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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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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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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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重入於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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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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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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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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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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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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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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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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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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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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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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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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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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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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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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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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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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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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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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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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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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書 十七章之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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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