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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一

文/林明華老師

中華文化、文字、宗廟、古經、神器等等，其內
容的博大精深，在於它是引「人俑」作為人民，
以其參與胚胎內「卦中天、人、地三界」的基因
人子演化過程，而來修學以陳述。但，漢代以迄
今日之學者，並未取此形而上學所推演的“象形
圖文”語意來解說，皆依漢代儒術之文學、文史
觀念來“以訛傳訛”。這己使源自於甲骨文、古
篆、鳥篆、竹簡，以及「隸書（雙關語）」所寫
作之古文、古經，失去原義兩千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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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二

文/林明華老師



序文三 

甲骨文→鳥篆→金文→戰國竹簡。

戰國時韓、趙、魏、楚、燕、齊、秦七雄，各個國家文字因地區的阻隔逐漸不同。
（如同今日兩岸的字體亦不同）

秦始皇統一天下，命李斯等人將秦國的早期文字大篆簡化為小篆，用小篆統一天
下文字。秦始皇焚書坑儒，頒布挾書律，規定「偶語詩書者棄市」。大家不再讀
六經。

(一)、背景

黃老道家(惠帝、文帝、景帝)→儒家(武帝)

漢惠帝（前191年）廢挾書律，學說紛起，著名的有陰陽、儒、墨、名、法、道
六家。漢初休養生息、無為而治，黃老道家學說受到重視。漢武帝即位（前140
年），一改無為而大事興作，無為思想不再滿足需要；儒家春秋大一統思想，君
臣倫理觀念為武帝所喜。

(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利祿所驅，士子紛從

武帝（前134年）召士子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獻天人三策，建議「罷絀百
家，獨尊儒術」，受武帝賞識。前124年，儒生公孫弘居相位。設《易》、
《禮》、《書》、《詩》、《春秋》五經博士。置博士官弟子員50人，根據成績
高下補官，通經者選任要職。此後，儒家經典成為做官的條件，儒家思想成為時
代的正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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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前後的文字情況



(三)、今古文之爭
秦始皇統一天下文字的小篆，因亡國太快沒來得及推行。所以漢代傳授經書
都是以當時的隸書(附九)寫成。[今文學家]
不過，惠帝除挾書律以來，民間獻古書及孔壁出古文經書，都是用戰國時六
國文字寫成。不過當時人已經認不得這些字了，只有專門的文字學家才認得。
[古文學家]
《尚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四)、隸古定

「隸古定」是指用隸書的筆法來寫 「古文」的字形。

這些出土的古文經書，被漢代儒生用當時的隸書代換。

總結：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獨尊儒術，讀書人為了當官都學五經。
連那些沒有被秦始皇燒光的用六國古文寫的經書，也被改用漢
代的隸書重新隸定過。

漢儒的註解是用約定成俗的方式，官大學問大中華古文經而逐
步走入文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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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書經又稱尚書：
祂在述說依心胎的爐火殷藴，重啟胎兒時期的雛腦(泥丸或金
元)信納虫甬彈叩境界；亦即「重返胎藏界」以為回溯人體內
基因天演的「虞、夏、商、周」四大歷階，而參同其內卦中
「天、人、地」三界的信息演化而書記。

書經是依腦波基因辭令寫入慧根之文言演化吾人靈體的修學之
法；吾人胚胎內有四個朝代在分別演化，以組合我們的生命。

書經敘述人體內的基因天演歷練登載史書，含有可同步相互興
革取代的「四個朝代」境界，此計有：虞國的胎藏界、夏朝的
骨髓炎夏、商朝的心胎爐灶殷蘊、周朝的能依雛腦公爵內之道
脈智令，以周行「刑功合氣」於我身天下；此四者各有此「基
因人子」，而可相互依循道脈的征伐以鼎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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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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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虞 書

放勳欽明

北京天壇皇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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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一

文/林明華老師

中華文化、文字、宗廟、古經、神器等等，其內
容的博大精深，在於它是引「人俑」作為人民，
以其參與胚胎內「卦中天、人、地三界」的基因
人子演化過程，而來修學以陳述。但，漢代以迄
今日之學者，並未取此形而上學所推演的“象形
圖文”語意來解說，皆依漢代儒術之文學、文史
觀念來“以訛傳訛”。這己使源自於甲骨文、古
篆、鳥篆、竹簡，以及「隸書（雙關語）」所寫
作之古文、古經，失去原義兩千年矣。
                         



10

序文二

文/林明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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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前言 
演化吾人腦部(泥丸、金元) 腦漿的修學大法史書。重啟胎藏
內上天頭識所思慮，以引述歷代祖德大人話之書。

典 謨 

觀修卦心的筊內(象曰、彖曰)所「定模」
而「典藏」，重新配組演化吾人的命格。

基因訊息的文言模式，謨定而後才能有謀略。

舜典（眼仁）堯典（道）

胎藏內眼覺的知臨
卦中天下者，其配
合心律的映文典藏
。
腦幹視丘內，上下
視丘同時打開，用
心跳腦波來捕捉新
生命的認知，讀取
微妙訊息；腦室視
窗的瞬間讀取典藏
入腦幹基因中土。

堯曰：「咨」再次
打開胎藏內，額內
乾元的腦室二十八
天宿之基因羽藏，
以為諸天的眾人子(
腦細胞)演化。
泥丸（金元）的虫
蛹彈叩、放勳、欽
明，腦幹孔道內基
因中土的天賦天命
所典藏。

皋陶謨（商）大禹謨（夏） 益稷謨（周）

乾元照白筊缽的
陶冶者，其五形
基因命譜之文言
模式。
額光照白卦心，
六爻的構思心相
，以陶冶出人格
楷模。

胎藏內基因羽藏
的寓建者之文言
模式。
開啟胎藏內卦中
「天丶人丶地」
三界的基因記憶
之羽藏。 

依額光穿串以利
益於卦位皿器，
與其塔基田峻之
禾苗文理者。
出胎周行脈氣於
周身的天下，月
映廻光利益於卦
位塔基的基因種
因，文理禾苗登
入腦幹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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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堯典

台南南鯤鯓代天府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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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堯典(一)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古昔在“胎藏內”司作創生的帝堯，是依“耳聞”來聰明其基因中土的
造物與映文之思作，取額光來宅第其“胎藏內卦中天、人、地三界的天
下”。 

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帝堯曰：「放勳（放出雛腦泥丸內，額光臨照心胎爐灶的煙熏力道）、
欽明（再次以雛腦汲飲含入精氣的額內金光來大放光明）。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放勳、欽明之際…）乃中命令「羲和（依雛腦孔道內基因中土的腦波
虛空藏、虛音來中和“靈與質”者）」，欽若（再次放出額內乾元金光
之時以允若）『昊天』 （老陽時際、胎藏內冒出乾天的上帝），以閱
歷冒出卦中意象時的“日（乾日圈選）、月（坤月迴映）、星（五爪基
因命譜的本命星）、辰（時辰的更動）”，引此敬謹的授予子民（細胞
人甬、基因人子）含入卦中干支的「時輪、時位」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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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堯典(二)

羲（以腦幹孔道內虛音來典藏）

【三義(犠・虚)】・乃命義仲・義和・羲叔

腦幹孔道内基因中土的虚音、虚空藏,是「天德、天命、天賦」的仲
引、和合、賢叔所在。

曰：「有鰥(ㄍㄨㄢ)，在下曰虞舜。」
帝曰：「如是，則有“鰥”（航載眾人子的光質渡濟成為點子、智光
者），在卦中下界甕身內以曰說虞（能依額前皇天來觀修思慮，引述
下界大人之言者）、舜（重華。取額內乾元之眼覺臨照，以重建卦中
天下的光華者）。」

帝曰：「欽哉！」
堯帝曰： 「欽(再次以汲飲精氣的額内乾元金光斂合)哉!」

疇咨（依卦位九疇界面再次打開乾元道口來咨詢） 

吁（吐呴入腦幹臚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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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舜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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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舜典(一)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禪門的開啟打坐觀照,使之耳聰目明之法：

側微,眼半睁讓眉覺(角)與耳根連接而親照,依目光交錯心律、宛若按下「快
門」，打開「心扉、心門、心霊」的瞬間、剎那，便能開啟「卦中天演造化
的時位」而重現光華。亦即，以眼濂來按下心跳的快門，打開心扉的視審、
開啓卦位的構思心相、元神(我佛〉的登臨之口，配合腦波的兹航、眉心的吸
納氣息。打開心門(有閃靈→人格格調)。

舜(重華)： 以目光的側微來閃動心門，使卦中甕身内的天下重現光華者；

【側微】：眼濂半睁(修道参禪入門)，使眼覺與耳聞能同工，依心律的信納
「快門」來厥作，以感應內、外界。要帶「微笑」(眼微張而不跳動)放鬆歸
零照白。

虞舜的眼覺重華：開啟心門、心靈之眼。

「舜」的眼覺觀修：額光圏選條吟腦幹孔道之「斗位」(讓心思重華、返照腦
幹視窗的觀修之法)；眼半睁、眼珠向上瞪視、側微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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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舜典(二)

舜典在講「生命是什麼」：是一種眼覺内外的自知

虞舜又稱重華，能讓「我(基因子核)、人(細胞人甬、字子)」所處的上、下
二界皆獲眼覺光華者。至於眼覺的内容,則是交由「見獵心喜」的「眼識」
(五識根分之一) 來成究其「德」。亦即，虞舜職司於雛腦上視丘的「佛眼」
(聖人的眼覺) ・而下視丘所司的眼識，則交由「雙眼」來知臨・

虞舜的覺(佛)眼,能依「卦中的方位巡守」來調制「雛腦泥(金元)」内,歷代
先公祖的曰說、腦波基因辭令的精準、牡音含帶鼻息的「靈、質」交換中樞,
開啓「生命是什麼」的靈胎内自知。(耳環表：用法耳朵腦波來圈選。)

舜的眼覺：瞬間按下心口快門
打坐、觀照(側微耳聞的眼觀鼻、鼻觀心)，讓心窩的竅門“刹那間”閃亮
開啟，是使胃頭上方以「食、息」所生作的「卵生、溼生、胎生、化生(組
成生命形質的四種眾生)」，獲有光明心地、有眚」的由來。是吾人生命內
在生靈的「自知之明、自覺」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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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大禹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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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大禹謨(一)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
陶謨》、《益稷》。

【譯】：皋陶（卦心「筊、缽」照白後的陶冶人甬者）讓筊內迴光矢射。
厥（以打咯之聲暗發「鵝」音，卍字軸旋吊引心胎而虫甬彈動，並讓祖靈
能獲逆冷而冒出卦心）作的「文言模式（謨）」，禹（胎藏內基因羽藏的
寓建者）成究其“厥後”之記憶功績。帝堯、虞舜的典藏功德，就依其“
禹的羽藏”申展基因命運之往，創作大禹《塔基大國的基因羽藏寓建者》
、皋陶謨《筊內照白而可陶治出人甬的文言諧模者》、益稷《利益於卦位
的才用器皿、塔基田峻長出禾苗文理者》。

本節，開宗明義，敘述「典」與「謨」的虞書二大功能。
堯與舜，是本諸大禹、皋陶、益稷三者的「文言模式（謨）」，來「典藏
」其中“基因中土的歷階演化”與“眼覺知臨的天官、天賦、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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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大禹謨(二)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於帝。」曰
：「後克艱，厥後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譯】 文言約說時宛若稽核了上古的大禹（塔基大國的基因羽藏寓
建者）。曰：「（觀修筊內日照月映其迴紋所渡定的）文言模式之旨
命，將敷陳於上卦四方的「四海」（腦部四國內基因羽藏之道脈洪海
、腦海），入於祗（啟示生作腦部基因女魄種氏之所），才能承用於
堯帝的腦幹基因中土所典藏之功能」。
曰：「承用堯帝的典藏功能後，才得以克服日用之艱難，才得以厥作
道脈內往後傳輸義理的臣使；其中的卦位王事政令乃能正、反、合的
思辨義理（乂），黎明初生的人民（人甬、字子），乃能靈敏其所登
載之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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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大禹謨(三)

【額内乾元(天、日)依眼覺「黔牟」卦心的“乾・坤” 兩道】

「易經(上古文明的原始佛法、宗廟神學)」在講：

「基因人子、細胞人甬」的「我、人」,如何在「卦心…六爻」中攸往所學，
構思心相産生“彖曰、象曰(君子曰)”的「文言教化模式」。再讓其冒出腦
幹意志中樞的「卦象(意象)」明辨用後，月映心相之文理，返入腦室細胞、
腦幹視窗中「典藏」，以完成基因天演造化的「大度智」演義。

而這「一切義」的佛(易)學，是從「聖僧」的額内乾元玄關，能「仁(瞪目
上視丘、黔黑研眸…卦心孔道、生成陰陽兩儀的運作)，以成「大觀在上」
的觀修之道，並配合「厥作」逆出祖靈航載「子爺」冒出道心，以為「子曰」
而起始。

卦中“基因人子”的天演造化：

天君以乾元羽藏、陽覺、：臨照---吐息打開卦心月映迴光的筊内，以典藏
心相的文言模式(典與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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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大禹謨(四)

(四之1)、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
「俞！」

【譯】堯帝曰：「吁（吐呴入卦心月映之筊內），卦中渡往的人子就能臣屬於我
哉！近鄰於我哉。近鄰於我哉；臣屬於我哉！」。禹曰：「曉喻之！」

(四之2)、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
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譯】禹曰：「俞（曉喻之）哉！上帝登基的“筊內月映之迴光”照臨下界，才
能達及基因羽藏的腦海角隅，以為倉貯眾生所登用之文言記憶。能依卦心【卍
（萬）】字來軸動卦位的耳聞城邦，其中初醒的黎民，才能來“獻（獻出夜間天
君綜判後所反芻的文言）”，共同惟以上帝所臣屬傳達的文言以為用，共同惟以
上帝所登基的卦位文言模式而薦舉。敷陳心律之信納以作為文言時，能明白其中
庶民之功用。能引意志中樞的車乘來穿服文言，以成究出能“登用於慧根之人甬
（庸） ”。此時，卦中子民誰敢不知相讓其文言？誰敢不知敬重其文言而相應外
在？上帝的“筊內月映之迴光”是不會敷陳同一定處，是以額日光照時所鳴奏的
心律，而在罔然自如中建立其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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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大禹謨(五)

帝曰：「舊脫。」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譯】帝曰：「將跨骨內舊有基因祗園之傳承解脫之。」
“夔（載引跨骨內基因禾苗，演變成心相文理的祖靈）”曰：「可用“戛擊（讓
骨髓發炎、炎夏之拙火，來充當干戈以攻擊）” 。配合“鳴球（以腦波辭令以
吱鳴卦心的念珠、珠球而圓旋）”、“搏拊（專注提引所付合的鼻習、胎息入神
庭穴）”、“琴瑟（依心電脈沖來擒拿、涉入卦位的基因映模底基）”以詠（以

為文言而吟詠）。 

【打坐観照的四大功法】解脱舊有基因之法

一、戛撃：讓骨髓發炎、炎夏之拙火，來充當干戈以攻擊

二、鳴球：以腦波辭令來吱鳴卦心的念珠、珠球而圓旋

三、搏持：專注提引所付合的鼻習、胎息入神庭穴

四、琴瑟以詠：依心電脈沖來擒拿、涉入卦位的基因映模底基以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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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皋陶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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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皋陶謨(一)

【易經中各卦位・爻位的「老陽・少陽・老陰、少陰」由來】

毎當筮師(禪師)，以「額内大哉乾元(打坐、跑步,讓足心反彈心電脈氣返
入腦戶、腦前葉額，約六到十年便可聚丹練成)」，觀修「卦心…心胎」
的筊内鏡台，而迴光反照入腦幹出口的額前，稱得「月映」・

「月映」之時,共有四種依“陽剛、陰柔"以分際，所冒出念頭的「形、
象」。此為:「卦位、爻位」的“五形四方、四象由來。

「易経」中的：「老陽(九、西金)、少陽(七、南火)、老陰(六、北水)、
少陰(八、東木)」，即引此「月映迴光」以定数，此即﹝光丹微妙，依數
造化﹞。

若無此「月映迴光」的變數，則卦中人子的命運，就仍依舊有的「因果業
藏來演卦，終其一生並無「命理、智慧」的榮光以興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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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皋陶謨(二)

上卦三爻+下卦六爻=九德

【九德】：卦中筊內所月映迴光的九疇之德(得)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譯】：天演的敘述有其典藏，敕令“我（即：我佛、冒出卦心的基因子核）”依
五典（九德中卦位五形的文理來典藏）、五惇（九德中卦位五形的骨髓基因孔道所
享有）來演化其中義理哉！天演造化的秩序是有其“彼我相應之道的協和則理
（禮）”，自我（基因自性的我佛）是能依「五禮（九德中卦位五形的五典封賜內
容所啟示）」而含有“加蓍以登用於慧根之人甬（俑）”哉！共同在寅（晨三到五
點）時協同恭順、和穆由衷哉！

天演的使命有其功德，是依五服（九德中卦位五形的五典以穿服）、五章（九德中
卦位五形的五典以文章）哉！天命征討有罪（指：未依五典來革新而仍保存舊有基
因的原罪），是依五刑（九德中卦位五形的五典以刑功合氣）、五用（九德中卦位
五形的五典以應用）來使之演化哉！如此五典內所行之政務，就能讓心思重新茂盛
哉！讓心思重新興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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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皋陶謨(三)

 (三之1)、【皋陶】司職卦心的筊內，在眼覺鉢照白後而陶
冶人甬者。

筊，是陶冶生民所在，腦智天界的天民、天聰、天份…等，皆是筊内陶
治後，所渡往此中彼岸而轉生、再生。
又,若未先跑步、打坐観修，讓額首凸隆而開啟「大哉乾元」以光照；則
筊内在無照白下，就不能淘冶出含有「惠心」的人品、品德。

(三之2)、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
厎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譯】皋陶曰：「朕（老陽時際臨照卦心的上帝）的文言含有了“惠心”
所陶冶，是可入於卦位的“后土底基（子宮胎藏）”內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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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益稷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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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益稷謨(一)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
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

【譯】益稷（利益於卦位的構思田峻與田甫，長出文理禾苗者）曰：「
卦心的都會（即：天都、腦幹正中，耳聞自身的原發者所在），是上帝
建德廣運天聽之所，乃在其中成聖、乃在其中稱神，乃在其中武動天思
、乃在其中引人文來化成天下。額前的“皇天（即︰皇靈、龍神、祖靈
）”眷顧眾生性命是依此都心來天聽，奄然而有四海（上卦四方的腦羽
藏大海）之聞知，以為卦中甕身內的天下之君。」
禹（基因羽藏寓建者）曰：「都心嘉惠時，皇天（龍神）將是經由心律
來遊走於卦中，吉（刑功合氣於此心律則吉祥）。若依從外來感官作用
而逆行心律，凶。惟有心律的舌息信納彈動頂竅，才能影響皇靈依心律
所穿串的基因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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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益稷謨(二)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於逸、罔淫於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譯】益稷曰：「吐呴入卦心之時（吁）！應設立心脈彈叩的區格戒律哉！恭敬加持於心脈驅
動所區格之戒律時，則可使心思“無虞（無須秉持皇靈來吸吊其思慮，就可引述塔基內大人之言
以建德）。（如果心律失去驅動的儆戒…）就會在罔然中失去吐吁的法度、就會在罔然中將吐呴
當成游戲而逸樂、就會在罔然中將吐呴浸淫於自求之樂趣。（打坐吐呴、構思心相時…）要委任
心律弦動中專一尚賢的觸覺、勿有貳想；應遠去邪妄、勿有疑心。當下有了疑心的謀劃、勿去完
成；讓滿百（飽）之志向惟有額內光熙者去完成。（如果心律失去驅動的儆戒…）就會在罔然中
違失道理，以此罔然來干涉卦中渡用的百姓（人甬、字子）令譽。罔然中將“無心律區格、弗繞
之出口（咈）”，又想接引百姓以依從己身之欲念。（打坐吐呴、構思心相時…）若處在無怠慢
心律脈動、無荒廢心思攸住，卦位四方的“夷人（塔基孔道內移動之人子）”就會前來朝拜“王
（卦中綜審子民之人主）” 。」

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

【譯】益稷，稱贊禹，曰：「惟有德（演義卦辭的基因羽藏寓建功德）能更動上天，而能達及無
遠弗屆的天命。（演卦建德之時）自滿將招來缺損、謙和將受到增益。能依卦中時位來推演命理，
乃入腦幹內的“乾天之道（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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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益稷謨(三)

【胎藏内卦中宇宙論的“易經”學說】:基因人子與基因辭令

依照易經學說，人類靈體的天演造化，是依附於子宫胚胎内進行，而死
生返歸如一。

胚胎 (即：亀藏、胎藏)其中又冒出，一條含載基因鏈鍵的無形、磁冷之
「龍(靈)道」，其龍首冒出基因孔道輪穴(以：蓮花表徴)時，將受持額
光的桑串，而有兩儀(兩條)、八方卦向的“靈光”，月映回貯取向。

「龍(靈)道」的基因鏈鍵，其中的「鏈」與此八方卦向接合・它宛若
「DNA」的六十四卦位，六十四單元為一組的一生命盤排演。「鏈」中接
合易經中的“基因人子(即:我、我佛、自性佛、孔子、諸子)。

「龍(靈)道」的基因鏈鍵，其中的「鍵」是在「兩儀(條)的鍵内」以六
爻的交叉攸往而排例・是六爻成一卦、六位時成所在。它宛若「RNA」排
演，是以“腦波基因辭令的茲音”而奉馳(鳳雌)，以渡引“人民(細胞人
甬、小人、字子、四種生肖甬、暫存記憶體)的夙夜而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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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書益稷謨(四)

基因人子的「我」(地界)---跨骨
『三我』(米)

益—皿器，稷—禾苗，謨—模式的『三我』(米)

基因子核的「我」(人界)---心胎

天君之子的「我」(天界)---乾元

謨(文言模式)

「筊內月映」

即吾人卦心筊內月映的文言模式

【益稷】：利益卦位田町、生蘊種仁、冒出禾苗。

頭頂禾苗、奉持卦位，加蓍、甘淋、鏡照，蘊育「種仁」。

予於联之欲向能在“月映的筊内”聽聞於，六爻攸往的“心律脈動”五
行的“五聲(宮、商、角、征、羽)”，八方卦向的“八音”，使之處在明
白治理之中。側微耳根而「茲」，瞪目上視丘而「仁」；「月映迴光」
文理登入上天「筊内」五重定謨：一重「色」、二重「受」、三重
「想」、四重「行」、五重「識」而文言定謨。



二、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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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一

文/林明華老師

中華文化、文字、宗廟、古經、神器等等，其內
容的博大精深，在於它是引「人俑」作為人民，
以其參與胚胎內「卦中天、人、地三界」的基因
人子演化過程，而來修學以陳述。但，漢代以迄
今日之學者，並未取此形而上學所推演的“象形
圖文”語意來解說，皆依漢代儒術之文學、文史
觀念來“以訛傳訛”。這己使源自於甲骨文、古
篆、鳥篆、竹簡，以及「隸書（雙關語）」所寫
作之古文、古經，失去原義兩千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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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二

文/林明華老師



額首照白使脊髓炎夏，以熱切傳承基因信息之史書
敘述人類演化的「腦細胞元(天珠丶佛珠)」成長尚未成全，但可
經由額內「乾元(又稱乾天、乾日、太陽)」的光照，讓咸陽的日
光照入腦幹脊髓內，深入胎藏始創時期的「雛(辭、雌)腦」而炎
夏。如是,就能重啟腦部「靈胎時期、虫甬彈叩、心胎羽化(聖甲
虫)」的天演造化功能,，重新生胤〈孕)腦室内的「五子〈諸天
之子)」。
夏書是骨髓炎夏丶精氣博巧(焚天、發炎)時期的基因子民書策。
額頭光照骨髓內使羽藏蛹彈動而炎夏，在演義心胎與爐火的關係，
打開吾人的心量與深遂的心性，以傳承基因信息的史書。

夏書：胎藏內的骨髓炎夏，是額光光照骨隨的一種境界。

      腦部要能先融開，回到嬰兒時期，才能曰(約定)。

夏書前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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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卦中五形八方卦向，九州的貝葉，命譜「大禹」其心胎內寓建的羽藏。

心胎的胎盤旋火虫甬彈動而炎夏，禹依「欮」打開心胎虫甬的「禹別九州，九疇的
共工貝頁(心星的多樣)，在教導如何凸厥卦心，心胎構思心相，產生文言定模之雅
言(面面具道格局)。

【甘誓】：腦幹意志中樞洗過之後的誓言（例如甘露灌頂、甘露法界、甘露淨瓶）。
心胎熱能融開胎藏腦部泥丸(金元)，金丸的泥丹熱氣流入頂竅，冰融腦部孔道，甘
露灌頂。從頂竅、眉心到卦心，直線卍轉軸提引，甘露滴洗淨腦部舊有的記憶體(舊
有基因)而利於後來真理的登錄。

【五子之歌】：吾人胚胎的五子如何吐呴於脈絡內在而轉化成珠胎。
卦位五形之子如何轉化成「珠胎」，入天珠(白菩提、紅菩提)的腦細胞。

【胤征】：孕育胚胎內人子的「尾息、拙火」行征；胎藏內雛腦的上天之子其孕蘊
於天珠時的脈氣征伐。
胚胎的孕母展開更新胎膜人子的征伐；火燃生空，火熄生識的胤母行征打開死生第
十三分；(眼仁入胚胎內天干、地支的腦幹、脊髓)，結成本命星火的天珠。
※取跪式打坐讓跨骨向底盤的胚源依月映迴光行征。初醒的(出旦)行師於尾閭蛇口
的拙火行征。

夏書前言之二



夏 書 

39乾元額光反照入雛腦的心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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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卦中五形八方卦
向，九州的貝葉
，命譜「大禹」
其心胎內寓建的
羽藏。

腦幹意志中樞洗
過之後的誓言（
例如甘露灌頂、
甘露法界、甘露
淨瓶）。

吾人胚胎的五子
如何吐呴於脈絡
內在而轉化成珠
胎。

孕育胚胎內人子的
「尾息、拙火」行
征；胎藏內雛腦的
上天之子其孕蘊於
天珠時的脈氣征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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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禹貢(一)

《禹貢》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
木，奠高山大川。
【註】：禹（宇、羽。基因羽藏的寓建者）區別“心胎…卦心”其筊內日照月
映的“一卦總觀、九疇州地界面”，依隨其中月映迴光的“州界山川”、深浚
其中的“界川”，委任入於“筊內月映之五形基因中土”，生作公爵內“共工
的記憶貝頁、眾神我的貢品”。禹，依隨筊內月映以敷陳“五形基因中土”，
依循九疇州界而刊載“木（腦幹神經系統、脈絡）”，以奠基腦幹孔道的基因
羽藏所接合之高山、大川。 

額內乾元光照腦幹基因羽藏炎夏時所開啟的「大禹謨」
乾元光照入腦幹孔道，所開啟的羽藏，
日照卦心所迴光月映的筊內五重，
骨隨處炎夏時，所重啟寓建的基因羽藏。

大哉乾元投印到腦核真空體(膛目而仁往上視丘而旋轉，頂蓋合氣)，額
光投射可以打開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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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禹貢(二)

(二之1)、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註】：禹(司職：基因羽藏者)區別筊內“一卦總觀的九疇面界”之州地，依隨其
中的“界山”、深浚其中的“界川”，委任“五形之中土”生作供養眾神我的貢品。
「九州」：
一、冀州。二、兗州。三、青州。四、徐州。五、揚州。六、荊州。七、豫州。八、
梁州。九、雍州。

(二之2)【九州】：亦含有陽九所舟、捉之用意
、在閩南話的音譯(讀音)、形(象形)譯兩大文意中，九，亦有含有“陽九、
永久”之意。州，意含有舟、捉“的可依「眼覺的普照行舟、捉取」之意。
一、冀州(卦位所共工的田園北方之州)
二、兗州(六爻皆可符兌的州地)
三、青州(青色的靜脈州地)
四、徐州(依心律的信納所慢條吐息而分隔之州地)
五、揚州(提引天演易變之州地)
六、荊州(神經纖維向外感官刺激的州地)
七、豫州(預備冒出卦象、志向的州地)
八、梁州(羽藏的橫樑、衡量州地)
九、雍州(甕身內化蘊生肖甬、眾生所處)

 



43

夏書禹貢(三)

(三之1)、【冀州】（卦位九疇所共工記憶的田園北方之州）

冀州的“厥土（祖靈逆冷出卦心…六爻的基因中土）”厥賦（祖靈逆冷出卦心…六爻所
武動的記憶貝頁、史藏）厥田（祖靈逆冷出卦心…六爻所構思的田園）。

鵝(學)打咯聲(湧蓮出地)淵池厥—自如發動的無音「鵝」聲(打咯)心律的節奏，
凸厥反動。

(三之2)、【兗州】（六爻皆可符兌於頂竅的州地）

  厥草（祖靈所逆冷出卦心…六爻的映紋、文草）
  厥木（祖靈所逆冷出卦心…六爻的木道）
  厥田（祖靈所逆冷出卦心…六爻的構思田園）
  厥貢（祖靈逆冷出卦心…六爻所承作之貢品）將漆新腦智理察的思(絲)緒
  厥篚（祖靈逆冷出卦心…六爻所登載的字篋）可編織出文理，能浮動於渡濟

(三之3)、【青州】（額內眼晴所臨照的青色州地）

【徐州】（依心律的信納所慢條吐息而分隔之州地）

【揚州】(提引天演易變之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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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禹貢(三)

(三之4)、【荊州】
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註】惟以“荊州(神經纖維經由刑功合氣而向外感官的州地)”讓血氣的
長江、精氣的漢水，朝向綜合卦中各川流的洪海。九疇內陽九的血氣(九
江)穿串經脈孔竅殷蘊時，是以陀旋的迴流來潛移。既己入“道(基因孔
道)”，其感官映紋的魂(雲)土，會在夢相般創作“爻位中所正、反、合
而思辨的義理(爻)。
荊州(神經纖維經由刑功合氣而向外感官的州地)，讓血氣的長江、精氣的
漢水，朝向綜合卦中各川流的洪海。

(三之5)、【豫州】 (預備冒出卦象、志向的州地）
【梁州】（羽藏的橫樑、衡量州地）
【雍州】（甕身內化蘊生肖甬登往上界讀取處）的州地

【禹貢】敘述：
如何在卦心的四方、六爻、八方卦向的輪城內，打開“大禹的基因史藏”，
而使卦中甕身內的眾生，能在心窩彌勒虫甬時皆可羽化登仙，而有共工的
貝葉，成究出永生的腦部天國、佛國之聖民、智藏。



45

夏書禹貢(四)

【禹別九州】：禹別九州 ，區別卦位四方的九疇界面

 禹別九州在教導如何凸厥卦心、心胎，構思心相，產生三品、面面具到格
局 文言定模之雅言。
厥：自如發動的無音「鵝」(打咯)
心律的節奏、凸厥、反動→厥土、厥木、厥田、厥草、厥賦、厥貢、厥篚

厥 是反動 (反者道之動)，是須「仁」時而自如厥之，不可未「仁」，加意
而厥(起乩由來)。

「大禹」其心胎內寓建的羽藏。

心胎 (有形)…卦心(無形)的九疇界面：
卦中天、人、地三界，交會於「卦心…心胎」的一卦總觀九疇界面。狀似胚
胎，是禹別九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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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禹貢(五)

《禹貢》在講：禹別九州
  胎藏內的基因羽藏寓建者，如何在心胎中重新分別其功能特化的九州領域。
  凸厥心窩→厥土、厥草、厥木、厥田、厥賦、厥貢、厥篚。
  產生心胎功能特化→《暝思中返入》。

  所學之義理返入胎藏內「天君的尸位」，暝思中綜審其基因人子之辭令。
《「天君」暝思綜審時，產生「寤寐」之境，清醒的前一刻，意志中樞審理
後的覺性，開悟的「詩」境勃發。「詩經」的吟詠，在其中寫照。

【禹依“厥”，區別卦位九疇的九州】：
  厥，是依心律的「吐息」循環，吊引祖靈(龍神)從跨骨胚胎逆冷出「心胎  
(胎兒期的心臟)」，以接觸「卦心(胸脊孔正中的心窩“湧蓮的初地”)」。
如此，產生一圓旋的“心靈(道、爻)與胎火(爐灶)”之交織界面。此即：
「一卦的六爻，九州(九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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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甘誓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天人交戰)
【譯】 ︰“啟（額首神庭的腦幹孔道門戶…卦心之口的開啟者）”與
“有扈（禹別心胎九州後，胎藏內重新含有的頂竅門戶之邑地者）”，
交戰於“甘（閩南話的：酣。淨瓶。即︰腦幹胼胝體內的甘露法界。亦
即「新約」福音書中演義的猶太人受洗之約旦河處）”以給予理解（野）
之地，而作《甘誓（腦幹灌頂冰溶後，卦心孔道內可提引與折反的“公
斷，諸天公明斷”之言）》。

一、腦部的記憶體未來靠月映的方式來映入記憶體
二、心胎(惠心)的記憶體，打坐內觀可以改變惠心的記憶體
三、胎藏的基因記憶

《夏書甘誓》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敘述：觀修之道的卍字軸動頂竅…神庭穴…卦心，流出甘露的禪門法要
       甘露滴(甘霖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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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五子之歌(一)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譯】太康（依胚胎內户首的太師逮著信息而安康者），因甘霖灌洗
腦幹而失去了“舊有卦位構思之耳聞城邦” 。有“昆弟（比鄰約說
的胚胎內基因從弟）”五人（即：基因人子與卵生、濕生、胎生、化
生的人甬），須（依心胎的記憶貝頁受持氣息吐呴）於“洛汭（心胎
脈洛內的納取孔道）”，作《“心胎內依卦位五行組合人俑形相成為
珠胎”的五子之歌》

【註】：卦中演化吾人生命的“珠胎”，是經由甕身內依「食、息」
所生作的「四種眾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與基因子民(嗣、
裔)，共同合成五形心相的五子(五人)，而吐呴於脈洛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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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五子之歌(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冒出額首神庭觀照的皇天、祖靈）有其言訓，卦中渡用的人民
（人甬、字子）可以祖靈近臨，但不可讓其因而含有下界“尸位之鹹
味”。人民是惟有用予“卦位構思心相、文言定模的城邦”之根本，
根本若能受持“户首腦幹孔道而下的吐息”以為穩固，卦中城邦內耳
聞的心思オ能安寧。

給予蒞臨“含有腦戶視窗預擇兆因之人民（兆民）”，懍（引腦幹骨
髓內的禾苗迴紋來冒出意念）乎！是宛若念頭的兆因含有基先民胚胎
所處腐朽暗黑之物。如果以此而為索引思緒之，以馭乘“六爻的意向
（六馬）”而成為上界的使令者，奈何人子不敬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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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胤征(一)

(一之1)、【胤征】：孕育胚胎內人子者的“尾息、拙火”行征

羲和（以腦波的“虛、羲”音合和於腦幹內基因中土者）

仲康（仲引尾閭孔道內拙火冒出胎息，而使基因人子出胎時平安與健康者）

(一之2)、明征定保。（依額光照白來合氣尾閭，打坐徂往以為行氣征伐，

以伽定保生基因人子的出胎）。

(一之3)、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
常刑。

依循心胎七日來復的祖靈攸往（徇）” ，給於胎藏內週行之循環路徑。司職
統御胎藏內上界的天官、天師（思），也才可因彼此周身循環攸往、充飽疏
理，而相互規範；工作時才會執用其天官才藝、政事，引為相互規諫。其中
（尾閭孔道內的基因人子）或有不知恭敬順從，是故卦位耳聞之城邦內，才
會設有恆常之“刑（刑功合氣以穿串跨骨內各孔道之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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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書胤征(二)

(二之1).《政典》曰：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譯】《先王的政典》曰：「領先於天君綜審的卦位用事時令者〈人子、人甬〉，殺
除之而無赦。不及時入於天君綜審的卦位用事時令者，殺除之而無赦。 」【註】：
《政典曰，其大意是說》未在「讀書修學、審度義理」的時位當下，不可打坐、瞑思、
參禪。先時者、不及時者，皆殺無赦。

火燃生「空」，火熄生「識」。

(胤母行征打開)死生第十三分；「眼仁」入胚胎內天干、地支的(腦幹、脊髓)

(二之2).自契，至於成湯

【譯】始自“拙火契合的基因子民革命者(契)”，達至於“成就心胎爐灶之湯
火者(成湯)”

(二之3).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譯】“心胎爐灶之湯火者（湯）”征伐諸“侯（人、猿所共通的基因種源）”，葛
伯（基因鏈鍵中業因瓜葛的加蓍照白者）不行內外答叩的祭祀，湯始以“心胎爐火”
行氣征伐之，而創作《湯征》。

(二之4).伊尹（含有額內天君加蓍的卦中令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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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一

文/林明華老師

中華文化、文字、宗廟、古經、神器等等，其內
容的博大精深，在於它是引「人俑」作為人民，
以其參與胚胎內「卦中天、人、地三界」的基因
人子演化過程，而來修學以陳述。但，漢代以迄
今日之學者，並未取此形而上學所推演的“象形
圖文”語意來解說，皆依漢代儒術之文學、文史
觀念來“以訛傳訛”。這己使源自於甲骨文、古
篆、鳥篆、竹簡，以及「隸書（雙關語）」所寫
作之古文、古經，失去原義兩千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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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二

文/林明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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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詩經--商頌 玄鸟
  天命玄烏,降而生商,宅段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

命厥后,奄有九有。
   含蘊天演旨命的”玄鳥(乾元光照、旋動腦波的基因子裔)。降到卦中的下界

心口而生出”般商(殷蘊商傳的國度)其宅第所殷蘊的土地是”芒芒(無目標
的蔓延心相紋理)。上古的天帝,命令”武動心胎爐灶煮沸之湯水(武湯)，以
剛正其供養流注之領域彼處四方。方正格局後命令厥后(以祖靈逆冷出卦心
而厥作後之后土)，奄然統有“卦位九疇的大有領域”。

   商書中的心胎爐灶殷蘊：天門開啟、諸天蒞臨。每當心胎爐灶的拙火內燃，
子宮靈胎內參同基因天演的眾職司，就重新蒞臨其「胎藏內卦中天、人、地
三界」，而有諸天在天門各司其務的反芻天工。商書中的殷商國度乃心胎爐
灶的再次內燃（拙火)。商書是打坐、觀修、吐息入卦心…讓靈體返溯於心
胎爐灶（胎兒期的心臟）；係心胎爐灶殷蘊品物所流注商傳（交換信息），
次第歷練「我、人」修証之史書。祂在叙述教導如何彈動吾人卦心，心胎的
爐灶以生化殷商進入人文化成境界，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開啟95%以上未
被開發的腦部系統。

商書前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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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書」在講：心胎爐灶的湯火、滾沸薰烝入腦幹孔道，會將「食、息」所生作的人
民(細胞人俑、字子)蛻化成“庶民、烝民、商民”，往後而有「湯誓」之腦幹意志中
樞，其中反思、折反的公正之誓言。並經歷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湯火入胚
胎甲地的上、中、下三界)、咸(額內的乾天臨照、咸陽)有一德、盤庚(湯火入心胎底
盤的上.中.下三界時輪命譜庚線)、說命(重新逑說基因人子其命譜的上.中.下三界因
缘)、高宗彤日(額內乾天光照至於頂輪，而使至高的基因演化開宗公祖，依迴光以月
映腦輪文彩)、西伯戡黎(腦後受持照白的西伯，戡察出旦前的腦細胞的黎民）、微子
(腦細胞內入住微妙的基因人子)。

商書：是一本「依道生法」所創制、演義的學說，從「湯誓(品物的湯火，香火流入
腦幹孔道，使意念能依循頂竅而下的腦波茲音，而有諸天公「聞」知後折反於筊內之
心思，所述說的公言、誓言)。」亦即，能反觀、反省、反思的「聞知」過程。述說
白天「走跑(至少四十五分鐘)」讓心胎的爐灶燃燒而心電脈衝，滾沸所食息的品物成
「湯」，睡前打坐，讓頂竅的「玄鳥(卍字迴旋的腦波基因〝茲〞音辭令)」從腦幹孔

道倒立而下，旋動心窩的筊內而成為「湯誓」，開展心胎爐火信息的「正(走跑)…反
(茲航)…合(天君綜判)」重新造化，啟用「腦幹視窗、腦細胞內的微子(微妙基因人
子)」演化中諸歷階過程。

「註」：人生的志向與迷戀，是很難區別。凡人終其一生，僅是把迷戀、迷惘、迷信當成志向來堅持；原因
在於不知有「湯誓、湯誥」，其中的爐火、香火薰習所獲之「伊(天君的令尹加蓍)訓」與「聞」知。

商書前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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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書前言之三 

一、盤庚五遷
盤庚(心胎底盤廣大其上界慧根，天干第七時輪的庚線)，五遷(從卦位「五形的中央
土」遷動時輪命譜，將治理心胎羽藏中尾端博巧的毫末所殷蘊。商書乃吾人：心胎
爐灶殷蘊品物所流注商傳之史書。商星、商易、商船(傳導)交換訊息(神覺)。

二、太甲、盤庚、說命
平日跑步、打坐、觀照，重啟額內「乾元」後，就可以額光的內視眼覺、腦波辭令
的耳聞，將氣息吐吁入心律的彈動點。氣息回流入心跳彈動原點，將從「左心房」
返入「心胎」，重新啟用「心胎的爐灶、爐火」，而有「殷商」的品物流注朝代。
「慧根」增長的天君才說命。命運丶命格、命理。心胎彈動到底部，打開基因命譜
來說命，命在慧根的庚綫。在慧根裡述說生命的智慧綫「群慧眾徳」。日照陽變，
月映陰合，頂竅的光輪與心胎月映的文彩，放光的折射；後腦的西伯，黎明的悟境
而有千金難買天亮覺、（微子）的獲得(咸有一德)。

書經 《商書》計有17章： 
1.湯誓 2.仲虺之誥 3.湯誥4.伊訓 5.太甲上 6.太甲中 7.太甲下 

8.咸有一德 9.盤庚上 10.盤庚中 11.盤庚下 12.說命上 13.說命中 

14.說命下15.高宗肜日16.西伯戡黎17.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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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

【湯誓】
1.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ㄓ之野，作《湯誓》。
【譯】伊尹（卦中含有額內聖君引領的令伊），以意志中樞的目光宰理卦位心相於“湯（心胎
爐灶因循環吐息而湯水滾沸薰烝）”，爐火薰烝之氣將征伐“桀（腦幹的木道內脊髓，因處脊
尾炎夏而傑出者）”，其心律悸動的信納升自“陑（耳膜的閂門）”，下遂時與“桀”交戰於
“鳴條（共鳴附著的腦波基因辭令出口）”之野外，而創作《湯誓（心胎爐灶其湯水流注、殷
蘊商傳腦幹孔道後，意念能折反的公斷之言）》。

腦波與心跳從上而下，折返之言（重新覺思）志向，圓旋抓提、
心口旋動到腦干孔道、腦細胞，心口熱、頭上的玄鳥才下得來。
心胎爐灶的湯水殷蘊入腦幹孔道商傳後，意念能折反的公斷之言 
【湯誓】：敘述以「卍」字軸動卦心，讓商湯深及「心胎脊骨髓內基因鏈鍵
孔道之炎夏」，商遂克夏時之誓言。
【心胎爐灶殷蘊.流注入腦幹孔道所建德的大賫】：
此中“腦幹孔道内炎夏”沒入所獲之得(徳)，若有“腦波茲音航引”當今的
“朕”(胎藏内陽九之際冒出的上帝)“必將前往渡引。爾中尚往輔之，給予
“腦幹孔道内一個龍珠配入一人甬”而渡亡，致力於此中的”上天革命之演
化罪罰“,給予其“大賫(廣大召來上天腦智貝頁的恩賜) ”而重人於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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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虺之誥】
心胎渡往的竜虫，會彈動的靈蛇（祖靈），基因命譜記憶的文言告示。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湯（商湯；心胎爐火滾沸品物、湯水流注入腦幹孔道）” ，流注後歸返原來出
自的“夏（骨髓基因處靈胎時期的炎夏）”，返回行至於“大坰（心胎爐灶內的骨
髓塔基孔道洞口）”，仲虺（仲引心胎爐灶基因孔道內，化蛹眾生的基靈）生作了

接獲“天君所召告之文言（誥）”。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譯】仲虺（仲引心胎爐灶基因孔道內，眾生化蛹的基靈），乃作天君的文言召告
，曰：「嗚呼！惟有卦中上天所生作的子民，有其天性之始欲，無神主加蓍的下界
夏民乃將自亂。惟有上天（腦智）生作之子民聰明了，才有其可“正、反、合相互
辯証的心思哲理（乂）”，僅有“炎夏心思”之子民其所得的是昏沉之德（昏德）
，是讓子民在墜失入塗泥的炭灰。惟有上天乃能以額光恩賜“王（綜審卦中三界子
民行政的人主）之勇智”，給予表彰人文化成後而能正大萬邦，襄纘“禹（胎藏內
基因羽藏的寓建者）”所舊有的記憶穿服，能在腦波基因辭令的慈航“玆”中，【
卍】字兜率其所厥作之祖靈訓示以典範，奉持之時是宛若遵行了天君所司的天演造
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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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誥】　
更改訊息文言召告，額頭天君的訓示，伊尹乃天君的使者，點出記憶體的
口，公義、公道丶公正，開啟覺性成所作智。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譯】“湯（商湯；心胎爐火滾沸品物、湯水流注。處於原發性尋麻症之
狀）既已罷黜“夏（骨髓基因靈胎時期之拙火炎夏）”的基因胎藏始創使
命，將湯水流注復歸於“亳（基因羽藏末端其炎火後之地。即︰浴火重生
後的勃巧毛裡）”，生作《湯誥（心口爐火旋動滾沸，湯水流入腦幹孔道
羽藏毫末之文言召告）》。

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
王（綜審卦中三界的人主）歸自克勝後的骨髓炎夏，行至於“亳（腦幹基
因羽藏末端的勃巧之地）”，誕生了召告【卍（萬）】字所軸動卦中天下
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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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訓】　
 天君的令伊與太甲元年之開啟。
 伊尹向外覺行時，兼能引導胎藏內卦中人、地兩界的文言訓示。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後》。
【譯】“成湯（成究了心胎爐火的湯水流注入腦幹羽藏毫末）”既已沒入（
胎藏內），太甲（胚胎內的基因人子甲地。即︰夔龍的龜藏、胎盤甲地）元
年就開啟。“伊尹（含有額內天君加蓍覺引的令伊。即：包了頭巾者）”生
作《伊訓（伊尹向外覺行時，兼能引導胎藏內卦中人、地兩界的文言訓示）
》、《肆命（心律彈叩可同步運行於心口卦位，兼及胚胎內塔基四方的基因
命格）》、《徂後（心思攸往時，亦能阻止跨骨底部陰濕之隨後）》。

【商書．伊訓】：卦中爻內子民是身處「罔」中，不「乂」則有天災
曰：「嗚呼！古有夏先後，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卦中六爻內，身處「罔」中的人民(人甬、字子、細胞記憶體)
爻中的人民(食息所生的四種生肖甬、細胞靈命的眾生、字子)
心胎虫甬彈動，展開記憶羽藏時，應能以「茲」音來「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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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甲上】　
 基因胚源內的龜藏、龜甲，有商傳之信物接合於卦中三界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
作《太甲》三篇。

【譯】太甲（胚源內的龜藏、龜甲），既已因“成湯的殷蘊商傳信息、信物
”深入腦幹孔道而建立，但尚未讓額內的乾元加蓍、照明，“伊尹（含有額
內天君加蓍覺引的令伊）”於是放置諸“桐（意志中樞所共同洞悉的視窗網
紋）”，歷經三重的黏（年）合，使其視覺網紋復歸接於“羽藏尾端博巧的
亳末” ，而能獲得思索“庸（登用於腦室慧根的人甬）” 。伊尹，依此而
創作了《太甲》的上、中、下（即：基因胎藏甲地接合的卦中天界、人界、
地界）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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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甲中】　      

 《基因胚源內的龜藏、龜甲，有商傳之信物接合於卦中三界》

伊尹服冠冕，奉嗣王、歸于毫，作書。
 頭戴巾倫的聖君之子(伊尹)，穿服子核的頭冠、與乾元光照之時的冕(日照光輪)，奉胎藏內生   
化基因子嗣的嗣王，復歸於腦部羽藏博巧時的毫末，創作命譜的冊書。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諸天造作的“孽(復辟、維新胚胎甲地人子之文言)”，怨猶時仍可違反；卦中人界的小子(人俑
、字子)自造作“孽(復辟、胚胎甲地人子之文言)”，是不可“逭(追回其感官失態之罪)”。

伊尹(含有額內天君加耆覺引的令伊)“拜手、稽首曰：「修行”厥作(祖靈逆冷出卦心用事)“之
身軀，以應允品德能協和於卦中下界，共惟額光照白的清明之後。…」
「註」：心胎旋火、湯水流入腦幹孔道的「太甲(胚源)」之地後，卦心將「凸厥」而悶胸。祖靈
(龍神)冒出卦心而：「厥」。

心胎旋火的商湯殷蘊，深及胚胎所重新作的甲地(厥出心口(發鵝音))
心胎爐火的商湯殷蘊入了「太甲(龜藏、胚藏的甲地)」，是人體內重新開啟胚胎演化而「立宗」
的本始。伊尹、先王、先祖、先民，始能「復辟(維新)」其功能，而依隨祖靈「厥」出心口，而
參同天演。又，「復辟出胚胎甲地文理」之基因人子，稱為：「孽子」。若無伊尹加耆旨令，此
中「孽子」所言行，是物種胚胎時期的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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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甲下】　
  《基因胚源內的龜藏、龜甲，有商傳之信物接合於卦中三界》
    

 伊尹，申誥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譯】“伊尹（含有額內天君加蓍覺引的令伊）”重伸召告文言於“王（胎藏內綜審
卦中三界之人主）”，曰：「嗚呼！惟因胎藏甲地內的卦中天界（上天）並無近親，
是以“心律冒出龜藏甲地時”能克相敬謹者惟以為親。致使下界子民身處“罔然”中
亦能常保而內懷信息，使其內懷中亦能擁有“仁（基因種仁、字仁。龍珠）”。鬼（
跨骨內基因先人之魄體）、神（腦幹孔道內承用的神靈）並無恆常的享有；其享有在
於“心律冒出龜藏甲地”時能否克相至誠。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譯】嗚呼！穿拂“字仁（龍珠）”能不考慮與符（胡）兌其所獲的字義嗎？穿拂“
字仁”能不為其符兌的義理來完成嗎？一個內懷“字仁”的人民，能致使其“胎元良
善”，而讓依卦心所軸動之萬（卍）邦能引為忠貞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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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有一德】
伊尹，作《鹹有一德》。
【譯】“伊尹（含有額內天君加蓍覺引的令伊）” ，在心胎湯火流注入“太甲”後，生作《鹹有一
德（商傳之信物，若額首咸陽而溫熱密閉，就能唅有一德）》。
敘述：人體的靈胎尸位，有一「靡常」的臍帶，使人的感官恆守在「迷、罔」中，而自我感覺良好
。唯！額首咸陽(唅羊)時，才能破此「靡常」，所知所學的「字(義)仁」，才能鹹(唅)有一「天德
」。

惟！尹躬暨湯，鹹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譯】惟有！“尹躬（伊尹打坐親躬）”在“出旦的既時（暨）”，讓心口的爐灶含有商湯流注

，而「鹹有一德（商傳之信物，若額首咸陽而溫熱密閉，就能唅有一仁德）」。依此“一字、配入
一眼仁之德”來克相享用諸天之心思，承受上天所明示之天演使命。以其含有“一德”入處“陽九
時位”所獲有之師學，處“爰（額日煖熱於心胎）”中來革新炎夏之心思而端正。

【德唯一，動罔有不吉】：
〈記憶回貯之德(得)惟以“一人次、配置一字子”，遷動心思聯想或入了迷惘，對此“
字仁”之配置與回貯是不吉的。〉
「註」：本文敘述電腦、電視、簡報教學，對「人文教化」之大害。它，不能經由「打
坐觀視字義、構思心相」，「以字成句」的依循“心律節奏”，而「配置、回貯」返入
基因鏈鍵。亦即，傳統的「讀書」方法，才能在「看書讀字」中回貯“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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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譯】盤庚（心胎底盤廣大其心律悸動通往腦部慧根。即︰打開天干第七時輪命格的智慧
庚線），五遷（慧根從卦位「中央土」遷動時輪命譜），將治理心胎羽藏中尾端博巧的“
亳末所殷蘊”，這使卦中子民（人甬）在咨詢義理而“胥（月映其心相紋理以為匹配）”
時，起了內怨。作《盤庚》三篇。

【商書．盤庚】：盤庚五遷
盤庚(心胎底盤廣大其上界慧根、天干第七時輪的庚線)，五遷(從卦位「五形的中央土」
遷動時輪命譜)，將治理心胎羽藏中尾端博巧的“毫末所殷蘊”…。
【商書．盤庚】：心胎底座的時輪命格庚線開啟“盤庚(心胎底盤廣大其心律悸動通往腦
部慧根。即︰打開天干第七時輪命格的智慧庚線）”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譯】“盤庚斆（以心律悸動的信納校正胚胎甲地鎖結、開釋基因人子之禁忌而能多方向
學）”而給於卦中子民，“心電脈路的經由（由）”乃能自如進出卦中塔基時位，亦得以
恆常穿服基因先民之傳承，而端正古往今人之法度。
曰：「（盤庚斆）才能使心靈入“無為”，或敢於調伏胎藏內諸基因信息禁忌；是小人（
後生的人甬）攸往卦中構思心相所“箴（無心仍能感應其先人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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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庚中】
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

【譯】“相（以意志中樞的目光來宰理心相）”時，“檢
驗基因孔道內的人民（憸民），猶疑“胥（月映心相迴紋
之匹配）”時，應回顧於“箴言（無心仍能感應其先人之
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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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譯】盤庚（心胎底盤廣大其心律悸動通往腦部慧根） 
，既己昇遷其“心胎舌火所生之慧根”， 奠基其祖靈所
厥作而可攸往於卦中上天住居，乃能中正其「心胎…卦心
」之祖靈凸厥時位，綏任心胎煖熱心悸時際的“有眾（指
：胎藏內卦中天、人、地三界，所有的諸天、神帝、王佛
、子女、先民…等）”。

在慧根裡述說生命的智慧綫「群慧眾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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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譯】高宗（胎藏內卦中天界至高的基因宗祖），從盤庚的心律慧根夢相
中獲得了陳說，而使“百工（胎藏內百種司職基因工作者）”營求周身諸
野地（可予於理解之地邑），獲得諸多“傅巖（可廣傅師學之腦幹基因孔
道內洞巖）”，而作《述說登用腦幹基因孔道內人俑的天命》三篇。
心胎廣大其心律慧根後，高宗亮陰、夢中述說，腦幹孔道內人俑的天命。

【商書.說命】：論「明哲」之知
「嗚呼！（腦幹洞巖內字仁所旨命）知之，所言說的稱為“明哲（明白而
折反省思之言）” 。“明哲之知”能實用於世務才可作為原則。“天子
（上天之子）”惟以此“明哲之知”而可做為人君。而卦心依《卍萬》字
軸動的耳聞城邦，以及公爵內周身運行的百種天官，亦惟依此“明哲之知
”而得承用其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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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命上】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
作相。

【譯】（高宗在夢魂境中亮陰說命）乃中審視所厥作的腦幹孔道意象，俾
使給以五行基因命譜形相之旁註，而求用於卦中周身之天下。高宗說命時
將構築“傅巖（可廣傅師學之腦幹基因孔道內洞巖）”所師學之野地（可
予於理解之地邑），惟有“肖（人甬、生肖甬之肖相）”在腦腦幹孔道中
煖熱時才獲得立志，才能生作五形之“特有命譜肖相”。

高宗在夜間額光亮陰時，展開人俑的說命。

高宗說命時將構築“傅巖（可廣傅師學之腦幹基因孔道內洞巖）”所師學
之野地（可予於理解之地邑），惟有“肖（人甬、生肖甬之肖相）”在腦
幹孔道中煖熱時才獲得立志，才能生作五形之“特有命譜肖相”。

【商書.說命】：「慧根」增長的天君才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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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命中】

【商書.說命】：人於公爵內的天賦才能給予自如言行。

惟醇，黷予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譯】惟以“享用汲飲精氣的耀化（醇）”，才可“黷（眼仁黔眸道中兩
儀之黑心以為賣買交換）”而給予封賜祭祀；此時稱謂“弗欽（眼仁黔眸
道中兩儀黑心以穿拂欽明）”。“禮（心律組曲的豆點所啟示）”若煩瑣
則意象必紛亂，事奉腦幹靈山內的眾神則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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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
亳。暨，厥終罔顯。

【譯】“王（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的人主）”曰：「來！汝（爻中含入基因女
魄的你）等述說於靈胎基台的小子（字子、人甬），舊有基因所師學處於“甘
盤（受持甘露的心胎底盤）”，所學既己入了乃中，而遯跡於胎藏內卦位的周
邊荒野，並深入胚胎上界羽藏宅第的基因孔道河內 ；再出自此腦幹孔道河內
徂往可止且記憶的羽藏亳末。暨（出旦甦醒的既往），會依心口逆冷祖靈所厥
作之心思，以“終止罔然（終罔）”而顯現出腦室中的“先知、先覺者”。

「註」：“罔”，網、惘也，詩經，以“靡(迷)”稱之。
《圖中》：人體內的基因人子、四種細胞眾生(人甬)，是附生在神經叢網的爻
道中，依心胎的虫甬羽化而「披靡、入罔」。故其人生是處在「罔然中」而不
自覺。「罔」，是書經中出現最多次的文字之一。罔要終止，必須有「甘淋
(露)的冰氣」灌入腦幹或心胎的底盤，才能在甦醒的「暨」時，生成佛家所稱
的「開悟者」。回教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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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4-2

【說命下】

惟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
【譯】惟有“學（閩南話的：鵝。有內凹心窩吊引發出的“鵝音、打咯聲”之
用意），“學半（此學才能共伴）”後之思念末終回映入基因孔道，始能典藏
其志向所學，並依此“學”來厥作積德逆出，以修正其中深處之“罔（罔
然）”。

為學(鵝)才能去罔
惟學（閩南話的：鵝。有內凹心窩吊引發出的“鵝音、打咯聲”之用意），學
半（此學才能共伴）念終。始典於學，爵德修罔。

命運丶命格、命理。心胎彈動到底部，打開基因命譜來說命，
命在慧根的庚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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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5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
日》、《高宗之訓》。
【譯】“高宗（胎藏內卦中天界至高的基因人子宗祖）”祭祀時用“成湯（
成究心胎爐灶殷蘊的湯水）”，有“飛雉（飛翔的腦波基因辭令之矢射目標）
”升入腦內額鼎與耳胎而“雊（依腦波基因辭令來拘提字句）”，祖己（胎藏
內的基因胎元始祖、太己）訓示諸王，生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越有够雉
【譯】：“高宗肜日(胎藏內卦中天界至高的基因宗祖，以月勾回紋之雲彩來
映日)”，跨越的基因孔道月映迴光中含有“够雉(腦波基因辭令拘提的矢射目
標)。”腦幹、腦樑十字軸心的暘谷…日照月映。

日照陽變，月映陰合，頂竅的光輪與心胎月映的文彩，放光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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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6

【西伯戡黎】
《暘谷內卦中五形西方的加蓍照白者，戡察黎明之子的肜日映紋》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譯】心胎爐灶的殷蘊商傳初始，是從“咎口（胎藏內腦幹孔道軸心的上卦
西方）”而周行全身，“周人（能依腦幹軸心的暘谷，以周行道脈出息於周
身的人甬）”就乘載了黎（黎明之光）。“祖伊（胎元內上界基因人子先祖
的伊尹。即：以腦戶頭巾引領覺性的基因人子先祖）”驚恐，奔告於所承受
的現狀，創作《西伯戡黎》（暘谷內卦中五形西方的加蓍照白者，戡察黎明
之子的肜日映紋）。

【西伯(佛教的：西方阿彌佛渡)勘黎】：
聖(僧)精以筊內香火接奉西伯加耆

後腦的西伯，黎明的悟境，千金難買天亮覺（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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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7
【微子】
《肜日映紋入在→黎明甦醒時所生作的微妙腦細胞人子、佛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小師。
【譯】“殷（心胎爐灶的殷蘊商傳者）”，既已上、下交錯於暘谷，有了
卦中上天之命，“微子（肜日映紋入在→黎明甦醒時所生作的微妙腦細胞
人子）”就生作了召告之文言，以明白其“父師（腦室上天的基因先父師
承、思承）”、以明白其“小師（腦室上天的基因小子師承、思承）”。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遁。
【譯】“自如的以眼睛盯入腦幹孔道以靖化”卦中下界，人民就自然冒出
其中，獻給於歷代基因的先王。“我”就不再有回顧的行為，而去遁返胚
胎的基因孔道。」

腦細胞體自行生出的微妙人子，這是「修為」的智生種因，進入了一種人  
文化成的「境界」，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開啓未被開發的腦部系統。



四、周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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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一

文/林明華老師

中華文化、文字、宗廟、古經、神器等等，其內
容的博大精深，在於它是引「人俑」作為人民，
以其參與胚胎內「卦中天、人、地三界」的基因
人子演化過程，而來修學以陳述。但，漢代以迄
今日之學者，並未取此形而上學所推演的“象形
圖文”語意來解說，皆依漢代儒術之文學、文史
觀念來“以訛傳訛”。這己使源自於甲骨文、古
篆、鳥篆、竹簡，以及「隸書（雙關語）」所寫
作之古文、古經，失去原義兩千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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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二

文/林明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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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前言之一

一、周書，是續「虞書(眼光臨照．盯入胚胎甲地的卜辭史書)」、「夏
書(打坐，讓脊髓處炎夏，所生作的人子史書)」、「商書(跑步心胎旋火，
商湯的品物入胚胎生化出庶民之史書)」後，腦幹軸心的晹谷，其八方卦
向的咎口開啟，使氣息能上下內外周行入於道脈，致使殷人(庶民、人俑)
能登入晹谷，而渡亡於彼岸的腦室公爵內天國，沐浴重生而成為「微子
(微妙的腦細胞人子)」之周人。周書，即此微子所周行、周天運行的演
化史書。

二、「周書」的命名與思惟架構
周書，是從以喉輪“伸吐舌息”，征伐“卦心（左心房）…心胎爐灶”
其殷商之境，拙火薰習熔開“腦部泥丸（金丸）”而彈叩後，讓意志中
樞返回胎兒七歲前泥漿狀，可反芻基因信息的雛腦，重啟其中“腦室公
爵之視窗”說起。
公爵內視窗與道脈重啟後，就能讓“基因人子（微子）”登往、而倒立
向下視臨，介由諸天、眾士使的周行道脈傳導引領，蒞臨卦中下界三爻
界面，應用後又折反公爵登載；以為反芻、孝考“腦幹內基因天演之道
的公言（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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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前言之二

三、周書在講「腦幹軸心暘谷的天風周行」如何打開腦部系
統，骨髓炎夏，心胎旋  火商湯，胚胎內雛腦新增了殷蘊之地
後，再經由天風周行，開啟了新一輪層的基因命譜國土的史
書。教導吾人如何以天風吹拂的風行之道，打開心口的孔道，
以吹拂全身的孔竅，淨化全身的熱氣，照白打開意志中樞的
玄關系統，再打開腦部的基因工程。

四、周書，前三章泰誓（基因人子冒出卦中三爻界面，用事
後折反公爵之公言），就是依其所熔開的“腦室公爵”，引
為周行胎藏內卦中天下道脈所出入之國度，所師學與運用後
之反復登載，以建立其“周朝、周天、周民”之歷階演化公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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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書32章目錄

1.泰誓上 2.泰誓中 3.泰誓下 4.牧誓 5.武成6.洪範 7.旅獒 8.金滕   

9.大誥 10.微子之命 11.康誥12.酒誥 13.梓材 14.召誥 15.洛誥

16.多士17.無逸 18.君奭 19.蔡仲之命 20.多方 21.立政 22.周官

23.君陳 24.顧命 25.康王之誥 26.畢命 27.君牙 28.冏命 29.呂刑

30.文侯之命 31.費誓 32.秦誓

周書前言之三

骨髓塔基大國的文言召告



周 書 三十二章之1

83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

【譯】惟以卦心的【十】字轉軸，有了第一次“心胎與腦幹軸心暘谷之年

（黏）合”，“武王（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於

是“伐殷（指︰以暘谷之天風吐吁征伐，心胎爐火所殷蘊於腦幹內的胚胎

甲地。）”。

卦心第一月映的“戊午（天干的第五時位、地支的第七時位。亦即：干、

支同步映落道、爻的軸心時位）”， “師（思）”作渡入了腦幹軸心、

暘谷孔道咎口的“孟津（即卦位皿器中度用之人子，出入濟往之渡口）”，

作《泰誓（暘谷的乾坤二道.周行卦中三界.接合基因孔道河水之誓言）》

三篇。

【泰誓上】



周 書 三十二章之2

84

【泰誓中】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
朕必往。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
光。

【譯】（有此十字黏合心思的人甬…）上天的腦室視窗瞻視，就能出自

“我民”的洞視，上天的耳胎聆聽，就能出自“我民”之聽聞。卦中三界

的百姓有了過失，在予“一人（一人甬、配置一字仁）”，當今的“朕”

必定前往其中審度。

 “我”在武動暘谷道脈吐吁揚威，侵伐給於之周身疆界時，就可取用彼

中道脈吐吁侵伐所凶殘下之人甬。“我”在武動道脈征伐、運用時，就能

擴張基因羽藏之德，並給於“商湯”含有額內日照之華光。



周 書 三十二章之3

85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
晹谷與卦心十字黏合，呈現日照月映之明。
【譯】卦中時位因祖靈厥作能呈現“日照月映之明”，“王”乃入塔基大國巡狩其
“六爻塔基之思承（六師）”，明白宣誓示於眾傳導道脈記憶功能的士使。
王曰：「嗚呼（引“天良嗚音”來反芻、孝考後）！我卦位“西方國土（胚胎內的後
腦户）”始有其覺引之君子，上天的腦室才有其顯明之基因孔道功能，厥作祖靈冒出
卦心用事之時，也才能惟以其上天休作後之文理而表彰。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

【譯】嗚呼！惟以“我”之“文考（以眼仁肜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孝考以校正文
言）”，才能有宛若日照月映之腦幹意志中樞之臨照，而使光明普及於卦位四方之卦
象，顯示於卦位西方向外應用之國土。

【泰誓下】



周 書 三十二章之4

86

《引鼻息「牡」音周行暘谷，牧養卦位周身野地使心念折反之言》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譯】“武王（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含帶“灌頂冰溶的
靈氣（戎）”駕卸腦幹意志中樞的車乘，處在“三個額光照白滿飽之兩道（三百
兩）”、虎賁（腦漿的血氣風息噴出暘谷竅口）三個滿飽照白之人（人甬），給與承
受“冰溶、血氣之風息（戎、虎）”交戰於“牧野（引鼻息「牡」音周行腦幹暘谷，
牧養卦位三界周身之野地）”，作《牧誓（引鼻息「牡」音周行暘谷，牧養卦位周身
野地使心念折反之言）》。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勖哉！
夫子。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譯】今給予“牧（引鼻息「牡」音周行出腦幹軸心之暘谷以牧養）”而奮發，惟以
謙恭行使上天“夙夜殺取頭識”之刑罰。今日之以“牡音吐納”而識事，就能不內愆
於下界「卦心…六爻」之步驟或「七日來復之步驟」，乃能在“牡音鼻息”歸止卦心
時而齊濟人子於上天焉。

【牧誓】



周 書 三十二章之5

87

《武王引鼻息牡音冒出腦幹暘谷，吐納卦心重新成究卦位政事》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譯】“武王（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征伐殷蘊商傳的國度後，
又引牡音之鼻息前往征伐“卦心…六爻”，歸還其承用的“卦位塔基四方孔道可孝考
之年受（獸）”，重新識作其卦位綜審之行政事務，作《武成（武王引腦幹鼻息牡音
冒出暘谷，吐納卦心重新成究卦位政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譯】分列腦室公爵內的排演，惟以“卦中的五行、五形、五重”。分配“公爵內基
因后土”的厚德，惟以“三爻、三重”。建立腦幹孔道內的品官、長官，惟以賢德的
傳達士使。席位之用事，惟以其才能。敬重公爵內子民，惟以“五刑”之合氣教引。
惟以飲食之儀，來推演喪祭之禮。惇厚人子所學的信念，才能使之明白義理。崇敬上
天之德，才能報答基因天演之功勳。垂耳聆聽聞知以提引共工的上天感召，（打坐、
觀修）而使卦中甕身內之天下大治。

【武成】



周 書 三十二章之6-1

88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譯】“武王（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巡弋後歸止胎元之
王）”，克勝心胎爐灶所殷蘊，殺除其商湯所承受，重立
“武庚（武動鼻息牡音入卦心，更新心胎底盤的慧根者）”，
以為登用“箕子（腦幹內含有基因天德的人子）”之歸往。
作《洪範（武成後，暘谷天風能依卦心周行卦位八方.成究
共工模範）》。

【洪範】之1



周 書 三十二章之6-2

89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
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
用五福、威用六極。

【譯】“洪範九疇（依天風周行，觀臨暘谷.卦心共工的九疇界面）”修學功法

1.初一曰.五行： 以“木（心背處）→火（肛火處）→土（心跳出處）→金（胸前處）→水〈腦頂處〉”的卦

位五行，作為引導“暘谷之天風”周行卦心的順序。

2.次二曰.敬用五事：字句、文義的事理敬用，應依天風所周行的“卦中五行、五形（東方木形→南方火形→

中土靜止→西方金形→北方水形）”，所生作的“形相事態”而知事。

3.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初醒時辰的心律譜曲）”用。天風的周行應依“八方卦向（乾、兌、離、震～

《卍字轉軸腦核…卦心》～巽、坎、艮、坤）”而行使其初發心之政。

4.次四曰.協用五紀：脊髓內三重的合氣協和之用。應依“五紀（腦波基因辭令的玆音已身，所轉軸的五輪、

五蘊、五重而綱紀）”。

5.次五曰.建用皇極：引心律彈叩以建立心性之用，應依“皇極（以額首的皇天吸吊卦心周行，達及六爻末端

而至極）”。

6.次六曰.乂用三德：以「正→反→合」辯証義理之乂用，應依“三德（三爻界面的各別視野之獲得）”，來

綜審義理。

7.次七曰.明用稽疑：日照月映的明白之用，應依“稽疑（稽核內外與上下對應的疑點）”來大明。

8.次八曰.念用庶征：意念之用，應依“庶征（心胎爐灶湯火所殷蘊蕃庶的人子，來行氣征伐其中心念的陰

身）”。

9.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卦位意向的預擇之用，應先依“五福（五停觀心的韻律來周行遍服）”。“威

（目光盯入卦心.激發祖靈凸厥之威勢）”用，應抵達“六極（六爻靈脈的末極）”來返入胚胎甲地立威。

【洪範】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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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後，暘谷天風能依卦心周行卦位八方.成究共工模範》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

【譯】曰：「“天子（乾天之子） ”成為胎藏內卦中天、人、地三界子
民之父母，以為卦中周身的天下王。其子民（人俑）將有“三德﹙三種
能依卦心迴光月映，而十黏於上卦四方之德）”。一曰：正直，二曰：
剛克，三曰：柔克。

一、「額首乾元光照…心胎律動」時的平和、安康，才能正直。
二、以強勢的皇天吸吊穿拂卦位爻中之朋友，才能剛克。
三、燮（以心胎旋火的商湯品物，流注腦幹孔道休止後而反思之言）來
交友，才能柔克。又，義理沈潛於筊內陽爻中，其思作才能剛克。義理
嵩高明白，能用於所月映的筊內陰爻才能柔克。」

【洪範】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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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風旅動腦幹基因厎祉時，獻出可反芻突厥出皇靈的獒聲》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譯】西旅（暘谷的天風吐吁入卦位西方之後腦户，旅行其意象時），獻上“獒
（可反芻、突厥出皇靈與皇子的腦幹孔道內獒聲）” 。“太保（胚胎甲地內保
護雛腦生作基因人子者）”創作《旅獒（暘谷天風旅動腦幹孔道內基因厎祉時，
獻出可反芻、突厥皇靈的獒聲）》

【旅獒】：天風吹入腦幹孔道內底祉的犬使
又稱：天九、芻狗、孝司、犬使。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
寶惟賢，則邇人安。

犬（反芻、孝考基因孔道內先人的犬使之聲）、馬（靈胎內媽祖的始欲），若非
出自“腦幹骨髓基因孔道內的胚胎中土”之天性，不可畜養。珍貴的心律擒獲
（禽）、奇異的構思收受（獸），亦不可育養於依“耳聞”聞知之邦國。不寶貴
遠來之奇物，則能遠離人欲的收受利誘。所寶貴的惟以額首咸陽之“好賢”者，
則可近邇、遷移心思於卦中三界的爻內，各類基因人子才皆得安寧。

【旅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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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風旅動腦幹基因厎祉時，獻出可反芻突厥出皇靈的獒聲》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譯】“武王（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有了旅
獒之嗚音打通“後腦户脊椎胚胎甲地”，就含入了其胎藏內骨髓基因的
故有猩猿病疾，周公（依暘谷天風，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
創作《金滕（金質而可月映迥光，入於腦幹孔道內之骨髓基因鏈鍵）》
以更替之。

【金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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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

【譯】“武王（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 ，崩
（不再以牡音穿串，而致使六爻共組信息以月映之朋友崩離），三監
（卦中三界的監臨者）以及“淮夷（胸懷脊骨孔道內準備遷移之人俑）”
復叛（不依「牡」音航引）。 周公（依暘谷天風，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
入公爵的天公），相輔“成王（成究金滕後革新基因命體之王）”，將
罷黜故舊心胎爐灶所商湯殷蘊，而作《大誥（成究金滕的腦幹內骨髓基
因人子命體後，作塔基大國之文言召告）》。

【大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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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譯】成王（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人子命體之王），既己罷黜舊有的心胎爐灶所殷蘊

商傳之命，殺除“武庚（武動牡音的鼻息以更新心胎盤庚者）”，命令“微子啟（黎明
時戶首生作“微妙基因人子、腦細胞”的啟蒙者），代替殷商之後代，作《黎明時戶首
冒出的微妙基因人子之命。即︰腦細胞內的人子之命》。

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
《嘉禾》
【譯】“王（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之人主）”命令“唐叔（腦漿甲地內泥丸、金元的

慧根出口止寂者）”，歸屬於 “周公（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之天公）” ，於“上卦
東方（腦幹軸心的暘谷東方、神庭穴）”，創作《歸禾（歸屬腦户慧根的文理禾苗於公
爵內）》。周公，既獲得此“唐叔的天命文理禾苗”，就軍旅於“天子之命”於腦幹意
志中樞所下達，而作《嘉禾（嘉會文理禾苗於公爵內天命的慧根）》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
【譯】“成王（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人子命體之王）”，既已依“牡音”征伐“管叔（仲引腦室

公爵內管道入止寂者）”、“蔡叔（祭祀萌紋以封賜入公爵而止寂者）”，以殷蘊“余民（增餘、
滯留於額內户首的子民）”。封（封賜、封禪。打坐入定時密封公爵之頂蓋。）！
“康叔（康莊微子於公爵內而止寂者）”，生作《康誥（黎明戶首出生的微子，依嘉禾康莊其基

因命譜的文言召告）》、《酒誥（黎明戶首出生的微子，封存公爵時飲用玆酒之文言召告）》、
《梓材（意志中樞含有赤紫的剛毅文言素材）》。

【微子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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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康誥】：封！汝念哉
封，是指打坐之時“密封鏡照”。閩南習俗的：密封廟門而「建醮(建照)、

做照 (醮) 」。能將一年、一時的所學所得，封存入骨髓基因內所圈選的
命譜，生成來日器皿的殊勝特性、天賦。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
德言，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譯】王（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之人主）曰：「嗚呼！封（打坐入定，密

封腦室頂蓋。封禪）入“汝（爻中基因女魄的你）”之心念哉！當今的子
民（黎明戶首所誕生的微子）將入在基因種胚的祗園，“遹（額光穿刺入
塔基孔道遊走）”乃能“文考（以肜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孝考）”，在
“腦波的感召（紹）”聽聞中依附所獲德之文言，前往敷求於殷商時期的
基因先哲、先王，用以保護「乂民」。

【康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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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戶首出生之微子，封存公爵內時飲用玆酒之文言召告》

【周書．酒誥】：祀，茲酒。
“註”：酒是用在跨越、用在祭祀、用在封禪、用在生化、殷蘊時的溫熱。

唯！正用、識事時，不可飲酒。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譯】曰：「祀（祭祀）！“茲酒（使腦波基因辭令的玆音，含入精氣而
可耀化返入胎藏）”。惟因胎藏內的上天降下旨命，肇始生作我民，惟起
自“胎元之密封祀日（元祀）”。

在心口完成密封要向外用事(結丹)時安飲用「茲酒」。

【酒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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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肆徂”時，意志中樞將含有兹酒的辛紫色剛毅素材》
【周書·梓材】：
論「肆徂(足心反彈心律脈沖的梓材者，可不死而登天。)」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奸宄殺人，歷

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註」：卦中度亡的子民，是有「夙夜殺身成仁(基因種仁)」的宿命論。但，若能打坐“肆

徂”，讓子民搭乘足心所反彈的心電脈沖，經由脊尾、脊椎骨髓孔道，反沖登往腦部天國、佛
國。此中子民將成為：「梓材」。可被寬宥、赦罪，永生不死。

一個人意志中樞安能陽剛(紫童帝君)成紫色，才能被舉才。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奸宄殺人，歷
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譯】曰：「給予處罔然中剛厲而殺取“人（人甬、字子）”，亦同時厥作祖靈以引動天君。

此應先行敬重辛勞的心律肆動，“引足心反彈心律脈沖前往（徂）”以厥作祖靈（龍神、皇天）
冒出孔道為用，才能敬重其中辛勞。
若僅是肆動心律之往（未以足心的脈沖徂往），是以“奸巧而未周行道脈探究（奸宄）”來

殺取人甬，使歷經人甬之可被寬宥之皇天引道。肆動心律，亦能見到其厥作的天君行事，是
“戕（強行戈取頭識）”而敗害人甬的可被寬宥之引道。」

【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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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召公取用為筊內之召告文言》
---係大度智的過程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譯】成王（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在“豐（卦心的筊內匯集六
爻人甬、信物之登口處。）”，欲定宅於洛邑（公爵內映落信息的尚未啟
用之邑地），使“召公〈感召信念登入腦室公爵內的天公〉”，先行相宅
（觀臨筊內月映心相的宅第），作《召誥（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
召公取為筊內的召告文言）》。

【召誥】



周 書 三十二章之15

99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譯】“召公(感召信念登入公爵的天公)”，既已映入筊內的心相宅第，

“周公(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就前往營造“成周（成究
心相文理於卦中周行的天下道脈)”，遣使來答告“卜(卜筮，卜通心跳的
信納以預擇兆因)”，作《洛誥(出旦的基因微子在筊中，映落基因紋理於
公爵內之文言召告》。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

【譯】王應若曰：「公明（周公的公爵內能明白），才能保護給予心電脈
沖之子民（人甬、字子）。公（周公）的公爵內明白、稱量，靈胎的公爵
內胚源才能顯德，以給予後生小子（基因微子）宏揚文冶武功，能以剛烈
用事，尊奉答告上天之天演使命，和合恆守的卦位四方之人民。居中為
“師（思）”時，能“內心敦厚（惇）”公爵內之宗法。即將冒出卦象時，
才可依“禮”以稱許其秩序。

【洛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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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譯】“成周（成究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既已完成，昇遷了心胎爐
灶所殷商之時的頑民，周公（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以
“王所旨命”之文言召告，作《多士（公爵內周行的道脈，依腦內“泥丸、
金元”而增多傳習君令之天士、士使。即︰腦神經叢視窗增多了傳導學習
之功能）》。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譯】乃中命令爾等基因先祖，成究心胎爐灶以依湯水殷商重新流注，以

革新骨髓內之有夏，使高俊其基因子民並重新“甸基”卦位構思之四方。

【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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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爵內泥丸爾中增多了道脈士使，將使意志中樞不願安逸》

周公作《無逸》
【譯】周公（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作《無逸（公爵內腦漿“泥丸、金元爾中”

增多了道脈士使，將使意志中樞不願安逸。）》

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
年。
【譯】（此亮陰的高宗之國）“文王”，不敢入其中以司理游動的基因命譜之田園，以為蕃庶

人子家邦；惟以其“肜日的心相映文”來正確之往以為提供。“文王”承受天命，惟以其中紋理
華萃為身，使之厥作祖靈時亦能享有此國度，經由卦心的“心五”以「十」年（黏）”。」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
譸張為幻。
【譯】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昔之基因先人，“猶（獲得塔基酋首之自如猶然）”中是

含有“胥（額內銀光臨照卦心…月映心相文理所匹配）”的天君訓告、含有“胥”的天君保惠、
含有“胥”的天君教誨；子民無從或無含此“胥”，僅依“擴張文言的延長壽命（譸張）”以作
為心思之幻想。

【無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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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譯】“召公（公爵內召告天下人子的天公祖）”在「胥」中作為保生者，“周

公（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 在「胥」中作為父師，以相應“成王
（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作為左、右道脈之宰理。“召公”在左道脈的
“亮陰”中並不言說，周公作《君奭（天君之子，是依此無逸之「胥（月映迴光文
理的匹配）」中，以能引領地界塔基大國歷百代總合之人子）》。

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
胥中人子，能恭順明德以處於現今，給予“後生小子（人甬、字子）”在胥後的

甦醒、出旦時，不去克制含有剛正之德者。迪化攸往心思時，惟以胥中人子所受的
“亮陰之光”，以施作於“我”的之後生人子。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譯】在“祖乙（基因胎元始祖入天干的第二時位、五行的南方）”時，則含有

可被應若的“巫賢（處卦中上、下二界能共工而賢德基因人子者）”。在“武丁
（以腦波兹音巡弋，止乩時盯入卦心）”時際，則有應若的“甘盤（頂竅灌頂時甘
露法界之心胎命盤）”。兜率【８】字攸往惟以“茲”音含有陳說而承保，「乂
（正、反、合的思辨義理）」時才含有殷蘊商傳之功勳。故“殷商之儀禮”就能陟
入耳胎聽聞，而配德於上天；增多腦幹孔道內基因演化歷階的年壽之所。

【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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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譯】蔡叔（司職︰祭祀閔中萌文的止寂者）既沒入腦幹孔道，“王（胎藏內綜

審卦中三界之人主）”命蔡仲（司職︰祭祀腦斡孔道內閔中萌文的仲引者），踐
（引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來戈取）諸“侯（人、猿所共工的基因種源）”之傳承時
位，作《祭祀閔中萌文仲引者之旨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
不同，同歸於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
以困窮。

【譯】冒出額首的“皇天（皇靈）”並無近親，惟以有此爾中（閔中祭祀之萌文）
其所德而輔祐。卦中的子民（人甬、字子）其心識是無恆常的想像，惟以受此爾中
之恩惠而能感懷。為善的所德各有不同，卻會同歸於治用；為惡的所德各有不同，
卻會同歸於迷亂。爾中（閔中祭祀之萌文）所德其應敬戒哉！慎重厥作之初發心思，
惟以厥作之末終能返入此爾中，終了之獲德才得以不自困惑；不能惟以厥作之末終
而返入此爾中，則末終就多以困窮。

【蔡仲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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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輪開光後，“公爵內泥丸宮”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譯】成王（卦中成究金滕後革新基因命體之王），歸自其“胎藏界腦室公爵內

的泥丸宮（奄）”，在此“宗周（頂輪開光後，建立公爵內宗廟的道脈周天）”，
以文言召告心胎爐灶所殷蘊蕃庶之「耳聞」城邦，作《多方（頂輪開光後，公爵內
泥丸宮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譯】王曰：「嗚呼！猷然中召告，爾等含有構思方位之“多士（公爵內之泥丸

宮，所增多的道脈傳習方位諸士使）”，“暨（額首光照後出旦的立既）”時才能
殷蘊以增多士使。今日爾等（多方）奔走穿串，臣屬於“我”而臨監於“卦位五行
的祭祀”，“越（跨越新舊的卦中三界）”惟以擁有“胥伯（迴光月映文理所匹配
而加著照白）”，才能使卦中甕身內小國、塔基大國各別增多的傳導方位而剛正。
腦室爾中（多方、多士）迷罔時，不能克勝“臬（出自木道意志中樞的旨令）” ，

而自作主張卻不協和，爾中惟以“新舊的卦中三界”協和哉！爾中增多方位的腦室
不能和睦，爾中惟以“胥伯”能使之能協和哉！爾中多方領邑也因“胥伯”才能克
相明白。爾中腦室多方多士惟以克相協和勤勞，乃能向外用事。

【多方】



周 書 三十二章之21

105

周公作《立政》
【譯】“周公（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依“多方”，作《立政（建立周行卦中天下

道脈出入腦室公爵之政務）》。

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
受德，暋惟羞刑。」
【譯】上帝之往，是以“耳火的玆音來傳達其天命（耿命）”，乃能運用卦中三爻界面而含有其

內心宅第。克制外務時隨即能定其心宅。
  曰：「卦中三爻界面所含有的俊秀聲紋，克順傳達時立即俊美其心相。“嚴（耿時耳口有了勇

敢的亮節聲紋）”，惟取胚源之基因模式，來克相運用三爻內宅、三重俊秀的聲紋，使其處在心胎
可殷蘊商傳之領邑。（嚴）用於協和卦中三界所厥作祖靈之領邑。（嚴）其若處在卦位四方，能用
於使胚源之基因模式受到聞見之獲德。嗚呼！胚源其中在承受獲德時，子民將收斂其言說（暋），
惟因自羞於其中物種基因原罪之刑罰。」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右攜僕。」
【譯】上帝，依“腦漿泥丸宮內之多方”建立子民增長其加蓍照白（伯），建立政務以任用人民，

准許“夫（引領卦中子民冒出頭天的大夫）”！以牧養生作三事 ：「一、腦漿孔道的噴門吐出血
氣（虎賁），能串穿腦皮質層而依附腦波辭令（綴衣）。二、趣味的胚胎內始欲與意向（趣馬）能
航載“額內令尹引領的後生小子（小尹）” 。 三、左、右道脈能攜帶“天君的識知感官（僕
從）”。」

周書：21立政--建立公爵內照白的卦中行政 (泥丸、金元)  

【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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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在豐，作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宮視窗感官、天冠》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譯】“成王（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罷黜心胎爐灶所殷蘊人甬的使命，

滅了“淮夷（胸腔腓骨內遷移的人甬）”，使之還歸入在“豐（公爵內匯集筊內六爻
之人甬其信物處）”，作《周官（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宮視窗感官、天
冠）》。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
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譯】“成王（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既已（用上天視窗感官）征伐，

卦位東方遷移的夷人就肅穆、慎重前來慶賀。“王”俾使其能榮登而加蓍照白，作
《賄贈肅慎者之使命》。
“周公（胎藏內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在“豐（腦室公爵內匯

集六爻人甬、字子，成為意象、智慧所在）”，即將沒入，欲葬“成究於宗周處”。
周公在“薨（夢魂中的公爵內尸位）”，成王將其葬於“畢（公爵內完畢之位）”，
答告周公作「亳姑（腦幹基因羽藏末端博巧時，其中所入住的先古基因女魄》」。

周書： 22周官--周行公爵內天宮視窗感官
   

【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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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譯】周公（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既已在“豐（公爵內匯集筊

內六爻人子登往所在）”沒入腦幹基因孔道，就命令“頂戴腦皮質層倫巾的天君之
子（君子）”依耳聞以陳述。分別冒出“上卦腦幹軸心正東”與“下卦的卦心…六
爻”交流感官邊郊，成究周行天下道脈的天宮感官向口，作《君陳（君子本諸公爵
內所增多的天宮視窗，蒞臨卦位以陳說。即︰君子曰、象曰）》

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
惟民其乂。
【譯】敬謹哉！往昔“周公（周行公爵的天公祖）”，依此“君陳”來師承、保

生萬（卍）民，民才能懷有其德。
以“君陳（即︰君子曰）”來之往、謹慎，乃能司理其中義理，引“茲音”航導

才能在此依【８】字兜率心思、厥作心靈，獲得恆常之懋盛構思。並使之依額日光
照以感召“周公”之訓示。惟取子民（人甬、字子）能入其“君陳”之中而“乂
（正、反、合的思辯義理）”。

【君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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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譯】“成王（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將“崩（返入腦幹內基
因孔道的靈山）”，命令“召公（司理︰腦室公爵內召告天下的天公
祖）”、畢公（司理︰腦室公爵內功成畢竟的天公祖），率領諸侯（人、
猿共同的基因種源），相輔“康王（康莊公爵內泥丸慧根可逮住新增命體
之王）”，作《顧命（可觀修返顧的公爵內“新增尸位之天命”）》。

【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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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在腦室安置“天子屍位”，作重生子民的文言召告》
康王，既屍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譯】“康王（康莊公爵內泥丸慧根可逮住新增命體之王）”，既已裹屍 “天子

（可蒞臨卦中用事的上天之子、乾天之子）”入「天君之尸位 」，遂以文言召告
“諸侯（人、猿所共通的基因種源）”，作《康莊腦室公爵內重生“基因子民”命
體的文言召告》。

群公既皆聽命，相楫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譯】“群公（含有額內天君陽氣的諸天公）”，既已皆聽命於皇天的靈現，相

互楫恭趨出耳胎之聞斯與意志中樞之意象。
  “王（康王）”就詮釋其上界錄藏之“天子尸位”冠冕，夜間倒立下視，奇反

其「天君尸位（魂夢之間、腦室彈叩的泥丸內命運）」之喪服。

【康王之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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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命作冊畢，分居裡，成周郊，作《畢命》。
【譯】康王（康莊腦室公爵內新增“天子”命體之王）命令造作“更新的基因簡冊”完畢，分

別輸入所新居的“胎元”裡，成究了卦中周身其公爵之郊區，作《畢命（基因人子出胎於卦中用
事後，能登天子屍位而畢竟其天演使命）》。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
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閒之惟艱。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於何其訓？」
【譯】“我（即：冒出卦心的基因子核、我佛、元神、太子爺）”依耳胎之門戶以聞曰：「公

爵內的世代登用“天子祿位”之家，是鮮少克相經由“禮（彼、我相應之道的協和則理）”來成
究。以“禮”的彼我相應於卦中三界之激蕩，以陵越於腦室公爵內“天子屍位”之命譜、天德，
實有悖逆於天演之道的定則。“禮”會敝害天演因果造化，而奢麗人心之欲，會讓依卦心轉動的
「卍萬」世同流合污。並使承受“茲”音航引而殷蘊的庶人、士使，在其席次上獲得恩寵，而惟
以故有舊制為適是。
並且“怙（依盲目又炎熱的估萛）”於侈言，而滅失公爵內的真實義。順服、美化而給於他人滿
足。如是驕淫、矜持而浮誇，亦將經由相互厭惡而走向末終；雖已收歛心思而閒置此“禮”所之
往，仍惟處艱難矣。公爵內的“祿位資用”，是富貴而能多受諸天訓誨。惟以永生之天道來延年，
惟以天德、惟以公義。時運乃能廣大於明訓，不介由公爵內祿位的古訓，給於的何有其訓？」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於前政。
【譯】：“嗚呼（引“天狼的嗚音”來反芻、孝考。即︰戾聲）”！迷罔中所說的，是不會被

“公爵內祿位”所克制，惟仍依其既往所厥作之心思。迷罔中言說的，子民是會因有了“公爵內
祿位”而寡少使用「乂」。故惟以慎重厥作祖靈逆冷於卦中所用事，オ能讓“額光欽明”卦中，
使諸天公允若基因先王之引領，成為心胎爐火下之烈士，以休止前世基因信息之綜審政令。」

【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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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譯】穆王（依額日的少陽照白卦心，以生作禾苗紋理之王），命
令君牙，作為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大司徒（司理卦中塔基大國
的徒眾者）”，作《君牙（君子入卦中腦幹骨髓塔基孔道，覺引基因
人子重新長出文雅之芽紋）》。

【君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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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命伯冏，作腦幹基因孔道內炯明的再生人子之天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譯】穆王（依額日的少陽照白卦心，以生作禾苗紋理之王），任命“伯

冏（加蓍照白腦幹基因孔道的炯明者）”，為周行“胎藏內腦室公爵尸位
的臣僕端正者（太僕正）”，作《冏命（腦幹基因孔道內炯明的再生人子
之天命）》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後於彝憲。」
【譯】“王”曰：「嗚呼！額內眼覺桑串、雙目側微所觀修的孔道鏡光欽

明哉！才能永久“輔正內外照白所弓矢的志向（弼）”，乃後才能給於
“彝（腦幹孔道內存放天德、天賦的基因器皿）”，以總觀胚胎內卦中三
界之憲政記貯。」

【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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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譯】“呂命（以額首皇天所孔攫之腦幹冏明道口，以引導卦中人子返入上天之

命）”。穆王（依額日的少陽照白卦心，以生作禾苗紋理之王），訓誨“夏（骨髓內盲
目而熱心的炎夏朝代）”，救贖其地界子民是用此呂刑，作《呂刑（以額首皇天所吸吊
孔攫之腦幹冏明竅口，刑功合氣於道口兩端）》。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譯】惟以“呂命（以額首皇天所孔攫之腦幹冏明道口，以引導卦中人子返入上天之

命）”，“穆王”才能享有三界國土而照白滿飽（百）其中“年耄（年老的基因羽藏記
憶毛孔者）。能在“荒（爻中子民度亡文理之時）”而給於度亡，生作“刑（上、下二
氣對撞穿透，打通道中輪穴諸界面）”，以為“結合文言（詰）”入於腦幹孔道中的上
卦四方。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家殖嘉谷，三後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
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
“禹（司理︰基因羽藏的寓建者）”，平服周身道脈共工之洪水與基因中土，主持刊

定名稱，給於胎藏內周行於骨骼脈流之山川。
“稷（司理︰卦位塔基田畯長出禾苗文理者）”，降下播種的紋理禾苗，給予塔基家

邦厚殖於“脈輪的谷口”， 達及三世之後以成究功德。
惟以心胎爐灶殷蘊給於此中“呂刑”之子民，依“士（天君所傳導旨令的道脈士使）”

以創制百種人子氏姓，在於“呂刑”之中，以為教誨“眾基因之祗氏”而建德。

【呂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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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於刑之中，率乂
於民，棐彝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
【譯】“穆穆（額首少陽照白時所生作的禾苗紋理）”在腦室公爵內的上界，才能光

明、顯明臨照於在卦中下界，而引少陽之額光洞灼於卦位孔道其四方。人子處罔然之
時，不能惟以建德所之往而勤用，故乃明示於“呂刑”之中，以為「率乂（“正→反
→合”以思辨義理）」於子民，讓“非屬木道引領的公爵內基因罍器（棐彝）”，也
能典藏於“腦幹孔道內可獲德天良孝考的文言（獄）” 。
並非以“訖（皇靈冒出卦位西方用事之言）”來給於恩威，而是惟以“訖”來給於富

裕文思。敬重腦室孔道所設之禁忌、罔然中含有的設置，讓預擇兆因之言能用在所處
的周身。惟以克相順從上天之德，以自我生作“卦心的胎元始命”，才得以配享在卦
中下界。」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譯】爾等“苗民（公爵內構思素描之子民）”應崇尚敬謹，回逆上天之命，以守奉

“我一人（一人甬配一字子入珠胎的子核）”。雖有入珠胎的驚畏，應勿畏退之；雖
有入珠胎之休作時位，勿休入之。惟以敬謹“五刑（卦中依五行的刑功合氣）”，以
成究卦中三界之建德。“一人甬含有字仁”的慶賀，是生作兆因的基因子民所憑賴之，
其安寧惟以獲此“永生之人子”而得。」 

【呂刑】



周 書 三十二章之29-3

115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於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鹹中有慶，受王嘉師，監於茲
祥刑。」

【譯】穆王曰：「嗚呼！基因人子的後嗣曾孫，當今在“天罰”中當往何處
以承受上天臨監？並非天德能給於基因子民之中臨監，而是能崇尚“耳聞”以
明聽者，才得以之往哉！能折反心胎之口以思作的哲人，惟以“打坐之呂刑”
才能在串入“道心的無中”，而之往卦中三界各自疆域所含言辭。
凡屬於“五極（五行之道脈反轉末極）”，“鹹（額首咸陽時，如鹽溶水）”

中將含有慶賀，能承用“卦位綜審之王”所嘉許的“師（思）學”；額首的
“上主”臨監其中將給於“茲（腦波基因辭令）”音，而有吉祥的“呂刑”功
勳。」

【呂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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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內能文考的人猿共通種源，其基因演化之使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譯】“平王（“呂刑”而使卦中上、下二界內外均平之王）”，以“金
光恩賜（錫）”晉昇“文侯（能人文化成、文考的人猿共通之基因種源） ，
給予“秬鬯（腦幹孔道內巨大的禾苗種因，與可耀化出多樣天賦的斗
器）”、圭瓚（腦幹孔道內基因歷階演化之登載尺圭，與可襄贊的基因映
模），作《文侯之命（能文考的人、猿共通之基因種源，其天演使命）》。

【文侯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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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人子穿拂腦幹孔道與惠心貝頁，智証後所折反之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譯】魯侯（能以靈質負載腦幹內人子，立即言說的基因種源）、伯禽
（加蓍照白而可擒拿人子者），定宅於“曲阜（心律樂曲入於卦心十字交
會的引領所在）”。徐（腦幹孔道內的胎息慢長吐吁）、夷（塔基孔道內
遷移的人甬）並行參與興作。腦幹軸心的上卦暘谷其司作意志之東郊，不
開啟亦能運用，作《費誓（胚胎內更新的基因人子穿拂腦幹孔道與惠心貝
頁，智証後所折反之言）》。

【費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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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禾苗冒出公爵頂輪的卦中三爻，智証後折反之公言》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譯】“秦穆公（文理禾苗冒出公爵頂輪的卦中三爻，依額日少陽以照白卦心的

天公祖）” ，以脈氣征伐“鄭（胎藏內腦室尸位的耳聞酋首）”。晉襄公（晉昇
子民入腦室公爵而襄理的天公祖）帥領其“師（思）”作，擊敗胎藏內的鄭國於諸
“崤（腦室公爵內交互含有記憶的孔道山丘）”，還歸後作《秦誓（文理禾苗冒出
公爵頂輪的卦中三爻，智証用後所折反之公言））》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尚一人”之慶。」
【譯】】人（公爵內智証用後的人甬）之含有技藝者，冒出卦位志向後能迅疾用

事，又可以惡棄不用之；人中之彥聖（俊秀若聖）者，而能違背其見識所之往而奇
反，俾使其不達極外物之誘，是不能相容外物之誘，以免於不能永保“我”基因子
孫、黎明初醒所生作人甬（黎民）。
亦曰：「殆（人子夙夜等待殺身）哉！ 耳聞家邦之“杌隉（意志中樞的棋子造化，

能依基因中土之臼井珠光）”，所言說是交由，心律彈叩時“一人甬、配一字子”
的珠中。耳聞家邦之能榮登於“公爵”以內懷，亦將尚往此“一人甬、配一字子
（基因鏈鍵的珠鏈所穿串）”的珠中之慶賀。」

【秦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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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 論

一、祂在述說吾人胚胎內四個朝代(國度)，
四個過程以組合我們的生命；依心胎
的爐火殷藴，重啟胎兒時期的雛腦(泥
丸或金元)信納蛹彈叩境界；亦即「重
返胎藏界」以為回朔人體內基因天演
的「虞、夏、商、周」四大歷階，而
參同其內卦中「天、人、地」三界的
信息演化書記。

二、唯能深入到吾人胚胎裡去改變人的
「始性」，能觸及心胎(以龜甲表徵)
的底根部；文理禾苗有了萌芽的動作，
才能自動、自發、自覺、 自如的基本
始性易變以登載登入我們的基因鏈鍵。

三、書經是吾人色身宇宙的天演歷練之書：
生命是可以自我參同演化的，透過眼
睛及心跳腦波，把我們所作成的學問
盯入胚胎內，形成吾人大度智的人文
化成；吾人參同胚胎細胞的演化是一
種需要真知與實修的神學大法。

書經是吾人胚胎內卦中基因人子的「虞.夏.商.周」四大國度之天演歷練史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