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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在講在講在講：：：：胚胎內卦中基因人子的胚胎內卦中基因人子的胚胎內卦中基因人子的胚胎內卦中基因人子的「「「「虞虞虞虞....夏夏夏夏....商商商商....周周周周」」」」四大國度之天演歷練史書四大國度之天演歷練史書四大國度之天演歷練史書四大國度之天演歷練史書。。。。

林明華林明華林明華林明華上課口述上課口述上課口述上課口述

古大容古大容古大容古大容記錄整理記錄整理記錄整理記錄整理

書經書經書經書經((((尚書尚書尚書尚書))))共計共計共計共計58585858章章章章：：：：
虞書五章虞書五章虞書五章虞書五章
夏書四章夏書四章夏書四章夏書四章
商書十七章商書十七章商書十七章商書十七章
周書三十二章周書三十二章周書三十二章周書三十二章

「「「「書經書經書經書經（（（（尚書尚書尚書尚書）」）」）」）」在講什在講什在講什在講什麽麽麽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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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書書 經經經經 總論總論總論總論

• 一一一一、、、、演化是必須經由自己來做演化是必須經由自己來做演化是必須經由自己來做演化是必須經由自己來做，，，，方向也是自己去訂的方向也是自己去訂的方向也是自己去訂的方向也是自己去訂的，，，，經由吾人眼經由吾人眼經由吾人眼經由吾人眼
睛的鏡光蛇紋睛的鏡光蛇紋睛的鏡光蛇紋睛的鏡光蛇紋，，，，伸縮切割心律伸縮切割心律伸縮切割心律伸縮切割心律，，，，依腦波的基因詞彙依腦波的基因詞彙依腦波的基因詞彙依腦波的基因詞彙，，，，產生文體來記產生文體來記產生文體來記產生文體來記
載所學寫入慧根的文言載所學寫入慧根的文言載所學寫入慧根的文言載所學寫入慧根的文言。。。。

• 二二二二、、、、祂在述說吾人胚胎內四個朝代祂在述說吾人胚胎內四個朝代祂在述說吾人胚胎內四個朝代祂在述說吾人胚胎內四個朝代((((國度國度國度國度))))，，，，四個過程以組合我們的四個過程以組合我們的四個過程以組合我們的四個過程以組合我們的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依心胎的爐火殷依心胎的爐火殷依心胎的爐火殷依心胎的爐火殷藴藴藴藴，，，，重啟胎兒時期的雛腦重啟胎兒時期的雛腦重啟胎兒時期的雛腦重啟胎兒時期的雛腦((((泥丸或金元泥丸或金元泥丸或金元泥丸或金元))))信納信納信納信納
蛹彈叩境界蛹彈叩境界蛹彈叩境界蛹彈叩境界；；；；亦即亦即亦即亦即「「「「重返胎藏界重返胎藏界重返胎藏界重返胎藏界」」」」以為回朔人體內基因天演的以為回朔人體內基因天演的以為回朔人體內基因天演的以為回朔人體內基因天演的「「「「虞虞虞虞
丶丶丶丶夏夏夏夏丶丶丶丶商商商商丶丶丶丶周周周周」」」」四大歷階四大歷階四大歷階四大歷階，，，，而參同其內卦中而參同其內卦中而參同其內卦中而參同其內卦中「「「「天天天天丶丶丶丶人人人人丶丶丶丶地地地地」」」」三界的三界的三界的三界的
信息演化書記信息演化書記信息演化書記信息演化書記。。。。

• 三三三三、、、、唯能深入到吾人胚胎裡去改變人的唯能深入到吾人胚胎裡去改變人的唯能深入到吾人胚胎裡去改變人的唯能深入到吾人胚胎裡去改變人的「「「「始性始性始性始性」，」，」，」，能觸及心胎能觸及心胎能觸及心胎能觸及心胎((((以龜以龜以龜以龜
甲表徵甲表徵甲表徵甲表徵))))的底根部的底根部的底根部的底根部；；；；文理禾苗有了萌芽的動作文理禾苗有了萌芽的動作文理禾苗有了萌芽的動作文理禾苗有了萌芽的動作，，，，才能自動才能自動才能自動才能自動丶丶丶丶自發自發自發自發丶丶丶丶自自自自
覺覺覺覺丶丶丶丶自如的基本始性易變以登載登入我們的基因鏈鍵自如的基本始性易變以登載登入我們的基因鏈鍵自如的基本始性易變以登載登入我們的基因鏈鍵自如的基本始性易變以登載登入我們的基因鏈鍵。。。。

• 四四四四、、、、書經是吾人色身宇宙的天演歷練之書書經是吾人色身宇宙的天演歷練之書書經是吾人色身宇宙的天演歷練之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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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可以自我參同演生命是可以自我參同演生命是可以自我參同演
化的化的化的化的，，，，透過眼睛及心跳腦波透過眼睛及心跳腦波透過眼睛及心跳腦波透過眼睛及心跳腦波，，，，把我們所作成的學問盯入胚胎內把我們所作成的學問盯入胚胎內把我們所作成的學問盯入胚胎內把我們所作成的學問盯入胚胎內，，，，形形形形
成吾人大度智的人文化成成吾人大度智的人文化成成吾人大度智的人文化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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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參同胚胎細胞的演化是一種需要真吾人參同胚胎細胞的演化是一種需要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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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與實修的神學大法知與實修的神學大法知與實修的神學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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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虞虞虞 書書書書
演化吾人腦部演化吾人腦部演化吾人腦部演化吾人腦部((((泥丸泥丸泥丸泥丸、、、、金元金元金元金元) ) ) ) 腦漿的修學大法史書腦漿的修學大法史書腦漿的修學大法史書腦漿的修學大法史書。。。。

典典典典 謨謨謨謨
觀修卦心的筊內觀修卦心的筊內觀修卦心的筊內觀修卦心的筊內(象曰象曰象曰象曰、、、、彖曰彖曰彖曰彖曰)所所所所「「「「定模定模定模定模」」」」
而而而而「「「「典藏典藏典藏典藏」，」，」，」，重新配組演化吾人的命格重新配組演化吾人的命格重新配組演化吾人的命格重新配組演化吾人的命格。。。。

基因訊息的文言模式基因訊息的文言模式基因訊息的文言模式基因訊息的文言模式，，，，謨定而後才能有謀略謨定而後才能有謀略謨定而後才能有謀略謨定而後才能有謀略。。。。

舜典舜典舜典舜典（（（（仁仁仁仁）））） 堯典堯典堯典堯典（（（（道道道道））））

腦幹視丘內腦幹視丘內腦幹視丘內腦幹視丘內，，，，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視丘同時打開視丘同時打開視丘同時打開視丘同時打開，，，，用用用用
心跳腦波來補捉新心跳腦波來補捉新心跳腦波來補捉新心跳腦波來補捉新
生命的認知生命的認知生命的認知生命的認知，，，，讀取讀取讀取讀取
微妙訊息微妙訊息微妙訊息微妙訊息；；；；腦室視腦室視腦室視腦室視
窗的瞬間讀取典藏窗的瞬間讀取典藏窗的瞬間讀取典藏窗的瞬間讀取典藏
入腦幹基因中土入腦幹基因中土入腦幹基因中土入腦幹基因中土。。。。

泥丸泥丸泥丸泥丸（（（（金元金元金元金元））））的虫的虫的虫的虫
甬彈叩甬彈叩甬彈叩甬彈叩、、、、放勳放勳放勳放勳、、、、欽欽欽欽
明明明明，，，，腦幹孔道內基腦幹孔道內基腦幹孔道內基腦幹孔道內基
因中土的天賦天命因中土的天賦天命因中土的天賦天命因中土的天賦天命
所典藏所典藏所典藏所典藏。。。。

皋陶謨皋陶謨皋陶謨皋陶謨（（（（商商商商）））） 大禹謨大禹謨大禹謨大禹謨（（（（夏夏夏夏）））） 益稷謨益稷謨益稷謨益稷謨（（（（周周周周））））

額光照白卦心額光照白卦心額光照白卦心額光照白卦心，，，，
六爻的構思心相六爻的構思心相六爻的構思心相六爻的構思心相
，，，，以陶冶出人格以陶冶出人格以陶冶出人格以陶冶出人格
楷模楷模楷模楷模。。。。

開啟胎藏內卦中開啟胎藏內卦中開啟胎藏內卦中開啟胎藏內卦中
「「「「天天天天丶丶丶丶人人人人丶丶丶丶地地地地」」」」
三界的基因記憶三界的基因記憶三界的基因記憶三界的基因記憶
之羽藏之羽藏之羽藏之羽藏。。。。

出胎周行脈氣於出胎周行脈氣於出胎周行脈氣於出胎周行脈氣於
周身的天下周身的天下周身的天下周身的天下，，，，月月月月
映映映映廻廻廻廻光利益於卦光利益於卦光利益於卦光利益於卦
位塔基的基因種位塔基的基因種位塔基的基因種位塔基的基因種
因因因因，，，，文理禾苗登文理禾苗登文理禾苗登文理禾苗登
入腦幹天部入腦幹天部入腦幹天部入腦幹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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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夏夏 書書書書
額頭光照骨髓內使羽藏蛹彈動而炎夏額頭光照骨髓內使羽藏蛹彈動而炎夏額頭光照骨髓內使羽藏蛹彈動而炎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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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義心胎與爐火的關在演義心胎與爐火的關在演義心胎與爐火的關
係係係係，，，，打開吾人的心量與深遂的心性打開吾人的心量與深遂的心性打開吾人的心量與深遂的心性打開吾人的心量與深遂的心性，，，，以傳承基因信息的史書以傳承基因信息的史書以傳承基因信息的史書以傳承基因信息的史書。。。。

禹貢禹貢禹貢禹貢 甘誓甘誓甘誓甘誓 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胤征胤征胤征胤征

卦中五形八方卦向卦中五形八方卦向卦中五形八方卦向卦中五形八方卦向
，，，，九州的貝葉九州的貝葉九州的貝葉九州的貝葉，，，，命命命命
譜譜譜譜「「「「大禹大禹大禹大禹」」」」其心胎其心胎其心胎其心胎
內寓建的羽藏內寓建的羽藏內寓建的羽藏內寓建的羽藏。。。。

腦幹意志中樞洗過腦幹意志中樞洗過腦幹意志中樞洗過腦幹意志中樞洗過
之後的誓言之後的誓言之後的誓言之後的誓言（（（（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甘露灌頂甘露灌頂甘露灌頂甘露灌頂、、、、甘露法甘露法甘露法甘露法
界界界界、、、、甘露淨瓶甘露淨瓶甘露淨瓶甘露淨瓶）。）。）。）。

吾人胚胎的五子如吾人胚胎的五子如吾人胚胎的五子如吾人胚胎的五子如
何吐呴於脈絡內在何吐呴於脈絡內在何吐呴於脈絡內在何吐呴於脈絡內在
而轉化成珠胎而轉化成珠胎而轉化成珠胎而轉化成珠胎。。。。

孕育胚胎內人子的孕育胚胎內人子的孕育胚胎內人子的孕育胚胎內人子的「「「「
尾息尾息尾息尾息、、、、拙火拙火拙火拙火」」」」行征行征行征行征；；；；
胎藏內雛腦的上天之胎藏內雛腦的上天之胎藏內雛腦的上天之胎藏內雛腦的上天之
子其孕蘊於天珠時的子其孕蘊於天珠時的子其孕蘊於天珠時的子其孕蘊於天珠時的
脈氣征伐脈氣征伐脈氣征伐脈氣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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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商商 書書書書

• 一一一一、、、、商書是打坐商書是打坐商書是打坐商書是打坐、、、、觀修觀修觀修觀修、、、、吐息入卦心吐息入卦心吐息入卦心吐息入卦心…讓靈體返溯於心胎爐灶讓靈體返溯於心胎爐灶讓靈體返溯於心胎爐灶讓靈體返溯於心胎爐灶
（（（（胎兒期的心臟胎兒期的心臟胎兒期的心臟胎兒期的心臟）；）；）；）；係心胎爐灶殷蘊品物所流注商傳係心胎爐灶殷蘊品物所流注商傳係心胎爐灶殷蘊品物所流注商傳係心胎爐灶殷蘊品物所流注商傳（（（（交換信交換信交換信交換信
息息息息），），），），次第歷練次第歷練次第歷練次第歷練「「「「我我我我、、、、人人人人」」」」修証之史書修証之史書修証之史書修証之史書。。。。

• 二二二二、、、、祂在祂在祂在祂在叙叙叙叙述教導如何彈動吾人卦心述教導如何彈動吾人卦心述教導如何彈動吾人卦心述教導如何彈動吾人卦心，，，，心胎的爐灶以生化殷商心胎的爐灶以生化殷商心胎的爐灶以生化殷商心胎的爐灶以生化殷商
進入人文化成境界進入人文化成境界進入人文化成境界進入人文化成境界，，，，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開啟開啟開啟開啟95%95%95%95%以上未被開以上未被開以上未被開以上未被開
發的腦部系統發的腦部系統發的腦部系統發的腦部系統。。。。

• 三三三三、、、、商書商書商書商書17171717章章章章

湯誓湯誓湯誓湯誓　　　　仲虺之誥仲虺之誥仲虺之誥仲虺之誥　　　　湯誥湯誥湯誥湯誥　　　　伊訓伊訓伊訓伊訓　　　　

太甲上太甲上太甲上太甲上 太甲中太甲中太甲中太甲中 太甲下太甲下太甲下太甲下 咸有一德咸有一德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盤庚上盤庚上盤庚上盤庚上 盤庚中盤庚中盤庚中盤庚中　　　　盤庚下盤庚下盤庚下盤庚下　　　　

說命上說命上說命上說命上 說命中說命中說命中說命中　　　　說命下說命下說命下說命下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高宗肜日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西伯戡黎西伯戡黎西伯戡黎　　　　微子微子微子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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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商商 書書書書 十七章之十七章之十七章之十七章之1111

【【【【湯誓湯誓湯誓湯誓】】】】
腦波與心跳從上而下腦波與心跳從上而下腦波與心跳從上而下腦波與心跳從上而下，，，，折返之言折返之言折返之言折返之言（（（（重新覺思重新覺思重新覺思重新覺思））））志向志向志向志向，，，，圓旋抓提圓旋抓提圓旋抓提圓旋抓提、、、、
心口旋動到腦干孔道心口旋動到腦干孔道心口旋動到腦干孔道心口旋動到腦干孔道、、、、腦細胞腦細胞腦細胞腦細胞，，，，心口熱心口熱心口熱心口熱、、、、頭上的玄鳥才下得來頭上的玄鳥才下得來頭上的玄鳥才下得來頭上的玄鳥才下得來。。。。

【【【【仲虺之誥仲虺之誥仲虺之誥仲虺之誥】】】】
心胎渡往的心胎渡往的心胎渡往的心胎渡往的竜竜竜竜虫虫虫虫，，，，會彈動的靈蛇會彈動的靈蛇會彈動的靈蛇會彈動的靈蛇（（（（祖靈祖靈祖靈祖靈），），），），基因命譜記憶的文言告示基因命譜記憶的文言告示基因命譜記憶的文言告示基因命譜記憶的文言告示。。。。
　　　　
【【【【湯誥湯誥湯誥湯誥　　　　伊訓伊訓伊訓伊訓】】】】
更改訊息文言召告更改訊息文言召告更改訊息文言召告更改訊息文言召告，，，，額頭天君的訓示額頭天君的訓示額頭天君的訓示額頭天君的訓示，，，，伊伊伊伊尹乃天君的使者尹乃天君的使者尹乃天君的使者尹乃天君的使者，，，，點出記憶體點出記憶體點出記憶體點出記憶體
的口的口的口的口，，，，公義公義公義公義、、、、公道公道公道公道丶丶丶丶公正公正公正公正，，，，開啟覺性成所作智開啟覺性成所作智開啟覺性成所作智開啟覺性成所作智。。。。

【【【【太甲上太甲上太甲上太甲上　　　　太甲中太甲中太甲中太甲中　　　　太甲下太甲下太甲下太甲下　　　　咸有一德咸有一德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　】　】　
經過大經過大經過大經過大、、、、堅堅堅堅丶丶丶丶熱的爐火焚燒熱的爐火焚燒熱的爐火焚燒熱的爐火焚燒，，，，那胎藏界那胎藏界那胎藏界那胎藏界，，，，打開吾人頑固執善不靈的龜甲打開吾人頑固執善不靈的龜甲打開吾人頑固執善不靈的龜甲打開吾人頑固執善不靈的龜甲
地地地地，，，，並安頓我們的腦細胞體而打開了並安頓我們的腦細胞體而打開了並安頓我們的腦細胞體而打開了並安頓我們的腦細胞體而打開了，，，，心胎底盤的心胎底盤的心胎底盤的心胎底盤的綫綫綫綫((((慧根慧根慧根慧根))))。。。。



7

商商商商 書書書書 十七章之十七章之十七章之十七章之2222

【【【【盤庚上盤庚上盤庚上盤庚上　　　　盤庚中盤庚中盤庚中盤庚中　　　　盤庚下盤庚下盤庚下盤庚下】　】　】　】　
在慧根裡述說生命的智慧在慧根裡述說生命的智慧在慧根裡述說生命的智慧在慧根裡述說生命的智慧綫綫綫綫「「「「群慧眾群慧眾群慧眾群慧眾徳徳徳徳」。」。」。」。

【【【【說命上說命上說命上說命上　　　　說命中說命中說命中說命中　　　　說命下說命下說命下說命下】】】】
命運命運命運命運丶丶丶丶命格命格命格命格、、、、命理命理命理命理。。。。心胎彈動到底部心胎彈動到底部心胎彈動到底部心胎彈動到底部，，，，打開基因命譜來說命打開基因命譜來說命打開基因命譜來說命打開基因命譜來說命，，，，
命在慧根的庚命在慧根的庚命在慧根的庚命在慧根的庚綫綫綫綫。。。。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高宗肜日高宗肜日】】】】
日照陽變日照陽變日照陽變日照陽變，，，，月映陰合月映陰合月映陰合月映陰合，，，，頂竅的光輪與心胎月映的文彩頂竅的光輪與心胎月映的文彩頂竅的光輪與心胎月映的文彩頂竅的光輪與心胎月映的文彩，，，，放光的折射放光的折射放光的折射放光的折射。。。。

【【【【西伯戡黎西伯戡黎西伯戡黎西伯戡黎】】】】
後腦的西伯後腦的西伯後腦的西伯後腦的西伯，，，，黎明的悟境黎明的悟境黎明的悟境黎明的悟境，，，，千金難買天亮覺千金難買天亮覺千金難買天亮覺千金難買天亮覺（（（（覺性覺性覺性覺性）。）。）。）。

【【【【微子微子微子微子】】】】
腦細胞體自行生出的微妙人子腦細胞體自行生出的微妙人子腦細胞體自行生出的微妙人子腦細胞體自行生出的微妙人子，，，，這是這是這是這是「「「「修為修為修為修為」」」」的智生種因的智生種因的智生種因的智生種因，，，，進入了一種人進入了一種人進入了一種人進入了一種人
文化成的文化成的文化成的文化成的「「「「境界境界境界境界」，」，」，」，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打開腦部細胞的記憶，，，，開開開開啓啓啓啓未被開發的腦部系統未被開發的腦部系統未被開發的腦部系統未被開發的腦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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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周書在講周書在講周書在講周書在講「「「「腦幹軸心暘谷的天風周行腦幹軸心暘谷的天風周行腦幹軸心暘谷的天風周行腦幹軸心暘谷的天風周行」」」」如何打開腦部系統如何打開腦部系統如何打開腦部系統如何打開腦部系統，，，，骨髓炎骨髓炎骨髓炎骨髓炎
夏夏夏夏，，，，心胎旋火商湯心胎旋火商湯心胎旋火商湯心胎旋火商湯，，，，胚胎內雛腦新增了殷蘊之地後胚胎內雛腦新增了殷蘊之地後胚胎內雛腦新增了殷蘊之地後胚胎內雛腦新增了殷蘊之地後，，，，再經由天風周行再經由天風周行再經由天風周行再經由天風周行，，，，
開啟了新一輪層的基因命譜國土的史書開啟了新一輪層的基因命譜國土的史書開啟了新一輪層的基因命譜國土的史書開啟了新一輪層的基因命譜國土的史書。。。。

二二二二、、、、教導吾人如何以天風吹拂的風行之道教導吾人如何以天風吹拂的風行之道教導吾人如何以天風吹拂的風行之道教導吾人如何以天風吹拂的風行之道，，，，打開心口的孔道打開心口的孔道打開心口的孔道打開心口的孔道，，，，以吹拂全以吹拂全以吹拂全以吹拂全
身的孔竅身的孔竅身的孔竅身的孔竅，，，，淨化全身的熱氣淨化全身的熱氣淨化全身的熱氣淨化全身的熱氣，，，，照白打開意志中樞的玄關系統照白打開意志中樞的玄關系統照白打開意志中樞的玄關系統照白打開意志中樞的玄關系統，，，，再打開腦再打開腦再打開腦再打開腦
部的基因工程部的基因工程部的基因工程部的基因工程。。。。

三三三三、、、、周書周書周書周書32323232章目錄章目錄章目錄章目錄：：：：
1.1.1.1.泰誓上泰誓上泰誓上泰誓上2.2.2.2.泰誓中泰誓中泰誓中泰誓中3.3.3.3.泰誓下泰誓下泰誓下泰誓下4.4.4.4.牧誓牧誓牧誓牧誓5.5.5.5.武成武成武成武成6.6.6.6.洪範洪範洪範洪範7.7.7.7.旅獒旅獒旅獒旅獒8.8.8.8.金滕金滕金滕金滕
9.9.9.9.大誥大誥大誥大誥10.10.10.10.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11.11.11.11.康誥康誥康誥康誥12.12.12.12.酒誥酒誥酒誥酒誥13.13.13.13.梓材梓材梓材梓材14.14.14.14.召誥召誥召誥召誥15.15.15.15.洛誥洛誥洛誥洛誥
16.16.16.16.多士多士多士多士17.17.17.17.無逸無逸無逸無逸18.18.18.18.君奭君奭君奭君奭19.19.19.19.蔡仲之命蔡仲之命蔡仲之命蔡仲之命20.20.20.20.多方多方多方多方21.21.21.21.立政立政立政立政22.22.22.22.周官周官周官周官
23.23.23.23.君陳君陳君陳君陳24.24.24.24.顧命顧命顧命顧命25.25.25.25.康王之誥康王之誥康王之誥康王之誥26.26.26.26.畢命畢命畢命畢命27.27.27.27.君牙君牙君牙君牙28.28.28.28.冏命冏命冏命冏命29.29.29.29.呂刑呂刑呂刑呂刑
30.30.30.30.文侯之命文侯之命文侯之命文侯之命31.31.31.31.費誓費誓費誓費誓32.32.32.32.秦誓秦誓秦誓秦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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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3.1.2.3.1.2.3.【【【【泰誓泰誓泰誓泰誓((((上上上上、、、、中中中中、、、、下下下下))))】】】】卜辭的推演卜辭的推演卜辭的推演卜辭的推演
晹谷的乾坤二道晹谷的乾坤二道晹谷的乾坤二道晹谷的乾坤二道，，，，周行卦中三界周行卦中三界周行卦中三界周行卦中三界，，，，接合基因孔道河水之誓言接合基因孔道河水之誓言接合基因孔道河水之誓言接合基因孔道河水之誓言。。。。
額前神庭的皇靈額前神庭的皇靈額前神庭的皇靈額前神庭的皇靈、、、、龍神龍神龍神龍神，，，，以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以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以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以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孝考其所得孝考其所得孝考其所得孝考其所得。。。。以心以心以心以心
胎爐灶的湯水殷蘊胎爐灶的湯水殷蘊胎爐灶的湯水殷蘊胎爐灶的湯水殷蘊、、、、商傳商傳商傳商傳，，，，骨髓炎夏而熱心成湯流注腦幹孔道骨髓炎夏而熱心成湯流注腦幹孔道骨髓炎夏而熱心成湯流注腦幹孔道骨髓炎夏而熱心成湯流注腦幹孔道，，，，能能能能「「「「正正正正
、、、、反反反反、、、、合合合合」」」」辯證義理返處胎藏內休作辯證義理返處胎藏內休作辯證義理返處胎藏內休作辯證義理返處胎藏內休作，，，，默化而獲得吉祥默化而獲得吉祥默化而獲得吉祥默化而獲得吉祥。。。。
依骨髓內上界禾苗所生的紋理來秉持依骨髓內上界禾苗所生的紋理來秉持依骨髓內上界禾苗所生的紋理來秉持依骨髓內上界禾苗所生的紋理來秉持，，，，晹谷與卦心十字黏合晹谷與卦心十字黏合晹谷與卦心十字黏合晹谷與卦心十字黏合，，，，呈現日照呈現日照呈現日照呈現日照
月映之明月映之明月映之明月映之明，，，，時厥明而能周王用事時厥明而能周王用事時厥明而能周王用事時厥明而能周王用事。。。。
天風周行晹谷後的文考天風周行晹谷後的文考天風周行晹谷後的文考天風周行晹谷後的文考((((典藏典藏典藏典藏、、、、公爵公爵公爵公爵))))

4.4.4.4.【【【【牧誓牧誓牧誓牧誓】】】】
引鼻息引鼻息引鼻息引鼻息「「「「牡牡牡牡」」」」音周行晹谷音周行晹谷音周行晹谷音周行晹谷，，，，牧養卦位周身野地牧養卦位周身野地牧養卦位周身野地牧養卦位周身野地，，，，使心念折反之言使心念折反之言使心念折反之言使心念折反之言。。。。((((誓誓誓誓))))
武王武王武王武王：：：：武動晹谷的天風周行武動晹谷的天風周行武動晹谷的天風周行武動晹谷的天風周行，，，，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
腦幹基因中土內承受鼻息所耀化出的腦幹基因中土內承受鼻息所耀化出的腦幹基因中土內承受鼻息所耀化出的腦幹基因中土內承受鼻息所耀化出的「「「「機先機先機先機先」，」，」，」，以心胎爐灶的湯水殷蘊以心胎爐灶的湯水殷蘊以心胎爐灶的湯水殷蘊以心胎爐灶的湯水殷蘊
而商傳而商傳而商傳而商傳。。。。引鼻息牽引之牡音引鼻息牽引之牡音引鼻息牽引之牡音引鼻息牽引之牡音，，，，奮力冒出腦幹軸心奮力冒出腦幹軸心奮力冒出腦幹軸心奮力冒出腦幹軸心，，，，晹谷之意象而周行晹谷之意象而周行晹谷之意象而周行晹谷之意象而周行。。。。
引領卦中子民冒出頭天引領卦中子民冒出頭天引領卦中子民冒出頭天引領卦中子民冒出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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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武成武成武成武成】】】】
武王引鼻息武王引鼻息武王引鼻息武王引鼻息，，，，冒出腦幹晹谷冒出腦幹晹谷冒出腦幹晹谷冒出腦幹晹谷，，，，吐納卦心吐納卦心吐納卦心吐納卦心，，，，重新成就卦位政事重新成就卦位政事重新成就卦位政事重新成就卦位政事。。。。
以腦幹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以腦幹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以腦幹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以腦幹彤日的迴光映文來反芻，，，，孝考文言孝考文言孝考文言孝考文言。。。。
成就心相映文成就心相映文成就心相映文成就心相映文。。。。
心腦令心心腦令心心腦令心心腦令心：：：：腦部風息可以吹到心口腦部風息可以吹到心口腦部風息可以吹到心口腦部風息可以吹到心口，，，，回到胎藏內各竅孔打開回到胎藏內各竅孔打開回到胎藏內各竅孔打開回到胎藏內各竅孔打開。。。。
耳朵是可用來聽內在的耳朵是可用來聽內在的耳朵是可用來聽內在的耳朵是可用來聽內在的((((耳聞耳聞耳聞耳聞))))，，，，依額首吸吊的皇天依額首吸吊的皇天依額首吸吊的皇天依額首吸吊的皇天，，，，來吊引心口來吊引心口來吊引心口來吊引心口。。。。

6.6.6.6.【【【【洪範洪範洪範洪範】】】】
武成後武成後武成後武成後，，，，晹谷天風能依卦心周行晹谷天風能依卦心周行晹谷天風能依卦心周行晹谷天風能依卦心周行，，，，卦位八方卦位八方卦位八方卦位八方，，，，成就共工模範成就共工模範成就共工模範成就共工模範。。。。
洪範九疇洪範九疇洪範九疇洪範九疇((((洪水乃胎藏內共工的血氣洪水乃胎藏內共工的血氣洪水乃胎藏內共工的血氣洪水乃胎藏內共工的血氣，，，，爻道之水爻道之水爻道之水爻道之水))))
依天風周行依天風周行依天風周行依天風周行，，，，觀臨晹谷觀臨晹谷觀臨晹谷觀臨晹谷，，，，卦心共工的九疇界面卦心共工的九疇界面卦心共工的九疇界面卦心共工的九疇界面。。。。
※※※※人的肉體是被靈體所包覆的人的肉體是被靈體所包覆的人的肉體是被靈體所包覆的人的肉體是被靈體所包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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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旅獒旅獒旅獒旅獒】】】】
天風吹入腦幹孔道內抵祉時天風吹入腦幹孔道內抵祉時天風吹入腦幹孔道內抵祉時天風吹入腦幹孔道內抵祉時，，，，獻出可反芻突厥出皇靈獒聲的獒犬獻出可反芻突厥出皇靈獒聲的獒犬獻出可反芻突厥出皇靈獒聲的獒犬獻出可反芻突厥出皇靈獒聲的獒犬。。。。
僅在額首咸陽時才能融入外來人子的聞見僅在額首咸陽時才能融入外來人子的聞見僅在額首咸陽時才能融入外來人子的聞見僅在額首咸陽時才能融入外來人子的聞見，，，，胚胎的公爵內有智慧珍寶胚胎的公爵內有智慧珍寶胚胎的公爵內有智慧珍寶胚胎的公爵內有智慧珍寶
的基因映模的基因映模的基因映模的基因映模。。。。
犬犬犬犬((((反芻反芻反芻反芻、、、、孝考基因孔道內仙人的犬使之聲孝考基因孔道內仙人的犬使之聲孝考基因孔道內仙人的犬使之聲孝考基因孔道內仙人的犬使之聲）。）。）。）。
馬馬馬馬((((靈胎內媽祖的使欲靈胎內媽祖的使欲靈胎內媽祖的使欲靈胎內媽祖的使欲))))。。。。
非出自非出自非出自非出自「「「「腦幹骨髓基因孔道內的胚胎中土腦幹骨髓基因孔道內的胚胎中土腦幹骨髓基因孔道內的胚胎中土腦幹骨髓基因孔道內的胚胎中土」」」」之天性之天性之天性之天性，，，，不可畜養不可畜養不可畜養不可畜養。。。。
接引祖靈依心律而遊走以冒出卦位接引祖靈依心律而遊走以冒出卦位接引祖靈依心律而遊走以冒出卦位接引祖靈依心律而遊走以冒出卦位，，，，依腦波基因辭令的茲音航引渡往依腦波基因辭令的茲音航引渡往依腦波基因辭令的茲音航引渡往依腦波基因辭令的茲音航引渡往
。。。。

8.8.8.8.【【【【金滕金滕金滕金滕】】】】
旅獒後旅獒後旅獒後旅獒後，，，，武五有疾武五有疾武五有疾武五有疾，，，，周公作周公作周公作周公作：：：：金質而可月映迴光金質而可月映迴光金質而可月映迴光金質而可月映迴光，，，，入於腦幹孔道內的入於腦幹孔道內的入於腦幹孔道內的入於腦幹孔道內的
骨髓基因鏈鍵骨髓基因鏈鍵骨髓基因鏈鍵骨髓基因鏈鍵。。。。((((有疾有疾有疾有疾：：：：有了旅獒的鳴音打通後腦戶有了旅獒的鳴音打通後腦戶有了旅獒的鳴音打通後腦戶有了旅獒的鳴音打通後腦戶，，，，脊椎胚胎甲地脊椎胚胎甲地脊椎胚胎甲地脊椎胚胎甲地
，，，，就會含入了其胎藏基因的故有猩猿病疾就會含入了其胎藏基因的故有猩猿病疾就會含入了其胎藏基因的故有猩猿病疾就會含入了其胎藏基因的故有猩猿病疾))))，，，，故作金滕以更替之故作金滕以更替之故作金滕以更替之故作金滕以更替之。。。。
※※※※打坐時呼吸與大腦易於連結會令心臟變腔打坐時呼吸與大腦易於連結會令心臟變腔打坐時呼吸與大腦易於連結會令心臟變腔打坐時呼吸與大腦易於連結會令心臟變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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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大誥大誥大誥大誥】】】】
骨髓基大國的文言召告骨髓基大國的文言召告骨髓基大國的文言召告骨髓基大國的文言召告
成就金滕的腦幹內骨髓基因人子命體後成就金滕的腦幹內骨髓基因人子命體後成就金滕的腦幹內骨髓基因人子命體後成就金滕的腦幹內骨髓基因人子命體後，，，，所作的塔基大國之文言召告所作的塔基大國之文言召告所作的塔基大國之文言召告所作的塔基大國之文言召告。。。。

10.10.10.10.【【【【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
黎明時黎明時黎明時黎明時，，，，戶首冒出的微妙基因人子之命戶首冒出的微妙基因人子之命戶首冒出的微妙基因人子之命戶首冒出的微妙基因人子之命。。。。((((即腦細胞內的人子之命即腦細胞內的人子之命即腦細胞內的人子之命即腦細胞內的人子之命))))

11.11.11.11.【【【【康誥康誥康誥康誥】】】】
打坐之時的密封鏡照打坐之時的密封鏡照打坐之時的密封鏡照打坐之時的密封鏡照((((建醮建醮建醮建醮))))，，，，能將能將能將能將ㄧㄧㄧㄧ年一時的所學所得年一時的所學所得年一時的所學所得年一時的所學所得，，，，封存入骨髓基封存入骨髓基封存入骨髓基封存入骨髓基
因內所圈選的命譜因內所圈選的命譜因內所圈選的命譜因內所圈選的命譜，，，，生成來日器皿的殊勝特性與天賦的康莊文言召告生成來日器皿的殊勝特性與天賦的康莊文言召告生成來日器皿的殊勝特性與天賦的康莊文言召告生成來日器皿的殊勝特性與天賦的康莊文言召告。。。。

12.12.12.12.【【【【酒誥酒誥酒誥酒誥】】】】
黎明戶首出生的微子黎明戶首出生的微子黎明戶首出生的微子黎明戶首出生的微子，，，，封存公爵內時引用封存公爵內時引用封存公爵內時引用封存公爵內時引用〝〝〝〝茲茲茲茲〞〞〞〞酒之文言召告酒之文言召告酒之文言召告酒之文言召告。。。。
((((酒是用在跨越祭祀酒是用在跨越祭祀酒是用在跨越祭祀酒是用在跨越祭祀、、、、封禪封禪封禪封禪、、、、生化生化生化生化、、、、殷蘊時的溫熱殷蘊時的溫熱殷蘊時的溫熱殷蘊時的溫熱))))，，，，使腦波基因辭令的使腦波基因辭令的使腦波基因辭令的使腦波基因辭令的
茲音茲音茲音茲音，，，，含入精氣而可耀化返入胎藏含入精氣而可耀化返入胎藏含入精氣而可耀化返入胎藏含入精氣而可耀化返入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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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梓材梓材梓材梓材】】】】
微子微子微子微子〝〝〝〝肆徂肆徂肆徂肆徂〞〞〞〞時時時時，，，，意志中樞將含有茲酒的辛紫色剛毅素材意志中樞將含有茲酒的辛紫色剛毅素材意志中樞將含有茲酒的辛紫色剛毅素材意志中樞將含有茲酒的辛紫色剛毅素材。。。。肆徂是君子肆徂是君子肆徂是君子肆徂是君子
打坐時打坐時打坐時打坐時，，，，足心反彈心律脈沖的梓材者足心反彈心律脈沖的梓材者足心反彈心律脈沖的梓材者足心反彈心律脈沖的梓材者，，，，可不死而登天可不死而登天可不死而登天可不死而登天((((腦部天國腦部天國腦部天國腦部天國))))。。。。
意指讓子民搭乘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意指讓子民搭乘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意指讓子民搭乘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意指讓子民搭乘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經由脊尾經由脊尾經由脊尾經由脊尾，，，，脊椎骨髓孔道脊椎骨髓孔道脊椎骨髓孔道脊椎骨髓孔道，，，，返沖返沖返沖返沖
登往腦部天國登往腦部天國登往腦部天國登往腦部天國。。。。ㄧㄧㄧㄧ個人意志中樞要能陽剛成紫色個人意志中樞要能陽剛成紫色個人意志中樞要能陽剛成紫色個人意志中樞要能陽剛成紫色，，，，才能被舉才才能被舉才才能被舉才才能被舉才。。。。

14.14.14.14.【【【【召誥召誥召誥召誥】】】】
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召公取用為笅內的召誥文言召公取用為笅內的召誥文言召公取用為笅內的召誥文言召公取用為笅內的召誥文言。。。。
((((※※※※係大度智的係大度智的係大度智的係大度智的ㄧㄧㄧㄧ種過程種過程種過程種過程))))
洛邑洛邑洛邑洛邑、、、、洛汭洛汭洛汭洛汭((((映落心相入公爵內爻中納取回文處映落心相入公爵內爻中納取回文處映落心相入公爵內爻中納取回文處映落心相入公爵內爻中納取回文處))))
月映迴光月映迴光月映迴光月映迴光，，，，映落之地映落之地映落之地映落之地。。。。

15.15.15.15.【【【【洛誥洛誥洛誥洛誥】】】】
出旦的基因微子在笅中出旦的基因微子在笅中出旦的基因微子在笅中出旦的基因微子在笅中，，，，映落基因紋理於公爵內之文言召告映落基因紋理於公爵內之文言召告映落基因紋理於公爵內之文言召告映落基因紋理於公爵內之文言召告。。。。
笅笅笅笅→→→→乃胚胎的出入口乃胚胎的出入口乃胚胎的出入口乃胚胎的出入口。。。。
（（（（※※※※揚文武烈揚文武烈揚文武烈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奉答天命奉答天命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和恆四方民和恆四方民和恆四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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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16.16.【【【【多士多士多士多士】】】】
公爵內周行的道脈公爵內周行的道脈公爵內周行的道脈公爵內周行的道脈，，，，依腦內泥丸而增多了士使後依腦內泥丸而增多了士使後依腦內泥丸而增多了士使後依腦內泥丸而增多了士使後，，，，就會有所謂的就會有所謂的就會有所謂的就會有所謂的「「「「亮陰亮陰亮陰亮陰」。」。」。」。

17.17.17.17.【【【【無逸無逸無逸無逸】】】】
公爵內泥丸爾中增多了道脈士使公爵內泥丸爾中增多了道脈士使公爵內泥丸爾中增多了道脈士使公爵內泥丸爾中增多了道脈士使，，，，將使意志中樞不愿將使意志中樞不愿將使意志中樞不愿將使意志中樞不愿((((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安逸安逸安逸安逸。。。。

18.18.18.18.【【【【君奭君奭君奭君奭】】】】
天君之子天君之子天君之子天君之子，，，，能引領地界塔基大國能引領地界塔基大國能引領地界塔基大國能引領地界塔基大國，，，，歷百代總合的基因人子歷百代總合的基因人子歷百代總合的基因人子歷百代總合的基因人子，，，，
而發號旨令而發號旨令而發號旨令而發號旨令，，，，產生初醒時產生初醒時產生初醒時產生初醒時，，，，殘留的殘留的殘留的殘留的「「「「亮陰亮陰亮陰亮陰」」」」之光之光之光之光。。。。

19.19.19.19.【【【【蔡仲之命蔡仲之命蔡仲之命蔡仲之命】】】】
蔡叔蔡叔蔡叔蔡叔((((祭祀閔中萌文的止寂者祭祀閔中萌文的止寂者祭祀閔中萌文的止寂者祭祀閔中萌文的止寂者))))，，，，引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來戈取引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來戈取引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來戈取引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來戈取，，，，
人猿共工的基因種源傳承時位人猿共工的基因種源傳承時位人猿共工的基因種源傳承時位人猿共工的基因種源傳承時位，，，，作祭祀閔中萌文仲引者的旨命作祭祀閔中萌文仲引者的旨命作祭祀閔中萌文仲引者的旨命作祭祀閔中萌文仲引者的旨命。。。。

20.20.20.20.【【【【多方多方多方多方】】】】
頂輪開光後頂輪開光後頂輪開光後頂輪開光後，，，，公爵內泥丸宮公爵內泥丸宮公爵內泥丸宮公爵內泥丸宮，，，，增多了上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增多了上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增多了上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增多了上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
((((依照腦幹孔道閔中文理依照腦幹孔道閔中文理依照腦幹孔道閔中文理依照腦幹孔道閔中文理，，，，所登載的簡冊來多方開廣所登載的簡冊來多方開廣所登載的簡冊來多方開廣所登載的簡冊來多方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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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1.21.【【【【立政立政立政立政】】】】
建立公爵建立公爵建立公爵建立公爵((((泥丸泥丸泥丸泥丸、、、、金元金元金元金元))))內照白的卦中行政內照白的卦中行政內照白的卦中行政內照白的卦中行政((((基因映模基因映模基因映模基因映模))))。。。。

22.22.22.22.【【【【周官周官周官周官】】】】
周行天下道脈周行天下道脈周行天下道脈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宮視窗感官出入公爵的天宮視窗感官出入公爵的天宮視窗感官出入公爵的天宮視窗感官。。。。

23.23.23.23.【【【【君陳君陳君陳君陳】】】】
腦部公爵的泥丸內重新生出基因魄體腦部公爵的泥丸內重新生出基因魄體腦部公爵的泥丸內重新生出基因魄體腦部公爵的泥丸內重新生出基因魄體，，，，增多的天宮視窗增多的天宮視窗增多的天宮視窗增多的天宮視窗，，，，腦部的天腦部的天腦部的天腦部的天
君君君君，，，，蒞臨卦位而陳說義理蒞臨卦位而陳說義理蒞臨卦位而陳說義理蒞臨卦位而陳說義理。。。。

24.24.24.24.【【【【顧命顧命顧命顧命】】】】
康莊公爵內泥丸慧根所新增命體康莊公爵內泥丸慧根所新增命體康莊公爵內泥丸慧根所新增命體康莊公爵內泥丸慧根所新增命體，，，，可觀修返顧的公爵內可觀修返顧的公爵內可觀修返顧的公爵內可觀修返顧的公爵內〝〝〝〝新增屍位新增屍位新增屍位新增屍位
的天命的天命的天命的天命〞。〞。〞。〞。



16

周周周周 書書書書 三十二章之三十二章之三十二章之三十二章之8888

25.25.25.25.【【【【康王之誥康王之誥康王之誥康王之誥】】】】
康莊腦室公爵內安置康莊腦室公爵內安置康莊腦室公爵內安置康莊腦室公爵內安置「「「「天子屍位天子屍位天子屍位天子屍位」，」，」，」，作重生基因子民的文言詔告作重生基因子民的文言詔告作重生基因子民的文言詔告作重生基因子民的文言詔告。。。。

26.26.26.26.【【【【畢命畢命畢命畢命】】】】
胚胎內基因人子胚胎內基因人子胚胎內基因人子胚胎內基因人子，，，，於卦中用後能登往於卦中用後能登往於卦中用後能登往於卦中用後能登往「「「「天子屍位天子屍位天子屍位天子屍位」」」」以畢竟使命以畢竟使命以畢竟使命以畢竟使命，，，，
即子民登天到了腦部成了道果即子民登天到了腦部成了道果即子民登天到了腦部成了道果即子民登天到了腦部成了道果。。。。

27.27.27.27.【【【【君牙君牙君牙君牙】】】】
君子入腦幹塔基君子入腦幹塔基君子入腦幹塔基君子入腦幹塔基，，，，覺引基因人子重長出的文雅之芽紋覺引基因人子重長出的文雅之芽紋覺引基因人子重長出的文雅之芽紋覺引基因人子重長出的文雅之芽紋。。。。

28.28.28.28.【【【【冏命冏命冏命冏命】】】】
額日照白卦心後額日照白卦心後額日照白卦心後額日照白卦心後，，，，腦幹孔道的開光以生作禾苗紋理腦幹孔道的開光以生作禾苗紋理腦幹孔道的開光以生作禾苗紋理腦幹孔道的開光以生作禾苗紋理，，，，炯明的再來人炯明的再來人炯明的再來人炯明的再來人
子的天命子的天命子的天命子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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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9.29.29.【【【【呂刑呂刑呂刑呂刑】】】】
刑功合氣於道口兩端跨骨刑功合氣於道口兩端跨骨刑功合氣於道口兩端跨骨刑功合氣於道口兩端跨骨，，，，即跨骨內地藏的清理即跨骨內地藏的清理即跨骨內地藏的清理即跨骨內地藏的清理，，，，再以額首神庭的再以額首神庭的再以額首神庭的再以額首神庭的
皇天吸吊脊尾竅口皇天吸吊脊尾竅口皇天吸吊脊尾竅口皇天吸吊脊尾竅口，，，，刑功合氣於七大輪穴刑功合氣於七大輪穴刑功合氣於七大輪穴刑功合氣於七大輪穴。。。。

30.30.30.30.【【【【文侯之命文侯之命文侯之命文侯之命】】】】
呂刑之後呂刑之後呂刑之後呂刑之後，，，，胚胎內能人文化成胚胎內能人文化成胚胎內能人文化成胚胎內能人文化成，，，，文考的人猿共通種源文考的人猿共通種源文考的人猿共通種源文考的人猿共通種源，，，，其基因演化其基因演化其基因演化其基因演化
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

31.31.31.31.【【【【費誓費誓費誓費誓】】】】
基因人子穿拂腦幹孔道與惠心基因人子穿拂腦幹孔道與惠心基因人子穿拂腦幹孔道與惠心基因人子穿拂腦幹孔道與惠心，，，，貝頁貝頁貝頁貝頁((((費費費費))))，，，，智證後折返的公言智證後折返的公言智證後折返的公言智證後折返的公言
((((※※※※心腦的合一心腦的合一心腦的合一心腦的合一，，，，會產生有兆頭會產生有兆頭會產生有兆頭會產生有兆頭、、、、兆因兆因兆因兆因、、、、兆民兆民兆民兆民))))。。。。

32.32.32.32.【【【【秦誓秦誓秦誓秦誓】】】】
禾苗文理能冒出公爵三爻界面禾苗文理能冒出公爵三爻界面禾苗文理能冒出公爵三爻界面禾苗文理能冒出公爵三爻界面((((頂輪頂輪頂輪頂輪))))，，，，智證後折返的公言智證後折返的公言智證後折返的公言智證後折返的公言。。。。
((((跨越過去跨越過去跨越過去跨越過去、、、、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未來三個界面而止於至善未來三個界面而止於至善未來三個界面而止於至善未來三個界面而止於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