表，但於全息論者，蘊藏其義三才合論一體者全息論之神妙焉。

若宏觀廣義之三才，是宇宙數有拾億相對拾億個宇宙之宏觀全息者，人似滄海珊

瑚內一個小虫。古人以蠡測諭人小見少器者，亦忝於抬舉哉！ 

 

August 2August 2August 2August 2ndndndnd    

777716161616....義書義書義書義書改良改良改良改良封面封面封面封面及內容初版及內容初版及內容初版及內容初版呈上呈上呈上呈上，，，，求賜教求賜教求賜教求賜教！！！！    

封面有碩像 

形態美且良 

頂底欠空位 

留些更舒暢 

 

封面之底色與文字設計甚妙，像亦傳神若頂與底得像之首與像之脚位留得弍分至

分半之空隙者，怡神勝目矣。內容充沛，版梓輕行，應是好義書之一箇端範是也。 

 

777717.17.17.17.敢問師可否細談敢問師可否細談敢問師可否細談敢問師可否細談 24242424 天星與天星與天星與天星與 28282828 宿之間之關係宿之間之關係宿之間之關係宿之間之關係？？？？    

弍拾四天星 

合七政四餘 

弍拾捌宿主 

中天羅佈是 

 

舉昊天之中，星躔之際星官何其多也，而人頌以名，亦分方位而定其奧義哉！古

人以星官下降凡塵而興行人間諸底事也。弍捨四天星多此諭兆也。而弍拾八宿者

鮮其人格化諸事以臨哉！ 

 



August 5August 5August 5August 5thththth    

777718.18.18.18.求評呈上英文義書的初步目錄求評呈上英文義書的初步目錄求評呈上英文義書的初步目錄求評呈上英文義書的初步目錄，，，，    

(一) 資料來源: 

� 師父之請益翻釋 

� 愚徒報章，雜誌及網上發佈的文章 

� 網上文章 

(二) 以玄入道(後有堪輿風水文章)，三教之旨為主 

(三) 大約四萬英文字 

    

書已廣包羅書已廣包羅書已廣包羅書已廣包羅    

層次涵理玄層次涵理玄層次涵理玄層次涵理玄    

的適人閱看的適人閱看的適人閱看的適人閱看    

能宏道致遠能宏道致遠能宏道致遠能宏道致遠    

    

是書雖偶有零星文義與文字之誤植，但數甚罕也，亦不影響段落之整體，故不吹

毛求疵而求乎改也。版梓就用便可。四萬字文亦謂琳琅紛繽之巨著也哉，非惜乎

義，亦非狐乎文之好書籍者也！ 

 

目目目目錄錄錄錄    

Title: The Great Master of DaoTitle: The Great Master of DaoTitle: The Great Master of DaoTitle: The Great Master of Dao---- Lu Ju Lu Ju Lu Ju Lu Ju    

Master Lu Dong Bin 

Watch what you do and say you could be tested! -The ten trials 十試 

9 Virtues/tenets of Master Lu Ju 呂祖九美 

Conversation with Deities-(Seeking knowledge from Lu Ju) 

Lu Ju on Dao 呂祖論道-續論 

Lu Ju Heart Mantra 呂祖心經 

Dao Origin – by Elizabeth Reninger 

The Three Sovereigns & Five Emperors 王皇五帝 

Immortal: The Roots of Daoism Practice 

Zhuangzi’s Butterfly 

Dao 

Dao Sages-Lao Zi(老子) and Zhuang Zi (莊子) or Lao Zhuang (老莊) 

What is Dao?-by Derek Lin 

Is Daoism a Religion? 

Here are Taoism’s Ten Precepts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expected to uphold: 

Confucianism versus Daoism 



The Heavenly Scripture and Earthly Justice & 5 Elements 

The Three ‘H’s in Ancient Chinese World 

The Three Pureness Pioneer Patriarch ( 三 清 ) 

The Jade Emperor (玉 皇 大 帝， Yu Huang Da Di) 

The Eight Immortals (八仙) 

Daoism School of Quan Zhen (全真) 

The Five Pioneers of Northern Daoism masters， also known as Quan Zhen Five Patriarch 

are as follow: (全真道遵奉的北宗五位祖師，又稱全真五祖) 

Seven Truthfulness Disciples 

Unalterable Principle(天經地義之大事) 

The Dao of Chinese Metaphysic-The Way 

Did you know that the first month of Chinese calendar year begin with Tiger? 

What Dao? 

Stories from Ancient Chinese Wisdom 

� The Goat and Turtle Race 

� The Smart Kid and the Old Wise Man 

� 80-storeys 

� The Mouse 

� A Farmer’s Horse Taoist Story 

� Going with the Flow 

� Is That So? 

� The Gift of Insults 

� Egotism 

� Self-Control 

� Full Awareness 

� Perseverance Precedes Immortality 

Wu Wei: Action in Inaction 

Zhuang Zi's Dao Story on Performing and Winning 

Governing the World 

Beyond Reward and Punishment! 



Explaining the Essence of Dao 

Surprising the Master 

What Does The Daoism Yin-Yang Symbol Look Like? 

What Is Wu Wei? 

Seeking Knowledge is not about seeking wealth， it’s about passing the torch; this is the 

basic value of a teacher。 

Life is like standing in a Queue 

Change 

Think of 1 and 2。 

Reform or change your luck? 

I-Ching 

The Heavenly Law-(I-Ching First Qua) 

The Earthy Law-(I-Ching Second Qua) 

The Humanly Law-embedded in I-Ching 

What is Dao by Wudang Dao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Daoism 

Chinese and Western Daoism philosophy 

Religious Daoism-BBC 

Religious Taoism traditions 

Daoism priest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Daoism in China (www。taoist。org。cn) 

Daoism on Meditation 

Qi (氣) and Cultivation Energy (功) 

Qigong and Martial Arts 

The Important and yet basic concept in Metaphysic-Yin and Yang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in Broader Context 

It is people that matters not the Dao! 「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  

10 Easy Feng Shui in Modern World Living 

Feng Shui Taboo 

Is your front door facing the staircase? 

11 Do’s and Don’ts of Home Feng Shui 

11 Do's and Don’ts of selecting a site for Home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3 teaching of Da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us that published in 

Standard 

    

Aug 16th 



777719191919. . . . 敢問師敢問師敢問師敢問師，，，，老盛老盛老盛老盛、、、、孔盛及釋佛的智慧是如何得出來孔盛及釋佛的智慧是如何得出來孔盛及釋佛的智慧是如何得出來孔盛及釋佛的智慧是如何得出來？？？？如何悟出來的如何悟出來的如何悟出來的如何悟出來的？？？？是否也是否也是否也是否也

是上天所賜的嗎是上天所賜的嗎是上天所賜的嗎是上天所賜的嗎？？？？師及諸盛偉大之思維師及諸盛偉大之思維師及諸盛偉大之思維師及諸盛偉大之思維、、、、心法無量無壽心法無量無壽心法無量無壽心法無量無壽，，，，奠定了中華文化奠定了中華文化奠定了中華文化奠定了中華文化、、、、浩然浩然浩然浩然

之勢之勢之勢之勢矣矣矣矣！！！！    

    

参教諸聖人 

皆倡言天律 

為民維止處 

互契天地心 

 

参教聖人者實思同一闕，論本同源，神道設教，禮尚尊王者，契乎天地心矣，師

曾云宇宙混然共十億個，子卿云云三教者中華文化奧義於龍之睛矣。義非人出，

實契天心，天心者諸宇宙之律軸者也。如道德經老聖云之轂軸然。 

 

Aug 19th 

727272720.0.0.0. 前來賀師父法相誕。祝盛安！徒再次感謝師父之教導。 

愚徒顯醜: 

 

圓圓圓圓通十方得心人 

通通通通古博今勵人心 

文文文文以載道讚九美 

尼尼尼尼山秉持皆美九 

自自自自全之計在修行 

在在在在所不惜惟行修 

光光光光光蕩蕩出物一 

佛佛佛佛性本源無一物 

 

圓通無礙者 

修法至妙境 

文尼師三教 

自在顯自成 

 

此佛號意示三教皆圓滿通匯，自在自成，不為外境所界，不為外物所牽，混然自

在，如來之高妙境也。子卿作字頭之行詩句意甚妙，足知一切之真益是也。 

 

727272721111. . . . 求評求評求評求評善導大師善導大師善導大師善導大師（（（（613613613613 年年年年－－－－681681681681 年年年年），），），），俗姓朱俗姓朱俗姓朱俗姓朱，，，，安徽泗州人安徽泗州人安徽泗州人安徽泗州人（（（（一說山東臨淄人一說山東臨淄人一說山東臨淄人一說山東臨淄人))))，，，，

唐朝高僧唐朝高僧唐朝高僧唐朝高僧，，，，為道綽之徒為道綽之徒為道綽之徒為道綽之徒，，，，被尊為淨土宗二祖被尊為淨土宗二祖被尊為淨土宗二祖被尊為淨土宗二祖。。。。傳是佛陀化身傳是佛陀化身傳是佛陀化身傳是佛陀化身？？？？    

 

佛門拾大宗 



啟鑰者皆聖 

拈花為首慧 

淨土是恒興 

 

是也釋氏融通妙品，宗列拾門，各備其至聖至宏之基拓與機遇，各朝依列，宗品

門第各領風騷於一時，淨土一流始道綽而信傳今代。因義無言，因悟無教，說阿

彌陀之聖彰矣。此宗真傳至末法之泯，作眾生最後之梯航，故道綽是西方佛之化

身，善導是佛祖之分光者，良應是也。 

 

AugAugAugAug 20 20 20 20thththth        

727272722222. . . . 求評求評求評求評佛教佛教佛教佛教十十十十宗宗宗宗之係列之係列之係列之係列    

甲甲甲甲．．．．小乘小乘小乘小乘    

((((一一一一) ) ) ) 俱舍宗俱舍宗俱舍宗俱舍宗((((也名有宗也名有宗也名有宗也名有宗））））    

((((二二二二) ) ) ) 成實宗成實宗成實宗成實宗((((也名空宗也名空宗也名空宗也名空宗))))    

 

道書君好出 

豐盈馨版梓 

它教與別宗 

小心宏其義 

  

沿釋氏苦道修行菩提得悟俱婆心一片，勸人法鑑大乘屏棄六師外道諸旨，一切佛

宗雄理讀寶典有《大乘起信論》一書者足之矣。小乘佛法釋氏以為其不然，君問

有宗，空宗者是釋氏云教內別宗而矣，以有需盡捨，以空為實，成其義近道而禪

之非想非非處，其義早涵蓋此小乘貳宗之域矣！ 

  

727272723333    

乙乙乙乙．．．．大乘大乘大乘大乘    

((((三三三三) ) ) ) 三論宗三論宗三論宗三論宗    

((((四四四四) ) ) ) 天台宗天台宗天台宗天台宗    

((((五五五五) ) ) ) 賢首宗賢首宗賢首宗賢首宗（（（（華嚴宗華嚴宗華嚴宗華嚴宗））））    

 

佛之大乘者 

端確十宗門 

拈花微笑者 

淨土後宏觀 

  

佛之拾宗者其宏函廣義，雖稍異於道之所云秘窮天地之理者其修重律，其行重

理，稟中所云三宗者，俱窮理重律而終究於釋義而無言，三論宗三論宗三論宗三論宗宏范性空之德，



天台宗天台宗天台宗天台宗雄辯明機，以介爾一念真陰心，直言識之妄也。華嚴賢首宗華嚴賢首宗華嚴賢首宗華嚴賢首宗緊密如金城陽

池，窮理盡性而歸於至空，佛義廣宏，君欲暢遊其教之益可也，但出書論義，則

理淵如湮海律嚴足類長城，不能以拾一磚拈一土之姿態而為其宏也。 

 

777724242424. . . . 求評求評求評求評佛教佛教佛教佛教十十十十宗宗宗宗之係列之係列之係列之係列    

(六) 禪宗  

(七) 淨土宗 

(八) 密宗（真言宗） 

(九) 律宗 

(十) 法相宗 

 

佛典如汪洋佛典如汪洋佛典如汪洋佛典如汪洋    

人智如艋舟人智如艋舟人智如艋舟人智如艋舟    

有緣一葦渡有緣一葦渡有緣一葦渡有緣一葦渡    

不奈是強求不奈是強求不奈是強求不奈是強求    

  

佛典如昆崙泰岱之高積者也。端是敦煌石窒門所存之典籍數量者。人自嬰孩呱呱

即閱其冊者至七老捌拾亦未必慨覽無遺也可知之矣。 

  

禪宗禪宗禪宗禪宗開派始於拈花微笑之心悟無言，派脈垂闡至明清間漸式微矣，禪重修行為內

斂收斂一己心性之修煉。禪之打七者，苦行非常，近末法之代，無能遵其嚴規者

多多也。禪以悟性，修本無言，是一大宗。香江六十年代有荃灣芙蓉山之云妙大

師為近代之藍本梟阜矣，繼者無人哉！ 

  

777725252525. . . . 淨土一宗者淨土一宗者淨土一宗者淨土一宗者    

末法之杯渡末法之杯渡末法之杯渡末法之杯渡    

概其易修行概其易修行概其易修行概其易修行    

葵悰向喃嘸葵悰向喃嘸葵悰向喃嘸葵悰向喃嘸    

(解如葵心之向日焉！) 

  

淨土宗淨土宗淨土宗淨土宗為佛陀願其興末法同渡之宗派，故近代流傳廣焉。 

真言宗真言宗真言宗真言宗是唐間宏法大師空海至唐取得了佛法而東渡，立真言宗，不屬教外別傳但

總還是一宗之別今居士林者倡言佛理亦是其宗。西密則為本始原流政教同混也。

藏人宗之。 

 

律宗律宗律宗律宗是守戎苛嚴，若儒之墨家者流是也。 

法相宗法相宗法相宗法相宗則僕近靈異謹瞻儀祈與真言宗之旨，趣興修行方式大異其趣也。此宗律理

法規較疏。易多因異時行，時流有一時趨之若鶩之世運者也。 



 

777726262626. . . . 求評甲午年之風水吉凶求評甲午年之風水吉凶求評甲午年之風水吉凶求評甲午年之風水吉凶。。。。    

甲午上甲子 

連場多戰事 

甲午本甲子 

天災多的矣 

 

甲午風水者是非洲與北洲一域多人事之事故。而五洲俱多天災，本港風水於甲年

一切沈沈浮浮，人人自我唯我，看不出穎脫昭隆之新方向矣！ 

 

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    

    

777727272727. . . . 求評求評求評求評    

西漢董仲舒西漢董仲舒西漢董仲舒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春秋繁露》》》》    

東漢班固東漢班固東漢班固東漢班固《《《《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    

    

董仲舒古人 

曠古之奇士 

著春秋繁露 

成絕後編書 

  

本仙殊欣賞董仲舒此人因其儒道術，曆法天文地理醫學俱能精也，誠為上人焉。

雖其所學未能蓋覆古人自成一家之突破，但稟中二書。已見其閱曆，學問之深矣，

可讀性極高焉。 

 

August 30August 30August 30August 30    

728. 728. 728. 728.     

見稟圖象列見稟圖象列見稟圖象列見稟圖象列    

星象入玄微星象入玄微星象入玄微星象入玄微    

生民幾佰億生民幾佰億生民幾佰億生民幾佰億    

皆盡仰星氣皆盡仰星氣皆盡仰星氣皆盡仰星氣    

  

南膽部州幾及捌拾億諸生民皆盡仰乎，年叙星廛之氣也。前旬甲午戰爭者亦飛星

之象，故戰於東北，而明歲最壞之向者東北一隅是也。一物一太極之義者，對應

五大部州亦是近東北隅之處度多殺氣焉！時人財令及辦公室月令佈局旺衷依四

命而行者，子卿保留便是，使得城中以五行謀生諸輩有些空間焉或君伏有一些溝

通之法使欲深進道者，作一方便聯落矣，利及子卿金融外之事業焉！ 



September 5September 5September 5September 5thththth    

735. 2014735. 2014735. 2014735. 2014 年年年年    分派義書有分派義書有分派義書有分派義書有    

1111。。。。    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 10 10 10 10，，，，000000000000 本本本本 ( ( ( (今戌月開始分發今戌月開始分發今戌月開始分發今戌月開始分發))))    

2222。。。。    英文義書英文義書英文義書英文義書---- 2 2 2 2，，，，000 000 000 000 本本本本 ( ( ( (立春前後立春前後立春前後立春前後))))    

3333。。。。    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2222，，，，000 000 000 000 ----6666，，，，000000000000 本本本本 ( ( ( (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    

    

2014201420142014 月歷暫取消月歷暫取消月歷暫取消月歷暫取消。。。。    

    

月曆之意義 

宏道亦勵志 

背景其梓用 

神仙卷軸宜 

 

實月曆設計，殊不易也、背境若是暗紋之飛仙或神仙卷軸像較宜，有修道勵志文

者闔節氣民俗風水佈用，殊不易也。子卿擱一擱待深思熟慮後於乙未再决定如

何！甚猶合也。義書三版，依期梓印便合，君能以日曆之意，日佈或週佈於英文

虎報寫作版內，則亦確備揚道之方也哉！ 

 

777729292929. . . . 敢問師何謂敢問師何謂敢問師何謂敢問師何謂『『『『三十三重天三十三重天三十三重天三十三重天』』』』及及及及『『『『三千世界三千世界三千世界三千世界』？』？』？』？    

子卿用善資 

本仙必報還 

稟問三千義 

複式宇宙界 

 

参拾参天是古之道佛者之垂直思維之天上層次觀也，典籍中，每天皆有其名，每

天皆有其義，直猶是道家及神道設教之天區觀，亦代表修行品第而『小三千世界』

及『大三千世界』是。是佛之小乘與大乘修為之綜合複式無限維數宇宙時空觀点，

三千世界數配三十三天者，應得百億之餘而無限維中科字學物質層次之複式宇

宙。現已可証其數為十億之推演，若以無物無為無質之虛空真境中論，實及百億

宇宙之數矣！ 



Sept 6Sept 6Sept 6Sept 6thththth        

737373730000....  前來預賀北斗星君之誕。敢問師北斗星君與北斗母娘之別？ 

(身為師父的弟子，愚徒宏道、宣道及揚道為份內事，能為師父做些事是愚徒的

光榮，豈敢向師父要回報！) 

 

星君有星眷 

斗府為彪軒 

斗父斗母銜 

靈寶斗經顯 

 

星宮斗府中有其眷屬也。斗父為北斗星君，北斗母娘為其眷屬也。斗列科儀，星

君斗府早有此象而斗為神屬品非佛與仙哉，而古人謂祝壽之金木母者亦是星眷不

過是譽記寄情推衡南斗之義。 

 

737373731.1.1.1.    敢問師道有五仙而佛也有分聲聞敢問師道有五仙而佛也有分聲聞敢問師道有五仙而佛也有分聲聞敢問師道有五仙而佛也有分聲聞，，，，緣覺聞及菩薩聞緣覺聞及菩薩聞緣覺聞及菩薩聞緣覺聞及菩薩聞，，，，是否類同是否類同是否類同是否類同？？？？    

五仙分别是五仙分别是五仙分别是五仙分别是：：：：    

1. 天仙 2。神仙 3。地仙 4。人仙 5。鬼仙  

 

鬼仙鬼仙鬼仙鬼仙---陰中超脫，神象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輪回，又難返蓬瀛。終

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已。 

人仙人仙人仙人仙---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術，信心苦志，終世不移。

五行之氣，誤交誤會，形質且固，八邪之疫不能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 

 

地仙地仙地仙地仙---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見功，唯以長生住

世，而不死於人間者也。 

 

神仙神仙神仙神仙------以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關節相連，抽鉛添汞而金精煉頂。玉液還丹，

煉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

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天仙天仙天仙天仙---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地仙厭居三島而傳道人

間，道上有功，而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為天仙，

若以厭居洞天，效職以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

於今古有大行。官官升遷，歷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陽天，而返三清虛無自

然之界。 

從鬼仙以上， 層次級級加深。 

 



還有一仙，卻與天仙 。神仙 。地仙 。人仙 。鬼仙 都不同“屍解仙”。“屍

解仙”屬於修煉的方式，也是修煉的境界，但現在基本沒人在提及了。 

 

聲聞與緣覺聲聞與緣覺聲聞與緣覺聲聞與緣覺    

佛之品第焉佛之品第焉佛之品第焉佛之品第焉    

大乘重修持大乘重修持大乘重修持大乘重修持    

三者皆品第三者皆品第三者皆品第三者皆品第    

 

聲聞緣覺菩薩者，大乘佛法之修行品第矣。道之修行是人仙地仙天仙及大羅真仙人仙地仙天仙及大羅真仙人仙地仙天仙及大羅真仙人仙地仙天仙及大羅真仙

者，末聞兩教同修之品第中皆聲聞緣覺菩薩同階焉。近代時人套用之矣。若免強

切對修行品第則人仙是類聲聞，地仙是類緣覺，天仙是類菩薩哉，但非脗合於識

於覺之間皆盡然也。 

 

Sept 9thSept 9thSept 9thSept 9th    

737373732222. . . . 七笈雲懺書已從臺灣運過來七笈雲懺書已從臺灣運過來七笈雲懺書已從臺灣運過來七笈雲懺書已從臺灣運過來，，，，懇請師父加持賜慧賜教懇請師父加持賜慧賜教懇請師父加持賜慧賜教懇請師父加持賜慧賜教！！！！    

彙版蕭天石 

志宏繼代承 

本仙許加持 

道慧安德馨 

 

本仙加持一切矣，是集有小道藏之雅稱，其確不凡是也。日後君寫作道典者可以

之作憑據是也。甚有可用之價值焉。 

 

777733333333. . . . 求賜甲午年風水如何佈局求賜甲午年風水如何佈局求賜甲午年風水如何佈局求賜甲午年風水如何佈局？？？？    

甲午太歲局 

雖盛南方財 

斯為民曆意 

其用實不廣 

 

每年風水佈局，雖依陽宇陰輿，地表，時空，有民傳曆法星象太歲之依據。實局

是人人佈，果是方方異，無它者，時人未知眾生皆有『前生』，皆有『十弍因緣』。

『德業』皆有盈欠之象，故年從風水佈用，出入自多。 

 

甲午佈局財利正西以中國方輿對昭而言亦利東北亞是也。西北一般亦不差也。子

卿佈宅局及寫字樓風水局，注意東四西四命之餘，財用西及東北吉甪，正北，南

與西南反成敗方是也。 

    



777734343434. . . . 愚徒有個同事精茅山術多年愚徒有個同事精茅山術多年愚徒有個同事精茅山術多年愚徒有個同事精茅山術多年，，，，據他說據他說據他說據他說，，，，他可雖時晚上靈魂出竅找仙們談天他可雖時晚上靈魂出竅找仙們談天他可雖時晚上靈魂出竅找仙們談天他可雖時晚上靈魂出竅找仙們談天

請益請益請益請益，，，，屬實嗎屬實嗎屬實嗎屬實嗎？？？？    

複式宇宙裏 

物質互牽引 

仙佛極虛無 

交感在乎人 

 

此通陰靈之茅山術者是里人『問米』之鼻祖矣，非無，但術出陰神豈能對話而道

之丹法在煉出竅之陽神能語，能形，能為人身一切諸事，而光天白日穿省過州，

豈盡龟宿於夜於宵哉。 

 

三才天地如現代之維數理論實踐，故十一維稽証之科學理中實際自三維聿始，內

涵諸維之重叠故人鬼神之相通，殊非子虛之烏有，待看能力與緣與因緣時會矣！

否則本仙與君何能以乩法溝通哉！ 

 

777735353535. . . . 英文義書第一部分已英文義書第一部分已英文義書第一部分已英文義書第一部分已校對校對校對校對呈上呈上呈上呈上，，，，敢請師為此書賜序敢請師為此書賜序敢請師為此書賜序敢請師為此書賜序，，，，愚可將序翻釋成英文愚可將序翻釋成英文愚可將序翻釋成英文愚可將序翻釋成英文。。。。    

PrefacePrefacePrefacePreface    

Heavenly Stems endorsed the Year of Snake (2013)， and the blossoming of the yellow 

chrysanthemum in autumn (fall) signifies celebration of the sages’ teachings。 Many 

generations have come and gone， yet Dao， being eternal， has remained。 One can 

recollect that Laoji left West Valley， leaving behind 5，000 words that are still as alive as 

they were in the ancient times。 Daoism texts， books and scriptures discuss a wide range 

of significant and insignificant topics， some of them barely。 The content and context of 

these manuscripts have rarely been translated into other languages to benefit non-Chinese 

speaking people。 It is heartening to know that one of my disciples Kerby Kuek， who is 

well-versed in the Chinese metaphysics and is relentlessly pursing Dao， has authored this 

meaningful book after exhaustive research。 This book will be released in the Year of 

Horse (2014) to benefit all mankind。 

Revered Master Lu Ju Revered Master Lu Ju Revered Master Lu Ju Revered Master Lu Ju     

Planchette Writing (Fu Ji)-The Mystic Connection with the God 

2013 Mid-autumn at Tse Nam Koon， Sheung Wan Hong Kong 

Preface Original Chinese Text 

為義書作弁文： 

呂祖仙師降 

 

天序癸巳，菊蕊秋黃，是歡聖教之穎顯，昭隆萬世，道氣長存，遡自老聖西出函

谷而遺言五千迺至今世者，道書道籍廣義包涵幾無微而不至者也，包羅萬有，洋

洋大觀而能從文演義萬教揚揄神儀奥理，並以多種語文而普及華洋者實罕且稀是



也。今教之彥士，本仙之賢徒郭氏翹峰力著義書以倡道版本行世殊多，賢徒精宏

地理廣涉玄風，嶺南鑪峯之異士也，其揚道宏理之心昭昭，其書說教演義發微且

能流通於俗，是書成於仲秋而發版於甲午，必能一新讀者之耳目矣，本仙嘉勉並

筆走一小序哉！ 

天運癸巳仲秋上浣吉日於紫枬觀序 

    

777736363636. Sept 17. Sept 17. Sept 17. Sept 17thththth    

前來預祝師父及眾仙們中秋愉快及感謝師父不離不棄的教導前來預祝師父及眾仙們中秋愉快及感謝師父不離不棄的教導前來預祝師父及眾仙們中秋愉快及感謝師父不離不棄的教導前來預祝師父及眾仙們中秋愉快及感謝師父不離不棄的教導。。。。    

    

師師師師恩弗望傳真道 

父父父父慈子孝為常道 

中中中中庸之道謂人道 

秋秋秋秋高氣爽宜尋道 

佳佳佳佳境佳穴不如道 

節節節節用厚生謝師道 

愉愉愉愉神心曠總在道 

快快快快快當當修此道 

 

訟詞義何廣 

道字押韻章 

寄意中秋節 

感詩意味長 

  

子之詞韻含真常之道，亦表師道也，人如尋道，此道如真常，如師者實如此矣，

人道者其較儒之云人倫義更狹也，下稟釋之此頌詞之功力表彰子已進步非常，為

師為一讚矣！ 

 

777737373737. . . . 有道友問愚徒有道友問愚徒有道友問愚徒有道友問愚徒::::『『『『求了先天大道否求了先天大道否求了先天大道否求了先天大道否？』？』？』？』    

愚徒答愚徒答愚徒答愚徒答：『：『：『：『未得知所謂天道未得知所謂天道未得知所謂天道未得知所謂天道，，，，暫只知要行人道暫只知要行人道暫只知要行人道暫只知要行人道。』。』。』。』    

    

敢問師何謂敢問師何謂敢問師何謂敢問師何謂『『『『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先天大道』？』？』？』？    

近百年沿清葉中以下者，謂先天道者，北壤諸丹家道派之云其名矣。世人以先天

道是超凡脫俗之道者，猶人云之錦上添意哉！ 

先天大道義 

啟始近百年 

道丹家法派 

趙避塵深演 

  



師釋師釋師釋師釋: : : :     

道可道非常道之老名言早標先天大道與人間諸道之分野矣，實道為古之神人教人

如何生活，如何辦事，如何修養之法則也。 

古人有神道設教之義者亦依天理而行人情也。神道敬天尊神。人道律行世律，現

在末法天道、神道、人道三途，分野益廣也。稟文梓短而參道義詳容日後論之矣，

安心。 

 

Sept 24Sept 24Sept 24Sept 24thththth    

777738383838. . . . 續上次續上次續上次續上次，，，，再求師賜教天再求師賜教天再求師賜教天再求師賜教天道道道道、、、、神道神道神道神道、、、、人道三途人道三途人道三途人道三途之意之意之意之意。。。。    

詩之: 

道意本無垠、可云無垠道，其義盈参才， 

其理彰彌高，八表亦充沛，奉守是真途。 

 

道之為也，實充需彌而盈芥子者，大小無垠，諸理咸備，遠乎天、神、人之三界

矣，道者理也，發其義之行則為德哉而古人之道，實指示人民如何生話，思考之

一切行為規範與準則是也，先王無為而治，故道本無為，而世人於後強分『天道』、

『先天之道』者，標其所奇而立其所異矣。天道確有一切『天律時行』是哉而『神

道』則為『教本』，『神道設教』，心契神儀，天人合一之表現，以遵教義。以

守德常，道風盈沛之極也，道法諸舉皆應克遵神道方得美全而人道不免是世事人

倫，諸王治世之法也，老聖不以其為可遵之德哉！是是。 

    

Sept 26thSept 26thSept 26thSept 26th    

777739. 39. 39. 39. 叩謝師賜教道之義及天叩謝師賜教道之義及天叩謝師賜教道之義及天叩謝師賜教道之義及天，，，，神神神神，，，，人道之別人道之別人道之別人道之別，，，，愚徒不知為愚徒不知為愚徒不知為愚徒不知為何對此訊渴望不絕何對此訊渴望不絕何對此訊渴望不絕何對此訊渴望不絕，，，，

盼師能再繼賜教盼師能再繼賜教盼師能再繼賜教盼師能再繼賜教，，，，愚徒深知暫未能得道愚徒深知暫未能得道愚徒深知暫未能得道愚徒深知暫未能得道，，，，只望能只望能只望能只望能〝〝〝〝近道近道近道近道〞〞〞〞不負師所教不負師所教不負師所教不負師所教。。。。    

 

老聖論聞道 

已知仲緣興 

君心確近道 

知鑑可右銘 

 

「近道」者總勝「聞道」之多方矣。非中士不能近道，而非上士其難修道也。信

為「緣」之興替深淺哉。上士修道，持心清靜於道海，勝涵信義，德彰無為，守

其所本者，漸達「心契神儀」，「志遵天律」之益矣。修道者忌妄意己行，自以

為是，子卿近道益益，近道可於世上了一切十弍因緣之業，五倫之份守而營生之

益以資修道之本者，快得起步矣，善！ 

 

777740404040....閱過閱過閱過閱過《《《《呂祖全書呂祖全書呂祖全書呂祖全書》》》》里里里里【【【【八品仙經八品仙經八品仙經八品仙經】】】】有有有有『『『『天皇密咒天皇密咒天皇密咒天皇密咒』』』』及及及及『『『『天皇天皇天皇天皇符祕訣符祕訣符祕訣符祕訣』，』，』，』，但可但可但可但可

沒詳細論沒詳細論沒詳細論沒詳細論，，，，師可否再論師可否再論師可否再論師可否再論？？？？    



 

古之道統者 

例彰在道藏 

修行載符籙 

服食法多方 

 

天皇符籙與天皇密咒者，古之修行中服食與行法之儀軌也。道有「符」有「法」

有「丹」有「氣」。丹在外修是服食雲母芝朮以延生健體焉。本師全書中之天皇

符是修煉中養性辟邪之用。此符有咒，見文於呂祖無極寶懺中，可稽可究是也。 

 

Sept 27Sept 27Sept 27Sept 27    

747474741111....前來賀赤松黃大仙誕， 

祝『聖壽無彊』， 

願『道氣長存』人間， 

盼『人人向道』。 

赤松是吾友 

匿心親勝希夷 

赤松是古仙 

乃吾師之主 

 

赤松子之品第者其勝安琪而仙非質形泯化後而成真仙之屬，直是古之混元一炁之

類是也。羲皇之師，盤古之隊，於晉自唐頗多沿箕而降之史稽唐後渡東華而隱，

迄至清代中葉後化身顯形，托黃氏道人而拔民災苦，仙法累博，乩法亦妙，惜微

乎後人繼矣。民初後仙跡漸顯詠於嶺南，六拾年前更武儀於香江獅山南麓一帶着

鄉人結社成黃大仙祠，施弼濟藥以解民因而流方也。仙云謝子之禮矣。 

 

747474742222. Oct 3rd. Oct 3rd. Oct 3rd. Oct 3rd    

人仙言談首批已到; 

 

人人人人心惟危宜向道 

仙仙仙仙山瓊閣志在道 

言言言言不盡意總為道 

談談談談今說古不離道 

治治治治絲益棼皆捨道 

心心心心安神泰將近道 

病病病病人福音此書道 

 

愚徒還是缺點多多，有所未知，有所末能，叩請師父賜教指點。 



 

真言夑真義 

妙道闡法章 

勝句刻版梓 

希綿流芳是 

 

君之文學漸臻起鳳騰蛟之境矣，仙序一詩品品皆道以釋人心之危。以宏聖道之奥

者，沙盤真義表於真言，希冀能綿綿流方萬古便是也！ 

 

777743434343. Oct 4. Oct 4. Oct 4. Oct 4thththth    

預早賀九月初一師父九天玄女預早賀九月初一師父九天玄女預早賀九月初一師父九天玄女預早賀九月初一師父九天玄女誕誕誕誕【【【【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    

    

賀九天玄女之寶誕賀九天玄女之寶誕賀九天玄女之寶誕賀九天玄女之寶誕    

 

九九九九霄雲外昊天矣 

天天天天下蒼生皆坤生 

玄玄玄玄妙無窮元天尊 

女女女女織男耕定陰陽 

師師師師出有名統地表 

尊尊尊尊師貴道在三才 

誕誕誕誕節佳日愚徒賀 

 

師鑒徒汝酹 

殷虔賀吾壽 

本為昊天炁 

窮蒼建宇宙 

 

天上諸景皆表於虛於無而地表諸氣皆體於實於有，老聖云：其從無到有，釋祖謂

空與成。九天謂之昊，九地謂之表，昊天與地表仲尼言雲坭，觀乎形質，眾相互

異者風水之蕰矣。海角天涯不外如是。本師之徒無多，唯代有歷傳，皆能名成理

就，君日後可多出玄理之書，與道同參，體現時風之敏敏矣。 

 

777744444444. . . . 再叩請師父九天玄女賜教再叩請師父九天玄女賜教再叩請師父九天玄女賜教再叩請師父九天玄女賜教。。。。    

承前文繼意 

玄學續騁馳 

本宗承多派 

玄空發遐思 

 



世人曾云於寶島與中洲者，本師各得壹徒者也，實海隅寓寄，捨鑪峰外並無傳人

而陳伯斯人實為異宗，非昊天之繼嗣，實救貧之遺民強說牽連，派內徒孫可以非

吾所教，其成就始源於典軸，君是一代之表亦是在道之徒大勝諸人是也。 

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    

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九天玄女降示    

    

777745454545.... Oct 8 Oct 8 Oct 8 Oct 8thththth    

叩評五葷及三厭叩評五葷及三厭叩評五葷及三厭叩評五葷及三厭。。。。道家五葷為韭道家五葷為韭道家五葷為韭道家五葷為韭、、、、蒜蒜蒜蒜、、、、芸苔芸苔芸苔芸苔、、、、胡荽胡荽胡荽胡荽、、、、薤薤薤薤及及及及《《《《上清靈寶大法上清靈寶大法上清靈寶大法上清靈寶大法》》》》有言有言有言有言；；；；

「「「「天厭雁天厭雁天厭雁天厭雁、、、、地厭犬地厭犬地厭犬地厭犬、、、、水厭鯉水厭鯉水厭鯉水厭鯉、、、、鱔鱔鱔鱔、、、、龜龜龜龜、、、、鱉鱉鱉鱉。」。」。」。」雁雁雁雁、、、、狗狗狗狗、、、、鯉鯉鯉鯉、、、、鱔鱔鱔鱔、、、、龜龜龜龜、、、、鱉等肉鱉等肉鱉等肉鱉等肉，，，，號號號號

稱稱稱稱「「「「三厭三厭三厭三厭」（」（」（」（三官所厭三官所厭三官所厭三官所厭）。）。）。）。據說只要喫了據說只要喫了據說只要喫了據說只要喫了，，，，即會為上天所忌諱即會為上天所忌諱即會為上天所忌諱即會為上天所忌諱，，，，法力就會消失法力就會消失法力就會消失法力就會消失。。。。    

 

此為道家禮 

非乎天之律 

飲食忌香躁 

乃誠於修行 

 

五葷者皆香躁利口之物也。實非天律之禁好生之德萬物皆殷瑩焉。五葷為修者口

禁之律不入天律天戒！至於三厭者，亦古之道家以為物犯天儀，畜逢地忌三官者

天官地官水官不以斯物為祭焉。既為道家者，遵儀守律，亦是所重要也哉！ 

 

Oct 10Oct 10Oct 10Oct 10thththth    

777746464646. . . . 敢問師歷來有沒有修道人敢問師歷來有沒有修道人敢問師歷來有沒有修道人敢問師歷來有沒有修道人『『『『不入山而得道不入山而得道不入山而得道不入山而得道』』』』的例子的例子的例子的例子？？？？    

不入山而得道者 

非乎本教行修法 

別教別宗如藏密 

最彰顯是喜歡禪 

 

所謂山者是法財侶地之「地」矣。山未必山，但衹云一址之可修成正果者。覔山

修道宜選古仙聖人多曾得道之處，以取仙氣護法之益哉，故修者多山中寺觀禪房

巖洞也所謂山者，迺指清淨避世可修之址矣，若入山之義，即出世之端，則處處

俱可修也，明乎？ 

 

777747474747. . . . 師云師云師云師云::::『『『『君問何者為最大之考驗者君問何者為最大之考驗者君問何者為最大之考驗者君問何者為最大之考驗者，，，，無過為色與淫魔焉無過為色與淫魔焉無過為色與淫魔焉無過為色與淫魔焉。。。。三教眾師皆以至為三教眾師皆以至為三教眾師皆以至為三教眾師皆以至為

降伏之難者也降伏之難者也降伏之難者也降伏之難者也。。。。』』』』如何能戒色如何能戒色如何能戒色如何能戒色？？？？    

    

戒之在色者 

諸宗俱如是 

前稟問葷素 



減香躁甚宜 

 

古之道者，戒色先從飲食著手也，故唉雲母而吞靈芝者不啻下乘而飱霞飲露，乃

戒色淫之必需者也。子卿於溷俗渡世，難免人情，難免家事，故戒色之法，釋氏

有出家而仙道有歸林之願，而色魔一劫者是修煉關頭，生死攸關之着也。位位修

者夙根緣業不同而考驗亦異，九難十魔中，有一關必是淫魔之需泯化矣！ 

    

777748484848....    Oct 11Oct 11Oct 11Oct 11thththth        

斗斗斗斗轉星移天覆恩 

姆姆姆姆坤之情地載德 

眾眾眾眾星拱月顯璇璣 

星星星星月交輝實虛無 

母母母母儀足式憐愚民 

神神神神來之筆為眾渡 

誕誕誕誕日佳節賀聖壽 

 

祝【聖壽無疆】 

 

鑑領鮮花果 

亦攝受誠儀 

非空徒表象 

實也顯真意 

 

君舉花果之禮，晉五體俯伏之隆為元君與本師所欽鑑攝受矣。呂門眾徒凱凱如恆

砂之數，敢謂幾遍天下，惟尊神衹而恭祀禮者，幾獨卿之一人矣。定當饋福深森，

慧開室蘭之文榜便是！ 

 

呂祖仙師/斗姆元君降 

 

777749494949. . . . 敢問師九天玄女還有甚麼地理要訣可賜教愚徒嗎敢問師九天玄女還有甚麼地理要訣可賜教愚徒嗎敢問師九天玄女還有甚麼地理要訣可賜教愚徒嗎敢問師九天玄女還有甚麼地理要訣可賜教愚徒嗎？？？？    

呂祖仙師/斗姆元君降示並邀九天玄女以示《尋龍觀穴之法也》 

 

玄女師云玄女師云玄女師云玄女師云：始於《海角》及《青囊經》後，諸輩堪師，其能煉就尋龍踏穴之法眼

定慧者，必成諸代一家之名賢，此窺中守中慧啓陰陽日月之尋龍眼法，源於道家

丹法氣功，故歷代堪師俱是道門之輩方得顯赫之成就，以日月法眼踏月尋龍，不

能施於雨天之際，但可用於濃霧霞障之間，其法是入山踏龍溯脈之際，先施丹法

之窺中守中，兩目涵光，日月燭照，垂觀窺中之慧定片刻，忽有感應觸起微垂之

法眼，四野縱橫，遠觀龍慨之來往遠近知其脈主走向，後沿嶺而至坡崗，忽有感



應，再施一次日月涵光之拿龍定穴走向之心眼法，四顧迴環，若是真龍定穴於左

右附近者，必於窺中守中之日月兩瞳中見地表有紅球或橙球光環光點在穴表上顯

現或滾動是也。斯為真穴矣。急之以足踏穴址，復豎一棒，棒上纏五綵繩以作降

龍綑穴之作用，因地龍能走，故普通堪師之輩，見佳穴而葬後竟成凶者，龍去而

山鬼入矣，是所慎慎，此法似玄而無稽，實為歷代真師降龍擒穴之法，不著於書，

不梓於籍，但衹口惠而傳矣！是也。 

Oct 14thOct 14thOct 14thOct 14th    

757575750000. . . . 請恕愚衣冠不整請恕愚衣冠不整請恕愚衣冠不整請恕愚衣冠不整，，，，敢問師九天玄女師父所言的日月法眼敢問師九天玄女師父所言的日月法眼敢問師九天玄女師父所言的日月法眼敢問師九天玄女師父所言的日月法眼，，，，不知愚有否緣承不知愚有否緣承不知愚有否緣承不知愚有否緣承

傳呢傳呢傳呢傳呢？？？？    

日月法眼者 

即日月涵光 

用法甚昭顯 

諸師曾考幹 

 

古之歷代堪師者，俱以此法尋龍矣，煉法始於道丹之修煉而趙避塵所著之先天派

氣功一籍中，有此日月涵光，守中修煉上詳述是也。其能出眼目中之陽神追山川

之靈氣，此法甚善易修、本仙不以子卿之衣為怪也！ 

    

Oct 15Oct 15Oct 15Oct 15thththth        

757575751111....《《《《雲笈七籤雲笈七籤雲笈七籤雲笈七籤之卷十二之卷十二之卷十二之卷十二》，【》，【》，【》，【太上黃庭外景經太上黃庭外景經太上黃庭外景經太上黃庭外景經，，，，上部經里云上部經里云上部經里云上部經里云】：】：】：】：    

-子能守一一一一萬事畢 

-萬事常存與一一一一為友 

-一一一一為大神天地之根，人之本命子能知之萬事自畢 

-子自有之持無失 

-人人有一一一一有一一一一不知守素損本根愛財寶，賢者得之以為友也 

-子自有之何不守 

-人自有一一一一不知守之守者日還一日失之命消也也也也    

        

757575752222. . . . 敢問師如何理解以上的話和何為敢問師如何理解以上的話和何為敢問師如何理解以上的話和何為敢問師如何理解以上的話和何為『『『『一一一一』？』？』？』？是否與保精固腎有關是否與保精固腎有關是否與保精固腎有關是否與保精固腎有關？？？？    

古人論本末 

有物始於壹 

壹者為本始 

道用是元神 

 

古人之數理以壹為始以九為終一切諸論皆未涉零與無限及負值之相關者，有物是

一其始於元陽。古經云得於一萬事畢者是知始而能終其末之理也，非財非寶非腎

非精非命之意也哉。若以現代科學而舉論此『一』者，則應是『無物之物』也，



無物之物是近日物理得獎者所云之「上帝粒子」是也，可知古聖智慧其玄奥理妙

非常哉！ 

    

777753535353....敢問師可否細論九星辦龍之系列敢問師可否細論九星辦龍之系列敢問師可否細論九星辦龍之系列敢問師可否細論九星辦龍之系列 ( ( ( (備將來再出書備將來再出書備將來再出書備將來再出書))))----貪狼及巨門貪狼及巨門貪狼及巨門貪狼及巨門    

九星辦龍術 

始於海角經 

堪師古詳列 

解說早深明 

 

九星應龍者是星氣之天行而發於地表之表象，古人早有諸師諸書湛論其詳，無涉

乎本教之道有涉五行象玄理之關。故其實事確明，金星木星土星火星諸丘對應祿

存，右弼左輔貪狼廉貞者，圖形並備，早註吉凶，本仙不加以論之矣，因古人之

說，已無所遺哉，是也！本仙殊不反對子卿出九星降龍之書焉，但願亦玄亦道義

理可通哉！ 

 

OcOcOcOct 17t 17t 17t 17thththth    

777754545454. . . . 英文義書初版呈上英文義書初版呈上英文義書初版呈上英文義書初版呈上，，，，求斧正求斧正求斧正求斧正    

義書外文版 

闡理向藩夷 

其思考務實 

亦極趣玄是 

 

此書初稿章節稽趣，備情理而論諸事，啓迪眾夷文兼能校調現代人之閱讀能力，

猶以年青眾輩彼等於『道』與『術』，理與法間、層次混餚非常，猶以道之一字，

莫知其衷，莫明其奧，知君近曾問本仙天道人道神道之間之差異與小節之間者，

若於本文羼入再加上子卿之發揮者，其效益著，其理益彰是也！ 

 

777755555555. . . . 叩求評道家叩求評道家叩求評道家叩求評道家////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    

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夏商周夏商周夏商周夏商周    

秦秦秦秦→→→→漢漢漢漢→→→→三國三國三國三國→→→→晉晉晉晉    

史鑑溯古遠 

直及女媧氏 

可推論玄女 

殷其為汝師 

 

道同天地，而啓始於渾沌初形，近世論諸平衡復式宇宙之理間，已見道之蹟道之

行與作用矣，其渺渺冥冥深深邃邃，創設宇宙之竟成而近人科學云上帝粒子之有

有其物而無無其觸者，主宰宇宙形式之一切其始其原其奧其妙直猶之上帝粒子之



更先驅是也，斯之謂道，古人修者云人身宇宙中之圓佗佗光禿禿及中宮之黃庭

者，概心其是也。道之亙古而不及於史者玄秘甚多，後論矣！ 

 

Oct 18Oct 18Oct 18Oct 18thththth    

777756565656. . . . 呈上英語義書呈上英語義書呈上英語義書呈上英語義書封面封面封面封面。。。。昨天師父之言昨天師父之言昨天師父之言昨天師父之言『『『『知君近曾問本仙天道人道神道之間之知君近曾問本仙天道人道神道之間之知君近曾問本仙天道人道神道之間之知君近曾問本仙天道人道神道之間之

差異與小節之間者差異與小節之間者差異與小節之間者差異與小節之間者，，，，若於本文羼入再加上子卿之發揮者若於本文羼入再加上子卿之發揮者若於本文羼入再加上子卿之發揮者若於本文羼入再加上子卿之發揮者，，，，其效益著其效益著其效益著其效益著，，，，其理益彰是其理益彰是其理益彰是其理益彰是

也也也也！』，！』，！』，！』，愚愚愚愚將自序解天仙人道之簡意略述但未能詳述將自序解天仙人道之簡意略述但未能詳述將自序解天仙人道之簡意略述但未能詳述將自序解天仙人道之簡意略述但未能詳述，，，，將來有機會才細說將來有機會才細說將來有機會才細說將來有機會才細說，，，，望師望師望師望師

明解明解明解明解。。。。    

    

義書此版面義書此版面義書此版面義書此版面    

吸引力殊高吸引力殊高吸引力殊高吸引力殊高    

能開狄夷智能開狄夷智能開狄夷智能開狄夷智    

能闡玄妙道能闡玄妙道能闡玄妙道能闡玄妙道    

 

此版本，吾甚欣悅是也，香江文化義書遵沿古籍古版而繼梓者，恐甚易與年青人

之閱讀能力而脫節也，反覺英語流行闡揚甚易而華洋集雜之一港者，君是書一

出，足填補闡道文真空之一闕矣！ 

    

777757575757. . . . 叩求評道家叩求評道家叩求評道家叩求評道家////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及重要人物或聖人 ( ( ( (繼昨天繼昨天繼昨天繼昨天))))    

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夏商周夏商周夏商周夏商周    

秦秦秦秦→→→→漢漢漢漢→→→→三國三國三國三國→→→→晉晉晉晉    

南北朝南北朝南北朝南北朝→→→→隋隋隋隋→→→→唐唐唐唐    

五代五代五代五代→→→→宋宋宋宋→→→→元元元元    

明明明明→→→→清清清清→→→→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古之神與人古之神與人古之神與人古之神與人    

有路相通是有路相通是有路相通是有路相通是    

蘇美遺跡見蘇美遺跡見蘇美遺跡見蘇美遺跡見    

那裏有天門那裏有天門那裏有天門那裏有天門    

 

君前數稟曾問天與人神與眾如何匯通於元始之代，實有天梯，此天梯非一梯而是

星際之天門，古人之謂某類神與統治者實外星人也。真神至仙本至虛無質而昨日

稟與前日章曾論及『壹』本仙云『一』者即近日科學家之謂『上帝粒子』是也。 

 

老聖云之道生一，而此粒子効用廣宏其性屬是半物質之間，『一』之為用，即上

帝粒子之為用也。老聖所云之『道』而言此上帝粒子非終極之粒子也，必有產生

此上帝粒子之次半物質焉，老聖云之『道』而本仙依科學家之意，名其為『天父



粒子』是也，斯為亞次元之半物質是萬物眾宇宙是生機，老聖早宣之矣，道之偉

大奥秘何其妙哉。 

 

777758585858. . . . 叩求評叩求評叩求評叩求評四大道高德四大道高德四大道高德四大道高德    

李西月李西月李西月李西月（西元 1806-1856），清代道士。初名元植，字平泉，入道後更名西月，

字涵虛，號長乙山人。四川樂山人。幼而穎悟，從學于李嘉秀之九峰書院，二十

歲時成為縣學生員。。 

 

閔一得閔一得閔一得閔一得(西元 1758 - 1836)，為清代著名道士。初名苕？（“甫”上“方”下），

字樸之，一說字小艮，後改道名一得，道號懶雲子。世為吳興(今浙江)人望族。

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   

 

劉一明劉一明劉一明劉一明(西元 1734--1821)，清代著名道士。號悟元子。別號素樸散人。山西平陽

曲沃縣(今山西聞喜縣東北)人。全真道龍門派第十一代宗師。也是繼王常月後的

乾隆嘉慶年間全真龍門派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王常月王常月王常月王常月(?-1680)，明末清初著名道士，俗名平，法名常月，號昆陽，山西長治人。

屬全真龍門派，為全真道龍門支派律宗的第七代律師，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讓本

已衰落的龍門復興，可說也是令全真的復興，甚至可以說是整個道教離現今時代

最近一次的復興。王常月本人也被譽為“中興之祖”。康熙十九年，他傳衣缽于

弟子譚守成而後飛升。後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賜號 “抱一高士”。 

    

清宗室尊密 

道統苦掙扎 

流傳民間廣 

本教危汲煞 

 

道教之於宗室之關係者為歷朝歷代間最沈淪之歲月者，無一王室及諸旗帥好乎道

焉，故本教衹屬流竄於民間暗傳宗牒，伺機而興矣，元之成吉思汘有長春祖長春祖長春祖長春祖之於

宗室宏揚清之雍正康熙後衹有王常月王常月王常月王常月之律宗與劉一明劉一明劉一明劉一明於民間稍之發揚矣。與邱祖

之功積判若雲坭焉。至於西月西月西月西月，一得一得一得一得，其積於道之近史尚昭而本師座下堂前明徹明徹明徹明徹

者亦比西月西月西月西月之質，不遑多讓是也，一譽哉！ 

    

777759595959. . . . 叩求評四大高僧叩求評四大高僧叩求評四大高僧叩求評四大高僧    

憨山大師憨山大師憨山大師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生於 1546 年，卒於 1623 年。是六祖惠能後的禪宗高僧 

 



蕅益智旭蕅益智旭蕅益智旭蕅益智旭（西元 1599 年-1655 年），俗姓鍾，字智旭，號蕅益，又號西有，別號

八不道人[1]。江蘇省木瀆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被尊為淨土宗九祖。晚年住於

浙江杭縣的靈峯，因此又被尊稱為靈峯蕅益大師。 

 

印光大師印光大師印光大師印光大師，(1862-1940)相傳他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由於印光所處的時代，親近

與信仰佛法者已為數不多，因此印光大師印贈「了凡四訓」與「太上感應篇」，

前者以儒家觀點來傳播佛教儒家觀點來傳播佛教儒家觀點來傳播佛教儒家觀點來傳播佛教，後者以道教觀點來弘揚佛法道教觀點來弘揚佛法道教觀點來弘揚佛法道教觀點來弘揚佛法，在佛教振興上作出特

殊貢獻。 

 

虛雲和尚虛雲和尚虛雲和尚虛雲和尚原籍湖南湘鄉，生於福建泉州。出生年有不同說法，岑學呂編年譜言出

生鹹豐十年（1840 年）中國近代禪宗高僧。中國曹洞四十七代，臨濟四十三代，

雲門第十二代，法眼第八代，溈仰第八代。其禪功和苦行倍受稱贊，以一身而兼

禪宗五宗法脈，整頓佛教叢林，興建名剎，為現代中國禪宗傑出代表。 

 

憨山多著作憨山多著作憨山多著作憨山多著作    

性亦喜讀書性亦喜讀書性亦喜讀書性亦喜讀書    

生平甚歷詳生平甚歷詳生平甚歷詳生平甚歷詳    

曾淪刑獄是曾淪刑獄是曾淪刑獄是曾淪刑獄是    

    

憨山澫益皆憨山澫益皆憨山澫益皆憨山澫益皆明之四大名僧中之弍翹楚是也。理通佛道，憨山憨山憨山憨山有解道德經之著而智智智智

旭旭旭旭則有以佛義而釋易之巨著焉。『周易禪解』傳世之器名甚重，其意是引儒而歸

佛義哉。此弍師之德，應後無繼晉之人矣。蓋因末法共業之攸興也。 

 

印光印光印光印光之跡其著力於立基宏法入俗說教為其宗焉，其理通三教之普泛者庶不及憨山

與澫益矣。唯時代不同，則更為世俗所接受，彪顯非常。虛云虛云虛云虛云是末代之高僧，其

苦難之經歷踰『憨山』多多者也！本仙所覺斯人雖非『空前』，但確屬是『絕後』

是也。末法之世於修人一象顯世之機者，其甚明焉哉！ 

 

Oct 22Oct 22Oct 22Oct 22ndndndnd    

777760606060. . . . 預賀預賀預賀預賀九月十九九月十九九月十九九月十九觀音大士聖日觀音大士聖日觀音大士聖日觀音大士聖日。。。。感謝感恩觀音大士數年前推介愚徒成為呂祖感謝感恩觀音大士數年前推介愚徒成為呂祖感謝感恩觀音大士數年前推介愚徒成為呂祖感謝感恩觀音大士數年前推介愚徒成為呂祖

師父之徒師父之徒師父之徒師父之徒，『，『，『，『無任感荷無任感荷無任感荷無任感荷』，『』，『』，『』，『感戴不淺感戴不淺感戴不淺感戴不淺』，』，』，』，這數年之請益使徒受益匪淺這數年之請益使徒受益匪淺這數年之請益使徒受益匪淺這數年之請益使徒受益匪淺！！！！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感感感感恩恩恩恩大士賜呂師大士賜呂師大士賜呂師大士賜呂師    

感恩眾仙感恩眾仙感恩眾仙感恩眾仙勤教勤教勤教勤教導導導導    

感恩天覆地栽德感恩天覆地栽德感恩天覆地栽德感恩天覆地栽德    

    

徒兒朌能徒兒朌能徒兒朌能徒兒朌能::::    

忠孝仁義永記心忠孝仁義永記心忠孝仁義永記心忠孝仁義永記心    



樂施樂捨常駐心樂施樂捨常駐心樂施樂捨常駐心樂施樂捨常駐心    

慈悲之心不離心慈悲之心不離心慈悲之心不離心慈悲之心不離心    

呂相膺天職 

為天帝庭相 

廣願行普渡 

與吾宏願襄 

 

吾有普世宏願，猶以十三願為作普渡之慈航而呂相玄太乙純陽派於嶺南，而風行

粵港澳三地者亦以『渡盡凡夫』為立派之宗旨也。 知君深慕於玄，得寄情於地

理可欲亙古以晉感天恩，故啓發君依列呂相之門墙以掄教益是也。君此數載所

見，不失本大士之推薦也。定當廣庇汝蘭一切以作仲福焉。 

觀音大士觀音大士觀音大士觀音大士    

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呂祖仙師    

 

767676761111. . . . 學無止境學無止境學無止境學無止境，，，，愚徒有所未知愚徒有所未知愚徒有所未知愚徒有所未知，，，，有所未能有所未能有所未能有所未能，，，，盼盼盼盼大士及呂祖師再賜教愚徒大士及呂祖師再賜教愚徒大士及呂祖師再賜教愚徒大士及呂祖師再賜教愚徒更上一更上一更上一更上一

層層層層！！！！請再示請再示請再示請再示    

誠能格天恩 

學乃通玄道 

曾釋道三品 

以惠汝喜好 

 

君心虔慕道而知天道、神道、人道三品之殊，修進階梯，秉持所依所向者，清釋

善途，無一般現代人所倡行之人道修法，免去熙來攘往自以為是之我相誤途，則

天恩甚易格矣，願當一切順境，福祿彌馨於甲午旬便是！ 

 

767676762222. . . . 求評甲午年之樓價如何求評甲午年之樓價如何求評甲午年之樓價如何求評甲午年之樓價如何？？？？    

剛性多需求 

利息牽著走 

明年好投資 

仍向股票謀 

 

明年之玉宇瓊樓稍遜，而民房里宅其價者，則不過不失矣。若作樓房投資，需極

長綫，收租長價兩可，而君欲求一居之宇軒者，不反對任何時間買入是也。 

 

October 28October 28October 28October 28thththth        

777763636363. . . . 叩再續論丹叩再續論丹叩再續論丹叩再續論丹    

求評求評求評求評『『『『丹以太虛為祖丹以太虛為祖丹以太虛為祖丹以太虛為祖，，，，太虛生神太虛生神太虛生神太虛生神。』。』。』。』    

何謂先天之丹及後天之丹何謂先天之丹及後天之丹何謂先天之丹及後天之丹何謂先天之丹及後天之丹？？？？    



    

溯自伯陽之始範 

追稽葛洪三芧間 

先天內丹精氣神 

後天內丹服食贊 

 

丹家自秦晉沿始，派系甚多古修者先天後天內丹兼用，先也作先天精氣神之修養

修煉再行爐火外用藥物之煆煉得丹而服食之，則先天丹炁之丹成，繼進後天丹煆

之服食，外丹之毒能助先天丹氣之精純故古丹家如葛洪等眾者，服食而鷄犬皆昇

天矣，後人不敏，多因後天內丹煆煉服食而致命者，則盡倡內丹之行氣，故法不

宗全而白日肉身飛昇一事早成絕跡之難稽矣。 

 

Nov 4thNov 4thNov 4thNov 4th    

777764646464. . . . 愚徒對愚徒對愚徒對愚徒對《《《《唱道真言唱道真言唱道真言唱道真言》》》》真如師所言真如師所言真如師所言真如師所言『『『『愛不惜手愛不惜手愛不惜手愛不惜手』，』，』，』，悟出悟出悟出悟出『『『『煉心煉心煉心煉心』』』』為目前所應為目前所應為目前所應為目前所應

走的路走的路走的路走的路，『，『，『，『時時見性時時見性時時見性時時見性，，，，刻刻修身刻刻修身刻刻修身刻刻修身』』』』為目的為目的為目的為目的。。。。愚呈上筆記愚呈上筆記愚呈上筆記愚呈上筆記，，，，求師評不足之處求師評不足之處求師評不足之處求師評不足之處。 

時時見性者 

猶儒教內聖 

刻刻修身者 

若孔門內皇 

 

時時見性(自性，其性) 刻刻修身 (行住坐卧)，斯旨啟迪是禪宗六祖於檀經之寳

筏焉。近年西密之觀想及誦咒亦秒秒刻刻不忘不貴其同無異是也。君所呈之筆

記，已足證是書已覧閱無遺，廣達層次之深淺，道丹修真，不揆『行氣』與見性

開悟，若紫陽祖之禪宗歌頌等訣，一理可明循跡可稽是也。 

 

777765656565. . . . 人仙言談第一批人仙言談第一批人仙言談第一批人仙言談第一批 2500250025002500 本將近派完本將近派完本將近派完本將近派完，，，，除在沙田除在沙田除在沙田除在沙田////屯門屯門屯門屯門////尖沙性咀尖沙性咀尖沙性咀尖沙性咀////銅鑼灣派外銅鑼灣派外銅鑼灣派外銅鑼灣派外，，，，

也寄了少數去台灣也寄了少數去台灣也寄了少數去台灣也寄了少數去台灣 ( ( ( (約約約約 20202020 本本本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 ( ( ( (約約約約 7777 本本本本))))，，，，澳門澳門澳門澳門(1(1(1(1 本本本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1(1(1(1 本本本本))))，，，，本港本港本港本港 ( ( ( (約約約約

50505050 本本本本))))，，，，本港各大小道觀本港各大小道觀本港各大小道觀本港各大小道觀((((約約約約 30303030 本本本本))))。。。。師有何目標需愚贈有緣者嗎師有何目標需愚贈有緣者嗎師有何目標需愚贈有緣者嗎師有何目標需愚贈有緣者嗎？？？？    

 

是書喜流佈 

因集今古言 

窮玄盡至理 

至人與神仙 

 

尚乎君之派發點廣應於市朝，深普乎本教，師見濠光一冊，豈為廖廖！實此埠客

旅縱橫，人如江鰂，派於市亦甚善是也。小心處理焉，因乎稍涉異地之法例民風

及保險是也。至於君可以三本《道德經之天人三說》及五本之人仙言談，遣往澳



門理工學院圖書館內便可。因本仙年前曾遣數冊之紫枬聖序(全是乩語)擭收內並

得其謝函，斯途可繼是也。 

 

777766.66.66.66.    唱道真言筆記唱道真言筆記唱道真言筆記唱道真言筆記    

唱道真言卷之一唱道真言卷之一唱道真言卷之一唱道真言卷之一    

清靜其心清靜其心清靜其心清靜其心    

          人之病根在種種妄念 

          又有遊思擾於胸臆 

          去遊思惟在內觀 

          有物→無物→無我 

          功行乃昇仙入道之津 

          積功行當自孝始 

          誘人為善，阻人為惡 

          誦大洞經，持斗姆咒可超拔祖先即是孝心 

          務要忠厚存心，利益民物 

          無事則清心靜坐 

          立願立志上大路，脚根便快，成仙作佛易也 

          吾心合上真之心 

          太虛之體不為物累 

          昔人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執守一中 

          遊思久久磨洗，自然拔本絕源 

          塵中，難免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需過即不留。 

  

煉丹先鍊心煉丹先鍊心煉丹先鍊心煉丹先鍊心    

          去閒思妄想→清淨法門 

          心念不起→虛白自然相生 

          此時精為真精，氣為真氣，神為真神 

          真精真神真氣渾合為一→鍊之為黍米珠→陽神→仙道 

          以神合氣→靜養為功 (存心養性) 

          以氣合神→操持為要 (持其志無暴其氣) 

          以精合神→清虛為本 (養心莫善於寡慾) 

          三者分之則三，合之則一 

          神氣者→聽命於精 

          完其精而神自旺 

          完其精而氣自舒 

          功返還之道→靈胎之結→大丹之成 

          煉心為成仙一半工夫 

         心靈則神清→神清則氣凝→氣凝則精固→丹經所謂築基 



          煉心仙家徹始徹終之要道 

          欲結聖胎→先登圓覺→全在靜觀 

          煉心有煉聞見之心，有煉無聞無見之心→聞見為事至物來，隨感而

應。 

          無聞無見之心→寂寂反照→朗朗內觀→無人見，無我見，無有見，

無無見，無無有見，無無無見。 

          煉聞見之心→須於動處煉之 

          煉無聞無見之心→須於靜處煉之 

          張紫陽為丹家指南→探取火候 

          丹之法，千言万語總盡煉心兩字 

          動處煉神，靜處煉命 

          習靜工夫→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人能不睹不聞時，戒慎恐懼，致

中而天地位，致和而萬物育 

          聖人遇患難不堪之境尚能盡性達命 

          君子言性而不言境 

          張紫陽意為媒說→意原於心而成於性→有真心乃有真性→有真性

方有真意→此意謂之先天一意 

          靜坐之際→一心端坐，洞然玄朗→無渣滓，無知識→即先天性體→

從此空中落出一點真意→如太極一圈而陰陽於此孕 

          以之配水火引鉛汞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夫末發非玄關 

          一陽初動處，萬物末生時，此內有个玄關一處 

          心何以明→忽然而明 (此玄關也) 

          性可以見→忽然而見 (此玄關也) 

          習靜修→去妄想，除遊思 

          靜以養心，明以見性，慧以觀神，定以長氣，寡欲以生精，致虛以

立意 

          心為主神為君→精氣為從→意為媒 

          不急不緩→綿綿若存→群陰自消→陽神自見 

          觀時主靜，靜時有觀 

          煉心習靜→一點誠心→萬緣俱息→內魔既清→外魔自絕→誦大洞

經→護法諸神不離左右 

          靜坐至無思無念之時→則真息綿綿→元神見而元氣生 

          煉心在於靜觀→靜觀之至大藥自生 



          身血氣流道→其循環升降→應周天之度→動中不覺→至靜時→脈

絡骨節之間→曛然而上升→油然而下降→自尾閭逆至泥丸順至絳宮→翕聚神房

與五行之氣渾合為一歸於中黃臍內 

          陽神之脫胎→有光自臍輪外注→有香自鼻口出→此脫胎之先兆 

          古聖懲忿窒慾→是沐浴抽添之要訣 

          煉丹之法→始於煉心→繼於探取→終以火候 

          煉心之法→靜觀為宗→靜中之觀有觀無物→觀中之靜以靜而動(元

精溶溶→元神躍躍→元氣騰騰) 

          採取之法→真意本於真心→真元由於真意，引之而升→送入黃宮 

          火候→以真氣薰蒸為沐浴→以綿綿不絕為抽添→一年十月有物如

人從中跳出 

          煉虛者以陽神之虛合太虛之虛，與道合真 

          煉命亦煉性 

   

唱道真言卷之二唱道真言卷之二唱道真言卷之二唱道真言卷之二    

            太極者→金丹也→生天生地→一變而為萬→萬具一太極→萬

化而為一→一仍一太極→天地形而太極無形→天地毁而太極不毁→煉丹為人中

之太極 

          炁有蓄積而神無蓄積 

          太極一開基而萬象皆從此兆 

          無極→太極，此中有個玄關一竅 

          無極○→故結丹者還太極之體則丹成 

          玄關一竅時→則至虛至靈之物  

          道用為一陰一陽→道體為無陽無陰 

          神為化體得玄關一動而動者判為陽，靜者判為陰→太極開花結子 

          道可在？→致虛守寂則反乎單 

          太極以神而生氣→分之無可令→如空中有火，火性本空，則以空麗

空，兩空相見 

          太極無陰無陽，而玄關一動陰陽各判→為天為地 

          神生氣→氣生精→太極順而生 

          逆返為精化氣→氣化神 

          凡物皆始於空，太極空者也→空能生一→一生萬→以萬還一→一復

於空 

          煉丹者煉一→一復於空→以空還空 

          人之妄緣皆生於見→人之根塵惟見為害最大 

          安其心：(一)於未起知覺時→涵養如空中之月，澄淨明潔，無有渣

滓，如如不動，了了常知，美色淫聲，究同我性，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神不留

去，常在於心 (二)於將起知覺時→惺惺不昧，發皆中節，如琴上之絃，太和之



音，應指而發，悠然有領會處，而不著於物，神在於心 (三)於知覺交代之際→

辯得明白，見機微，如御車之馬，二十四蹄，諧和合節，眾馬之行如一馬。雲行

水流出於自然，不使雜塵渾入其間，神在於心矣。見之不見應如是觀。 

          煉丹煉心→總是一煉→煉心者→煉其所有之心，煉其本無之丹心 

          心於神為君，神在於心→則丹為我有→神馳於物→則我不有心，我

不有心，則火炎，火炎則汞竭→大藥失其一矣 

          無所事事方謂之煉丹→心齋坐忘→不知不覺→以虛化虛以真合真 

          丹道無他→性命二字 

          煉虛而成其虛→則丹成矣 

          而奈何以有形之物而累無形之本哉。 

          為人不慕榮利，不貪酒色，誠入道之根器，而機緣未到，滾滾紅塵，

翹首雲霄，致身無路，猶千里之馬，因於盬車，無可如何，姑安心待之，若能身

在紅塵，心空白浪，時時見性，刻刻修身，隨他火山萬丈威火，洒我銀瓶一滴甘

露，使炎炎之勢，片時烟消燄滅，這個便是正學道，真正煉丹。 

          我與珠相忘，珠忘於我，我安於珠，何等快樂，不被珠所累，有累

則不空，不空則背道 

          邵子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體佳興與人同此學道有得之言。 

          世界有毁→惟虛不毁。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陽神初結之時，胞胎里必帶些夾雜之氣→面壁之功磨洗一清 (先命

後性) 

          由性至命，心要見真心→性要見真性→神要見真神→精要見真精→

氣要見真氣→性命不分 

          佛家舍利(精氣)→所餘精氣所結→佛家明心見性→將神光獨提出

來→餘下精氣交結成形 

          佛所謂不生不滅者→神也→即性也。 

          精氣 (舍利) 為命 

          道家性命双修精氣神渾合為珠 

          煉丹者→陰盡而陽自見。陰根→人身七情六欲 

          精氣神為先天之物，則件件皆陽，為後天之物→則件件皆陰 

唱道真言卷之三唱道真言卷之三唱道真言卷之三唱道真言卷之三    

  

•         煉丹無所煉也→煉其所無也→無者虛也。 

•         心本虛→情識意知實之→煉心還於本然之虛 

•         心虛而丹成 

•         學道以無為為宗→有為出於無為 

•         煉丹煉無為之丹→行法行無為之法 

•         無為天之體，道之原→合天之體，明道之原 



•         採陽之時忌動→陽之生也→一意融結→靜則陽生，動則陽歇，陽有

形，我意為陽之形，神能化氣→神靜則氣有不生，一動則意止，意止則神不續而

陽息 

•         結丹之時忌滯→陰陽交會之後，急用一意，將黍珠一粒送歸黃庭，

封固鼎內，稍滯則精老 

•         用火之時忌暴→陽旣採→胎旣結 

•         煉丹非易易事 

•         無所事事→胎之原→太極生天地→自然而然→不知不覺 

•         太極者→道之祖 

•         丹以太虛為祖→太虛生神→神生氣→氣生精→同祖一太虛 

•         反於虛之道→無思無為→人能終日靜坐→杜絕人事→悠閒自在  

•         心地光明→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         不以為恥→打不哭駡不笑 

•         煉丹者須把七情六欲→亦細細淘盡→無一些渣滓→則一点真元 

•         神者→氣之母，精之祖→故練丹者『凝神』 

•         後天之意謂之意→先天之意謂之神→神之所在→氣即從之→由氣依

神而生→亦依神而息 

•         結胎之時→靜則陽生→靜則神安 

•         丹→以氣為母→神為父→精為子 

•         無欲則身內之精皆陽精 

•         有欲則身內之精皆陰精 

•         陽精無形→陰精有質→一欲與不欲之分 

•         陽神者太極也 

•         神安則精氣和 

  

•         夫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逆煉 

•         又要心心從順→念念從順→順以成之 

•         要安靜為主 

•         煉丹之要→的的確確不過凝神二字。 

•         禪家以了悟為見性→道家以歸元為得命 

•         丹字身己 

唱道真言卷之四唱道真言卷之四唱道真言卷之四唱道真言卷之四    

  

•         陽神透頂之後→在太虛之中逍遙自樂 

•         煉虛是補煉心未至之功→此一著是補氣未完之事 

•         聚則為形→散則為氣 

•         體熱如火→心泠如泳→氣行如泉→神靜如嶽 

•         煉形之法→虛其身心 



•         太上度人以道，不聞以丹 

•         神仙度人以丹，未嘗離道 

•         參同契 

•         大道見而不知 

•         以大賢大聖為宗師→以明心見性為準 

•         天宮地窟→總在一心 

•         神氣相依→用真心，發真意→藏之丹田→時時內視，刻刻反觀 

•         分一為萬，合萬為一→是謂真人 

•         物實則必壞→不壞則空→不死者空也→就是煉丹 

•         學道之士→以能忍為本→喜怒哀懼非吾心之所有 

•         既悟後→須以靜力待之 

•         忙里偷閒，鬧中求空→則性不歸命→命不合性 

•         根塵淨盡→水底之珠石中乞璞精華自然蘊結 

•         認真肯做見性功夫 

•         學道之士→閉口則息，開口則笑→日日在春風之中→時時在明月之

下→故可以上合高真與仙為侶 

•         老聖駕青牛而西去→達摩舍天竺而東來。 

•         上古修道者→煉得心靈一應妙理，皆從自已心上悟出 

•         學道之士，心有神目，天上地下→無所不見→求靜而求之於一心 

•         夫千古宗師→度人無量→只是教人明心見性→磨洗玄珠→靈光透發

→他自能生出妙悟。 

•         宜時刻掃除之古聖懲忿窒慾四字，決定離他不得，和以處眾，寬以

樂群，寡言以養德，常定以安心，一切惡習，蕩滌殆盡，便是一位在世仙人。 

•         道不可以言求亦不可以知取 

•         上士學道→體之於身 

•         中士學道→索之於言 

•         下土學道→求之於術 

•         好學之士→時時刻刻祇在自己心上勘合 

•         十方世界永無魔 

•         我之見故情生→情生則境生→境生則妄生→妄生則幻出無數空中樓

閣 

•         名為煉丹實為養心 

•         修持之要→千聖萬真總歸寂滅 

•         性命之學→能見得真真性體即能立得真真命根 

 唱道真言唱道真言唱道真言唱道真言卷之五卷之五卷之五卷之五    

  

•         見心？欲見心當於靜定中討出 

•         靜時要把萬緣放下→一知不起→一覺不生 



•         無知無覺時→尋有知有覺處→此所謂太極開基 

•         不假思索→隨呼隨應 

•         遇境動之心→心靈物也→遇境即發→感而後發乃知心體本無喜怒哀

樂者 

•         見財起盜→見色生淫→亦與境俱發→即是妄念→自己悔悟 

•         仁義禮智根於心 

•         道家虛→佛為空 

•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         人心虛而最靈→靜而求其至中之體→動而求其至中之用→天無為而

神行其間→人無為而神守其舍→與太虛同虛 

•         學道是先煉心→使心體虛圓如一粒黍珠 

•         今人不求道而求丹→不言心性而言水火 

•         上古聖人著書立說未嘗著一丹字 

•         大丹無形無聲而欲以穢惡之心→淫心纔舉真氣分崩→而欲以七情六

欲之身→煉心 

•         大道之要→盡於一虛→有陰陽五行則不虛 

•         萬劫一心，心心不亂，雖司造化→道妙自然→真境逍遙→永無貪著，

不言而化，不怒而威→以虛應虛 

•         天有高下，仙有聖凡→看人之道德 

•         杜絕塵綠→以明心見性為第一乘工夫→坎離水火為第二乘事業→分

身煉形為第三乘究竟→必得三千功八百行圓滿 

•         修真之士預當培養靈元→扶植善本→言不輕發→目不邪視→耳不亂

聽→事不妄為→凝道於身 

•         夫煉丹無別法→安其心→和其神→怡其氣→足其精→陰邪為丹之蝥

賊→能念念在善節節在善則陰邪自消 

•         學道發願為初心→不肯半塗而廢為中心→成功為末後之心 

•         受人禮拜不以為榮→受人罵毆不以為辱 

•         天律最嚴→天聽至卑→妄念一生殃及七祖 

 

Nov 7Nov 7Nov 7Nov 7thththth    

777767676767. . . . 前來賀前來賀前來賀前來賀『『『『達摩祖師誕達摩祖師誕達摩祖師誕達摩祖師誕』』』』    

老子離涵西去隱老子離涵西去隱老子離涵西去隱老子離涵西去隱    

達摩東來震旦救達摩東來震旦救達摩東來震旦救達摩東來震旦救    

中華文化浩然哉中華文化浩然哉中華文化浩然哉中華文化浩然哉！！！！        

    

達摩東禪祖 

西祖是迦葉 



老聖雖西隱 

遺教在中堞 

 

道丹之修者也，終其意亦在性焉，性空無我，始成大業，君勵於道者學兼三教義

及眾宗是大是宏是圓是融之象也，欽哉！ 

 

777768686868. . . . 愚徒愚徒愚徒愚徒    

1.1.1.1. 已將三本已將三本已將三本已將三本《《《《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三本之三本之三本之三本之《《《《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及二本及二本及二本及二本《《《《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盛盛盛

於呂祖於呂祖於呂祖於呂祖》，》，》，》，已寄往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已寄往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已寄往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已寄往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    

2.2.2.2. 已將三本已將三本已將三本已將三本《《《《道德經之天人道德經之天人道德經之天人道德經之天人三說三說三說三說》》》》寄往澳門大學寄往澳門大學寄往澳門大學寄往澳門大學。。。。    

3.3.3.3. 已將兩本已將兩本已將兩本已將兩本《《《《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兩本兩本兩本兩本《《《《大洞經大洞經大洞經大洞經》》》》及兩本及兩本及兩本及兩本《《《《金剛經金剛經金剛經金剛經》，》，》，》，一本一本一本一本

《《《《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寄往香港圖書館寄往香港圖書館寄往香港圖書館寄往香港圖書館。。。。    

----望能納入圖書館望能納入圖書館望能納入圖書館望能納入圖書館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1.1.1.1. 將一本將一本將一本將一本《《《《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道德經之天人三說》》》》和一本和一本和一本和一本《《《《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寄往寄往寄往寄往    

甲甲甲甲、、、、    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中央圖書館 (  (  (  ( 總館總館總館總館 ) ) ) )            

乙乙乙乙、、、、    深圳圖書館廣州圖書館深圳圖書館廣州圖書館深圳圖書館廣州圖書館深圳圖書館廣州圖書館    

丙丙丙丙、、、、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2.2.2.2. 將在陽歷將在陽歷將在陽歷將在陽歷 12121212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請人派發約請人派發約請人派發約請人派發約 200200200200 本本本本《《《《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在澳門市中人在澳門市中人在澳門市中人在澳門市中人，，，，

敢叩求師父保佑派發員敢叩求師父保佑派發員敢叩求師父保佑派發員敢叩求師父保佑派發員((((兩母女兩母女兩母女兩母女))))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    

 

義道衍諸籍 

能通匯嶺南 

書能惠眾生 

版梓繼莫減 

 

遣眾書往濠江之中央圖書館者，不若遣之新口岸觀音像內之宗教圖書館矣，沿以

鏡海文化，中央是政府所攝，其政策是天主教西洋教為源，故一概佛道等籍俱以

新口岸蓮衣觀音像，為主館矣，能說其途者，則不費浪冊資是也。 

 

777769696969. . . . 以下在以下在以下在以下在網網網網上找到的文章上找到的文章上找到的文章上找到的文章，，，，是否屬實是否屬實是否屬實是否屬實？？？？    

傳是希夷功 

一睡可數年 

鹿皮處士法 

人仙活年遠 

 



道家道丹之修者，初成真境是人仙也，能活存久遠，識通靈，知地表地理諸事，

亦能鑑天時而盡山川之境，而此等人仙殊不邀世而屯和名，亦不廣招徒輩於俗，

因其是深識因果之機而會通緣理，網上文章是知事者所著，殊未達此境此情，不

過是說述一些得第二禪者之修成態况矣，未必是道，可是佛禪或是儒，密諸宗皆

可是也。 

【【【【轉轉轉轉帖帖帖帖】】】】深山修道三百年深山修道三百年深山修道三百年深山修道三百年，，，，現上網揭秘特異功能真實本質現上網揭秘特異功能真實本質現上網揭秘特異功能真實本質現上網揭秘特異功能真實本質    

 

一般人看到標題中的「三百年」，一定會認為我在瞎吹。但我告訴你，我的真實

年齡的確是 330 歲，也就是說我是清朝康熙年間生人。其實 330 歲並不算很老，

2000 多歲的人我都親眼見過，聽說還有活了 5000 多歲尚在人間的，只是沒有機

緣見到。  

 我是四川成都人，雍正年間，為避戰亂，我們全家逃到川北的大巴山中，卻不

幸遭逢泥石流，最後僅自己一個人倖免，那年我三十歲。後來我在山中迷了路，

自己瞎走了十幾天，就在我快餓死的時候，一個道士救了我。這個道士就是我的

師父，那時他已在大巴山中修煉了七百多年。從此，我就跟隨師父開始了修煉。

這裡要說明，我和師父雖然是道士，修的是三清法門，但我們不是道教，和道教

沒有任何關係。 

 我師父是唐朝人，雖然已修煉了七百多年，但他看上去比當時的我還年輕。因

他已經修到頭了，再怎麼努力也修不上去了，所以收了我當徒弟，承傳我們這一

門的道統。你一定想不到，我們這一門修煉的功法，非常非常的簡便，特別適合

懶人學，因為我們的功法就是睡覺。 

 師父傳了我功法後，我第一覺就睡了一個多月，睡醒後身體變化很大，幾乎像

是換了個人，比從前強壯了很多很多。然後他又讓我讀《道德經》，讀完經書又

睡覺。就這麼不斷的讀經書，睡覺，最長的一次，我一覺睡了兩年多。如此循環

往復，一直修了六十多年，我終於達到了小成境界（天目已開，大周天全部打通），

這時我已具備了很多特異功能。比如辟谷、搬運術，淩空漂浮，他心通，透視人

體等。還要補充一點，自從開始修煉，我的外貌就定格在了三十歲，一直到今天

也沒有任何變化。 

  

 修到了小成境界，師父讓我返回人世間去雲遊。師父說，如果我沉溺于聲色名

利，被花花世界迷住了，就不用回山了，我可以自己選擇以後的路。如果三年之

後我還沒有沉迷，那麼就返回大巴山，他會指導我繼續修煉後面的功法。 

外出雲遊很苦的，規矩也很多。第一，在塵世中不許使用任何的特異功能，出山

前師父已把我的功能給鎖住了，包括辟谷功能在內，也就是說，雲遊期間，我還

要想辦法解決吃飯問題。第二，不允許用錢，只能通過乞討的方式獲得食物。第

三，還有很多戒律，偷盜，淫邪，飲酒等，類似于佛教中的那些規定吧。師父可

以用天眼通隨時隨地的監視我，如果我犯了任何一條規矩，就再也沒有機會跟隨

師父修煉了。 



  

 離開大巴山后，我首先去了陝西的渭南，後來又去了潼關。在潼關，我終於解

決了吃飯問題。要知道，我的外貌是一個三十歲的壯年男人，乞討非常困難，經

常挨駡，沒有幾個人願意施捨給我。在潼關我給一個姓劉的地主家幹活，只需管

吃住，不要工錢。地主很樂意，也解決了我的問題。我也沒心情去別的地方，就

在劉地主家，平平靜靜度過了三年，幸好沒有犯戒，三年期滿，我又回到了大巴

山師父身邊。 

  

 以後的日子就是不斷修煉，每隔三五十年，我都會下山雲遊幾年，有時候師父

也和我一塊去雲遊，如果是這樣我就沒法偷懶了，不能像在劉地主家那樣混日

子，而是每天都要乞討。這麼多年雲遊下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風風雨雨都經

歷過了，但我修道的意志從未動搖。對於世上的王權更迭，世事變幻，我們從來

不去干涉，包括那些大的災難和戰爭，我們從來不管。因為這些都是有定數的，

誰亂動，誰遭殃。 

  

 我知道塵世中很多人對修道很感興趣，但是他們不清楚修道要吃多少苦，要經

過多少煎熬和磨難。泡上幾杯清茶，約上三五個好友，坐而論道，那不是修行，

那是休息。真正的修行，是要吃很大的苦的。 

  

 修煉了兩百多年之後，準確的說，應該是在大清朝垮臺的前一年，我師父死了，

從此我們這一門派，就只剩下了我一個人。修道的最終目標是成仙，以求得永生，

但是我們這一法門最高就只能修到「五氣朝元」這一步，距離長生不死還有一線

之差。師父死後屍身未腐，我將其保存在了漢中的一個破廟裡，後來那個廟毀于

戰火，師父的肉身便也被毀。不過這沒什麼可惜的，一副臭皮囊罷了。 

 師父死後我就一個人獨修。對於一個獨修的修煉者來說，最大的苦，就是寂寞

和孤獨。有時一打坐入定就是一年，出定後不幾天又入定了，十幾年不見一個人，

不說一句話是很平常的事。為了克服孤獨寂寞，我喜歡上了雲遊，從 1960 年開

始，我一邊雲遊一邊繼續修煉。  

 等到了 1988 年，大興安嶺大火災的那一年，我終於也修到了我們這一門中的最

高境界：五氣朝元。這時我的特異功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基本上你

聽說過的功能，我全部都有，而且功力強大，遠遠不是人世間那些所謂的「異能

者」所能比擬。而且從此之後，雲遊的時候，我可以不用再遵守戒律，特異功能

也可以隨便使用了，但前提是不能幹涉人世間的任何事情，那怕很微小的一件小

事也不行，否則會立遭報應，或者功力受損。  

  

 修成之後，我在人世間遊蕩了五年，走遍了世界上的所有角落，認識了很多和

我一樣的修煉之人，嘗試了各種各樣的生活，卻感覺都沒什麼意思。於是，1993

年 8 月中旬，我乘坐一列火車返回川北，準備繼續過我的隱居生活，等時機成熟



時，也收個徒弟，承傳我們這一法門的道統。就是在這趟火車上，我遇到了一個

改變我命運的人。當時這個人和我同在一個車廂，我們一照面就彼此知道都是修

道者，此人看上去也很年輕，慈眉善目，總是笑呵呵的。  

 我上前與他攀談了一會兒，卻不由得無比震驚，因為我發現，此人的功力之高，

簡直是我難以想像的。到底有多高，現在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為以我的道行，

根本沒辦法探究這個問題，我連他的腳趾頭都夠不上。後來，我拜了此人為師，

他傳給了我他那一法門的功法。 

   

 在第二位師父的説明下，沒用一個月時間，我就突破了我原先法門的極限，成

功修到了「三花聚頂」的境界。也就是說，在這之後，我已經獲得了不死之身。

*  

如今，我又來到了人世間雲遊，這是我最後一次雲遊了，有許多的心願須了結，

來天涯網寫這個帖子，闡述和揭示一些與特異功能、修道有關理論，是我的心願

之一。與我有緣之人，自然會看的到，自然會有所得、有所悟，也算是我兌現昔

日「濟世救人」誓願的一個特殊方式， 

  

下面，我將把允許普通人知道的一些問題進行說明，也讓看客對本文真假作一個

驗證， 

  

世界上真的有神、佛、妖、魔存在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生命存在的形勢多的不可計量，無法計算，像人這種有色身

的生命，在宇宙中只是極少數。我走在大街上，普通人怎會知道我的真實身份？

同理，又有多少神佛妖魔以普通人面目行走世間，這你也不知道。有很多人看不

起乞丐，甚至有意的欺負乞丐，但我告訴你，很多乞丐大有來頭，不是入世間雲

遊的修道者，就是帶著使命而來神。可以這麼說，神多的無處不在，舉頭三尺有

神明這句話，絕對是真的，只是普通人沒有天眼神通，看不到罷了。 

  

 人的命運，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神佛在控制著。一個人從降生，到入土，其

一生的命運都是註定的，那怕是掉一根頭髮這樣的小事，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一

個人在社會上該幹什麼，該有什麼，早有定數，人的努力，基本是按照預定的過

程在走。你必定不相信，你可能感覺自己的很多東西都是努力奮鬥得來的，其實，

用功能看，人奮鬥的過程，都是掌握凡人命運的神，在背後操控著你做的，人就

像木偶，神用各種觀念、情緒、欲望，以至於人們所謂的偶然事件，來操控人的

行為。其他的動物和人也都一樣，也都是這 

 特異功能到底是什麼？ 

   



 特異功能，其實就是人的本能。通過修行，人人都可以擁有。我知道，很多人

練過氣功，對修道、宗教等事情很感興趣，可是練了多年，也沒出功能。這裡原

因有兩個，一是你沒得真傳，二是你目的不純。沒得真傳這個原因好理解，目的

不純難道也是練不出特異功能的障礙嗎？這是肯定的。一般人想要特異功能幹什

麼？無非就是求名求利，這就是貪念，就是障礙。 

  

 其實，你都不用練功，只要你能把七情六欲，以及後天養成的所有觀念全部去

除，成為一個完全理性的人，特異功能自然就都出來了。這一點是絕對的，但也

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為什麼會這樣呢？這要說說人體的結構了。 

  

 所謂的人，其實是由多個生命構成的複雜集合體，而非單一意識的生命，這裡

就不說人的肉身了，只說說內在的精神系統。很多人聽說過人有三魂七魄，三魂

其實就是現代心理學上說的「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是指人與生俱來的欲望與本能，比如食欲，性欲，貪婪，自私，人的這

些特質，與生俱來，都源自于本我。 

  

  

 自我，就是真正的你自己了，也即人精神世界中的理性層面，也就是說「自我」

才是一個生命的最原始本質、最根本核心。創造、分析、推理、判斷、決策等，

都是由自我來完成。 

  

 超我，是指人通過後天學習，慢慢積累的經驗和知識，漸漸養成的習慣和觀念。 

  

 七魄，對應著喜、怒、憂、思、悲、恐、驚，也就是人的整個情感系統。 

  

 七魄」加上「超我」和「本我」，合稱為潛意識。「自我」，就是前意識，也

就是真正的我們自己。掌握人類命運的「命運之神」，就是通過操控人的潛意識

來支配人幹這幹那，最終走完一生的道路。! 

   

我們修道，修的是「自我」。修道的實質，就是壯大自我，消滅潛意識，讓自己

回歸先天本源的一個過程。我第一個師父所授功法中，有一步叫做「斬三屍」，

什麼是「三屍」？就是指超我、本我、七魄。一個人沒有了潛意識，那麼就只剩

下理性了，這時所有的特異功能就都出來了。為什麼呢？因為純粹的理性是「無

為」的，是「純善」的，不會用特異功能去做任何不好的事情，所以這時宇宙的

規律不再成為人的制約。設想一下，一個理智不清，貪婪暴虐的人如果擁有了特

異功能，他會幹出什麼樣的事情？ 



 看到這兒你該明白了吧，特異功能不是練動作練出來的，它是通過正法門修持，

壯大自己的理性，漸漸去除掉潛意識，修出來的。你滿腦子都是鈔票、美女、權

力，都是無止境的欲望，理性蕩然無存，根本談不上修道，特異功能就更別想了。 

  

 宗教信仰的作用何在？就是啟迪人的善念和理性，給人以去除「潛意識」的智

慧和力量。但是現在的宗教，已失去了這個功能，不但如此，現在宗教中的很多

神父、高僧、名道，已經在邪路上走的很遠很遠了，我用天眼就能看得到地獄裡

為他們準備好的位置。 

  

 我們修道，是求得解脫，獲得大自在，從人昇華為神。人世間的各種誘惑，人

自身對名、利、情的本能需求，都是修道之人的束縛和阻礙，只有通過艱苦修煉

衝破這一切，你才能獲得超越于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明悟生命之真諦，才能知

道真正的幸福是什麼。 

  

 能看到這裡的朋友，想必一定也是對修道感興趣，有修道的願望。其實只要真

心入道，不是說非像我一樣跑到深山裡躲起來才行，在紅塵俗世，一樣可以的，

公門之中好修行嘛。想要進一步瞭解修道的朋友，不妨留下電子郵箱，若是有緣

之人，耐心等上一段時間，或許有驚喜。 樣被神操控的， 

  

佛家講的六道輪回，完全都是真的。我用天眼功能，可以看到一個人以前多少世

都曾是什麼生命。我想說的是，一個生命能輪回到做人，太不容易了，太難得了，

真的應該珍惜。因為除了人，其他形式的生命，都是不允許修正道的，錯過這一

世的機緣，以後未必再有機會。 

  

 對於人來說，掌握自己命運的唯一辦法就是去修道，此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改

變人的命運。但是，修道的路很多，必須慎重選擇，否則入了邪道，將來的下場

慘不堪言，比下地獄還要悲慘的多。社會上流傳的法門、宗教很多，我有三個最

基本的辨別方法就是：凡是不斷鼓動你掏錢的、凡是帶有強制性的、凡是表演功

能法術的，絕對就是邪法，千萬不要接觸。 

  

正法門傳功，是無條件的、不計代價的，而且是來去自由，不帶有強制性。正法

門是通過啟迪人的理性、善念，讓人自願的修行。邪法是通過許諾升官、發財，

滿足物質欲望等誘惑手段，激發人的貪念，使人入道。當然，邪法也能讓人獲得

一些功能，也能練出一些東西，但最終的結果一定很慘。 

 

777777770000. . . . 可否賜教愚可否賜教愚可否賜教愚可否賜教愚 2014201420142014 年哪行業較勝出年哪行業較勝出年哪行業較勝出年哪行業較勝出？？？？  

明年行業勝 

自由行類勁 



零售與景點 

金飾奪先聲 

 

甲午所見最佳之弍大行業為屬自由行類中之得益者，中成藥及滋補類，奶粉類與

自由行銷費相關之其餘行業矣，甲午最差之弍大行業為地產經紀代理及部份飱飲

酒樓者，執笠連連，斯為幸與不幸！壹笑！ 

 

 

777777771111. . . . 敢求師評敢求師評敢求師評敢求師評《《《《雲笈七韱雲笈七韱雲笈七韱雲笈七韱》》》》續仙傳裡的續仙傳裡的續仙傳裡的續仙傳裡的玄真子玄真子玄真子玄真子！！！！    

((((另徒兒道書版梓不中斷另徒兒道書版梓不中斷另徒兒道書版梓不中斷另徒兒道書版梓不中斷，，，，除早前落實外除早前落實外除早前落實外除早前落實外，，，，今計劃更多在甲午印派今計劃更多在甲午印派今計劃更多在甲午印派今計劃更多在甲午印派))))    

玄真子者是 

古之儒仙輩 

非真近代人 

從儒通仙術  

 

玄真子是秦晋間之仙人也。其輩是儒其行是道，是古之逸仙哉。其雖非古如赤松

或安琪琪類，但亦是棣品古仙而非訛傳之作，於世間功名朝跡殊不慕也。故見於

迭傳存詞。古人云快樂似神仙，斯人(仙) 為表表者矣！ 

    

777777772222. . . . 師云師云師云師云：『：『：『：『部份飱飲酒樓者部份飱飲酒樓者部份飱飲酒樓者部份飱飲酒樓者，，，，執笠連連執笠連連執笠連連執笠連連』』』』是否是否是否是否傳染病襲擊傳染病襲擊傳染病襲擊傳染病襲擊？？？？    

Nov 14Nov 14Nov 14Nov 14    

 



飱飲有結業 

經紀收盤多 

甲午沿史看 

天災與人禍  

 

部份飱飲業，結束者是皮費與人力問題居多矣，甲午時厲病疫必較近年為多傳想

影響非無而是防嚴治疫之下眾生影響較少矣，安心！ 

 

Nov 18Nov 18Nov 18Nov 18thththth        

777773737373. . . . 為何神仙住處叫為何神仙住處叫為何神仙住處叫為何神仙住處叫『『『『弱水弱水弱水弱水』？』？』？』？    

道家云弱水 

應類屬銀河 

實當想當然 

應是真空所 

 

所謂弱水之處實古人云：『超出五行三界』之外。古人於宇宙觀，理解非宏，所

知非奧，亦不知物質與反物質及暗物質，半物質是也，亦不知定義外之內涵，而

统括以弱水為神仙之地，南天門為諸天眾神聚會之處也。仙之處實超出於多維複

式宇宙界之外，弱水是真空，神仙是妙空，故修道者由人身物質修至真空中以妙

空之境存在者，其實殊難，應乎砥礪於亟亟是也。 

 

777774747474. . . . 『『『『雲笈七籤雲笈七籤雲笈七籤雲笈七籤』』』』不易明但會閱完的不易明但會閱完的不易明但會閱完的不易明但會閱完的。。。。何謂何謂何謂何謂『『『『叩齒叩齒叩齒叩齒』？』？』？』？出現很多次出現很多次出現很多次出現很多次，，，，尤其是禱尤其是禱尤其是禱尤其是禱

神之際神之際神之際神之際！！！！    

 

叩齒之法者 

古人修煉門 

叩齒根起源 

寇謙之其輩 

 

『叩齒』與『吞口水』之法者，最初有非確證之文典記錄流傳者是源於『彭祖』

是也，繼而『寇謙』之『雲中音誦』修煉法門至葛洪之據伯陽爐火外丹轉至內丹

行氣修煉中之一辦法也。叩齒是上下齒叩嚮，以象閉天池而門玄膺穴焉。雲笈七

籤及後之修門宗法，記錄漸多矣，仍屬『法相』法門之一種，不甚推譽。 

 

777775757575. . . . 《《《《天天天天原發微原發微原發微原發微》》》》一書出現多次一書出現多次一書出現多次一書出現多次『『『『洪範之數洪範之數洪範之數洪範之數』，』，』，』，可否評此數可否評此數可否評此數可否評此數？？？？    

洪範其為籌 

是洪鈞天地論 

古之宇宙觀 



直猶邵翁準 

 

洪範之數是古人天地觀之元運計算方式，邵雍之數是算天人相關之元運，其主軸

是南膽部州，洪範是以元運之數推廣盡乎天地宇宙之生滅。地球與各物種外，幾

運及太陽系也。此數末真有據之亦未證實乎古義之於今同，因古人之天文宇宙

學，止於數理以九州作推論之基礎哉！ 

 

777776767676. . . . 師師師師，，，，愚徒計劃在甲午出義書愚徒計劃在甲午出義書愚徒計劃在甲午出義書愚徒計劃在甲午出義書----《《《《老子道祖老子道祖老子道祖老子道祖》》》》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道德經釋義道德經釋義道德經釋義道德經釋義----純陽真人純陽真人純陽真人純陽真人((((呂祖呂祖呂祖呂祖))))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與師父請益之相關乩文與師父請益之相關乩文與師父請益之相關乩文與師父請益之相關乩文    

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資料來自網上道教網及其它資料來自網上道教網及其它資料來自網上道教網及其它資料來自網上道教網及其它        

呈上目錄呈上目錄呈上目錄呈上目錄，，，，叩師賜評叩師賜評叩師賜評叩師賜評    

 

老子目錄老子目錄老子目錄老子目錄    

上帝粒子-呂祖仙師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老子後西出函谷關 

孔子曾經拜會過老子多少次？其內容？ 

道祖老子西關而去，去了印度嗎？傳佛陀是老子之化身？ 

八千年前河南發現的中華第一龍 m45 號的墓主是誰? 

道祖老子西關而去，去了印度嗎？傳佛陀是老子之化身？ 

老子─神仙第一家-資料來自正網 

中華傳道人─老子-文/百志 

孔子問禮不問道 

老子的身世 

道之繼承者 

道之流傳 

秦漢之際的老子學說-資料來自道教文化資料庫 

老子思想 

老子對道的解釋 

老子教人如何修身學道 

《老子•德道經》的歷史真實性探-源來源：老子學院 

 

八十一章道德經釋義-純陽真人(呂祖)釋義 

 

以道作先鋒 

義書首推崇 

由理廣闡範 



書可兼玄風 

 

世人於末法者多以道之義為厭厭悶悶，是書之內容既啓乎道及乎乩者，猶可收筆

於玄數年運及一此地理術數及趣味性之社稷世界時年小品是也。方乎義深而揚於

淺焉，想君可有法羼入一些是類之篇章內容是也。 

 

777777777777. . . . 暫計劃在新義書暫計劃在新義書暫計劃在新義書暫計劃在新義書《《《《老子老子老子老子》》》》羼入以下之題材請師賜評羼入以下之題材請師賜評羼入以下之題材請師賜評羼入以下之題材請師賜評？？？？    

老子為神州風水一書降示自《神州風水-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

見》 

家居風水系列-自《人仙宮言談》 

五行四時 

八宅風水八星吉凶自 

天文及廿四天星 

陽宅十二天星 (吉星)-自《堪輿道-與仙對話》 

陽宅十二天星 (凶星)-自《堪輿道-與仙對話》 

廿四山配廿四天星圖-自《堪輿道-與仙對話》 

 

義書既說理 

亦匡宏大道 

世人多涵涵 

此好不易討 

 

義書者之旨為匡宏大道說理予俗哉，唯世人實不易討好之下，向眾生說教儀之益

者，並需編一些混於世之嗜投焉。故稟中並列之編章，其適甚也，就如此定版梓

矣，合。 

 

777778787878. . . . 新義書新義書新義書新義書《《《《老子老子老子老子》》》》可否叩請可否叩請可否叩請可否叩請師父師父師父師父及道祖及道祖及道祖及道祖老聖老聖老聖老聖賜序賜序賜序賜序？？？？    

義書其作弁文者，本仙今日為之而老聖之序則君明日或再次蒞臨時，師邀得老聖

開奧穎之筆矣。 

 

古人云『義』者，俱說『事之宜』，事宜應是義，事之『理』是道身也。近世江

湖散人，宋明之梁山泊漢，其每每於議事之間，口出道義之章，非乎九流而混三

教之德，實道之身，事之宜者，悉備其中矣。徒以義書行世，不盡善言，啓蒙四

方之諸事，仙亦不任其獨行而添後設采，以匡有志之德是也。 

 

下款下款下款下款：：：：回道人於癸已坤回道人於癸已坤回道人於癸已坤回道人於癸已坤，，，，吉日吉日吉日吉日    

謄弁文於紫枬觀謄弁文於紫枬觀謄弁文於紫枬觀謄弁文於紫枬觀    

 



Nov 29Nov 29Nov 29Nov 29thththth        

777779797979. . . . 叩請師父邀道祖老聖賜序于新義書叩請師父邀道祖老聖賜序于新義書叩請師父邀道祖老聖賜序于新義書叩請師父邀道祖老聖賜序于新義書    《《《《老子老子老子老子》》》》    

叁教之歸一兮，理同昭昭， 

大道之無邊兮，盈充六合， 

檢經世經著兮，因時說教。 

 

甲午之歲運新秩凶兆多聞，見世途之硜硜兮，民生寥寞。時年之頌吉致慶，義善

應彰，君不見人心如洪水，冲突似鼎沸，觀之有佳弟子兮，刻文唱教。吾所遺西

秦之五千言者，極待闡顯。 

 

是序天運甲午於紫枬觀，老君。 

 

太上老君 

呂祖仙師降示： 

(弁文為甲午義書謄序！ 

    

787878780000. . . . 呈上英文義書呈上英文義書呈上英文義書呈上英文義書。。。。另己安排了印另己安排了印另己安排了印另己安排了印 4444 仟本仟本仟本仟本《《《《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派于市中多旅派于市中多旅派于市中多旅派于市中多旅客縱橫客縱橫客縱橫客縱橫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而第二批而第二批而第二批而第二批《《《《人言仙談人言仙談人言仙談人言仙談》》》》己啟動了己啟動了己啟動了己啟動了。。。。    

書作邊地語 

可垂教萬方 

遊人如鯽處 

彰效勝壇堂 

 

甲午子卿財可稍豁矣，書務振揚，資原落實可好，義書作邊地語者，肯較勝殊曲

異而工同。宏揚唯是標的，人仙言談之集者，可肯繼之，不以壹弍批為起止也，

一切本仙加持。 

 

787878781111. . . . 求評印度求評印度求評印度求評印度靈性教師靈性教師靈性教師靈性教師奧修奧修奧修奧修 (Osho) (Osho) (Osho) (Osho)    

印師所修者 

其所昌唯識 

近以唯識宗 

倡闡發性靈 

 

其所修諸象，俱唯於識以六祖之意觀之未達性也。唯識會靈，自多一些近代里人

所云之腦波開發，故總體配合表現，居其所云瑜珈之上層，遠釋氏之悟真性，故

可判作佛界之異流哉！ 

 

 



787878782222. . . . 求師評環球甲午時事求師評環球甲午時事求師評環球甲午時事求師評環球甲午時事    

甲午諸時事 

類若癸已年 

衝突應繼續 

美人弄霸權 

 

甲午之肇始之經濟上應是一個較好之年頭也，而環宇時事一切癸已間之沖突廷

續，無論宗教地櫞種族諸相關者，未真解决而息寧，兩極解冰，污染層出新菌新

病之出者，新變異物種之顯發者，層出不窮是也，港人旅行應慎往南亞一域便是。 

 

777783. 83. 83. 83. 星期一已安排兩母女星期一已安排兩母女星期一已安排兩母女星期一已安排兩母女((((派書員派書員派書員派書員，，，，已買了已買了已買了已買了 11111111 点上午的船票点上午的船票点上午的船票点上午的船票))))前住澳門大前住澳門大前住澳門大前住澳門大三巴區三巴區三巴區三巴區

派約派約派約派約 240240240240 本本本本《《《《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敢請師父護佑兩母女的安全敢請師父護佑兩母女的安全敢請師父護佑兩母女的安全敢請師父護佑兩母女的安全。。。。    

本仙定加庇 

宏法者增福 

雖是跨海隅 

平安頌職祿 

 

本仙自加庇一切矣。雖跨海隅，但亦平安無咎，子卿放心便是。 

 

Dec 9th 

777784848484. . . . 愚徒望能吸引更多讀者愚徒望能吸引更多讀者愚徒望能吸引更多讀者愚徒望能吸引更多讀者，，，，把把把把《《《《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呂祖顯化集》》》》的封面稍改的封面稍改的封面稍改的封面稍改，，，，求評求評求評求評。。。。    

書喜脫舊籍 

便易於廣傳 

未涉乎內容 

義書無版權 

 

新籍之字體可輕執好輕執好輕執好輕執好其用稍粗之宋體稍粗之宋體稍粗之宋體稍粗之宋體亦可，工叙若多，則可衹更版本之書頁面及

書底之設計便是，見是版，本仙嘉譽非常矣，可用哉！ 

 

Dec 13rdDec 13rdDec 13rdDec 13rd    

777785858585. . . . 祝太乙真人恩師祝太乙真人恩師祝太乙真人恩師祝太乙真人恩師----【【【【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聖壽無疆】】】】    

無疆與無域，界境是虛空，仙聖皆非凡質，故能與天地永存，故云聖壽，故云無

疆，君近來心境一般矣，願力却好，孜孜於至善之餘，恆憂人間之衣食，仙應有

惠，福釋加臨，使能肥田播穀，金川網魚是也，實非妄語，幸安心闡道。 

    

    

    

    



777786868686. Dec 16. Dec 16. Dec 16. Dec 16thththth    

『南水北調』會否改變中國風水國運？ 

(南水北調工程就是把中國漢江流域豐盈的水資源抽調一部分送到華北和中國西

北地方，從而改變中國南澇北旱和北方地區水資源嚴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戰略性工

程) 

 

南水作北調 

水低向高流 

玄武增勢力 

風雪自大咎 

 

觀乎南水北調非始於怒冮而始於中原，實能導喜瑪拉雅山及昆崙一脈之雪源橫流

東走，則於國運風水上更見勝薈亦非不可能也。水向東流數年萬年國域地理之

實，今抽南之坎而增北之潤下者似易卦之抽爻調象，風水有一定之影響，想邵雍

之句，南人不為相之歷史者，許漸漸改觀矣！ 

  

777787878787. . . . 香港交易廣場交一二期間的明堂加建了香港交易廣場交一二期間的明堂加建了香港交易廣場交一二期間的明堂加建了香港交易廣場交一二期間的明堂加建了『『『『鑽石形的建築鑽石形的建築鑽石形的建築鑽石形的建築』，』，』，』，會否影響其風會否影響其風會否影響其風會否影響其風

水水水水？？？？    

看若打地釘 

其效凡爾賽 

牛熊角力象 

似隔山買牛 

  

當其有偌大之影響矣，其象意隔山買牛，熊來當道。日後香江之牛市無北地之牛

氣者，庶幾不似若往昔壹佰數拾年能自旺自興，必靠隔隴之牛方能減本地之熊

氣，想香江日後，鮮李氏與郭氏三雄之三劍俠企業家之冒領風騷是也。 

 

Dec 20Dec 20Dec 20Dec 20thththth    

777788888888. . . . 《《《《爾雅爾雅爾雅爾雅》》》》釋天僅有釋天僅有釋天僅有釋天僅有 17171717 宿宿宿宿((((無女危胃觜参井鬼星張翼軫無女危胃觜参井鬼星張翼軫無女危胃觜参井鬼星張翼軫無女危胃觜参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月令月令月令》》》》所書僅二所書僅二所書僅二所書僅二

十六星十六星十六星十六星((((無箕昂鬼無箕昂鬼無箕昂鬼無箕昂鬼張張張張))))，，，，今所傳廿十八宿始見今所傳廿十八宿始見今所傳廿十八宿始見今所傳廿十八宿始見《《《《准南子准南子准南子准南子》》》》時訓時訓時訓時訓。。。。廿十八宿為經而五廿十八宿為經而五廿十八宿為經而五廿十八宿為經而五

星為緯星為緯星為緯星為緯。。。。求評求評求評求評。。。。    

 

爾雅與月令者為 

俱是詩與同歸 

古人觀星識漸進 

周至漢間漸類齊 

 



古人之觀天象以垂文者聿始於易之數字卦而日月星辰其合七政，五星具躔緯之度

者合矣。古人觀天象以河套為中州，北斗適為中天矣，淮南子之天文訓及諸篇具

弍拾捌宿之星甚合歷例今人之諸星座者無遺。足證爾雅月令所云之觀察其未概全

於週天哉！ 

 

777789898989    『『『『天左旋天左旋天左旋天左旋，，，，日月右旋日月右旋日月右旋日月右旋』，』，』，』，實似大輪急轉實似大輪急轉實似大輪急轉實似大輪急轉，，，，小輪慢轉小輪慢轉小輪慢轉小輪慢轉，，，，只是急與慢便覺日月是只是急與慢便覺日月是只是急與慢便覺日月是只是急與慢便覺日月是

右旋右旋右旋右旋。。。。求評求評求評求評    

左旋與右旋 

實自轉公轉 

快慢乃相對 

如倒後鏡焉 

 

古人未知有相對論之確證，左旋與右旋實球體之公轉與自轉矣。諸宿星座甚至銀

河系亦是一個旋轉之渦流，古人之說如君稟之列者其甚明顯矣，無甚玄秘。實南

瞻部州內其地心融合之溶巖地內自轉發成磁軸者，為古人云之天地不滅之確要是

也！ 

 

Dec 23Dec 23Dec 23Dec 23rdrdrdrd        

797979790000. . . . 《《《《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道之傳，，，，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盛於呂祖》》》》及及及及《《《《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人仙言談》》》》義書已累積不少讀者義書已累積不少讀者義書已累積不少讀者義書已累積不少讀者，，，，師父師父師父師父有何有何有何有何『『『『忠忠忠忠

言言言言』』』』或或或或『『『『金言金言金言金言』』』』賜讀者賜讀者賜讀者賜讀者？？？？    

讀者應眾多 

後宜網上行 

義書為實體 

嘉庇汝善行 

 

義書所言，皆為義理而貫乎道之一體混元廣行聖教。今乎見有道中侶云：『義書

宜乎觀閣之流傳，非宜乎市集。』是其狹而隘矣。孔孟聖云：禮失求諸野。其言

大衍，今道亦有見乎失則求諸市者，異曲而同工焉。嘉子卿之繼行，本仙必運化

財帛事也。安心！ 

 

797979791.1.1.1.    陰宅分金及廿十八分金旺線陰宅分金及廿十八分金旺線陰宅分金及廿十八分金旺線陰宅分金及廿十八分金旺線((((如水宿水線如水宿水線如水宿水線如水宿水線，，，，金宿金線等金宿金線等金宿金線等金宿金線等))))，，，，南北南北南北南北磁磁磁磁場互換場互換場互換場互換，，，，是是是是

否已不適用否已不適用否已不適用否已不適用？？？？    

南北磁互換 

早已默默行 

應知旋換向 

加減應度分 

    



地心內之熔岩流動其成磁軸者，南瞻部州於今仍呈此象，但星體引力，使南北磁

極互移，其必影响分金用度之準是也。子卿應知磁軸移轉之速度，度數，分數。

化成羅庚之分八度數偏向加減，則亦繼可百發百中矣。地磁軸數轉移，於科研諸

界，君可查閱得之矣。 

    

797979792222. Dec 26. Dec 26. Dec 26. Dec 26thththth    

敢問師為何教愚徒馬年參拜北帝廟敢問師為何教愚徒馬年參拜北帝廟敢問師為何教愚徒馬年參拜北帝廟敢問師為何教愚徒馬年參拜北帝廟？？？？是否與是否與是否與是否與「「「「南水北調南水北調南水北調南水北調」」」」增強了玄武勢力有關增強了玄武勢力有關增強了玄武勢力有關增強了玄武勢力有關？？？？

香港有約十間北帝廟香港有約十間北帝廟香港有約十間北帝廟香港有約十間北帝廟，，，，    

    

1. 灣仔北帝廟-地址：灣仔堅尼地道隆安街 2 號。 

2. 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廟-九龍深水埗汝州街 196-198 號 

3. 長洲玉虛宮(北帝廟)-長洲北社街 

4. 鶴園角北帝古廟-九龍馬頭圍道 146 號 

5. 元朗北帝廟/元朗侯王廟/元朗元岡村眾聖宮/元朗眾聖宮/元崗眾聖宮-新界元

朗八鄉元岡村 136 號 

6. 元朗舊墟玄關二帝廟/元朗北帝廟/元朗關帝廟/玄關二帝廟/元朗二帝廟/元朗

西邊圍北帝廟/-新界元朗舊墟長盛街的盡頭 

7. 大嶼山梅窩北帝宮/大嶼山梅窩北帝廟/大地塘北帝宮/大地塘北帝廟離島大嶼

山梅窩北帝宮 

8. 清水灣道北帝廟-新界清水灣清水灣道上洋北帝廟  

9. 粉嶺三聖堂/粉嶺三聖宮/三聖宮北帝廟/粉嶺北帝廟-新界粉嶺村馬會道 51 約

4767 號地段 

10. 赤柱北帝廟/赤柱北帝古廟-香港赤柱西約 2 號地段 

 

天運與年運 

俱宜祀此神 

南水北調後 

益增動神勳  

 

實北帝為武財神之光神，其象主財亦主僻殺時瘟，為諸凶邪之統領與攝鎮是也。

時年不靖時運之祿稍落者，祀北帝以榮年，故有此喻是也。子卿往祀北帝宜乎鄉

郊焉。本仙推薦君往濠江之附島氹仔之北帝廟宮敬祭便合，因氹像意水，氹有乙

形為時年太乙吉星之形徵顯用是也。至於在港者，應祀於梅窩也哉！ 

 

Dec 27th  

793. 793. 793. 793.  2014 2014 2014 2014 年義書派發之表年義書派發之表年義書派發之表年義書派發之表。。。。上半年的安排已定上半年的安排已定上半年的安排已定上半年的安排已定，，，，而下半年有待定而下半年有待定而下半年有待定而下半年有待定，，，，也希望能把也希望能把也希望能把也希望能把

紫枬觀餘下的經書一同分派出市里紫枬觀餘下的經書一同分派出市里紫枬觀餘下的經書一同分派出市里紫枬觀餘下的經書一同分派出市里，，，，不知師父意下如何不知師父意下如何不知師父意下如何不知師父意下如何？？？？愚徒的目的是愚徒的目的是愚徒的目的是愚徒的目的是『『『『市集里市集里市集里市集里

度的一人得一人度的一人得一人度的一人得一人度的一人得一人』！』！』！』！    



    

2014201420142014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 ( ( (已定已定已定已定))))    

2014 一月→    2000 本《呂祖顯化集》 

2014 二/三月→  2000 本《呂祖顯化集》、1200 本《The Great master of Dao》、

4500 本《人仙言談》 

2014 三/四月→ 3000 本《人仙言談》(新批)、《老子》3500 本 (新義書) 

2014 五月→  3500 本《人仙言談》(新批)、《老子》3000 本 (新義書) 

2014 六月→  3500 本《人仙言談》(新批)、《老子》3000 本 (新義書) 

 

2014 2014 2014 2014 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 ( ( (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10，000 本《人仙言談》 

10，000 本《道之傳，盛以呂祖》 

人仙言談集 

新批繼詠成 

里人多頒目 

高緣繼德馨 

 

上半年義書派籙，今章定案殊適，甲午下半年想君有新批之言談可梓矣，本觀舊

存舊籍，幾及塵封，流佈於市廛甚善，君可以善手度之，本仙嘉予是也，安心！ 

 

794794794794. . . . 愚徒求師賜教愚徒求師賜教愚徒求師賜教愚徒求師賜教：：：：    

南北磁互換-羅庚之分度數偏向加減 

 

弍拾四山之座山出卦綫，交卦之誤，里人堪師以兩卦各佔度半合成参度，實磁極

自始皇迄今早踰参度有多多也。君若以地心起點延綫度至赤道者，其為地心之緯

度，則知迄今七度半至八度間幾及過於保守矣。地球非盡完美之楕圓型而地阜與

赤度亦互有高低者。今見呈章列數，應差不多矣。地磁換極影響分金必然。今人

取向定穴，每見吉未真吉，凶未真凶，其故由此哉。子卿應以地軸轉磁之羅庚與子卿應以地軸轉磁之羅庚與子卿應以地軸轉磁之羅庚與子卿應以地軸轉磁之羅庚與

日景羅庚合朔方得斷定真龍真向是也日景羅庚合朔方得斷定真龍真向是也日景羅庚合朔方得斷定真龍真向是也日景羅庚合朔方得斷定真龍真向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