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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學之「第三眼」─不可思議的人體潛能 

文◎恆善機構講師‧教練  陳湘琴 

    靈學研究有兩大方向，可說是從事靈學研究必備的兩大工具，一是透視力，

即是第三眼的能力(天眼)，二是靈魂的能力，是人體靈性能量到達一定標準後所

開發出的能力(靈力)，上述這兩種能力是研究靈學最重要的基礎。在開發和運用

靈性能量之前，首先須將透視能力穩定，因為具備了透視力即可進行靈學初步研

究，這好比研究物理、天文、星體需要「望遠鏡」，而研究生物、醫學、病理需

要「顯微鏡」一般的重要。擁有穩定的透視力後，接著才開啟運用靈力的部分，

如此可以確保個體本身的靈性狀態不受無形負能量干擾，並於使用靈力時輔以透

視能力，以正確、安全的靈性服務流程協助他人；其原理就像是病患要接受醫療

手術前要先透過 X 光、超音波或核磁共振等等儀器的檢查，然後才能診斷病情、

病因，接續才進行用藥、治療或是手術開刀。簡言之，靈學應用於人體的研究，

其實施和探究過程與醫學其實非常相似，兩者運用的原理是一樣的。 

運用天眼或靈力，此兩項工具均是為了協助個體達到超自我實現的目標。進

入靈學研究之領域，是一件窮究一生都值得去追尋的事，透視能力的啟發促使我

踏上一段奇妙的自助、助人之旅，想起來真的不可思議；而這一段奇妙的旅程，

就得從「敏感體質」開始說起。 

民國八十二年北上台北陽明山念大學，記得有一晚我與那時是男友的外子，

騎車返回學校，冬天的陽明山冷得嚇人，風呼呼的吹，車到半山腰時我突然驚見

樹上站了個人，當下心頭一驚連忙問前座的外子說：「你看到樹上有個人嗎？」

這下子外子也緊張起來了，連聲說：「哪有可能？你看錯了吧！」從那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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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覺得頭皮常常發麻，身後好似有鬼魅跟著，之後又曾看見好多次清楚的人

影穿牆而過，半夜從睡夢中驚醒看見鬼影或是嗅見旁人無法察覺不存在的味道，

而耳朵也時常像裝了雷達發射器般的吱吱響；其中最常出現的身體不適狀況，是

偶爾去到陌生地方或人多處不一會兒便出現拉肚子、頭痛、胸悶現象，或者是突

然有莫名其妙的感應，像是身體可以感覺到不尋常的磁場般，渾身起雞皮疙瘩或

不斷咳嗽，然後常因此發燒生病感冒，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我對無形事物是否存在

感到懷疑，但畢竟對於無形精神世界所知甚少，無法確實認知無形世界與靈界的

運作，但在懷疑與相信之間，唯一確認的是，我對這些摸不著、看不見的事物太

敏感，所以身體健康狀態一直不佳，尤其是胸口、心臟和頭部時常感到不適。 

直到民國九十一年，從北部職場返回家鄉台中，因網路之故因緣際會來到衡

山機構，透過許衡山先生所述靈學理論的認知，才知道這一切原因皆是感應現象

之故，所幸第一次踏上追尋靈性之路即來到衡山機構，漸漸的將原本困擾的感應

敏感體質，調整成為可以自助助人的能力，並在非營利的組織中，以此能力從事

社會服務，這一切要感恩許衡山老師的靈學真理，以及機構內許多貴人的協助。 

第三眼能窺見有形與無形事物之根源，運用此能力可以從現今已知的科學、

價值觀、世俗文化中解脫，當透視能力穩定後我們就會藉著人體潛能振幅頻率的

提昇，開發出「靈性能量」，此兩種能力可影響並調整有形的、無形的事物變化。

「天眼」與「靈力」這兩種能力是人人皆具有的潛能，只因過去轉世中的印痕影

響與今世意識經驗、肉體的限制，而無法自然發揮，並使用此兩種能力。衡山靈

性科學機構目前即是以協助每個個體開發出這兩項潛能與運用此靈性能力。我們

期許若人人都能開發出人體潛能，對於無形世界認知與個體本身靈性生命達成自

證自悟境界，有重大的突破，並且才能真正邁向超自我靈性實現。 

因此對於第三眼的開發、功能與應用，下面就以透視能力和曾實際協助的個

案分類述說，讓社會大眾對此人人皆具有的潛能有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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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眼之功能與應用： 

所謂第二眼即是坊間所稱的「陰陽眼」與第三眼的能力差距甚遠，陰陽眼是

先天就具有的，大多數是因上一世的轉世中有此能力，因此今生轉世為人時，即

有此第二眼的能力暗藏；而天生具有陰陽眼的人，有一種是從小就看得到無形事

物，但長大後此能力則消失不見，此種可稱之為陰眼。另外有許多具有陰陽眼的

人，是突然擁有或遭逢意外、大病一場之後而顯現的，其原理是因本身即有此特

殊能力的暗藏，但因透視能力顯現需要身體特定氣徑通暢，因此若有負能量沖開

這些氣徑，則會忽然擁有這些能力。我曾詢問具有「陰陽眼」的人，對於此能力

的感想，大部分人回想起所見的鬼魅影像，多半是懷疑自己產生了幻覺，處於被

驚嚇的狀態，不僅對人生沒有任何的助益，也無法幫助他人。 

另外部分具有陰陽眼的人，會因為自身的奇異經歷開始追尋原因，有些會因

此踏入宗教、靈修、民間信仰派別或成為通靈者等領域，最終想要得到關於自己

這些奇異所見影像解答，這類人士很多因此也就成了宗教人士或是走入靈性修行

行列。但亦有許多人因此能力而感到自身與眾不同、天賦異稟，反而使人生陷入

重重困境，不僅家庭、婚姻、經濟、人際等問題產生障礙，甚至還因此產生精神

疾病、靈性急症危機，人生猶如苦海一般。 

第二眼與第三眼最大的不同處是，第二眼屬於先天性無法培養，其透視觀看

時有人可睜眼或是瞇眼、閉眼均可觀看，其主要原理是以意識覺魂頭腦之能量，

於兩眼之無形門戶(竅門)發射頻率感應無形世界，得以看見無形之事物，惟使用

之無形能源由頭腦的磁場供給，因此具有陰陽眼之人，多半會受意識之影響，出

現時而準確或是完全不準確的現象，且無法以靈性之正能量保護自身，容易造成

引進過多無形負能量，因此具有陰陽眼之人常會影響身體心理精神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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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眼與第二眼最大之不同處為，第三眼使用時必須雙眼閉上不見光，其

觀看時不是由兩眼發射頻率，而是由兩眼間略上之眼竅處發射感應，使用之無形

能源是由主魂磁場供給，個體因有靈性正能量之保護，不會有引進負能量之現象，

且觀看時須經固定之訓練流程，保持心情與專注力平和平靜，因此準確率穩定。 

第三眼最重要的開發核心概念，即是因許衡山先生所創之人體潛能流程，其

安全、穩定、有標準程序是其最重要的獨創理論，且此能力是人人皆具有之潛能，

使每個人可經由此開發流程，體會到自身靈性之奧妙。下圖為第三眼之眼竅位置

與人體三魂磁場示意圖。 

 

直到今日我們研究啟發第三眼的透視能力，不僅可以看見人體的無形靈光健

康狀態、靈光色澤的進步、感應竅門的強弱、靈性能量的高低，甚至是人體的微

細組織、器官的病變形成前之無形徵兆，都可運用第三眼透視及早發現並預防疾

病之發生。第三眼能力開發後可隨心所欲，以人體高靈光之正向頻率，幫助他人

眼竅 



‧恆善靈學機構‧許衡山靈學研究中心                               §靈學專欄 2018‧03 

 

5 

 

清除體內所積留的無形負能量、電波頻率和外靈干擾，當然除此協助身體的病痛

之外，第三眼的能力還可擴及追查心理與靈性中轉世印痕紀錄，運用此能力可以

使許多深陷心靈桎梏的人得到釋放，並藉著瞭解無形印痕之前因後果，協助個體

釐清心理、情緒之障礙，進而產生改變的動力。 

另外，第三眼有追查事物根源的功能，對於一個人現在的行為、思考、觀念

甚或價值觀狀態，可追查影響之「根本性原因」。目前研究「根本性原因」大抵

來自於這一世的環境、教育、父母、社會性等等之影響，也可能來自於過去轉世

中的印痕記錄，而第三眼的能力可以追查個體產生思想、情緒、行為、人際等障

礙的原因，另外還有一種影響原因是外來靈氣的干擾。 

冥冥空間中，原就存在著無形的各種能量與磁場，其中屬於負能量者為鬼靈，

這些原本不能靠近、進入人體的邪靈，若因違反自然定律而寄託於人體中，對人

體將會產生嚴重之干擾與破壞，不僅影響身體、精神之健康，更甚者會改變此人

的許多行為、性格和觀念，因此會造成許多人有偏差行為、破壞性情緒，甚至精

神疾病者越多，作奸犯科事件層出不窮，若此種現象影響更多人，則社會風氣和

文化、價值觀也就越顯得墮落沉淪，而世界離真善美的境界就越來越遠了。 

因此，若有個體出現上述狀態可以第三眼追查後，將負能量從個體之人體磁

場中予以去除，並可以此能力追查性格中破壞性情緒之原因，以靈性能量加以調

整，直接從根源處改善，如此可協助許多人達到真正的調整習性，否則一句老話：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要從內至外產生改變，其實是一件相當困難的

事。 

目前科學家研究萬物皆是由能量所構成：分子、細菌、病毒、植物、生物，

人體中大腦、心臟、胃部、脊髓、神經、血液和看不見的經絡都發散著生物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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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每一個細胞都是帶電的振動，人體是由無數能量系統組成的複雜體系；甚

至於人的思想、情緒都有著能量，因此「人」是一個有著特殊能量的生物體。曾

有科學家研究，當人體停留在某個地方一段時間，人體內的能量將和四周的環境

產生互動影響，若以特殊儀器測量，雖然此人已離開現場，但仍測的出他遺留的

能量場與環境的振幅，因此人的磁場和環境都可以互動交流。因此現今若能研究

出無形的空間維度和無形的正能量與負能量，將可以突破許多醫學、心理學、生

物學、哲學等等的疑問。 

(二)業力法則： 

從靈學理論中，我們歸納出人有肉體、心理、精神三種層次，此三種層次以

東方哲思說法，可用所謂的「因果」與「業力」之詞來說明其運作的法則；而在

西方，相同的運作狀態，則可稱之為「邏輯」與「原罪」。 

支配這三種層次的法則，運用在肉體生理上，以目前科學觀點是由「基因」

一系列遺傳性訊息運作的結果。生物體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生命現象都與基

因有關，它是決定生命健康的內在因素，因此，寫在每個人身上的基因遺傳密碼

具有雙重屬性，即物質性和資訊性；它能表現在外有獨特性，亦能影響個體內在

的特殊形式，例如：有些人有長壽基因，因此先天就有其壽命長短的定數，某些

人擁有感性的基因，因此天性則容易受到外在情境影響，顯得多愁善感、敏銳與

感性，因此基因中潛藏著影響壽命、性格等因子。 

基因是生命的一連串密碼，科學、生物學、遺傳學現今對基因的研究只受限

在肉體細胞，但若以「靈學」觀點來說明，則將基因的定義擴大至身、心、靈三

個層次，意思是肉體、心理與靈性都有其所謂「基因」的影響。例如：每個人天

生的智力、長相、種族、血型、體格，甚至老化、死亡等全部資訊，是從父母身

上繼承所有的遺傳訊息；而個體有什麼樣的父母、後天環境與教育，則由無形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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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中前幾世的轉世印痕所影響，這是所謂的「業力法則」，意思是先天條件由靈

性基因所決定，由上一輩子的靈性基因中的無形紀錄，而決定了此生的物質條件，

同樣的心理性格的形成也是由靈性基因的印痕訊息軌跡而演變生成。 

以靈學觀點來說，人格的形成由無形心理的基因從內至外影響所成。人格由

今世的和所有轉世中靈性基因所擁有的先天外表及從小到大所遭遇的環境、事物、

人際等交互所產生的結果；「人格」不單指性格，還包括信念、價值觀、自我觀

念等。準確來說，「人格」是指一個人一致的行為、思考模式的總和，因此人格

的形成因人而異，每個人都有其獨特性，不同個體面對同一情況下都可能有不同

反應，所以這也形成每個人特有的心理基因，追查此現象的根源，即是因每個人

的轉世紀錄於靈性基因印痕中的訊息不同，因而也就造成每個人有不同的人格特

質了。所以不難想像的是，為何同是相同的一對父母所生，所接受的物質環境、

教育、教養方式相同，但手足間其個性、長相、命運還是有很大的差異，追究其

原因則是每一個人的今世肉體生理基因、人格心理基因與靈性基因不同所致。 

根據靈學研究，第三眼在這方面可以協助追查個體心理層面中的障礙，以及

連個體本身都無法察覺人格形成之無形「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說「人格」或「個

性」，是由靈學上的業力法則精密計算與運作的結果，舉例來說：一個人會出生

成為誰的子女，會有怎麼樣的性別、外貌、體格之生理基因，造就如何的人格；

然後相應會有怎樣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人際關係等，其實是由前世的靈魂紀

錄印痕所決定，此無形靈性紀錄在個體的靈魂光紀載中不斷的被一世又一世的紀

錄下來，最後造就了現在這一世的面貌；因此我們的心理狀態與人格、性格，是

受到靈魂紀錄印痕的影響，早在肉體基因形成之前，靈性基因已影響了每一世身

心靈三層面基因最終的表現模樣，靈性基因主宰了「人在大自然運作的一切法則」。

下圖為生理、心理、靈性三個層次基因的樣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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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基因的最早形成，要從人之靈性基因開始，靈性基因有其二種形成

因素，一為內在因果，其運作法則先是由無形靈魂光的成熟度與累世轉世紀錄所

構成。從宇宙的起源開始，當無形創造出有形世界之前，一切都還是無的狀態，

而一開始宇宙是先有無形靈魂光的誕生，靈魂光的誕生有先後次序，這影響了靈

性的成熟度，較早誕生的無形精神靈魂光，成熟度較高，而越晚誕生的靈魂光則

較不成熟，當有形世界創造後，靈魂光為培養能量則寄託於肉體內，因靈光之成

熟度各有不同，也使得每個人的靈性基因不同；藉由肉體的循環，可使無形靈魂

生命得以成長，但靈光最初誕生的成熟度是不會改變的，除非在某一次轉世中了

解無形靈魂運作的奧妙，並用以實踐提升靈魂的成熟度，突破最初的靈魂之能量，

才有可能改變最初的靈性基因。 

因靈性能量成熟度高低不同，使得每個人有不同的個性、特質。靈魂光來到

物質世界寄託於人體中，將每一次轉世中的性別、身分、職業、嗜好、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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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際遇、生命歷程、死亡等等的訊息，在靈魂能記載無形事物、寫下轉世印

痕紀錄的特質下，便將種種資料記錄於靈魂寄託之主要磁場中，待此靈魂再度轉

世為人時，這些紀錄將會影響此個體再度在人世間的際遇，包括所出生的父母、

性別、經歷、職業、嗜好等等，前世的種種將影響此生，因此這就是靈性的基因

的內在因果，其二為靈性基因中的外在因果，影響的運作法則是外來之靈體干擾

與轉世中有牽連因果之鬼靈，這部分在往後文章中會詳加敘述。 

我們必須很殘酷地分析，靈性的基因也就是靈魂光最初的成熟度造就了每個

人靈魂能量的起始點不同，可以說人人具有的靈性是平等的，但卻不是公平的，

體內靈魂光誕生較早的人，也就是靈魂光未投生成為人時，第一世轉生時能量較

高的靈光，可能因此所經歷的轉世身分、地位、權勢、人生經歷是較豐富的，例

如：靈光為 550 萬度則與靈光達 1100 萬能量度的轉世歷程不同，靈光能量度較

高，轉世為人時可能成為影響世界的一代大師或一國之君，因此累積於靈魂記錄

的資料可能造就出更高的智慧和境界，但相反的也可能寫下更多負面的經驗，因

此寫在生理、心理、靈性中的基因密碼，每個靈光都有所不同。 

利用第三眼可以查明靈魂轉世中的紀載，因此可了解肉體、心理、精神三層

次的基因運作法則，進而追查出根本性原因，以此模式在未來可研究應用如何調

整、改變、提升人類進化的方式。 

以下從無形靈魂的業力法則，來說明第三眼的運用： 

(1).因緣業力： 

人體中潛藏著一個無形的記憶磁區我們稱為「主魂磁場」，祂位於人體的中

心點，所以大約位置是在胃部，如果你以手直接碰觸可以沿著肋骨的下緣往中間

找到一個三角柔軟處，俗稱為「心窩」，這裡就像是一部電腦的中央處理器，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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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記載了靈魂所有的資訊，如果以透視力觀察可以看見一圈圈如同心圓狀的資

料，每一輪同心圓即是記載了一個轉世生命歷程，我們將此稱為「轉世輪」，當

你要讀取磁區中的資訊，則可將資料如電影般的播放，並可快速往前或者往後找

尋你要的前世訊息，運用此能力我們可追查出人與人之間的因緣關係，累世中的

身份、習性、嗜好與職業、性別。 

(2).婚姻關係： 

以目前至衡山靈性科學機構探訪的民眾而言，大多有一些感情或家庭煩惱，

且大多數原因都來自於婚姻中的另一半，這種因婚姻所衍生出的人際關係，也就

是佛家所說的「業力」、「因果」，是很奇特的一種人與人建立關係的方式，以東

方文化來說最為貼切的形容莫過於「緣分」二字，這可以讓原本是世界上毫無關

係的兩個人因無形的造化，成為最相愛的人，但儘管如此，也常發現原本相愛的

兩個人在婚後卻成了互相怨懟、控制、彼此互相磨難的兩人，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呢？以第三眼追查，從累世的關係和前世的未竟事務多可窺見一二。 

從未婚相戀到已婚育子可說是婚姻業力的真正啟動，大多數人一生的藍圖在

此已經決定了一半以上，意思就是你選的老公或太太是誰，你的此生物質成就和

精神成就已經確立了百分之五十了，因此配偶的選擇不可不慎。 

曾有一位中年婦女前來機構尋求諮詢，此女士氣質談吐優雅，經諮詢後得知

她在學校任職，育有一子一女，想瞭解靈學、追尋人生意義，與她會談後安排透

視，發現其心角並不到一般人的六角標準，心理和情緒明顯有著困擾，為協助對

方，因此運用第三眼能力追查情緒來自於何處，查詢後我便直接問道：「目前是

否還有婚姻？」這位太太一聽馬上落淚，她哽咽的說：「我先生外遇現在和我分

居，我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婚姻，但是一想到兩個孩子，我不知道怎麼辦？」 

像這樣子的婚姻或兩性出現障礙的例子非常多，許多還保有婚姻之名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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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為了孩子忍氣吞聲過著貌合神離的生活，當然或許問問另一半我們也會發

現，婚姻或感情這檔子事都不是單方面的問題，那到底是何原因讓這一對戀人從

相愛變相怨？原因從累世關係中可查出，因為使兩個人相遇、相愛的因素，就記

載於「主魂磁場」內的資訊，這些訊息會很微妙又精確的讓兩個人因著過去的記

憶軌跡遇見，遇見後又會啟動了前世記憶使得彼此互有好感，或是促使一方熱烈

追求，進而享受著相戀的甜蜜和彼此的相知相惜，此時還沒有實質的婚姻關係，

業力並未啟動，所以會有「情人眼裡出西施」的現象，對方不管有著怎樣的缺點

或習性，另一方或雙方都會看不見。但是一旦當婚姻關係確立，我們就會開始聽

到另一句話：「我是目周被蛤仔肉糊到才會嫁(娶)給你。」 

以第三眼能力可以透過追查因緣關係讓遭受感情、婚姻困擾的朋友藉著「知

道業力」、「瞭解業力」進而有能力「突破業力」，改善婚姻中兩性之關係，並可

運用心靈透視和心靈諮詢結合的靈性調整技巧，可以改善婚姻中的障礙和促進兩

性真誠的溝通，讓彼此靈性成長、相互體諒、學習包容和了解愛。運用第三眼靈

性心靈透視和心靈諮詢的技巧，對於協助改善婚姻關係，成效是非常好的。 

(3).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是所謂的「定業」就是註定不可更改的，您想有誰可以選擇自己的

父母或是孩子呢！所以親子間的業力影響是最大的。業力的法則其實即是自然法

則，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因必有果」，藉由心靈透視我們可以瞭解

到父母多半是在前世和今生的子女間註定要付出、奉獻的居多，意思是父母親牽

腸掛肚的擔憂、無條件盡心盡力的照顧養育小孩，是屬自然且天經地義的事，與

盡孝道大多成為是一種值得讚揚的善行，兩者間似乎不相等，因此父母大多在業

力法則中屬於付出的一方，而子女則多半是接受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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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如生養的子女較多，則手足間的排行也與父母的因緣和性格業力有關，

假設一對夫妻與他們有累世因緣的人有三個，因此原本這對夫妻會有三名子女，

但是在生了兩個小孩後，母親因身體狀態而無法再生育，如此第三個小孩就無法

來轉生，所以排行順序也是與父母的一種因緣。 

第三眼能力可追查累世與父母子女之因緣，很多例子也顯示出子女有可能是

來報答父母恩情的，也有可能是來使父母牽腸掛肚、做牛做馬一輩子的，子女有

與父母因緣深的，一輩子的成就和父母之間影響甚大，也有與父母緣分淺的，這

輩子從未見過面的也有，有因子女上輩子是此生父母之長輩，所以反倒在今生是

子女在教育父母，而父母也不知是何原因，總覺得自己無法教養子女，所以如果

我們要從親子的業力中掙脫，是必須要透過靈性修練與成長才有改變的契機。 

多數父母給的「業力定則」，在西方我們會聽到為「原罪」，例如：見過很多

來自於暴力家庭的子女，一輩子最痛恨的就是家庭的不安和對施暴者的無助感，

但是當他們擁有了自己的家庭後卻也成為父母的翻版，痛恨暴力者卻又成了施暴

者，雖然不見得都是肢體的暴力，例如有些是溝通的言語、態度的暴力，這就形

成了一種原罪，從父母繼承來的，一代傳給一代，如此模式也是業力法則的重現，

因著過去世的因造就現世的果，誰該是誰的子女也是在業力法則下，如此精密自

然而形成。 

曾有一個案是位約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因身體感應、敏感體質而前來機構

諮詢，經透視後發現身體竟然有著非常多的高頻率負能量，而且因為這些負能量

已有聚集在某器官的現象，經詢問這位年輕小姐後，發現的確這部位的器官已有

病變開刀，且目前正在治療中，因此個案年紀尚輕，我推論身體應不至於有此現

象，於是再追查負能量之來源，發現是由他人身上而來，因此詢問是否家中有人

重病或罹患癌症，此女子一聽馬上回答：是其母親，已罹患癌症數年，而照顧母

親的工作，都是由此女子親手照料。因此即可得知，若長期與病患接觸尤其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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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有「業力定則」之故，更容易罹患同一種疾病。長期從事醫護工作者，

也會接收到較多之負能量頻率，因此其身心靈健康亦會容易受其影響。 

中國人有「祖德」的概念，原本的意思是祖先有好的德行，就會庇佑給後代

子孫，在靈學理論中，祖德是有真實存在的影響，但真正影響的內涵不只是留下

美好的德行給後代子孫學習當典範而已，還有真正的身體裡的靈性無形頻率也會

影響子孫，例如祖先因為有好的德行，所以修心養性好，身體上沒有不好的外靈

頻率、負能量，如此當養育下一代時，靈性的狀態就會較純然、潔淨，不會將不

好的頻率帶給下一代，於是後代子孫不僅觀念、身體和靈性都會比較健康，可達

到「祖德流芳」的真正意義。 

 (4).人際關係： 

你會不會有過一種經驗，偶然遇見的人卻發現與他(她)一見如故非常熟悉，

覺得和他(她)好像認識很久了，又或是儘管才第一次見面卻覺得莫名的感到討厭

對方；明明還不認識對方卻十分不喜歡他(她)，這種來自於前世的印痕記錄顯現，

讓我們常常無法解釋，中國人於是有一個很妙的詞可以形容這種現象，就是「緣

分」。 

人際關係中常常因著前世的「緣分」發展，如果我們說：「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那麼每一個在今生與你相遇的人，在過去的生生世世中都有留

下了印痕記錄，所謂種善因、結善緣，人與人之間有好的關係正是如此。 

人際關係中有一個較特殊的地方，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金錢糾葛，常常諮詢一

些來求助的個案，其中很大部分的人際困擾，是朋友「借錢不還」或是聽信朋友

之言胡亂投資，結果倒頭來是一場空，諸如此類的例子經第三眼的追查，多數是

和前世的因緣及本身的性格有關。因此如果本著一種心態，即朋友向你借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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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就打定主意他不會還錢，如此就可大方出借，事後就算他真不還錢，也不會

因為這樣的事情產生煩憂與怨恨，很多關於金錢的因緣聚合都是源自上一世的糾

葛，若這一世又牽扯不清，真是冤冤相報何時終了。 

不過依據靈學修行之理論說明，假設你欠了他人的錢不還，則此生不會有靈

性之成就，因為因果中的記錄不僅記錄在你的靈性電腦中，也會記錄在他人的靈

魂磁區裡，造成下一世的因果牽連，所以這樣的事要設法圓滿解決，如此不會造

成怨懟和憎恨，此生種下惡因而後世結出惡果。 

(5).修持因果 

在台灣根據我們的靈學研究了解，大約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們，在過去世中都

有曾經修持過各種法門的記錄，留下了所謂的「修持因果」，而來到我們組織諮

詢的民眾，其中有「修持因果」的人又佔了更高的比例，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在前世有著修行的紀錄，對追尋精神層次、哲學、靈性有強烈的好奇心，或是

對宗教、神秘經驗、感應、無形事物有追尋的動力，這都是與過去世有修持際遇

有關。 

如果以第三眼透視靈光中的色彩和感應竅門的強弱、多寡，也能得知前世是

否有著修持印痕記錄。當然在古代，以前人們追尋這些無形事物多數都在宗教中

追尋，所以則可在靈性記載中看出他的轉世身分，例如於東方的佛教、道教、仙

術的修持者，或是信仰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巫術等等之神職人員。 

這樣的個體當這一世轉生為人時，就莫名對這些宗教有所好感，原因即是上

輩子有接觸；或是因過去的修練方式啟動了一些感應潛能，使得這一世就有了一

些天生的感應能力，而在這一世中會有追尋無形奧秘的好奇，因此接下來我們來

談一談過去世曾修行的人留下的修持影響會有哪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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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修行篇： 

累世有修行的男性和女性會有哪些現象，這很值得探索。曾有一位年輕女性

探討者前來諮詢，她的困擾是因為曾經修煉過某種氣功法造成對無形感應強烈、

情緒敏感、脆弱，無法靜下來且時常受到驚嚇，有時四肢還會不自主抖動，有靈

性急症之現象，因此前來機構求助。在來訪過程中為了能幫助她，於是安排透視

其無形狀態，透視後發現其靈光色彩顯現在體外光時有著藍光，這表示此人在過

去前三世之轉世中，曾提升靈光達到五百五十萬度之能量，且在過去曾因引導身

體之氣行走於各感應竅門，所以她有眼竅、耳竅、鼻竅、心竅、意竅等五種感知

能力，因此可協助其本身了解，為何她有感應體質和對生命意義等追尋之渴望。 

但特別的是，她在訪談過程中神祕兮兮的問了我一個問題，她說她一直有一

個困擾，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行為觀念，她道：「我不知道為什麼只要有男

士追求我，或對我有較親密的肢體動作時，我都會感到厭惡？」這位單身有著漂

亮臉蛋的小姐這樣問，還問說她是不是有問題？因有先前之透視追查資訊，於是

我笑咪咪地回答她：「你放心！你很正常，我們這裡有很多女性和你有一樣的情

況！」她聽了感到很訝異，我則向她解釋，其實那是因為她有修持因果的關係。

假設一位女性在過去的轉世中曾出家或獨身隱居修持，那麼她對異性必然較少接

觸，且有些情況可能是過去世中，因感情遭受創傷才會選擇出家或避世修行，所

以上一世留下了對男士排斥的印痕記憶，又或是因過去修持所要守的宗教戒律之

故，因此在這一世顯現造成排斥異性，對婚姻或感情有所畏懼，寧可選擇獨身或

獨居。 

也曾經有一個女性探訪者已經年屆半百但選擇獨身，問她為何如此？她說曾

經有好幾段的感情已經論及婚嫁，但只要對方男士向她求婚，她馬上就會感到很

不自在，而後便因一些莫名的原因結束這段關係，經透視發現前三世中就有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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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選擇宗教出家。而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男性身上，這就是前世因為修行之故

所帶來的影響。 

(B).習性篇： 

為什麼有些人注重對精神層次的追求，常常感到不快樂，會想要找一個宗教

寄託或是想要了解無形事物存在之起源、生命的意義，有些時候甚至對於自我的

存在，靈性的存在、哲學範疇感到好奇，會問：「為什麼有我？我為什麼在這裡？

為什麼生命會如此痛苦？什麼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如果你也曾如此問過自己，

那麼你可能在過去的轉世中曾經修行過，所以這一世的生命歷程留有前世記憶的

印痕，雖然今世並受到這樣的後天環境造就，但是過去的印痕依然殘留著這些軌

跡。因此一個個體如果在前三世中有修行印痕，必定會有上述明顯的感覺，因記

錄在靈性的資訊和經歷，會驅使你主動去追尋探究精神層次的問題。 

針對有修持因果的人，我們可以從透視轉世中得知訊息，有些過去世修持過

的人，轉世輪中會留有不同的體外光色彩，例如：紫光或藍光，此體外無形光芒，

顯示出過去的前世中曾經提高了靈性的能量與層次，因此在靈性紀錄中則顯示出

較高能量的印痕。 

在靈性服務過程中，曾遇有一年輕的高中學生來到機構，他獨自一人由南部

搭車至台中總會，此男學生長得面目清秀端正，氣質與家教頗佳，來到台中服務

處時他說：「從小我就對精神無形的事情感到好奇，莫名的就想要修行，所以我

想要了解靈學可以嗎？」我問明他家庭的狀況，他回答家中父母都是從事教職，

家庭很美滿、生活單純，目前高中在校課業也很優異，而他此行最大的目的就是

想追尋一個方法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並且可了解自己此生的使命。 

我心中暗想，如此年紀輕輕就想要追尋靈性課題，真的是很難得，經透視果

然過去世有著修持的紀錄，不過因課業尚未完成、人格還未成熟，還沒有獨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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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能力，雖然人生意義的探究和開發人體無窮的潛能，這是一件多麼讓人振奮

的事情，但因為此生尚未成年，所以還是建議必須先完成學業等待機緣成熟再說；

最後我和他說：「只要你是追尋者，那麼總有一天必定會走上靈性實現這條路的。」 

另外有修持記錄者也可由習性中某些部分，追查出很有意思的地方，例如：

有時對物質享受和金錢等有形價值較不注重，是因宗教之教義和去除慾望之故，

或是有些人會有人群相處的壓力，原因是過去世習慣一個人生活，所以較容易產

生深層的孤獨感，也有時會有人際適應的問題；因為過去的轉世中曾離家捨業，

所以會有性格和習性的特異性。 

另外在佛教中出家的比丘要守的戒律有二百五十條戒律，比丘尼有三百四十

八條戒律，就算是在西方世界，天主教徒也一樣有著十戒，所以不管東方或西方，

只要走入修行宗教中，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戒律要遵守，這形成一個有趣的現象，

若過去世曾修持過的人，因當時謹守很多的戒律，這一世就算沒有修行也會有此

印痕記錄，不僅對待自己嚴格也容易對週遭的人事物在心中訂下很多的規矩，於

是有修持因果的人習性總會有些特異處，如果透視追查會發現今世中的種種性格、

習性的根源就是來自於轉世中的修行記錄，所以要調整這些種種習性必須將轉世

中的印痕記錄抹去，透過覺察、自我修練，或是高靈光能量者的靈性調整才有辦

法，否則根源未去除，調整習性常常只是表面的、短暫的、壓抑的假相罷了。 

 (C).執著篇： 

再者我們也發現，有一種修行者會有的執著現象，是一輩子就只有修行這項

人生目標，一直想修行、一直在找修行方法，也一直不斷在修行各種法門，且不

管家庭成員的反對或是面臨經濟、婚姻產生問題，最終還是只想修行，而且越修

越執著。在我們目前的靈學研究中，若這類修行者，如果產生上述執著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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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是否已受到外來靈體干擾或觀念已經不正確，有靈性急症之症狀了，如果

是在修行過程中，發現有很深的意識執著，很難突破或調整，也可說此部分原因

是從累世中帶來的「根本性原因」，因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例如：過去轉世中曾

修行至走火入魔、觀念偏差執著、偏私邪惡，那麼這一世也容易因為修行之故，

而再次走火入魔，產生靈性急症之種種現象，靈性研究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

舉，例如：因前世曾有第三眼的能力，當時因此神通能力之顯現，因而可能得到

許多地位與權勢、財富，個性因此自大自滿、不可一世；若此人經死亡再次轉生

為人時，即帶有眼通透視能力之暗藏，一旦因緣際會經修持而將此世透視能力再

度啟發，也會將前世的生活、人際、習性、修持的影響顯現，因此當第三眼透視

能力再度開發，則顯現出個性中的驕傲自大、貪名貪利，其原因就是「前世記錄」

的影響。 

因為修行是一件嚴肅看待自我的事，走入修行的領域說明白了，「修行」二

字就是「修正自己的行為、觀念」，所以能夠體悟到「凡煩惱根源都來自於自己

的問題」就能夠快速調整，而執著的修行者因為過去世曾修行，此世又修過各種

法門，因此造成這一世原本先天自然的體內靈性狀態遭受汙染，加上前世的執著

習性影響，反倒造成這一世修行的進展緩慢，有時內在的心理矛盾、懷疑、傲慢、

貪念、欲望等習性無法藉由自我肯定來昇華改變，因此在追尋靈性成長的路途上

產生的考驗和障礙會比一般沒有修持因果的人更多。 

而另有一種修持因果，是過去的轉世中不僅提升了靈魂的能量，也累積了所

謂的物質福報，因此此生容易獲得事業、物質、有形的成就，例如：成為許多大

企業家、有政治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之人，或是投生在富貴權勢之家庭，這樣的

物質福報，往往是因上一世累積的靈性能量所致，導致這一世有較好的環境，原

本應更容易往靈性追尋之路邁進，無須再煩惱物質、經濟或是生活的障礙。但，

這樣的階層所謂富貴之人，卻往往因此生的享受、慾望、權勢、環境，又消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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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靈性能量，在下一世的出生和業力影響，又陷入苦不堪言的困境中，因

此這就是所謂的輪迴，要邁向靈魂最初的面貌然後突破祂、成熟祂，看似容易卻

千年來無人可達成。 

(三).前世記錄 

靈學研究中指出一個人「前世記錄」中的前三世影響佔了百分之八十之多，

而其影響的層面擴及範圍之大，也是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所以佛家有一句話形容

的很貼切，就是「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而「業」指的就是「前世記錄」，下

面我們就以一些例子說明「前世記錄」的影響。 

(1).疾病與死亡之因果記錄 

曾有一名年輕人來到本會尋求協助，因為他有一種奇怪的疾病，他的雙手十

隻手指頭都有明顯的潰爛、變形甚或指甲脫落的現象，經由追查得知過去世中曾

因犯下罪刑被處以拔除指甲之酷刑，其留下的因果導致這一世不管用盡各種中西

醫各種療法、藥物或者民間各種偏方都無法治癒，這是一個前世遭遇所留下的疾

病。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長年患頭疼的毛病，他

說從很小的時候就患有頭痛的毛病，不管是中醫或西醫，偏方、民俗療法、各式

飲食調整均藥石罔效，就算經過精密的儀器檢查，也查不出病因，後來因緣聚會

來到衡山機構經無形透視能力追查，才查出他在前二世中很小的時候，玩耍爬樹

從樹上摔下來將頭砸破，當場死亡。因為這樣的前世紀錄，所以讓他從小即有頭

部的不明原因疼痛，這是真病，所以醫藥都無法治癒，後來以靈性方法調整加上

自身修練將因果清洗，慢慢的頭部疼痛竟然就痊癒了，完全沒有進行任何醫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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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這就是真病要能根本治癒，就必須從靈性上著手的最佳例子。 

死亡是每個人每一世中最後的記錄，所以常常也是印象最深的，有些人的轉

世中曾經因為溺水死亡，所以再次投生為人時就不知為何特別恐懼水；有些人是

因從高處墜落而死，所以對高就特別恐懼；也有因前世重大的傷害，因此造成這

世產生面容上的胎記、先天四肢的殘疾、遺傳的疾病、罕見無法治療的疾病等等，

這些皆是因前世的死亡印痕記錄影響。 

(2).個性與靈魂之印痕記錄： 

每一世的身分和職業、性別都會記載在靈魂磁區內，所以本性是從上輩子來

的，有些人在過去世投生在富貴人家，因此對物質要求、品味可能比較高，而且

個人氣質也會受其影響。曾經有一位個案，此婦人雖然這一世並不是成長在富有

的家庭中，但卻氣質高雅、品味與審美觀非常好，甚至連價值觀都不一樣，例如：

她認為壞掉的東西就不要吃了，像食物如果快過了保存期限價錢會較便宜，或是

一次買量較多、大包裝較廉價，她說：這不是她的購物原則。她說寧可買好一些

但價格貴一些，也不要買很多、很便宜卻品質不佳的物品，她說如果那樣她寧可

不吃也不買，問她為什麼原因有這樣的價值觀，她說就是天生的。 

因此我們常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中的本性，即是來自轉世當中所累

積的印痕紀錄，這些點點滴滴的訊息，會在人格成熟後顯露出來，雖然有很多價

值觀是從小到大的許多事件累積而來的，一樣一樣慢慢建立在潛意識裡，當遇到

事件時，則反應就會洩漏了出潛意識的價值觀念。但不要忘了，從小到大的家庭

環境、社會環境、聰明才智、體格樣貌等等，這些都受轉世紀錄之影響，因此個

體之選擇、人生際遇所造成的生命軌跡，幾乎命定似的被先天給操控了。 

俗話說：「三分天註定，七分靠努力」，對於大多數平凡，沒有靈性思維的大

眾，沒有認真想過要提升靈格的人來說，其實是過度樂觀了。試想一個人先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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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環境不好、先天資質不好，且上一世的身分、職業、個性也不好，造成此世

又陷入更糟的際遇，試想如此之因果循環一世又一世，往下沉淪的機率要比超越

逆境，不畏艱難的機率大上許多！因此人生中若不追求提升靈性、突破人性的枷

鎖，並努力學習、開發潛能，則人生不會是三分天註定，而是十分天註定，因此

若不突破、學習、提升，則永無改變業力的可能，因此邁向靈性追尋之路是唯一

的出口。 

(3).運勢與靈魂之印痕記錄： 

無形精神生命寄託於人體中，每一次轉生為人壽命結束死亡時，會歷經八小

時的資料傳輸過程，在此段時間內，人體的無形運作會將此世歷經的身分、職業、

生活點滴、生命當中的歷程逐一從覺魂磁場，傳輸記錄在主要靈魂磁區內，因此

資訊中亦包涵了生命當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例如：疾病、意外、死亡等重大事件，

個性、嗜好、教育知識等人格特徵，當然除此之外生命中投資獲利或賠、婚姻感

情順遂或受挫、考試、求學過程或事業的成功失敗等等記憶也會鉅細靡遺的記載，

而上述這些歷程中牽涉到的人際關係與事件的成功失敗等心理與選擇的結果，都

影響著下一世生命當中的性格、際遇與抉擇，因此人為什麼可以藉由命理、生辰、

八卦、五行、姓名等訊息來推論出命運的面貌，其「根本性原因」則是這些訊息

都記錄在靈性基因中，因此靈性基因可以創造出每個人的運勢、物質、情感、人

際關係，而這些要素間又有著精密互動的發展。 

有很多個案都常藉助心靈諮詢服務，詢問關於性向、工作或職涯等問題，例

如：是否適合考公職？或是從事什麼行業較適合自己？要念什麼科系？投資某某

公司會不會賺錢？可以和朋友合夥嗎？可以自行創業嗎？開餐廳會賺錢嗎？曾

有一個案就詢問了上述的投資問題，這是一位中年男士，因與朋友欲合資設廠開

發某種產品，但又擔心不知是否有其錢景？因此想藉由心靈諮詢詢問可否？經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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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後建議，未來的事情是不可預測的，因為人有無可限量的潛能，且任何事情是

需要以整體系統思考，投資之事亦要看整體的大環境還有投資的人、事、物種種

交互運作，但若以目前現有的資訊，以第三眼追查，建議「不可為」提供參考，

但此個案認為並不以為意，覺得投資前景看好、勢在人為，經過個案本身的判斷

和選擇，決定投入大筆資金投資。過了好長一些時日，最終得知此個案的投資是

血本無歸。透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選擇」和「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命運

之鑰。 

以靈學理論來說，第三眼之透視能力可以追查出上述的答案，其原理一可透

過追查此人目前的靈性能量，若能量高則凡事較容易順利成功，因為靈性能量高

表示容易有正確的選擇、智慧的判斷，且容易在人際上有所謂貴人相助，其二可

以透過此人的過去轉世中從事之職業，判斷是否適合從事某個領域之工作，其三

以透視能力直接判斷可行或不可行，但上述的方式均是憑藉過去轉世的軌跡而定，

並不包含此世今生的創造、智慧與大環境的影響，因此對未來而言，人類有「自

由意志」、「選擇的能力」這是身為人與動物最大的不同處，也是人類最珍貴的靈

性潛能可發揮之處。 

因此，如何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不被先天條件限制，則是每一個人最大的

課題。若是一個人此世出生在物質缺乏、家庭環境、生活條件均不好的條件下，

他需要培養出什麼樣的性格才能扭轉命運，是上一世的「性格」？或這一世的「選

擇」？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怨天尤人、悲嘆命運的人或是不畏艱難、勤勞積極，努

力上進的人，都是源自選擇和個性即命運的造化結果。 

當然，一個生在優渥家庭中的小孩，從小衣食無缺，樣樣優秀，又有著良好

的家庭環境，因此他最欠缺的會是什麼呢？若人生是滿分100分，前面的例子中，

命運不好的人，可能只有 10 分，唯有透過不斷的努力、發揮潛能，並創造無窮

的可能性，才可能得到 100 分，而後面命好的例子，人生可能是 90 分，透過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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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容易達到 100 分，但這兩個例子都是透過選擇努力上進，若選擇不同，當然

結果也有各種可能性。 

因此，從選擇的狀態來看，我們可以創造出各種的命運。有些人因為算命師

說：你的婚姻不好註定會離婚。因此將命運交給了算命師，結果真的離婚了，還

直說算命師算的真準，另一個是算命師說投資肯定獲利，一定成功，果然大發利

市，因此，這真的是命中註定嗎？以靈學角度來說，若將命運交給過去世的經驗

軌跡，也就是算命的結果，那麼此人必不能負起自身靈性生命的責任，因此靈性

生命只是不斷的循環輪迴而已，一個負起靈性生命的責任之人，具有創造、創新、

獨立思考，保有不斷探索各種可能的好奇心和優秀的美好德行，因此若您的命被

算的準！是可悲的，表示沒有進步的空間了。 

一個開始發揮靈性生命的個體，將不再被過去世中的轉世記錄所牽引，而可

以突破生理、心理、靈性三層面的基因影響，因此有機會可以得到真正的身體、

心理、精神、靈性上的健康，享有真正幸福快樂的人生。 

(以上第一部分完。續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