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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宇宙觀 

序 

  本人才疏學淺，但是有一顆知恩、感恩、報恩之心，身口意供養

佛菩薩諸聖賢，為末法迷途之有緣眾生，將本人二十多年來所參悟的

風水宇宙觀，做一個簡單、易明瞭的文字方式，藉筆墨因緣，廣結善

緣，以了天下太平之心願。 

  今天將以各種立場來探討風水學的宇宙觀，而且於今生今世將風

水學下一個很肯定的結論－－風水是大宇宙虛空的生滅原動力，是生

滅的元素，是主宰，是不可否認的宇宙觀大妙法，更是人類生存的法

寶，風水同樣也是人類相互維繫的無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動力

與主宰者。 

  那麼，人在世間上生存，必然不能離開風水，人的事業要發達，

更離不開風與水，人的健康也離不開風與水，人的智慧也離不開風與

水，凡此種種的生滅都離不開風與水。 

  希望一些善知識大德們，一心一意批駁風水法則的人，今天在此

以簡單文字概述，提供給有緣人，從無知到正知，從批駁到正信，從

譏諷到自覺⋯⋯等。 

  本人於乙亥年三月廿四日在台北林口國立體育館舉辦一場陽宅風

水學弘法傳法大會，以探試世間人對於風水學的需求程度，結果參加

者計有三萬六仟人之多，盛況空前，所以，更增加了本人的信心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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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總而言之，居住在同一地球上的有緣人，都有權利認知萬法之存

在，則人生必然會活得心安而無罣礙無執著。 

乙亥年五月五日端午節混元 撰著 

風水宇宙觀 

  氣：是先天之氣、是無形、無相、是靜電電波、是光、是能量、

是元神、是原動力、氣的發射是直線來往。 

  但是，氣的存在本來已在宇宙虛空中，無所不在，無所不被，無

所不來與不往，也就因為「氣」是宇宙虛空原來就具足，沒有任何人

或任何物體施授給予，所以，我們統稱命名為先天之氣。 

  又，氣的存在，是無始劫來即有，直到永恆，永遠不生不滅的。 

  在宇宙虛空中的所有星球，包括星球上的動物、植物、水、土石

等等萬生萬物，也都本來具有先天氣的存在。 

  而且氣是蘊含在每一個萬生萬物之個體中，才會相互牽制調和

著，否則就變成虛空中的飛砂一般。 

  如果，人能了解真氣之大道時，則其人必能於虛空來去自如、騰

雲駕霧。可惜，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異人，只能看到機械式飛機

或其他物體，以科學之技術，將各種人類所需要推射至空中，如子彈、

太空船、飛行物等。 

  但是，這些以人腦設計之物體，即使飛翔至空中，經過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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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距離，也會落地回歸地球或其它星球上。它始終是無法永遠飛翔的。

這是氣的大能量與小能量的引力消長所成的結果。 

  而人能設計物體飛翔至空中，但人卻無法自行飛翔，必須藉物體

來乘載著人，而且時間、距離也是有限的。 

  若人們想要在虛空中，自由自在不受引力來束縛時，必須要修行

真氣，這種真氣的修行，則是要請益大師們。但是，大師是可遇不可

求呀！這是一種歸本還元的大妙法。 

  機械式物體能在虛空飛翔，因為機械物的體形是固定常態，可以

用科學技術來操縱。但是，人的形體本身就是奇形物體，又會受思想

意識左右，改變形體的位置，則形體之變化會改變空氣之阻力，而影

響人不可能在空中飛翔。 

  鳥類或飛類之昆蟲，如蜻蜓、蚊子、蒼蠅等也會飛翔於空中，牠

們的肢體結構，本身就有固定形體之結構物（翅膀），在牠們的潛能生

存基因下，經過長期的生長、成熟，牠們自己就會飛翔於空中，這是

人類與鳥類能力不同之處。 

  但是無論鳥類，地上動物類等，牠們也都是大宇宙虛空中先天真

氣的一份子，也都在相互調和著。 

  而飛翔類動物的飛翔本能，並不是牠們有修行先天真氣之異能，

而是牠們具備了潛能與先天賦予的功能。 

  氣是後天來往對待、對流、來往、游動之氣也。氣是空氣，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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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來源是有形物體與物體之間的距離－－空間，受周圍相關物體之

自行移動或被動的關係，在物體來往的情況下，造成空間壓縮所形成

的微粒子浮游現象，即是「氣」。所以，空間游動的氣即是空氣也。 

  游動物體，除了飛禽走獸動物，宇宙星球的相互牽引移動，互換

位置，在地球上的山河大地之位移外，在每一個物體的位移，最自然，

最明顯的－－則是「水」。 

  在地球上的萬物，製造空氣的物體有很多，如下： 

 1：人或動物的移動位置 

 2：山崩位移 

 3：飛翔動物之位移 

 4：人造機械的轉動 

 5：人或動物肢體的運動 

 6：水流的移動 

 7：氣爆的震動力及燃燒物體時煙霧影響 

 8：行雲、雨水的移動 

 9：人或動物的呼吸 

 10：車輛、飛機飛翔物的移動及氣爆體 

 11：凡是在地球上任何眾生改變位置等等都是造成氣的轉化而  

成氣的空氣。 

  又空氣的對流才是表現氣的真實存在，若無空氣的對流，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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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物體與物體間的距離與離合，有離合才能證實物體間的能量及磁

引力。 

  由於物體的離合作用力，才能使物體周圍本來平靜的現象，造成

位移後的氣流現象，這即是由空間所產生出來的氣，即是所謂的－－

空氣之名也。 

  我們在未對空氣的來源做一個很客觀，而且很理性又有根據的去

詳加探討，只一味說空氣好壞，若人們能多瞭解空氣的循環法則，進

而再推演至真氣的存在，相信我們必能由現象的世界找到真實的世界

－－佛淨土。 

  那麼，人的生命與身體，本來就具備了先天真氣與後天的氣才能

生存。 

  人的細胞組合是由真氣相互凝聚而成，這種真氣是光能量。而人

體內的血液循環及呼吸系統，毛細孔的接收大自然的空氣直接滲入人

體細胞中，加上人的本身各部位肢體的移動，也能產生內外的「氣」

的對流，而供給細胞及人體的內在氧氣的需求，人才不會失調而死去。 

  所以，一個人要使身體健康，只有靠運動或工作，否則人是無法

健康的。又：宇宙中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也是從來沒有停止自轉與公

轉，相互與其他星球盡到調和與平衡的本份，也因為地球在盡調和的

義務之後，我們生長在地球上的萬生萬物，才能生存，否則，人或萬

物是不可能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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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地球沒有止息的在運動著，當然，人的思想（先天真氣）也

就不會停止，尤其行為、行動也不可能停止，這是作用力與慣性動態

的法則。 

  若是人每天只躺在床上不運動，那麼，身體與床或地面之接觸面，

因為沒有位移，所以，沒有空間讓人的肉體與床板之間產生氣的對流，

所以，病人或平常人的肌膚細胞，一定會腐爛。這也是因為兩者之接

觸面的先天真氣，其屬性之不同，而無法產生活力之故。 

  那麼，地球上的萬物，在各種不同屬性的結構之間，能獨立生存

或集體生存的原動力，則是氣而已，而不是氣。但是：「氣」是促使「氣」

表露的原動力，又，氣是維繫氣的能源，兩者是不可分開的。 

  氣：是無聲無響的無形體。氣：則會因物體之間的空間氣流浮動

後，與物體產生摩擦而產生音聲，甚至其他微塵粒子（細砂、粉類、

霧類、水蒸氣等）夾雜在氣流中，也會產生音聲（如海邊、大沙漠）。

這些都是人的五官可以察覺的，我們將它命名為「色界」。而「氣」則

是「空界」。 

  因此，我們應該體悟空界與色界，本來都是相等號，這即是佛家

所言的色空不二妙法。 

  人的力量即是先天氣的表現，而不是氣的表現；但是，先天氣是

如如不動的、潛藏著，猶如核子能的威力，如果沒有外在的引線及促

緣來激發它，則核子能仍是核子能，氣仍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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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旦有周圍環境之需求時，則會促使真氣激發其潛能，而

表現於形外。這亦是色即是空的妙法。 

  又人們，於平時在色界所接觸，感觸到的表面運動形態，藉五官

之作用，將其人生歷程的點點滴滴喜恕哀樂、貧富貴賤等，都一一與

內在的真氣產生摩擦後，漸漸積存入人們的心中－－即積存在真氣的

核子爐中（凡是會動有生命的動物也如此），這即是潛在的能量－－簡

稱潛能，亦是「般若智慧」。 

  當我們要將真氣儲存為大能量，必須於日常生活中的接觸面、點、

線等，在五官的直覺，相互於無形、有形中調和作用力，即氣的移動

互換，才能儲存於真氣爐內。 

  若是一個人，他的人生旅途，都是充滿著平順快樂，則它所儲存

的真氣，必是安詳而沒有太大的自我激發真氣生命力，這是可喜又可

憂的。在世間法看來，這種人的過去生中，做善事積陰德，此生才能

過著平安幸福生活，而人人羨慕備極。 

  但在心靈世界或真氣爐中，因為爐中本來的氣是沈靜的，若是一

直注入相同元素的能量（真氣－人生體驗），則爐中的真氣生命必定比

較屬於單一元素屬性而已，一旦爐外有任何其他不尋常又不同屬性的

元素侵入時，必然有兩種現象：一者是影響不了爐中的真氣而自行歸

於平靜，二者是會受外來的雜氣擾亂，而自此興風作浪，亂了爐中之

核子能（真氣）產生爆炸。 



風水宇宙觀 

  混元禪師智庫 8

  這即是一個人的一生中沒有遇過困難或打擊時，平時過著平順生

活的人，應該特別小心，否則一旦遇到逆境時，必然無法接受事實。

所以，才會有人自殺，尋短見，精神錯亂的原因。 

  人在世間上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即使深山野居，也是不可能獨居

而生存的：因為，人的周圍仍然有花、草、木、石、蜎飛輭動之物，

以及相互大調和的天上行星，都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相互關愛與調和。

這是天地的大慈悲，亦即氣的調和及氣流之空氣給予我們生命。 

  所以，古德云：人在世間上應心存知恩、感恩、報恩，因為人的

真氣中必須時時注入能源，否則，真氣很快即用盡時，則自然消失永

無再有真氣了。 

  所以人的力量即是真氣的能源輸出，而真氣的輸入也應該有外在

能量的輸入，才會源源不斷。 

  我們在世間上應該時時活動身體的每一部位，使全身的細胞充滿

氣的活躍，然後氣的儲存才會源源不斷。而氣的儲存，除了必定要由

氣的活躍才能輸入呀。 

    ※（居家環境亦相同，應該每一間都要使空氣對流，則居家的

氣才會活躍，住者才能平安。） 

  平時氣的儲存方式，是多接受各種喜怒哀樂貧富貴賤的挑戰。但

是，內在的真氣爐能量，自己絕對不可輕易動搖，則外在所輸入的氣，

必然與原來爐中之氣無法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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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住家的風水法則亦如此，內部不要隨便亂移動，否則家

中大小瑣事多）。 

  人在世間上的旅途中，各種體驗與嘗試，也是如此，平時的際遇，

無論好壞，都是必然會遇到，任何人也不例外，連萬生萬物也都會有

相同際遇，只是有的突顯，有的隱藏，不表露於外而已。但是，人們

應該體悟此事皆是無常法的啟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當我們際遇人生的苦集之剎那間，應心存平靜，

及感謝心，因為逆來的現象即是真氣的促進生命活力的元素，是活躍

的能源，所以佛云：煩惱證菩提。 

  我們應該體認各種外來的順境與逆境的真諦。無論逆來順來，都

是由氣引導真氣的輸入，我們的生命才有永恆之理也。（居家之風水法

則亦即此理，是玄空挨星之真妙理） 

  但是－氣的存在是由氣之作用力所產生，又氣的表現亦是由氣的

來往、對流而啟示氣的存在，因此，兩者是不可分的。 

  又－氣是佛法的「空」。 

    氣是佛法的「色」。 

  故－氣與氣是不可分開的，即是色空不二妙法。 

  而－氣之形成是啟示在氣的有形象上，即空不異色。 

    氣之表現是由於氣的對待與對立，才能表露氣的真有，故名

色不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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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氣與氣是對待又對立，又平衡的，故名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也。 

  那麼，我們要了解氣與氣的對待存在，則必須於日常生活中的周

圍環境中，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言一行、一動一靜等等去體驗

領悟它的生存法則，這即是佛家的「禪」－－嘗也，亦是道也。 

  若人們離開了人世間的生活環境，而一心一意要去尋找真氣，修

行真氣，或者尋找靈氣的存在時，是不可能的，這是外求之邪思邪念

也。 

  因為真氣的所在地是整個虛空中，包括了萬生萬物或宇宙星球

中，本來就具足。尤其人體之本身也具足了真氣。 

  真氣是無形中就具足了，而且也佈滿室中，我們每一個人的立足

處即有真氣，尤其真氣是不增不滅、不生不滅的在我們人的內外周圍

中，而且我們周圍，內是真氣，外則是氣的存在－空氣。 

    ※（居家也是如此，屋內之平衡點是真氣，屋內各部位的空間

內外，即有空氣存在）。 

  相對的，若人要見性成佛時，更離不開世間的萬法之平衡、對待、

中道中密切體驗嘗試否則是不可能覺悟成佛的。 

  而「性」者，即是氣，平衡點者，核心也。 

  故六祖惠能大師開示曰：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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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凡夫對於「佛」的誤解很深：佛非人也，佛是覺悟者的名稱

而已，如學士、碩士、博士之名稱而已，故凡夫將佛定位為人，這是

錯誤了「法」者：宇宙虛空的調和法則，也是萬生萬物生存調和的法

則。其實法並非一般術士未開悟的凡夫所講的術法、咒法、傷害人身

的邪術咒法，更不是詐欺眾生的邪術，這一點，身為人是不可不知的，

否則人生處處充滿黑暗與恐怖。 

  故覺悟世間萬法之平衡調和的法則，即是佛法也。也就是覺悟者

妙法，即佛法。 

  ※（故人要體驗證實居家環境之吉凶，必須於居住者時時體驗證

明平安如何，與發生任何吉凶禍福後的邏輯統計，然後將它說出來給

其他人做為參考，再由其他人的實際印證後，心得報告而說出來，反

覆印證結果的妙法，亦即佛法也） 

  又覺悟的人，他之所以能覺悟的時間與地點，則必須在他的日常

生活中去反覆體會驗證。尤其對於每一件事物的發生後與他本身內心

的苦樂、反應，安與不安等等，都有密切的體驗。因而由外在人事物

的發生，藉五官（眼、耳、鼻、舌、身）的功用，激發內在的真氣本

能（智慧、力量、信心），來提昇內在心靈的光明面，這即是佛法也。 

  所以，現在很多凡夫將佛法歸類為部份人所有，真是讓人啼笑皆

非。也因此，才有宗教上的排擠與毀謗，或者各類物品的發明專利權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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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的吉凶禍福，由於每一個居住者，親身體驗傳達於內

心之苦樂平安與否？都可以直接證實，這即是佛法，也是覺者體驗後

的法，根本沒有專利可言，只是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體驗不同而已，

這一些吉凶之體驗則是大宇宙虛空本來具有的，上天也沒有加倍給

予）。 

  一般人將佛法錯解為神學之法，是一種高不可攀的秘法，這種見

解與觀念是錯誤的，是沒有智慧的想法與表現。 

  故－世間上的萬生萬物之動、靜、消長、生滅、來往等等都是佛

法的啟示，也是對人們心靈真氣的一種啟示，告示我們世事諸法無常。 

  更是－啟示氣與氣的相互作用力，若人們不用心去體悟這種微妙

關係時，人是不可能覺悟的，當然不可能成佛呀！甚至任你誦念多少

經典，拜多少佛，其最後也只不過是一個痴者而已。 

  所以，凡是不以悟、不以體驗而覺醒，則仍是凡夫痴者。 

  ※（居家的任何一處，家中的任何物品，其空間位置高低、大小、

美醜等，都是在啟示人們的心靈真氣，真氣的產生則是由空氣之對流、

對待、間接生成真氣或產生舒暢的氣，影響人的身心，情緒、健康與

否） 

  聖賢的經典真髓即是氣，一部經典從頭到結束，每一個字的形象、

字意、流程、句句的意思，段段的內涵，全文的因、緣、果，都是氣

的流程與經過，尤其全文的精神，都是在教導眾生的心念思想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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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稱為「空氣」：內為經文的每一句，當我們在誦念之時，即開始由

眼睛的觀看，傳達至腦部中心，而且經文字意，帶動人身的呼吸、血

液循環、身體內在的無形活躍，生命力的活躍，種種促使人心無限希

望的作用力，這些統稱為「空氣」。而且空氣的活動、舒暢，日積月累

勤精進之後，必然會利用空氣的對流，使人身及人心產生真氣、能量、

靜電荷等等。 

  所以，人若能多誦讀古聖先賢之詩經等等有益於人心的文章時，

則他的心靈生命必然充滿活躍與希望，身體也會健康。 

  尤其人來世間走這一趟旅程，就沒有白來了。奉勸有緣眾生，如

欲使身心健康時，不妨多讀誦聖賢書吧！ 

  促使生命力活躍的方法，除了誦讀經書外，另有淨土宗的念佛法

門，簡單又好修行，所得到的效果也不可思議。淨土法門，也是在鍛

鍊真氣的一種法門。 

  念佛的目的是什麼？念佛的好處是什麼？念佛真的可以解脫煩惱

嗎？－－－由於以上的問題，無形中就給人們引導希望的終點－極樂

世界。 

  但是，極樂世界即是真氣也，真氣也有它的世界瑞相，這些現象

都是人們心中的希望而自行成就的。也因為人們的心中希望理想的彼

岸，所以，當人要念佛之時，即將不安的心先設定在淨土彼岸，然後

以各種方式來到達彼岸。所以，我佛慈悲教導眾生以口念佛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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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念心想淨土彼岸瑞相，不急不躁、老老實實的口念心行，從不間斷

的念佛名號。 

  當人們口動之時，即有音波及空氣流動，藉著一字一字的口念心

想，即產生氣在體內活動，血液跟著流動，而且加速的流動，加上心

安與心想淨土的莊嚴，血液的循環促使血管壁與血液產生摩擦後的熱

能量，則此熱能量的細胞微粒光，聚合成大的光團，才有人的頭部佛

光之示現。 

  當光能量聚合時，由於眾生心念、理念一致，渴望淨土現在眼前

或未來自己的淨土世界，這即真氣也。 

  所以，念佛法門是很簡單的法門，但也是困難之修行。如果人們

要念佛時，必須先瞭解以上原則，則念佛是會很快開悟的。 

  又：字之涵義是「空」。字之口念音波頻率為「氣」。所以當人將

經文一一口誦、口唸之後，經文即產生空氣也。 

  又：人的說話語音，未說出話之前，必定經過思考後，再以口將

心想之意義表達出來之後，也會產生空氣。 

  因此，一個團體之人，平時或特定場合，大家同心協力朗誦或高

歌之時，自然而然會在大自然之某一空間，產生音波震動，這也就產

生空氣了。 

  在二人以上集合一起之時，因為共同念力與心想，則有特定之目

標與希望，在共同的心念祈禱之後，將心中的希望同心一致的藉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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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出來，而在虛空中產生一股力量。 

  所以，宗教家的祈禱，尤其帶領著信眾弟子在每日固定時間，都

作同樣的祈福或祝福，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則人的願望，自然產生

一股力量，而將希望達成了。 

  若是一個社會團體，領導者體悟到共同心力的結合，可以產生心

想的空氣時，則這一個團體的事業，必會蓬勃發展。 

  若是一個事業單位的經營領導人，在冷靜又無私心，而有大公無

私的心量，將他的理想觀念，書寫成一定之格式，每天早晨集合全體

人員，默念誦讀儀文，相信在短時間之後會得到不可思議的力量與效

果－這即是空（風）氣也，也是真氣的大發露。 

  所以，古聖先賢，有鑑於人心之無形力量，以及人心之渙散習慣，

才撰寫各類經文，給門下弟子或信徒平時誦念，並規定按時間恭誦的

道理在此也。 

  經文內的字義與心靈實相，在定期或時時勤誦之後，集合共同的

心念與行為，也就產生共同的力量－精進修行之空氣。 

  又：政府政令的發佈，盡量能從百姓內心的善念為原則，名利固

然重要，但是有系統的規劃與政策更是重要，往往法令之制訂，母法

與子法有所矛盾，才會造成百姓心念思想之反感應，然後由內心之不

滿，藉著嘴巴說出話來，一傳十，十傳百，不斷的傳達至所居住環境

的空間，這種傳言之後的空氣，必然會污染空間大氣層，在有形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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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感應，產生真氣之混淆之後，不良的空氣就會瀰漫人心，才有造

反的情事發生，不知制訂法令的專業人才，有否考慮至此。 

  即使政令有所不完整，也要盡力來宣導，藉各種因緣來宣讀。但

是，只借重立法委員之宣讀是無法達到淨化空氣的，必須有多數人的

宣讀，有如誦經之方法，則其力量才有可能改變人心。 

  以上都是文字語言所產生的各種空氣，直接間接都會影響人心的

善惡。 

  若是一個人的心對於某人或國家，有所不滿之時，由於其人心中

充滿怨與恨，則其人心念是激動、是瘋狂似的或消極的。當其人每天

時時刻刻的口念不滿之事，最後的結果是瘋狂而失去理性，然後表現

在行為之上，才有人間的悲劇發生，如打架、殺害等。 

  這種悲劇是因為心念與行為的空氣所造成，因為其人時時刻刻的

不滿，則他的身邊周圍已經圍繞著黑暗、污濁的空氣，使他的心靈蒙

蔽了烏雲，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掙扎等等現象，才會造成不可收拾

的後果呀！ 

  人的忍耐，看起來是修養很好，但是忍耐的背後，卻是充滿著失

調與污濁的空氣，如果讓這種空氣繼續圍繞在忍耐之人的身邊與心靈

之中時，日積月累的忍耐、忍耐，所造成更污濁的空氣。一旦污濁空

氣變成毒氣時，則人的忍耐到達一定限度時，就會變成瓦斯之氣爆，

最後凶性大發，傷人、殺人等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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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非完全的善策，唯有以包容的方式才能代替忍耐，方為善策。

因為包容之心，是一個人的心念思想，全部充滿了調和、歡喜心、原

諒心、接受心、光明心、無怨恨心、無排斥心、無妒嫉心等等光明面

之心，這種心是充滿希望與理想的未來世界淨土。 

  當一個人生活在充滿希望的理想世界時－（佛家所說的彌勒世

界），他的心是不會計較一切的得失、怨恨、不滿等等消極思想與行為。 

  當每一個人的心生活在祥和光明的心靈世界時，則任何一個人絕

不會有忍耐的種子在他的腦海裡播種或發生，更沒有任何事情，使人

們要壓抑自己的心而忍耐，這即是開悟者所說的無生法忍。 

  因為祥和光明的世界裡，它本來已充滿著包容的境界心靈，而且

這個世界的空氣是那麼的祥和與法喜－－－這即是極樂世界佛淨土。 

  所以，我們在短短幾十寒暑的時光裡，最大目的是要鍛鍊自己的

心：因為我們過去生的思想意識，難免會有種種不如意與不滿、不知

足的心，而且一直積留下來，直到現在，這種不安的心，是一顆定時

炸彈，表面看起來沒有爆炸，但是隨時因為外在的空氣導火線而爆炸，

這是危險的人生。所以，我們此生最大的目的，即是設法改變空氣，

由善良調和的外在空氣，藉著五官及意識的傳達，將新鮮空氣導入不

平衡的心靈之中，（即真氣之中），使積存已久的污濁空氣改變為新鮮

空氣，而使我們開始過著安詳心安的人生呀！ 

  各位善知識們：冷靜的思考或穩健的腳步，是要用自己理智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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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心，才能使人生過著幸福的日子，否則，這一生又白走一趟呀！ 

  各位同修們：人在世間上的任何場所空間與時間裡，對於世界上

的人事物等，都是以實際的體驗為根本，更要隨時冷靜參透日常生活

中的點滴品味。尤其不要一直往天上遙不可及、虛無飄渺的幻想世界

去作白日夢，這樣是不可能悟道而且是痛苦的人生。 

  平時我們在誦讀一段經文或名人座右銘時，我們要於日常生活中

隨時注意環繞在身邊人事物的動態，將經文之內涵應用於生活中，然

後再作對照印證，共同品嘗體會空色的內涵，這即是空氣也。 

  比如：經文開示－－貪瞋痴三毒之生是由無智所起。當我們遇到

引誘之業力現前時，如果沒有讀過經文之開示，則無法以經文之指標

來控制自己的貪念，當人貪不到時則產生瞋怒之心，瞋怒之心生起時，

則障礙自己的理性智慧，所以三毒之生是相互交錯發生。 

  所以，當人們發生貪瞋痴三毒之業力現前，即應緊急口唸－－戒

定慧⋯⋯⋯一直反覆的誦唸，或一心一意念佛、菩薩之名號，以便激

發內在的毅力而將三毒排除。 

  因此，氣與氣的存在，本來就圍繞在人的身邊及人的腦海裡，它

從來沒有遠離過，亦即如影隨形。 

  當一個人做錯事之後，或有虧欠他人的情債時，相信他的心永遠

無法安祥與幸福可言。這種現象任何人都有發生過的經驗，只是大錯

與小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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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們最寶貴的是沒有煩惱與苦惱，以及心安無罣礙的境界。

佛告示我們：人生最寶貴的，不是名利的顯赫，而是心無罣礙，祥和

光明的心境。 

  試看天下自古以來，遊方之客、大修行家、瑜珈行者們，他們的

舉止威儀是多麼的安祥。反觀自古以來，天下王侯將相，那一位的心

境能安祥呢？ 

  兩種人的際遇與環境，都是同樣生活在地球上，但是，兩者之心

境卻完全不同呀！ 

  每個人的一生，心境與願力都有不同，悟者，任何人生體驗都是

為心靈光明面的提昇，若是未悟者，則他的人生雖然榮華富貴，其實

他的心靈仍是貧瘠苦惱不安的。 

  那麼，要如何才能使心靈變成豐潤充實，而無苦惱不安呢？依佛

之指示：只有時時發露慈悲、喜捨之心，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妙方

了。 

  慈悲：是取卻眾生的痛苦，多關懷周圍的親友以及有情無情眾生

的痛苦，並時時禱念眾生之痛苦而由心靈時時關注與祈禱神佛給予信

心、力量、智慧。 

  喜捨：是施惠眾生予幸福，除了關懷祝福之外，最重要的是實際

力行，說得到，做得到，知行合一，切切實實的以身軀去幫助需要幫

助的眾生－義工之類的實踐力行者。如果只是口號說說，自己不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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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是可憐的眾生，也是不負責任的人，所以不算喜捨。 

  又一些人，只憑自己有錢財與勢力，不誠心的施捨，是沒有任何

慈悲心可言，則更談不上喜捨之心了。 

  所以，最大的慈悲心即是由喜捨開始，而喜捨不是以金錢來論定，

而是以誠摯的心，將身段下壓，利用自己父母所賜予的軀體來替眾生

服務，這即是以身供養佛也。（因為眾生皆有佛性） 

  若是人世間的有情眾生，都能盡力做到慈悲喜捨的境界時，則世

間處處充滿著清新祥和的空氣，因為極樂世界的淨土空氣，是沒有污

染，沒有失調，四季如春，二六時中諸佛菩薩聖眾之心，都在發露慈

悲、喜捨的心念與實際行動，這即是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心呀！ 

  所以，人人如此，世間即淨土。淨土在世間，不離世間行，離世

覓淨土，猶如覓兔角也。 

  各位：極樂世界淨土，是在我們當下的腳下，如果人世間的一切

有緣眾生，不以實際腳踏實地去作到切切實實的慈悲，而一心一意想

解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佛淨土，這種想念是永遠無法達到目的地的，

若人自說可以往生，而不努力將人世間的本份與責任完成，根本是妄

想、愚痴、好高騖遠的人，這是非常危險的。各位、靜思、靜思吧！ 

  現在世間流行一種鍊氣的法門，而且修行者很多，街坊到處可見，

報章亦隨處可見。 

  一些修習鍊氣者，或鍊氣者，實在讓人不知何解，也令人啼笑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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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鍊陽氣，究竟陽氣是什麼？有的法門傳人將氣之真諦交待不清，

叫弟子追求虛無飄渺的妄念之氣。 

  有些人，將氣與氣，合而為一，混淆不清，結果鍊氣不成，反而

鍊氣了。 

  鍊氣是回歸心靈本來元點，尋找到真正的自我－佛性，那麼，氣

的存在是在心安無罣礙、無煩惱的境界中，才能體悟。如果只一心一

意的執著身體的某一部位時，這種心態是無法安祥的，這種鍊氣是會

離道而走火入魔，誤入歧途，使自己的心魔顯現於內外，最後不是精

神出了毛病，便神智不清，口出貢高，自以為什麼神明來降生投

胎⋯⋯，等這種想法與行為是很危險的，死了之後必成為守屍鬼而不

自知。 

  又鍊氣的修習者，更應該注意。首先應說明白氣是什麼？氣是什

麼？兩者互相立場與關係，以及各自的功能，若是將氣認為氣，將氣

反認為氣，這是本末顛倒的想法。 

  鍊氣，是有形象的色界行為與思想，這是有為法而非無為法，而

無為法者是「氣」也。 

  有為法是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可惜很多鍊氣者，

未明有為無為之真理，所以，將有為法之鍛煉鍊身體之法，認為無為

法，更認為是大乘之功夫，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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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大乘佛法，是教人到達心安、涅槃境界的妙法，而非鍊氣

之後的軀殼。軀殼壞滅無常，何時壞、何時滅，令人無法掌握，那麼

必定心中時時充滿著惶恐不安。那麼，讓人心中不安的法，怎麼可以

談得上是大乘呢？ 

  當我依據某一種修習而得神通力，或潛能發露時，其直接傳、達

表現短暫利益眾生之身體時，這只是短暫的自我滿足慾望感而已，這

是鍊氣者的雕虫小技，並不能算是解脫的大乘心法。 

  因為，當一個人表現他的小神通力後，跟在後面的－接受神通力

幫助者：是否自此百病全無，永無其他病症呢？而鍊氣者：是否因此

能心安呢？相信鍊氣者的本身心中時時期待他人的回報或回饋等心念

呢？ 

  社會上的鍊氣之人，某些人都希望他人有回饋與感恩之行為表

現；所以，很容易使自己的心被貪念、及無知之痴心所束縛與捉弄；

最後，瞋怒心又起來，因果循環，周而復始，永無止息。那麼，社會

之亂象空氣又圍繞在社會另一個空間。 

  所以，奉勸鍊氣之修習者，要靜下來檢討、反省過去所作所為的

結果，自己的心真正的心安嗎？ 

  相信－是不安的，又存在掙扎與無奈呀！ 

  鍊氣的修習者，努力依照慈悲喜捨的妙法，努力實行於日常生活

中，相信各位的心靈當下已進入真氣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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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鍊氣之要領，不外八卦之方位與時間空間的循環罷了，人體之內

有八卦部位，乾為首、兌為口、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艮為手、

坤為腹，這是人體有形之部位。但是鍊氣者對任、督二脈之氣的打通

是非常重要的，任督二氣是陰陽二氣的貫通，此氣是原有之能量，是

先天具足，是存於體外虛空中，而非存於體內某部位。存於體內的是

氣而已，這是不永遠存在，因為人一旦死去之後，則二氣全無。若人

未死去而生病時，此二氣亦隨體力的耗盡，而無法再運行二氣也。 

  那麼，什麼才不會壞滅呢？只有真氣不會滅失，真氣是陰陽二氣，

是人體之外，大如宇宙虛空之全體的陰陽二氣，而非人體之內的二氣，

若是妄言執迷於體內之二氣時，則人的心必然會被體內二氣束縛而無

法解脫。 

  尤其大宇宙之氣，是自然平衡的法則之中心點－核心，人亦是核

心之一小微塵分子，核子、原子等等。因此，人本來應該融入大自然

之中，而且更不可能要求大自然來融入我們的身體之中，若有此想者，

是未悟者，因此，不足以與其談道。 

    ※（故，風水學的法則，是教導我們融入大自然的妙法，並不

是要大宇宙虛空大自然融入我們身體中。所以，風水學家的東、西四

命之理，值得再研究評估，否則，會使我們的人生旅途過著心靈不安

的境地，戒之，戒之！而有部份宗教界人仕，對於大自然之氣與氣的

科學理論，都視為迷信，不足採信⋯⋯等，這種人仕的心念行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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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欠智慧。什麼是風水？什麼是氣？什麼是氣？這些問題，可否有

人靜下心來有系統與智性的研究？） 

  可是，我們能有機會生存在大宇宙之中，必定有其他的真氣與氣

存在，在調和著人與人，人與萬物的相互關係，這即是氣的引力和作

用力，在維繫調和著，這即是空氣也。 

  空氣是人與萬物生存的法寶，而空氣即是先天真氣與後天氣的作

用力所表現出來的，先天之真氣即是包容著人之思想與能量，後天氣

是人與萬物相互調和及相互位移作用力產生的微粒分子產品，兩者都

是人的生命力大結合的元素，任何人也擺脫不了空氣，任何人也離不

開空氣，我們要以清淨心來感激空氣（氣與氣）的供給能量，我們的

肉體才能夠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要心存感激周圍的空氣給我們生存的原動力，若是一

位修行者，心中沒有存著感謝空氣的心時，就不配或談不上是人，更

談不上是修行者呀！ 

    ※（若是一個人的住家環境，捨離了空氣時，則其家人的心境

與智慧是永遠無法開悟的，因住家必須有空氣的對流，否則就不配是

吉屋良宅） 

  氣的存在本來就已佈滿大宇宙虛空之中，也佈滿大地任何一個角

落，也佈滿家中的全部，無所不在呀！ 

  尤其氣存在每一個人或所有眾生的身體中的每一個細胞，由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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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細胞中，因為氣本身是能量、是光、是生命力的源頭，所以，氣給

眾生的細胞，生命與希望，人或眾生萬物也因此得到生存與活動。 

  在我們的肉眼裡所看到的每一件物體，由於因緣之關係而壞滅

了，或細胞壞滅了，那只是有形體的壞滅而已，其實它的真氣並沒有

滅除，這即是色空不二。更啟示諸法無常－有常的是真氣，亦即佛性。 

  無常的是有形象之名利，無常之物會使人的心困擾苦惱：但是無

常之名利，卻是人生修行的最好妙法，因為人們執著於名利，一旦名

利得不到時，所造成心靈不安的境界，才能使人覺醒名利之無常，才

能使人捨棄無常之後再往有常之真氣尋找真面目：一旦覺醒之後，其

啟發之大慈大悲心必可救度有緣眾生脫離苦海。所以佛說：「無善無惡」

之理在此也。 

  若是：氣的存在也蘊藏在每一個看得到的物體之中，如果物體沒

有氣的存在時，則物體是沒有結合成體的可能，而只是相互堆積的物

體而已，甚至飄浮在虛空。 

  又，即使物體的細胞分離了，其分離後的微塵體也是有其微量的

氣存在，因為，氣的存在是無所不包也。 

    ※（一戶居家宅舍的結構建築，也是由無量數的微塵體，藉各

種和合之材料，相互而成體，也因為微塵粒中皆具有真氣之元素、能

量存在，所以，自然會受附近環境的氣流產生的摩擦，有的增加屋宅

的真氣能量，有的削減真氣能量：增加真氣者合家平安，削減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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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著陰冷失調，那麼真氣充裕者，家宅興旺，這是因為適當的空氣

對流。 

  又－－氣的存在，在宇宙虛空中，亦是本來具有，這是不可否認

的。假設沒有形體物之位移或微塵粒子的浮游，人則無法察覺到空氣

的存在。 

    ※（住宅的室內亦有氣的存在，若是沒有物體的移動或其他輕

微之微塵粒子流動時，人亦無法查覺到屋中的空氣在對流著；但是當

一間宅舍全部密閉封閉而無空氣對流之時，則在宅中必然呼吸困難而

休克死亡。但是，宅舍中仍然有空氣的存在，只是沒有其它物體或飛

蚊、飛蠅在飛翔，或其它物體的移動，將靜止的空氣製造對流，所以，

宅舍的吉凶禍福與氣是密不可分的一體事） 

  因此，若是有人說：沒有空氣的存在時，則其人的腦筋就有毛病，

也因為有空氣的存在，人才會說話，心臟才會跳動，有空氣，人才能

表達心中所想念的美好未來，而後由歡喜心而表現到外在的行為上。 

    ※（宅舍之氣流順暢時，則人的心臟機能及神經系統活絡，則

身體健康，人才能將內心中的思想及喜悅之事表達於外，他的周圍空

氣才會順暢，他的家人才能生活在融洽的氣氛中） 

  氣在虛空中，無論是大範圍或小生活圈，都是時時刻刻圍繞在身

邊，也在人的體內任何一個部位，在血液中，在胃腸之中，口中，五

臟六腑之中皆有氣的存在，所以，氣是人類體內或其他動物體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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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基本原動力－能源。 

  氣之對待、移動後產生的現象，即是風，所以，風的形成必須氣

的對流與移動，否則即無風可言。 

  水的移動也是微粒子的移動，當水粒子移動之後，必然造成氣的

摩擦對流而產生風，所以，風與水是息息相關，而無法分開的。 

  在任何一個環境，萬物的移動，都是產生風的因素。比如人的手

或肢體移動的剎那，其所移動的空間距離與位置之周圍，必然因肢體

之移動而與空氣摩擦產生風。肢體之移動的本身就有水或血的成份，

所以，也叫水的流動，因此，風與水更是息息相關，不可分開的。 

    ※（宅舍的內外門路、窗、水溝等，都是促使氣流的條件，但

是，門與路是死的，那麼門路的氣流，必須靠外面空氣的氣壓侵入宅

中，借門路之空間而對流。另外一種對流的媒介體即是人或其他動物

的來往移動，或是其他物體，在宅舍附近周圍移動，而造成空氣之加

壓，間接、直接影響屋內的空氣氣流。這種空氣對流的現象叫風水，

所以，風水並不是鬼神論或無稽之談，各位弟子不可不知。） 

  所以在我們肉眼所看到，身體意識所感覺得到的，觸覺得到的，

種種空氣之對流所產生的現象，我把它簡稱為－氣→為風；又氣的移

動流程空間現象簡稱為水。 

  故，風水之名由此定矣！ 

  今天，我們談風水一法，爭論不休，有智者，不必爭執與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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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無智者，必然想盡辦法來反駁、批評、批鬥，有這思想行為的

人，真是可憐極點。 

  事實上，風水即是科學，又科學亦是風水學的一小部份，科學是

眼界可能看到的某一科類之專業學問，因為風水對於人生居家的吉凶

禍福，屢試不爽，但是科學卻無法驗證宅舍之吉凶禍福，以及應驗的

時間。可是風水學妙法它能驗證不爽呀！因此，本人就很大膽的說，

科學是風水的一小部份。 

  又因為風水學一法已經包含了大宇宙先天之真氣，這種先天之氣

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它掌握了大宇宙的全部，故風水學是超乎科

學之外的大學問。 

  科學一法亦由假設開始研究、探討、驗證之後的實驗報告表，呈

現在我們的眼前。但是科學的理論根據，亦離不開物質能量不滅定律，

而此定律即是風水之氣與大氣的本能，只是名詞不同，其根本是相同。 

  科學的研究是根據眼界、耳界、舌界、鼻界、意識界等的累積經

驗，而發覺宇宙中的各種具有的本能，大家把它說為發明家，但在我

的看法，他們只是將宇宙中原來就有的能量與物體（不同形態之物）

稱為是發明產品，其實這些只是大部份人未曾察覺的產物。這種發明

家、科學家⋯⋯學家等，只是一種因識別需要給予的假設名相而已，

故太上老君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那麼，我把這種名詞定為覺悟者較為合理。因為察覺宇宙之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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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無常又相互調和，而且其能量皆是本來具足的，所以，我們稱呼

他為覺者。 

  科學的任何一項成果，也只是宇宙虛空的一小粒子微塵成品而

已，這種成品不可能永遠保持不變或不滅，或是離開其他萬生萬物而

獨立生存。 

  ※（所以，宅舍之建設，立於地球大地上，其氣的調和，也是仰

賴其他物體的真氣與大氣相調和著，只是宅舍為大地上的一小粒子，

也在盡調和的責任與義務。而且，宅舍中的配置物品、門路、牆垣、

室內空間等，也都是在盡調和與平衡的義務及責任，人居在宅中亦是

如此。） 

  所以，佛云：世事無常，緣生而起，緣盡而滅，即是諸法無常也，

科學之成品亦是如斯矣！ 

  影響科學成品的生滅主宰者，即是風水之力量時時在改變科學，

比如：太空船是現代科技的產物，它航行大虛空中，從無止息的在飛

翔。但是，太空船不可能永遠停留在空中的定點軌道上航行，更不可

能永遠固定在虛空中，太空船的機件會退化、毀滅、最後會消失於太

空中，而在虛空中的大氣層，即是風與水的成份，風與水是微塵粒子

－－水氣與溫度所凝結成冰、成雲。這些粒子對鋼鐵物品之表面，自

然而然的剝蝕，日積月累之後，機械就壞滅了，這是科學理論的正確

觀，而非空談無邊際之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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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氣中或地上的任何空間的空氣，它的本身即有水蒸氣的存

在，瀰漫在人的周圍或居家周圍。 

  ※（所以，風水會對宅舍產生吉凶禍福之理在此。） 

  人的身體亦是大自然科學成品的一部份，在醫學上的人工授精生

兒育女，即是科學的產物，人身有細胞，有鐵質、有溫度、有血液等

這是科學的產物，幾十年之後即告死亡，又回歸大自然之中。 

  但是，駕御著身體的主人－靈魂（真氣）則是永遠不生不滅的，

除此之外，其它的肉體全部，只是緣生而有身體，緣盡而身體壞滅，

這是天地之大慈悲。 

  人身之真氣與氣，一天廿四小時從來沒有停止，沒有懈怠的在自

行運作與調和著，人才會生存，否則人是無法生活的。所以，我們應

該覺醒天地給人的恩澤是無可限量，我們一分一秒都在承受天地之福

澤與護佑，它們從不分別的給予人類及萬物生存的法則，所以，我們

要先從感謝父母之外，最重要的是感謝大宇宙的真氣，這即天主教所

云之「主」，或是上帝等等！ 

  故，身為人的基本條件原則，平時心念多感謝天地神佛恩，如果

無作此想者，其人必是忘恩負義，不知感恩的人，其人必不可與他共

事呀！戒之！戒之！ 

  人的身體之中，必須有血液的流動於全身每一個器官部位，周而

復始的自行循環，而與血管壁相互摩擦，才會產生熱能。所以，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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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熱血動物。植物則沒有血液的循環，所以其體是冷的而沒有溫度，

但是，植物生存的要素則是「氣」而已，植物的氣是大自然給予的，

它本身的能量是被動的，若是遇有破壞其生存環境時，它是無法獨自

尋找生存的空間，只得任由大自然來消耗它。 

  所以，人與植物的生存方式，大大的不同。又其他動物的體內本

身就俱備了血液的條件，當然，動物們的體內血液也會自行循環而活

躍的生存，由於血液之循環必然有熱能，所以，動物大部份都是熱血

動物。 

  動物的生存法則較能獨立尋找適合的空間，往往都是主動生存於

任何空間，但是，牠的生存本能，也是俱備了先天之氣與意識，只是

動物的身體結構與人的結構又有不同，動物也有位移的本能，所以，

動物也是促使空氣產生的要素。 

  而植物它本身卻是被動的協助促使空氣對流，而維持著任何一個

空間的空氣調和。 

  因此，無論是靜、是被動、是動、是主動等，都是在大自然中各

盡調和的義務與責任。所以，人在大自然中是不可能獨立生存，而必

須依賴大自然的萬生萬物共同生存。 

  故，人們居家環境的一切，也必須與大自然調和才對，這即是風

水法則呀！ 

  又有一些貢高自傲的眾生，一直以人定勝天，人能掌握天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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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大自然，這種人是最可憐的無智慧幻想者。 

  我們應該體悟認識自己，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小微塵而已，為了

自己的生存而必須與大自然搏鬥，這是人定勝天；因為天已經給予人

類生存之條件與空間，但是天也給予大自然萬生萬物（包括人類），為

了達到生存下去的內在本能，才各自盡其上天所賦予的本能而自求生

存，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萬物自求生存的本能。 

  故上天所給予大地眾生的都是平等，一點也沒有私心。上天啟示

眾生各自要求生存，但不能失去調和的責任，而且也根本無法脫離調

和。 

  在適者生存的大條件下，人類為了鼓勵自己，才自稱「人定勝天」。

人類的愚痴與未覺醒，又不瞭解天與大自然法則的調和，而自認人定

勝天之理論，是值得檢討。 

  在個人認為，我們應該將身體及思想先融入自然而調和生存，使

整個大自然維持著調和狀態。但是因為人有思考的本能意識，又能獨

立活動於任何空間。又因為上天所賦予的是原來的個體及大自然萬生

萬物調和的先天條件，一旦各自在大自然現形生存時，唯有各自求生

存了。 

  又比如父母生下子女，培養長大成人後，就要獨立創業成家，自

謀生活與生存了，而父母不可能永遠扶持、照顧、教導等等，但是父

母從我們出生後的一切培育，所付出的精神，我們應該知恩、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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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恩。 

  那麼我們長成的各自努力，是本份，是義務，是應該的，因為這

是為求生存而不得不如此呀！ 

  以上兩種例子，我們可以自稱人定勝天嗎？人是不能勝天的，人

是由天地、父母所給予，那一個人能夠勝天呢？這是一種消極、不知

足、無智，所生起的怨恨心所起。 

  真正的人定勝天，是大澈大悟的人所體悟的大自然調和法則，應

將人的身融入大自然，但是應將心包容大自然，使心超越大自然，這

才是「人定勝天」也。 

  ※（宅舍的基本法則，也是要將宅舍之外表型態及內部動線，完

全與大自然調和，不要標新立異，自作聰明，破壞大自然環境，違背

了天地大自然法則之時，則其宅舍有如皇宮亦是凶宅也。所以，宅舍

雖然是死物，但是也有生存的基本條件，若是違背大自然條件時，即

是凶宅也。我們應了解宅舍與大自然調和的法則，而依法興建宅舍，

人居住其中精神舒爽，神智清醒，合家平安⋯⋯等，這才是人定勝天

的基本法則也。 

  而宅舍亦如植物，人即動物，宅舍無思想，但是會影響宅內之空

氣對流，而人在宅舍內是動態之物，也是影響宅內空氣對流的因素之

一，那麼由於動靜之物，都相互左右環境空氣之對流、生剋、吉凶，

所以，這即是陽宅之風水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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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能參悟居家環境的先天氣與後天氣，都是影響一個人的生存

法則時，則能將人融入宅舍中，宅舍融入大自然中，則人宅皆融入大

自然後，人在平衡的環境裡，必可神智清醒，身體機能正常⋯⋯這即

是人定勝天的法則。） 

  人身或動物身體都能夠自己運動，除了內在的血液循環所生的熱

能外，更重要的是人或動物有一種意識存在，這種意識思想是累劫所

累積下來的。 

  若是只有意識思想，而沒有身體、軀體時，亦是無法表現意識思

想的有形動態，如果沒有意識思想而有軀體時，亦是無法表現有形動

態，如石頭或草木等物。所以，佛陀所說的－－空不異色，色不異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也就是物質與能量不滅定律，要使物質成體形，必須有能量－－

真氣。既然有物質的結合成體，就有能量－－真氣的存在。由小而推

廣至整個地球，其他星球，尤其太陽系的諸大行星，都因為各星球本

身就有磁性存在－ －真氣。（每個真氣是個體的存在）。 

  宇宙間各星球本身俱存在真氣－磁力線，都在相互牽引著，才不

會在虛空脫軌亂飛翔。但是除了各星球的相互調和外，最重要是大宇

宙有一股大真氣存在，這股大真氣是跨越在各星球之外的中間，這是

大宇宙的原動力－ －大能量。 

  所以，星球與星球之間是直線來往的引力，在各種大小不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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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不一的情況下，必須要有大能量－ －大真氣，來平衡各星球的軌

道，這也是形成三次元大世界的因素。 

  由大而小推演至地球上的任何一隅、一角落，甚至一個人體內細

胞的組織，也都是三次元的世界，才有佛家所說的：一點一滴甘露皆

大千，一花一葉一世界。 

  ※（再以宅舍來看世界，任何一個家庭宅舍，也是一個世界，這

個小空間的小世界環境裡，也必須接受大能量－ －真氣的調和，共同

維持大小之調和，即是風水法則也。所以，凡在宇宙之中任何有形之

物體及人類動物等，都是在維持調和的狀態，任何一粒小塵埃也都在

盡本份與義務。故云：天生我才必有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功德

一樣。） 

  所以我們不可看不起宇宙間任何一件物體之用，尤其不要輕視任

何一個人，甚至一個沒有讀書，沒有表達能力，沒有聰明而愚笨的人。 

  如果我們有這種心態之時，即是沒有智慧的可憐人，因為我們沒

有正確瞭解大小宇宙觀，而只是貢高我慢的凡夫而已。 

    ※居家宅舍也是如此，豪華殿宇與漏水草茅都是大宇宙的一粒

塵埃，人類亦是一粒塵埃，都在盡本份與責任，尤其都在無怨無悔的

盡調和本份，所以，我們應該誠懇的心來讚嘆他們，而不應該以輕視、

自傲的心來批駁他們，如有此思想與行為，是在把自己淪落為瞋恨心，

貢高心的可憐眾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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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更不可以看不起他人宅舍之美醜。更不可自誇自己，有作此

想法者，是無智也，因為有作此想者，其心量必狹隘，千萬不可與其

共事，慎之！ 

  在大宇宙中的星球，有時候，因緣生滅之機緣，也會自行爆炸毀

滅於虛空中，這是無常的示現，當爆炸的星球，因為因緣時間之關係，

該星球運轉離開了共同維繫調和的軌道空間時，它的內在能量自然而

消失或失調，則該星球的凝聚力－真氣，頓時變成空無，而任由周圍

環境的物體之內在凝聚力－（真氣）所產生的排斥作用力，而毀滅消

失。但是其能量也是俱存於大宇宙虛空中，其能量也回歸於宇宙之全

部，只是人的肉眼看不到而已，這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大道

理。 

  又如人們平時在世間所發生，所遇到的一切事物，當於身邊失去

之時，雖然表面不在身邊而成過去，但是，過去發生的吉凶禍福，喜

怒哀樂之事物，仍然記憶存在於腦海內，永遠無法消逝忘記，直至未

來生，這是「色即空、空即色」也。 

  ※（居家之宅舍法則亦同，一幢宅舍之興起，也是於所處之周圍

環境相互調和著，如果宅舍符合周圍環境之平衡，又空氣對流舒暢，

居者心神清朗光明，合家平安時，則人丁旺氣，永興不衰。 

  如果宅舍之外形左右高低，吞吐失調，氣流不順暢，則必然受周

圍環境及其他宅舍之氣干擾，而人無法心安，心煩氣躁，百事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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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人們必須遷移他方，否則壅身宅中，即是環境淘汰人，雖然宅舍

外表不變其型體空間，但是其宅已無光明之氣也。 

  人心亦如此，人若違背共同調和法則時，尤其人與人的相處之心，

違背了互利互助之義務與責任時，則會在群體之中自然消失。所以居

住宅舍者，也應盡互利互助之責任，即宅舍之清潔保養、維護等等，

其宅舍才能保持真氣的光明，居者才能平安也。） 

  氣與氣的作用力，使星球都能消滅或生起，但其時間之生滅，必

須是大澈大悟才能正確的認定，如果未大澈大悟與未對宇宙觀有正確

的認知時，最好不要妄加斷言，這種行為是無知的妖言惑眾者。他只

以假想敵人之方式，加上跨耀自己，要突顯自己的能力，又無開悟與

澈悟，所以，只得以惑騙的方式來煽動人心，這種人是最可憐的，他

已經在被魔界黑暗思想所侵襲而不自知。 

  氣與氣是非常科學的真理，而非怪力亂神的謬論，所以，氣與氣

即是風水法則也，因此風水之能量即是真氣與空氣的真能量，也是大

宇宙的本來面目。故，風水本來就能於因緣和合之際，將星球毀滅，

亦可以於因緣和合之時產生了新的星球，使其在大宇宙中盡調和作用

力，促使失衡的空間又再調和。 

  所以，任何一個環境的萬生萬物，他們都在盡調和的本份，緣起

而生，緣盡而滅，這是永遠的大道理，任何人也無法批駁的。 

  風水有這麼大的能量生滅萬物，何況，世間上的人，只不過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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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的一小分子而已，則逃不過宇宙的生滅大調和，即是風水的生滅法

則之作用力。 

  所以，人類應該知悉風水的真正內涵真理，若是有人誤指風水之

法是迷信，無依無靠之邪說時，其人必是貢高我慢，無修無習之狂妄

者，因為，其人本身早已經受風水的福蔭而不自知，一直的舉手呼口

號，為反對而反對，為無知而無知的反對，真是替他可憐與同情。 

  ※（宅舍的吉凶也受風水法則之作用力，而使居住者生起平安或

失調，這完全是宅舍的外型、內氣的平衡與否，而影響其真氣的旺休

囚：若是宅舍之門路氣流舒暢平順者，其宅鮮艷光明，雖然外表簡陋，

但其氣已經佈滿了全部宅舍的內外氣團。若是門路陰陽二氣五行等失

調時，則外表雖然富麗堂皇，但是展現在宅舍外表的卻是陰沈無光也

－－即如鬼屋之類。 

  人的外表亦同，人的內部五臟六腑如果氣失調了，其顯現在人的

臉部，亦是黑暗無光、消沈。若人的口、胃、腸、肛門⋯等等路線有

阻塞之時，其臉部亦是愁眉苦臉。一個人的外表與宅舍之外表，完全

息息相關，如果其居住的宅舍依風水法則而佈設時，其家光明，紫氣

騰騰，而居住其宅者必然受吉宅之氣而直接普照加被，則其人必然百

事順暢，身體平安，若是宅舍失調，則家人亦受其影響而消耗體內能

量的真氣與後天之氣流，血液循環失調了，故有福宅居福人也。） 

  既然宅舍會受環境自然的左右，則人居其中也會受其宅之衰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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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而相應，由此觀之，風水與宅舍及人類平安吉凶等，就已經是息

息相關，密不可分的一體呀！ 

  各位同修弟子，應該捨棄偏執狹隘的心境與思想，好好參透什麼

是風，什麼是水，什麼是宅舍，什麼原因會影響人生吉凶禍福，則各

位的修行歷程，必然會減少一項風水法則正誤是非的大罣礙，否則人

居空氣之中，難免有所煩惱的無知障，一旦破除了，即得解脫證入涅

槃。 

  所以，存在宇宙虛空中除了光之外，就只有風水的元素而已，因

為風水可使萬物生起或壞滅。佛云：四大假合，即是地、水、火、風

之因緣和合而生，因緣之和合而滅，在生滅之最後，還是於風水二字。

風是無形無相，水是有形相，故四大假合亦受風水而影響生滅也。 

  又比如地球上的萬生萬物，若遇強風大水來侵襲之時，日積月累

的也會被沖倒而流於他處，甚至日久而消滅於有形之世界上，所以，

風水之重要，實在與人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四大假合之地者：立足點、細胞質、分子、微粒子。水者：來往

對待、行動也、實踐力行、流質，因地之高低而隨境流動者。火者：

心靈之光的昇華、溫度、熱能、希望、積極等等。風者：念生念滅也、

執行者、給予生存希望，改變地水火之主宰者，人的呼吸，萬物的呼

吸系統。 

  又在科學觀點來講：地是土，是細胞、是萬物、是承載者、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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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是色界之萬物。水者是物體之溶合劑，也是分化劑，也是調和

劑，更是細胞的溶合劑。 

  火者是光、溫度、真氣、是能量。風者是氣、呼吸、對流、來往

不定的現象。 

  所以，四大亦不外萬生萬物的物體形成四大元素。綜合起來，四

大假合之體也會因緣離合而生或滅，人的軀體亦是四大假合所成，緣

起而生，緣盡而滅。 

  宇宙間的星球亦是由四大假合而成、而滅，沒有固定永遠存在的，

若是沒有覺悟到人是四大假合而生的，則人們必會過得不安。 

  四大假合之物體在宇宙中生存，必然會受氣與氣的摩擦，自然造

成生滅現象。所以，氣（風）與氣（水）的作用力左右了萬物之生滅，

由此也證明風水是左右人的吉凶禍福，更證明風水的法則是宇宙觀，

而非狹隘的世間流行之風水學呀！ 

  本來社會流傳的風水之名稱是堪輿學。堪者：察覺人的生活周圍

環境失衡或調和現象，輿者：宇也，是廣泛的，包含天文星系之調和

狀態，只是字義太深了，人們不易懂其真理，所以，本人就直接了當

的將堪輿的名詞，改名為風水學，來得恰當易懂又易傳授。 

  所以，風水學是科學的真理，風水本來就與人類息息相關，更與

萬生萬物生活在一起，從來沒有離開人類及萬物。而風水會使四大假

合生起亦會壞滅，我們學佛智慧的，應該要有此宇宙觀，不要以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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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眾、怪力亂神的方式來欺騙自己與眾生。 

  風水從來沒有主動的阻止人類及萬物的生存權利，而受風水左右

的，卻是人類無知的思想與行為，從來沒有參透風水的真理，而一心

一意在為反對而反對，為無知而反對，為自傲而反對⋯⋯殊不知，人

類在反對風水之時，風水也沒有排斥或失去愛心來毀滅他們，一直在

等待人類的覺醒－－知恩、感恩、報恩之心的發露：則人類在知恩的

情況下，自然而然的與風水相調和，創造出人類最驕傲一刻－－覺悟

風水宇宙觀之大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