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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類了解DNA & RNA太少了

l 1859年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 神創論(人的樣子是神創造
的) 與演化論(人的樣子是自然演化而來) 的戰爭開始啟動.

 

l 1953年 美國分子生物學家 J.D. Watson 用X光繞射法提出 
DNA 雙螺旋結構, 正式確定了 DNA  的長相.之後,生物學蓬
勃發展.

l 任何的生命體，都有他高度智慧的內在適存變化能力，即使
是最微小的新冠病毒等，都有讓科學家難以想像、預測的突
變求生能力，有某種超越的、無形的力量，在引導「病毒」
的內在控制。人類生命體的內在機制，是何止「病毒」的千
億倍複雜,其總體內部的「創生、易變」控管與潛能，更是不
可思議性的。(文出自林明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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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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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根據全國宗教資訊網統計，全台灣廟宇突已

1.2萬多間，而根據2021年5月報導，中研院文
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統計，全台土地公廟共

2076間，高雄市最多達414間，其次是台中市
386間，第3多是桃園市有242間。所以土地公
廟可說是是全台最多的的廟，田頭水尾、街
頭街尾、庄前庄後、河流沿岸等，都看得到

各式各樣的土地公廟。(文摘自網路報導)
(圖為苗栗西湖田中伯公廟)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福德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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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松竹福德廟，橫跨兩世紀的庇佑
台中市北屯區人口眾多交通繁忙，松竹路二段與昌平路交叉一帶，一間福德廟與2顆大樹座立於圓環中，人車鼎
沸的車陣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早期僅為石牌供俸的小石廟，耆老口述，松竹福德廟地理位置屬「珍珠堵口」，
錢進來後就出不去，福德老爺十分靈驗，保佑轄區內的民眾賺錢、闔家康順，民國34年改建後供俸福德正神金
身正明為松竹福德祠，歷經蟲害、都市計畫面臨拆遷、神像遭竊、修建升格成福德廟，默默守護庇佑北屯地區
已達長達190年。(摘自松竹福德廟官網介紹)

八方卦心本命星化甬  燈籠代表度智人俑 



台中市北屯區大坑東山圓環福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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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八方卦心本命星化甬  燈籠代表度智人俑 

大坑東山圓環福德祠位於大坑圓環上，原上面有一株樹齡超過三百年的老楓香，

樹下有一間用三塊石頭疊成的簡陋土地公廟。 1962年附近民眾鑑於土地公廟
過於簡陋，共同集資改建為磚造土地公廟。改建後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日都有演

戲供土地公、土地婆觀賞，為當地每年重要活動。(摘自網路介紹)



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台中市北屯區晏山林北門夜學福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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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後，政府為掃除山區文盲，於農忙之暇的夜間，在横坑巷現址的路南設立「夜學」，教導民眾識字及讀
文，故稱「夜學福德祠」。當时這裡只住了二户人家，土地公為守護神，庇佑他們平安無事上地易耕、作物豐收，

可以安身立命。依本地耆老指稱，在他還是小孩時就有土地公，當時只是安奉一顆石頭公。於民國25年(1936年)
時才改建為一開間的小廟，並新雕兩尊石頭神尊以供奉，基座上刻明「橫坑」兩字，並將原石頭嵌在壁體。夜學

福德祠海拔約24尺，左後方有棵楓香，樹高數丈，是當時建廟時所植，右後方有棵樹圍5公尺的大樟樹，有100年
至200年的樹齡，已成為「樟樹公」，早晚也同享馨香，共同建構出古色古香使人極思親近的守護神域及居民的
信仰中心。(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文化局97年3月出版 台中市土地公廟一書)

香煙化出平安福  燭焰開成富貴德  



台中市北屯區晏山林大坑西門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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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福祿無彊日月同壽  德配天地教化萬民  

台中市晏山林大坑西門土地公約民國79年興建，廟柱寫對聯
---「德配天地教化萬民，福祿無彊日月同壽」，與晏山林
「日照月映」理念呼應。



台中市北屯區晏山林
大坑南門五鄰民政福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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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民政五鄰福德祠
位於北屯區民政里北坑巷的「民政福德祠」，早年附近居民在路邊立石頭土地公祭拜保佑平安，已有
百年以上歷史。本祠原內無供奉土地公，僅有牌位及一令牌。本廟後方有棵九芎木，右方一棵樟樹約

有100年左右，前方周圍有大片竹林圍繞。環境優雅、空氣好、視野佳，附近又有潺潺流水，是絕佳
散步場所。(摘自網路上介紹)

(本祠原內無供奉土地
公,僅有牌位及一令牌)

福蔭生靈家家財常聚  德賜黎民戶戶永昌隆  



台中市北屯區晏山林東門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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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東門山頭如同埃及金字塔頂的奔奔石，是晏山林接收太陽第一縷曙光的位
置，晏山林東北角是捐贈給台中市政府10.4公頃的野鳥生態公園預定地。



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的神學文化

南投竹山紫南宮

20

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南投竹山紫南宮前身是竹腳寮土地公，清朝時因護送嘉慶君渡過濁水溪，後來竹腳寮土地公也受封，

並戴官帽，且有文武護將隨從，這就是現在的『紫南宮土地公』 。 之後廟宇重建委員會募款，里民自
由捐獻，終在民國七十年 農曆九月二十六日動工，至七十一年十一月完工落成。民國七十二年 初改制
為「紫南宮管理委員會」，並推選莊其炎先生為第一任主任委 員，目前為莊秋安先生任第八任主任委
員。每年會依農曆生肖發行招財錢母，並於國曆元旦和農曆正月初一等時間發放。(摘自紫南宮官網上介紹)

 
 



大樹公介紹

大樹公是樹神的總稱，大樹公又稱樹王公、樹仔公或萬古聖公等等，也有以樹的種類
來命名，例如榕樹公、松樹公、桂伯、茄苳公、刺桐公、檨仔公等等，在這些不同的
名稱脈絡裡，公是它們的共同名字，公的意思就是老爺爺。換言之，大樹公就是對老
樹的崇拜，因為民間認為樹齡長的樹裡即有樹神，必須加意禮敬，通常樹齡超過百歲，
長數十公尺以上者皆予以祭祀。常見的情形是馬路旁、聚落裡的大樹，身上圍著一條
紅布，有時樹旁還設有一座小神龕。此外，也有諸多地方的大樹公變成大型的廟宇，
甚至是地方的信仰中心，樹神的稱號也有從「公」變成「王」的情形。

大樹公最基本的概念源於植物的崇拜，人們認為植物是有靈魂、有生命的，這是古代
農業民族中常見的崇拜，因此，在古代也常見有穀神、花神等等，樹神是植物的崇拜
之一。樹之所以有靈，有兩種看法，一是被神鬼所附，一是來自樹本身的長壽。這兩
種看法有時會互相結合。關於樹被神鬼所附的看法，首先是和習俗有關，中國古代即
流傳在死者的墳地種樹的習俗，除了作為標記，也是象徵死者的安息，樹木的榮枯是
其指標。因此，這類習俗也就產生死者的靈魂附著到樹上的看法。另有一類看法是樹
只是神靈的暫時棲身之地，一旦神離開了，樹也就枯萎了。在《戰國策》中即載有這
樣的故事，樹的神靈讓人借走之後，五天就開始枯萎，到了第七天就死了。樹的長壽
顯然來自人類本身的經驗法則，由於古代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密切，人類在日常生中經
由觀察對照樹和自身，很容易就能發現樹的壽命和生命力都遠超過人類。因此，樹的

長壽和生命力就成為人的想望和象徵，也就成為崇拜的對象。(摘自網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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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台灣特有的土地公神學文化-人俑(DNA度智)的神學文化



四、土地公廟的酬神戲台是演給誰看的

『 田頭地尾土地公 』『 街頭巷尾土地公 』『田頭出尾土地公 』都是說明，四處可見土地公廟。
農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生日」，又稱作「頭牙」，商人通常會在這天求財祈福，祭拜土地公祈求生
意興隆，在新的一年能順利如意發大財。而農曆十二月十六日是「尾牙」，感謝土地公過去一年的眷
顧，以及犒賞員工以示慰勞。

因此，大多商人祭祀土地公，多為初二、十六。【另一說法】早期交易日多為初一十五，因此，在交
易日個隔天祭祀土地公，希望下次交易能更好，因而衍伸初二十六拜土地。而部分土地公廟前也會設
置戲台，雖然小時候會在戲台底下看戲，但這戲最主要的還是給土地公看的。也因為戲都是跟土地公
的故事有關，因此有了「二月二，土地公搬老戲 」的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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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圖摘自網路報導)



四、土地公廟的酬神戲台是演給誰看的

苗栗縣通霄鎮白沙屯五雲宮之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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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北屯區晏山林北門夜學福德祠及戲台



四、土地公廟的酬神戲台是演給誰看的

基因人子的戲簿---你、我、他的人生走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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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北屯區晏山林北門夜學福德祠及戲台 本圖是中國滇國古物(摘自網路)



四、土地公廟的酬神戲台是演給誰看的

基因人子的戲簿---你、我、他的人生走馬燈

25

有一個和尚已經修行20年，他自認為已經修行完成，就向師父表示要離開去開山立派，師
父問，你真的懂了嗎？那我來考你，師父手比一支手指表示這是什麼？徒弟表示不知，師父
又再比出兩支手指問他這是什麼？徒弟仍表示不知道，師父又在比出三支手指，徒弟又再表
示不知道；師父表示，連123都不知，那這樣子你不能出去。其實這裡的一支是指一人俑配一
個珠子(字)，一個心跳才能結成一個珠子，珠子在蛇蛹中經過開光點眼才能產生生命(成形)。

這三項（三支手指頭）很重要---子爺、蛇蛹、子民，而這三個人就是構成你、我、他；
子爺是我(基因鏈鍵)，蛇蛹(汝)即是你，細胞子民即是他。他是指細胞人俑，你是由眼睛而
來的蛇蛹，我是指子爺丶本尊；所以這三獨立單元的你、我、他就是演化的開始，在這三者
的上面則有祖先、天公、眾神；當人走進寺廟時，體內是帶著歷代祖靈基因構成的俑(胚胎)，
所以要用開光的眼睛(盯)看著廟內華麗的眾神與陳設，才能讀取而獲得到。

文/林明華老師 講述



五、土地公廟與金元寶—易經之甬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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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北屯區大坑東山圓環福德祠



五、土地公廟與金元寶—易經之甬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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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北屯區松竹福德廟



五、土地公廟與金元寶—易經之甬的演化

南投竹山紫南宮錢母及金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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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公廟與金元寶—易經之甬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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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人子的緣(世間福份)+吾人的眼靈(心靈的貴)
富貴天心(福德正神) 金元寶自在其中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福德廟) (大坑東山圓環福德祠)



五、土地公廟與金元寶—易經之甬的演化

易經之俑的演化

生命之甬的演化(易經)

1、當頭神的蓍韱旨令，能插入卦心轉動六
爻成一卦位時，日子才有天演的存在意義。

2、甬中因為「食、息」所生的眾生、人民，
與其所攜的身孚（信息信物)依六爻在渡往入
卦心形成「子民」時，其起心動念是每一日

在8字型的葫蘆身中走一爻。第七日為星期
日，入卦心的本命星中化甬羽化登天。

3丶易經內文「彖曰、象曰、爻位、爻位象
曰」，在敘述此化甬、冒出念頭用事、回首
渡彼岸智藏，完成天演的「大智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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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光 臨 照 卦 心

易變為應許之地

《詩經‧國風》：「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意含為吾人額頭大哉乾元(太陽)觀修於

卦心淵池(月亮)的光輝照耀色身大地。 

日照月映二者合成圖像就如金元寶大小字宙的太陽月亮

所照耀輕拂(陽變陰合)的大地即是此日月寶地。

六、金元寶即土地公日照月映的修煉應化

31



《詩經‧國風》：「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六、金元寶即土地公日照月映的修煉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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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居月諸---  
子民乾日之時居住在卦中
坤月睡眠時會入貯諸多訊息



七、人生即一場RNA與DNA的舞台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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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的走馬燈

文/摘自林明華老師講義

「靈珠中人俑」，依此而為「我人」記憶文理、合成基因珠鏈之生命
學習單元；生命基因演化的本身，自有其回貯信息的設禁（設界），
是須先有了基因靈珠中之「人俑的紋理」，才能言及記憶與修學。以
俑為單位來看待生命的生死，以「無我」觀的最高境界返入腦室細胞
元，腦幹孔壁上，映寫可「觀我生」演化功德碑文。

先泰宗廟古經，是演義人的戲簿。宋明理學將其誤引為文史學說。圖
中，眼釘盯入心律出口，人俑繞行。有誰！能聽聞夫子曰說，而合入

靈珠，成為腦細胞元內可智度的天民?

吾等修行動作應生活化於生活起居之間，其厚藏在心律以其生生之厚，
依日照月映的土地公修煉法來形成心相映模的文言模式（即雅言）而
人文化成。



七、人生即一場RNA與DNA的舞台戲

 

文/摘自林明華老師講義

從人俑演化的「甲骨文」戲簿，到今日之應
用文史，中華文字、文化、宗廟、古經，最
大的莫明，在於不知它是以「人俑（司作眼
靈所生成的細胞靈命、記憶體、小人）」，
作為生命演化立論之「人民」。一切的人文
教化、修學法要，都必是先有此「人俑」的
合和進入“基因靈珠”，才得以記憶、建德、
獲財。又，如果，您不先認識此「人俑」的
由來，那麼！您將會無法看懂閩南宗廟裡所
陳設之內文的任何一句，而最終輪迴於「你

的存在只是DNA的一個虛擬玩偶」！

人俑(基因人子)演義之戲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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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DNA是一部電影的膠卷，RNA是放映的設備，而
蛋白質便是一場聲色俱佳的電影！您是否能由這個
比喻中，體會到RNA在細胞內所扮演的角色？DNA與
RNA的差異到底到哪兒？德國的細胞學家福爾根解
開了這個謎題：

DNA與RNA的結構差異：

DNA是雙鏈，RNA是單鏈。

兩者在五碳糖的第二個碳原子上，DNA連接的是氫
原子，而RNA連接的是羥基。

DNA所含的鹼基種類為ATCG，而RNA為AU（尿嘧啶）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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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則扮演聲色俱佳的電影

36

八、附件---生命的螺旋DNA與RNA



37

八、附件---生命的螺旋DNA與RNA



蛋白質與胺基酸

蛋白質又是甚麼東西組成的呢？蛋白質是由胺基酸(amino acid)所組成的。胺基酸顧名思義就是
一種酸，因此有酸基。下圖顯示了一個胺基酸的基本架構：左手邊就是胺基(amino group)，右手
邊是羧基(carboxyl group)，上面字母R的地方稱為side chain，這個地方會帶入不同的化學基，
不同的化學基連上去，就形成不同的胺基酸。下圖列出人體中常見的20種胺基酸，粉紅色的框框
就是side chain有變化的地方：
 
榖氨酸(Glutamate)就是其中一種胺基酸，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有了這些胺基酸，
經由身體內的機制組合起來，就變成多肽鏈(poly peptide)，成了蛋白質最原始的結構，也就是
一堆胺基酸串起來的樣子。之後蛋白質還會自己摺疊(folding)，成為特定的形狀，才有特殊的功
能和活性，在身體裡面扮演特殊的功能，像是成為某一種酵素等等。 
蛋白質的結構可以分為四種： 
1.一級結構：就是多個胺基酸串聯起來的結構
2.二級結構：胺基酸之間有氫鍵(hydrogen bond)的連結
3.三級結構：可以視為二級結構的子單位之間，
  經過摺疊(folding)成為的三級結構
4.四級結構：不同的摺疊過的三級結構子單位，
  結合後變成四級結構
 右邊這張圖可以幫助大家清楚各種結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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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與基因密碼

知道了蛋白質和組成的胺基酸以後，我們就可以認識基因密碼是甚麼了。基因
(gene)是一組有意義的遺傳單位。首先先看看我們人體的細胞：
一般人體的細胞都具有細胞膜、細胞質、細胞核、以及一些重要的胞器。在細胞核
裡面有染色體(chromoson)，是由一些蛋白質和DNA所組成的物質，攜帶著遺傳的密
碼。DNA中文叫做去氧核糖核酸，顧名思義，就是核苷酸(nucleotide acid)去掉一
個氧原子所形成，包含一個含氮鹼基，一個五碳糖和一個磷酸基。肉眼看不到DNA，
只能透過顯微鏡觀察，化學式如下：(左手邊是磷酸基，橘色方框內是含氮鹼基，
右下方是五碳糖，OH少掉一個氧原子變成H) 

染色體上面的DNA排列，就是所謂的基因。因為DNA攜帶的鹼基不同，就代表者不同
的編碼，最後可以透過身體裡面的機制來製造不同的蛋白質，發揮不同的功用，因
此稱為基因密碼。人類的DNA只有四種鹼基，分別是
Adenine,cytonine,guanine,thymine。我們後來就簡稱為ATCG四個字母來代表。因
此DNA一連串的編碼，像是AATTCCTTAAGATTCT，就可能是一段基因密碼，代表將來
要製造哪一種蛋白質。DNA會兩條形成一對，並且因為氫鍵的關係形成雙螺旋結構
(double h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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