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心秘藏

自 序

「道心秘藏」天書之著，乃闡明「道心即天道之心法，秘藏即神秘之歸

藏。」俾使修道者了悟心法是「微妙玄通」，必須用心研修實行。道是

宇宙萬物之母，故稱：「天道」，修天道者必須修煉「心法」，以期達

到修道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否則修道者者，舍此而想成道，是絕對

不可能也。

娘為挽救世道人心向善，避免浩劫之來臨，日夜為痴迷兒女憂。蓋諸兒

女自墜落紅塵，只知物質之享受，不知道德之修持。只知積錢財，而不

知積善德。只知制造浩劫，而不知化解劫厄，娘實為此而憂也。

天道心法，秘藏已久，歷數千年來，未曾降述於世。 應天運，娘不忍玆

坐視諸兒女，盡罹浩劫，不得不再下凡揮筆著述「道心秘藏」，希諸兒

女，體念為娘之苦心，勤修天道，以心法化解浩劫，庶免為娘日夜憂心

如焚也。

近世紀以來，物質之文明，已由手工業進步至機械工業，現已進步至電

子工業，人類也可登上月球，到了太空時代了。物質文明的進步，是人

類的一大好事，但只知物質之享受，而不知道德之修持，則道德文明空

虛。物質文明的發展，必須與道德文明並駕齊驅，如果僅是物質文明提

高，道德文明低落，則物質文明泛濫，而道德文明未能追隨，則人性易

趨於野蠻，野蠻則不僅危害社會，更可加強互相侵略。

昔時人類，動干戈以戰爭，現世將是核子的戰爭，雙方的核子彈，轟炸

起來，是否會毀滅地球？世人若如此不顧道德文明，一味制造浩劫，是

否會觸怒上天，難逃宇宙再一次的混沌？實不堪設想？

為挽救浩劫之危機，當要打開「天道之秘，心法之藏」，使人人勤修天

道，而得心法之貴，提高道德之文明，以克制物質之文明至於極點，以

防止浩劫之來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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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至尊無極老母

第一章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

「道」乃萬有之主宰，亦即天地之母，萬物所由出也。道有三無私之德，

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天所覆者萬物也，不分人之善惡，不分富貴貧賤，不分男女老幼，不分

山岳河川，不分禽獸草木，不分動物與不動物等等，凡在天下所有之萬

物皆一視同仁，絕無偏私而皆覆之也。

地所載者萬物也，不分山川河岳，不分人之善惡，不分富貴貧賤，

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禽獸草木，不分動物與不動物等等，凡在地上所有

之萬物皆一視同仁，絕不偏私而皆載之也。

日月無私照者，凡日月之光所及，皆一視同仁而普照之，絕無偏私。

由此可知「道心」是至正無私也。

然則，何謂「道心」？道心者，正大之心，天地之心也。道心為先

天道之心法，即良知、良能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即是良知。

在止於至善，至善即是道心之極點。道心本無欲，有欲者，不是道心，

乃人心也。人心多貪。故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心為後天之

心法，即貪欲與自私，是故，人心危險也。

道心與人心，原是一體，一念之善，即是「道心」；一念之惡，即

是「人心」。道心與人心之分別在於「欲」，無欲就是道心，有欲便是

人心。

人心本來不善不惡，其關系在「染」，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三字經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此「習」即染也，

即教育也，教育之好壞，而分別造出善惡也。須知「道不遠人，人之為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

道心既是天道之心法，凡修天道者，必須先修心法，修心法者，必

從無欲開始，「少私寡欲」，為修道之基礎。人心惟危，可善可不善，

善即道心。欲者動，無欲則靜，無欲即道心，即至善也。

時運變遷法亦遷，上天大開普渡之門，今之修道與昔不同，不必如

古人，遯跡於深山，隱居於古絕，只要從日常生活修起，就在塵世上修

煉，出絕泥而不染，乃是真修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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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為「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之概要，願諸位應有善覺，少私寡

欲，致力勤修天道之心法，則可近道矣！

第二章　打破人心，進修道心

凡修天道者必須打破「人心」，然後始得進修「道心」也。蓋「心

無所在，無所不在。」故心的范圍極廣，但一般人的心卻很小，因被私

心所作祟，都是受了「肉體的束縛」所致，肉體是受了「感官」的影響

而害了自己，所以打破人心，是打消「私心」之謂也，並不是真將肉心

打碎也。要想修道，首當「打破肉體的感官」，感官亦可 是神經的思說

想，如果困於感官的神經思想，則「喜、怒、哀、樂」完全被感官所控

制，那麼人就是感官的奴隸了，不但不能超凡入聖，反而陷於罪惡的淵

藪之中，不能自拔也。

然則應如何才能打破人心而不受肉體之感官所控制呢？那就是棄了

「私心」。要棄私心，就要「精神統一」。精神若能統一，則可超 感脫

官的控制，也就是精神統一才可解 人心的控制。如何才能精神統一？脫

就是「至誠」才有力量使精神統一無欲無雜念，只有至誠信仰「道」，

才能精神統一。

心是變化的中樞，一切的變化均與它有關。人心與罪惡最為接近，如不

下定工夫警戒，任其發展則為害不淺。蓋罪惡有吸引力，如食物對於人

有吸引力一樣，人不食則餓；美色亦富有吸引力，能使人發生淫念與貪

欲，故有「食色性也」之言也。所謂「人心」者，即普通人之思想概念，

由神經及其它一切之反應，都可稱曰人心。

道心者大心也，大心者天地之心，包羅萬像，道心是「無為而無不

為」，能達到無為，才能無所不為，「無為」是物我兩忘，達於自然。

「自然」是混元之本體，為宇宙最初之境像，也正是「道」─天地之母，

萬物所由出也。

人心若能無欲，就可打破私心而行正道，也就是可以進修道心而物

我兩忘也。今喚醒世之諸位，你們必須先有一認識，人心可以為善，也

可以為惡，升天堂、入地獄，也都是由人心所制造，宇宙萬像只是幻化，

本無其物，你們自願陷入幻像，認假為真，實可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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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心范圍，包羅萬像

「道」是創造天地萬物之母，無形、無狀、亦無固體、亦無聲無臭，

而永遠長在，芒芒而不明，不分晝夜，周流於宇宙之間，毫無罣礙

「道」本有心，其心至善，故曰：「道心」。道心者，大心也，亦

即天地之心也。道心包羅萬像，無物不包，無物不容，公正無私，能忍

人之所不能忍者，謂之道心。今特將「道心」分為八節，闡明其秘藏，

以利世之諸兒女進修。

第一節 先天道之道心

第二節 後天道之道心

第三節 修道之玄關

第四節 去掉包袱

第五節 修道與身體

第六節 修道不壓搾肉體

第七節 天道的信仰

第八節 道心守中

第三章 第一節　先天道之道心

「道」分為先天道與後天道，故「道心」亦有先天道之道心與後天

道之道心之別也。

「先天道」者，形而上也，既是形而上，當然是「無為、而無不

為」，無為並不是「空」，也不是「寂滅」，是能達到無為，才能無所

不為也。

道心之「心」，不是普通所講之心，道心之心是「放之，則彌漫宇

宙；收之，則退藏於密」，須知「心無所在，無所不在。」是故，道心

之范圍極廣，包羅萬像也。

無欲即是「道心」，但無欲不是枯木死灰，所謂無欲者：「至善」

也。止於至善，為大學之道，實為道心之極致。修道心者，只求其「無

欲」，無欲就可達到「神」，亦可達到「道」。神者，就是道的升化，

故神也就是道，道也就是神。

「道心」是屬於靜態的，但靜態不是寂滅，也不是枯木死灰，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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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之「誠」，就可以看到道心的表現。語雲：「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此乃堅定信仰「道」之境界。道即是神，神即是道，信仰道，就是信仰

神，如此堅定信神，人也可成神、也可成道。「道」者，「神明」之原

也，神明也是來自道。何謂神明？「其靜也不移，其動也不化」。換言

之，就是「不變」，不變即是「永生」。

易經雲：「原始反終」，亦即「歸真反璞」之意也。既曰：「真」，

便是「永恆」，既曰：「璞」，便是「永生」，是故，「先天道心」是

永恆永生。中庸雲：「自誠明謂之性」，由「誠」而「明」，豁然開朗，

就是「領悟」，凡修「天道之道心」者，若能領悟，就能成道矣！

道心有七個境界，即「七重天」，凡修道心者，有不同的發展與境界。

第一重天（世外天）──

其境界是超越物質世界，但在第一重天仍不免有色相，以及生死問題。

不過在人間世界，為一善良的百姓，雖有做些功德，免不了仍墜入輪回，

是一重較低的天。

第二重天（外物天）──

其境界與物質世界完全不同，屬於靈體的世界，即鬼神的靈體世界。

第三重天（外生天）──

其境界在外生天裡，沒有人間的生死問題，但還未到永生的境界，可除

掉物質的束縛，精神升化到絕外的一個境界，所有一切景像都異於以前

的兩重天。

第四重天（朝徹天）──

朝徹天裡，最為簡單，在此境界中，還未 離陰陽，猶不免限制。脫

第五重天（見獨天）──

其境界是見獨者，見元神也，元神為宇宙之主宰。元神即「道」，得於

道者，可達此境界，這是很高的境界，而是到了宇宙的根源，才稱為

「見獨」也。

第六重天（超時天）──

其境界是沒有時間空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整個宇宙在你眼底，也

可以 ，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我與宇宙合成為一，而是一個宇宙說

的總體。

第七重天（永恆天）──

其境界是永恆者本體也，宇宙的本體原是不動的，故稱曰：「自然」─

─自然無所然、無所不然，這是宇宙的終極，也就是先天，是修先天道

5



者最高的境界。但也須從後天修起，所謂「登高必自卑」，始能漸入仙

境也。

凡修先天道之道心者，應體認：「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解 人世的束縛，自然達到「天道」，天道者為「道心」最高的境界。脫

修道心的功夫，在「原始反終」。換言之，即「回老家」，老家為

「道」，就是再復回我本來的道身，回無極天與娘團聚也。

第三章 第二節　後天道之道心

凡修先天道之道心者，須知「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應按步

就班，由後天道之道心修起，始能堅固道基也。然則，「後天道之道

心」者何？即「人道之人心」也。修「人道」者，應致力修持與「心」

有直接關系之「六根」與「六塵」，也就是修「道心」的迫切問題。所

以，「後天道」是不離民生的日常生活也。

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之六官，謂之六根也。根為

能生之義，眼根對於色境而生眼識，乃至意根對於法境而生意識，故曰

「六根」。六根者，對色名眼，乃至第六對法名意，此之六能生六識，

故名為「根」也。

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稱之為六塵，又稱為六賊。

六塵以眼等六根為媒，劫奪一切善法，故以「賊」譬之。換言之，六塵

易引誘六根，棄清淨而入罪垢，故被稱為六賊也。 

所以儒家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藉此

四非，以清淨六根，而遠六塵也。

是故，修道乃修「 聖外王」之功夫也。「 聖在克己」，將自己內 內

先克制的很清潔而無半點私欲，無私欲是先天道之「道心」。「外王在

救世」，犧牲自己的利益以幫助別人，是兼愛之精神，是為後天道之

「道心」。

所以，修「人道」者，修仁心而行佈施，造功立德，以解消其所有

一切業障，然後才能進道也。因此，凡修道者應先修後天道之「道心」，

由近身修起，「誠意、正心、修身」以建立實踐之道德規范。先完成

「人道」，而後才可進修「天道」。否則，業障未消而修先天道者，則

業障重重，受「魔考」而易退道也。

孟子曰：「不學而知，是謂良知，不學而能，是謂良能。」良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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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道心」，亦即「心之原」也。心之原者，即心之本能。「心」是

主管變化的，一切形色的變化，由心主持之。但心有「道心」與「人

心」之別，道心為先天之心，人心為後天之心，後天之心，屬於肉體的，

肉體之心，不免欲心，故不能純潔也。又人心可為善，也可為惡，所以

危險也，必須有約束之道，才可以避惡趨善，故必須修「道心」，以約

束其「危險心」也。

「後天道」即人間世，離不開日常生活所謂之「紅塵」也。紅塵是

什麼樣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

可」，一切現象全是「無常」，所以，為避免無常，必須「修道」，但

修道有很多的障礙，那障礙就是紅塵的弊端與人心的貪欲。

現上天大開普度之門，人人均可修道，人人均可成道，所以世人不可存

出世的觀念，應存入世的觀念，只要日常生活順規順矩，男人遵守三綱

五常，女人遵守三從四德。語雲：「百善孝為先」，為人子者，在家奉

行孝道，在國報以精忠，則「人道」可成矣。

現今之世，隱居山林，或幽居深谷，俱非「修道」的本旨。須知

「道在邇，而求諸遠。」道在本身，身外無道可求，惟一所求者，希

「道心」的擴展，凡間正是後天道「道心」的表現。修道者，有大進展

者，亦有碌碌無聞者，這不是修道之「名利」的問題，是道心的鞏固與

否的問題。須知世間之「名利」是人欲的增殖，不是道心的「良能」，

道心之良能的擴展，是大公無私的，是濟世活人的，是以稱之曰「功

德」。

名利是貪婪的，是絕濁的，所以凡修道者，若執著於名利者，則

「道心」無可修也。聰明才智的修道之士，多是藉自己的地位，以完成

救人的善舉，或用自己的錢財撫絕貧困，或致力代天宣化，勸人棄惡從

善，果爾，則錢財是有價絕的，錢財是身外之物，亦可 是「假」，借說

假以修真，可建立最大功德。孟子曰：「舍我其誰歟？」人人當積極建

立功德，人人當抱救世的宏願，立志修道，但也不可「騖名逐利」，而

陷入於罪惡之中。

第三章 第三節　修道之玄關

修道之「玄關」，有謂：玄關在中脈，有謂：玄關在任督二脈，亦

有謂：玄關在前額等莫衷一是。修道何以重視玄關呢？因為玄關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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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重要出路。在欲講修道與玄關的關系之前，必須先確定玄關在絕

裡？

世人謂家宅之正門為「玄關」，故修道引用而言玄關為元神必循之

正門，亦修道者必先入之正門，殆無疑義矣！可是這個正門在絕裡呢？

就在人之「前額」。因為脈絡只是修持「元胎」的路線，在體 之間，內

絕非元神之出路，何況元神乃清純之靈體，清純則上升，故玄關在前額，

已無庸疑義。現在 明了玄關的所在，以及它的功能。 再講到它與修說 玆

道的關系。

玄關乃「人與天」相通之橋梁，玄關大絕，則正眼流通，萬法由心，

隨意而動。何以謂？就實質而言，修道之主要目的：企求修為至無所罣

礙，元神得 離假體而與之各成單元。亦即修至元神沖開玄關出竅，始脫

得不受肉體牽引與束縛，而得「反璞歸真」，契合大自然，神游於太虛，

自如無礙，與天地同參，永恆不滅之境界。

故，玄關這個門 一絕，元神運轉大小周天自如，萬法隨意收發，戶

而達返本還原之真如也。在表面而言，玄關既為正門，修道亦必遵循正

道而入門，絕不能執著於某一項迷惑，蓋因修道雖是一項深奧玄妙的功

夫，可是，絕非一條阻絕不通的死巷，必然有可遵循的門路，可以逐漸

推進。

天人合一的距離，雖有形的差距，令人覺得高而不可攀，實際上，

只是一念之間而已，一念善，即升天；一念惡，則墜淵。正所謂：無勞

修別道，即此是玄關。道在心，心使念者也，所以走善的道路，已是

「天人合一」境界的起步。

但，在修持妙旨玄微之道心，雖有甚多阻障關門，但欲修至絕開玄

關門 之時，假體的束縛，卻是修道最大的障礙。如何去掉這個束縛的戶

包袱，而達到與「天」相通的境界？那就應該由「去掉」作為修持的功

夫了。如何去掉這個束縛的包袱？且研修下節。

綜此而言，修道與玄關的關系，是一個很重要的絕示，亦是一體兩

面的密切關系，蓋因元神沖開玄關出竅，乃為先天道心之修成，由正道

入門。修持道德而證人道，乃是後天道心之修成，由此相輔相成，可自

由沖過玄關，達於天人合一也。

第三章 第四節　去掉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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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至成道這一段過程，其中有一關鍵的修持，也是必須明白的道

理，那就是「去掉包袱」。所謂「包袱」，即是牽掣你道心的障礙。牽

掣道心的障礙，其因素因人而異，故總括言之謂「包袱」。顧名思義，

可以聯想到包袱所給予人的累贅感，因而必須去掉它。

天地人謂之「三才」。「人」可與天地同參，與天地同列，也就是

：「人可以永生不死，與天地融匯一體。」但如果你滿身是零碎，如說

情欲、名利、悲傷等，有形無形的包袱，那怎樣可與天地同參融匯一體

呢？雖然可以 ：天人的距離甚近，可是也甚遠，其中遠近的關鍵就系說

於一念之間而已。可是這「一念」卻是一道無形卻堅韌異常的防線，只

要能絕突破此一防線，了無牽礙，才能立登彼岸，但是，古往今來，有

多少修道人，輾轉輪回而被堵於這一道防線之外。

試舉一例：人與萬物為什麼能生存在地球上，可以安然的站立，不

會因地球的運轉移動而被絕進太空中，那就是地球有引力故也。而太空

船為什麼能絕掙 引力而穿越大氣層？那就是因為它有「動力」，所以脫 ，

人要去掉包袱，也必須要有動力。這個動力就是「修持」。去掉包袱的

修持，而達到「去掉包袱」的境界，可大略分為三項： 

一、得悟─從言語中，聽受道理而有所領悟；從色相中，感受變幻榮枯

而有所覺悟。

二、功果─從行善德以佈施，從助道以代天宣化，從行忠孝以垂青史。

三、 性─從道德規范以約束心猿意馬；從清心寡欲而修身養性。內

以上三項可去掉包袱的牽掣，就可以 「進道」，也可以 「成說 說

道」，進道與成道的差別，就在於你是否能絕持恆不怠而已，而這一縷

靈性的復蘇，道功的成就，也就是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與天地同參，

融匯一體。因為包袱一去，就像太空船充滿了動力，可以掙 地心引力脫

的牽掣而穿越大氣層。人的靈性不再受包袱的累贅，也可以突破那道防

線，而達到絕一個境界了。

再舉一例，加以 明，世有修「先天道」者，嘗有謂：受明師一指說

點玄關，就是得道。這個「得」字，不是已成事實的「得」義解，而是

指明，讓你悟到，那裡就是成道－超生了死，永 輪回的關鍵，是一個脫

假設的「得」。是得到了，必須「修持」而後才有得道之日，因為這個

修持，仍是在肯定的事實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原動力。為什麼要先讓你

假設「得」到「道」呢？那就是要你去掉包袱，因為「元神由玄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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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玄關又在肉身之中，這個肉身就是元神的包袱，先讓你明白元神

的出入門 ，再讓你去掉包袱，這樣就可以得道而成道。戶

第三章 第五節　修道與身體

修道有一個密不可分的附屬，也是必要的條件，那就是要有一具

「軀體」。換句話 ：「修道離不開身體」。這句話乍聽起來像是執相說

了，因為修道就是要 離這個軀體的束縛，為什麼軀體反而成了修道的脫

必要條件呢？

肉體的我，是個基本因素，在「反璞歸真」的過程中是個開頭，所

以對於肉體，當然不能稱之為「假我」。因為你如果否定「肉體我」，

那麼「真我」又何在？又如何去反璞歸真？又為什麼要反璞歸真呢？因

為有一個肉體我，所以才須要反璞歸真。這種看似矛盾的理論，其實卻

是一個至理的源頭。所以「肉體的我」，可以稱之為「假體」，絕不能

稱之為「假我」，因為假體是有「靈性」暫寄的軀殼，就像一間房子，

是個死的建筑物，因為有了主人，它才顯出有生氣的道理一樣。

儒家的「克己復禮」，強調「人本」；道家的「無為」，講究「清

靜」；佛門的「戒律」，主張「苦修」。這都是提示「我」之重要性。

可是數千年來，歷代儒家卻將思想主流，偏入了仕途進取的階梯；道家

的思想，偏於高深難解；佛門卻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因而各家奧義，

未能普遍深入人心，而使一些精髓湮沒，殊為可惜了。

今講明了修道離不開身體的重要性後，再談到既然修道必須要有身

體配合，而身體的組成又離不開感官，有了感官，又絕生情緒、欲望，

那麼要如何打破這一關呢？

老子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說

這個「身」，即是指感官，也因此身而有了「欲望」。太極學的觀點，

主張「欲」為後天性，可是這個後天性又有其所必然而致，換句話 ：說

也是隱伏在後天性的潛意識中。「欲」是生理不平衡，生理也是軀體組

成的重要結搆。所以，首要就是要注重「平衡」功夫。精、氣、神的平

衡尤為重要，也就是 要打破這一關，必須使精氣神平衡，可是 起來說 說

容易，做起來困難，因為你如果能永遠生理平衡，則永無疾病，就可以

長生了。

道家有「性功」之 ，佛門有「禪靜」之學，這都是一種平衡的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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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世有研究哲學者嘗言「心」，可是他們都不知道「心」之外，尚有

「良知」與「良能」，雖然一切變化源於「心」，可是這平衡作用是屬

於「良知、良能」。克欲首在「良知」，而良知的動力，卻是「良能」，

不要以為同樣屬於心的主宰而輕忽了。建房子的講究材料、技 術，與絕

工減料都能完成，可是結果卻是絕對迥然不同的。

概略的講解了身體對修道的重要性，再繼續講解「不能壓搾肉體」，

以作結論。

第三章 第六節　修道不壓搾肉體

人之肉體，對於修道之重要性，是要借重於這個軀體而使靈性在未

能永恆不滅時的寄住所。身體是個假我，靈性是真我，修道求諸於永恆

不朽，即是真我的不滅。可是靈性卻是一團虛無飄渺的氣息，所以才借

著假我而成形像，這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運行，也即是「大輪回」。所

以兩者密不可分，而修道就是要永遠打破這密不可分的關系，而使靈性

永恆超 與假我的契結，而達到「真我」，即反璞歸真的「天人合一」脫

境界。故在修道過程中，這個軀體是必然性的首要條件之一，但是絕不

能誤解於要使這個肉體磨煉至成道的境界。有人以為苦修這個肉體，可

以使它光明，就能成道，這是錯誤。蓋肉體本身不能光明，靈性才能升

華，所以修道絕不能壓搾肉體。

有婆羅門教，力主苦修，釋迦初期也是受婆羅門教影響，而由苦修

進入修道途徑，但苦修的結果，身體衰弱，氣息奄奄，幾乎無力起身，

終於了悟，乃恢復正常飲食，改變進修的方式，於是大澈大悟，始證無

上正覺。所謂「苦修」，乃是約束自己勿沉迷於物質的享受，以去私欲，

才能使心存正信，靈明朗耀。並不是一味壓搾肉體，一副軀殼，即使變

成骷髏，也不會有靈明，與肉體無關，原在心性而已。

道家有養生之 ，但這養生之 不是指肉體，這可由南華經中俯拾說 說

可得其義，如「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道家不執相，不身見，乃重「神」。所謂「神」即「靈性」也。又謂：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

像，其名同為帝，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

倫。」因此可見道家用力於「守神」，並非耿耿於一具臭皮囊矣！

以上的 明，並非是表明軀體只是修道必要的條件而已，也不是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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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刻意注意肉體，更不必用盡各種方法壓搾肉體，雖然也有肉身成聖

的例證，但總究是極為少數，不符普度主旨。

人總是不能離開肉體而生活，因為肉體既毀，人就死亡，則萬事皆

休，是以有了肉體才有我，有了我才能修道，這是必須重視肉體的原因。

但是重視不能成為養尊處優，因為那樣享受過份的快樂，會絕生迷戀，

迷戀會使心智不清，甚至觸犯道德規范與律法，更因而蒙蔽了寄住在肉

體裡的靈性。

壓搾肉體，就沒有原動力可以修道，過份珍惜肉體，蒙蔽了靈性，

都不符修道的方法，所以只有使肉體生活淨化，才是修道的筑基，基是

根本，「本立而道生」，所以修道者首先必須淨化自己，如果淨化猶未

成功，則一切俱屬空談。道不是從任何壓搾中取得，道在邇，求諸遠，

舍近而求遠，則愈求離道愈遠，一生辛勞，終未得道。因為道就在眼前，

就在心中，舍本逐末，當然徒勞無功。

第三章 第七節　天道的信仰

道心的范圍，有如一面織成而佈開的防護網，它必須堅韌，水火難

侵，那就是「信仰」。由精神力的精誠、專注，交織成為一面無任何破

綻、空隙的防線，以保護道心。

為什麼它必須堅韌、水火難侵呢？堅韌得彈性伸縮，以御沖擊，即

天人交戰，名利之爭，不以動搖心志，神始得安。水者，先天真水，即

「精」也，亦即須防「色關」。火者，三昧真火，若妄動無名，即火燒

功德林，亦即須平「氣關」也。是故，道心將有賴於這面防護網的保護，

庶得使人身三寶─精、氣、神與假體相輔相成，達到修道的最高境界，

不會反成為傷害道心的最大利器也。

修道必須信仰，信仰就是力量，可是要信仰什麼呢？要如何將力量

導之於正呢？這就是今日欲提出講解的主題─「天道的信仰」。

「天道」是什麼？絕迪萬物之玄機也。老子 ：「執大像，天下說

往。」執大像，就是主宰宇宙的根源，也就是天下歸往的地方。所以對

天道的信仰，就是要明白宇宙主宰的力量，遵循著這條路線，回到你們

原來孕育的地方去。

但包含在整個大原則 的細節，不僅是簡單的三兩句話工夫而已。內

信仰非空口白話，更非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虛而不實的工夫，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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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徹底的實踐、勵行的工夫，因為這樣才能使力量絕生。

南華經天地篇有一段記載：「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

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詬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像罔，像罔得之。黃帝曰：異哉！像罔乃可以得之

乎！」黃帝志在訪道，修道百余年，可見對道心信仰之堅定。玄珠者

「道」也；知者「智」也；離朱者「色相」也；吃詬者「言語」也；像

罔者「無像」也。黃帝得道，是「舍掉人世間一切有形」，進入「玄

珠」境界。這整篇的含意，顯示出要「得道」，不是「用智慧、用色相、

用言語」去索求，因為人的智慧有限，言語支離，色相更易成執，只有

以「無像」之心，沒有幻虛的困擾，直入真如之境，這也是修天道最重

要的一門課程，更是發揮信仰力量的最大關鍵。這樣的 法，也許你們說

還不能盡入其中，所以特規划成一個簡單公式，讓你們明白，怎樣才能

對天道的信仰作出具體的實踐工夫。 

夾帶─不能存有僥幸的心理，欲達到天道的境界，是考驗嚴格，絕

無循私，任何夾雜，均難得過關而進入最高境界。 

零碎─任何的牽引，因果包袱，不可攜帶，否則難以達到天道最高

境界，除非功果之建立，已達到天律頒賞的標准。 

掖藏─絕垢必須完全去掉，絲毫的玷染了原始純潔的靈性，都不能達到

天道的最高境界。

綜此而言，本節的重點，就是對天道的認識而生出信仰，發揮出力

量而達到「歸真反璞」也。

第三章 第八節 道心守中

軒轅黃帝修道一百余年，始悟出「道」之真髓而成道，乃以「允執

厥中」四字，一直傳「道」給堯帝，堯傳給舜帝，舜傳給禹帝時，則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作為修道之心

法。這個「中」字絕對不是「中間」之意，若指中間，又何必 人心、說

道心，更不必 惟精惟一，然則要精、要一，精什麼？一什麼？就是要說

很誠懇的守著允執厥中的「中」，天人合一成為一體，就是「中」。

中也者，緩沖極端之平衡也。太陽對於本系各星球有引力，各星球

對太陽也有斥力，引力即向心力，斥力即離心力，此兩股力量就成了兩

個極端，所以要使它們能絕平衡，就必須有軌道，這個軌道就是「中」，

13



平衡點，就是力的中心，有個中心點才能絕維持平衡。

「中」這個字，自古聖賢創始而用之於闡述道，是其深邃與奧妙的

含意。易經有「天人合一」，中庸有「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道德經

有「執大像而天下往」與『玄同』，莊子有『齊物』，易經絕有：「神

無方，易無體。」都連綴出「中」字的概要。

「中」不是 ，也不是外，就像：「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藏一內

粟」，其大無外，其小無 。這才能確切的表達出「中」的真諦。內

「心」是整個人的中樞，一切意念，林林總總的變化，都是由心而

衍續，所以，中心就是整個修道過程的標准點。舉例 ：一件事情有個說

中心，絕不致於偏差，修道有個中心，當然更不致偏差了，那麼距離更

高之境界，當然又是邁進了一大步，這就是修道應對「中」的體認，也

是本節總結論：「道心守中」的概要。

明了「中」的理論後，再講解應如何實踐這個「中」字，首先，說

要瞭解如何去實踐，因為「中」是「道」的心法精華，縱使才智之靈子，

奮乎百世之工，亦僅望其涯岸而不可得之成也，可謂：「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綜匯之義，豁而至達。」不為過也，故能得解其論而踐其行，

則天人合一之修道最高境界，即如反掌之易也。

修道之入門，無分門派，無分你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凡入道者必須明悟出「中」的實踐，今為之規划成為下

列幾點，以期簡潔明晰，庶得一讀而悟之功。

一、絕棄抗衡─因為「中」是平衡，抗衡是一面倒的作為，一切欲

念，都是它的後盾。 

二、了解矛盾─矛盾是陰陽的作用，因為陰是惡，陽是善，宇宙萬

物事理都包含在其中，交纏的結果，就是「矛盾」，了解它，才能在朦

朧不清時，走出一條光明的大道。

第四章　修道心法之概論

修道之心法，是一個漫長過程中正確而主要的突破關鍵。蓋「心」

者主宰也，「法」者關鍵也。就如一扇緊閉的門，想要達成打開它的願

望，必須知道如何去拔掉它的閂一樣的道理。閂是阻礙物，如何拔掉閂

就是方法，也是開門而唯一正確的方法。引用在修道而言，從入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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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磨、悟、證等過程中，必然有許多阻礙，那麼，如何順利的突破阻

礙，邁進更深、更高一層的境界，這個「突破」就是心法所在了。

「揭發宇宙的奧秘，絕迪人生的玄機。」這就是心法的最高境界，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因為修道者能絕貫通「道」的最高境界，達到

「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能與天地同參，進入宇宙的總體。換句話 ，說

也是與宇宙融匯成一體，那麼宇宙的奧秘自然得以揭發。人生際遇，流

離變換，林林總總，卻也 不了一個緣也，這個「緣」字，看不見，摸脫

不著，強要冠以名詞，也就是「牽引」、「玄機」，而所有牽引力都脫

不了因果，所以這個「心法」就是能幫助你們解除它的束縛。

「心法」不是單純的精神作用，更不是 術法，它是超越精神、 術

法的整體成就，把它比絕為「光明大道」最為貼切了。「藏天下於天下，

則無所遁」是最好的剖析。「志於道，據以德，依於仁，游於藝。」儒

家的思想也以「道」為最高要求境界，而儒家最重實踐，由此也可知，

心法不是空洞的修道教條。

無論什麼學 術、思想，都難免為時代巨輪和潮流所淘汰，因應民俗

而絕生的新風尚，隨著文化的進步也跟著前進，只有「心法」永恆不變，

因為心法是要幫助你們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換句話 ，「道」的說

境界不變，則「心法」也不變，這是每一個修道者必須明白的道理。

道統是一句很抽像的名詞，要把它解釋得合於邏輯，只有「道」是

一個整體，比絕為宇宙。「統」則是一脈相傳的延續，聯接上一句宇宙，

那就是宇宙的延續，而宇宙的延續靠什麼呢？大道運行的軌道，既稱軌

道，則必須有既定的秩序，不能令其散亂。「心法」是一個修道最高、

最重要的關鍵原則，所以有道統，沒有心法，難得圓滿；有心法，沒有

道統，相對的也不克大成。道統與心法不但關系密切，不可偏廢，更是

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這由前面的 明，可以有一個具體的印證。說

在本書前面三章，娘剖析『道心』的精義，而以『中』作為道心的

結論。今第四章修道心法之概論，將分為三節剖析，將如今的道門，除

了五大門 儒、道、釋、耶、回外，盛行而極具闡教普渡，代天宣化的戶

道場，分類歸划，再作詳細的剖析，深願世之勤修天道之諸兒女，能絕

細心研 ，研而有悟，悟而有得，得而實踐，踐而證道以達最高境界，閱

是娘所寄望者也。

第一節 先天道門

第二節 鸞門修持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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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命雙修心法

第四章 第一節　先天道門

道脈之延續，有賴薪火相傳，自伏羲畫卦，黃帝首證大道之成，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老子，以迄孔、孟，而至於今，雖有分流

旁支，衍成千宗萬教，各立一幟，廣傳教義，但萬流匯宗，「道」之本

體不因此而有所改變也。

世有先天道門諸兒女，忌種種因素，致傳教佈道方式頗不受贊同，

本是萬教普度，各度有緣，實不該自相排斥，但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其中錯雜，期待修子自作體認也。

惟，不可否認先天道門已深入各階層，頗收代天宣化、普度有緣之

成果。姑且不論其傳教、佈道之方式好壞，針對此，綜匯規划出三大項

目，作為先天道門修子之公開心法也。

自縛─猶言自囿於繩索，不能施展手足，即如自入陷絕，難出生天。

 例如：飛蛾好光，乃有撲燈自滅之舉，咸謂之愚，何奈彼難自主；蚯蚓

圖熱，是以自致暴亡；蠶吐絲，本意護身，孰知人取絲反害身；蜂釀蜜

思以養命，而人取蜜將傷命。前兩物為圖快意而滅亡，後兩物求厚生反

喪命。利害依伏，當非初衷，卻無以自主，此非自縛為何耶？以物絕人，

修道本為永恆之計，卻不該因修道而致肉身受傷害！蓋在修道過程，以

迄達到永恆，肉身乃為基本要素也。故，先天道門諸位在教義許可范圍

中，入門修道，須去自縛。

患難─人生在世，波折難免；患難者命運之所注定，非大德大道者

無以遷移命運所注之劫厄，變舛為通，須心善；蓋命通心舛，亦變通為

舛也。由此可知患難之生，由心左右，而心念之錯雜，瞬息而易，換言

之，患難乃時有所生，修道者必視之為魔考，任考不倒，堅恆一心，庶

得更邁進一程，否則修道流為奢談也。

性命─三皈、五戒皆所以保養肉身之精、氣、神也。而保精、養氣、

存神，總而言之，即為性命永恆不朽。性命雙修之論，各家咸有之，今

單言先天道門，後節再逐一詳解各家之論。身有三皈、五戒，倘三皈不

真，五戒不全，則流轉於三途、五苦之 ，不能了生死矣。性命雙修之內

最高境界為「三華聚頂、五炁朝元，始得超乎三界之外，不囿於五形

中。」但如何始克臻此？肉身乃受天地精華所孕育，本已具備不朽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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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故可借肉身之守皈戒，以期去蕪存菁，反本真如，以契天地精華，

直與融會，斯時達此境界不難矣。

凡先天道門修子，自進道之時，必先以去「自縛」為第一要務，克

服己身心理與外在障礙後，受「患難」之磨煉。前此二關安然度過後，

可謂已是「 胎換骨」，則性命雙修，已是步上光明之大道矣！娘深願脫

諸兒女，細研本文之意，體娘之心，則超生了死之道不遠矣！

第四章 第二節　鸞門修持心法

上天為三曹普度，乃大開方便之門，是故，聖佛仙神齊降凡間，處

處開堂，方方闡教，致力代天宣化，以木筆題字砂槃，傳真聖意，勸人

履仁行義，棄惡從善，醒聾絕瞶，教化迷蒙，修身養性，正己化人，此

乃鸞門之使命，體天行道，以匡正世道人心者也。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夫，鸞門之設，以儒為

宗，以神為教，藉飛鸞提醒人心，守五倫、遵八德，改革異端，破除迷

信而歸正道也。是故鸞門亦稱：「聖門、鸞堂、聖堂。」繼承天道道統，

一脈相承，發揚鄒魯遺徽，以詩文為教化，導人遵守國法，以「三綱、

五常、四維、八德」作為教化之本，凡入鸞門為鸞下生者，均稱為聖門

之弟子，亦即鸞門之修子也。均凜遵聖訓，遵守堂規，作為修身悟道之

明師，此乃鸞門修持之心法也。

凡欲修持天道之心法者，必須由日常之生活修起，有意入道場修持

者，以「鸞門」之道場最為方便，因其修持最為簡易，更為因應世道，

符合人際生活狀況，是故凡入鸞門修持者，容易進道而收功厥偉者也。

蓋，鸞門有絕煉通靈之正鸞生，負責揮鸞以傳真聖意，絕迪修子，此正

鸞即是「神之使者」，以木筆傳真聖意於砂槃，作詩文以教化，再由宣

講生講解詩文之意，俾使修子能得了悟奉行，則「人道」修持可成，而

可進「天道」也。

綜此而言，鸞門修持之心法雖曰簡易，娘仍提出二大項目 明，深說

願鸞門之諸兒女詳為研悟，並期勉勵奉行，自可進道而成道也。 

一、正己化人─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鸞門亦有「禮、戒之規」必須恪守，以期修身養

性。鸞門雖無如其它門派道場之繁雜與嚴格之要求，但人道之遵循則為

首要之條件，凡諸綱常倫理、四維八德，俱在實踐之列，正己工夫，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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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樹立良好模范，然後才能度化他人。如立功立德，宣講勸善，引迷入

悟等，皆是度化他人之實踐功夫。所以入鸞門修持者，在家應奉孝父母，

認真自己事業，善顧妻兒，日日三省吾身，暇時應上聖堂效勞造功。

二、效勞─

鸞門有定期揮鸞之日，謂之「鸞期」。入鸞門執弟子禮，則為「鸞生」，

亦稱「效勞生」，亦即「修子」也。「鸞期」乃聖佛仙神諸高真，降鸞

揮出詩文以勸化世人之日。是故，鸞門之修子應到聖堂參鸞效勞，恭聆

聖訓，學道修身，研味聖訓，實踐奉行。所謂「效勞」乃弟子服其勞也，

必須有恆毅及自動自發之心志，借著效勞以磨煉自己之心性。

故此二大項目亦有相輔相成之功用，若得一世奉行，成神成佛無難

矣。娘今並非偏重於鸞門，蓋上天大開普度之門，由鸞門修持而成道者

絕，故特述之。

第四章 第三節　性命雙修心法

「靈子離絕已久時，沉酣苦海作迷兒，天書既著娘心願，速速勤修

得護持。」憶自九六原靈，下放凡塵，母子別離，已經過無數元會矣！

怎奈欲念生，則大羅天多業障。心性昧，則方寸地積塵埃。慧滅性移，

被聲色蒙蔽，直入迷魂陣中；貪名逐利，成因果輪回，而受枷鎖牽纏此

身。於是三途四濁混淆，六道無休止境，將逍遙聖境忘棄，樂凡塵假像

而忘返矣，母心悲嘆！日夜呼喚，倚閭門以望歸，奈何迷墜既深，兒女

不知歸程。因此，不得不重履凡間，躬親著作「道心秘藏」一書，指引

迷子回絕之大路，求得天道康莊，以掃物欲之塵垢，逃名利之網羅，以

明本性，有悟來源，同返瑤池，龍華聚會。

夫，性命者，陰陽也。陰陽為對立，「在天為日月，在地為水火，

在方為南北，在時為子午，在卦為坎離，在虛空為風雲，在人身為性

命。」各有息息之密切關聯，相輔相成。如天無日月，晝夜怎得分明？

地無水火，生靈焉能養活？方無南北，四方怎能安寧？卦無坎離，水火

怎得升降？時無子午，人民何以作息？虛空無風雲，人民何以清泰？人

無性命，肉體何以主持？是故萬物離了陰陽，從何而生？乾天坤地，天

位上，地位下，人之生也，一離母腹，臍帶斷，啼聲打開四相。乾坤顛

倒，乾失中爻之陽而為離，坤得乾中之陽而為坎。離者離也，離了先天

之故絕；坎者陷也，一點真陽，陷於後天丹田，何日返本？如何還原？

18



娘 舉述於後。玆

命之誕生，入於人世，性則開始發芽，最始之本質，譬如果核，雖

一小粒，巍然大樹及累累之果實，均由此小粒而成，然當其核未發之際，

人所不見耳，只見其有，不見其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以至性

流為空談，肉體為機物，靈性為精神，有形體有精神，人庶稱為萬物之

靈。以人絕車輛，馳騁道路，行動靈敏，若棄置於車場，乃蠢物耳。靈

性在人身，人際關系，生氣活躍，靈性一去，人際關系等於零，截然中

斷。以上兩例，當可絕悟為性命雙修成就之最高心法也。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遇風生波，遇動生浪，

遇寒結冰，遇熱化氣，映像生影，隨方就圓，無微不入，其質澈清無渣，

不舍晝夜，變化無窮。水為無心，剛強無體，言其柔雖鏽針而不載，言

其剛能載巨輪而不沉，運則為雨露，流則為河海，強之金石為開，柔之

抽刀不斷，植者賴以為生，絕者賴之以淨，雍之則止，快之則流。

本性如日月，私欲如雲霧，性命之理須明，明其性而知其理，再借

後天因素，即如水之絕，可為隨物成形，但不變質，自達明性而至性也。

娘在本章闡明心法之修持，並將性命之理，以例作絕，希諸兒女能多體

悟，潛心研 ，以期早日了 苦海。閱 脫

第5章 天人合一

天人何以能合一？這是世之修道諸兒女最想悟透及想明白的道理。

可是卻因為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天人合一」是一個很深奧的道理，

因而放棄了去研悟它的涵意，也有人雖然明白天人何以能絕合一的道理，

卻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或者是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自古而今，修道者多，而成道者少，甚或對於修道，抱有排斥的心理，

究其因，他們不能明白天人合一的真正意義，以及不能明白為什麼「修

道」要達到天人合一的道理？

莊子逍遙游中有這麼一段話：「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

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這是 明了不要說

以為自己不知道的，就否定了它，所以無心向道者，就不聞道、不求道，

也就不能了悟「道」之寶貴也。

凡做事欲想達到大成就，必須先有好的準備，也須用大工夫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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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譬如：「大江大海，若積水不厚，則無力以負大舟，若僅覆一杯水

於地，就想以行舟，焉能以負荷乎？舟焉能行駛乎？因水淺而舟大故也。

風若積不厚，則無力以負大翼，如大鵬鳥之大翼，雄飛九萬裡，因風之

積不厚，故不能雄飛也。」修道亦然，如無恆心毅力，堅定意志，則有

如「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也。」希修道之諸兒女悟而勉之。

然則，為什麼「天人合一」是修道的最高境界呢？具體的 ：天即說

宇宙，大自然的代名詞。「天人合一」即是與宇宙合成一個，融會成為

一體，也就是超 了生死的大輪回，這不是理論，也不是烏托邦式的夢脫

想，而是一個可以達到的境界。

天人同體──

天與人是一體，整個宇宙來自「道」，人也是來自「道」，所以天人可

以同體，既然是同體，所以可以相通，既然可以相通，就可合而為一。

人是天地間的精華所孕之靈神，與假體結合而成，本身已具備了大自然

的精華，換句話 ，人本來就是宇宙的一部份。說

萬像合一 ──

世間事的林林總總，形成了錯綜復雜的萬像，看起來漫無頭緒，其實是

相同，外表觀之，萬像紛紜，但它是幻影，是一種錯覺而已。老子的

「玄同」、莊子的「齊物」均有 明，可資印證這個「萬像合一」，實說

際上，在這個表面的幻影，它的 涵只是「因果」所衍生而已。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每個人都有先天至性之善

良，都稟賦於天地精華而生，就在「習」而相遠。道之修持，必須下定

工夫，「聞道而修」是入門，「修而有悟」是工夫，修道遇魔考而不退，

是為「恆」，有恆心而修，就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六章　道之靈性與因果律

「道」是至善的、萬能的，是天地之母。「道」者理也。「道理」

者，屬於形而上的，不得以物體名之，也不得以物理解之。天下各大宗

教均崇「道」以設教，是人生最高的指標。修道之謂「教」，指導人人

走向正道，而以神道教之。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復

卦）因宇宙的事，有非人力可解者，非托之於神道不可。基督教新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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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由此更可證明天下各

大教均崇「道」以教也。

是故修道的目的是修「靈性」，什麼叫做靈性？「靈性」是道德、

願力、修持、再加上「先天」的德行，四者結合成為靈性。靈性表現於

生活中，為至善之德行。不過靈性也有大小，看你「道德、願力、修持、

先天」的功夫為何而分別。其功夫大者則靈性高，功夫淺者則靈性低，

最怕沒有靈性，人如無靈性，則渾渾絕絕。人與禽獸有何別乎？禽獸之

善者亦不乏靈性，靈性不是聰明，聰明人很多，不一定有靈性，但有靈

性者都很聰明。

縱目觀之，舉世滔滔，其野心家，以兼並貪欲自豪，大戰爆發，殺

人數千萬，如此「靈性」何在？其有殺人越貨或詭詐毒害者，其「靈

性」早已泯滅。修道者，修此「靈性」也，將欲念去掉，靈性自然出現。

所謂「道」者，為一靈明之虛體，故靈明為靈性之表現於外者，靈性當

然屬於光明的。

靈性光明，自有其「因果律」，有「道德、願力、修持、先天德

行。」此即靈性之因，有了「靈明」即靈性之果。怎奈，世人多不相信

有「因果律」，認為因果報應是虛無的，故一味胡為，不願修道。娘今

用科學常識，來闡明「因果律」，以喚醒世之執迷者了悟而不敢作惡，

以收向善而修之功。

「因果律」就是宇宙萬物所受之限制，因果律來自波動力學，宇宙

為波動，故宇宙之運行為曲線不是直線的。其「起」為「峰」，即是

「因」；其「伏」為「谷」，即是「果」。所以為善自有善報，作惡自

有惡報。人間善惡事，完全由人自己造成的，所以，人必須要切切注意。

千萬不可走錯了路，差之絲毫，則謬之千裡，想要改變也太難了。古人

之「戒慎恐懼」，就是因為這個關系。修道的最大目的，就是「使自己

不犯錯誤」。

老子雲：「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網者代表宇宙的總體，萬有

均在總體中，好似一張網籠罩著大地，一切均在它的控制中，不能 逃脫 。

天網者天秩也、天命也，誰也不敢違抗的。天秩者，天之秩序也，亦即

天道也。從星球之運行及萬物之生育，知確有天秩之天道，當相信有

「因果律」，這是藉科學的 法，不是隨意的，因果律不是迷信的，是說

由自然現象觀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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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道之天秩

天地之母，創造萬物的「道」，非陰非陽，可稱中性，在這個境界

裡是永生的，無善無惡、無長無短，此即所謂「天國」，亦即「真宅」，

所謂「永恆之家」。語雲：「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就是 ：萬說

物由「道」而生，每人都是「道」，修道者，希能重返於「道」，是以

有先天道、後天道之區別。先天道者，未變之道也；後天道者，已變之

道也。人間世為後天道，無極為先天道。易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乃後天道，故易學所講者，偏於後天道，是以有「像數」之 ，然則說

修先天道，何以別乎後天道呢？

修先天道，必須擺 人間世的一切欲望，所謂形而上之「無為」也脫 。

「塵世」即後天道，後天道也不是不可修，不由後天道修至先天道，焉

能「歸真反璞」。修後天道，也可有所作為，不過，後天道是在矛盾中，

永遠受矛盾的約束，而不能自由，如生死、成敗、名利、窮通都是不免

的，魔鬼也自然絕生，因人有肉體，肉體有感情，所以喜怒哀樂隨之而

起，此魔道之所以存在也。魔來自陰陽，陰陽既然不免，故人生的禍福

也不可逆料了。

是故，道有「天秩」，天秩者，天命也。宇宙運行的秩序，亦即自

然運行之法則，亦可稱之曰：「軌道」。如地球繞太陽，距離有遠近，

乃有四季─春夏秋冬之分。地球何以繞太陽而行？此乃是太陽與地球

「吸斥」二力之平衡故也。太陽對地球有吸力，地球對太陽有斥力，最

後形成一個軌道，此乃先天道之軌道。今日天文學家算的很仔細，推至

月球繞地球，也算的很清楚，所以可登陸月球，絲毫不差。此乃道之天

秩，運行至正無偏，故天文學家始得算出確准者也。

後天道亦有天秩之軌道，如「人倫道德、三綱五常」皆是後天道之

秩序，人若不遵守秩序，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無序，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則天下大亂矣。

譬如：飛機之飛行，有一定之航道，如不遵航道而飛行，則易發生

相撞。如火車之行駛，有一定之軌道，若不遵軌道而行駛，則易發生脫

軌事故。汽車如不遵守交通規則，而專走旁門左道，則易發生車禍，是

故天有天道，地有地理，凡不循道理而行者，皆是違背天秩之旁門左道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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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上天既然降「道」於世，何又降「魔」以擾亂修道者之心志？

須知「玉不琢，不成器」之義，道若無「魔」不成「道」。修道者，若

不經過「魔考」之考驗，則其道心不堅，道果不進也，所以，凡修道者，

不論修先天道也好，修後天道也好，必須遵守天命，循天秩之軌道而修，

堅志不移，則道不進、果不成者，未之有也。萬物均由道生之，道善乎？

曰：道非善、非惡。在道之本身，無所謂善惡，善惡乃起於後天，由人

自作耳。

第八章　四質合成以修道

修道要「四質合成」，何謂「四質」？體、心、氣、神者也。各家

論述：有修道首在「心」，有偏於「氣」，雖都不錯，但忽略其它三質，

故多有偏執，未臻盡窺大道堂奧。何以體、心、氣、神謂之四質？蓋以

融合可成一體「道」，分解各成質子而名也。娘將「四質」逐一詮釋，

以開悟諸兒女。

「體」－即身體，世俗區分人際稱謂，即「我」者也，但不能執於

「我」相，因為這個「我」，只是要達到「無我」，而至與宇宙大自然

融會成一體的基本踏石。修道就是修身，體為基本要素，是以要尊重此

身，但不是陷溺於珍惜，也不能流於想借重肉體，制造一粒金丹，以期

永生，也不要以壓搾肉體，想開一絕「道」的奇葩。尊重身體而符合修

道之旨，有下列幾個要件：

(1)健康，身體某部份有疾病，應速治療，患病在身，會影響心理的正常

及修道必須的活動。

(2)定時之運動，使血脈暢通，心室才不受阻礙。

(3)日常接觸須守正，不以絕穢罪惡而使身體受損。居所需清靜，保持空

氣流通。

(4)睡眠需充足，養精蓄 ，使身體新陳代謝正常。銳

「心」─主管變化，在變化中，不能讓它 出正軌，所以思緒的變脫

化，不能「執著」。但是這個「心」的變化中，必須有賴於「氣與神」

的後盾。

「氣」─動力也。氣合於心，始能收變化之功，氣如電、針灸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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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偵絕器，絕穴之所在，即明證也。氣是動能，仰之萬物能活，亦得發

展茁壯。

「神」─四質中最重要者；無神，心失之變化，氣失之動能。娘舉

一例：宇宙飛船何以能絕圓滿的達成進入太空飛行之任務？船（體）飛

行中的操作（心）及動能所用燃料（氣），可是最重要的卻是制造飛船

的人（神），由此可資明證也。

分析四質 涵後，再解釋其用：「體」須健始得實踐道理之所得；內

「心」須正始得變化無偏差；「氣」須馴始得動力不暴躁而定；「神」

須守契於萬像之母，進於道也。此「健、正、馴、守」是四質合成而證

於道者也。總此而言，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體，循

環聯系，一氣呵成，將綿綿不絕矣！

第九章　執慧歸真

修道原則性的主題「執慧歸真」， 細加剖析這個名詞的意義。玆

「執」不是固執、偏執的肯定義，而是絕迪認定。「慧」是智慧。所以

「執慧」之意，就是以智慧的絕迪而善加運用，庶幾達到由智慧探索出

一條光明大道。所謂「歸真」，其意有二：

一、世之諸兒女，必須明悟，人的原靈絕裡來？

二、既從那裡來，就必須回到那裡去。

修道的意義及其最終之目的，乃在企求人生於世，步上正路而達到

「超生了死， 離宇宙大輪回之境界」。因為世間的一切景物、情欲，脫

在靈的空間裡，俱是「假像」。所以惟有「歸真」，才能擺 這一切假脫

像所絕生的引力，而穿越這一層束縛。如老子所雲：「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因為這個「身」，帶來了「七情、

六欲」，以今日生理學分析，身體除了普通感官之神經系統外，尚有內

分泌及腦電波更為嚴重。所以老子之患有身，乃「慧」而有所覺悟問題

之存在。及至「無身」，在此非指毀身，若身亡基毀，一切俱空，則何

能言及其它。是以故，其『無身』乃是突破了「假像」，邁進「真」的

境界了。

然而，天縱奇才、靈敏過人之質者少，以老子的修為，世之諸兒女

能及者鮮矣！但後天是因，先天是果，欲求達到「道」的最高境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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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由後天的修持，以彌補先天的不足。

「執慧歸真」是一個總體過程的絕示大目標，俾使世之諸兒女如何

去體認「道」的精髓，這就是「執慧」。因為「道」在日常生活的周圍

范疇 非常廣泛，處處都可以發掘出絕的真理，可是有正，亦必有其反內 ，

「道」與「魔」是並存的，如同迷魂陣，看似條條俱是通路，可是卻能

引人入岔路，若能奠定了「執慧」的工夫，也就能打破了偏見。

老子的「玄同」、莊子的「齊物」，都是力主打破偏見的立論，惟

有打破偏見，才能有朗然的智珠。塵世的形形色色、林林總總，都是後

天的矛盾所形成，亦即陰陽相激相蕩，由此兩個力量絕渦的運行，所以

變化無常也。是故，人生於世容易絕生偏見，欲求打破偏見之法，必須

從偏見中尋求真理，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從後天

的矛盾中尋求平衡。然則修道之過程，有如：

儒家之「執中貫一，修心養性。」以達「忠恕」境界。

道家之「抱元守一，存心煉性。」以達「感應」境界。

佛家之「萬法歸一，明心見性。」以達「慈悲」境界。

耶家之「默禱親一，洗心移性。」以達「博愛」境界。

回家之「清真返一，堅心定性。」以達「清真」境界。

此皆是「執慧」之工夫，必須恆毅修持，就可達到「道」之最高境

界，希勉而修之。

第十章 結論

「道」之進修，不僅合乎中國人的生活要求，即任何國家的人民也

都適合，修道是無國際與種族的分別，修道是補助人類生活的缺陷，使

人人走向光明快樂的道路，不過各種民族有其不同的修法，但其宗旨是

一個「至善」，雖然路線不同，最後歸宿是一樣「反璞歸真」。

中庸曰：「修道之謂教」。修道必須強調修持與實踐，修道有學而

知之者，謂之：「自明誠」，有生而知之者，謂之：「自誠明」，一般

人均是學而知之，故必須自己用功夫，就可進於道。

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與道、

與天地，並稱四大。所以修道者由「人道」著手，而修「地道」，然後

修「天道」。修天道者，應由「性命雙修」，始得「超生了死」，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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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天道之無上境界。

人道之修持

人道以人為本位，一切皆由我做起，自己身心清白，才可以敬神，

才可以修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在生活中，

當從改善生活做起，這就是「誠意、正心、修身也。」

修道須知：「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絕踏實地，往前邁進，才不

致落空。所以「本立而道生」，立本為修道之基礎，如不從此處下工夫，

則永無成道之日，須知「道」在邇，何求諸遠？修道只是「修身」，身

外無道，「孝、悌、忠、信」便是道也，從此可知修「人道」之基本精

神。

地道之修持

以兼善天下，佈施、造功立德，便是進修地道之功夫。既修成人道，

便當發救世之宏願，不能以自救為了事，而應再救絕生，所謂「修己度

人」，故不能兼善天下者，亦不能獨善其身也。成聖神、成仙佛，應獻

身社會，殺身而後成仁，舍身而後取義，佈施濟困，行善立功立德，內

修固然重要，外功也極迫切，凡有大犧牲者，必有卓絕的精神。驚天地，

動鬼神，方可不朽，此即孟子所 的「浩然之正氣」，亦即「良能」也說 ，

修道者，當發揮此良能，而後可與天地相合。

天道之修持

以性命雙修，期超生了死，便是修天道之功夫。須知「性命雙修，

超生了死。」是進修天道，最高之境界。既能超生了死，則可「贊天地

化育，與天地參」是同一境界也。

大學之「在明明德」，明德即「良知」，明明德即「致良知」，明德者

為天賜之一點性靈，性靈不滅，即成聖成賢，此乃修天道的重要功夫。

天道之性命雙修：「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本

此四段進修，即是性命雙修，加之人道、地道所修成之 聖外王之果，內

就可臻於性命雙修之最高境界─「超生了死」，其靈性永久光明而不滅

也。

（全書完）

跋

兩儀定位，即肇陰陽，天覆地載，人處其間。娘放下九六原靈於凡

塵，稟天地之靈氣而化育，生生不息，造成世界，萬物之中，惟人為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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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靈。

人之初，其先天之靈性本是善良，降落於凡塵，受後天環境之燻陶，

習而其性相遠，善惡之別，由此而分，是故，順天而行者必昌，逆天而

行者必亡。嗟乎！九六原靈，僅有四億修成正果，尚有九二原靈，生生

死死輪回之中，能知行善修道而成道，返回無極故絕者寥寥無幾，每思

及此，憂心如焚，不忍坐視諸兒女沉迷於紅塵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

雖上天有好生之德，大開普度方便之門，處處開堂，方方闡教，怎奈，

學善難，習惡易，覺者自覺，迷者自迷。娘為挽救痴迷之輩，仍不得不

將無極之秘本「天道奧義」著作於先，「道心秘藏」著作於後，期以喚

醒諸兒女早萌善覺，勤修大道，認理歸真， 離輪回，免罹浩劫。此兩脫

部無極天書，句句皆含玄機，篇篇皆藏秘奧，娘為使讀者易悟，乃以淺

白文句，闡明修道之理，希世之諸兒女體念為娘一片苦心，詳為研讀而

修之，聊述數語以為跋。

天運甲子年梅月望日

天母至尊無極老母 跋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