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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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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前言之三

骨髓塔基大國的文言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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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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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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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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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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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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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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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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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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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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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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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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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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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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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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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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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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