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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禪老祖之學說      

 

王 禪老祖老祖之學說乃根源於易經，並揉合道家的無窮變化、儒家的致中和、

陰陽家的五行、佛家的因果論，加以具體的運用。易經是綜合研究天道、地道、

人道之大 義，說明宇宙萬物變化之現象，推知一切成敗、得失、興亡、治亂之

情況，指示我們趨吉避凶之途徑。從陰陽相對、相生、相剋、相化之關係，推理

研究宇宙一切事 物之發生、發展、發能、發效之法則，計算一切演變過程中之

實數、實量、實象、實勢。其理與英國大哲學家愛因斯坦的相對論不謀而合，皆

論宇宙各種事物皆呈相 對，無絕對之理。 

王禪老祖主張人生的修養，應由奉天、達天之境界，進而制天、同天、統天之境

界。因有統天之最高理想，所以人生不但要能「順天 命」、「合天命」，尤要

「制天命」、「勝天命」。故有：「命由我主，福自我求，壽由我修，聖自我作。」

之名言。人生宇宙間雖然渺小，然其生命力、精神力是 無限大的；人可以創造

自己，亦可創造天地，故子曰：「我欲，斯仁至矣！」，抱朴子謂：「神仙可學

也。」 

「來者不拒，去者不留，順其自然，不可勉強，有緣則渡，有德則助，皆順天理，

事事如意。」這是老祖渡世原則，他以易理綜合各教教義相輔應用，強調個人平

時多修慈悲心，修淨口業，善養真靈，尤其主張在家修身，齊家保業、盡其能各

司其責，而後及於整個國家，則天下太平矣！  

 

 
王禪老祖救世之實例      
 
三 年來，從二萬多信眾的請示事件中，我們分析出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問

題，是尤於家中的擺設不當而引起的；經由研究易經八卦、天象、時空交會之氣

數，運用 於日常生活起居、事業運途，以明禪福修咎，或有思之不得，未解堂



奧者，時蒙王禪老祖指點，豁然貫通。茲將家中擺飾應注意事項舉例如下，並舉

靈應事例三十條 於後，供諸地大德參考。 
一、家中神像不可隨便丟放臥室、抽屜中、衣櫃內、倉庫、鐵櫃裏、保險箱中或

其他隱密不潔之處所。 
二、老虎之繪像、瓷製、木彫或各種材料所製，最好勿放置家中。 
三、獅子亦同老虎，不宜放置家中。 
四、青龍、金龍之繪像或彫刻物均屬吉祥，但不可隨意丟放。 
五、鳥類、老鷹類、爬蟲類（蛇）亦忌，尤其獸類之皮製品更忌之。 
六、瓷製或塑膠類所製之骷髏更大忌。 
七、劍類之飾品，有好也有壞。 
八、玉器雕塑之佛像亦忌放隱密之處。 
九、鳥獸類之貼紙勿亂貼。 
以上各項之吉凶靈應，舉例如下： 
１．星運暗淡元辰要曝光 
民 國七十三年，某名影歌星來請示其運勢。得澤雷隨卦，經查七十一、二年間

流年欠順利，星運暗淡，紅鸞星暗伏，百思不解，經王禪老祖指示，其家中有一

尊觀世音 菩薩木雕聖像被關起來，某小姐才想起家中果有一尊菩薩聖像被她父

親鎖在櫃子內，自此星運欠佳，諸事不順。某小姐返家後即依指示位置供奉，果

然七十三年星運 亨通，其所演影片亦相當賣座，而且又順利找到如意郎君。 
２．龍鳳寶物要珍惜 
台中市某大學主任，因家中運道不順，來請示王禪老祖靈卦，經王禪老祖指點，

其家中有一對龍鳳呈祥古物被遺棄一旁，故有此應。經主任之女兒返家尋找，啟

出古香爐乙只，內雕龍鳳呈祥。此寶可蔭全家平安順遂，時機已到，依法取出安

奉，家中果得平安。 
３．老虎入門趕不走│頭痛 
台中市仁和路，某太太頭痛多年，求醫無效，經友人介紹，來請王禪老祖指點，

得「否卦」。王禪老祖指示：「六十七年其家中有一隻老虎入門，此物大凶。」某

太太憶說：六十七年朋友送來禮物，果是此物。自此頭痛不已。返家後，依法將

虎毀棄，頭痛不藥而癒，妙哉！ 
４．人虎同床身癢癢 
台 中縣霧峰鄉張○○小姐，身患皮膚病已四年之久，於七十二年五月請來王禪老

祖指點，老祖指示：其家中自六十八年有一隻白虎入宅，因而傷其皮膚。難怪求

醫無 效，反而弄得藥物中毒傷及腎臟。張小姐返家遍尋不著白虎之物；某夜穿

著睡衣，始發現衣上繪有老虎，此衣來自非洲也。後請王禪老祖化解，依指示將

老虎丟棄， 果然當晚就一覺睡到天亮，後來皮膚病不藥而癒。 
５．七星寶劍錯用不避邪 
后里舊社村民陳○○先生，七十三年十月，患坐骨神精痛，且全家大小 生病，四

處求醫無效。尤其陳先生左腳已開始痿縮，多次求醫，愈弄愈糟。後來請家中神



明指示，須求王禪老祖解危。首先王禪老祖以佛力替他們全家靈療，第三天 陳

先生全家再來靈療時，老祖突然指示，其家中有七星寶劍，不可放置臥室。蓋全

家不平安，不離藥物，皆由此劍所致。且自六十八年買回此裝飾寶劍之後，皆生

女 丁。次日，陳先生攜劍來請王禪老祖指點化解，此後全家果然平安，其樂融

融。 
６．觀音聖像破裂無藥醫 
台中市北屯區北華街，蔡○○先生夫婦，身患腰酸背痛，吃藥無效，來請王禪老

祖指點，老祖指示其家中一尊破裂之觀世音菩薩，不可放在電視機上。蔡先生說：

果有一尊瓷塑觀音菩薩放在電視機上。第二天，蔡先生將觀音聖像送來本院，再

加以佛力靈療，果然身體痊癒。 
７．盆景古木非寶物 
大甲鎮建築師張○○先生，於七十二年間在台中縣府見面時，個知彼瀉肚不停，

藥石無效，不知何因？臨時卜他一卦，得「風雷益」，經老祖依卦指示，其家中

樹頭盆栽，不可放在屋之正中央，難怪瀉肚，藥石無效。張君返家後將盆景移至

樓頂，果然次日不藥而癒。 
８．土地公公惹不得 
台 中縣名建築師黃○○之子，智慧過人，全省美術比賽，常得首獎。七十二年十

月，忽患腦神經過敏，幾近失常，訪醫無效；經王○○老師推介，來請王禪老祖

指點， 本人依老祖之卦，查覺其住宅內外，白虎之方，皆置有盆景，且黃小弟

到東南方土地廟內，亂玩廟中之物，故患此症。經依王禪老祖指示方法，自行返

家處理之後， 果然不藥而癒。 
９．門前山水石景最不好 
台灣化學某廠長之愛女，不幸患白血球症（俗稱血捱癌），經友人劉先生介紹，

來請示王禪老祖，老祖出卦指示，係由其住宅門前亂石所傷。後來依指示全部清

除，老祖又指示其夫婦，應努力持佛聖號，勤修佛道，並以老祖無上靈力加以靈

療，以及按其指示之方向求醫服藥，果已痊癒。 
１０．清鏡獅頭立功救癌人 
台中市許○○建築師，介紹其姨媽鄰居某太太來此，據說患了絕症，四處求醫，

皆說必死無疑，唯獨王禪老祖說是無妨，並指示因其宅前一棵大樹所傷而致病，

須用清鏡和獅子頭合掛反射，即可痊癒。某太太照辦後，果然病症漸有起色，兩

個月後，落髮重生，現已康復，與常人無異。 
１１．神龍首尾不見難走路 
台 北市士林區有一好友之親戚項先生，患坐骨神經痛，醫師囑其開刀，因至台

北本地服務所求得「雷地豫」一卦，王禪老祖反對開刀，並指示項先生，八年前

有一條龍 被藏起來，必須獻出，才可痊癒。果然項先生在八年前因遷移而將一

幅繪有青龍之竹簾，收藏在衣櫃內。現在時機已到，必須獻出。所以項先生依指

示方法辦理，病 已痊癒，已可上班也。 
１２．佛陀藏在家中渡大官 



中部某政要首長，於七十三年八月間，所屬各單位工作都不很順利，屢遭各界無

謂批評。後經王 禪老祖指示，其辦公室佈置違反物理及磁場法則，且家中有一

尊釋迦牟尼佛聖像被藏於幽暗處。一切遵照王禪老祖指示之缺點改正後，果然諸

事順利，平安如意，努 力在為百姓作更佳之服務，造福人民，真是可喜可賀。 
１３．沙魚劍會流鼻血真妙 
台中市育仁小學後面李居士之公子，身體結實強壯，但患鼻子過敏，又時常流鼻

血，投醫無效。王禪老祖指示，為其家中有一物帶刺所傷，李夫人遍尋家中，不

得有刺之物，後邀余造訪，一進門就看到一隻沙魚劍，蓋由此物所傷也。依老祖

指示，將劍收藏，則家中均告平安。 
１４．隔空點穴老祖醫病人 
中 壢市耕耘機商人王先生，五年前在高速公路發生車禍，至成殘廢，其苦堪憐。

七十三年七、八月間，經其友王先生之介紹，來請王禪老祖指點迷津。老祖指示，

其家 中有白虎入宅，以及五年前有一尊斷左腳、缺右手之瓷玩偶所傷。果然有

一隻寶麗龍做的老虎，形狀凶惡，安放在臥室門口相對，六十七年安虎、六十八

年就發生車 禍。又一尊殘缺之玩偶，已暗示禍之臨頭，不知拜佛求神化解，弄

得如此慘狀，真是可悲。又王先生多年來喉中結痰，上下不得，經老祖用隔空點

穴之法，喉中積痰 果然排除，可惜殘廢難治，只能保其生命，願王禪老祖顯化，

能保佑他的平安。 
１５．八卦保身身不保 
桃園縣中壢市成衣商曾○○，於七十三年十 月，突感胸部呼吸困難，全身乏力，

四處求醫和Ｘ光檢查，均找不出病因，適本人為信徒堪查住宅，路經中壢，應曾

夫人之邀到其府上；於是先請曾居士在佛堂前靜 心默念王禪老祖和佛祖並請求

化解，余以佛力靈療法為其靈療，但覺曾居士胸前似有一銅牆鐵壁之物阻擋，無

法打通全身之氣；此時老祖指示，曾居士為身上配帶之 八卦所傷。經曾居士說

明，此八卦乃聽友人之說，帶在身上可以護身。結果弄巧成拙，非但不能保身，

反而浪費金錢，受盡痛苦。故王禪老祖指示信徒，身上最好不 要任意配帶八卦

符、八卦玉之類飾品。自從八卦取下之後，曾居士之心臟病，不藥而癒，妙哉！ 
１６．彌勒菩薩怕洗澡 
台中市某小兒科醫院院長黃 居士之岳母林夫人，十年來全身毛病百出，亂絲無

頭，找不到原因，林女士之兒子，亦均為全國各大醫院之主治大夫，對於母親之

病，真是束手無策，致使林女士受 盡折磨，一言難盡。後經某老師之介紹，前

來請求王禪老祖化解。老祖指示，林府花園中，有一尊彌勒佛像，在水中淋雨。

林女士才說確有此事。蓋園中水池，只有 噴水缺乏情調，故將瓷製笑佛聖像置

在其中，任噴泉灑在身上，具有清涼之感，沒想到該佛像有靈，為啟示對佛像不

可無禮，只好使林女士身體到處難受，說病不是 病，無病又不舒服。林女士依

老祖指示，將聖像改放在示內後，身體漸漸平安順利。故對佛像應虔誠尊敬也。 
１７．斷頭觀音要開刀 
桃園市功學新 村何女士，兩年來已開刀二次，最近又要開刀，真是不幸，其丈



夫於五月份來求老祖慈悲，救其妻之性命。起初半信半疑，經老祖指示其府上有

斷頭觀音塑像，未經 妥善處理，故有此怪病。其心想老祖怎知家有斷頭觀音？

恍惚感謝老祖慈悲神通。老祖已指示化解之法，其病已轉危為安。又其宅風水不

佳，亦經老祖親臨修改，此 後全家均平安快樂。 
１８．佛祖無手難渡人 
潭子鄉頭家村名商王○○居士之姨媽，一日來院，指其右手腕未知何故，兩年多

來，酸痛無力，不能做 家事，痛苦萬分，請求老祖靈療，並查其原因。老祖指

示，其所供奉日夜朝拜之阿彌陀佛聖像，右手腕斷了五指，為何仍然不知修飾完

整，誠心供奉？佛祖才使他的 右手腕酸痛無力。經老祖指示，依法處理後再供

奉，右腕果真痊癒。妙哉！ 
１９．阿貓花狗惹身癢 
台中市成功路沈居士夫婦，兩年來，每到傍晚就 寢前，即感全身奇癢，四處求

醫無效，來本院祈求王禪老祖化解，老祖指示其家臥室門背面，貼有怪異之貼紙，

因時間長久，已產生靈應，故身體得奇癢之症。經沈 夫回家詳細查看，果真有

其長子三年前所貼之花貓與獸類貼紙。當天老祖以佛力靈療化煞，並將貼紙撕

毀，結果當天晚上，即不再奇癢，如今已痊癒，真是妙哉！ 
２０．地藏王菩薩送子來 
台 中市崇德路某大家俱行劉先生之長子，結婚多年，未生男丁，來院請老祖指

點。老祖指出其家中所供奉之地藏菩薩金身，用玻璃箱封閉，故不生男丁。老祖

令其回家 拆開玻璃，並上香向地藏王菩薩致歉意。一年後生下一位又胖又聰明

的男孩。真是到處是寶，又處處都會惹禍。凡人枉受無妄之災不計其數。只有修

身修德者，才能 得到仙佛指點，排解災殃，可不慎乎？ 
２１．遇到困難怎麼辦？ 
新竹市某中學吳老師，本性善良，平日虔誠禮佛，勤修功德，可惜夫婦感情無法

融 洽，其先生事業不順，個性偏激，口業不修，動輒辱罵。老祖指示吳小姐，

早晚要誠心念「王禪老祖」之聖號，連連密密，不急不燥，精神統一的念十分鐘，

然後祈 禱所求。經依法勤修約半個月之後，即見其先生之個性轉變，漸漸體貼，

口德亦好，事業逐漸好轉。吳小姐又來告知經過，真是可喜可賀，囑其繼續勤修，

將更幸福 美滿。由此可知老祖所說：「修心、修口、養靈」之真訣。希望各位有

緣人，以此方法，每日誠心默念所信仰之仙佛，只要所求遵循天理，皆得感應。 
２２．早上哈啾四十下 
台 中市某國中鄭老師，患過敏性鼻炎已十八載，花費金錢近百萬元，四處求醫

無效，經同事引見，求老祖指點；老祖指示，十八年前有一隻金扇子，與其身世

有關連， 放置在陰暗處，故其元辰「濃雲蔽日」，而傷及鼻子。老祖指示將扇子

依法顯出，並用佛力治療開刀。第二天即好九成，第五天再請老祖治療一次，今

已痊癒。經老 祖治好鼻病者，已無記其數，真是眾生之福也。 
２３．植物人得救遇神仙 
台中市西屯區西林巷張君之子，於七十四年六月間上學時不幸被汽車撞傷 致腦



部受傷，送醫急救開刀動手術，不慎傷及腦神經。結果變成手腳無法動彈，幾成

植物人，四處求醫均宣佈無救，幸蒙雙十國中某老師介紹來求老祖醫治，經過老 
祖慈悲應允救治，才於七天三次的佛力靈療，第四次再來時張小弟已能跪在佛祖

前說出姓名，第二天早上其母就在找張小弟了，因為跑去小店買零食吃。 
２４．尼姑頭痛最難醫 
台 中市東山路某大佛寺有一位修行者，頭痛有十餘年之久，求醫服藥無效，七

十四年九月與洪廉君同往該寺拜佛，誠蒙住持誠意招待，感激萬分，是時有一位

法師經洪 君介紹說其頭痛之事，要求老祖代為化解，老祖隨即指示其臥室內腳

前之櫃上有一尊佛祖聖像為何不放放在該處，速速請出供於佛堂上，並表悔意，

再經老祖以佛力 靈療，第二天已不藥而癒，故佛像不可放於臥室內，尤其修行

者。 
２５．臥室念經要不得 
台中縣○○鄉某佛寺之法師，一日經友人介紹與老祖結 緣，並說其全身陰冷，一

年四季皆無溫暖之日，不知何因，後經老祖指點不可將金剛經放在臥室內，亦不

可在臥室讀經，故得此懲罰也，該法師才說有此事，經老祖 以佛力化煞靈療，

回寺後再將金剛經放於書房內，果然自此之後一切平安，身體健康，笑哈哈也。 
２６．舍利子是佛是禍 
台中市東光路某鍍金工廠 陳君，一日請老祖駕臨陳府排解陽宅風水問題，至陳

府四樓佛堂，老祖即指示尚欠阿彌陀佛之聖像，又說聖像有缺，陳夫人才於櫃中

取出一尊手指脫落之阿彌陀佛聖 像，經老祖指示粘接後，適時日皆吉，故將佛

祖安位。此時陳府之佛祖說「奴欺主，奴欺主。」老祖又指示香爐兩旁所擺之和

尚舍利子不可放在爐邊，致使所雇之職 員工人不聽董事長指揮，工作無法推行，

又陳家四個兒子都患頭痛之症，求醫無效。老祖指示是此物所傷，經老祖指示處

理之後果然事業順利，四個兒子之頭痛不藥 而癒，妙哉！ 
２７．校門搬家出狀元 
豐原市某國中，每年均有學生出大問題，老師患絕症一年一位以上，致使校內不

能安定，流言蜚起，令人心 寒，又該校之升學率都在最後一名，使全校老師焦

慮萬分，經縣府某官員之介紹，校長暨家長會長來求老祖點化缺點，老祖才指示

校門位置不對，大凶之象，速宜改 位，校長亦同意老祖之指點，依指示改換位

置，所改之新門文曲星高照，全校又可平安，故修改後全校師生朝氣蓬勃，七十

四年該校之升學率已躍居第二，相信今後 可為社會國家造就更多有用之人才，

亦是國家之福。故學校之建築在風水上亦必須相當的考究，否則貽害子弟，永難

辭其咎。 
２８．打獵釣魚傷愛女 
台 中縣大里鄉中興路某名人之女兒，因病痛多年，查不出病因，心口壓悶，時

常呼吸困難，姊妹皆患此莫名之怪病，全省求醫服藥無效，經其友人介紹來請老

祖指點， 老祖先以佛力靈療其病，余只覺某信女之心口反射出無形之力，射至

余之胸口，經老祖指示其家中金雞野鴨之標本所傷。某信女才說其父喜愛打獵，



並將其皮製成標 本放在家中觀賞，沒想到卻會惹來全家不平安，每年消耗醫藥

費無計其數，經老祖指示依法處理後姊妹身體不藥而癒，妙哉！所以奉勸眾生不

要打獵殺生，以免造成 不可收拾之因果，到時後悔莫及也。 
２９．佛寺住持看不起管區土地公 
彰化市某佛寺住持，年已七十歲有餘，四年來平均三個月必患一次胃出血之 症，

藥石難醫，幾經一命歸天，七十三年秋天余至台中市大坑某寺參香禮佛之時，適

其女亦出家在該寺修行，這位法師問其父之病何因？求醫何方？經老祖指點： 
「令尊何不去求寺前之土地公？」這位法師說：「我們拜佛修行之人，依規定不

可拜其他神明。」余建議法師不要執著，概人仍在凡塵世間中修行，而土地公係

奉天 命降凡間巡狩善惡，有其專職之處，拜佛人本應慈悲，不分何人及何神均

應有禮敬慈悲之心，何況人未修成佛呢？經一點之後法師大悟，隨即打電話給其

大哥，（其 大哥亦為某寺法師）再轉知其父，其父在基督教醫院住院，經其父在

院中開口發心：「如能讓本人病好，出院後必拜土地公再拜佛祖。」果然病很快

就好了，至今二 年多來，身體更健康。 
３０．滿室風鈴使人傷腦筋 
最近台北某大醫院林○○小姐，突然頭暈目眩，無法坐立，在自己醫院內躺了十

多天，始終查不 出病因，亦無藥可醫，實在可憐之至。幸其姊帶來請老祖指點，

老祖指示其家中滿室是風鈴所傷，因風鈴配合其家之風水座向及地磁感應而產生

無形之共鳴，致使全 家之空間電磁場變為亂流之電荷，而傷及腦神經，又配合

時間與空間之交會而感應凶象。林小姐才說有此事，且家中每一個門甚至所有空

隙都裝飾了風鈴，沒想到弄 巧成拙，所幸林小姐之道德修行及日行善事而得仙

佛之解救，當天老祖命其拆除並以佛力靈療，約過十分鐘之後已好了八成，第二

天續療後已痊癒，老祖時常勸人向 善，一旦遇到困難時，必得仙佛之化解。吉

祥如意。誠則是言也。 
３１．以上所列各項如府上已有類似情形者，可依老祖指示簡易處理法如下： 
１．佛祖之繪像要安掛在清淨之客廳或室內。 
２．佛像如屬雕塑形者，剪一張比底座大一點之圓型紅紙，墊在佛像底下，並安

座在清淨之廳堂，不可安在臥室內。 
３．項鍊式之佛像或香火袋，於不配帶身上時，必須放在清淨廳室之櫥桌上，並

剪一張十公分直徑之紅紙墊底，不可放在抽屜內或暗藏處。 
４． 凡是六畜類（狗、貓、馬、牛、其他動物等）及龍、虎、獅子等類之雕塑

裝飾品，可以全部收集放在盤子上或木板上，並剪一張紅紙墊底，端出屋外陽台

或空地上晒 日，見天上生，在外面擺十五天之久，第十六天中午一點以前，將

紅紙用壽金「一仟」燒化，然後可將所有物品端進屋內擺設。 
５．如為老虎、龍、獅、馬類之繪像，可以將其頭部朝屋外，然後用一圓大之紅

紙貼在圖之上方即可放生也。 
以上諸例只是略舉一二，供大家參考，其他怪病，經老祖醫治好者，無法一一祥

述。因果之說，誠然可信，願諸有緣之大眾，勤修功德，同證菩提，是所願也。 



 
人與住宅環境之風水研究      
 
        余 學習風水地理有十六年之久，在此漫長的歲月裡，對於陽宅風水直接影

響個人全家禍福吉凶之研究特別感興趣，尤其建築物之造形及環境之吉凶與室內

佈置對於人之 影響很大．近年來稍能登堂入室到全省各地有緣者家中結善緣，

為各位排解風水之疑難。今將學習研究結果簡略摘錄部份提供各地大德參考，以

略盡余普渡眾生之心 願，尚祈各界先進賢者多予賜教指正。 
 
        現代之建築業愈發達，高樓大廈林立四起，尤其各名建築設計家之超時代藝

術水準愈高， 其造形變化愈複雜，相對的是眾生痛苦疾病愈多，事業失敗、夫

妻感情不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不良少年、疾人瘋人、住院者……等亦隨之

愈多，經余研究勘查 之統計結果，以上不良情況由陽宅風水所傷者百分之七十

以上，亦有陰宅風水所傷者，但陰宅風水較難處理，以後有機會再行論述。 
 
        所 以各位大德不可不注意陽宅風水（包括工廠、公司），尤其建築設計家更

應建議業主多參考風水法則，並能避開所述各點，則家中事業會比較平安，功德

無量也。如 不幸已住者有此缺點，余建議各位盡速修改門向或位置，使外門不

沖殺氣，以免禍延全家及間接拖累親友，亦可早日脫離苦海。 
 
        陽 宅風水之吉凶，皆由地磁場之引力與宇宙太陽系之九大行星之磁引線力

產生靜電交錯磨擦後之感應，地面二與氣之原理，與人體內之靜電荷平衡否及相

生相剋之感 應，是科學物理學之原理，與宗教鬼神毫無關連，但眾生必須多造

功德，忠孝傳家者，仙佛才會賜您居住好風水之吉宅，事業才會平安順利，這一

點是事實所以余奉 勸各位多行善事，上天必會賜福也。 
 
        除了住宅外型及環境之影響外，另有室內臥室床位、灶位、神位、祖宗牌位

之擺設亦對家庭、事業、財運、身體健康、夫妻感情亦有相當大的關係，以上?
例如圖，各位如有下述缺點，請速避開改移方位為吉。 
 
陽宅室內配色法及吉凶靈應 
陽宅室內之顏色對於家運、事業、健康亦有很大的感應，各位不可不注意；根據

本人研究結果如下： 
１．深咖啡色過多者，會使人心裡有壓迫感，精神頹靡沒有生氣。 
２．粉紅色過多者，一般新婚夫婦最喜愛此色調，但此顏色久之使人脾氣個性變

為暴燥，心浮不定，頭昏之感覺，眼皮容易疲勞，因此夫妻之間容易有口舌之災，

亦會使人神經衰弱，久而造成神經質，家庭失和。 
３．綠色過多者，一般人認為可以保護眼睛，但在家庭會變成無生氣，死氣沉沉



也。 
４．水藍色過多者：一般人認為是清涼爽快，但會使全家帶來無情、沒有朝氣、

陰氣沉沉，則事業亦反覆無常也。 
５．紅色過多者：表面上看起來是吉祥之兆，但對於新婚夫婦較易生女丁，不利

男丁之智慧。又家中每個人之個性久之變成怪脾氣，亦會產生神經質之人。 
６．色澤最吉者是乳白色、米黃色、象牙色，因為此種色配上各色之傢具、花草、

圖畫等，結果會產生多麼美妙的環境呀。 
 
－陽宅地理凶宅化煞法－ 
各位貴宅不幸有上項之缺點者，如逢屋前有牆角、屋脊獅頭、尖角、厝角、柱子、

電桿、防火巷牆角等凶物沖射入宅者，其凶尤甚，最好先請名師指點修改，如未

得名師者，可暫時以下法制化： 
１．用鏡子化煞：至百貨店或玻璃店買一個約十五公分之化粧鏡，將外面之塑膠

及鐵架拆除，將鏡後用瞬間強力膠粘貼在門上向外反照。 
２．選擇好天氣日正當中之中午安鏡子為吉。 
３．鏡子中央用一元大之小紅紙貼上。 
４．點香三支在門外祈禱：奉請王禪老祖及佛祖幫忙將弟子鏡子開光，以便化解

對方之屋煞，使家中大小不安。禱告完畢後，將香插在佛祖香爐上即可。 
５．七天後的下午一～三點將鏡子中央紅紙撕下，用壽金三疊（三百）一併在屋

外燒化，雙手合掌說：「感謝王禪老祖及佛祖開光」。鏡子永留門上，即家中就會

平安也。 
６．如屋前有路沖、水沖或直流及反跳之情形者，最好請名師指點修改，而以符

咒或八卦及獅頭貼在門上者無效，因陽宅係地磁場之風水原理，與鬼神無關也，

切記！ 
－懂得趨吉避凶之人 
乃是識時務為英雄之士 
知進退，用進取， 
更能獲得陽光普照－ 
 
 
寺廟與風水之研究      
 
六年來添旺每到信眾家中勘查風水時，亦利用時間研究附近寺廟之風水，結果悟

出一個道理：人神仙佛之有形居所吉凶均受宇宙磁力線及氣所影響，順應法則必

香火鼎盛，修行者平安，渡眾生無以計數，不合風水法則必是陰冷無氣，信眾寥

寥無幾，亦無法大開普渡眾生之宏願也。 
神 仙佛之靈亦是宇宙中之一小質子，由於其體積比人之體積大百千萬倍以上，

又其靜態體積又大，加上其方位及環境之配置而與各大行星磁力線產生磨擦之靜



電荷比人 神之動態產生電荷亦大千萬倍，故在體積大小所產生之電子電容量亦

不同，則人神仙佛之靈體電子電荷必會受建築物之吉凶所左右也。 
添旺研究過許多寺廟之風水與環境，發現不明地磁場之物理原理，而常常發生住

持及修行者患莫名其妙之怪病，內部人事不和，不得平安。藥瓶不離者實在太多

太多，在查不出原因之時往往皆諉之於其他種種因素，實在是冤枉也。 
修 行者終究還是人，在未成道成佛之前，人當然受宇宙之磁力線所左右，亦皆

在五行中生存，所以想要平安專心修行，則離不開天地之法則也。假使修行者之

身體殘弱 多病，藥瓶不離，則其靈光必如殘燭之黃燈；又如何能沖出各度空間

之氣層呢？佛域之境界在六度空間外之氣層上，所以俗語說：順天則昌之道理在

焉。 
添 旺研究過很多寺廟在香火鼎盛之期，由於經費充足，故開始擴大改建壯觀之

寺廟，結果建好落成之日信眾萬千，過了不久之後頓成清修之地，甚至發生悲劇

之事者甚 多，真是令人痛惜，其理何在呢？這都是與風水有關的，故余今日以

簡略將其利害關係掬誠公諸於世，尚祈各地大德多予指正賜教，不勝感激之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