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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逢年過節，中國人的習俗見面都要說些吉

祥話，互相祝福，討個吉利。很多人到了大年

初一，更會去廟裡插頭柱香沾喜氣，目的就是

希望在一年的初始接好運，以保整年的平安順

利。

從小到大，不論在生活中哪一個環節有

什麼不對勁，我們都會想盡辦法解決問題，如

身體不適就去找醫生，希望得到療癒，獲得康

復，這是一項保護自己的機制。近年來，療癒

的範疇已經不限於身體，而涵蓋了身、心、靈

三個面向，很多宗派也都喊出此一口號。

事實上我們每一天的吉凶禍福，身體的健

康與否，身、心、靈都有著相連的關係，然而

很多人都沒有弄清楚，想得到真正的療癒，究

竟什麼才是重點？什麼才是需要注意的？若能

對療癒有完整的瞭解，相信就能建立起一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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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來保護自己和家人、朋友，並在充滿不

確定的未來中趨吉避凶。如此，每天都有好心

情，天天插頭柱香的好運氣，就可從這一刻立

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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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療癒是趨吉避凶的唯一出路

在療癒的過程中，一般人大多希望藉由

醫生的開藥給建議，然後就能從此天下太平，

今天的問題不用帶到明天，這意謂著有很多人

奢望藉由藥物，解決健康以及心理的問題；但

是，這個方式並不是一個治本的方法。而治

標不治本的方法卻往往是普遍的現象，那麼，

誰能夠幫我們做好療癒的工作呢？絕大多數的 

人總認為，療癒大概都要靠專家、權威才能夠

完成。

在此強調的第一個重點，療癒最重要的決

定者是你自己。為什麼多數人都忽略自己可以

主導完成的工作，竟然奢求別人來照顧？主要

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總認為只有醫生才能

夠幫助我們。其實，療癒工作的重責大任是我

們自己，而且在療癒的過程中，以及從今以後

的日子裡，你與療癒這一區塊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

事實上，這是趨吉避凶的唯一出路。每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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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過去你也許尋求

很多的方法、源頭，希望能得到一個肯定的答

案，為自己開創嶄新的未來。但日復一日的蹉

跎，你還是在原地踏步，一直在繞圈子，卻又

繞不出來，找不到出路，其實一切的根源都在

於你自己在療癒的過程中，沒有落實的心理態

度。

過去的你在此一問題上，也許沒有花多少

時間去思考；而問題卻是如此的咄咄逼人，因

為每一個人的吉凶禍福究竟該往哪個方向走，

自己的心理態度是一個主要的關鍵。如果我們

都可以自我療癒，或許天下就太平了，很多事

情就不至於如我們想像得那麼複雜；許多不能

達到的目標，可能就在這一刻輕輕鬆鬆上路。

2.你決定往哪個方向其力量就會隨行

在被治療的過程中，我們多多少少都會

感覺到痛。找醫生看病的時候，可能要打針、

吃藥，總是會有那麼一點痛；但是，如果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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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中必須的一部分，就不應該懼怕或拒絕

痛，因為生命往往需要經歷某種的陣痛期才能

蛻變。如果願意面對現實，將自己的未來審慎

地交到自己的手裡，對療癒有深入的認識，將

會對你往後的歲月，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啟示！

比如說，春嬌和志明為了吃飯的問題，

倆人開始有了口角，最後春嬌贏了，決定去某

一家飯店吃飯。志明在吃飯的過程中，也許還

不會難過，但吃完以後，可能心裡感到彆扭，

覺得連吃個飯都要受春嬌的擺佈，因此，就會

有一個因子種在心裡。如果哪天運氣不好，周

遭又有許多令人煩惱的情境發生，於是一件去

哪裡吃飯的事因，就變成明天小倆口吵架的

觸媒，可能演變成一個走向每天喋喋不休鬥嘴

的出口；如果吃飯當下，志明懂得運用另一種

心態去調整，將原來心中的不舒服一開始就釋

放掉，也就避免了一場口角或是後續衍生的爭

執。

我們試著觀察身邊的朋友，一定看過有種

人，一生經常與人產生過節，生活裡有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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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戈磨擦。一天的口角，如果是經過一個月、

一年、十年、二十年……在其意識田裡，就會

記憶、累積此一感覺，逐漸形成一種習性。那

麼，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偶有太平，他還不願意

接受，因為那不是他習慣的生活模式，這豈不

可悲。

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是好、是壞，就在那一

瞬間。一旦你決定往哪個方向走，那個力量就

會一直跟著你；然後植入你的意識田中，甚至

於你的靈魂深處；一旦進入靈魂的記憶體，就

會從那個時間點起，所謂的吉凶禍福，命好、

命壞，各種說法都會因之而對號入座。

3.想法和做法之別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有朋友接觸過佛教、道教，大概都聽

過「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

災殃化為塵」這句話。這是一個保命的句子？

還是一個趨吉避凶的句子？還是只是一段經文

都沒有關係，許多人將此句背得滾瓜爛熟，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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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遭遇不少問題；如果我們將此句子改為「

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包袱

化成灰，一切煩惱化為塵」，命運或者際遇，

可能就會因為這一句話對你的意義而有所改變

了。

需不需要療癒，端視我們自己，一個簡

單的想法、說法和做法，可能就會讓我們在下

一秒鐘產生不同的結果。如果你凡事都要一而

再，再而三的猶疑；或者總是記憶起過去自己

的痛楚；或者計較與人的過節；或者抓住種種

不開心的事情，弄得自己一口怨氣出不來，心

有不甘。如果你願意為自己療癒，告訴自己「

算了吧！人世間不就是這樣子的一幕一幕嗎？

」一幕升、一幕落，既然這一幕升了上來，你

也可以讓它落下去，平靜的過去就化了。

然而，世間上多數人總是想不通、看不

開、放不下，後續就會產生許多插曲；若某一

些事情能看得開，在你的生命裡就已經做到了

療癒，就是如此簡單！既然療癒與否決定權

在自己，我們應該在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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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裡，胸有成竹地把握住此一契機，決定要或

不要；有時太多的咬文嚼字，反而讓我們弄不

懂，究竟其中的真義為何？

4.得到幸福的前提就是做好自我療癒

你可以在心中回想一下，不管是自己，還

是家人、朋友，很多重要事件的發生，如果在

源頭點就懂得自我療癒，一念看開，之後的故

事就不致往負向發展。如果這是一個必要的做

法，就必須告訴自己，我們沒有過多的出路；

除非，你還沒有決定未來的日子，究竟哪一條

路是你必須要去追求的，只要你期待明天比今

天更好，就要想清楚，將自我療癒落實到你的

生活裡。當你接受療癒自己，就為自己的命運

開了一扇更光明的大門！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好、更平安，

希望得到所有吉祥話裡的福氣，但是想要得到

這些的前提，就是要先做好自我療癒。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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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療癒，所有的吉祥境都會圍繞著你；如果

你只是聽聽就算了，那麼本來生命裡可以達到

的某種吉祥境，也將只是吉光片羽，稍縱即

逝，在短暫片刻中抓到而已。

生命的挑戰，就是在很多的時間點，面對

很多不同的課題，若我們的中心思想沒有建立

穩固，事情發生只給你五秒鐘的反應時間，你

要如何在電光石火、刻不容緩的剎那間做出決

定，抉擇其中的處理方式？你真正的看法，平

日都會遍布在你的言語和行為之間，所以療癒

與我們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而這個療癒就是

生命的泉力！這股力量可以像泉水般，源源不

絕一直和我們長相左右，任何時間去調動，都

可以得心應手。

5.你必須像永遠充滿電的蓄電池

從小我們就知道，練習是熟練的唯一途

徑。要將這個觀念，帶入生命裡的每一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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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夠認同此一做法，未來就有得到幸福的前

提，過好每一天。但是，人們總是嚮往過著舒

適的日子，卻在做一些落實性工作的時候，往

往有所懈怠；或沒有辦法調動就停止練習；或

者後面缺乏一股推動力。

因此，你本身必須要像個蓄電池，永遠都

充滿了電，有一股自我肯定能夠做好的力量充

斥著你，才不會因為哪一天陰晴圓缺就被其影

響；如果這個練習和你的心態，是受限於某個

條件下才能運作的話，就有可能因為在某一刻

你沒有能力調動其心態，使得在你的生命裡產

生縫隙，而讓某種事因可以得逞，所以，每一

秒鐘都要能夠堅守住蓄電飽滿的狀態。

舉例來說，六十號公路，幾年前就開始拓

寬工程，但在拓寬過程中，造成許多的不便，

使你的心中產生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這件

事情會因為你的抱怨而停止，那麼今天的六十

號公路，就不會因為拓寬工程的完成，而有了

更通暢交通流量的結果；因此相對比前幾年老

是塞車的情況，短期的不便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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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這是一條公共的道路，關係到很多的

相關單位，所以沒有人敢偷懶，必須盡快將它

完成。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亦是如此，如果你給

自己太多的藉口和理由，對療癒方面有很多的

說法給自己，往往因此中斷了療癒的工作，所

得效果也只是曇花一現，讓自己獲得短暫的開

心，之後就愈離愈遠，這對自己來說，是不公

平的。

再高的見解，還是要回歸實修。如此簡單

的觀念如果不能落實到生活中，即使你聽了許

多名人、老師或學者的精闢講座，都只是擦肩

而過；當透過自己的實修實證而改變了命運，

成為社會上的發光體，就能影響周遭的人，讓

他們也能一天比一天進步。因此，我們的社會

環境將因為大家的觀念轉變，而讓地球成為天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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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會在任何情境裡做抽離

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無論在何時，人們總

希望能夠掌握明天，並且過得更好，所以，平

時就要盡一切可能抓住機會練習，調整心態，

為自己尋找更多的出路和空間，使生命過得更

精彩、豐盛。現今社會，每一個人都太繁忙，

不管是小學生、大學生、老人、還是年輕人，

幾乎人人都有一萬個理由告訴自己忙碌的原

因，打開電腦更有看不完的資訊。

雖然大家都忙碌地努力在每一秒中，去

做好該要做的事情，以增進自己的發展，但有

時候因為優先順序的不同，不少人每天忙忙碌

碌，而目標仍然遙不可及，因而事與願違，惹

來許多的煩惱，這並不是當初忙碌之後想要的

結果。如果能明白其中的觀念，把它注入並落

實到生活中，生活就會變得更好。

人有時在身體上或是心理上發生某種病

變，而這些病變很多時候連醫生也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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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治療，這種情形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時有

所聞。有些人得了怪病，寄託醫生是他的救

星，可以幫他分擔解憂，但是，當最後醫生親

口告訴他沒得治了，唯一的希望也就此破滅。

然而，其實有許多合於自己，又能掌握的方式

足以去應對，但在曾經的忙碌中卻未加留意，

因而失之交臂，實在是很可惜的事。

首先，必須先思考哪些時間的運用，對

於未來是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接著，聰明的你

就要更精純的利用時間，學會在任何情境裡做

某種的抽離，也就是在故事發生的當時或者之

後，能夠將自我的境抽離出來，轉為第三者的

觀點來瞭解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如果能夠經常做此練習，漸漸地，除了這

一刻，也會很清楚前一刻、前一個小時、前一

天、前一個月、前一年……的故事。當落實地

勤加練習，就可以慢慢地釐清，讓心中產生煩

惱的事件變成進步的一個根基，知道究竟要如

何前進的一個練習題；這樣的練習還可以阻止

問題在未來再發生的可能性，這就是在進行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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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工作，在生活裡，將可能發生的不好的事

情，一件一件的將它防堵住。

如果還有因緣，這個練習也許會慢慢地讓

你回憶起十年前、二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事

情，如果是一百年前的事情，就是我們所謂的

過去世，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只是你願不願意

深入而已。所以，先把這點弄清楚，之後才會

有某種的認同。

當知道問題點時，才能夠對症下藥，才會

明瞭究竟生命裡最為重要的為何，只有在清楚

明白之際，才能夠抓住重點，進而去研究、執

行，最後才能夠超越，當你明白事理之後，才

是一勞永逸的超越。所以，「療癒」可以說是

提升和轉變之前最基本的工作。

7.療癒是以靈魂為主要對象的深層療癒

有很多人不管在什麼團體，都說自己修行

心靈的課題已經幾十年了，但自身還是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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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存在；如果進一步瞭解，會發現原因是

沒有做療癒，只在表面上追求某一種理論。由

於缺乏療癒這一環，當自己真要下功夫時，很

多東西都被卡住，以至停滯不前，一晃就是幾

十年。

修行或者學習任何一種宗教，其功夫不

以一年、十年、三十年……的時間長短來做敘

述，而是修行有沒有落實才是重點；即使才接

觸到某一種學說一個月，只要腳踏實地去落

實，可能還勝過學習幾十年的人。因此，一定

要期許自己做自我修復的療癒。

身體的療癒，是多數人原本就知道的，

但是療癒工作最重要的是修復的過程，不是淺

層的身體上的療癒，而是以靈魂為主要對象的

深層療癒。許多人世間無法解決的病、苦，根

源都是出在靈魂的層面上，如果無法覺知到這

點，一味的在周邊找解決的方法，就會一直在

繞圈子，繞到最後還是不歸路。所以真正的療

癒是注重自己的靈魂層面，善待自己的靈魂，

保護自己的靈魂，同時給自己的靈魂開創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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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出路。

8.你和你的靈魂共同成就生命中的一切

如果想要徹底的療癒，先要有些觀念。從

小到大，我們聽了很多前世今生的講法，眾說

紛紜，沒有理出一個所以然來，因此有些人會

覺得講前世今生是沒有建設性的；然而，前世

今生這件事是確實不虛的。從古至今，很多學

說都在討論此一話題的真實性，我們用科學的

角度綜觀，發現真的有其事，人似乎是有靈魂

的。

而靈魂棲處在哪裡呢？就在人的胃後方的

一團氣，醫生是看不到的，這團氣決定了人很

多的面向，例如人的思維，人在此生所遇到的

吉凶禍福、遇到的人事物，都因為靈魂在其中

扮演著一個角色，當時間到了，該遇到的都會

遇到，這就是人們所謂的命運；什麼時候會發

生什麼事情，什麼時候可以怎麼樣，兩者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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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而合的。

高明的算命先生預測在何時會發生什麼事

情，果然真的發生了，怎麼會有這麼好的電腦

系統？其實這就是靈魂的程式，時間一到，它

就會塑造成一個形式；或者是畫面；或者是際

遇出現，並就此展開從過去到現在，存在此一

程式裡面該要演化的各種結論，讓人有時候對

於命運的安排，無法招架只能照單全收。

而流年運等等的名詞都是周邊的裝飾品，

重點是你究竟是否明白知道，生命中所發生的

一切，都是和你每天生活息息相關的靈魂，與

你共事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如果你認同靈魂是

跟隨著你的，那你就要善待它，而且在和它一

起運作的同時，你可以成為導演，掌握自己未

來戲發展方向的主人。

如果你不認同，命運後面的靈魂還是會跟

著你，不會因為你認同與否，它就會存在或不

存在，無論如何，它都會跟著你；如果你不認

同，你就只能任由過去世以及這一秒鐘之前，

所有分分秒秒累積所產生的結論來玩弄你。



21

所以，從今天開始，你不用去算命了，

也不要再相信只有別人告訴你，什麼時候會發

生什麼事情，從今天開始，你已經有能力告訴

你自己，你的下一秒鐘，可以過得比這一秒更

好，只要你願意。如果我們用科學來看靈魂，

靈魂裡面的程式是可以被改變的；過去也許不

容易，但是當遇到了《超級生命密碼》以後，

這個說法就會變成一個事實。不只是你，或只

是他，而是已經有很多人因為遇到了《超級生

命密碼》，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而且這些改變

連他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如果現在的你，心中還有無數的問號，並

沒有錯，你需要給自己多一點時間，和多一點

耐心，去推敲其中的真實性。一旦你認同了，

之後的發展就會和我所講的一樣，很多事情就

會開始轉，很多難題就會漸漸有解。你可能心

裡有很多的煩惱，很多的謎題，前世今生，一

幕一幕的畫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因為靈魂

不滅的關係，這些記憶體記憶在我們的意識田

裡，跟著我們一天又一天，生生世世，直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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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都還在累積裡面的資料。

現在有一個流行的說法，一講到前世今

生，就會聯想到催眠，催眠的迷思讓很多人以

為只有在催眠的情況下，才會知道前世裡的一

幕幕。催眠原是道家裡的一個術，只是這幾年

西方人比較喜歡研究此一話題，建構了一套理

論，然後將它變成一個知識性的名詞，稱之為

「催眠」。

多數人總認為只有藉著催眠才能和前世

今生走得近一點，真的是這樣嗎？不一定！有

很多修行人在打坐的過程中，就看到了自己的

前世今生，那是不求自得的，主要的原因是靈

魂是時時刻刻跟著你的，只要你願意，方法對

了，你就能夠深入去探索。只要知道如何將資

料打開，就知道如何去研究，過去的豐功偉業

一幕又一幕的都在等待著你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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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靈魂記憶體存在未完成的某種課題

許多人追求時尚風潮跑去催眠，對以前的

自己特別有興趣；有些人經過催眠，小病、小

問題因為回到原來的畫面，就改善了，所以大

家以為利用此一管道就可以解決問題，真的這

麼容易嗎？那真的太小看天地的智慧。一切我

們講的、追求的，是講究竟的、徹底的，不是

遊戲，也希望大家不可盲從，而不知道其中的

意義為何。

如果你已經認同前世今生的觀念，接著就

得面對一個嚴肅的課題：在過去世裡，有多少

個日子、有多少的畫面、有多少的時分，你是

否曾經有過許多不好的人生結果和結論，已經

深埋在你的記憶體、靈魂、意識田裡？有許多

的時分，你是否曾經辜負了別人？有許多的日

子，你是否曾經許下許多的諾言而沒有兌現？

有太多的可能性，都在你曾經的曾經中沒有完

成，這些都深藏在你的意識田、你靈魂的記憶

體裡，它一直存在著某種課題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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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將它帶到你的這一世，原來沒有完

成的，原來不圓滿的、欠的，全部是你今生或

未來世裡需要去完成的，需要去實踐的。這是

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你知不知道究竟還有多

少因為過去的不圓滿，而你現在要去追求圓滿

的、完成的？如果你知道這當中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你就不會小看它，也不用等到每年初一

去插頭柱香，因為插了頭柱香也解決不了累世

之間，靈魂記憶體裡還沒有被擺平的事情。

究竟要不要將靈魂好好的做一次整修？

如果這些能夠弄明白，你就會有如天天插頭柱

香，原因就在於此。為什麼有些人的命運會那

麼坎坷呢？大家都知道靈魂與今世有關係，那

為什麼大家都同在一個空間裡，有些人如此幸

運，有些人卻充滿坎坷，差別就在於每個人，

有多少的不圓滿的靈魂記憶體需要去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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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靈魂記憶體決定今世命運順遂與否

其實不須要怨天尤人，因為這一切都是

循序鋪陳的，從過去到現在都是我們自己的造

化；而更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刻的你又會造

就明天的你，這也就是過去、現在、未來的

關聯。很多人都有一種錯覺，一講到過去、現

在、未來，就會覺得是佛家的論點，但在超級

生命密碼系統裡是不講宗教的，只講科學，只

講現實，一切都在於自己的抉擇。如果真的有

過去、現在、未來，那這一刻，你就要更審慎

地去過好你想要導引的未來戲。你是一個開創

者，不是一個被打壓的人，也不是一個好或不

好都要照單全收的人。

有太多的講法，都會影響到你的思維，

影響到你對事情解決的態度，進而影響到你後

來的命運。這一刻的你究竟能做什麼？能夠改

變什麼？造就什麼？你都必須為自己的命運負

責，不是盲目的去迷信、去等待，看今年流年

運好，還是明年流年運好，而是時時刻刻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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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佳狀態。當你明理的時候，你就會拋開過

去的迷信，不再被那些迷信鎖住，喪失了許多

可以發揮的機會。如果你能夠接受此一觀念，

下一刻的你，就會每天都插頭柱香。

11.前世未完成的習題是今生療癒課題

當你相信前世今生的觀念很重要，就會

明白有所謂過去世，在那些許多未完成的習題

裡，你曾經製造了許多的負能量，而這些負能

量跟著你的記憶體走到現在。所以，超級生命

密碼系統主要就是幫助自己，將那些負能量運

用某種特殊的方法讓它煙消雲散，得到重生的

機會後，發揮自己人生的意義去幫助更多需要

被幫助的人。

負能量的觀念是療癒的過程中，必須要

明白的觀念。人為什麼會生病？為什麼有那麼

多的問題要治療？所謂的療癒，就是治療和痊

癒。因為過去有太多的不完整，在療癒的過程

中會變成一個功課讓它完成，世上的人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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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有許多解不開的結，就是因為這些不

完整從來沒有圓滿過；今生很多的不完整再加

上過去的不完整，就會輾轉糾纏產生化學變

化，弄到最後走上不歸路，這也就是造成今生

無盡痛苦的源頭。

一切的操控者是你自己，不是別人，所以

從今天開始，你已經沒有太多的藉口去怨天尤

人，有些問題並不是大問題，但是如果負能量

大過於正能量，問題就會倍增。有些人沒有正

確觀念，純粹只想訴苦，以博得別人的同情；

但講到最後，逞一時口舌之快，下一刻又增添

了一章不好的故事，就這樣一直循環著。

12.吉凶禍福是能量正負間的角力

如果你知道吉凶禍福就是能量正負間的

角力，哪個多？哪個少？你就會立刻改變對世

間的看法，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往正能量

的方向大步邁進，因為你希望明天會比今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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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當你明白了正負能量之間的關係，我不

認為還會有人在下一刻跑去算命，因為這一刻

的你，應該胸有成竹地告訴自己，人生的每一

刻都已經漸漸能掌握，只要朝向正能量的方向

勇往直前，一切都會走向圓滿。如此簡單的事

情，不要猶豫，也不要想太多，有時候就是因

為太簡單了，會讓人產生煩惱心，覺得怎麼可

能這麼簡單呢？

就是這麼簡單！為什麼許多人還在講那麼

多複雜的學說呢？大的理論比不上實際可以運

用的，可以調動的做法能讓你受益一生。在《

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裡，已經告訴你如何和

正能量做更多的結緣，此時你已確定你是可以

達到的，已無需他求，只要你做了，就會有下

一刻的結果出現；前一刻也許你對於某一件事

情還在猶豫不安，在這一刻你應該要心安了。

一切的事情，如果它是一部電影，不但演

出了你看到的那一面，也演出了你看不到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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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如何的幻化，你就會知道，世間上的事

情，一切都是能量的轉化。比方說，冬天的早

上你想洗澡，結果熱水器一開就壞了，如果那

一刻一定要洗澡，你就只能洗冷水澡；而由於

冷水和熱水中間的能量差異，會讓你在洗澡的

那一刻感受不一樣。

如果熱水對你來講有各種的幫助，缺失

了這個能量，就會讓你在那一天產生很多的不

順心，一切就因為這麼簡單的一個熱水澡的關

係。熱水的能量藉著瓦斯的熱能轉換到水裡

面，再從水裡面轉換到你的身上，你身上吸收

到這樣的能量，你的心就會有某種的反射，這

些流程都是真實不虛的。

世間上的事情一件一件的發生在你的周

遭，全部都是能量的轉變，只是有很多能量在

轉換的過程中，你看不到而已，但並不表示不

存在。當你知道這些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就不

要猶豫，正負能量真的不要小看。

《超級生命密碼》一書也提到，有些流行

歌曲聽多了，心情會受到影響。也許你聽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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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感覺很抒情、很舒服，但聽完之後，心情就

被染色而變得沉悶；有時候因為太沉迷其中，

不知不覺將歌詞的情景和自己過往的生活經歷

疊加在一起，纏繞進去的結果又產生了負能

量，這樣的情況多了，負能量就會累積沉澱，

多到連呼吸都覺得喘不過氣來。

如果你問他為什麼，他會說因為最近煩心

的事太多。為什麼會煩心呢？因為有太多的事

情擺不平。有什麼事情擺不平呢？他會侃侃而

談告訴你，種種事件的關鍵都不在他，其實責

任還是在於他。在宇宙空間場裡，很多時候會

遇到這樣的境，其實都是因為自己產生的負能

量在影響著境的發生。

當你明白了此一道理之後，下一刻，你再

遇到任何不舒服的境無法制止時，該如何去面

對呢？正確的處理方式是，二話不說先將正能

量調動起來，不要沉淪在當時的負能量裡；不

要苦在其中，不要埋怨，也不要非常哀戚的在

那邊招手，希望有人搭救你，沒有人能救你，

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能救你的方式都已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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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級生命密碼》一書裡。

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理由去歸咎身邊的

人，即使事情真的引發後面的許多結果，追根

究柢這一件又一件事的源頭，還是你自己，這

是沒有辦法蒙混的。在這一刻，你必須要認同

與接受這個觀念並且去做實驗，落實到你的生

命裡，你才會是一個受益者，而不只是一個旁

聽者。

許多事情都需要去瞭解與突破，必須要有

更多的智慧去穿越，在生活的每一秒鐘裡，只

有不斷地學習成長，才能夠解決那無數個，在

心中一直纏繞著的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別人可

以幫忙解決，唯有自己能夠解決，你明白此一

道理，但你卻又無力解決，這是因為有太多的

問題接踵而來；當無法解決之際，你就開始埋

怨自己的命運。

終至事情一件一件、一天一天的累積，

當許多負面能量將你拖下去時，或許，你只有

在這十五分鐘、三十分鐘、三小時、一天甚至

十天的哪一刻，想給自己一個空間想要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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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想要突破和改進；然而你並沒有去實踐，

對自己而言是很不公平的，因為你知道，只有

真正解決問題才是究竟的。以想像去解決問

題，只會讓你愈來愈恐懼，因為這無法真實的

去超越，在想像裡會產生很多恐懼；恐懼裡又

產生很多的負能量；負能量又會記憶在原來的

資料裡，然後就一直陷在局裡面繞著，了無出

期。

從今以後，你已經有著絕對的能力去解

決生命周遭裡的苦與痛。告訴自己，只有自己

要或不要，願意或不願意，沒有太多的機會讓

你用太多的解釋去安撫自己，使自己暫時的感

受能好一點點。命運能不能夠掌握，關鍵就在

此，如果能夠掌握，從今以後，你會覺得很多

事情都會變得很有趣，因為每天早上眼睛一睜

開，就是一個最好的實驗場和最佳的挑戰機

會；如果你沒有摸到這個竅門，終究還是會被

問題一天又一天地纏繞著。



33

13.分秒豐盛地學習是你絕對的出路

在所有的事情裡學習其中的精髓，警醒自

己脫離某種已經一腳踏進去的泥濘。如果能夠

豐盛自己，你會發現，天地之間會給你很多的

課題，並藉著這些課題造就你，幫助你成長，

使你對很多事理的認知愈來愈清晰、明白，因

此洞察力更為精準。

不論今天幾歲，你都有能力去掌握更多不

確定的未來，並非八十歲的人，才有明察秋毫

的能力；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如果今天能夠

做某種的練習，接受某種的觀念，一段時間之

後，他可能會比八十歲的長者還要有功夫。只

要你願意，就會呈現豐盛的學習結果，讓你的

命運走得更順、更好、更隨心所欲。

而這些就是我們原來一直在找尋的，你所

學習的一切就是為著療癒的功夫所做的各種準

備，落實做好你的每一步。如此一來，你就是

贏家，而不會只是一個跟隨者，沒有任何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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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論，我們所做的這一切功夫，都不是為了

別人，都是為了我們自己。

關於療癒靈魂，很多靈魂裡的不圓滿，

大部分都是因為正能量的缺乏。可能在某一世

裡，當時沒有辦法完成的事情，在那個境裡面

的能量是負的，而記憶體將它帶到這一世的靈

魂裡，這個負能量一直留存在其中，時間到

了，就像一般星座、八字所說的，命盤說在何

時會出現什麼問題，這個負能量也許就從你

的生活裡開始展現，一旦展現開來的時候，就

是我們今生看到的問題。如果負能量太多、太

大，問題也會跟著又多又大。

14.補足正能量圓滿未完成的功課

療癒靈魂簡單的說，就是邀請更多的正能

量，幫助你解決過去負能量還沒有圓滿的一些

境，將正能量補足，原來還未完成的功課就會

完成。但重要的是，要在事情還沒有發生前，

先在境裡面將它補足，不要因為負能量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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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生活和生命產生某種的威脅。

療癒靈魂真的很重要，因為它影響著你的

每一分、每一秒，這每一分、每一秒又會影響

著未來很多可能的故事，綜合起來這一切就是

一個觀念，落實之後，就會讓你究竟。療癒前

和療癒後的差別有多少？有些學員在學習中，

他的問題一件又一件解決，在問題發生前或已

經發生了，面對問題之際，都能夠做好療癒的

工作。

還沒有試過的人，只要願意，你也能夠

感受到這其中的巧妙，療癒靈魂從此不再是神

話，也不是一種學說，只要你告訴自己，療癒

靈魂你做了一步，就能體會這前後之間的差別

為何了。

《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中，有很多的方

式幫助你接收正能量。當生活上煩惱生起，其

後反射出來的是你的靈魂曾經有某種負能量存

在，因正能量不足而在現今生活當中顯現出的

一個相。如果知道其中的原理，就會知道所有

的事情都有解，只是正能量和負能量之間，能



36

療 癒 泉 力

否轉換過來，能不能隨心所欲地將你想做的事

情做好、落實而已。

從此以後，就不會有那麼多怨天尤人的情

節發生，因為你已經是命運的掌握者，不再隨

波逐流；你已經是天地間精華的蘊集，充滿著

豐沛正能量的受益者。所以，療癒靈魂，將正

能量帶到靈魂體裡，將靈魂裡的負能量適當的

釋放掉，負的釋放掉，正的加進來，這就是對

症下藥的結果。

重點是有沒有落實地去做，如果你做了，

一切事情都會解決；如果你只是旁觀者，再怎

麼簡單的事情也沒有辦法解決，而且你身上的

問題還會繼續運作、擴大或移動，兩者之間的

差別，聰明的你應該知道如何抉擇。

15.活用靈命體的資糧是另類生命藝術

對於所有發生的事情，都不要過早給自己

一個定論。許多人嘴邊常叨念著：「這輩子就

這樣的命，沒辦法改了。」在沒有遇到《超級



37

生命密碼》之前，也許這句話是對的，但是遇

到了《超級生命密碼》之後，這句話就要打個

問號了。如果承認靈魂不滅的話，就應該知道

一切都是正在進行中的，十年前、二十年前、

一百年前……你曾經努力的，曾經練習的本

能，在你的靈命體裡面都存在著資料和記憶，

這一世如果能將過去世所學、所理解的，全都

拿到今生來用的話，那也許是一大美事。

比方說，你就像一株小苗，在你周邊的人

怎麼會知道曾經的你有過那麼多的學經歷？事

實上，真實的世界裡，就是如此，曾經你擁有

的，就是那一株小苗底下隱藏的大樹，這一刻

在地表上，也許它五歲、十歲、八十歲……但

都不代表你是幾歲長成什麼樣的樹，重點是有

否去挖掘過去世裡你曾擁有的。

如果這是另外一種生命的藝術，一旦被挖

掘出來，這就是財富和保障；如果過去世裡，

有很多的不良習慣或思維不正，它也同樣窩藏

在這顆樹裡面。地表面的這條界線，就是現在

你智慧的取決點，你要過去的習性帶到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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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還是要將過去的智慧帶到這一秒裡？這一

切的決定者是你自己，實行者也是你。

也許你會問：「那我怎麼知道在過去世

裡有什麼學經歷呢？」有些人很有歌唱、繪

畫……的天分，什麼叫做天分？天分就是地底

下的這棵樹，你曾經練習過的事物。因此，

你不要再迷信，不要覺得天分就是可遇不可求

的，天分就是這張圖裡的小苗和大樹，一定要

記住這一幅圖，你擁有的就在那棵樹裡，你要

將它轉到你今生的這株苗裡；地表上的這株小

苗，有很多人已經活到了八十歲，但它的小苗

還是小苗，沒有長成樹，因為他沒有將過去世

裡的學經歷轉化到今生。

練習在每一天繁忙的生活中，在不被打擾

的情況下，讓自己的心沉靜下來，思考自己到

底有什麼好的天分？在想的過程中，將不好的

天分去除掉，慢慢地試著看看好的，隨著時間

的累積，在想的過程中就像地表上此刻的那株

小苗，探著頭朝地下去抓取原來擁有的寶藏。

只要時間累積，火候到了，過去世的很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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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抓得回來，如果你相信，只要你願意。

會寫文章的人覺得自己靈感很豐富就不可

一世，那並不好，可能前幾輩子是個詩人；會

跳舞的也不必驕傲，可能過去世裡，曾經是個

舞姬。當有了這樣的觀念，一切都是現在世，

不是過去世，因為你跟它之間是相連的；當你

懂得這幅圖畫的時候，對於今生今世的人事

物，我們就會以平常心來看淡。

漸漸地，會有些看法和結論，例如：人世

間的恩恩怨怨應該了結，因為靈魂不滅，聰明

的你，記得只留下好的，切莫將不優的還擺放

在心裡，免得在來世誤將其打開，造成遺憾，

這點要格外小心。

我們為什麼要在溯源中成長？在進步中

學習？以及給自己一個結論？究竟自己擁有什

麼？這一刻起，你曾經帶來了什麼？你又準備

帶什麼進入下一個里程？這一切都已不再是傳

說，也不再是神話，而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

誰說在人生舞臺裡，離開舞臺的都是老年人？

現今，有很多年輕人說走就走，這已經不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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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專利。所以，不論在什麼年齡，都要

特別注意生死的問題，因為這都與自己息息相

關。

如果這一刻，你沒有掌握該要掌握的，下

一刻舞臺不見了，靈魂體裡會記得這一秒鐘以

前的所有記憶體；如果你已經看到了畫面裡的

這棵樹，它不是綠色的，而是一棵枯黃的樹，

那該怎麼辦？如果你想通了，這是一個很嚴肅

的話題，一棵綠色的樹和一棵枯黃的樹，說起

來只是顏色的不同，但裡面使力的落實度，也

許就差上幾百年、幾千年的努力。

所以，在每一分、每一秒追求的過程中，

一定要往好的、有建設性的，能夠徹底幫助自

己的路徑前進，切勿隨波逐流，聽到哪一個是

最近流行的，就往哪邊追逐。這一輩子，就算

活了一百歲，在這眾多的分秒裡，你究竟能造

就出多少的資糧？追溯過往再放眼未來，在

這一剎那間，你應該心知肚明，對自己有所期

許。這也是眾多宗教團體在談到生命意義的時

候，一直在強調的話題，今生不留白，在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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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不要將遺憾留到未來。

16.落實重要的觀念情境就已經在轉變

你曾經奢望友人的好命，一步一步的轉向

朝你奔來，這是我們要轉變命運的真正出路，

也就是你在療癒的過程中，後面的一個必然的

結果。「前世今生」以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

人世間許多的一幕幕就像電路圖一樣，在什麼

樣的迴路上面就會產生什麼樣的信號，信號在

推向下一站的時候，出來的電路圖又會回去原

來的，就這樣錯綜複雜，到最後會由一個路線

出來。

就如同手機裡面有無數晶片，這個圖只

是一個小晶片裡面的小小圖，所以，一個晶片

裡面可能是十個、二十個……圖的結合體，手

機裡面就有無數個圖，這無數的圖就蘊含著無

數的資料。在你的過去世裡，曾經有過太多太

多你不知道的資料存在，記憶也存在那裡。試

想一下，這是一個小的圖形，十個小的圖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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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中的圖形，十個中的圖形又會變成大的

圖形，那麼，在你的資料記憶庫裡面，有多少

的東西在運行？那麼多的運行中，都在影響著

你每天的生活，所以，你一定不要小看你的靈

魂。

一切的重頭戲都在靈魂裡，身、心、靈

的重點就在此，而身和心又會產生無數的圖到

你的靈魂裡，就這麼錯綜複雜的來來往往交織

著運行，如果你沒有弄清楚，很多事情就會愈

來愈複雜；如果你已經弄清楚了，再複雜的東

西應該就會變得簡單，所以，在《超級生命密

碼》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一切以簡單為主。

17.靈魂記憶體過去的創傷等待你修復

前世今生的流轉中，靈魂會攜帶前一世記

憶體裡面許多的負面資料，當你從過去世裡，

不知不覺地走到了今生，其實是有很多資料正

等待著你去做積極的、正確的修復，修復那曾

經對你產生某種實質上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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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以為是

精神產生了錯亂，其實無一倖免的是，精神疾

病都和過去世的創傷有關係，沒有百分之一百

也有百分之九十九有關，往其中深推，其實都

是這麼一回事。今天一個正常的人，會不會因

為明天不能夠解決問題而成為一個有精神疾病

的人，這都是說不定的。

所以，要很警醒因為這不是兒戲，必須

要盡你所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去修復那曾經的創傷點，那才是聰明的你該做

的事情，因為創傷點修復了，之後才能夠平安

度過，不能夠修復，那後面再好的計劃也會

破滅。要怎麼修復呢？就是我們所說的療癒，

將正能量和負能量之間，能夠做一些正確的

轉換，該抓的抓住，該丟的丟掉，這就是療癒

了。

18.生活遭遇的問題是過去創傷的重現

找出療癒的創傷點，其實現實生活中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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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就是過去曾經的創傷，有那麼多

的問題歷歷在目，其中最常見到的問題就是夫

妻問題、子女問題。從今以後，你明瞭因果、

正能量和負能量的問題，在這一刻，你已經瞭

解只有改變自己、療癒自己，才會有明天可能

的出路。

舉夫妻為例：如果你願意療癒自己，過去

世裡也許對老公特別兇，特別霸道，或者對老

婆特別沒耐性，從今天起，吃飯時幫老婆盛點

湯，也許她一下子不能接受，可能會挫折了你

想療癒的動機，所以你必須要很有智慧的去調

適。有些老婆對老公特別兇，當你明瞭其中的

所以然，趕緊化作實際行動，給自己一個儘快

的時間表，一步一步地將關係做某種的修復，

把原先的創傷點做個了結。

想想看，在今生這個人對你好或不好，

也就是過去世裡，你曾經對他好或不好，所產

生的一個結論，在今生顯現出來；如果前輩子

是人家負你的，在這輩子，為了明天會更好，

就全部放掉吧！今天你已經完全明瞭其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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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你對另一半，有絕對的主導權對他呼天喚

地，在這一刻，把這個模式完全去掉，轉換成

相親相愛，平起平坐，那麼在明天你們兩個人

的記憶體裡，所創造的就是往後美好的天地。

佛家講冤冤相報何時了，這不是佛家講

的而已，這是事實，不論你是信佛還是信其他

的教派。你今天對某個人有某種的行為傾向，

那個人心中的不舒服，在無數個負能量的累積

之後，就會作用在自己身上，因為他的心裡不

圓滿、不平靜、怨和恨，他所有的負能量，都

會對你產生影響，如果你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聰明的你還會去做嗎？一定不會的，你只會想

去修補原來的創傷點，只要你願意，創傷點都

可以被修復；如果你不願意，或者有一萬個理

由，那就看每個人的緣分了，所有修補創傷點

的一些建議，都在《超級生命密碼》一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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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愛是療癒的特效藥生命自會找出路

和《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結緣的朋友，

真心地對待自己及親友之間的任何問題，真的

付出了，幾乎之後都出現一些結果，唯獨那些

看一看書就放一邊去的人，是沒有辦法運用這

些方法的。什麼是療癒的特效藥？宇宙間最完

美、最大的能量就是愛，無論在哪個星球裡，

愛都是最好的能量，如果你還沒有把握住，那

就要補強，在這一刻趕快抓住，變成你自己的

能量。

用實驗的方式證實這些話是真是假，因為

迫使你去相信一件事情，是不公平的。因此，

我邀請還沒有試過《超級生命密碼》一書中的

心法的朋友，以一個最開放的心態去看待，去

實驗書中所講的方法，如果一個方法你感覺到

了，第二個、第三個……方法都會相繼而來，

在你的生活裡，就會覺察自己原來為什麼會被

蒙蔽住，為什麼會被這麼簡單的觀念卡在其

中，一卡就是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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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的特效藥就是愛，真正的愛。在現

今的領域裡，落實的唯一方法，就是從感恩做

起，沒有感恩的愛是屬於虛假的愛。當你感受

到愛果真是療癒的特效藥時，在你的生命裡原

來沒有想像到的很多的境都開始轉了，轉得自

己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人生就是這麼簡單，不要想得太複雜，不

論你是哪裡來的，不分種族、不分人種、也不

分地區，都是如此的單純，複雜都是因自己而

起的。如果你證明了其中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千萬記得，將你的喜悅和認同點，讓更多的朋

友感受到，這是另外一個更好的特效藥，用來

療癒過去你靈魂的不完美。

20.給自己和靈魂一個公平的機會

親愛的朋友們，你一定要給自己靈魂一個

公平的選擇。現在有很多人完全蒙蔽了靈魂的

感覺，許多時候認為，只要我願意有什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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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夜深人靜之際，想一想，究竟你的所作所

為，真的是你的靈魂願意這麼做的嗎？多數人

都會找出無數的理由，理直氣壯的認為：我必

須要這麼做！你再用心地去想一想，這真的是

來自你靈魂的聲音嗎？

如果有一些無形的煩惱、無形的東西，一

直在困惑著你，纏繞著你，很多時候，都是因

為你與你的靈魂背道而馳。是對還是錯，都要

靠自己去省察及掌握，才不會感到迷惘，靈魂

究竟要什麼？

你的靈魂和現今的你究竟是不是一個共

同的課題？我們常常說「魂不守舍」，意指你

的面容和你的靈魂兩個是不同的。如果你曾經

有過這樣的經驗，或者你在記憶裡揣摩那一種

感覺的時候，告訴自己已經將靈魂壓縮在某個

角落裡了，然而它有時候要講話，你卻沒有聽

到。現今最重要的是，你和你的靈魂必須是一

個共同體，共同開創經營未來。

過去我們的種種都會變成現今的，現今的

種種又會變成明天的你，不要將這些想得太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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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你可以簡單地想成昨天、今天、明天，不

用想得太久遠，實際一點，昨天的事情沒有擺

平，今天就會產生煩惱，明天就會有些爆發性

的事情發生；又或是昨天的事情都做得很圓滿

了，今天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明天就會

感受到好事連連。

所以，過去世裡的所有猜想和不確定，在

這一刻，可以丟到垃圾桶去，你完全可以掌握

的，在這一刻就要緊緊的握著，給自己一次機

會，給靈魂一次機會。在你閱讀《超級生命密

碼》這本書時，有無數的機會讓自己或靈魂覺

察出更多過去、未來的使命以及意義。如果細

心經營，你會驚訝地發現，你生命不曾有過的

經驗都會發生，這不是只有過年才可以插的頭

柱香，而是這一刻的你，已經可以掌握到每一

秒鐘的吉凶禍福了。

21.每天要像雷達般搜索今生的不圓滿

人生的舞臺畢竟還是有個重點，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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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著，在靈魂的體系裡，有很多記憶一幕又

一幕地累積在記憶體裡，而我們的生活就在這

個舞臺上。如果在下一秒鐘，有所謂的生死關

頭，你所顧慮的是什麼？你放不下的是什麼？

你憂心的又是什麼？很多從前可以做到的事，

你沒有去做；或者你曾經許的願，還沒有落

實；或者還有很多來不及應付的，在你生死關

頭的那一刻，都會顯現出來。

因為，靈魂記憶體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名

詞，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機制體。如果哪一天

的科學能夠達到一定水平，它裡面有太多的理

論可以變成如同一部電腦，告訴人們這部電腦

是如何構成的，當有那麼一刻，如果你有所遺

憾，在今生可以修補的，為什麼不做呢？

所以，在此鼓勵大家，從今以後，你每

天最重要的事情就要像雷達一樣，搜索今生有

什麼事情是不圓滿的，你能夠用上力氣讓事情

立即圓滿的，那就立刻圓滿它。你想要用一些

方法或者繞道而行達到圓滿的目的，也不要客

氣，應該即刻掌握在你的手中；事情都能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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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件圓滿之際，也就是你的命運轉變的時候。

所以，這個方法是沒有迷信可言的，不是

你拜不拜的問題，而是你有沒有落實的問題，

插不插頭香、上不上教堂、讀不讀四書五經，

都是你的選擇。但是，做人在基本面落實的

程度，需要有多少的付出，這是我們自己決定

的！

22.一切都是自己抉擇無人能幫你做主

凡事絕對不能複雜，只要簡單。當你遇到

任何事情，一時沒有辦法晃過神的時候，下一

個反射動作就要深呼吸，而且把它變成你的習

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面對事情一來就昏倒

了？那是因為當事情一來，他的腦部運作需要

有極快的速度和深刻的運作方式，太入神了，

讓呼吸的氧氣缺少以至昏倒。

是真是假，練習過就知道了，將你可以掌

握的全部掌握在手中，你可以發揮的，進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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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落後，因為明天的世界，誰知道呢？世間

上的事，一切都是活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改變

中；如果世間上的事都有可能改變，那對於你

自己的命運，不是更容易改變嗎？

地球上的大事都可以改變，那麼人的命

運這件事相比之下就小了許多。所以，一切都

是你的選擇，一切都端視你如何看待，是要簡

單？還是要複雜？沒有人能夠幫你選擇，除了

你自己。

佛家說過，要在變中求靜，意指在變化中

讓心靜下來；當心靜下來，才會比較有智慧幫

助自己解決世間的事，這個理論是佛家講的，

但也是天地間的真理。所以，不要看它有沒有

宗教的色彩，如果能夠品嚐當中的藝術層面，

你將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現今社會有太多的人，就像熱鍋上的螞

蟻，一下到這邊，一下到那邊，太多的地方要

遊走，你問他為什麼？他會有一大堆的理由告

訴你，但是當回到家裡，夜深人靜，無限的落

寞和孤寂又油然而生。如果我所講的那個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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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我可以簡單的告訴你，是你的靈魂層不

夠圓滿；如果你在剛剛講的境裡面，試著去做

調適，你會比較容易接近真正的自己。

人生一晃眼，幾十年就過去了，再回頭已

是百年身，而我們的每一天都是可以由自己掌

握，那為什麼還要如此縱容自己處在空虛的境

裡呢？一切世間所顯現的境，及一切身邊看到

的現象，都是一個幕出來，下個幕就結束了。

所以，你說它是否是一個幻象，就端視你怎麼

看了；而這一幕幕所衍生的結果，它的精神和

意義就會紮在你的靈魂體裡面，你必須要非常

瞭解其中的關係。

聰明的你應該要明白，如何讓你的靈魂體

能夠擁有一次又一次好的資料存入，變成善性

循環，而不是過去世裡存在的一幕又一幕的埋

怨、遺憾，及一幕又一幕你不願意得到的，都

在你的生命體裡發生，流轉到未來就會是今生

你遇到的不圓滿，一輩子又一輩子的不圓滿，

究竟要到何時呢？你應該在這一刻將它全部解

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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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的這一套理論，也是期勉我

們自己，在今生做徹底的了結，在未來世裡，

就有可能獲得快樂，這種快樂是沒有負債的，

因為在今生有太多的債，債還清了，身體就會

輕一點，輕一點就會飄在空中，飄到天堂，而

不是往地獄去。我說的，你當玩笑話也好，當

成今生期盼要往的方向也好，無論如何，一切

的抉擇都是你自己。一切都不嫌晚，重點是你

有沒有活用、有沒有落實，才是現在這一刻最

重要的！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愛與感恩，喊了幾千

年了，很多書籍都能看到這方面的訊息，幾千

年來，愛與感恩在我們的靈命體裡一直在打滾

著。但是，畢竟在這一生，還有一段空間可以

去圓滿，只要你會活用我們的理論，展現在你

的生活中，自己看到了這分喜悅，再去分享給

更多的人，這就像之前提到的電路圖，愈來愈

往正確的方向前進，那也就是人們所傳說的，

往天堂路走了；如果今生有太多的不圓滿，

想要上天堂，可能就比較困難。這不是一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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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靈魂體實實在在的

與你共同生活著。

23.愛與感恩是人生寶藏庫中重要絕活

為了你自己，為了你的靈魂，你一定要抓

住這一世的人生寶藏庫。什麼是寶藏庫？就是

你進去之後，能夠幫你解決問題，開拓你的未

來並且讓你知道真正的出路在哪裡。「愛與感

恩」就是寶藏庫裡兩個重要的絕活，你不要讓

它和你之間變得太陌生，因為一切事情的演變

會因為你的生疏，造成不自然，產生後面的偏

差。

從今以後，如果可以練習秒秒感恩，在

秒秒中所產生的愛，會滋潤你的生命、滋潤你

的家人，及滋潤你周遭所有的人。如果這是真

的，是否有末日的到來就不再重要了，因為人

間的出路，一切都是在持續的變化著，我們

都可以安然的面對；如果今天的世人都是迷惘

的，有一大堆的問號，其所產生的負能量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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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後面的習題，會造成所謂的共同功課，在地

球舞臺上共同演習著。

如果真的朝此一方向，就變成惡性循環。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社會上的種子，將愛與感

恩普傳到世界上每一個人的心裡，並落實到自

己的生活裡，用自己做見證告訴大家這是人間

唯一的出路。

關於愛與感恩，有些宗教也在講，但現

實面來臨之際，要打的仗還是要打仗。我們反

過來想想，究竟我們講的愛與感恩是口號呢？

還是具體要落實的事實？小則我們個人，大則

我們的地球、宇宙，在未來的日子裡，過去的

太平盛世已經是一個歷史，一直到未來的新紀

元落實的那一天開始，在這一段時間裡，各地

的災難和不曾想像到的事情，會一件又一件的

在你眼前上演。在這一刻，還有很多人覺得在

世間上，金錢是最重要的，但時間一天一天挪

移，你將會看到在未來世裡，最重要的是你身

上有沒有「光」和有沒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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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你身上的光因德而生，因愛而滋養

災難來了，你身上若有「光」，一切事

情都會從你身邊擦身而過；你若沒有「光」，

就算聽別人說待在哪裡最安全，有什麼最新的

發明都沒有用，該發生的就會發生。「光」是

因為你的「德」而生，你的「德」是必須要有

的；「德」是靠你的「愛」來滋養，這是連續

互相交錯影響著。

往後，你會看到世界各地愈來愈多你沒

想到的事情發生，如果在一齣戲的上演之後，

你才領會到前面所講的重要觀念，恐怕為時已

晚。聰明的你不如現在先照單全收，朝著這方

面做努力，這個努力絕對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因為只要有緣，你會看到一切都是萬試萬靈的

結果。千經萬典已經沒有辦法囊括明天可能會

發生的事情，你也許不知道這其中的來龍去

脈，但知道愛與感恩是我們的權利，同時應

該去幫助你身邊更多的朋友，能夠搭上這一班

車，一起迎向未來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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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感恩天地所賜的機會，讓我們進入

一個可貴的軌道，讓往後的千萬年，曾經想要

完成的事情，在這一世都可得到圓滿，做一個

完美的結局。只要你願意，一切事情都會如我

所陳述的，在你的生活中有所轉動；如果你給

自己一個機會、給身邊友人一個機會，及給你

心愛的人一個機會，你會感受到這世間是多麼

的富足、多麼的有趣。

也許過去的人太忙碌、太累了，很多的

感受都在忙與累之間成了虛幻。希望有一分好

的緣分，在你的生命開啟新的一頁，所有好的

事情繼續的發揚光大，所有不好的事情請不要

吝嗇的立刻丟掉，只要對你有負面影響的，就

再也不要回頭，不要猶豫的向它說「No」！因

為唯有如此，我們的未來才能夠一勞永逸的延

續，否則我們也只不過是片面的幻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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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療癒泉力源源不絕，天天插頭香

一切的一切，我們都希望今生今世是圓滿

的，但是這條路如果你自己走，似乎寂寞了一

點，在力量的展現上沒有辦法充分施力，因為

每天有太多的挑戰向你敲門。聰明的你、可貴

的你，不分宗教、不分黨派，不分你是地球上

的哪一個種族，我們都能夠緊握在一起，去幫

助需要幫助的人，其實最重要的是幫助自己，

療癒自己。

讓療癒的這股力量像泉水一般，源源不

絕地使我們天天插頭香，一天比一天更好。從

這一刻開始的每一個分秒間，你都能夠在今生

的舞臺上，盡情地享受並成就更多有意義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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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天圓文化

天圓文化諮詢顧問機構座落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是
一所無任何宗教背景的身心靈諮詢及教育中心。服務範
圍包括人生顧問、情緒治療、關係疏導、心靈輔導、靈
性探索、催眠治療、教育推廣、興趣培養、團體培訓及
社交訓練等等，塑造身、心、靈三者合一的健康生活，
宣揚樂觀、積極、正向思想的正能量人生！

創始人 太陽盛德

主修電機工程，現旅居美國。自幼喜學宗教真理，
十四歲時由耶教入門，開始幾十年的心靈追尋之旅，
涉獵包括佛、道、儒、耶、密。二○○五年奇遇恩師
Friend單G，開啟了靈性管道，超越身、心、靈疆界的藩
籬，使其靈性次第有了突破性的躍升。近年來致力為人
們解惑，提升心靈素質，是位深受敬重與信賴的身心靈
諮詢導師。在身、心、靈領域著有多本華文和英文暢銷
書，讀者遍布全球，其在世界各地無數次巡迴演講中，
舉辦各類主題的培訓課程，皆受到廣大的迴響，無數人
因此扭轉了命運，獲得真實豐盛的人生。目前為天圓文
化諮詢顧問機構創辦人、美國催眠師協會認證催眠諮詢
師、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其著作有《超級生
命密碼》、《超級健康密碼》、《超級生活密碼》、《千
年之約》、《幸福跟著來》、《太陽心語第一集》、
《太陽心語第二集》、《太陽心語第三集》、《豐盛
的光》、《太陽心語第四集》、《因為有太陽》、《源
來，富有可以很簡單》、《超級因果密碼》及《德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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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花》等十四本暢銷巨作，同時發行〈太陽趨吉卡〉、

〈豐盛趨吉卡〉、〈富有趨吉卡〉及〈德香趨吉卡〉四

種牌卡，而《超級生命密碼》英文譯本榮獲美國南加州

中醫協會指定為選讀教材。

關於 《超級生命密碼》

豐盛的祝福，道出浩瀚星空的殷殷期許，引領你拾
起宇宙能量，改變生命地圖，承運光的祝福，啟動生命奇
蹟與豐富活力。在你開啟本書密碼的同時，永恆生命的智
慧與寧靜即將一一展開；活用並持有本書能量，生命即已
圓滿，輕鬆擁有密碼之妙，解開自身所有的難題，揭開生
命祕密，即得重生樂趣。二○一○年十月出版至今，已熱
銷數十萬冊，曾榮登博客來網路書局百大暢銷書排行榜第
九名，全球讀者因此書而受益已不計其數！欲瞭解更多詳
情，請點閱：www.SuperLifeCode.com

搭起愛的橋樑

享譽國際的身心靈導師太陽盛德，面對世界災難頻
傳紛擾不斷，身處動盪中的人心焦慮不安，在在令其感到
不忍！慈悲為懷的導師以傳播大愛為使命，經常以諸多主
題赴全球巡迴演講，向世人傳達天地真理及修身立德的重
要，引導更多善良的有緣人感受宇宙天地對人類的愛與期
盼，獲得扭轉人生的關鍵之鑰，走向美好的幸福之路。

二○一五年太陽盛德導師在全球巡迴演講造成轟
動，盛況空前，座無虛席，廣大讀者、學員透過導師淺
顯、幽默的引導，幫助眾人擺脫煩惱及遺憾，受益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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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由於讀者、學員們的熱誠邀請，古道熱腸的導師允

諾，如世界各地有一定人數，欲邀請導師前往當地開班

授課，在時間允許下，導師樂意竭盡所能接受邀約，造

福更多有緣人。欲邀約或瞭解導師巡迴行程和講座詳

情，歡迎世界各地有緣的朋友逕自與各地區的聯絡人聯

繫。

天圓文化：

網址：www.RichestLife.com

QQ：2668450597

Facebook：天圓文化

WeChat QR code：

天圓文化美國地區聯絡人：

•Amy    電話：714-800-9018

•Lusia  電話：323-791-0448

天圓文化臺灣地區聯絡人：

•天圓文化 電話：02-5599-5439

•黃瑛琪   電話：0939-545-945

               電郵：angelhuang093954594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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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圓文化新馬地區聯絡人：

•天圓文化：04-5489938、011-26179938

•北馬區 - 謝佳均：012-4269038

•中馬區 - Kelvin Goh：013-368 1108

•南馬區 - 鄭玉美：012-607 5898

•東馬區 - 譚美鳳：016-663 9638

•新加坡 - Ho Yong Sing：65-9723 6698

結緣書分享：pr.sunnylove@gmail.com

新馬官網：www.richestlife.com/sg

天圓文化香港地區聯絡人：

•梁小姐   電話：852-93023756  

           What’s app：93023756

           WeChat ID : kendy258

           電郵lyx0323@yahoo.com.hk

•陳先生   電話：852-59818577     

           What’s app：59818577

           WeChat ID : wilson16188

全球共修暨菁英會資訊鏈接：www.meet.Richest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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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癒 泉 力

超級生命密碼夢想舞臺 

這個應用程式是開放給有緣的朋友，只要您

對生命的探討、靈命的提升有興趣，都可以

透過「超級生命密碼夢想舞臺」快速、輕鬆

地探訪來自太陽盛德導師的理念與教學，其

中如Facebook、Youtube等各種平臺及多樣

性的活動、課程等等，都會彙整在這APP應

用程式當中，讓我們更方便地運用與分享，

進而回歸身、心、靈的平衡，扭轉命運，尋

得幸福富有的人生。

支持蘋果 iOS 版或安卓 Android 下載 

Android 最低版本需求 4.1 以上

歡 迎 免 費 參 加 「 愛 與 感 恩 分 享 會 」

首 次 參 加 可 獲 贈 《 超 級 生 命 密 碼 》 一 本

每週四晚上19:30-21:30、電話:(02)5599-5439

天圓文化: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0號11樓1106室

天圓文化結緣書分享鏈接：

http://t.cn/RkHbWX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