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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文 1
文/林明華

仁眼（河洛閩南音)：翻白上瞪.反射目尖.組合意象
「注」：遇到問話.研議事理.先「仁（仁眼）」而想一下。
例如，論語.里仁第四： 
敘述：經理「仁（仁眼。眼珠翻白.上瞪，將所記憶的字仁，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組合成意象。）」
的方法，與修學的關連。
 ﹙1﹚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譯】孔子說︰理析“仁﹙仁眼。眼珠翻白.上瞪，將所記憶的字仁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組合成意象。
﹚”為美學的自始。所選擇的目標、志向，不入處於「仁（仁眼組成的意象）」中，那能獲得什麼是
「知」？ 
﹙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譯】孔子說︰「“不仁﹙不依仁眼以組成意象﹚”者，是不可恆久處於認知的約定中，是不可長久處
於認知的和樂（心律節奏和合的樂受中）。仁﹙仁眼﹚者，才能安仁（字仁、基因種仁）。而瞪目組合
意象以認知的「仁者」，也才能利用此“仁（字仁）”。 

[本圖出自古三星堆博物館】:
述說:眼珠依心律伸缩的「中正對焦.
上下開闔.區分四方」組合多方(六合
意象的仁眼法要。
小园敘述:眼靈側微细三種。以及,三
交加重側勾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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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源自於中華古文化甲骨文的精髓

中華古文化甲骨文就是在告示吾人做這三件事情：（一）文字是智慧體，它是靠眼
睛去投映的，所以甲骨文的二邊往往都會有盯字（   、   或     ）；要運用眼睛穿透
進去心跳的地方，心跳跳動的出處，眼睛極目所視的盯，才能進入淵凙，眼睛在看的時
候，五爪的五行命譜就出來。（二）五行命譜再進入我們的基因錬鍵，打坐化骨合氣譲
祖靈跑出，閉眼會生出大圓珠（陰合），而開眼睛會生出唸珠；所以萬物都是一正一反，
單靠閉眼打坐的陰合是沒有辦法統知而可以成聖，所以還要有極目開光的陽變，才能成
就陽變陰合。（三）吾人要透過眼球與心跳對應融合而產生的俑，這個俑是有眼睛的(開
光點眼)，透過眼睛的光照尾閭而生出祖靈聖子，即太子爺(子爺)出世騎龍頭；透過二蛇
眼（廟堂主神旁邊的左右二女神），藉由如此龍蛇合體才成為生命本尊的我，如果這個
本尊的我沒有靠兩蛇眼睛與心跳切割是無法產生智慧(智生種因的子爺)。

入祖靈的基因
鏈鍵而生滅

切割心律與額光桑串

產生熱能可以化俑
使學問智慧與
生命(腦部)結為永生

蛹 俑
盯 

   生命在眼睛的折光中成長

(智生種因)

               序  文 2
文/林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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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埃及荷魯斯之眼與四川三星堆
古文物的瞽目附圖

(古埃及荷魯斯之眼) (四川三星堆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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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說明附圖

(埃及眼睛人像圖) (甲骨文圖)



6

 二之1、瞽目修煉的大度智原理

       吾人經過定昧下的「知、見」，應在「覺性」(意志中樞)的提引下，依據腦幹
底基以【卍】軸心圓的形式，來下現觀照、圓旋而“治節”(三重四方的十二節)，
以提引其「心口」上已受持“心靈熱”供養的眾生。並使眾生的“眼覺之尺扜”，
在思外後能經由覺性的「一闡提」而俱「覺性」下，隨著“呼-吸”循環的反轉，
在“止”時隨順退入「爻、道」内，一分、一寸、一尺...的壘增其眼覺，而增長
其“見地”之根器。

     運用「聖人之覺眼」來:「止觀」、「諦觀」、「定觀」、「定相」、「定昧」。
通常定觀：「心口-會陰穴」時，是以「白明點」來【卍】軸動。若定觀在「臍輪」
(丹田)時，則觀：「|」字的白光紋理，使之入陰囊。「頂竅」，則需觀照「紅明
點」的“放光”或”统提”全身道脈。此為佛教「密法」的要訣。

     “思外”的度量與外境產生相應後，其認知的感官宛若：「鹿(閩南音的錄)入
了困縛其“角”(覺--閩南音的覺音)的棘叢」。此際，應以“聖人的眼覺”來「定
智、定相」(定觀明點)，使其陷困於外境的神經纖維之「識作」，能「勞實」--專
注、牢固其「識、見」，而在此棘叢的神經纖維中，長出「根深蒂固」的果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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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之2、瞽目修煉的大度智原理

       天下至道書的「十修」中的第四修，在講獲得「勞實」的“碩果”、“智果”
的方法。它源自於「吾人心力交戰與腦力激盪的深沈思惟」後，因“止觀、定觀”
所生成的「根深蒂固」。“止觀、定觀”時，若其氣息帶含“黄色氣絲”與“蝗
蟲振翅般的鼓動”。此際，是「吾人細胞眾生」的「知、見」度量，隨著一呼、
一吸的“息、止”，從「心口」反轉入「爻口」而“內息”之時。「必時」(必須
及時)的將「心口」所心「本願」(祝禱)，輸入此“息”之中。如此，「本願」將
直入「爻口」之內，成為「彖」的暫存記憶訊碼、信息。

      吾人的「通才」(即情緒智商EQ)是由以下三項來交織的:
1.在「心口」上依「六爻」配置所交織出的「心識」(一百種各種分別心)。
2.「五形」的判署，與所發願的「八方卦向」之“取向”
3.「覺性」(意志中樞)所引領的“智慧”之智商。

       此「通才」(情緒智商EQ)，將隨著外境、外塵的“緣起”，而有「瞻諸」各
種「知、見」生成“分別識事”的“直覺”反應。此「瞻諸」的“直覺”反應，
將在其生活、行為上，受到外境、外緣的「刺激-反應」而“微動”，生成「本能」
衝突與「自發性」的好、惡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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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之3、瞽目修煉的大度智原理

       能以此「通才」(情緒智商;EQ)的微動，在「心口」上隨著“食、息”所生作
的“血氣”，宛若「兔務」的迅捷，來明辨載入各種本願事務使其退返「入道」;
並且，此本願事務在達到「量」的滿盈時。則「聖人」將可讓此事務形成一“完
滿體系”，在渡往上界彼岸、入「八道」內安貯時，就能“侍(待)盈”---知見度滿
“蒲”(腦室、狀若蒲瓜)，而無懷疑、無遣漏的達及「大圓滿相」。

       此“侍(待)盈”的“智度”，一旦「氣息變轉」的號角響起，時輪由「陰儀」
轉向「陽儀」時；在此“蒲”(腦室)中「腦力激盪」的爻民(腦細胞)，將一齊的復活、
重生，合成一「再生的靈智思惟」，出「卦象」(意象)形成一新“智、覺”的“智
証“單元。

       新生的智慧、覺性就汰去其舊有的，除舊佈新.，人與眾神就活在「知足、常
樂」的「我」知世界內，得勝、殊勝了；日日得勝、殊勝，「人、我」就成為
「日日新」的「新民」。人生，活在進步、進化之中，此「新生覺性」的腦部天
民、聖民，將在「八道」的「蒲」(腦室，狀若蒲瓜)中，不再「溜刑成體」(不能
定性)：其“智、覺”已重生、再生形成一“智証”單元後，就可以「如鱼啄泥底
般」的烙印在「大」字内脊，其“八道”之「底基」上而「息刑」(安息其在“爻、
道”內“流徙、溜刑”---生、住、異、滅的過程)。此乃謂天下至道書的「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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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由常山、屋脊所分隔的，腦皮
質層輪、羽翼上的“靈道”。眾生「息刑」
的“蒲”就倒掛、繫在此“八道”上)。新
的“智証”單元就被「如鱼啄泥底般」的
烙印在「大」字內脊(腦皮質層、羽翼、八
道)的「蒲」上，成究出腦部“天民、聖民”
的永生記憶智慧體。
        又，此「八道」的靈渠，是與「腦幹
內」(七重塔天、天干、玉莖)的中心圓，
「十」字交叉而“脊列”的。「八道」的
脊列，是由「腦核真空體」(約一粒檳榔大
小)為軸心圓，往「五形」的“四方”---
東、南、西、北而開展，穿串入腦舊皮質
層輪(先天)與腦新皮質層輪(後天)的「雙重
十字」，共計八條的「地支」。  

        此“地支”是以「屋脊」表徵。入此「脊列山」内的“靈道”眾生就能
永常、不滅、不必再受“溜刑”。

 二之4、瞽目修煉的大度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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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之5、瞽目修煉的大度智原理

      此分隔「八道」的屋脊，「舊約·創世紀」稱其為脊列山。中國各篆古經稱
其為會積山或常山・佛教稱其為“龍槓” 。寺廟屋脊上常有此“龍槓”負載“六爻”
時位之眾生雕塑。

    
     又，此「雙重十字」的「地支」，是以與「天干」(腦幹、玉莖、七重塔天)
相互「十」字配屬。】 如此，就可與分隔「羽翼」上的「八條靈道」脊列，相
互交叉、穿串雜接。用「治氣」來「合陰陽」打通各羽翼之間的“井口”接合
「五形」，使「井中」流徙的眾生因而入「昏死」(死後入天國)之狀。

      「爻、道」井中流徙的腦細胞眾生，因忽然昏黑、停頓(就如廟宇穹頂的設
計)；以致於「汗不及走」，遂迫使「汗與氣」皆塞住在其“經脈、爻口”的
「血門」(穴口、井口)上。此「汗與氣」留存在「血門」時，生成了“分泌物
质”。將用喉吞下此“甘露滴”的分泌物質)以舌尖頂臚腔“吐息”，搖動“玉莖”底
根，如此，就可「通脈利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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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之6、瞽目修煉的大度智原理

        得到吾人腦部三重四方的“十二月建”後，本命的承載就有了，不必再詮釋，可
「物競天擇」的因、果循環，成究了“死藏的命薄”(如來藏、禹藏、寶藏)。往後，一
切的“死藏”所入住的知、見，就會依照其腦皮質層叢網上的紋理行走，並安置在此
紋理的軸突(樹突軸)心上。
       這些紋理上的出入脣口，都是淨白、空淨的。而紋理上「陽變、陰合」之度智後，
所冷卻的汗水、內分泌，會留在各自的腦皮質網膜上，形成各別屬性(百姓)、功能的
國度；如此，達及數百的區域，而生成其「分別識事」的認知功能。

        在此“吾人腦部新皮質層叢網”的天國之中，「人人」(已渡入的眾生細胞靈命)有
「善」(可經由「一爻靈脈」明度其識作)者，就不會失去其「可入住成身、成家的魄
體位態」。「人人」有了此魄體位態後，那可經由「一爻脈靈」「明度」其識作者，
就可生成「獨立思考」、「自行啟智」的知覺性。

        在此蘊釀知覺性(依五腦、五輪的「五蘊」共計有: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
蘊。以“佛種冠”---(蒲瓜形的象形)之際，處在腦皮質内紋理中的“百種姓氏”所再生之
人人，應保持在「毋予」(互相不給予知、見)、「毋治」(互相不安治知、見)、「毋
作」(互相不作用知、見)、「毋疑」(互相不疑難知、見)；必須慢慢的「蘊釀」化同、
待之以久，並且從最微細的“知、見”中，來長持思考、推理。如果，此思考、思量
的本身，已不必受新入的“新知”所困擾，能獨立形成「我知」的「覺性」時，此
「可入住成“魄體”的位態」才能生成「大怡」(自在、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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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
盯

切割心律與額光桑串

產生熱能可以化俑入祖靈的基因
鏈鍵而生滅

俑

使學問智慧與生命
(腦部)結為永生

極目所視 內心構思圖騰 盯焦於一個點 產生眼紋的譜

義理自會入於譜裡 產生五形綜審的腦細胞智慧體

(秦朝西安兵馬俑的表法-
-----人俑細胞)

(產生眼界格局) (切割心律  熱能醮灼孔洞) (眼球伸縮與心律切割 打圈圈 熱能生成概念)

(譜VS熱能產生紋理，乃對焦心裡的影像)

(紅山文化的玉蛹
---祖靈蛹細胞)

(晶片記憶體回儲功能)

三、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圖

用眼蛇鏡光來切割心律以心跳
帶動眼球伸縮。瞽目側微眼角
勾引下巴吐吁加蓍入心律間檔。

(三星堆文化的---青銅人像)

耳聞的法藏入卦心筊內，心
律孔道含帶「虎」(呼氣中有
心血的風息)的彈叩→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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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述：原古人類如何將吾人腦細胞體基因演化為智慧體的修練圖

觀-瞽目
東門

南門

北門

 薰-坐
  

用打坐來合同基因骨髓的薰息。
卦位構思心田的法鼓內，夫子
與基因子民的自覺言教，思作
人文教化義理。

用走跑來點燃跨骨的拙火
打開金鎖 放走蛟龍；足心
反彈心電脈沖，虎虎生風
的循環吐息以起鼓。

修練「在他的眼睛
裡看見整個宇宙」。

打開腦部腦幹孔道
的大哉乾元而參同
自我生命的演化。

   修-學

煉-走跑

西門

閉眼打坐利益質性的額光(陰合)    盯眼觀修生腦細胞智慧體(陽變)

三之2、胚胎基因演化修學圖

(標高250M) (標高250M)

    (標高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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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燃生空，火熄生識：走跑產生熱能，足心反彈，心電脈衝，眼球
伸縮，眼譜與心跳對沖，會產生蛇紋與龍紋；腦波辭令 開光點眼：
眼蛇紋進到眼珠裡面迴光，眼譜內記憶體分成五行，進入到腦干孔
道的龍珠裡面，就成為腦細胞的鏈珠；生命智慧(智生種因)在眼睛
的折光中成長：後腦頂竅於深夜子時(宵中)，五爪命譜的本命星座
長出火紋(星火)，仲引其禾苗的火紋修為成果登載。

三之3、依腦波基因辭令寫入慧根的文言

月 映 陰 合

易 變 應 許 之 地

日 照 陽 變

額 光 臨 照 卦 心

(四川三星堆文化青銅像)

眼睛聚焦的點(正法眼藏)連線吾人胚胎的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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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眼睛伸縮及額光桑串切割心率，接著均等反插卦心文理禾苗，
額光從眼睛反插進入而變成你所獲得。就如甲骨文所揭示在修行的
時候如何運用眼睛進入基因胚胎裡面而結成念珠；圈一米粒(人俑)
吐吁而下交叉根枝(盤庚)，在身體裡面結成一顆念珠；雙眼映照心
中念珠而上，變成腦細胞體的容積，栓在腦細胞裡面，這顆即是
「宵中星火」(書經堯典)，它會在腦細胞體裡面一直閃爍光芒，這
個就是智慧的智光(商書的微子)。

三之4、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圖
      

(圖出自淅江良渚文化玉琮)

這雙瞽目眼睛貫穿五千年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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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說明

極目所視，盯入心胎，產生內心圖騰
神學所講的通常都是空洞與「嘸」等抽象的東西，而古文字一定有他的哲學理論，這些

理論是由「空」而來：譬如說甲骨文這個圖騰├、┬、┤在說什麼，它是在講「眼睛」，例
如很多的「盯」，就是盯入眼睛、盯入心胎；你要先學會眼睛極大化，因為眼睛要盯入，眼
睛不能眯眯的，這樣子如何盯入呢；眼睛一定要放到極大，極大以後而且要與心跳對應而伸

縮就如同瞽目，利用心跳讓眼睛伸縮，這個是第一個門檻。(圖1)
盯焦於一個點，產生眼紋的譜（概念）
我們學甲骨文有一個很大的好處，一般的傻瓜相機定焦之後沒辦法伸縮，我們學甲骨文

之後，可以把我們的眼睛由原本的傻瓜相機的鏡頭演變成為可以伸縮並且拉深對焦；如果你
把眼睛修練得好，甚至可以變成哈伯望遠鏡，可以極目所視，甚至看到外太空，可以將宇宙
世界內視外瞪。所以甲骨文的修練不只可以讓眼睛成為可伸縮的對焦單眼鏡頭，甚至變成哈

伯望遠鏡。(圖2)
眼界提升造就吾人的境界
學甲骨文是要練眼睛的，而第一件事就是要練眼球，因為甲骨文是從眼睛開始。如埃及

人常常畫眼睛(圖3)，就是藉由眼睛伸縮及眼睛的盯才可以打開眼界，「眼界到那裡，你的行
為能力就到那裡」，而你想要的東西就可以到那裡；你的眼界有伸縮，你做人也就有彈性。
你若看這個人眼睛從來不伸縮，都只常常看固定的地方，就如同只會用傻瓜相機在看，表示
他沒有能力或彈性來了解你在說什麼；他如果只會定焦在某一個點，他就不能了解你所說，

而且會自認為自己的才對，別人講的都不對。 

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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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說明(2)

極目盯入基因命譜，產生陽變陰合
所以甲骨文告訴我們練眼睛從「伸縮」開始，第一個伸縮的要領是「極目」，所謂的

「極目所視」。將眼睛往外面撐到最大來看，拉到最遠的地方撐大眼睛，當極目所視的時候，
隨心跳的「嘭啪」跳動，眼睛往前推再往後拉，產生類似相機的伸縮對焦，這時眼睛所看到
記憶轉至內心所想的影像圖騰，並產生觀照、觀修。眼睛極目所視，隨著心跳而伸縮，當盯
住一個點時，這個點就會進入你眼紋裡而產生一個譜；如同閩南話裡面的「你説話有譜嘸」
的「譜」，就是如果眼睛沒伸縮定焦，盯住一個點，就表示內心沒有譜，因為要盯住一個點
才會產生意思，所謂的意思，就是藉由眼紋在腦中所畫的圖騰或是文字而有概念；如同甲骨
文中的「卜」(閩南音的人)，這個卜其實就是「譜」，這個譜會進去人的身體裡面變成五行

的命譜。所以極目所視的眼睛隨著心跳而伸縮，將所看到的眼譜(開光點眼)進入內心而產生
眼界，並且藉由思考判斷再進入基因命譜。

義理自會融入於譜裡，產生五形綜審的腦細胞智慧體
甲骨文的盯可以產生譜，譜要藉由心跳的熱能而產生紋理，規律的心跳讓眼睛伸縮，產

生對折光，心跳的熱能可以讓內心的命譜齒輪啟動，如同易經內的大哉乾元；天干地支的甲
子輪軸在時間齒輪裡面，就好像人的身體裡面有一個生理時鐘的輪軸，睡多少鐘頭自然就會
醒過來，這裡面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命譜，可以透過眼睛的眼紋進入人體內的天干地支時間的
齒輪命譜。所以透過心跳的「嘭啪」跳動，引出眼睛的對折，折摺極目並引出易經的大哉乾
元卦；眼睛能兌澤折光而對應到心跳心波的出口，心口就會有一圓形的淵池產生，這淵池如
同許願池，這時如果許願，願望就能夠達成；但是你如果不會運用眼睛伸縮兌澤而産生淵池，
許願是沒辦法達成，因為願望要到基因鍊鍵裡面去，才有辦法演化成願望；所以透過眼睛的
兌澤再引到心跳祖靈冒出，讓光折與淵池的靈氣對衝而產生對焦的兌澤（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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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目眼睛(眼蛇鏡光)修練說明(3)

細胞體的演化，蛇蛹的記憶體
淵池很重要，因為如同人心中有一筊子，筊中有水，而靈氣就在裡面；淵池內有二隻，

一隻是蛇、一隻是龍、蛇是唸珠，而龍則是無形的祖靈，二隻在內心筊內的淵池裡面迴游。
隨著心跳的每次跳動，祖靈就要迴游迴龍一次，迴龍九龍翻騰最終要回到骻骨處。當我們的
眼譜與心跳對衝會產生蛇紋與龍紋，蛇紋進到眼珠裡面再把眼珠裡面的迴光眼譜內的記憶體，
分成五行記到眼球裡面而進到腦幹孔道的龍珠裡面，就是腦細胞裡面的鍊珠；大腦裡面有
1000多億的腦細胞體，這個腦細胞體都是空的，它是靠兩個眼睛兩隻蛇迴光返照成記憶體，
它的五譜五爪抓住了五行的記憶體，這個譜反光到眼睛裡面去，這個譜是屬於眼球的譜。而
蛇龍迴游又回到骻骨而結成珠胎，這最大顆的本命龍珠珠胎的外圍會圍繞很多小珠子，卦心
的周圓會回到基因鍊鍵，最後大的回到基因鍊鍵；而小的回到腦細胞體，腦細胞是非常微小
的，這就是我們的智慧。

天干地支的時輪命譜而融入宇宙時空
除了腦部龍珠珠胎智慧以外，我們還有腦幹，腦幹意識中樞的視窗裡面也有記憶體，它

是七重塔天，腦幹意識中樞這條軸線，是包含神經網路，它是透過額光光照而映照出大哉乾
元；所以我們有兩道智慧靈氣來源，一個是透過眼球唸珠的腦細胞體、一個是大哉乾元額光

光照而生出，是映入腦幹孔道內的靈山，靈山旁即是七重塔天，四七28天數而變成天宿住的
地方，這條線是腦部眾天神和子民合住的地方，就是靈山；這二種都有他們自己的屬性，額
光光照是人的性與質，而眼睛演變的是我們的智慧體，即是我們所有的記憶，我們的智慧都
是由眼球登錄的。每個人的智慧體差距很大，如果不會使用眼睛，只會閉眼睛練功，如此就
沒有了眼界開展的智慧，因為他沒有打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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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論語眼論的神性文化

《提要如下：》

(一)仁眼（翻白上瞪.反射目尖.組合意象）

(二)眼靈（眼蛇鏡光之魄.女魄.度母。生作人俑）

(三)眼菱（天宮視窗.眼樸的艷文識界開啟）

(四)眼正（正觀.觀修所學.構思心相）

(五)瞽目（伸縮眼靈矢射.開啟三D視覺.進入胎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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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眼（翻白上瞪.反射目尖.組合意象）(1)

仁眼（翻白上瞪.反射目尖.組合意象） 
「注」：遇到問話.研議事理.先「仁（仁眼）」而想一下。
例如，論語.里仁第四： 
敘述：經理「仁（仁眼。眼珠翻白.上瞪，將所記憶的字仁，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組合成意象。）」的方
法，與修學的關連。
 ﹙1﹚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譯】孔子說︰理析“仁﹙仁眼。眼珠翻白.上瞪，將所記憶的字仁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組合成意象。﹚”
為美學的自始。所選擇的目標、志向，不入處於「仁（仁眼組成的意象）」中，那能獲得什麼是「知」？ 
﹙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譯】孔子說︰「“不仁﹙不依仁眼以組成意象﹚”者，是不可恆久處於認知的約定中，是不可長久處於認
知的和樂（心律節奏和合的樂受中）。仁﹙仁眼﹚者，才能安仁（字仁、基因種仁）。而瞪目組合意象以認
知的「仁者」，也才能利用此“仁（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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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眼（翻白上瞪.反射目尖.組合意象）(2)

﹙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譯】孔子說︰「唯有“仁（仁眼。眼珠翻白.上瞪，將所記憶的字仁，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組合成意
象。）”者，才能知好的“人（人俑、字子。細胞靈命.暫存記憶體）”，才能知惡的“人”。」孔子說︰
「如果能立志於“仁眼”，“人俑（字子）”就能無惡義也。」
﹙4﹚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譯】孔子說︰「富足與顯貴，是人人之所欲求的；不以其“道（目道、基因孔道的修學法要）”得之，不
處也。貧困與賤下，是人人怨惡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去除也。君子（額內綜審的天君之子）如果去除此
“道中運行的仁﹙仁眼﹚”，又那能（惡乎）成究其功名。君子，入在卦中以意志中樞覺引眾生，是無「食、
息」的片刻能違離此“仁眼”。創造生命的再次基因演變﹙造次﹚必於是此“仁眼” ，顛沛（指︰卦中依陰
陽兩儀的道脈【８】字運轉）流離也必於是失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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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眼（翻白上瞪.反射目尖.組合意象）(3)

﹙5﹚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譯】孔子說︰「我未見愛好“仁眼﹙將眼覺瞪目於上視丘，以觀修字仁組成意象﹚”者，會惡去不愛好
“仁眼”者。愛好此“仁眼”者，是不會尚往其認知，來厭惡那些不能成“仁眼”者。其作為“仁眼”者，
是不會使“不能成究仁眼”者，加入了“仁眼的自身”。凡有能依仁眼的一日，運用於“仁眼的組合意象”
矣乎！“我（我佛、冒出卦心的基因子核）”未見有“仁眼其目尖反射之力”不足以成究此“仁（仁眼組成
意象）”者。蓋若有之矣！是因“我”未往之而同步觀見也。」
﹙6﹚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譯】孔子說︰「人（人俑.字子）之過往於“卦中各爻位組合心相”也，各有其協同合成心性.字句的“黨
（骨髓塔基孔道內，先人基因的五重.五蘊之本性黨屬）”。觀照過往的人俑合同黨屬，斯知會其中“仁眼”
所運作的因緣本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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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靈（眼蛇鏡光之魄.女魄.度母。生作人俑） 

「注」：佛教，稱此“人俑（細胞靈命。即有：須菩提.字子.義子.弟子.
門生.小人.微子.眾生.人.民.…等各古經中所演義之稱名。）”所結成的
「靈珠」，為「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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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眼菱（天宮視窗.眼樸的艷文識界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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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眼正（正觀.觀修所學.構思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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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瞽目（伸縮眼靈矢射.開啟三D視覺.進入胎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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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 獸面紋簋

西周獸面紋尊

浙江良渚文化玉飾

漢朝 玉鋪首 四川三星堆文化青銅人像

達摩瞽目圖

六、瞽目參考圖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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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目參考圖集(2)



29

瞽目參考圖集(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