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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則家庭興衰、個人禍福，乃至

於某件事情的成敗得失，某個時

空方位的吉凶取捨，都能推算出

來，假如不是神安排的，不是上

天注定的，又怎能推算出來呢？

無神論否定命定論

算命術在大陸被取締。不

只是算命術，凡屬中華民族的傳

統文化內容的，如：佛道神、善

惡因果報應、靈魂轉世、天國地

獄、信天敬神、天人感應、天人

合一等等，這些能把人類道德保

持在一定水平的傳統文化，都被

中共的「無神論」多方抹黑，貶

成「封建」、「迷信」，惡毒咒

罵，一概罵倒。

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在

1949 年前的中國，儘管改朝換代

過多次，但只是改變了皇帝和大

臣，幾千年流傳下來的中華民族

傳統文化基本上無變，都是講究

天人合一、信天敬神、相信善惡

因果報應、靈魂轉世的。

這時要發動一群人去鬥另一

群人，搶另一群人的財產，因為

他們的思想中仍存有善惡因果報

應、輪迴轉世的觀念，就動不起

房玄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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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好的。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有

它的產生、成長、敗壞、滅亡的

過程。花草樹木、石頭、牆、橋

梁、廟宇、燈塔、棺槨等等，皆

有其形成和毀壞的過程，這都不

是偶然的。精於術數的高人，就

能將其形成和毀壞時間準確的推

算出來。

如〈人命與國運皆由天定〉

所言的，大明山神聽到眾位上仙

議論 30 年後的事情，後來證實

真如所聽到的內容。甚麼時候、

甚麼地方會發生動亂，死多少萬

人，上天早已在 30 年前注定下

來。在〈絕才精準預測 511 年後

墓穴坍塌〉一文中亦言，一個棺

槨，下葬在懸崖邊，墓中的銘文

寫道：「該墓將在 18 萬 6400 日

（511 年）後坍塌。」結果一天也

不差，就是今天的科學都不能達

到，今天的電腦也算不出來。

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指出，

古今高人達士稽考天數，推察

陰陽，以太乙數而推天運吉凶，

以六壬而推人事吉凶，以奇門而

推地方吉凶，以年月日時而推人

一生吉凶。他們能針對不同的對

象，大則天象變化、國家命運，

但在中國大陸一些被中共唯

物論、無神論洗腦了的人認為，

這只是一種道德教化而已，認為

它缺少所謂的現代科學之根據；

更有人自以為，已是近代講科學

的知識時代了，還講這些村姑愚

婦類的迷信！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涵，不

只是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還

是真真實實存在的東西。例如：

佛、道、神，善惡因果報應，德

與業的存在，命運的前定等等，

不但存在於我們生活的這個時空

中，而且存在於我們人類看不到

的另外時空，人由於迷在自己所

生存的環境中，看不到另外許多

不同時空的現象，所以才說它們

是不存在的。

萬物皆有生命 
凡事皆有定數

「命定論」是指人們的生死

禍福、貧富貴賤、窮通得失，乃

至科場中舉、貨殖營利、婚姻關

係等等，世間發生的每一件事都

是注定的，是神（上帝、上天）

安排的。定論，不僅是指人的生

命，廣義到宇宙世間一切事物，

都預先有一定的安排，有其定數

所在的。人有生、老、病、死，

事物有成、住、壞、滅的過程，

都不會是偶然的，都是上天安

凡事皆有定數

文︱泰源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關於命定論的

內容，在中國歷代正史、文

人筆記、小說中都有大量的

記載。

來，就會思考：我鬥了他，打了

他，搶了他財產，會不會就造了

業？受到惡報？又下世就會生成

個不好的命！

否定命定論將自食惡果

中共政權信奉的不是中華民

族傳統文化，而是西方的馬列邪

教，信奉暴力革命、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信奉共產邪靈。

(《共產黨宣言》開場白：「一個

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

遊蕩。」)

中共全面消滅了中華民族文

化、否定命定論的後果是甚麼？

如果一個人不相信神的存在、

不相信命運，那他相信甚麼？那

他就會相信自己，認為人可以為

所欲為，認為自己想要做甚麼，

就可以得到甚麼，一旦自己得

不到，而別人得到時，就會憤憤

不平，心裡不平衡，為達到自己

的目標，就會不擇手段，久而久

之，就會做出一些違法亂紀的事

情來，損人不利己，如果大眾都

這樣的話，社會道德就會急速下

降，導致問題百出，人類社會就

會加速走向敗壞和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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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武德宮出國運籤 

臺灣財神爺祖廟——雲林縣

北港武德宮，有別於一般宮廟，

採「扶鸞出籤詩」方式（道教的

一種占卜方法，受到神明附身的

人被稱為鸞生或乩身），在今年

正月初一降文出「年運鸞文」，

吸引不少民眾目光。

武德宮的主委林安樂指出，

「扶鸞出籤詩」是指由神明降臨

到鸞生身上，鸞生閉眼且不開

口，用桃木筆在木板上寫字。

接著廟方看筆畫去推測出字

占卜判讀完神明才會再寫出下一

個字，最後完成一篇七言詩文。

專家推測，文中的「神澤金

烏綻光熱」是指今年普遍溫度

高，而「官靈聖尊護國基」、「神

威戍禦保疆台」可能是指兩岸關

係會比過去更為緊張。

據《UDN》報 導， 該 專 家

說，依循舊例來說，武德宮的年

運鸞文分成三段，上段通常是

「報頭銜」，以介紹神尊身分，

每段第一個字的藏頭便是「天官

武財神」；而中間段就是春、夏、

秋、冬，四季運勢的主文；下面

那段則做為收尾、補充。

專家指出，開頭的「官靈

聖尊護國基」、「神威戍禦保疆

台」，應該是暗示兩岸關係會更

臺灣民間普遍尊神、敬神，廟宇眾多。每到

黃曆過年，廟方就會虔心祈福，祈求新的一

年國泰安康，並抽出「國運籤」。

文︱可裝

冬至轉運
高峰時還會休假三天，君不

聽政，民間歇市，其熱鬧程度不

亞於過年。

冬至意味著新的一年即將

到來，在此歲末感恩的時節，臺

灣民間會祭拜家中供奉的諸神和

地基主，同時也舉行祭祖，對一

年來的平安謝恩，並祈求來年的

幸福。冬至這天，中國北方有吃

餃子、餛飩，南方有吃湯圓的習

俗。在臺灣過冬至日，最主要的

民俗活動是搓湯圓來祭拜，冬至

當天，很多家庭一早就煮好湯圓

拜拜、祭祖。

其實站在陰陽家（命理學、

擇日學）的角度，這觀念是錯

的，因為每年冬至時間都不一

定，應該按照黃曆上所記載的那

一年的冬至時間去祭拜。

《易經‧復卦》中提到：「冬

至一陽生」，物極必反，陽氣又

現，生機將出，希望再現。

陰陽家認為，冬至當天時

辰陽氣起，如果在此時祭拜可接

漢武帝採用夏曆後，把冬至

和元旦分開。每到冬至，

朝廷都要舉行熱鬧的「祭

天」、「祭神」、「拜祖」、

「賀冬」等等慶賀儀式。

正陽氣，此時家中焚香，門戶大

開，讓陽氣進入，乃最佳時刻。

湯圓通常象徵「圓滿、團

圓」，普遍用於臺灣民間活動的

婚禮、入厝、入廟、做三年、安

神位等慶典。

所以，冬至吃湯圓有團圓、

圓滿之意，也有「取圓以達陽氣」

之意。

冬至當天要轉運，首要就

是吃湯圓，紅色、白色至少各一

顆，因為紅湯圓招桃花，白湯圓

招人緣，還有一定要吃雙數湯圓

也提醒身旁的朋友一起在冬至當

天轉運喔！

無福消受

很多人追求名、追求

利、追求幸福，其實，人的

福禍是天定的，是根據自己

累世所做的好事和壞事安排

的，也就是對自己所做的事

情是要負責的。

即使與皇帝關係匪淺，

沒有前世的福分，也是甚麼

都得不到的。唐朝有位大臣

叫王顯，與文武皇帝（唐太

宗）是童年的玩伴，交情匪

淺，甚至扯褲子玩、搶帽子

取樂。皇帝還沒有顯貴時，

常常跟他開玩笑說：「王顯

到老也不會做官。」等到皇

帝登基後，王顯前往拜見，

趁機上奏皇帝：「我現在可

以做官嗎？」皇笑著說：「不

知道。」 有一天，皇帝召見

了王顯的 3 個兒子，都授予

五品官職，唯獨沒有王顯。

王顯請皇帝也授給他官職，

皇帝說：「你沒有貴相的命，

我也沒有辦法。」王顯說：

「哪怕早晨當上官，晚上死

了，也滿足了。」當時任職

僕射的房玄齡說：「陛下您

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何不給

他官試一試？」皇帝就授予

王顯三品的官職，又賜給他

紫袍金帶。當天夜裡，王顯

就死了。

房玄齡本想幫皇帝完成

夙願，也賣王顯一個人情，

不料反而使王顯丟了性命。

正是人們常說的：「無福消

受」，只能拿命來換了！

（出《朝野僉載》）

命定論奠定了算命的基礎

文︱許天樂

文︱張元之

緊張，但是神明會出來幫忙，盼

民眾安心。

第二段的四首七言詩應是代

表春多雨，夏炎熱，且工商活動

茂盛；秋時，顯示轉折，不過仍

看不出是何事變化。

專家接著說，冬時的「冬凜

華夏九宮排」，意指可能在兩岸

會有大事情。

但其中有一句「士俊才郎

工商利」，應該是說士商成績不

錯，不過，農業可能需要留意，

最 後 的「易 弦 轉 替 無 驚

奇」，究竟是甚麼東西輪替，仍

須要注意。

專家也表示，以往來說，下

面那段文的最後「春澤花潤春庭

雨，水漬輕搖擺夷度」，過去並

不會多增加這兩段，應該是神明

想要再強調某件事情。

北港武德宮

正月初一降

文出「年運

鸞文」，吸

引不少民眾

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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