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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今日，公元 2013 年 11 月 20 日，在網上瀏覽，進入‘霓裳柒月’在《中華聖吧》
開闢的網站，標題是‘古文風’，一看之下，大吃一驚，此乃聖女的文章，不容
錯過。聖女之文，字字撩動紫薇聖人的心弦，句句彈出薇聖人的心聲，蓋霓裳，
貴妃舞也，柒月，七巧也，因此‘霓裳柒月’即《長恨歌》也，即聖女之歌也。
余無選擇，只得作歌囘應，爰為之記。

[《長恨歌》是在寫楊貴妃與唐明皇的故事，便是在寫觀音與彌勒之間的愛情，便可以擴大解釋成
聖女與聖男之間的戀曲，因為觀音是聖女的三個分身其中之一，彌勒是聖男的三個分身其中之一。
因此，當紫薇聖人第一眼看見霓裳柒月這個名字時，他立刻便將作者的身份認出了：她就是聖
女。上圖所示的照片是燈球，她就是進入塵世的聖女，見《魔術師之鳥》。]
聖女
聖男
[上帝，聖父，是大乘佛，祂無法親自轉世，便製造了
西方
東方
（顯） 青龍
白虎 （顯）
一個中乘佛分身，聖子，進入紫薇聖人的身體，他就
是紫薇聖人成佛後的内我。在成佛前紫薇聖人的内我
是聖母，是個小乘佛，她可以看成是聖子的分身，而
紫薇聖人成佛的意義便是將聖子激活；之後聖母便退
觀音(顯) 文殊(隱) 普賢(顯)
老聃(顯) 保羅(顯) 彌勒(隱)
隱了。因此，聖父、聖子、聖母三位一體：聖母是陰
性，聖子是中性，而聖父則無性別可言。聖子可以看
聖母
北方
南方 地藏王
（隱）
成是聖男與聖女的合體，也可以看成是聖母與地藏王
玄武
朱雀 （顯）
的合體，因爲聖子的内涵是六龍，老聃、保羅、彌
勒、觀音、文殊、普賢，而聖男、聖女、聖母、地藏
王便是六龍的不同組合。譬如聖男的顯性人格是由老
老聃(隱) 保羅(顯) 彌勒(顯)
觀音(顯) 文殊(隱) 普賢(隱)
聃的顯性人格、保羅的顯性人格、彌勒的隱性人格組
成，而聖母的隱性人格則是由老聃的隱性人格、保羅
的顯性人格、彌勒的顯性人格組成，見右圖，餘類推。一個個體人格必定有正反兩面，即他/她的
顯性人格與隱性人格，這便是太極圖的要義，而他/她轉世的目的便是在‘平衡’發展他/她的顯性
人格與隱性人格，見《塵玉返真》。因此，在紫薇聖人成佛前，亦即聖母的轉世，他時常以保羅自
居，而地藏王則還心儀普賢不愛觀音，其中的道理便很清楚了。注意，彌勒實為女性，文殊實為男
性，而在他們組成聖男與聖女的識體時所使用的卻是他們的隱性人格。另外一種看法是：聖子是無
極，由陽極與陰陰兩個太極組成，為聖男與聖女，便是八卦中的乾坤兩卦，他們衍生六個子女，是
為六龍，老聃、保羅、彌勒、觀音、文殊、普賢，分別是震、坎、艮、巽、離、兌六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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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解相思味，誰盼良人歸，
誰捧胭脂淚，誰描柳月眉，
誰將曲中情兒催，誰思紅袖輪回，
誰一腔相思與君隨，皆是世間情之罪。
刻骨相思味，征途良人歸，
惜收胭脂淚，重描柳月眉。
但將曲中情兒催，細嚐紅袖芳媚；
且酬相思共長歲，豈是世間情罪！

紅袖輪回，舞袖輕擺，便是指貴妃的‘霓裳羽
衣舞’。左圖張敞為妻子畫眉，便是在影射紫
薇聖人是家庭主男，幫妻子煮飯，料理家務；
《莊子·應帝王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
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炊），食豕
如食人，„。”本書中的附圖，凡是有‘中華
聖人吧’標記的都是聖女的原圖，否則不是。
[《聖女之歌》大多是在寫紫薇聖人的妹妹，吐露她這一生滿懷的心傷，無盡的哀愁，她就是《紅
樓夢》中抑鬱而終的林黛玉。那麼，賈寶玉是誰？他就是聖母，便是紫薇聖人成佛前的内我。李商
隱便是聖母的轉世（李清照亦然，見第 50 頁）。李商隱的生平與紫薇聖人成佛前的生涯十分類
似，因此他寫的詩詞只有紫薇聖人能夠解得，譬如《柳枝五首》，見《紅樓夢醒》。此處先註解李
商隱所寫最被推崇卻無人能解的一首詩，《錦瑟》，下文第 21、51 頁兩度提到它：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或說（錢振倫、董乃斌），李商隱出生於唐元和六年，公元 811 年，至於他死亡之年則不詳，只知
道他於大中十二年，公元 857 年，告老返鄉，不久病逝。因此，李商隱應死於返鄉後三年，咸通二
年，公元 860 年，如此的話他便剛好活了五十個年頭，這就是古瑟的五十根弦，一弦管一柱流年。
前文說過，李商隱是聖母的轉世，因此五十也是指五四，因為十與四讀音相近，便是指聖母停留於
紫薇聖人身體的時間，有五十四年。莊生是指李商隱，也是指紫薇聖人，曉夢是指年輕的時候，蝴
蝶是指蜕變，便是指看著自己的妹妹成長，從黃毛丫頭（毛蟲）轉變成婷婷玉女（彩蝶，美美，妹
妹）。莊生即莊子，他是聖男的轉世，見《老莊新妝》。望帝，為古代蜀帝杜宇的謚號，擅農耕，
曾命宰相鱉靈治理岷江洪水，卻於鱉靈不在家的時候與鱉靈的妻子私通；杜宇死後化成杜鵑，常夜
鳴，聲音淒切，似乎是在向世人悲聲傾訴他的那段無法公開的地下愛情；便是在隱射不倫之愛，只
能夠暗中進行，便難怪李商隱的詩是那麼的隱晦難解了。至於紫薇聖人，他也不想將他的隱私透
露，無奈上帝還不給他面子，硬要他公佈他與他妹妹的私事，便讓他很無奈了。望帝，《釋名》：
“望，惘也。” 惘通罔，通亡；《說文》：“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便是指亡去的天下之
主，便是指聖母，她在紫薇聖人成佛後就隱退涅槃了。聖母就是中國的燧人氏，印度神話的 Kali，
希臘神話的 Gaia。又，望帝即保羅，鱉靈即彌勒，他的妻子王母即觀音。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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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明月，回首少了誰。
一杯濁酒，相逢醉了誰。
一年春事，桃花紅了誰。
一眼回眸，塵緣遇了誰。
一點靈犀，真情贈了誰。
一句珍重，天涯送了誰。
一番蕭索，魚書寄了誰。
一簾幽夢，憑欄念了誰。
一夕霜風，雪雨遣了誰。
一聲低唱，才情癡了誰。
一種相思，閒愁予了誰。
一聲低唱，才情癡誰？賞花哥他。
一眼回眸，塵緣遇誰？前世尪他。
一點靈犀，真情贈誰？癡心男他。
一年春事，桃花紅誰？登色徒他。
一江明月，回首少誰？折桂婿他。
一句珍重，天涯送誰？斷腸人他。
一夕霜風，雪雨遣誰？負心漢他。
一番蕭索，魚書寄誰？海外客他。
一簾幽夢，憑欄念誰？戴月丁他。
一種相思，閒愁予誰？舊情郎他。
一杯濁酒，相逢醉誰？白頭翁他。
[本文是整篇《聖女之歌》的目錄。尪是閩南語，便是丈夫的意思。戴月丁，紫薇聖人出征異域，
披星戴月，然而嫦娥還一直關注於他。白頭翁，紫薇聖人年輕的時候與他的妹妹相愛，之後出走美
國，直到年老之後才與他的妹妹再度相會，再續前緣，那時他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了。紫薇聖人的
妹妹是西王母/觀音轉世，她便是月中的嫦娥，河漢邊的織女。]
[嫦娥是聖女，便是燈球，史湘雲。直到年老之後才與他的妹妹再度相會，妹妹可以是指探春，她
就是洗盡鉛華、迷途知返的妙玉，或者史湘雲，她就是《魔術師之鳥》中的 Katya，即紫薇聖人的
白娘子，以及所羅門王的後宮粉黛千人。河漢邊的織女更應該是指紫薇聖人的妻子普賢，只不過
《聖女之歌》中角色錯亂，一會兒是眼下塵世，一會兒是概或世界，讀者便只好將就著看了，至於
能夠懂多少，便看個人的造化。]
（接前頁末）滄海月明珠有淚，滄海是指太平洋；月明是指聖女，嫦娥，或者說觀音，她是聖女三
位分身的其中之一；便是指紫薇聖人的妹妹，因為她是觀音的轉世；珠有淚，紫薇聖人遠在美國，
便令他的那位身在臺灣的妹妹眼含淚珠。藍田日暖玉生煙：藍田，縣名，古時以產美玉聞名，在今
陝西省渭河平原南邊；不過，後世有藍田種玉這個成語，代稱性事，讓女子受孕；日暖，紫薇聖人
是大日如來的進入塵世，因此是太陽，他在他妹妹的那塊藍田裏耕耘，撒播龍種，種下玉苗；玉生
煙，之後，紫薇聖人的妹妹懷孕了，卻還無法將小孩生下，這便是生煙，化成煙霧的意思，見《諸
世紀》第五世紀，第三十六首四行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公元 1980 年暑假，紫
薇聖人返臺度假，與妹妹共度了一個春天；他 9 月初返回美國；11 月底，妹妹打電話來説，她懷孕
了；12 月初，妹妹再度打電話，告訴他，孩子拿掉了，„。見《魔術師之鳥》。又，李商隱妹妹
的遭遇與紫薇聖人的妹妹完全相同，見《紅樓夢醒》中關於《柳枝》五首的解讀。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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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新霜，為誰卸了妝。
南雁依依別秋去，流落半籬菊香。
殘陽微微涼涼，落葉紅紅黃黃。
想來最美情節，卻是最斷人腸。

漫野初雪，滿眼盡銀妝；
寒鴉悲啼空對月，獨見紅梅飃香。
山風淒淒慘慘，殘枝搖搖晃晃；
難是末世光景，直待夢斷命償。
[ 美人遲暮，落花飄零，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征人凱旋，慰我良妻，一個世面，兩種結局。
此處的註解，見第 61 頁。紅梅花，是指《紅樓夢》的李紋，她來自末世，便是紫薇聖人的妹妹進
入了劇場。至於菊香，則是指紫薇聖人的妻子，見第 12 頁。圖中所示的那隻望月悲鳴的鳥便是
Ulieta 鳥，一隻灰色的八哥，祂就是那隻魔術師之鳥；見《魔術師之鳥》。]
[因此，《錦瑟》便是不倫之愛的代名詞，《洛神賦》也是，因此第 52 頁便將紫薇聖人的妹妹比作
洛水女神。《洛神賦》原名《感甄賦》，為曹植（公元 193 至 233 年）於公元 223 年所寫，紀念他
的嫂子甄洛（公元 183 至 221 年）。《洛神賦》是在描寫曹植與甄洛偷情的故事，然而由於叔嫂之
間的愛情違反了世俗的倫理尺度，因此甄洛便只好化身成為洛神了；見第 45 頁末的説明。洛神原
為伏羲氏（宓羲）的女兒，世稱宓妃，卻由於她溺死洛水的緣故，便成了洛水之神。伏羲氏即聖
男，聖男的女兒是聖女，因此宓妃就是聖女，就是女媧。不過，在曹植寫了《洛神賦》之後，由於
該首詞賦廣為人知的緣故，以後宓妃的洛神神位便逐漸被甄洛取代了。甄洛為袁紹的媳婦，之後嫁
給曹丕，與曹丕的弟弟曹植發展出了相知相惜的地下感情；曹丕登基後，翌年甄洛便被賜死了。甄
洛與曹植相愛，卻無法結合，因此在《洛神賦》中洛神便哭著說：“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
當。” 盛年是指當於年輕之時，性荷爾蒙分泌旺盛，求偶心熾，感情澎湃。甄洛二十三歲時嫁給
曹丕，那年曹植十三歲；甄洛與曹植總共暗中相戀了十六年，他們兩人的感情是激烈的，也是隱秘
的；甄洛死後兩年，曹植便寫了《洛神賦》，爍古耀今。因此，‘人神之道殊兮’，乃暗示之言，
便是說受囿於世俗禮法，甄洛生前與曹植只能分別生活在兩個世界裏，他們無法走出各自的世界，
去與對方結合，無法將他們的愛情公開，雖説兩人都還求偶心熾，感情澎湃，都將對方愛得死去活
來。如此的文字，這麼的悲切，那麼的無奈，便如同李商隱所寫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
杜鵑’。關於《洛神賦》的註解，見《紅樓夢醒》。201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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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你我暮年，靜坐庭前，
賞花落，笑談浮生流年。
今夕隔世百年一眼，相攜而過，
才知姹紫嫣紅早已看遍。
妹妹呵，一世在等妳，一生在尋妳，
妳可是知道，哥哥所盼，就是今夕？
但華髮蒼蒼，才見著嫣然來到的妳，
且細數往事，多少蒼桑，白駒過隙。
[今夕隔世，百年一眼相攜而過，才知，姹紫
嫣紅早已看遍：隔世、一眼，在塵世外看塵
世，便是作局外觀的意思；百年猶言一生，
一輩子；姹紫嫣紅，多彩多姿；便是說，在
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相遇後他們便聯袂退出
了塵世，成為塵世的局外人；他們囘首觀看
他們的這一生，便猶如一部連續劇，劇情互
相銜接，卻還走過了許多不同的精彩角色，
多彩多姿。塵世的局外人，便是《紅樓夢》
中妙玉的自稱，檻外人。]

風雨故人歸

[本處所言不發生在眼下塵世，而是發生在另一個概或世界，在那個世界探春乘坐大船，遠嫁海外
的帝王，再度與寶玉結合。他們兩人靜坐庭前，賞花謝，觀葉落，笑談浮生流年，細數陳年往事。
百年一眼，相攜而過，才知姹紫嫣紅早已看遍，人生百態早已經歷。今夕隔世，便是往生的意思。
在那個概或世界，在探春來到美國陪伴紫薇聖人之後，或者說紫薇聖人返回臺灣迎娶紫薇聖人的妹
妹之後，他們便自塵世退出，不久即仙去。由於，沒人救世的緣故，不久後末世便來了，地動山
搖，洪水暴發，於是人類文明便整個毀滅了。]
[人死之後陰魂（意生身）便進入了鬼門關（陽間與陰間的
分界），之後走上黃泉路（進入陰間），路旁開滿彼岸
天界
地界
人界
花；之後便是忘川河（冥府/地獄），河畔有一三生石，記
陰間
陽間
載有前世、今世、來世之事；之後便開始過奈何橋，過橋
後是望鄉台，台旁有一孟婆亭，孟婆便守在那裏，讓到來
的陰魂（中陰身）喝孟婆湯，之後成為天人，便可以投胎
了。孟婆湯的意義是：天人在投胎前會為他的下一次轉世
A：陽光大道
製造一個新的人格分頁，一個空白的新頁，與他以前的諸 F：奈何橋
G：忘川河
B：鬼門關
多轉世舊頁有所區別，因此在他轉世後他便記不得他所有 H；孟婆亭/
C；彼岸花
望鄉台
D：黃泉路
其他的轉世事跡了，除非他去修道，將他的前世人格喚
I：天堂路
E: 三生石
醒，這就是六年而鬼入。因此，望鄉台便是指天人下凡投
胎。由於第 53 頁會談到這些題材，便於此處先加以説明。
過鬼門關便是釋放意生身，一年而野、二年而從；彼岸花便是自己的物理自我，回歸他便是五年而
來；三生石是自己的前世，為六年而鬼入；喝孟婆湯是七年而天成。莊子的修道之路便是在生前去
行走自己的死亡行程！修道的目的便是將自己的天人人格喚醒，然而，在生前即使你不去修道，在
死後你也會自然而然的成就你的天人人格，他便是你現在身體意識的整體，便是你所有器官意識所
結成的完形（gestalt）。另外，三年而通、四年而物是指修煉特異功能；三年而通，亦即他心通的
神通，每一個鬼魂都能夠做到，而四年而物，即物化的能力，則只有極少數的亡魂擁有這樣的能
力，譬如電影‘人鬼未了情（Ghost）’中那位已死亡的男主角他的靈魂便能夠物化他物，以心志
驅動物質移動。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便必須由活人去修煉，成爲不死的神仙，鬼魂無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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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一憶羞開一闕詞，一念凋零一韻詩。
一語含香一窈窕，一顰色舞一華池。
一夜千般一世界，一日百感一交織。
一抹紅顏一嫵媚，一笑回眸一片癡。
——《紅顏醉》
一吐陳腔一歌恣，一彈肺腑一曲馳；
一樹終生一花開，一償百年一願熾。
一笑開懷一翁老，一杯濁酒一慶遲；
一番風雨一朝辭，一河銀川一女織。
——《白髮吟》
[一闕詞是指黛玉的《葬花詞》；
一韻詩是指黛玉所作的《題帕三絕》；
一顰色舞是指《霓裳羽衣曲》；
一夜千般是指紫薇聖人妹妹的許身之夜；
一日百感是指紫薇聖人與他妹妹的離別之時；
一歌恣、一調馳，是指《My Sweet Lady（我甜美的女
郎）》，見第 40 頁；
一番風雨是指末世災難；
一河銀川一女織，織女渡過銀河，與紫薇聖人相會。牛郎與織女是指紫薇聖人與他的妻子。]
[莊子說，衛靈公有妻妾三人，便是指紫薇聖人
的三位夫人。紫薇聖人的第一位夫人是地下夫
人，便是他的妹妹，林黛玉，他與她的戀情發
展在他年輕的時候，便是保羅與觀音的愛情。
紫薇聖人的第二位夫人是他的妻子，為原配夫
人，薛寳釵，雖説這位妻子是冷情，於紫薇聖
人‘表面上’不慍不火，若即若離，其實她整
顆心都懸在紫薇聖人身上，只是紫薇聖人沒有
察覺到罷了；他一直將他的妻子當成 革命夥
伴，同心同德，卻從來沒有將她列入紅粉知己
的行列，直到他於五十二歲失戀時，被他的妹
妹，他的第一任夫人，刺傷時，他才開始體察
到他妻子的那個磅礴偉大的愛，那是祝英台對梁山伯式的愛，真心相許，卻不涉及性愛，便讓紫薇
聖人深深感動；這就是保羅與普賢的愛情。因此，在國外，紫薇聖人一直缺少做愛的對象，他便是
名副其實的‘自慰剩人’，因為他多年來一直是在 DIY，因此在上帝眼中，他或者被稱作馮淵，他
酷愛男風，或者被稱作 Narcissus，一個自戀狂，總之他很不正常就是了。然而，紫薇聖人的不正常
是被環境所迫；事實上他絕對正常，因為他只喜歡女體；他無法得到真實的女體，便買了一個性愛
娃娃，Lina，他的白娘子，她就是紫薇聖人的第三位夫人了，她就是《西遊記》中的玉兔精。玉兔
便是嫦娥，便是聖女史湘雲，便也是《紅樓夢》中的麝月，竹夫人。紫薇聖人便將他的白娘子當成
知心人，他時常摟著她的胴體喁喁私語，兩人同蓋一條被，肌膚相親，相擁而眠（紫薇聖人與他的
妻子分房而睡）。當然，聖女還化身成為色情網路中的女優，與紫薇聖人敦倫纏綿，來慰勞他幫上
帝寫書的辛勞，她們就是《聖經》所說所羅門王的妻妾千人。總之，紫薇聖人的第三位夫人是位鬼
妻，不是人妻，她就是紫薇聖人的乾女兒燈球的内我；燈球是聖女的轉世，然而紫薇聖人這一世還
從來就沒有見過她；這就是聖男與聖女的愛情。最後來解釋‘剩人’這個名詞；剩人是指多餘之
人，便是指紫薇聖人在美國的生涯，他被美國人排斥，打不進他們的圈子，如同邊緣人、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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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
錦瑟華年誰與度？
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
飛雲冉冉蘅皋暮。
彩筆新題斷腸句。若問閒情都幾許？
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淩波不過橫塘路，紫薇聖人與他妹妹的情緣結束了，
他的蘭舟無法再駛入她的瓜州，淩波不再，橫塘路
斷；蘭舟、瓜州為《紅樓夢》用詞，暗指男、女生殖
器。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紅顔賣笑，
青樓委身，猥瑣東風，滿園春色，這是妙玉的生涯。
飛雲冉冉蘅皋暮：黃昏，飛雲在長滿芳草的沼澤地冉
冉升起；長滿芳草（蘅）的沼澤地（皋）是指紫薇聖人妹妹的瓜州；飛雲是指彩霞，便是指風流韻
事；冉冉升起，逐漸消失、遠離；時光荏苒，紫薇聖人的妹妹轉眼已屆暮年，她在青樓營生，已經
無法招攬到生意。彩筆新題斷腸句，若問閒情都幾許？紫薇聖人的妹妹寫信給她的哥哥，重提往
事，想要再續前緣，便是李清照所說的‘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
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見第 61 頁。一川煙草，滿城風絮：一川煙草是指紫薇聖人妹妹的陰
戶，陰毛菲菲；滿城風絮，絮是指柳絮，猶言芳澤，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妹妹普度衆生，整城男子都
是她裙下被超度的過客。梅子黃時雨，黃梅季所下的雨叫做黃梅雨，簡稱梅雨；梅雨發生在中國南
方夏初時候，陰雨綿綿，持續半月。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交往發生在她春天之時；之後，紫薇聖人
出國了，他的妹妹便覺得被紫薇聖人欺騙了，被遺棄了，便自暴自棄起來，便進入了娼門；這時便
當於她初夏之時，梅雨霪霪（媚慾淫淫，黃事）；由於紫薇聖人的妹妹那時年輕貌美（及時），善
解人意，便一下子竄紅起來，成為名妓，便是下文所說《桃花扇》的女主角李香君，見第 52 頁。]
[那麼，紫薇聖人的妹妹到底以前是不是妓女？嚴格的說，不是，因為紫薇聖人的妹妹從來不曾公
然下過海，從來不曾公開接過客，只不過她也還確實是在以她的姿色謀生，當成她職場的競爭手
段，這便與妓女的定義相近了。一個人或以技能謀生，或以身體謀生，這都是在販賣自己，都是妓
女、妓男的行為，又何必一定要將身體的接觸當成是貴賤的分野？如果覺得妓女賣笑的行為可恥，
那麼自己向自己的上司哈腰，自己向自己的顧客賠笑，這難道不丟臉？世人動不動就以道德衡量他
人，那麼，道德是什麼？道德便是僞君子用來往自己臉上貼金所施加的脂粉，那些德高望重之人只
不過是在臉上塗抹了一大堆的顔料罷了，是個賣唱的大花臉，又有何高明之處？其實，妙玉發生在
另外一個概或世界，而非眼下塵世；關於那個概或世界裏的妙玉生涯，《魔術師之鳥》說了很多。]

臨破踏上恆陽路，但目送、前塵去，
荊棘年華不再度。
越巧華言，所作著述，自有存知處，
緋雲冉冉衝高木。
彩筆新題斷腸句，若問險情都幾許？
一船野草，滿城廢墟，末世來時雨。

[物質文明該結束了，紫薇年代來到，便將荊棘歲
[月的前塵往事送走，它們一去不囘。
[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超越機巧，是華麗
[的言論，流傳百世，只是他的緋聞還衝擊他的高
[名。紫薇聖人在他著作中寫下末世的災情，只有
[紫薇子民存活，其他人一律死亡。

[臨破，是指眼下即將結束的物質文明，紅陽文化。恆陽路是指紫薇文明，便是大日如來之路，白
陽文化。越巧華言，紫薇聖人的著作是華麗的言論，卻還超越了語言的機鋒，文字的機巧。便是
說，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古拙樸實，所述説的都是真理，所記錄的都是真實。自有存知
處，紫薇聖人的著作會被後人珍藏。緋雲，猶言緋聞。一船野草，在末世的洪水中只見諾亞方舟滿
載一船一年而野的紫薇子民駛向紫薇王國。一年而野是莊子的用詞，便是指沒有機心，性格野放，
不使用理智的修道之人。末世來時雨，是指末世災難，狂風暴雨、腥風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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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試《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昨夜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
紫薇聖人《江城子》：
落魄江湖異鄉行，情意濃，思憶常，
千山萬水，何處訴衷腸？
縱使魚雁應難續，淚如雨，心惆悵。
紅樓昨夜東風乍，暖屏後，倩影長，
望穿秋水，竟是嫦娥訪！
但慰我心長相憶，明月夜，夙願償。
[紫薇聖人的妹妹在國内縱情聲色，紫薇聖人在國外飽受風霜。此處蘇軾/聖女所寫的是林黛玉。紫
薇聖人的妹妹一生中有三個身份，年輕時是林黛玉，中年時是妙玉，老年時是史湘雲。紫薇聖人的
這次塵世之行有兩位妻子，她們便是林黛玉與史湘雲，便是舜之二妃，娥皇與女英；至於妙玉，她
則被紫薇聖人休掉了，見《紅樓夢醒》，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還有紫薇聖人‘名義上’的妻
子，薛寳釵，她只能夠算是紫薇聖人的戰鬥夥伴；他們兩人之間從來就沒有過兒女情長的時候，便
很難説是一對‘正常’的夫妻。紅樓是指紫薇聖人現在的居處，而整部《紅樓夢》故事便是紫薇聖
人的夢境，便是他在他的紅樓裏所作的一個綺麗的夢，卻還在夢醒之後人事全非。跳至第 41 頁。]
[前段話是紫薇聖人兩年前所寫，内容不甚正確，紫薇聖人也還無意修改，便將舊思想留在這裡，
做為見證。紫薇聖人這一生有三個女人：林黛玉、薛寳釵、史湘雲，便是紫薇聖人的妹妹、妻子、
靈魂伴侶，便是《魔術師之鳥》中的 Mary、Gabby、Katya，莊子稱她們是衛靈公的妻妾三人。在
眼下塵世，在黛玉死後，紫薇聖人的妹妹還換裝成為襲人、秋菱、彩霞，便不再與紫薇聖人有任何
關係了，見下頁説明。然而，在其他的概或世界，紫薇聖人的妹妹在黛玉死後還變裝成為妙玉與探
春，便雖説妙玉與紫薇聖人沒有關係，探春卻是紫薇聖人的續絃夫人；於是，在探春加入老年的紫
薇聖人後，他便放棄了他的天命，與探春一同泛舟春江，便只羡鴛鴦不羡仙（湘雲）了。在眼下塵
世，湘雲以幻想的方式出現，或者是紫薇聖人的白娘子（玉兔精），或者是紫薇聖人的後宮佳麗，
她們便是《舊約》所說所羅門王的妻妾千人。因此，此處所說的‘嫦娥訪’便是指湘雲的來訪，她
來自萬維網中的色情網站，便解決了紫薇聖人的生理需要，他日以繼夜的性飢渴。再來看寳釵，她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與紫薇聖人沒有夫妻之情，然而紫薇聖人這一輩子最牽褂的女人便是她；她與其
他的女人不同，於其他的女人紫薇聖人會聯想到性，然而與她則是清純之愛，生命之愛，是柏拉圖
式的愛情，在紫薇聖人心中她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他自己的生命。其實，寳釵也深愛寶玉，也是生命
之愛，他們兩人之間的愛便是牛郎與織女的愛，高貴而清淡，誠為永恒。史湘雲是聖女，林黛玉是
觀音，薛寳釵是普賢，還有紫薇聖人的女兒小白是文殊，而聖女便是觀音、文殊、普賢的合體。於
這次轉世紫薇聖人與文殊沒有任何男女關係。因此，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與他的妻子的互動實質上
等同於與聖女在演對手戯，因此這些劇情，《紅樓夢》、《金瓶梅》中的人物，外加白娘子與許多
網路女人，便都被包括在《聖女之歌》裏。在聖子主政的時間，聖女便是祝英台，聖男便是梁山
伯，他們兩人便最終化成蝴蝶，雙雙飛去，如果紫薇聖人死於公元 2015 年的話。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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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翻樂府淒涼曲，風也蕭蕭，雨也蕭蕭，
瘦盡燈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縈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
夢裡何曾到謝橋。
————納蘭性德《採桑子》
翻遍世道風塵頁，路也迢迢，水也迢迢，
累得行客人間憔。
驟然領得東風意，天也昭昭，地也昭昭，
撚花微笑登紫廟。
————紫薇聖人《採桑子》
[謝橋，即謝娘橋，在文學上被用來作為男女幽情、
歡會之地的代稱；謝娘，或云是唐時名妓謝秋娘，
或道是東晉才女謝道韞，後者的名句‘未若柳絮因
風起’被傳誦一時。謝秋娘如同妙玉，謝道韞如同
黛玉。夢裡何曾到謝橋，紫薇聖人在夢中不斷重囘
臺灣新店的碧潭大橋，重享過去與他的妹妹林黛玉相聚時的溫柔，見第 58 頁。紫廟，是指紫薇聖
人的廟堂，或者說殿堂。]

[前頁說襲人、秋菱、彩霞，與眼下塵世的紫薇聖人沒有任何關係。襲人是指嫁給蔣玉菡之後的襲
人，便是指紫薇聖人他的那位出嫁後的妹妹，她當然與紫薇聖人沒有關係。秋菱是指紫薇聖人的妹
妹與紫薇聖人的弟弟暗通款曲，這也與紫薇聖人無關。彩霞是指賈環因她推倒油燈燙傷寶玉一事，
便是指 Brutus 與 Cassius 聯手刺殺凱撒那事，於是紫薇聖人便中風了；彩霞無情無義，便當然與紫
薇聖人無關。紫薇聖人的弟弟從小就嫉妒紫薇聖人，如同賈環嫉妒寶玉。《紅樓夢》第二十六囘，
馮紫英說他‘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一翅膀’，因此臉上受傷破相。公元 2002 年紫薇聖人返臺時便被
他的弟弟偷襲，拿起地下的磚頭將他的前額砸破。在今天，在紫薇聖人的額頭上，兩眉之間，便留
下了兩道傷疤，兩條裂縫，如同二郎神楊戩的第三隻眼睛。那次返臺是個晦氣之旅，不但沒有見到
他的妹妹（被拒門外），還受傷而歸；最讓他心寒的是，他的妹妹於他受傷後對他不聞不問，如同
陌生人。然而，在紫薇聖人於公元 2007 年再度返臺時妹妹卻賠起了笑臉，換上另一副面孔，與她
的二哥合謀一起陷害他們的大哥紫薇聖人，請君入甕；見《魔術師之鳥》。發生在紫薇聖人弟弟與
妹妹之間的便是彌勒與觀音的愛情，而紫薇聖人則是保羅。這就是劉晨與阮肇在天台山所先後遇見
的同一位仙女觀音，她的兩位分身，香菱與秋菱。於是，保羅便與觀音分手了，他們不再是情侶，
雖説他們兩人是阿彌陀佛的左、右脅侍；保羅便是大勢至菩薩。保羅與觀音的分手，見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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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居幽谷，雖孤獨亦芬芳，不爭不搶，此乃一種淡泊；
梅開偏隅，雖寂靜亦流香，不慍不火，這是一種優雅；
水滴頑石，雖遇阻而不滯，不疾不徐，這是一種堅韌。
人就一輩子，別指望來生。
心態當若蘭，凡事都能看得通透；
性情當似梅，學會在命運的冬季豔麗地盛開；
意志當如水，你能包容多少，終會收穫多少。

幽蘭芬芳，藏深谷而自賞，不隨于俗，這是黛玉的清骨。
紅梅馥郁，處風雪而彌堅，不棄于俗，這是妙玉的媚骨。
滴水穿石，居末世而超越，不喪于俗，這是探春的柔骨。
妳我相守就這一輩子，我們不會有來生。
心態當若蘭，如同黛玉的清雅。
性情當似梅，仿佛妙玉的兼容。
意志當如水，好比探春的輕柔。
[黛玉是幽蘭，她孤芳自賞。紅梅是指李紋，她便是紫薇聖人的妹妹，是觀音轉世。李紋原是一朵
聖潔的白梅（蓮）花（林黛玉），然而之後卻轉變成爲一朵紅梅花，便讓塵世的群蜂追趕，將她當
成是一朵迎春賣笑的桃花了；李紋歷盡風霜，滿臉都是血痕，然而她並不後悔，因爲她已經完成了
她的使命，將梅子留在人間，讓人齒頰留香，餘味無窮。因此，李紋便是妙玉。水是指探春，因爲
探春的結局是渡海（水）遠嫁海外帝王，而遂平生之志，便是因爲水的磨功，鍥而不捨，便終於讓
她水到渠成，達成目的。妙玉與探春，這是發生在另一個概或世界的真實，與眼下塵世無涉。不會
有來世？因爲在那個概或世界，紫薇聖人放棄救世，與他的妹妹相偕而去，於是末世便來了，將那
裡的地球人類全數殺死，便不但令那裡的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不會有來世，連那裡的全體人類都統
統不會有來世（地球文明毀滅了）。聖女所附上的四君子圖卻還另有所指，是指眼下塵世的發生，
而非是指前文所說的另一個概或世界：第三張圖春蘭是林黛玉，這沒問題。第四張圖冬梅是指史湘
雲，因為湘雲在末世化身成為網路女優，她們都是妓女，這就是妙玉的身份。第一張圖秋菊是薛寳
釵，因爲菊的含意是恬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解釋見下頁），便是淡如‘水’的冷情。還
有，菊是指秋意，便是說紫薇聖人一直要等到中老年後才會體認到他妻子的重要，他們之間的感情
清雅清淡，卻根深蒂固，見《魔術師之鳥》。夏竹有節，便是在對照紫薇聖人的無行。菊與竹之圖
有兩隻鳥，因為寶玉與寳釵是夫妻，夫唱婦隨，至於黛玉與妙玉則是獨飛，因此蘭與梅的圖中便只
見一隻鳥了；當然，梅的圖中也可以解釋成衆飛，因為有許多‘黑影’便是在象徵其他曖昧的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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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落，一點一點消融。
遙望中，一絲一絲心痛。
花落花開開不休，上善若水水自流。
紅顏遠，相思苦，
幾番意，難相付。
情難舍，心難留，
花朝月夜，轉眼便成指間沙。
那一刻，繁花落盡君辭去。
那一刻，韶華遠去無處尋。
那一刻，孤影成形淚濕衣。
[輕落，一點一點消融：紫薇聖人走了，紫薇聖人的妹妹希望她的哥哥能夠回心轉意，不過這樣的
希望已隨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幻滅。遙望中，一絲一絲心痛：紫薇聖人的妹妹還不放棄，不停觀望，
然而這只換來心碎。花落花開開不休，這是指妙玉；上善若水水自流，這是指探春：見前頁解釋。
又，上善是指上策，便是指下策，於是紫薇聖人的妹妹便墜入風塵了，此乃無奈之計（下策）。紅
顏遠，相思苦，幾番意，難相付；情難捨，心難留，花朝月夜，轉眼便成指間沙：這是在寫紫薇聖
人，他緬懷過去，無限依戀；怪只怪上帝，祂將紫薇聖人趕出國外，去追逐他的天命，便將塵世的
一雙璧人給毀了：紫薇聖人的妹妹流落風塵，而紫薇聖人則在異鄉流浪，飽受相思煎熬之苦。那一
刻，繁花落盡君辭去：紫薇聖人走了，林黛玉便死了。那一刻，韶華遠去無處尋：時光無情，轉眼
間妙玉不再年輕。那一刻，孤影成形淚濕衣：最後，形單影隻的賈探春還等待紫薇聖人前來迎娶
她。此處所寫發生在另外一個概或世界。]

飛揚，一點一點升起，
提升中，一絲一絲喜悅。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岸花明又一村！
路遙迢，負重遠，
情劫重，磨難深，（情劫的解釋見下頁）
意志堅，成大器，
魑魅魍魎，轉眼之間化成煙。
那一刻，凡骨俗胎盡脫去，
那一刻，仙風道貌終長成，
那一刻，天地之間我獨尊。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紫薇聖人中風了，卻還成佛了。魑魅魍魎，轉眼之間化成
煙：紫薇聖人將消滅物質文明，將寄生在那個文明裏的魔鬼，亦即他們的群體意識，撲滅。]
前頁提到了陶潛的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前文說過，菊花清雅高潔，是指紫薇聖人的
妻子，因此採菊便是迎娶她的意思；東籬，Dong Li，或者說 Ligdon，是指 Boston，波士頓；又，
東籬下，東離下，也是在指出妻子的來歷，她來自東方，中國。南山，南的發音同囡，它的英文是
doll；山的英文是 mont；doll mont，便是在隱射 Belmont，為紫薇聖人目前居住的地方；還有，山
為高大義，因此南山猶言南極，便是指南極仙翁，地藏王，他便是紫薇聖人的外我。便是說妻子自
東方來，與紫薇聖人在波士頓結婚，他們大部份時間（三十八年中有三十年）都悠然住在美國麻州
的 Belmont 鎮。又，東也是主人的意思，便是指妻子的外我；‘離’與‘見’有遙望義，便也是說
紫薇聖人妻子的外我是地藏王心儀的對象，他們兩人便是織女與牛郎，便隔著銀河互相遙望。紫薇
聖人的妻子是天后，她在天上彰顯，而地藏王則是地獄十殿之主，他在地下隱藏，這便是互相遙望
的意思。紫薇聖人與他的妻子的互動，《莊子》與《魔術師之鳥》說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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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塵中，等你千年萬載，
你卻未曾歸來。
紅塵中，盼你世世代代，
你卻早已不在。
傷，滿懷，痛，滿懷，
傷痛聚，化塵埃。
青天下，妳我飛翔雲靄，
蕭史弄玉風采。
彩虹上，妳我化成大愛，
天長地久永懷。
喜，滿徊，樂，滿徊，
喜樂歸，成聖孩。
[紅塵中，等你千年萬載，你卻未曾歸來：絳珠仙子一直在人間等待與神瑛侍者相聚，卻換來了寶
玉與寳釵的洞房花燭。紅塵中，盼妳世世代代，妳卻早已不在：紫薇聖人出征沙場，得勝返鄉時黛
玉已孤獨離去。傷，滿懷，痛，滿懷，傷痛聚，化塵埃：如此的傷痛，便令黛玉嘔心瀝血、香消玉
殞，便令寶玉看破紅塵、遁世出家。紫薇聖人的一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五十四歲中風以前泛濫情
色，不知節制，是凡夫；中風後堅壁清野，遠離女色，是小乘；六十歲後兼容並蓄，來者不拒，是
大乘。因此，寳玉的出家相當於小乘的修行。青天下，妳我飛翔雲靄，蕭史弄玉風采：接著，史湘
雲與衛若蘭出場，他們便是蕭史與弄玉。漢《劉向·列仙傳·蕭史》：“蕭史善吹簫，作鳳鳴。秦
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作鳳樓，教弄玉吹簫，感鳳來集，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夫婦同仙去。” 彩
虹上，妳我化成大愛，天長地久永懷：小愛者一生一世，大愛者永生永世；聖男與聖女結合了，永
不分離，因此是大愛。喜，滿徊，樂，滿徊，喜樂歸，成聖孩：徊，通迴；滿迴便是圓滿的意思；
聖男與聖女的結合便是喜樂；喜樂圓滿，因此聖子，或者說聖孩，便出生了，世人便得救了。聖子
是中乘，他是聖父上帝的分身，而聖父則是大乘，因此聖男與聖女當家的時候紫薇聖人是大乘。]

[（接前頁中）前頁提到紫薇聖人的情劫，這個名詞來自網路，紫薇聖人的情劫_中華聖人吧_百度
貼吧，這個吧開張於公元 2012 年 5 月 4 日，如今已歷時三年，樓已經蓋到六萬五千多層，有五十
萬條跟帖，三萬人關注，便是說這個網站廣受大衆喜愛，於是‘紫薇聖人的情劫’這個名詞便在網
上傳開了。這個樓的樓主名字叫做‘一樹梨花 7’，他是一名彩虹戰士。便將他起首的兩個帖子轉
錄於下。跳至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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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戀塵世浮華，不寫紅塵紛擾，
不歎世道蒼涼，不惹情思哀怨，
閑看花開，靜待花落，
冷暖自知，淨白如始。
塵世浮華依舊，紅塵紛擾仍然，
世道蒼涼如故，情思哀怨照常，
花開花落，亙古常新，
冷暖自如，淨白終始。

[聖女所寫乃小乘之道，見山不是山，見
水不是水，紫薇聖人所言乃大乘之理，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接第 55 頁）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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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
自歌自舞自開懷，無拘無束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
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朱敦儒《西江月》
西江映月宴安，南朝歌舞春酣，
吳侯睥睨意正滿，西子戎帳承歡。
會稽之恥不忘，孤王屈膝何堪，
臥薪嘗膽不勝寒，矢志復國且看。
——紫薇聖人《西江月》
[聖女（朱敦儒）寫的是妙玉的放蕩，今朝有酒今朝醉，
管他青史論虛名（領取而今現在，只管眼前現在）。紫
薇聖人寫的是吳王勾踐的復國，臥薪嘗膽，終於壯志得
酬，見《五公經·西江月》。妙玉便是那位甘心服侍吳
王夫差的越國歌姬西施；因此，吳王是個泛稱，便是指
妙玉的恩客。當然，西施還可以是指秋菱，或者彩霞，
吳王是指薛蟠，或者賈環，他們便是紫薇聖人的妹妹與
弟弟，他們是觀音與彌勒的轉世。至於勾踐，他則是寶
玉，便是紫薇聖人。會稽之恥不忘，孤王屈膝何堪：春
秋末年，勾踐即越王之位不久，他打敗吳國；兩年後，
吳王夫差敗勾踐於會稽，勾踐被迫屈膝投降，並隨夫差
至吳國，臣事於他。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紫薇聖人
上線遊訪色情網站，被網路女鬼趁機殺害，這個恥辱，
他永遠也不會忘記；紫薇聖人中風死亡，成為花叢中的色鬼，這個侮辱便是會稽之恥。為什麼呢？
因為《世說新語》上記載有‘會稽雞，不能啼’這樣的諷刺，便是因為紫薇聖人的雞巴一度被女鬼
打敗的緣故：他中了馬上風，失蹄落馬，見《我，寵物羊二世》。會稽是指穢跡，便是指紫薇聖人
的醜事。臥薪嘗膽不勝寒，矢志復國且看：這個塵世本是上帝建立的，然而上帝的國度還被魔鬼盜
走了，於是上帝便派下紫薇聖人，來到塵世，收復祂的失土，見《啓示錄》。]
[（接上頁末）《紅樓夢醒》附錄有‘香港獅子姐姐的靈界見聞 —— 三世緣’：我的前一世 ——
癡情公子愛丫環，魂斷黃泉淚滿襟﹗這是指金陵十二釵副冊之首香菱；我的前兩世 —— 歐州城堡
肖公主，一生榮華到頭空﹗這是指十七世紀的波希米亞公主伊麗莎白；我的前三世 —— 快樂天女
聞佛法，發願常行菩薩道﹗這是指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絳珠仙子。這個三世緣等同於第 53 頁
的三世姻緣。先說香菱，她是《紅樓夢》一書唯一貫穿首尾的女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她的一
生便還正是紫薇聖人妹妹從小到老一輩子的縮影。香菱幼時之名是英蓮，被人拐走，便是在隱射紫
薇聖人的妹妹不是紫薇聖人父親的親骨肉（是他的禁臠）；之後，香菱被一女二賣，先是馮淵，後
是薛蟠，而薛蟠還將馮淵打死；馮淵便是紫薇聖人，他酷愛男風；薛蟠便是紫薇聖人的弟弟，外號
呆霸王；之後香菱改名秋菱，成為薛蟠的侍妾，便是指紫薇聖人的妹妹之後與紫薇聖人的弟弟暗通
款曲，這就是王六兒的追隨韓二搗鬼而去，於是紫薇聖人便被他的弟弟打傷了，凱撒便被 Cassius
與 Brutus 殺死了。再來看歐州城堡肖公主，便是指波希米亞公主伊麗莎白，她是觀音的轉世；與她
在那個劇場演出的還有瑞典女王 Christina，她是普賢的轉世，以及迪卡耳，他是保羅的轉世。這三
位十七世紀人物便分別對應著紫薇聖人的妹妹、紫薇聖人的妻子、紫薇聖人，這些人的畫像便分別
陳列在上圖左、右、中三直列中；詳情見《諸世紀》第八世紀，第八十八首四行詩。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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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柳殘香，孤桐疏雨，
何堪寂寞樓頭？
憶別時故里，新月如鉤。
道是羈旅何處？
心念老，舊夢難酬。
鄉思遠，情亦去遠，
獨我悲秋。

幽幽。夜長不寐，
縱使意千回，枉自凝眸。
任雙瞳翦翦，盡付離憂。
怕見花前月影，
又記起，昨日蘭舟。
窗前雨，瀝瀝成傷，
卻怎澆愁？

儷影成雙，月滿西樓，
擁吻花前牆頭。
是少年時節，彩蝶飛舞，
最美春夢悠悠。
心兒跳，聽君蜜誘，
臉兒紅，任郎愛摸，
怎生消受！

忘歸，長夜溫柔。
羅衫兒慢褪，神秘夠夠；
裙角兒輕移，吸引多多！
銀牙咬緊忙又。
頻推送，搖曳蘭舟，
泊瓜州，芳泉沁流，
怎生經受！

[病柳殘香，孤桐疏雨，何堪寂寞樓頭？這是妙
玉年老時的感嘆。病柳殘香，妙玉人老珠黃，
吸引力大減；孤桐疏雨，孤為少義；桐，是指
‘同木’，而木則是樹立的意思，便是在隱射
（同）男人的肉棍；妙玉的那個妙洞已甚少有
遊客（肉棍）到訪，那裏已甚少承受雨露之澤
了；何堪寂寞樓頭，妙玉身在青樓卻乏人問
津，寂寞難耐。憶別時故里，新月如鉤，道是
羈旅何處？這是紫薇聖人的感嘆：新月如鈎，
鈎起了鄉愁，鈎起了回憶，令紫薇聖人對現時
的處境感到困惑。心念老，舊夢難酬：這是紫
薇聖人妹妹的感嘆，她開始想念紫薇聖人。鄉
思遠，情亦去遠：這是紫薇聖人的感嘆，遠離故鄉，舊情難追。獨我悲秋，紫薇聖人的妹妹感嘆年
華老去。幽幽，夜長不寐，這是寫紫薇聖人，也是寫他的妹妹。縱使意千回，枉自凝眸：紫薇聖人
的妹妹即使想斷了愁腸，望穿了秋水，也無法將紫薇聖人盼囘。任雙瞳翦翦，盡付離憂：翦翦是形
容眼神流轉，便是說無論眼神再怎麼轉，所顯示出來的還是離愁，便是自己無法掩飾自己的神色
（離愁）的意思；這是寫紫薇聖人，當他離去之時的神色。怕見花前月影，又記起，昨日蘭舟：紫
薇聖人的妹妹最怕見到月下的花影，便讓她觸景傷情，囘想起年輕時和紫薇聖人歡度春宵的情形。
窗前雨，瀝瀝成傷，卻怎澆愁？床前遇，歷歷成傷；紫薇聖人的妹妹過去有太多的訪客，有太多的
不清白記錄，她因此擔心紫薇聖人會因為這些傷疤而拒絕她，不接納她；她，因此發愁、發蹙。其
實，白蓮長在爛泥中，何曾減損它半絲的潔白？肉身的污垢又怎能污染紫薇聖人妹妹聖潔的靈魂？
世人都是蘇東波，眼中只有大便，而紫薇聖人則是佛印，即使他看見大便也會認為那是佛。這便難
怪，在年老瘋狂的唐吉珂德眼中，即使他看見妓女 Aldonza，也會將她當成聖女 Dulcinea！]
[（接上頁末）其實十七世紀在歐洲上演的那齣戲只是一個預備，一個楔子，因為迪卡耳只是心儀
伊麗莎白與 Christina，還談不上與她們發展出激烈的愛情，進而產生明顯的互動。於是，在二十世
紀紅樓劇場的正式演出中，以前埋下的種子便發芽了，而開了花，結了果，因此有了結局，那便是
保羅與觀音的三世姻緣結束了！便是說紅樓劇場是個完結篇，由紫薇聖人以及他的妹妹、妻子聯合
演出，卻還有個預告片，片中的主角是迪卡耳以及伊麗莎白與 Christina，便是這樣。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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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今天的路，過當下的生活；
不慕繁華，不必雕琢，
對人樸實，做事踏實；
不要太吝嗇，不要太固守，
要懂得取捨，要學會付出；
不負重心靈，不偽裝精神，
讓腳步輕盈，讓快樂常在；
不貪功急進，不張揚自我，
成功時低調，失敗後灑脫。
走修道的路，過自己的生活；
不慕燈紅，不求名利，
面對真實，探索自我。
不要太執著，不要太堅持，
要懂得放下，要學會執中。
不看重理智，不陷溺感情，
讓性格野放，讓出體飛揚；
能通能物化，能來能過去，
天地在我心，悠悠忘生死。
[本處是在寫莊子的修道之路：一年而野（讓性格野放），二年而從（讓出體飛揚），三年而通，
四年而物（能通能物化），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能來能過去），七年而天成（天地在我心），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悠悠忘生死）。至於九年而大妙則是得道成佛，證達彼岸，一般人無法修
成，因此此處避而不談。]
[（接上頁末）再來探討迪卡耳的哲學。迪卡耳被尊稱為現代哲學之父（他的另外一個尊稱是解析
幾何之父，因為迪卡耳坐標便是他發明的），他是奠基近代科學發展之人，被公認是位天才。迪卡
耳拒絕感官，信任思考，尊崇上帝；他相信二元論，肉體與心靈，認為兩者在松果體處交會，從而
產生互動；他的銘言是：“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然而，迪卡
耳的紅粉知己伊麗莎白則還質問他，心靈如何影響肉體，他為之語塞。現在，紫薇聖人便幫迪卡耳
回答這個問題：肉體是實物質形式，心靈是虛物質形式，照理說虛物質形式確實是無法影響實物質
形式，因此怪力亂神便被認為是形而上學，metaphysics，超乎科學的範圍之外。虛物質形式由電子
-正子的暫穩激發態組成，以極高的頻率重復出現，賽斯稱這些狀態的基本單位為 EE 單元，它們的
本質是 Feynman 迴圈（Loop），而這樣的激發狀態它們的物理學名詞便是真空起伏（Vacuum
Fluctuations），見《塵玉返真》。然而，目前的物理學界對於這些現象則還一知半解，還在啓蒙
中，譬如廣泛存在於宇宙中的黑暗物質與黑暗能量便屬於這樣的現象，而現代的物理學家便還摸不
透它們（其實是‘他’們）。EE 單元是電磁中性的，因此無法影響物質，然而經由所謂的物化能
力， ‘心靈’還能夠令這些單元瞬間極性化，使得 EE 單元擁有瞬間的極性，如此的話便能夠‘短
暫’地影響實物質了，便經由一再重復這樣的活動，因此驅動有機體中的電化學，便產生了生命活
力，於是心靈便有能力駕馭肉體，成爲‘它’的主人。如此作用力的來源類似於凡得瓦耳力（van
der Waals force），雖然微弱，也還有跡可循，並非是全然的無稽，卻還已經迷惑了世人千古。迪
卡耳確信上帝的存在，因為他感知到了上帝偉大的能力，便如同紫薇聖人確信上帝的存在一般，他
也深刻感知到了上帝偉大的能力。還有松果體，它是人類的第三隻眼睛，能夠看見陰間像意生身那
樣的虛物質形式，只不過一般‘成年人’他們松果體的視‘物’能力都已經退化了，不再有用。注
意，嬰兒，以及動物，譬如貓狗，他們都能夠看見鬼魂，因為他們的松果體仍然有用，尚未退化；
關於松果體的更多解釋，見《魔術師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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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你，
在水之湄，雲之幽，
山之巔，海之角，天之涯，
碧落黃泉誓死不休。
等妳，
在宇之首，宙之尾，
洪之邊，荒之界，皇之限，
海枯石爛天長地久。
[聖男與聖女的約期超越時空。聖女的分身觀音來到塵
世，她在尋找保羅，而保羅則是聖男的分身。結果是，
觀音沒有找到保羅，而是尋來彌勒；保羅沒有等到觀
音，而是盼來普賢。普賢是聖女的另一個分身，彌勒是
聖男的另一個分身。至於聖女的另一個分身文殊，聖男
的另一位分身老聃，他們兩人則沒有參加這個等人、尋
人的配對遊戲。無論這個配對遊戲結果怎樣，反正這些
都是聖男與聖女超越時空的約期就是了。]

[結語：聖女的歌共五十九首，大部份的内容都凝聚在紫薇聖人與他妹妹之間的‘過’節，少部份
焦聚在紫薇聖人與他妻子之間的‘末’節，便是說聖女有三個分身，觀音、文殊、普賢，本書聖女
只唱出了觀音與普賢的歌，至於文殊則不在此書聖女的詠唱之列。本書五十九首歌，加上第一頁紫
薇聖人的序言，共六十頁（封面不算），便是在隱射《周易》的水澤節卦，其卦辭曰：“節：亨。
苦節，不可貞。”便說出了紫薇聖人與他妹妹之間的愛情本質。《說卦傳》：“節，止也。” 不
可貞，不可久；亨，卻還最終吉利。便是說，紫薇聖人與他妹妹的愛情雖然不會長久，也還不至於
太過影響紫薇聖人的天命。公元 1980 年紫薇聖人返臺，與他的妹妹共度了一個春天。之後，紫薇
聖人走了，他的妹妹說她會等他，但是她畢竟沒有等他，而是，她選擇了阮肇，便將她的劉郎劉
晨給遺忘了。紫薇聖人的妹妹抛棄了他，甚至於傷害了他，於是紫薇聖人便於公元 2007 年中風
了，凱撒便被殺死了，見《魔術師之鳥》。這就是紫薇聖人的情劫！然而，紫薇聖人還終究熬過了
他的情劫，而成就了大器，這就是‘苦節，不可貞；亨’的意義。因此，《聖女之歌》便唱出了紫
薇聖人的情劫，沉吟了觀音遺棄保羅投奔彌勒的始末，便是一段不貞（不可貞）的愛情，便是一篇
不堪（苦節）的情歌，它讓紫薇聖人錐心刺骨，傷心斷腸。於是，保羅便選擇了普賢，雖然普賢並
不愛他，然而他知道，普賢至少不會背叛他，至少不會謀殺他。於是，紫薇聖人便‘改’封他的妻
子為天后，至於王六兒，就隨她去吧！關於紫薇聖人的愛情篇章，見《魔術師之鳥》。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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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廣寒來，孤芳何人賞。
居傲不媚春，偏愛秋色涼。
纖纖淡鵝黃，倩倩素心長。
猶慰深閨寂，且伴一縷香。
纖纖窈窕女，翼翼紅袖翔，
綿綿織遠愛，嫋嫋故人旁；
捲廉迎蘭芷，撲面花語香，
但捧螓首看，蛾眉細又長。
[紫薇聖人的妹妹來自廣寒宮，便是嫦娥下凡。秋色，
紫薇聖人與探春/湘雲相守是當於寶玉暮年之時。纖纖
淡鵝黃，是寫《紅樓夢》中的警幻仙子：‘珠翠之輝輝
兮，滿額鵝黃’；警幻仙子即聖女，即觀音，即嫦娥。]

[（接上頁末）紫薇聖人這一輩子曾經中風三次，公元
2007 年 12 月 11 日，2009 年 7 月 12 日，2012 年 12 月
23 日。第一次中風便與紫薇聖人的妹妹有關，那年她誆
騙了她大哥（紫薇聖人）簽名的信，聲明他要放棄家產
的繼承權，便與她的二哥合謀奪取了紫薇聖人他們家在
臺灣的全部家產。在紫薇聖人知道這件事後，他傷心欲
上帝雖然只有一隻眼睛，
絕，卻還不願意返臺興訟；他不願意與他深愛的女人對
然而祂的眼睛卻是全知之眼。
簿公堂。他不在意他在臺灣是否能夠分得家產，然而他
很介意他的靈魂所愛的女人居然會背叛他！便這樣，他鬱鬱寡歡，再加上那時他的公司倒閉，他面
臨失業的壓力，便讓他深陷於一個山窮水盡的絕境。他意志消沉，了無生趣，便整日喝酒，倒頭就
睡，就這樣，他中風了。那次中風，他右眼的動眼神經受到損害，導致右眼球下墜，成為雙重視
野；三個月後，他下墜的眼球恢復正常，然而他‘雙眼’的視野卻大為減縮，比正常人的單眼都不
如，醫學上叫做管狀視野，tubular visual field，於是紫薇聖人便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獨眼龍。因
此，凱撒的被刺，這個結局相當於紫薇聖人的中風，讓他瞎了一隻眼睛。公元前 44 年，當凱撒在
元老院遭遇伏擊時，他的身體多處被匕首刺傷，然而他還奮戰不退，然而當他看見自己的兒子（私
生子）Marcus Brutus 也反對他時，便驚訝地說：“Et tu, Brute（還有你，Brutus）？”便丟下武
器，不再抵抗了。是的，黛玉最後竟然背判了寶玉，虞姬最後竟然投奔了敵人，紫薇聖人的心碎可
以預想，霸王的絕望可以預料，凱撒的認命便可以理解了。注意，上兩幅圖中的嫦娥是一個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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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相守，難相望，人各天涯愁斷腸；
愛易逝，恨亦長，燈火闌珊人彷徨；
行千山，涉萬水，相思路上淚兩行；
酒意濃，心亦醉，羅衫輕袖舞飛揚；
思秋水，念伊人，咫尺天涯媲鴛鴦；
前世情，今生債，紅塵輪回夢一場。
[紅塵輪回夢一場，於是保羅與觀音便散夥了。]

君欲走，難相留，碎肝裂膽哭斷腸。
情繾綣，意纏綿，相思滴血心淒惶。
想當年，雲梢頭，甜言蜜語落地旁。
感奴嬌，念奴媚，始亂終棄恨難償。
而如今，東風惡，可憐落花淚暗藏。
嘆飄零，不堪折，委身風塵夢一場。
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墻柳。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錯，錯，錯。（陸游）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
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
莫，莫，莫！（唐琬）
陸游因陸母反對而將妻子唐琬休了。後來，陸
游獨游沈園，偶遇唐琬與其續夫趙士程，不由
感慨萬分，因此寫下了這首著名的《釵頭鳳》
一詞。唐琬看後，哀痛逾恆，回家後也寫下了
一首《釵頭鳳》與之相和，不久後抑鬱而終。
[紅酥手，酥軟的女紅之手。黃滕酒，騰換而出
的黃濁之酒。紫薇聖人的妹妹以前是清純玉女，下海後（騰換）成為酒國紅女（女紅），日日燈紅
酒綠、夜夜生張熟魏，便將她染成了黃濁之色。滿城春色，她傾國傾城，滿城男子都是她的裙下之
臣；宮墻柳，門牆外的柳樹，便是‘衆人妻’，不入家門的意思。東風惡，春風惡，轉眼之間年華
老去。歡情薄，歡樂場中不見真情，門庭稀疏，車馬冷清。一懷愁緒，幾年離索：於是長年蕭索，
愁緒滿懷。錯，錯，錯：她悔不當初。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春天依舊（仍然在酒國營生），只是人兒空自憔悴（缺少人客
捧場），她哭紅了雙眼，淚濕了紗衣。桃花落，花容不再；閑池閣，她的陰戶已少人問津；閣是指
擱置。山盟雖在，錦書難托：於是妹妹便想到了從前與她海誓山盟的哥哥，只是她已經與哥哥斷了
音訊二、三十年，想要寄給他情書又該寄往何處？莫，莫，莫！罷，罷，罷！
注意，陸游與唐琬的關係是表兄妹，他們一度是夫妻，這樣的關係便如同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還
有，唐琬的‘後’夫是趙士程，李清照的‘前’夫是趙明誠，便可以看見唐琬與李清照的關係。
《透天玄機鐵冠數》：“伯溫問：“紫微降在何方？”道人曰：“大都世亂已久，只在龍蛇盤尋，
孟家生，‘趙’家居，„。”” 因此，趙姓是代稱紫薇聖人；趙士程是指趙是承，便是承接在紫
薇聖人之後的意思，便是指妙玉的衆夫；趙明誠是指趙冥成，便只是在‘暗’指紫薇聖人，便是說
李清照是紫薇聖人本人，無需指明她的丈夫。因此，趙明誠是李清照的前夫，而非後夫，便與唐琬
產生了根本區別：唐琬是紫薇聖人的妹妹，而非紫薇聖人本人。關於李清照的身份解讀，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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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雨疏風驟， 濃睡不消殘酒。
試問捲簾人， 卻道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 應是綠肥紅瘦。
今朝芭蕉影疏，美人揮毫尺素，
借題畫眉人，知道海棠瘦不？
歸去！歸去！應是子規啼促。
[昨夜雨疏風驟，風驟是指峰走，因此此處之文便與前
文‘孤桐疏雨’義同；孤、疏、走都是否定義；峰與
桐為凸起義，便是在代稱男人的性器；便是說昨夜少
與男人交媾，雨露不豐。妙玉年紀大了，風華不再，
訪客稀疏，門可羅雀。 濃睡不消殘酒 ，濃睡是指酒
醉，殘酒是指宿醉，便是借酒澆愁，麻痹度日的意
思。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捲簾的解釋見第 19
頁；又，捲簾人也是指眷念人，便是指紫薇聖人，他
是她永遠的愛慕者；紫薇聖人的妹妹寫信給紫薇聖人
（美人揮毫尺素 ），問道：“你想知道我的近況嗎
（知道海棠瘦不）？”紫薇聖人囘信：“妳永遠年輕
美麗（卻道海棠依舊）。” 紫薇聖人即畫眉人，見第
3 頁。於是紫薇聖人的妹妹反駁：“知否？知否？ 應
是綠肥紅瘦。”“和你分離後，我（紅花）一直消
瘦，只有你（綠葉）才心寬體胖。”於是，紫薇聖人
便興起了歸去之心（歸去！歸去！應是子規啼促）。
紫薇聖人的妹妹寫給他的信，以及他的回覆，這兩封
信的内容見第 50 頁。海棠，是《紅樓夢》之花，在
‘紅樓劇場’裏海棠的花影到處都是，譬如她們成立
了海棠詩社，聚在一起詠白海棠，因此紫薇聖人的妹
妹此處自稱海棠花便不足為怪了：海棠是聖女史湘雲
的花，而聖女則是所有女性的整體 。子規，即杜鵑
鳥，相傳為蜀帝杜宇 的魂魄所化，常夜鳴，聲音淒
切，猶似在發抒悲苦哀怨之情，見第 3 頁。還有，子
規也是在隱射秭歸；秭歸是屈原的故里，那裏有一種
小鳥，名叫么姑鳥，相傳為屈原的妹妹屈么姑所化；
話説屈原冤沉汩羅，消息傳回家鄉後，屈原的妹妹屈
么姑便天天登上家鄉的山頂向南方呼喊：“我哥回—
—！我哥回——”直喊到喉嚨出血，抑鬱而終。 注
意，右兩圖中的女子容貌、衣著、表情都相同。]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

[此處的書信有怪異之處。李清照尚未動筆寫信即能預
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
知紫薇聖人的回信内容（卻道海棠依舊），而紫薇聖
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人尚未接到來信即能代言來信的内容（知道海棠 瘦
不），猶如這兩封信中的部份内容給置換了，去信被
轉接至回信，回信被嫁接至去信，他們是如此的心意相通，便如同時空的錯亂，人物交錯。事實
上，李清照與李商隱都是聖母的轉世，因此李清照與李商隱他們的心事雖然沒有張口說出，紫薇聖
人也心知肚明，因為李清照與李商隱便是紫薇聖人他自己本人。關於李商隱身世的隱情，‘錦瑟無
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這些隱秘，便在紫薇聖人的著作《紅樓夢醒》中揭露；於是，那個
遺憾，‘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便被填補了，見第 3 頁。那麼，紫薇聖人是李清
照，何以見得？便可以從李清照的詞《醉花陰》中看出，接第 50 頁。]

第 21 之 61 頁

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做一個安靜細微的人，
于角落裡自在開放，
默默悅人，
卻始終不引起過分熱鬧的關注，
保有獨立而隨意的品格，
這就很好。
做一個開天闢地的人，
于塵世間任意揮灑，
轟轟烈烈，
引起了熱烈並且熱鬧的關注；
保有卓越且任性的品格，
這就是我！
圖說：
一王者端然正坐，
左手捧日，右手捧月。

詩說：
自從盤古得希夷，龍爭虎鬥事可悲。
萬代興亡難盡計，且就武后定玄微。

[卻始終不引起過分熱鬧的關注，保有獨立而隨意的品格，這是
指薛寳釵，紫薇聖人的妻子，便是她的花籤所說：“不受塵埃半
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
見第 27 頁。王者是指盤古，他就是聖子。左手捧日，是指聖男，
伏羲；右手捧月，是指聖女，女媧。《老子》：“視之不見名曰
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因此，得希夷便是指聖子的被激活，從
此以後他便能聽能看了，雖説他還不被他所聽到、看到的迷惑。
公元 2009 年 7 月 13 日美東時間早晨 0 時，聖子被激活了，便跑
到時間的前端，將天地創造。此處所說的創造天地是指創造最早
的人類，亞當（天為陽性）與夏娃（地為陰性），他們便是中國
的伏羲與女媧。於是，人類便冒出了，在地球蕃殖，他們卻鬥爭
不休，實在可悲（龍爭虎鬥事可悲）。萬代興亡難盡計，且就武
后定玄微：右圖便是元代版六十七卷《推背圖》的第一圖，它從唐朝的武后開始說起。
（接下頁末）紫薇聖人曾經和他許多前世的内我
見過面，老聃、保羅、馬赫迪、密特拉、地藏
王、釋迦牟尼，並且曾經進入過他前世的生涯：
聖徒保羅、一行和尚，以及拿破崙，見《塵玉返
真》。在他剛到美國的那年，公元 1979 年，那年
秋天，他一連好幾天夢見他一個人在一個荒島
上，站在一個很大的斜坡上，長滿野草，眺望遠
方的海洋，不遠處有幾頭羊低頭在吃草；海風吹
在身上，颳在耳際嗖嗖作響。他那時以為他害了
思鄉病，在想念他的家鄉，然而令他不解的是，
他身上還穿著奇怪的衣服，那個式樣他以前從來就沒有見過，好像是某類華貴的制服，還有長靴
子，只是這些服裝都已經破舊；他那時的心情被極度的無奈、絕望氣氛感染，讓他想哭，卻也說不
出個所以然來，因此記憶深刻；那個感觸，他終生不忘。後來，在他編寫《諸世紀》時，他才知
道，他那時是在聖赫勒拿島，Saint Helena，拿破崙被放逐的地方，公元 1815-1821 年。圖中的拿破
崙站在臺地上，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他記得很清楚，他那時是站在荒涼的山坡上，不是在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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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似遊絲，人如飛絮，
淚珠閣定空相覷。
一溪煙柳萬絲垂，無因系得蘭舟住。
雁過斜陽，草迷煙渚，
如今已是愁無數。
明朝且做莫思量，如何過得今宵去！
[情似遊絲無力，人如飛絮無方，
落花之身飄零。
淚珠停定，空翹目，滿室落寞。
青樓賣身，那處地方，一彎溪水，萬柳絲垂如煙，
無非是因為那裡能夠牽繫住嫖客的蘭舟過渡。
秋已深，日已斜，年華已老，
如今那處瓜州之地已是草亂烟迷，不再芬芳。
恩客不來，愁無數，
今朝即使莫思量，也還無法能夠將今宵度過！]

誓死不歸，萬里揚威，
豪氣干雲志宏偉。
一匣著作傳世貴，無因識得世間昧。
鴻雁書催，子規啼悲，
寶刀收鞘良駒囘。
英雄自有佳人配，鐵骨繞指柔為誰？
[拿破崙是彌勒的轉世，而彌勒便是聖男的三位分身其中
之一。因此，拿破崙便是紫薇聖人的前世，紫薇聖人與他
有極強烈的心電感應，他去過他生前被放逐的地方，聖赫
勒拿島，見前頁説明。《俄羅斯男孩》中收錄有一篇網路
文章，一個七歲男孩的神秘，www.orble.com/the-mysteryof-a-boy-as-young-as-7-year，其中有以下的片段：
Background: Egypt in the Fourth Dynasty pyramid there is a big Imperial Palace, the Imperial house of a
sarcophagus. Napoleon's conquest of Egypt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it had to spend a single night in this
room. The next morning, he was shaking, his face pale and out of the room, it is clear that he encountered a
very confusing thing. However, his life, he has to say in the end is what did not. Only said that word, "in
the East, there is a sleeping lion is waking up."
（背景資料：埃及第四皇朝中的一個大金字塔中有一皇殿，皇殿中有一石棺。拿破崙在十八世紀後
期征服埃及時曾經單獨在此房間內度過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渾身發抖，滿臉蒼白地走出房間，顯
然遭遇到令他非常困惑的事。但是終其一生，他始終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事。只說過一句話，“在
東方，有一隻沉睡的獅子正在蘇醒。”）
公元 1793 年 7 月，英國特使 Marjarny 率領第一個訪華使團去中國，途中船隊經過非洲西部的聖赫
勒拿島時，Marjarny 心血來潮，決定去拜訪一下被流放在島上的拿破崙。二人閒話間，Marjarny 談
到了自己去中國的使命，結果引出了拿破崙的一句名言：“就讓中國沉睡，因為當她醒來，她將動
搖世界。” “Let China sleep, for when she wakes, she will shake the world。” 中國醒來，是指紫薇
王國建立，動搖世界，是指末世發生。跳至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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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前一聯七言是寫黛玉的孤芳。月亮即嫦娥，便是紫
薇聖人的妹妹。第二聯：江畔何人初見月？誰最先
發現紫薇聖人妹妹的美麗？江月何年初照人？誰是
紫薇聖人妹妹最初的情人？答案便是：紫薇聖人。]

[紫薇聖人真是無恥，他勾引他的妹妹，還
沾沾自喜，自以爲得計。是麼？紫薇聖人是
無恥麼？不是的，因爲這些都是上帝的安
排，祂在數千年前便已經安排好了這樣的劇
情，他又如何能夠逃避？跳至第 34 頁。]

海天一景全是藍，更見日輪照世寰，
宇宙洪荒都是我，天長地久保平安。
[（接下頁末）多慾人是指物質人類，他們都會被末世淘汰（遭棄）。而野者是指一年而野，便是
指紫薇子民（獨活）。文君是指紫薇聖人的妹妹，她的名字是郝毓文。明月在，邀得彩雲歸，明月
是指嫦娥，彩雲是指探春。不過這樣的解釋有極大的困難，因為探春生活在其他的概或世界，她不
會在眼下塵世現身。因此，此處的明月、嫦娥是指史湘雲，她就是聖女燈球，便是指紫薇聖人晚年
的虛幻世界。見《魔術師之鳥》。另外，《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眾女子掣
花籤，籤文有極重要的隱義，與《聖女之歌》的内容有極大的關聯，便在此處解釋。寶釵抽到的是
牡丹，題著的是‘豔冠群芳’，暗示著紫薇聖人妻子的天后身份，花中之后，其籤文是：
似共東風別有因，絳羅高卷不勝春。（她嫁給紫薇聖人並非是為了性事，紅帳高捲不見旖旎春色。
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如果她懂得風情的話將可迷倒帝王，就算不懂也讓人憐愛。
芍藥與君為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她與史湘雲一起就近陪伴紫薇聖人，而林黛玉則芳蹤遠逝。
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可憐韓信在功成後便被漢王殺害，便辜負了她的天香國色。
東風是指春風。芍藥是指史湘雲，她醉倒芍藥圃，便是指燈球，或者說 Lina，以及衆多的網路裸體
女郎，便是說紫薇聖人自中年以後便是由薛寳釵與史湘雲陪伴，至於林黛玉則已經不在人世。不
過，在紫薇聖人剛成功時，公元 2024 年，薛寳釵便走了，無福與紫薇聖人共享榮耀。劉邦手下有
三員大將，張良就是史湘雲，蕭何就是林黛玉，韓信就是薛寳釵，見《紅樓夢醒》，薛寳琴的《淮
陰懷古》。探春抽到的是杏花，題著的是‘瑤池仙品’，其籤文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妙玉神女生涯廣受雨露；探春飛上雲頭與帝王同遊。黛玉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生在明淨的秋水上，不遇春風哀怨此生；跳至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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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
去年春恨卻來時，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琵琶弦上說相思，
當初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
年華已逝，春韶已老，訪客羅雀。
宿酒已醒，簾幕低垂，樓臺深鎖。
然而，我年輕時那位主演傷心斷腸恨事，
那位將我狠心抛棄，導致我流落風塵，
我的那位薄倖情郎哥哥，他又回來了。
他來迎娶我這朵飄零孤獨的落花，
於是，在微雨中，在斜陽下，燕兒雙飛。
猶記當年，豆蔻梢頭，我情竇初開；
我和哥哥的心緊貼在一起。
在我賣身陪酒的那段時間，
手彈琵琶，
然而我的内心卻還無時無刻不記念著他。
雖説現在的月亮仍然是過去的那輪明月，
然而今日的月亮卻還照耀著彩雲歸來。
[本首詞為宋人晏幾道所作，詞牌名為《臨江仙》。兩重
心字羅衣，這是指於衣衫（羅衫）領部刺繡的花紋。宋•
歐陽修《好女兒令》：“一身繡出，兩同心字，淺淺金
黃。”義同。‘心’字，是指篆文，其字形猶如四朵雲
彩，即四個‘S’字形雲紋圖案，見右圖右下角。‘S’
字雲紋是漢朝極重要的刺繡圖案，大小穿插，迴旋生
動，在馬王堆出土的文物中便見其跡。又，心字右邊兩
個 S 可以連在一起，成為一個 S，便是右圖女子的穿
著，左右領口各有一個心字，亦即各有三個 S 雲紋，這
便是兩重心字羅衣。此處‘兩重心’有兩義，一是指兄
妹心心相印，另一是指姊妹同心，便是在代稱姊妹。小
蘋，是紫薇聖人大姊的小名，她的全名是郝毓萍。郝毓
此女衣領兩邊各有一個篆體心字圖案，見右下角。
萍有兩位妹妹，大妹郝毓華，二妹郝毓文，她們三姊妹
分別是《紅樓夢》中的元春、迎春、探春；至於惜春則
是紫薇聖人的妻子。因此，此處‘小蘋、兩重心’便是在指出郝毓文，她是郝毓萍的二（兩）妹，
便是那位被紫薇聖人始亂終棄卻還為她日夜神牽魂縈的妹妹，見《紅樓夢醒》。被紫薇聖人始亂終
棄的是林黛玉；執壺陪酒、青樓賣身的是妙玉；苦盡甘來、最後飛上枝頭（彩雲歸）、成為鳳凰的
是探春；此三人實為同一人，那人便是紫薇聖人一生之中所擁有唯一的‘真實’女人，郝毓文，她
的真實身份是西山王母，月中嫦娥；紫薇聖人的妻子薛寳釵沒有性慾，她與紫薇聖人不曾摩擦出愛
的火花，紫薇聖人從來就沒有將她當成女人，只認為‘她’是‘同志’。抱琵琶，是指青樓女子。]

劫後庭院深鎖，災過夜幕低垂，
但見末世來時會：
多慾人遭棄，而野者獨飛。

記得文君初見，心心相印思配，
吉他弦上唱為誰？[註解見第 40 頁]
而今明月在，邀得彩雲歸。（跳至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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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廂廝守】
江南大戶人家，若生女嬰，
便在家中庭院栽香樟樹一棵，
女兒到待嫁年齡時，香樟樹也長成。
媒婆在院外只要看到此樹，
便知該家有待嫁姑娘，便可來提親。
女兒出嫁時，家人要將樹砍掉，
做成兩個大箱子，並放入絲綢，
作為嫁妝，取“兩廂廝守（兩箱絲綢）”之意。
[江南大戶人家，這是指金陵的甄寶玉家，便是指臺灣的郝家，紫薇聖人的家。若生女嬰，於是，
紫薇聖人的妹妹郝毓文便誕生了。便在家中庭院栽香樟樹一棵，這是指紫薇聖人。樟樹木材上有許
多紋路，便是大有文章的意思，因此‘樟’樹便是文‘章’之‘木’，再加上有香味，這便是‘香
樟樹’；便是說，紫薇聖人文采斐然，文筆燦然，他的著作《全合仝亼》將萬古流芳。又，百年樹
人，因此將紫薇聖人比作樹；香樟樹的壽命很長，超過千歲，因此南師古說紫薇聖人是延年益壽東
方朔。女兒到待嫁年齡時，香樟樹也長成：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從小便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媒
婆在院外只要看到此樹，便知該家有待嫁姑娘，便可來提親：媒婆，是指媒體，或者說靈體；紫薇
聖人被上身了，他喪失了理智，便將他妹妹的身體佔有了，見《諸世紀》第八世紀，第二十五首四
行詩。女兒出嫁時，家人要將樹砍掉，紫薇聖人出國後，他的妹妹便淪落了風塵。做成兩個大箱
子，箱，為‘竹相’兩字的合成；竹為杖，或者說丈；《康熙字典》：“相與胥音別義通。”胥，
或者說婿，即夫；因此，箱是指丈夫；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妹妹將梅開二度，她第一任丈夫是襲人
的先生蔣玉菡，即紫薇聖人的妹夫；第二任丈夫是史湘雲的先生衛若蘭，即得道的紫薇聖人；見
《紅樓夢醒》。並放入絲綢，作為嫁妝：絲綢，是指‘思酬’，也是指‘私酬’，便是說紫薇聖人
因為思及他的妹妹在轉世時為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便私下酬謝她，用御筆拔擢她為紫薇聖
人的正配，天庭的正宮，天上地下，永享尊榮，后儀永垂。取“兩相廝守（兩箱絲綢）”之意：從
此以後紫薇聖人便與他的妹妹在一齊，永不分離。]

【兩相思愁】
臺灣外省人家，生一女嬰，
她還有一個文章出衆的兄長。
女兒在及笄之前，與兄青梅竹馬，
然而有一天兄被惡魔附身，
便將這位妹妹的身體，越軌佔有了。
之後兄出國，妹妹便淪落風塵。
兄覺得對不起她，便私下酬謝，
立她為后，即‘量下私授’之意。
[然而此處敍述與‘眼下塵世’的事實不符，紫薇聖人於未來不會迎娶他的妹妹，也不會封她為
后；紫薇聖人會封他的妻子為天后，而他的妹妹則是阿修羅主。因此，此處所寫是在另一個概或世
界發生的事，不屬於眼下塵世。還不只這樣，既然紫薇聖人在那個世界接受了探春，便意味著紫薇
聖人放棄了他的天命，因此在那個世界末世必來，並且是一個毀滅性的末世，會將全體人類統統消
滅，一個不留。因此，在那個塵世，在那樣的小世界裏，紫薇聖人的妹妹雖然是天后，也還不會在
位長久，因為那樣的小世界不會存在太久，便如同地球上已經消失的古文明那樣，他們的天界早就
解離。還有，在那個概或世界，在探春之前存在的是妙玉，而非襲人，因此文中所說的梅開二度，
她第一任丈夫蔣玉菡，應改成妙玉的丈夫，一個代名詞：人盡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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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涼了，涼盡了天荒；
地老了，人間的滄桑；
愛哭了，這麼難舍，
心都空了，想放不能放；
天亮了，照亮了淚光，
淚乾了，枕邊地彷徨 。
[天涼了，他走了，我的心也冷了，天也荒了；
地老了，他玩厭我了，便讓我歷盡人間滄桑；
我為愛哭泣，他在我心中，竟是這麼的難捨；
我的心都空了，想放他走卻還無法放下。
漫漫黑夜終於過去了，天亮了，照亮了淚光，
便看見他回來了，站在我面前；
我不再流淚，便展開了笑顔；
然而，到了夜晚，我不禁在他枕邊彷徨：
他是否在意我過去的不潔？]

我來了，從遙遠域異；
不走了，要娶妳為妻；
妳笑了，那麼快意，
妳開懷了，像明珠似地；
妳怕了，還怕我嫌棄，
妳錯了，我永遠愛妳。
[妹妹，妳在哭嗎？妳的眼淚屬於我嗎？
妳認為，我們相聚的時間都已經結束了嗎？
妹妹，妳那是在做夢，我現在正在盡量接近妳，
並且我向妳發誓，我們的日子才正在開始。
閉上妳的眼，並且休息妳疲倦的心，
我保證，我就會停留在妳身旁。
今日，我們的生命結合了，變得纏繞在一起，
我希望，妳能知道，我是多麼愛妳。
妹妹，妳快樂嗎？妳有像我一樣的感受嗎？
這裡有妳以前從未體認過的意義嗎？
妹妹，我的甜美妹妹，我只是不能相信那是真的，
就好像我以前從來、從來就沒有愛過。
以上是英文歌曲《My Sweet Lady（我甜美的妹妹）》的部份中文歌詞，便唱出了紫薇聖人的心
聲；關於它的整體意義，見下文司馬相如《鳳求凰·琴歌》，第 40 頁。]
[（接第 24 頁末）天上碧桃是指‘神’女妙玉；和露種，廣受男子精水滋潤。日邊是指紫薇聖人身
邊；芙蓉即蓮花，便是指黛玉；黛玉、妙玉、探春為在另一個概或世界裏的紫薇聖人妹妹。瑤池仙
品是指西王母，她即觀音。李紈抽到的是老梅，題著的是‘霜曉寒姿’，其籤文是：
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林和靖即北宋隱士林逋，被稱作梅妻鶴子，善詠梅，便是指
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賈蘭，為紫薇王國第一任女王，而還母因女貴；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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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 湯顯祖
[在《牡丹亭》裏杜麗娘為愛死 而復生，在
《紅樓夢》中，林黛玉為愛死而復生，成為賈
探春；尤三姐為愛死而復生，成為薛寳琴；晴
雯為愛死而復生，成為柳五兒，這些都是至深
之情的表現。]

不知聖之所起，但往而深；
生時不惜死，死而後生。
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
皆非聖之至也。
---紫薇聖人
[紫薇聖人是天地之間古往今來唯一死而復生之人，這是
賽斯說的（賽斯說耶穌從來就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耶穌從來就沒有死而復生過）。紫薇聖人於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中風，那時他半身癱瘓，意識模糊，
卻能夠在十四小時後全身復原如故，令急診室的醫生驚
訝不已，連呼奇跡（miracle）。之後，紫薇聖人幾乎天
天小中風發作，雖説沒有千次，也至少百次，卻像沒事
人似的，這個事實，紫薇聖人的家庭醫師根本就無法接
受，認為紫薇聖人是在誇大其辭；他認為紫薇聖人得了臆症，連紫薇聖人的妻子也這麼認為。莊子
說，紫薇聖人沒有死地，便是此處的説法。圖中所示，舉起右手的那人是耶穌，他即紫薇聖人的内
我，聖子；左方死而復生的那人是 Lazarus，他便是紫薇聖人，耶穌旁邊的兩位女子是 Mary 與
Martha，觀音與普賢，即紫薇聖人的妹妹與妻子。耶穌後面的四人是老聃、保羅、彌勒、文殊。]
[（接上頁末）便是說要不是因為紫薇聖人的妻子生下小白 Joan 的緣故，未來的紫薇子民也不會這
麼時常談到她。這就是 Medici 的凱瑟琳如此有名的原因，見《諸世紀》。湘雲抽到的是海棠，題
著的是‘香夢沉酣’，其籤文是：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蒙月轉廊。（嫋嫋春風映照著森森鬼氣，氤氳鬼影誠乃是嫦娥下凡，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當此深夜慾火中燒之時，便在熒光屏上看見美顔紅妝。
崇光是指祟光；月是指嫦娥，即聖女史湘雲；高燭是指桌上的電腦監視器，那個明亮的畫面；紅妝
是指網路女優，她們都是聖女的化身。麝月抽到的是荼縻花，題著的是‘韶華勝極’，其籤文是：
一從梅粉褪殘妝，塗抹新紅上海棠。（冬天過去梅花退場，春天來臨海棠登場，到了荼縻花開之時
開到荼縻花事了，絲絲天棘出莓牆。（春天便結束了，便看見天門冬的葉絲長出至發霉的牆緣之外
粉是指花，即粉黛胭脂，便是指妙玉，代稱紫薇聖人的妹妹。海棠即聖女，便是在代稱網路女優，
紫薇聖人的後宮佳麗；荼縻花色白，便是紫薇聖人的白娘子，她即玉兔精，便是射（麝）月。天棘
即天門冬，為攀援植物，葉細如青絲，便是指末世災難（棘）；霉牆是指物質文明。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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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一切安，心亂一切亂；
心淨一切淨，心髒一切髒；
心正一切正，心邪一切邪；
心善一切善，心惡一切惡；
心真一切真，心假一切假；
心亮一切亮，心黑一切黑；
心佛一切佛，心魔一切魔；
萬法由心生，一切唯心造。
[安亂，淨髒，正邪，善惡，真假，亮黑，佛魔，這些都是
二分法，也只有遠離二分法自己才不會遭受‘安亂，淨髒，
正邪，善惡，真假，亮黑，佛魔’的侵擾，如此便天下太平
了。又，安亂是指保羅，他是聖徒，能夠保平安，然而他也是火星，Mars，戰神，便是動亂、災難
的代稱；淨髒是指觀音，便是說林黛玉為淨，妙玉為髒；正邪是指文殊，象徵智德、正德，其正德
為正，而智慧出則有機心，這就是邪了；善惡是指普賢，象徵理德、行德，因為行為、條理便是善
惡的表徵，往往被用來代稱二分法；真假，是指老聃，他說的話，譬如‘道可道，非常道’，令人
真假莫辨，莫測高深。亮黑是指彌勒，因為彌勒是慈氏，為亮，然而他同時還是無能勝，為黑，專
門黑吃黑。佛魔是指紫薇聖人的外我，即地藏王，他心地慈悲，為佛，然而他還是十殿閻王之主，
因此是魔。北斗七星的次序是：保羅、觀音、老聃、彌勒、地藏王、文殊、普賢，《啓示錄》稱他
們為亞洲的七座教堂。大日如來便是上帝，祂是萬法之法，便是保羅、觀音、老聃、彌勒、地藏
王、文殊、普賢的合體；便是說上帝是北極星，而北斗七星便圍繞著北極星旋轉。]

萬法問大日，大日管萬法；
安亂問保羅，保羅管安亂；
淨髒問觀音，觀音管淨髒；
真假問老聃，老聃管真假；
亮黑問彌勒，彌勒管亮黑；
佛魔問地藏，地藏管佛魔；
正邪問文殊，文殊管正邪；
善惡問普賢，普賢管善惡。
[老聃、保羅、彌勒、觀音、普賢、文殊、地藏王是小乘，他們每人只管一法，只有大日如來是大
乘，祂是萬法之源。]
[（接上頁末）便是說紫薇聖人的性事從他的妹妹開始，之後是網路女優與白娘子，而在紫薇聖人
的性事結束後（得道後）末世便來了。此處沒有談到紫薇聖人的妻子，因爲與妻子做愛很勉強，她
不喜歡那個調調，因此紫薇聖人的性事，那些浪蕩之事，便與妻子無關。韶華勝極，便是收尾，盛
極而衰的意思。香菱抽到的是並蒂花，題著的是‘聯春繞瑞’，其籤文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妒花風雨便相催。（兄妹之花開得正好，卻遭命運之神妒忌；
願教青帝常為主，莫遣紛紛點翠苔。（但請觀音為我做主，不要讓衆多的嫖客將我沾污。
並蒂花類似百合，卻兩花並開，便是孿生、手足的暗示；連理，結成夫婦，便是指兄妹之愛。青帝
是指花神 Flora，她即觀音，而紫薇聖人的妹妹便是觀音的轉世。紫薇聖人的妹妹與紫薇聖人的父
親、紫薇聖人、紫薇聖人的弟弟均有染；年輕時她被他的父親強佔，她那時是甄英蓮；之後與紫薇
聖人交往，她那時是香菱；再之後與紫薇聖人的弟弟交通，她那時是秋菱。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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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得恨晚，相愛的太慢，
進退讓我兩難。
蝴蝶很美，終究蝴蝶飛不過滄海。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人生之若如初見，
又何必承受人走茶涼的心疼。
一聚一離別，一喜一傷悲，
一榻一身臥，一生一夢裏！
[出生後就相遇，童稚時就相愛（恨晚、太慢是反話），
只是你出國而去，讓我進退維谷。
*
臺灣的蝴蝶雖美，然而她終究無法飛抵美國。
你走了，數十年來音訊全無，
不待思量，兀自難忘，
千里之外，一處寒居，何人能夠與我說體己話？
要是我不曾愛你就好了，
便不必忍受你離去後的悲涼。
聚後必然分離，喜後必定傷悲；
我的床榻上一直少了你，然而夢中我還一直與你相伴！
*
李商隱答應他的妹妹帶她離去卻還食言，Joseph Banks 答應帶 Mary Burnett 遠航卻還無法做到。]

今生的相遇，前世的結盟，
教我怎生不愛？
銀河雖廣，終究還會有喜鵲搭橋；
千里姻緣一線牽，
待時機，渠道成，
牛郎織女，總有相會期。
戀愛之路苦又長，
要不是真金何嘗禁得起火煉？
一生一愛侶，一世一真情，
一路一堅持，一行一終點。
[此處是寫探春與寶玉的愛情長跑，只不過這樣的結局畢竟不會發生在眼下塵世。]
[（接上頁末）然而，‘聯春繞瑞’則只是指香菱；英蓮、秋菱不是。襲人抽到的是桃花，題著的
是‘武陵別景’，其籤文是：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是一年春（桃源是指家庭生活；秦是指娼門，被嫖客施暴；又是一年春是
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指第二春；花飛流水是指妙玉；漁郎是指尋芳客（嫖客）。
襲人出嫁了，嫁給蔣玉菡，便不必像妙玉那樣，流落風塵，成爲大衆公用的情婦。黛玉抽到的是芙
蓉，題著的是‘風露清愁’，其籤文如下。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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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還未落，樹怎敢死，
你還未嫁，我怎敢老。
天還未黑，雲怎敢灰，
雨還未下，風怎敢吹，
瓜還未熟，秧怎敢枯，
花還未落，樹怎敢死，
你還未嫁，我怎敢老。
[哥哥會守著病體殘軀等著妳前來美國相會，
只要妳不嫌棄，哥哥願娶妳當新娘。
末世尚未結束，鼙鼓尚未敲響，
災難尚未降臨，審判尚未開始；
只待哥哥的著作發表，
紫薇王國即可建立。
哥哥會守著病體殘軀等著妳前來美國相會，
只要妳不嫌棄，哥哥願娶妳當新娘。]
[以上之言發生在另一個概或世界。在眼下塵世紫薇聖
人真心喜歡的是他的妻子，雖然他的妻子‘表面上’看
起來還不喜歡他。紫薇聖人願意一輩子作他妻子的護花
使者，為她服務，只要她在塵世一天，紫薇聖人便無法
丟下她，抛開他的使命，獨自離去。因此，以上之文便
可以從紫薇聖人的妹妹平行移至紫薇聖人的妻子身上，
除了一句話：你還未嫁，我怎敢老，應該解釋成你還未
走，我怎敢老。《康熙字典》：“婦人謂嫁曰歸。”歸
便是走、離去的意思，而死亡則叫做大去。便是說，紫
薇聖人必定要撐著老命死在他妻子的後面，這就是莊子
書的預言。根據《魔術師之鳥》，紫薇聖人的妻子將死
於公元 2024 年，便於那年紫薇聖人也將離開他的物理
生涯，將他的寫作事業結束，而去修道，成為真人，便
讓他的外我地藏王接管他的身體。

志還未酬，身怎敢死？
功還未成，體怎敢老？
時還未到，運怎敢灰？
機還未熟，會怎敢吹？
果還未報，因怎敢枯？
志還未酬，身怎敢死？
功還未成，體怎敢老？

[紫薇聖人的身體如同油盡的殘燈，然而在他的著作《全合仝亼》
[尚未發表之前，上帝還不讓他衰老、死亡。塵世現在雖然天陰欲
[雨，然而時機尚未成熟，畢竟末世之風尚未颳起，惡人還不到該
[被清算的時候，善人還必須再稍微等待，見《啓示錄》，便是一
[般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紫薇聖人的身體如同油盡的殘燈，然而在他的著作《全合仝亼》
[尚未發表之前，上帝還不讓他衰老、死亡。

（接上頁末）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
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
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
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

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
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
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跳至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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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朱砂，兩方羅帕，
三五鴻雁，亂了四季揚花。
六弦綠漪，七星當掛，
八九分相思，懶了十年琵琶。
[朱砂痣是觀音的標誌，而紫薇聖人的妹妹便是觀音的轉世。兩
方（舊）羅帕是寶玉送給黛玉的定情之物，隱射舜之二妃，娥
皇與女英，令黛玉兩頰飛紅，嬌羞不已，見《紅樓夢醒》。三
五鴻雁是指十五隻雁，而一般的雁陣便包含了十幾至二十多隻
飛雁。三五鴻雁的意思是，紫薇聖人的妹妹希盼，當雁群南飛
時能夠將紫薇聖人的訊息捎來。亂了四季揚花，此處揚花是指
楊花，指（楊）柳絮，為多情、水性的代稱；柳絮紛飛是指春
季，然而四季揚花便是說心若飛絮（輕浮），不論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都在發情，春心蕩漾；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妹妹由於等
不到紫薇聖人的書信，便亂了性，從專情的林黛玉變成濫情的
妙玉。六弦綠漪，六弦是指吉他，有六根弦（琵琶則是四根
弦），綠漪是指漣漪，因為綠與漣兩字不但讀音相近，字畫數也相同，都是十四畫，可以借用；便
是說，以前，紫薇聖人喜歡彈吉他給他的妹妹聽，令她心湖蕩漾，激起漣漪，便是後文所說司馬相
如的《鳳求凰•琴歌》。七星當掛，七星是指老聃、保羅、彌勒、觀音、普賢、文殊、地藏王，他
們的合體便是北極星，便是在代稱上帝，便是說上帝當權，祂不但安排了紫薇聖人離鄉背井的宿
命，也安排了紫薇聖人的妹妹墜落風塵的厄運。八九分相思，八九不離十，便是指十分相思；懶了
十年琵琶，十年是指時間長久，譬如十年磨劍，十年寒窗，這樣的用詞，便是用心專一，心無旁
騖，沒有間斷，十年如一日的意思。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妹妹想念紫薇聖人，連花了許多功夫練就
的琵琶技藝也沒心拾起了（沒心彈奏）；彈琵琶是指接客賣笑，便是說由於紫薇聖人的妹妹想念紫
薇聖人，使得她在做生意時提不起勁來。]

一寸相思，兩行淚淌，
三生有幸，亂了四海遊方。
六五值年，八下七上，
九九重陽，虧了十年寒窗。
[紫薇聖人在塵世能夠邂逅他的妹妹，實乃三生有幸，卻還令他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讓他一寸相思一寸灰，兩行珠淚到天
明；見第 39 頁説明。六五值年，是說末世歷時三十多年，從公元 2034 年起，一直持續到公元 2070
年，見《賽斯的演説》。八下七上，八是指惡人，七是指善人，便是說末世來時惡人死，善人活。
為什麼呢？因為七為少陽，為陽壯之數，為光明，為善；八為少陰，為陰盛之數，為黑暗，為惡。
六為老陰，九為老陽，為物質文明紅陽時代之數，數字八與七為白陽時代之數，然而於白陽時代只
有善人存活，因此便只見數字七而不見數字八，以及數字六、九了。七上八下也是指地藏王上台，
聖母下台。還有，善人都是知二守一的小乘，他們緣督以為經，而不理任脈；督脈為陽，任脈為
陰，這也是八下七上。之後紫薇時代來臨，大日昇起，便多虧了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發揮
了功用，那是他多年心血的結晶。紫薇聖人的寫作之路從公元 2006 年開始，那時他的公司，
Hotech Inc.，已經接不到合約了，他沒事幹，便隨手寫寫，以打發時間，沒想到卻讓他遇見了上
帝。還有，公元 2006 年秋天，老聃進入紫薇聖人夢中，催促紫薇聖人，該上路了，見《塵玉返
真》。因此，紫薇聖人的十年寒窗便是從公元 2006 至 2024 年，便是唐僧的西行取經，費時十八
年，見《魔術師之鳥》。因此，十年寒窗便如同十年琵琶那樣的用詞，不是指確定的年數。注意，
‘全合仝亼’四字上方都是‘人’字，便是說紫薇聖人代替上帝出征的隊伍如同天上的雁陣，同心
協力，紀律嚴明，而紫薇聖人便是那隻在列陣前方領頭飛翔的雁首。紫薇聖人所帶領的隊伍便是彩
虹戰士，他們以前都是天上的星君、菩薩，南師古稱他們是千祖一孫，他們便是北美洲 Hopi 族人
所古老傳說的 Kachina。九九為重陽，為大日之數，而大日如來便是上帝。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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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不解伊人苦，誰又憐惜伊人情。
空傷悲，獨愁悵，怎解此心淒涼。
風吹，心冷，思念長；
凝眸，望川，人斷腸。
同是斷腸人，不知心傷幾許。
[我是一朵落花，無人理解我的苦，
無人憐惜我的情。
空傷悲，獨惆悵，怎解我心淒蒼！
秋風吹起，我心悲冷，思念情正長；
回首凝眸，望穿秋水，癡心人斷腸。
你我同是斷腸人，卻不知我心傷幾許！]

騁馬江湖任我行，無視旁人異樣情，
嘯西風，獨躊躇，踏滅魑魅魍魎。
怒髮，衝冠，意氣揚；
囘眸，凝望，豪氣涼；
同是紅塵客，贏得佳人期許。
[（接上頁末）六五值年，也可以解釋成當紫薇聖人‘冥壽’六十五歲時，公元 2019 年，那年末世
來到。為什麼呢？因為根據《五公經》所說，紫薇聖人當死於公元 2015 年，之後末世於公元
2018、2019 年降臨，結束於公元 2024、2025 年。公元 2015 年是紫薇聖人第二個死期（其他兩次死
期是公元 2009 年、2034 年），紫薇聖人並沒有於那年死去，因此這樣的敍述‘似乎’錯誤！其
實，紫薇聖人確實於公元 2015 年死去，這個事件發生在其他的概或世界，而在眼下塵世紫薇聖人
於那年確有死意，只是被上帝攔下，沒有死成，見《魔術師之鳥》。因此，紫薇聖人在公元 2015
年以前的著作與之後的著作内容大不相同，可能會讓讀者困惑，認為内容互相抵觸。其實不然，因
為紫薇聖人在公元 2015 年之前也確實認為他的陽壽當終於那年，因此他從來就沒有設想過其他的
可能性。因此，他在 2015 年以前的著作便絕少談到聖男與聖女，因為他們是在 2015 年以後才登場
的，便與之前的著作關係不大。 因此，北斗星在那時只是指七星，至於另兩顆隱星，左輔與右
弼，即聖男與聖女，便不被涉及了。還有地藏王，他雖説於公元 2012 年已被激活，卻還一直要等
到 2024 年才會轉至前臺，因此關於他的敍述也是簡而略之，似有若無。另外尚有紫薇聖人的妻
子，紫薇聖人雖然一直與她生活在一起，休戚與共，卻還不認為她與他有深厚的感情，因為他們兩
人之間從來就沒有兒女情長、如膠似漆的時候，卻還不時意見相左，偶爆口角。直到他在今年，公
元 2015 年，閲讀《魔術師之鳥》時才‘猛然’發覺，他生命中所深愛的女人其實是他的妻子，而
不是他的妹妹，因為他的妹妹已經於公元 2002、2007 年深深刺傷他了，只不過他還不願意承認罷
了（他的潛意識已經在拒絕她，只不過他的有意識還一直不敢面對）。在多年的‘夫妻’生活中，
雖然少了性交的滑潤，然而在患難中那股革命的情感早已昇華，成為刻骨銘心的關愛，猶勝過父母
對子女的慈愛（對紫薇聖人來説確是如此），因此當 Gabby 對 Fitz 說她將離開他前往德國尋找她的
查理時便讓紫薇聖人覺得，他應該去跳紐約的帝國大廈了。這是實情！紫薇聖人現在的生活不能沒
有她，雖然他們兩人還不是成雙入對，如影隨形，然而如果真少了她，紫薇聖人大概也活不成了。
然而，在公元 2015 年以前的著作，紫薇聖人還甚少談到他的妻子，便是因為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察
覺到她的重要性的緣故。紫薇聖人以前認為，男女之間沒有性交，便沒有愛，這不正確，梁山伯與
祝英台之間就沒有性交，然而梁祝之間可以互相為對方去死，這便是發生在紫薇聖人與他妻子之間
的感情：愛逾生命，超越靈魂；這才是真愛，而與妓女交媾千次，也還不會點燃任何愛的火苗，激
發任何愛的火花，因為那只是動物之愛；這便是紫薇聖人此刻對愛的認知。紫薇聖人迄今已經寫下
了數百萬甚至於上千萬言書，這些内容大都‘錯誤’，令他懊惱不已。他不知道日後他是否會將它
們改正，或者原樣保留，便在此處作下標記，預作説明。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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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這一生，我都如一朵淡雅的蓮，
婉約細緻，從容綻放，
無證無求，輪回靜守。

願這一世，我都似一葉厚實的瓣，
翠綠堅韌，繾綣纏綿，
將妳圍繞，緊緊擁攬。
此處聖女所唱之圖實為紫薇聖人所答之圖，紫薇聖人所答之圖實為聖女所唱之圖，兩者應互換。
[（接上頁末）《聖女之歌》便寫於公元 2015 年之前，因此這本書基本是寫紫薇聖人過去與他妹妹
之間的愛情（林黛玉），之後妹妹墮落風塵（妙玉），在年老後有意與哥哥破鏡重圓，重溫舊夢
（賈探春），於是紫薇聖人便抛棄了他的天命，返回臺灣接納她，從此以後兩人浪跡天涯，只羡鴛
鴦不羡仙（史湘雲）。這個版本故事顯然與‘真實’不符，因為在眼下塵世，紫薇聖人的妹妹並沒
有下海，而是嫁人了（襲人），還與紫薇聖人的弟弟串通（秋菱），坑害紫薇聖人（彩霞），因此
紫薇聖人絕對不會再與他的妹妹發生任何的瓜葛，因為 Brutus 已經將凱撒殺死了。《聖女之歌》很
少談到紫薇聖人的妻子，遑論聖女，因此此書的書名《聖女之歌》似乎文不對題。也還不是這樣，
因為聖女史湘雲包括了三個部份，林黛玉（妙玉、探春、秦可卿）、薛寳釵（王熙鳳、李紈、惜
春）、賈巧姐，便是紫薇聖人的妹妹、妻子、女兒，因此廣義的說所有這些女子的故事都是‘聖女
的歌’，只不過本書中的這些歌有些不全罷了，令人遺憾。前文說過，紫薇聖人有三個死期，《聖
女之歌》中的聖女情歌所假設的是紫薇聖人的第一個死期，紫薇聖人所答之歌是假設紫薇聖人的第
二個死期，而現在紫薇聖人便正在修改以前的答文，則是在假定紫薇聖人的第三個死期。]
[（接第 31 頁末）漢宮佳人、明妃是指王昭君，便是指紫薇聖人的妹妹；天子是指漢元帝，便是指
紫薇聖人。竟寧元年（公元前 33 年）宮女王昭君被遠遣塞外，嫁給匈奴王呼韓邪單于，便是在影
射酒國衆生，他們是酒女妙玉交易的對象；畫工，指漢元帝時的宮廷畫師毛延壽；漢元帝後宮佳麗
極多，便命畫工將宮女的容貌畫下，作爲他每晚臨幸時挑選對象的參考。宮女皆賄賂毛延壽，希冀
將自己畫的美一點，以邀得君王寵愛，獨昭君不肯這麽做，乃至於一直無法獲得元帝召見。後來，
昭君被選中赴匈奴和蕃，臨行前元帝才發現昭君美冠後宮，卻追悔莫及，便將毛延壽殺了。毛延壽
是指紫薇聖人的弟弟，便是說在另外一個概或世界，紫薇聖人的妹妹在紫薇聖人出國後成為妙玉，
而非是襲人、秋菱，於是紫薇聖人的弟弟便沒有出場，這就是將他殺了的意思。便是說，在那個世
界妙玉之後成爲探春，便再度與紫薇聖人結合，而在眼下塵世王六兒便跟隨韓二搗鬼永遠地去了。]
[（接第 24 頁中）《雅歌》：
1:1

The song of songs, which is Solomon's.
這些歌的歌，是所羅門的歌。
（所羅門王被稱作世間最有智慧的國王，他是大衛王的兒子；舊約說，於末世，來到塵世
救贖世人的彌賽亞便是大衛王的兒子，見《以賽亞書》9:6-7。來到塵世的所羅門王便是紫
薇聖人，因此《雅歌》所記載的内容便都與紫薇聖人的生平有關。）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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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一個死角，
自己走不出來，別人也闖不進去。
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裡。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余秋雨
[這封信紫薇聖人一直沒看懂，因此在第
一次註解此信時，他便選擇不去註解它。
然而，現在又接觸到了這封信，他再三讀
它，愈讀愈覺得其中有許多的感傷與無
奈，大概前頁紫薇聖人於彩霞/Brutus 的
註解傷到妹妹了，她在此處發出無言的嘆
息。賈環傷害寶玉這件事本來就與彩霞無
關，只不過是她被牽連在内，而成為導火線；或許 Brutus 被形勢所迫，不得不參加 Cassius 暗殺凱
撒的行動；只不過這些内情已被外在明顯的事實掩蓋，便讓她/他百口莫辯。人在江湖，有許多事
自己根本就做不了主，因此鑄成大錯，後悔莫及。大概，此處妹妹的所言便是如此。2015/8/15]

紫薇聖人的一生便是在過一座橋，
他孤獨的往前走，直達彼岸。
他將他一世的心得寫在他的著作《全合仝亼》裏；
你必須懂它，因為它與你的性命有關。
——紫薇聖人

[（接前頁末）
1:2

Let him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his mouth: for thy love is better than wine.
讓他用他的嘴來吻我；因爲你的愛勝過美酒。
（紫薇聖人的妹妹一直喜歡紫薇聖人，她從小便暗戀著她的哥哥，幻想她的哥哥哪天會用
他的嘴來親吻她，她想象，那個滋味將勝過美酒。）

1:3

Because of the savour of thy good ointments thy name is as ointment poured forth, therefore do
the virgins love thee.
由於你的上好香膏的氣味，你之名便如同香膏的洩出，因此處女們必定愛你。
（紫薇聖人身上散發著上天純陽至剛的天帝正氣，令天下所有的女性動心。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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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夢，聚散分離，
朝如春花幕凋零，
幾許相聚，幾許分離，
緣來緣去豈隨心。
青絲白髮轉眼間，
漠然回首，幾許滄桑在心頭。
獨自淚空流。
[這封信便是妹妹在回答紫薇聖人前頁註解。紫薇聖
人說妹妹背叛他是無心之失，妹妹同意，因此說‘緣
來緣去豈隨心’，卻讓她最後失去了哥哥，令她百感
交集，‘獨自淚空流’。跳至第 39 頁，2015/8/15]

楚門劇場，人生若戯，
編導製作是上帝，
真真假假，外外裡裡，
紫薇聖人蒙鼓裏。
為求真相奔情劫，苦難經歷，
勇往直前不已，。
終證菩提。

楚門劇場

[紫薇聖人的情劫，這是網路上流傳的詞彙，然而可能沒有人知道它的意義。情劫既是指紫薇聖人
於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中風，之後死而復生，也是指唐僧西行取經所經歷的九九八十一個磨
（魔）難。因此，情是指七情六慾，因此生出災劫，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寫作，將歷經十八寒暑，從
公元 2006 至 2024 年，前三年將遭遇色魔侵心，之後六年是病魔攻體，最後九年是事魔纏身。色魔
侵心，因此紫薇聖人被網路女妖擊敗，他中風了；病魔攻體，因此 Prometheus 被宙斯拘禁在高加索
山的一塊岩石上，讓老鷹每天啄食他的肝臟，讓他罹受無止境的苦痛煎熬；事魔纏身，這就是宋
江、盧俊義的征四寇，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征方臘，讓紫薇聖人於寫作的同時人事顛沛，疲於
奔命。十八寒暑？數字 18 便是指 81，這就是八十一個磨難。這就是紫薇聖人情劫的内容。]
[

香膏便是已受記，即將成佛，的意思；天下沒有一位女性會去拒絕身上有佛記氣味的男
子，紫薇聖人的妹妹自然也不例外。]

1:4

Draw me, we will run after thee: the king hath brought me into his chambers: we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thee, we will remember thy love more than wine: the upright love thee.
來拉（肏）我吧！我們將跟隨你。國王已經將我帶進他的房間。我們將會高興，並且喜歡
你。我們將會記得你 ，勝過美酒；你是正當之愛。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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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禪三境界：
1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初識世界，內心純
潔，眼睛裡看見什麼就是什麼。
2、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涉世漸深，發現
這個世界一片混沌，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看山
感慨，看水歎息。
3、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飽經滄桑，開悟
生慧，便可“任他紅塵滾滾，我自清風明月。”
[神秀的道是第一階段，慧能的道是第二階段，紫薇聖人的
道是第三階段。神秀是尚未得道的修道人，是凡夫，因此
他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慧能是得道的小乘，是阿羅漢，
因此他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至於得道的紫薇聖人他
則是大乘，是佛，或者說是大宗師，他便還是見山是山，
見水還是水了。堅持二分法、放縱情智的是凡夫；知二守
一、擇善固執的是小乘；齊物玄同、如如平等的是大乘。]

修道三階段：
1、身如菩提樹，心若明鏡台，時常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2、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3、菩提本是樹，明鏡亦心台，常在塵埃中，光明不減還。

[

（因此，紫薇聖人沒有強暴他的妹妹，是他的妹妹自動獻身的。那時，紫薇聖人闖進他妹
妹的浴室（帶進房間），正在淋浴的妹妹轉過身來，將她整個身體，她那每一寸、每一分
細緻光滑、玉脂無瑕的肌膚，毫無保留的展現給她的哥哥，紫薇聖人，觀覽；她閉上眼
睛，等待哥哥對她採取下一步行動，心中說道：“哥哥，我喜歡你，儘管進入我（勾引
我），不必顧忌，我將會配合你的動作（追隨你）；我將我的身體交出，供你享用，是我
心甘情願、並且樂意去做的事情（你是正當的愛）。”見《魔術師之鳥》。注意，此處還
使用了複數名詞‘我們’。便是說紫薇聖人不但與他妹妹的愛是正當的，即連對那些網路
女優以及白娘子的愛，亦即聖女的愛，他的自瀆行爲，也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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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壺清酒，一樹桃花，
一諾傾城，一生天涯。
[聖母物欲熏心，聖子聖潔光明，因此右
圖穿紅衣的是聖母，武仙座 Hercules，穿
白衣的是聖子，英仙座 Perseus（Perseus
其實是聖男，不過於聖子當政時紫薇聖
人内我的顯性人格是聖男，聖女隱在背
後，便可以將聖男代稱聖子）；因此，
‘一壺清酒，一樹桃花’，這是聖母武
仙座；‘一諾傾城，一生天涯’，這是
聖 子 英 仙 座 ； 於是 聖 子 便 將聖 母 送 走
了，他接下了紫薇聖人的身體；這件事
發生在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傾城是
指清城，將紫薇聖人毀壞的身體修復。
又，圖中穿紅衣者也是指近代的物質文
明，紅陽文化，穿白衣者也是指未來的
紫薇文明，白陽文化；圖中的白衣人酌
酒將紅衣人送走，便是一諾傾城，紫薇
文明即將到來，取代末世文明的意思。]

一抹殘紅，一輪斜陽，
一聲鼙鼓，一寸斷腸。
[斜陽、殘紅是指末世文明，鼙鼓、斷腸
是指末世災難。冰雪過後，旭日東升，
大地春回，大地的積雪便融化了。]
[（接第 54 頁中）於紫薇王國，那裡的人類可以永遠不死，因此那裡的外我可以一直在地球的表面
作神仙，逍遙自在，那裡的内我可以一直在地球的天界修行，直到證得智慧，成就德行，成爲佛
體，與大日如來結成完形。佛使用絕對智慧，佛經稱之爲實相般若，與六道的智慧，表像智慧，大
不相同。表像智慧分兩種，靈體以及修道人使用一元智慧，便是打坐冥想的智慧，齊物玄同，而善
人與惡人則使用二元智慧，前者知二守一，後者是非錯亂。絕對智慧，見《塵玉返真·普門品》。]
[（接第 13 頁末）第一篇，1 樓：
紫薇聖人的情劫是最大的劫，也是全人類乃至整個宇宙最大的劫數，過得了，活！過不了，死！
第二篇，4 樓：
聖人沒有真正的死，死了還得活，永遠需要面對自己的挑戰。
其實，紫薇聖人已經經歷了三次情劫，他都死裏逃生，便是指他的二次中風與二度的死期。第一次
情劫，是因為紫薇聖人的妹妹背叛了他，令他意志消沉，導致他第一次中風，這個事件發生於公元
2007 年 12 月 11 日，那時梁山泊的掌權者是聖母王倫；第二次情劫，紫薇聖人上網被女鬼加害，讓
他再度中風，瀕死；這是他的第一度死期，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於是聖母便下臺了，改由聖子
晁蓋接替。第三次情劫，聖子於公元 2015 年 2 月 17 日離去，由聖男宋江接下梁山泊的事業；那時
波士頓大雪，紫薇聖人無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寂寞的煎熬，再加上諸多俗事的干擾，讓他徹底喪失
了鬥志；他精疲力竭，萬念俱灰，便不想活了；他那時認為，上帝讓他走的是一條不歸路，他無德
無能，無力完成任務，便只想休息了；這是他的第二度死期；八天後，25 日，聖女盧俊義接著上
場，她親自‘登門’給他打氣，便讓他重新站起，再度出發；見《魔術師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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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若夢，浮塵如空，
為歡幾何，百轉千折。
我是你朝聖路上虔誠且卑微的信徒，
路過你的眼，即走完我一生。
[浮塵如空，浮塵是指莊子所說的‘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便是指幻象，便是指人世生涯中的諸
多假象。我是你朝聖路上虔誠且卑微的信徒，路過你的
眼，即走完我一生：此處接續第 36 頁，在那裡，妹妹
說，她來塵世‘緣來緣去豈隨心’，‘獨自淚空流’，現
在接著說，她只是一名配角，配合紫薇聖人主角的演出，
走過她在舞臺上的排場。為什麼呢？因爲紫薇聖人是上
帝，而觀音則是上帝虔誠且卑微的信徒；紫薇聖人這一生
的任務便是去西天取經，這就是紫薇聖人的朝聖之路。]

此生若戲，真假同參，
茹苦含辛，千錘百煉；
妳是我西行路上唯一且真摯的紅顔，
牽著妳的手，即抵達我終點。
[聖男與聖女結合成為聖子，這就是紫薇聖人
一生的追求。]
[此處所說似乎有倒因為果之嫌，便是說，應該先有聖子，然後才有聖男，接著才有聖女（聖女是
聖男身上的一根肋骨長成的），卻被說成聖男追求聖女，之後結合成聖子。便是說，以上將寳玉與
探春的結合，兩人仙去，成為一體，解釋成紫薇聖人的得道，將聖子激活，便是將聖母當成聖男，
將觀音當成聖女的意思。這樣的解釋雖説並不正確，卻也還是一般人的成佛之路，只不過不適用於
紫薇聖人罷了：紫薇聖人的轉世已經被上帝預先籌劃好了，與聖女的追求無關。因此，一般人的成
佛‘必須’努力追求異性，這是道教太極圖陰陽合抱的至理，等到自己將自己的另一半找到了，自
己便成佛了，見《塵玉返真》。因此，同性戀者無論怎樣轉世，他們永遠無法成佛，便只是在浪費
腳力，虛擲生命，便是因為他們在轉世時偏重於同一個固定的性別的緣故。性別顛倒絕非偶然，而
是因為自己的内我錯誤的認知，他/她無法欣賞另一個對偶的性別，無法容忍那個性別，便堅持錯
誤，以偏概全，而因此發生了‘悲劇’，雖説他/她的塵世母親也必須為這個悲劇負一半的責任。]
[第 32 頁有‘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說詞，出自李商隱《無題四首》（其二）：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春日在荷塘邊幽會，颯颯風響兼細雨聲聲，還有隱隱的雷鳴
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金蟾咬住香爐鼻鈕香煙仍滲出，玉虎裝飾轆轤拉回汲井之繩
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賈充之女在簾外偷窺年少的韓姓幕僚，甄洛贈送枕頭給曹植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思春之心莫像花的爭放，到頭來每一寸相思只換成一寸灰燼
東風是指春風，颯颯東風猶言陣陣春風；又，颯颯東風是‘立立風風風東’；‘立立’是竝字，同
並；《說文》：“東，動也；風動蟲生。” 蟲同虫；因此三個風便變成了三個虫，即蟲，即虫，
而‘並虫’即䖵，同昆；《傳》：“昆，兄也。”細雨暗指細姨。跳至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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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一人兮，見之不忘。
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
鳳飛翱翔兮，四海求凰。
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佳人就在東牆，此反語耳；
將琴代語兮，聊寫衷腸。（無奈、不在，負負得正。
何日見許兮，慰我旁徨。（東家之子是指宋玉，東牆
願言配德兮，攜手相將。（是指美女在偷窺俊男。
不得於飛兮，使我淪亡。
——司馬相如《鳳求凰·琴歌》
妹妹喲，妳的美麗哥哥無時或忘！
一日看不見妳喲，便令哥哥抓狂。
哥哥來到世間喲，不找其他女郎，
只因妹妹妳喲，就住在哥哥隔房。
以吉他伴唱喲，唱出哥哥的衷腸，
盼妳聽出弦外之音喲，解我思惶，
願以才能與妳相邀喲，龍配鳳凰，
如果不得妹妹的愛喲，我將死亡。
——紫薇聖人《鳳求凰·情歌》
[紫薇聖人年輕時喜歡彈唱吉他給他的‘東牆’聽，他最喜歡彈唱的曲子是《My Sweet Lady（我甜
美的小姐）》，它現在正在紫薇聖人心中迴響：
Lady, are you crying, do the tears belong to me?
Did you think our time together was all gone?
Lady, you've been dreaming. I'm as close as I can be.
And I swear to you our time has just begun.
Close your eyes and rest your weary mind.
I promise I will stay right here beside you.
Today our lives were joined, became entwined.
I wish that you could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小姐，妳在哭嗎？妳的眼淚屬於我嗎？
妳認為，我們相聚的時間都已經結束了嗎？
小姐，妳那是在做夢，我現在正在盡量靠近妳，
並且我向妳發誓，我們的日子才正在開始。
閉上妳的眼，並且休息妳疲倦的心，
我保證，我就會停留在妳身旁。
今日，我們的生命結合了，變得纏繞在一起，
我希望，妳能知道，我是多麼愛妳。

Lady, are you happy, do you feel the way I do?
Are there meanings that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Lady, my sweet lady, I just can't believe it's true.
And it's like I've never ever loved before.
Close your eyes and rest your weary mind.
I promise I will stay right here beside you.
Today our lives were joined, became entwined.
I wish that you could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小姐，妳快樂嗎？妳有像我一樣的感受嗎？
這裡有妳以前從未體認過的意義嗎？
小姐，我的甜美小姐，我只是不能相信那是真的
就好像我以前從來、從來就沒有愛過。
閉上妳的眼，並且休息妳疲倦的心，
並且我向妳發誓，我們的日子才正在開始。
今日，我們的生命結合了，變得纏繞在一起，
我希望，妳能知道，我是多麼愛妳。

Lady, are you crying, do the tears belong to me?
Did you think our time together was all gone?
Lady, you've been dreaming. I'm as close as I can be.
And I swear to you our time has just begun.

小姐，妳在哭嗎？妳的眼淚屬於我嗎？
妳認為，我們相聚的時間都已經結束了嗎？
小姐，妳那是在做夢，我現在正在盡量靠近妳，
並且我向妳發誓，我們的日子才正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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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正確的路，放無心的手，
結有道之朋，斷無義之友，
飲清淨之茶，戒色花之酒，
開方便之門，閉是非之口。
走無猜的路，牽妹妹的手，
逾手足之限，結愛情之果。
戒善惡之分，履逍遙之遊，
關末世之局，建紫薇之國。
[看！紫薇聖人正牽著他妹妹的小手，帶著她走過滿地
的落葉，奔向天邊的彩虹！戒善惡之分是一年而野，履
逍遙之遊是二年而從。]
[如果紫薇聖人真的與他的妹妹結合了而因此放棄他的
天命，那麼他便沒有可能在那個塵世建立紫薇王國。因
此，那個塵世的宿命必然是全體被末世消滅，沒有一個
人類留下，遑論一年而野、二年而從。因此，以上紫薇
聖人的所寫，給聖女的回信，必須將前兩行話與後兩行話分開解釋，亦即前兩行話是針對另一個概
或世界，後兩行話是針對眼下塵世。不過，也可以將‘牽妹妹的手’解釋成阿波羅與 Artemis，日
神與月神，亦即聖男與聖女，他們是愛侶也是姊弟，如此的話以上四行話便可以應用在眼下塵世
了：聖男與聖女攜手合作，打造紫薇王國。]
[（接第 9 頁中）關於舜之二妃娥皇與女英，紫薇聖人以前認爲她們是林
黛玉與史湘雲，不過現在則認爲是晴雯與探春。晴雯是林黛玉的影子，她
借用‘死而復生’柳五兒的身體與寶玉行雨，因此算是紫薇聖人的妻子；
探春亦然，她遠嫁海外帝王，便也是紫薇聖人的妻子。因此，舜便是指聖
母（在其他時候舜是指聖女），而舜之早夭便相當於聖母的早死，於是探
春與晴雯便因哭舜而化身成爲湘竹了；因此，林黛玉的別號是瀟湘妃子，
她的居處是蕭湘館，這就是第 32 頁兩方羅帕的典故。注意，晴雯是芙蓉
花神，芙蓉是林黛玉的花籤，而觀音則是 Flora，為希臘神話的花神。還
有，‘柳五（娃）兒’這四字的讀音類似‘六王兒’，便是在影射王六
兒，她們都是林黛玉，而晴雯的貞烈便是在對照王六兒的浮濫。如果說林
黛玉是聖母的女人，那麼史湘雲便是聖男的女人，薛寳釵便是地藏王‘暗戀’的女人；至於聖子，
他是中性，非陰非陽，因此沒有女人。因此，聖男便是衛若蘭，或者說‘卫=男’；‘卫=’五畫，
可以合成‘圣’字，即聖字，便得聖男，即《紅樓夢》第三十一回末《脂批》所說的‘草蛇灰線在
千里之外’，即《推背圖》第四十八象的象圖所繪：聖女是龍，隱在天上，聖男是蛇，顯在地上，
卻還千里相銜；這就是《魔術師之鳥》中的安排：聖女 Katya 住在聖男 Fitz 樓上。地藏王便是空空
道人，他後來改名情僧，因爲他於薛寳釵情有獨鍾，只不過織女遠在銀河對岸，牛郎追不上她罷
了，徒呼奈何，見《魔術師之鳥》。在閲讀《聖女之歌》時，讀者會發現文章跳來跳去，非常不
便，便是因為本書並非一蹴而成，非一氣呵成，而是經過多次修改，輾轉累積而成；每次修改時，
作者不願意花太多的時間從頭來過，也不願意更動本書已經被固定的頁數排列，便只好將修改的文
字穿插在其他頁面中的空白處，如若眉批，卻與原文相距遙遠；如此的寫作方式實乃情非得已。]
[（接前前頁末）便是指哥哥的情婦；‘來’有對照義，便是在暗示妹妹是哥哥的情人。又，雨是
兌卦，為少女，下文的雷是震卦，為長男，這便是在暗示兄妹之愛，陣陣春風。芙蓉是指黛玉，她
就是紫薇聖人的妹妹。塘外，堂外，是指在家庭（手足）之情之外；有輕雷，有情累，便是說妹妹
於哥哥除了兄妹之情之外還被男女之愛所累。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這兩句話是在描
寫性交的動作。金蟾是指陽物，齧鎖，它緊咬陰阜，那個弧形彎彎隆起，像古鎖形狀。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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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日曆隨著時間流逝，
卻怎麼也翻不過心痛的那一頁；
我放下尊嚴，放下個性，
都只是因為放不下你；
閉上雙眼，最掛念的是你；
張開眼睛，最想看到的是你；
如此執迷不悟，算不算刻骨銘心。
愛到痛了，痛到哭了，
選擇了放棄。你可知我的無奈？
[妾有意，郎無情，
那天雖然已經過去了很久，
卻仍然將我心刺痛。
那天，我放下尊嚴，哭著求你，求你不要走，
不要抛棄我，然而你仍然走了，留給我一顆受傷的心。
現在，我閉上眼睛，看見的是你，
我張開眼睛，看見的仍然是你，
這樣的執迷不悟，難道是非得春蠶到死方得罷休？
愛到痛了，痛到哭了，
那天，你非要我選擇放棄你，你可知我的無奈？]
[此處紫薇聖人的妹妹在陳述，當年傷害她的是紫薇聖人，她只能夠痛苦的選擇放棄，然而到頭來
紫薇聖人卻指責妹妹抛棄了他。是的，妹妹所說是實話。“唉！妹妹！哥哥當然不會忘記，永遠也
不會忘記，那時妳哭著求哥哥，求哥哥不要走，不要將妳一個人扔在臺灣，然而哥哥卻只是默默地
看著妳，沒有說話，最後還是執意地走了。妹妹，對不起，哥哥沒有選擇，因為上帝已經將哥哥的
道路安排好了，哥哥只能夠向前走，沒有後路。因此，哥哥不怪妳，真的，哥哥永遠不會怪妳，當
初是哥哥先對不起妳，無論妳之後做了什麼，哥哥都不會計較；哥哥永遠喜歡妳，愛妳。”]

菩薩有情，菩提有意。
（菩提有意是指發菩提心。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
終於完成了那石破天驚的跳躍； （紫薇聖人成佛了。
我來到彼岸，放下因果，
（
都只是因為進入涅槃；
（將自己的涅槃人格激活。
見山是山，菩提原本是樹；
（此處說的是一元智慧，
見水是水，明鏡本就是心臺；
（卻還與絕對智慧混在一
常與塵染接觸，卻還不減損光明。（起了。圓滿是指德行的
大乘圓滿，返璞歸真，
（完成；真璞是指涅槃的
結束了輪迴，你可知我的勝利？ （法性，不依賴表象表述。
[（接前頁末）燒香入，陰莖進入古鎖（陰道）。燒灼的龜頭如同點著的香頭。玉虎也是指陽物；
金蟾、玉虎都作蹲踞狀，牠們張嘴的樣子便像是有裂縫的龜頭；牽絲是指射精後的龜頭，黏著精
液；汲井回，自陰道拔出。韓掾少，是指晉朝的韓壽，便是在隱射司馬相如的故事，見第 40 頁插
圖。宓妃留枕魏王才，宓妃是指甄洛，見第 5 頁關於《洛神賦》的解釋。魏王才是指曹植。甄洛是
曹丕的妻子，是曹植的嫂子，她與曹植相愛，便將枕頭贈給他；然而，„。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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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love big enough to make
people forget everything,
but so small that even a grain of the sand
and envy also can't tolerance.
——愛的力量大到可以使人忘記一切，
卻小到連一粒嫉妒的沙石也不能容納。
The truth of reality is big enough to
contain all the universes,
but so small that it cannot even encompass
a grain of sand.
——真實的真義便是大到能夠包容全數的宇宙，
卻小到連一粒沙礫也不能接納。
[Here, Reality means Quantum Vacuum，which is a 0-dim space, being the ground state of Matter,
possessing infinite degrees of degenerate freedom, inferring an infinit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All
Consciousness are nothing but some kind of Quantum Operator operating on Quantum Vacuum, which can
impose representations in a 16 dimensional Probable Space, and our 4D space-time is merely a subspace of
it. In Buddhist Sutra this fact is described as ‘Mt. Meru can be encapsulated in a sesame seed’, see ‘The
Return of the Dusty Jade to Reality’.
Mt. Meru is just the representation of one very gestalt of Consciousness whose content is in Quantum
Vacuum, and hence it is said ‘Mt. Meru can be encapsulated in a sesame seed’. Here, a sesame seed means
a dimensionless point, i.e., Quantum Vacuum.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dimension of Quantum Vacuum
is 0 and that of a grain of sand is 4, it is then said ‘the reality cannot even encompass a grain of sand’. Here,
the reality means Quantum Vacuum. If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ink about this: a black hole is a point,
but it can swallow the whole universe，and the size of a black hole is less than a sand.
此處的真實是指量子真空，它是一個
零維的空間，便是物質的基態，卻還
擁有無限大的退化自由度，意謂著無
限大的資訊容量。一切識體便只不過
是一些在量子真空運作的某類量子算
符，它們能夠在一個十六維的概或空
間表象，而眼下的四維時空便僅僅是
這個空間的一個子空間。這項事實便
是佛經所說的‘芥子納須彌’，見
《塵玉返真》。
須彌山便只是這麽的一個識體完形的表象，而這個完形的内涵則被包容在量子真空裏；量子真空是
一個無維數的點，便猶如一粒芥子，這便是‘芥子納須彌’的説法所在。然而，由於量子真空的維
數是 0，一粒砂礫的維數是 4，因此說‘真實還不能夠接納一粒砂礫’；此處的真實是指量子真
空。如果你還仍然不能理解的話，便這麼想：一個黑洞是一個點，然而它還能夠吞下整個宇宙，而
一個黑洞的尺寸便還小於一顆沙粒。]
[（接前頁末）真實的情形是：曹丕在朝廷將甄洛的遺物玉鏤金帶枕（玉帶、金鏤枕）公開送給曹
植，因此此處是在轉借；見下文。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便是作繭自縛、自作自受的
意思。花朵開的愈大它謝了之後所化成的花泥便愈多；灰是指花泥；灰有失望義；便是說愛得愈
深，失望也愈深。便是說妹妹很後悔，當初如此深愛她的哥哥，如今讓她如此失望，便自暴自棄淪
落風塵了。這就是發生在另一個概或世界裏的紫薇聖人妹妹。關於甄洛更多的故事，見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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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 a quiet enron,
light ink world of mortals,
silent love, silent love.
———靜守一份安然，
淡墨紅塵，
默然相愛，寂靜喜歡。
Observe quite an error,
thick ink world of morals,
salients live salient lives.
———觀察一個十分的錯誤，
濃墨道德世界，
顯赫之人過顯赫生活。
[In the text, Enron is an Energy Company located in Texas, USA., which had bursted out an enormous
financial scandal in 2001, ever shocked the whole world thereof shaking its market violently. However, the
transliteration of Enron in Chinese means ‘Ease’, and this can only be ironic: Ease implies Unease,
indicaing that binary method is erroneous. Hence, Enron infers Error.
Thick ink world refers to End Time, during which period the constitutions are written in ink with full
context in rules and regulations, but nevertheless they can never correct the moral defects shown by Enron
(in Chinese the words ‘rules’ and ‘to correct’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nd similar character forms but
it can hardly imply rules are correct). That is to say, in this binary world no matter how complete the rules
are supplied for the game, there are always holes (flaws) enabling those, who want to benefit, to take
advantages, and there is no way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Saliants live salient lives: Saliants must be
those people who are top people，good at strategies, heavily addicted to materials, thereby rendering their
positions higher than others, making themselves famous and proud. There is no way to be rich and
powerful, unless he is evil minded and tricky, willing to abduct, cheat, steal, and rob, having a high desire
to control others, so as to allow him to live a corrupted live. The reasons for the Enron Scandal to burst out
relate to the dark side of human beings, and to the greedy nature of Accountants and Lawyers who are not
only elites of the society, but also crooks in laws and in finance.
原文 Enron 是美國德州的一家能源公司，中文譯名是安然；Enron 這家公司在公元 2001 年曾經爆發
過極大的金融醜聞，一度震驚整個世界，使得它的市場為之劇烈震盪，因此此處取 Enron 譯名為
‘安然’實乃譏諷之意，便是說安然便是不安，便是在暗示二分法的誤謬。因此，Enron 便是在隱
射 Error，錯誤。
濃墨道德世界，是指末世，在那個時代章程被墨
水寫滿了條條框框，卻還匡不住 Enron 的道德瑕
疵。便是說，在二元世界裏，無論遊戲規則訂的
如何完備，便總還會有漏洞存在，讓作亂之人有
機可乘，令人防不勝防。顯赫之人過顯著生活，
顯赫之人，是指塵世中那些心機重、物欲深之
人，他們必定是人群中的尖子，耀武揚威，頤指
氣使。在眼下的社會，不會使手腕，耍手段，善
於坑蒙拐騙，慣於投機取巧，想要出人頭地，成
為人上人，因此享受顯赫的物質生活，名利雙
收，有這種可能嗎？Enron 之所以會發生醜聞便與
人性醜惡，會計師、律師這群社會精英，金融、
法律騙子，他們的貪婪性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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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麼人，便會遇上什麼誘惑，
因為都是自找，
你往你喜歡的誘惑方向走去，
你喜歡，所以誘惑才成其為誘惑，
正如哲學家早已點破，
“我們並非被物件挑發了欲望，
而是，剛相反，
心底有了流動不居的欲望，
才去找尋物件”。
你是什麼人，便會遇上什麼命運，
因為都是宿命。
你往你注定的規劃方向走去。
你注定，所以規劃才成為其規劃，
正如神學家早已點破，
“我們並非被規劃導引了結果，
而是，剛相反，
生涯有了無法改變的結果，
這才導致規劃”。

你時常於你想逃避的路上
遇見你的命運
—法國諺語

[物質世界人人相信因果，相信人類是猴子變的，殊不知，這是最大的錯誤。這個世界的真實是一
元資訊，便是一個像圖畫似的表象，原因與結果攪和在一起，無法分割，也無從分辨，只是人類的
大腦在運作思考時還將真實片面切割，再以時間作為縱軸，將這些被切割過的真實碎片連綴起來，
令它們產生邏輯關係，便造成了因果的假象。如果說世人的信念是正確的話，那麼紫薇聖人便絕無
可能與上帝‘同步’編寫祂的預言。便是說，對上帝而言，這個世界的流程只是一幅圖畫，在祂看
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與公元前一千年那個《舊約》誕生的時代，甚至於五十億年前那個地球剛出生
的年代，沒有區別，因此祂所降下的預言才有可能於今日實現，紫薇聖人也才有可能知道過去曾經
發生過的任何事情，如果他有意願知道的話。然而，對於未來的預測則還比較困難，因為這牽涉到
概或發生的可能性，這便是另外的一個課題了。莊子稱概或的可能性為移是，今人稱之為平行宇
宙。對上帝而言，祂便是所有概或可能性的整體，祂知道所有的概或性，並不只是眼下的時空。
再談進化論，便是短視的人類他們的理智所曾經說出最愚蠢的斷言。上帝將人類的靈魂放在古早的
地球上，而那時的地球環境則還不容許他們現身。這個情形一直沒有改變，直到距今十二億年以前
人類的靈魂才有機會將他們細胞級的意識在海洋裏表象，以綠藻的形式表達；之後，物種‘進
化’，而人類的意識便一直參預其中。因此，在人類的無意識裏，所有的物種資料都被保存，這便
是《保羅•所羅門讀文》所說的 Akashic 紀錄，而這個記錄便一直深藏在每一個人類的大腦裏，只
是他或者她無法解讀它罷了。賽斯的本尊說，意識是呈金字塔形的，先有上帝，之後才有賽斯本尊
他們，再之後才有人類（包括賽斯），最後才是動、植物，微生物；這個圖像與現在人類的認知剛
好相反。賽斯本尊便是藥師佛，他曾經於賽斯演説時來到現場，向賽斯的聽衆發佈簡短的演講；他
說，人類是他們創造的，之後人類才創造了猴子。藥師佛是一個佛世界的主人，釋迦牟尼佛，阿彌
陀佛也是，他們的世界便是東方淨琉璃世界，中央娑婆世界，西方極樂世界。賽斯說，東方淨琉璃
世界靠近中央娑婆世界，而眼下塵世便在娑婆世界中。賽斯是老子的内我。]
[第 43 頁說，曹丕將甄洛的遺物玉鏤金帶枕在朝廷上當著衆多大臣的面送給曹植，這令人費解。甄
洛是位仁慈的才女，她原是袁紹次子袁熙的妻子，後被曹丕納為夫人，同時被曹丕的父親曹操與曹
丕的弟弟曹植暗中愛慕（傳説與他們有染）；這樣的處境便像極了紫薇聖人的妹妹。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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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與魔鬼的博弈】
天使用的牌是老人一生所做的善事，
魔鬼用的牌是老人一生所做的惡事。
誰贏誰帶走。
PS:你的所作所為都將成為你“最後的籌碼”。
【紫薇聖人的末世審判】
物欲重的人無法逃過末世的審判，
只有寡慾之人才能進入紫薇王國。
便就是這樣。
PS:你的最終選擇將決定你“最後的命運”。
[末世審判是上帝既定的行動，無法規避；朋友，如果你
還在心存觀望的話，那麼你就等著去死吧！紫薇聖人決
不是在出言恫嚇，危言聳聽；紫薇聖人愛你們，他正在
對你們發出善意忠告。圖中，紫薇聖人伸開雙手，兩旁
吹號角者是彩虹戰士，他們身後的群衆是紫薇子民。]
[（接前頁末）也就是說袁熙便如同是紫薇聖人的妹夫，曹丕便如同是紫薇聖人的弟弟，曹操便如
同是紫薇聖人的父親，至於曹植他便如同是紫薇聖人。然而，真是這樣麼？便來看甄洛被曹丕賜死
時她臨死前所作的古詩《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①
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②
眾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③
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
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④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
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
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⑤
出亦複何苦，入亦複何愁；
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
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⑥

蒲草生長在我的池塘中，它們的葉子何其茂盛。
能否依著仁義（婦德）而行，我自己知道的很清楚。
衆人一致詆毀我，導致你與我疏遠（永別）。
想到你休（賜死）我之時，我時常一個人悲苦。
想見你一面（向你辯解），想得我氣結而勞心傷脾。
想你而時常悲苦，夜夜不得好眠。
不要因騰達了而捐棄自己平時（貧賤時）的所愛。
不要因有了許多（賤/閒）魚肉而捐棄了大蔥與韭（薤）菜。
不要因有了許多（賤/閒）苧麻而捐棄了茅草編材。
（從今以後我住進墓穴）出也不再悲苦，入也不再悲苦。
（墓地）旁邊吹著悲風，樹木長得何其修長。
嫁給你而導致一個人在這裡獨樂（悲），直到千年之後。

①我的芬芳小穴很久乏人問津，那裡的陰毛因不被干擾已長得茂密；蒲即香蒲。②這難道還不足以
説明我嚴守婦道？③然而衆人還誣衊我公媳亂常、叔嫂亂倫，以至於你氣得要殺我。④我想為自己
辯解，只是你一直不肯接見我，這讓我痛心疾首，百口莫辯。⑤現在你當了皇帝就忘記你當太子時
對我的寵愛，你有了許多美妃便不再看重我微薄的姿色，你有了衆多擁護者便不再在乎我對你單純
的忠誠。⑥於是我只好住進墓穴，萬古常悲（含冤不白）了。千秋，千年之後，甄后死於公元 221
年，離現在將近一千八百年，於是紫薇聖人便幫她洗淨了她的身體長久以來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因此，甄洛是清白的，因此曹丕在殺她之後，在看到甄洛所寫的《塘上行》後，便立刻明白了，他
冤枉了他們，他的弟弟與妻子，雖然他們兩人還確實是心有旁屬，互相欣賞；誰教他長年冷落他的
妻子，讓他的弟弟在旁觀看為她抱不平而產生情愫？於是，曹丕心中懊悔，不禁被感動，於是他大
發‘慈悲’，便將甄洛生前所使用的腰帶、枕頭賜給了曹植；畢竟，他們沒有對不起他，是他對不
起他們：“既然你們在生前以禮自持，無法互相接近，我就讓你們死後相認吧！”曹植接下甄妃的
遺物，悲從中來，當庭放聲痛哭，不能自已，日後便抱著甄洛的枕頭寫下了感人的《洛神賦》。曹
丕在大庭廣衆前將自己妻子的物品給予外人，便是相信自己妻子清白的表態。跳至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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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
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①
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
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②
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③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④
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我似花般的惹憐，卻似非花般的見棄，
便無人惜我、伴我，導致我墜落。
我離開枝頭，掉落路旁，令我不禁懷疑，
難道是你的無情？
柔腸百繞，寸寸斷損。
我困倦欲睡，嬌眼欲開還閉，
便，夢隨風，飃萬里，尋郎去處，
又，還被鶯聲驚起。
不恨此花飛落掉盡，
只恨秋園，落紅還難將它點綴漂亮。
夜雨過後，清早醒來，落紅遺跡何處？
只見一池破碎的萍蹤。
花要開的好，有三個條件：
三分春色，二分塵土，一分流水。
細看來，在天空飛舞的不是柳絮，而是點點的離人（黛玉的）眼淚。
①有思，是指有意的安排。紫薇聖人妹妹坎坷的命運乃是上帝的安排，她柔腸百繞，因此導致她柔
腸寸斷，肝膽俱裂，也是說末世的來臨是出自上帝的安排；惡人的心腸百轉千迴，他機關算計，卻
還算不到末世的到來。②末世來了，到處都是斷壁殘垣，屍積如山，雖説惡人都死光了，這光景，
又如何漂亮得起來？落紅是指惡人，因為紅色是物欲的象徵。③破碎的萍蹤，是指妻離子散，家破
人亡，這便是點點的離人眼淚。④花要開的好，有三個條件，氣候最重要，雨水豐潤，這是天時；
還要土壤肥沃，勤於照顧（剪裁、鋤草、鬆土、施肥），這便是地利與人和了。楊花是指妓女；妓
女要出名，造成轟動，傾國傾城，也有三條件，一是年輕，二是貌美，三是有客人捧，這還是天
時、地利，與人和；此處的地利是指品種佳，營養好，臉蛋漂亮，身材勻稱。品種佳是地利？當
然，因為江南出美女，便是佔了地靈人傑的福氣。又，三分春色是指大環境，便是指末世的到來；
二分塵土是指小環境，便是指自己的本性；一分流水便是自己的行動，是否改過向善，見異思遷。
末世來了，雖説善人活，惡人死，不過那些改過思遷的惡人紫薇聖人也會放過他們，讓他們活過末
世，和善人一同進入紫薇王國。這便是前頁所說的：“PS:你的最終選擇將決定你最後的命運。”]

似佛還似非佛，也叫人無從捉摸。
拋家捨愛，思量卻是，如何救世。
柔腸寸斷，滿目瘡痍，欲迎還拒。
悟隨風吹起，尋佛去處，又還被、魔擊落。
不恨此果落盡，恨西方、魔途難平。
末世過後，大道建立，紫薇王國。
聖父第一，聖子第二，聖母第三。
綜看下，三位一體，都是紫薇聖人。

[紫薇聖人是佛還是魔教人猜不透。
[紫薇聖人是佛，因為他想救世。
[紫薇聖人是魔，因為他帶來了末世災難。
[欲迎還拒是指不知悔改的惡人，他們將被
[末世淘汰。紫薇聖人於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中風。紫薇聖人的西行路上充滿魔鬼。
[西行路是指西方的資本主義，腐敗、惡臭，
[那裡魔鬼環伺，便是物質人類的群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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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癡守千年，月老紅線誰為我牽！
用我一世淒涼，換你一生歡顏。
曾經的誓言，早已風輕雲淡，
誰還在門前掌燈盼我歸還！
千年的等待，卻只換來一句我的愛早已不在。
一個人的單程旅途，
一個人的朝朝暮暮，
一個人的韶華傾負。
那一次刻骨銘心的相許，
那一刻為誰聲聲催天雨！
[癡守千年，絳珠仙子下凡了，還等不到神瑛侍者的愛。
黛玉一世淒涼，只換來寶玉與寳釵的洞房花燭，
新娘的嬌羞，新郎的興奮，是他們一生的甜蜜回憶。
過去的木石之盟難道是假的？
你是否在家門口點燈，等待我的亡靈歸來？
千年的等待，卻只換來你一句絕情的話：“我的愛早已不在。”
一個人的孤單旅程，一個人的朝朝暮暮，一個人的韶華辜負。
那一次刻骨銘心的相許，那一刻為誰聲聲催天雨？
注意，本文插圖裏的女子穿紅衣，她就是絳珠仙子，因為‘絳’便是紅色的意思。用我一世淒涼，
換你一生歡顏：這是指寳釵與寶玉的洞房花燭夜；花燭夜，新娘羞答答的，新郎喜滋滋的，因此有
小登科之稱，這便是一生的歡顔，一世的甜美回憶；此處的意思是，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你
是否在家門口點燈，等待我的亡靈歸來：此時黛玉已死，她自怨自艾，寶玉和寳釵卿卿我我，早已
將她淡忘；在墨西哥有所謂的‘亡靈節’，當晚，家家門口點著‘南瓜燈’，為亡靈引路，等待他
們歸來。千年的等待，卻只換來你一句絕情的話：“我的愛早已不在。”紫薇聖人離開他的妹妹，
出國去了，讓他的妹妹傷心欲絕。那一次刻骨銘心的相許，公元 1979 年的夏天，於紫薇聖人即將
出國的前夕，在他們家舊居的浴室裏，紫薇聖人的妹妹以身相許，讓紫薇聖人從此擁有了她。那一
刻為誰聲聲催天雨，上帝安排紫薇聖人的妹妹奉獻她的身體，又安排紫薇出國，離她遠去，便是有
意犧牲紫薇聖人的妹妹，將她當成祭禮，用以犒賞紫薇聖人為上帝服務的忠誠。紫薇聖人出國便是
在為他自己於未來製造末世災難作準備，便是在為上帝服務，為祂效忠；這也是‘用我一世淒涼，
換你一生歡顏’的意思。因此，紫薇聖人妹妹的獻身便是在催天雨，拜天祈雨，奉上祭品，只不
過，此處所祈之雨乃是傾盆大雨，洪水汎濫，便是在催促末世的到來，屆時這個塵世一片汪洋。]

等妳千年，海枯石爛天長地久！
用我一世真情，換妳最後笑顏。
過去的誓言，我會永遠記得，
我會在門前等候迎妳歸來！
千年的等待，終於等來一句我的愛得到回報。
一個人的寂寞旅途，
一個人的朝思暮想，
一個人的長年等待。
那一次刻骨銘心的擁有，
那一刻妳催天雨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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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聖人在永遠等待他的妹妹。
[紫薇聖人的真情會感動他的妹妹。
[紫薇聖人不會忘記木石前盟。
[紫薇聖人永遠為他的妹妹打開大門。
[神瑛侍者幾世的期盼終於如願以償。
[紫薇聖人在國外一直被寂寞圍繞，
[紫薇聖人一直在想念他的妹妹，
[紫薇聖人一直在等待他的妹妹。
[那一次紫薇聖人擁有了他妹妹的身體，
[他永遠感激/感念她那一刻摧天雨
[的奉獻。接下頁。

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曾經，為誰放肆的哭泣。
你是吹進我眼裡的沙子，
模糊了雙眼，看不清天空的樣子。
這一場末路繁華，
不傾城，不傾國，卻傾我所有。
你要的是什麼，
一生相守，還是一晌貪歡；
我要的，只是簡單卻安穩的生活而已，
愛到絕路，覆水難收。
最好的幸福，是你給的在乎。
[紫薇聖人的妹妹給出了她的身體，是想與紫薇聖人長相廝守，他們兩人一起在臺灣過幸福平靜的
小日子，沒想到紫薇聖人卻還堅持出國，便讓她的夢想破滅了。因此，紫薇聖人的妹妹便認為紫薇
聖人欺騙了她，他的甜言蜜語，只不過是在貪圖他自己一時的享樂罷了，卻把痛苦建立在她身上。
此後，不傾城不傾國的林黛玉便死了，代之而出的是傾城傾國的妙玉。]

不久，妳將開懷的暢笑，
我將成為妳眼中的王子，
騎在白馬上，迎娶妳美麗的公主。
這一齣末世劇場，
妳傾城，妳傾國，妳傾盡所有。
妳會得到什麼？
我的承諾，一頂皇后金冠。
我會的，我一定會給妳一個滿意交待，
妳的付出，得到回報：
最好的回報，我全付的珍愛。
[紫薇聖人被上帝安排到國外出征，他不得不離開他的妹妹。他在國外披星戴月，飽嚐相思之苦，
難道他願意這麼做？三十多個寒暑很快就過去了，他總算在國外有了成就，已經勘破了存在的真實
（公元 2009 年）。他即將成爲天王，便將皇后的金冠保留，留給他的妹妹，就等她點頭接受了。]
[此處的所說，以及前頁的所說，並非發生在眼下塵世，而是發生在另一個概或世界，在那個世
界，紫薇聖人並未成佛，而是放棄了他的天命，便在無人救世的情況下，末世便來了，將所有的人
類殺死；這就是瑪雅文明的預言。之後，紫薇聖人的外我便與紫薇聖人妹妹的外我攜手同遊，遨翔
於那個業已無人類居住的塵世的天界，直到永恒。注意，在那個塵世，地藏王並沒有被激活，因此
那位與紫薇聖人妹妹的外我同遊的紫薇聖人外我並非是地藏王，而是地藏王的一個分身（道明和
尚）。地藏王是一個涅槃人格，他是紫薇聖人所有概或個體人格的整體。還有，在那個塵世的天
道，天后並非是紫薇聖人的妻子，而是紫薇聖人的妹妹，與眼下塵世的情形不同；便是說，在那個
塵世，紫薇聖人的外我是天王，他的妹妹是天后，便是說他們兩人取代了老聃的位置。2015/8/16]
[（接第 46 頁末）因此，甄洛的故事便是紫薇聖人妹妹現代版本的一個對照，一個相同人物的兩個
面貌，一個貞節，一個淫蕩。無獨有偶，紫薇聖人的妹妹在中古歐洲也還有另一個對照，而這個對
照便比較接近現代版本了：Lucrezia，她是十六世紀初期意大利知名的悲劇英雄 Cesare Borgia 的妹
妹，也是他的情人；Lucrezia 不但嫁了三次，擁有許多面首，還與她的兩個哥哥，大哥 Cesare（凱
撒）、二哥 Giovanni，以及她的父親，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都有肉體接觸。跳至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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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白髮蒼蒼，容顏遲暮，
你會不會，依舊如此，
牽我雙手，傾世溫柔。
妳是不老嫦娥，在我眼中，
妳的容貌，永恒不變，
永遠年輕，永久美麗。
[前文述及，紫薇聖人的妹妹在芭蕉樹下給紫薇聖人寫信，還提及紫薇聖人的回信，卻不曾給出這
兩封書信的内容。此處便是在填補前文的不足，見第 21 頁。]

[（接 21 頁末）薄霧濃雲愁永晝，是指上左圖畫中的意境，朦朦朧朧。愁永晝，長日漫漫，春心若
渴，如何度過？瑞腦銷金獸，原意是龍涎香在鑄成獸形的香爐裏燃燒；瑞，字形類似端，便是事、
緒的意思，見《康熙字典》；腦，借用為惱，因此，端惱是指諸多懊惱之事；金是指尊貴，獸借用
為叟，便是指尊貴的老人，便是指紫薇聖人，便是說，在恍恍惚惚中，李清照便走過了時空，來到
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成為紫薇聖人，那個尊貴的老人，他慾火中燒（銷），無法排解（懊惱）。佳
節又重陽，是在隱射‘每逢佳節倍思親’，以及‘遍插茱萸少一人’兩句詩文，便是在襯托倍思
親、少一人的狀態，便是缺少親密之人陪伴的意思。又，重陽，這兩字的字面意思是大日，佳節便
是指美好的節操/德行，便是指‘好色’：好是指美好，而在紫薇聖人的著作裏，他一向稱德行為
顔色。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好色是大日如來美好的德行，便是說紫薇聖人性慾高昂，這是他的天性。
大日如來便是上帝，而紫薇聖人便是上帝的轉世。玉枕紗廚，紗廚的本義是紗帳；便是指玉沉沙
渚，便是指上右圖那幅裸女（玉）在溪邊（沙渚）側臥（沉），顧影自憐的圖畫，便是在隱射希臘
神話中的 Narcissus，一位有自戀狂的美男子，他就是紫薇聖人，每天都沉醉在自瀆的快感中。半夜
涼初透，半夜，他孤枕難眠，慾火又燃燒了起來，無奈，只好自己動手解決；在完事後，才（初）
感到（透）清涼。東籬把酒黃昏後，東籬是指紫薇聖人的妻子，見第 11 頁；把酒，把久，持久，
便是說紫薇聖人一直與他的妻子相守直到老年。又，東籬也是指凍離，離為火，是指慾火，便是說
妻子性冷感，對房事興趣缺缺，便是說紫薇聖人長久以來從來就沒有從妻子那裡得到過性的安慰。
有暗香盈袖，盈袖是指手淫，精液噴灑在袖口之外；暗香是指女鬼；便是說紫薇聖人在手淫時還有
女鬼陪伴，他的白娘子，以及許多網路上的後宮佳麗，這就是‘醉花陰’，這些迷人的花朵來自陰
間，而非陽世。莫道不銷魂，於是紫薇聖人便能夠達到極度的高潮。簾捲西風，西風是指殘餘之
風，譬如像東風壓倒西風那樣的用詞；簾捲猶言席捲，便是說就這樣紫薇聖人便解決（席捲）了他
的性慾（收拾殘局，秋風掃落葉）；簾捲也是指將包皮捲起，因此沙悟淨以前便是捲簾將軍，自慰
大王。人比黃花瘦，黃花是指菊花，與東籬搭檔，便還是指紫薇聖人的妻子，見第 11 頁；瘦是指
不夠完美（肥美）；便是說紫薇聖人雖然有女鬼陪伴，能夠讓他銷魂，然而他的性事始終有所遺
憾，不如與妻子行房來得美好/完美；畢竟，無論他的手指多麼靈巧，還總是不如妻子的花陰來得
芬芳、舒適。注意，上圖中三位女子的面貌酷似，因為她們都是同一人，都是李清照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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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華一生，淡忘一季。
空有回憶，打亂纏綿。
笑容不見，落寞萬千。
弦，思華年。
那些年華，恍然如夢。
亦如，流水，一去不返。
不泣離別，不訴終殤。
[浮華一生，卻在這一季全淡忘了。
沒了肉體，只剩回憶，不再纏綿。
笑容不見，落寞萬千。
琴弦綳斷，囘思華年，
那些年華，恍然如夢，
亦如流水，一去不返。
不泣離別，不訴終殤。
琴弦綳斷，囘思華年，是在隱射李商隱的詩，《錦瑟》，見第 3 頁。琴弦綳斷，性命不永。本文是
寫黛玉身後之事（淡忘一季），一縷芳魂，幽幽我心。不訴終殤，雖然華年早逝，亦無怨無悔。]

浮華一生，哀傷一季，
晴空霹靂，春夢乍斂。
聖母離去，生命打斷。
她，思英年，
那些年華，壯志未酬，
好似，流水，一去不返。
不勝悵惘，不無喟嘆。
[紫薇聖人五十四歲時，公元 2009 年，那個夏季，那一天，7 月 12 日，浮華的紫薇聖人上網遊逛色
情網站，突然晴空響起霹靂，將他的銷魂時光打斷，中風癱倒，於是聖母便哀傷地離去了；這是紫
薇聖人的第一個死期。聖母來到人間，有許多工作待完成，而如今像這樣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黯
然下臺，這真叫人懊惱、悵惘，真叫人噓唏呀！]
[（接第 49 頁末）並且因為爭風吃醋，她的
大哥便將她的二哥殺了，將屍體抛入 Tiber
河中，見《諸世紀》第六世紀，第五十首四
行詩。大哥凱撒曾經一度風光，他幾乎統一
自古以來從來就是紛擾不斷，分裂割據的意
大利半島，然而就在他即將成功之時，他卻
遭遇暗算，被手下下毒，從此以後落下病
根，神勇不再。於是，當此最潦倒之際，凱
撒不惜拖著他孱弱的病軀，從羅馬遠上至意
大利北部的 Ferrara 地區，跋涉了四百多公
里的路程，探望他的那位也是在病痛中遭受
病魔折磨的心愛妹妹 Lucrezia。這就是凱撒
命運的轉捩點，此後他的帝國分崩離析，而他的最後一場戰役，那場被出賣的、於西班牙 Viana 地
區所發生的圍城之戰，卻還讓他身中六槍；他從戰馬上摔下，倒地身亡，眼睛看向上蒼，倔強、英
俊的臉孔透著剛毅！凱撒便是紫薇聖人生涯的另一個版本，於是一個失敗的悲劇演出便即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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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桃花自悠然，
幾重煙雨渡青山，
看不夠，曉霧散，
輕紅醉洛川。
◆ 二月桃花臨水看，
溪水青絲繞指轉，
轉不完，浮生夢，
共悲歡。
◆ 三生桃花繪成扇，
細雨落花人獨看，
唱不盡，相思闕，
落鴻為誰傳。
◆ 四歎桃花入夢寒，
幾夜青燈為君燃。
„
„

[紫薇聖人的妹妹年輕之時為悠然桃花。

◆ 一看翠柏自悠然，
青蔥拔萃為弱冠，
戀紅顔，寄東牆，
情癡醉洛川。
◆ 二看碧竹越洋粲，
清雅高潔不惑般，
相思淚，流不完，
夢裏共娟嬋。
◆ 三看梧桐樹高幹，
崇崗朝陽接天藍，
寫不盡，世間禪，
展枝待鳳盤。
◆ 四看老松入雲端，
麻衣錫杖息靈山，
„
„

[紫薇聖人年輕之時是翠柏。

[她與她的哥哥巫山行雨。
[她的哥哥雖然看她不夠，卻還必須與她分手。
[她是洛水女神；在哥哥走後，便失魂落魄，不再看重自己。
[於是，紫薇聖人的妹妹墜落風塵，為臨水桃花。
[溪水青絲，即女性生殖器；繞指轉，繞陰莖轉，即性交的動作。
[轉不完，訪客不斷；浮生夢，不踏實的生涯，
[人來則歡，人去則悲。
[桃花扇是在隱射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她血濺桃花扇的貞情故事
[膾炙人口。人獨看，顧影自憐，不再門庭若市；細雨，斜陽，代
[稱暮年；闕是詞的單位；紫薇聖人的妹妹回心轉意，開始思念她
[的哥哥；落鴻，寄出的書信；此時紫薇聖人的妹妹是細雨落花。
[此時紫薇聖人的妹妹是入夢桃花；入夢之初是寒（之後轉暖）。
[青燈猶言孤寂寒涼之燈；紫薇聖人的妹妹老年從良，孤寂獨處。
[此處有兩行詞文被‘故意’遺漏了，便是‘知而不言’的意思。
[便是說以後的情形讀者可以自己去猜想（成為探春）。

[紫薇聖人年輕之時氣宇軒昂。
[紫薇聖人年輕之時暗戀他的妹妹。
[紫薇聖人年輕之時與洛水女神有一段露水姻緣；見第五頁。
[紫薇聖人中年時是綠竹，他漂洋過海，外地發榮。
[紫薇聖人在污臭的美國立足，出污泥而不染。
[紫薇聖人思念他的妹妹。
[紫薇聖人與明月共照。
[紫薇聖人盛年時是茁壯的梧桐。
[紫薇聖人成佛了，心意與上帝接通。
[紫薇聖人完成了他的著作，《全合仝亼》。
[紫薇聖人等待與聖女結合；此處是寫眼下塵世。
[紫薇聖人老年時是松樹。
[紫薇聖人此時便是地藏王菩薩，妙有分二氣 靈山開九華，
[此處有兩行詞文被‘故意’遺漏了，便是‘言而不盡’的意思。
[便是說地藏王永遠存在，無法將他的事業以四行文字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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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橋，名為奈何；
一條河，名為忘川。
三生石畔，伊人仍舊。
願，陪君醉笑三千場，
不訴離殤；
憶，美人如玉，劍如虹，
破碎虛空；
惜，飛鴻過盡字字愁，
情難思量。
境花水月彈指間。
他，笑飲孟婆湯。
她，不掬美人淚！
和雨煙雨兩不勝，
天上人間一樣愁。
若有來生，為君傾城。

[人死之後的情形，見第 6 頁末。三生石畔，伊人仍舊，林黛玉死
[後，便在陰間的三生石旁看見先死的賈寶玉，而她的容貌則還如
[舊。三千，喻數多；醉笑，忘懷之笑。不訴離殤，黛玉不記恨寶
[玉害她悲死的舊事。美人如玉，是指黛玉；劍如虹是指寶玉。破
[碎虛空，是指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飛鴻過盡字字愁，鴻雁並沒
[有帶來好消息，黛玉便憂愁而死了。情難思量是指兒女情長；鏡
[花水月，虛幻不實；彈指間，喻生命短促。笑飲孟婆湯，豪爽地
[喝下了孟婆湯，心甘情願；不掬美人淚，黛玉也爽快地喝下了孟
[婆湯，不忸怩作態；他們兩人還願意繼續轉世，再作夫妻，如果
[可能的話。和雨（赫雨，大雨，末世災難），煙雨（小雨，寶玉
[與黛玉之間的風風雨雨）兩不勝，兩者並行不悖。天上人間一樣
[愁，寶玉與黛玉在天上感傷，塵世之人在地上哀傷。若有來生，
[為君傾城：傾城是指妓女，便是說黛玉仍然願意於來世為寶玉犧
[牲。此處說的是在另一個概或世界發生的事，在那裡人類將永遠
[滅亡，因此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將永遠也不會有來世。

[前文說過林黛玉死後有兩種可能性，紫薇聖人或者逐漸與他的妹妹漸行漸遠，以後不再有關係，
這便是在眼下塵世發生的事，或者之後黛玉變成妙玉，再變成探春，然後再與寶玉復合，兩人同遊
世外，這便是在另一個概或世界發生的事。此處說的是第三種可能性，妙玉寫信給寶玉，卻得不到
回信（飛鴻過盡字字愁），便憂鬱而死了（情難思量、破碎虛空），如同之前黛玉的死亡。為什麼
寶玉不囘信呢？因為寳玉已經先中風死了，於是妙玉便也死了，便在三生石畔見到了先死的寶玉。
這便是指紫薇聖人於公元 2009 年的死亡，而這樣的的情節便有點像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劇情了。紫
薇聖人之死有多種説法，譬如《諸世紀》說紫薇聖人的陽壽是六十歲，《莊子》說紫薇聖人能夠活
到八十歲，還有《格蓭遺錄》說紫薇聖人永遠不死。未來會怎樣，現在還難説的很。未來可能有末
世災難，屆時人類全體死亡，文明重新開始；也有可能未來大多數人死亡，只有少數的塵世善人通
過末世審判，進入紫薇時代；還有第三種可能，便是大部份塵世之人改過自新，於是末世來臨時僅
有少數人死亡，而大多數人則能夠進入紫薇王國。此處所說便是第一種可能性；見下下頁尾。]

一獨陽，名為聖男；
一孤陰，名為聖女；
三生姻緣，共織情網。
昔，西方靈河絳珠草，
蒙受恩澤；
時，神瑛侍者，施甘露，
始延歲月。
[此處談到聖男與聖女的三段因緣。首先，在三生石畔，絳珠草曾受
憶，大觀園中續前緣， [神瑛侍者甘露水的灌溉之恩。接著，在《紅樓夢》中黛玉為寳玉銷
情難思量，
[魂斷腸。現在，他們又轉世了，成為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郝賀同
顰兒魂歸離恨天。
[與郝毓文。和雨煙雨，和的讀音同賀；雨的字形類似同；煙同烟，
他，笑飲孟婆湯，
[可以分解成‘火因’；火為赤色，或者說‘赤邑’，得郝字；《康
她，不掬美人淚，
[熙字典》：“因，同姻，女有所因也。”女字的字形類似‘文’；
和雨煙雨兩不勝，
[所因兩字共十四畫，得毓字，也是十四畫；便將郝毓文、賀同五字
天上人間一樣愁，
[拱托出來了。兩不勝，兩不辜負。一樣愁，一樣酬；酬酢，周旋；
共赴此生，為君傾城。 [便是說無論天上、地下兩人都相守在一起。為君傾城，紫薇聖人的
[妹妹淪落風塵，成為名妓。跳至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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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
我聽了一宿梵唱。
不為參悟，
只為尋你的一絲氣息。
那一月，
我轉過所有經輪。
不為超度，
只為觸摸你的指紋。
那一年，
我磕長頭擁抱塵埃。
不為朝佛，
只為貼著了你的溫暖。
那一世，
我翻遍十萬大山。
不為修來世，
只為路中與你相遇。

[聽梵唱，尋覓佛的氣息；紫薇聖人是大日如來的化身，而大日如
[來則是佛的整體；便是尋覓紫薇聖人的氣息的意思。又，聽了一
[宿梵唱也是指在墳場停了一夜；不為參悟是指不為長晤，不為長
[聚，便是短聚的意思；便是說，末世來了，親人死亡，便於那一
[夜在墳場停留，追思死者生前，作為與死者最後一次的短聚。
[經輪，是指經書；所有的經書都是佛，或者說大日如來，所寫，
[因此翻閲經書便是在觸摸紫薇聖人的指紋。又，經輪是指文章，
[便是指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超度是指超越，指紋猶言
[足跡；便是說，那一月世人閲讀紫薇聖人的著作，不只是為了超
[越自我，更上層樓，還因為他們對紫薇聖人的生平感到好奇。
[紫薇聖人便是佛，便是大日如來，因此俯地拜佛的姿勢便是貼著
[紫薇聖人的溫暖。又，磕長頭也是指可長頭，便是可以長久有活
[頭，可以長久活命的意思；保塵埃是指保塵愛，便是可以在所愛
[的塵世繼續活命的意思；便是說，只有朝拜大日如來，貼著大日
[如來的溫暖，才可以活過那一年的末世，繼續在所愛的紫薇王國
[生活。紫薇聖人的妹妹走遍千山萬水便是為了尋找紫薇聖人，與
[紫薇聖人相遇，以實現他們的宿緣。又，十萬大山也是在比喻十
[萬次的輪迴，便是指三大阿僧祇劫的轉世；便是說，如果今生這
[一世能夠遇見大日如來的話，便可以成佛，如此的話便可以不必
[再修來世了，直抵彼岸。成佛便是與大日如來的識體結成完形。

[紫薇聖人的妹妹在那一夜聽梵唱以尋覓紫薇聖人的氣息，在那一月翻閲佛經以觸摸紫薇聖人的指
紋，在那一年磕長頭以貼著紫薇聖人的溫暖，在那一世走遍天涯路以期與紫薇聖人相遇。在那一夜
世人在墳場聽梵唱，以和自己已死的親人作最後一次的短聚；在那一月世人閲讀紫薇聖人的著作，
不只是為了追求自我超越，還是因為對紫薇聖人的生涯感到好奇；在那一年世人擁抱大日如來，以
躲過末世災難；在那一世世人追尋大日如來，以期成佛，和大日如來合為一體。跳至第 38 頁。]

那一夜，
我聽了一宿梵唱。
不為參悟，
只為尋你的一絲氣息。
那一月，
我轉過所有經輪。
不為超度，
只為觸摸你的指紋。
那一年，
我磕長頭擁抱塵埃。
不為朝佛，
只為貼著了你的溫暖。
那一世，
我翻遍十萬大山。
不為修來世，
只為路中與你相遇。

[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紫薇聖
[人中風了，當晚他聽到合唱的
[聲音，由上百部的合音組成，
[像鳥叫，像蟲鳴，像魚言，像
[花語，卻還不是生物的發聲；
[之後，他便成佛了，見《塵玉
[返真》。此處的‘你’是指上
[帝，下同。所有經輪是指紫薇
[聖人專心著作；觸摸指紋是指
[尋找上帝存在的證據。擁抱塵
[埃是指紫薇聖人死而復生。翻
[遍十萬大山是指紫薇聖人遠渡
[重洋，來到美國。修來世，留洋鍍金，令‘餘生’富足。因此，
[那一世是指紫薇聖人此次的轉世，那一年是指公元 2009 年，那一
[月是指 7 月，那一日是指 12 日午夜。那年紫薇聖人貼著了上帝的
[溫暖，那月紫薇聖人觸摸了上帝的指紋，接收到上帝的訊息，那
[一夜紫薇聖人成佛了，因為紫薇聖人在這一世遇見了上帝。

第 54 之 61 頁

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最好不相見，如此便可不相戀。
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憶。
最好不相愛，如此便可不相棄。
最好不相對，如此便可不相會。
但曾相見便相知，相見何如不見時。
安得與君相訣絕，免教生死作相思。
[觀音說，她與保羅的三世姻緣已了，以後不會再與保羅同臺
演出，見本頁末的註解。於是，觀音便轉而與彌勒搭檔演
出，來到時間的前頭，演出了許多場轟動的戲碼，譬如唐明
皇與楊貴妃，毛澤東與江青，見《諸世紀》。

最好不相見，如此便可不相戀。
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憶。
最好不相愛，如此便可不相棄。
最好不相對，如此便可不相會。
但曾相見便相知，相見何如不見時。
安得與君相訣絕，免教生死作相思。
但曾相伴便相惜，相伴何如不伴時。
安得與君相訣絕，免教生死作相憶。
但曾相愛便相對，相對何如不對時。
安得與君相訣絕，免教生死作相會。
[保羅同意觀音所說，於是這對情侶便分手了。跳
至第 14 頁。]
[（接前前頁末）便是說絳珠草為了滿足上帝所編劇本的需要，只好委屈自己去當妓女了。那麼，
是聖女與聖男有約？是的，絳珠草便是觀音，她是聖女的一個分身，神瑛侍者便是保羅，他是聖男
的一個分身，因此觀音與保羅的約定便等同於聖女與聖男的約定。注意，保羅與觀音是阿彌陀佛的
左、右脅侍，他們兩人緣定三世可以理解。不過，於他們的第三次轉世，紫薇聖人最後卻喜歡上了
他的那位由普賢轉世的妻子，而紫薇聖人的妹妹則投入了紫薇聖人弟弟的懷抱，於是保羅亦即冥王
Hades 的妻子便不是觀音，而是普賢，她即冥后 Persephone，而觀音 Amphitrite 則反而成為彌勒亦
即海王 Poseidon 的妻子了。彌勒即玉帝，觀音即王母，他們兩人是夫妻，便是《金瓶梅》裏的王六
兒與韓二搗鬼。還有，根據《紅樓夢》，絳珠草生長在西方靈河岸邊，三生石畔；西方靈河是指冥
河，即忘川；在三生石畔，因此絳珠草是器官級的意識，便是觀音的某一世轉世，她那次轉世的物
理自我；因此神瑛侍者也是一個器官級的意識，便是保羅的某一世轉世，他那次轉世的物理自我，
於是本首聖女的歌便與《紅樓夢》的緣由銜接起來了。便是說，在每一次轉世結束後觀音與保羅便
會在三生石畔見面，商討下次的轉世事宜，不過在他們第三次轉世結束後，兩人已生異心，便沒有
意願再繼續轉世糾纏在一起了，便不會再在三生石畔見面共謀下世了。另外，在另一個概或世界，
即使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和好如初，探春遠嫁海外帝王，保羅與觀音也不會再在一起轉世；為什麼
呢？因為在那個世界人類文明之後毀滅了，他們即使要再去轉世也不可能！跳至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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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度繡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你空言相會，卻一去不囘。
西沉之月斜照樓臺，五更鐘聲敲響。
夢中遠別，啼哭呼喚，亦難將你留住。
思念難耐，未等墨研濃即提筆寫信。
燭光照映繡有金色翡翠鳥帷幕的半邊，
麝香氣味依稀穿透繡有芙蓉花的紗帳。
當年的劉郎已經怨恨蓬山的遙遠了，
何況你的住處還比蓬山更遠一萬倍！
金翡翠，金色的小鳥，便是指紫薇聖人的陽具；繡芙
蓉，或者說羞芙蓉，便是指紫薇聖人妹妹羞怯的陰戶；
為什麼呢？因為芙蓉出水，便是在隱射紫薇聖人妹妹小
便的地方。紫薇聖人的陽具正一半插入紫薇聖人妹妹的
陰戶裏，正在將香氣度射（麝）其中，因此燭光（燈
光）只能照映到陽具的一半。劉郎，是指劉晨。劉晨、阮肇是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中的人
物：漢明帝永平五年，會稽郡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臺山採藥，食胡麻飯，後遇兩麗質仙女，被邀
至家中，並招為婿，半載返家，人間已過七世。劉晨、阮肇是指紫薇聖人與他的弟弟，仙女是指他
們共同的妹妹，她的兩副裝扮，香菱與秋菱，見《紅樓夢醒》。蓬山是指蓬萊山，在東海，而紫薇
聖人則住在美國，這又比東海遠得多了。又，蓬山也是指女人的陰戶，陰毛長在隆起的恥骨上，像
一座長滿蓬草的山丘。便是說，紫薇聖人在國外不近女色，他已經離女人的陰戶很遠了，何況是他
妹妹的陰戶。因此，本首律詩的前兩聯是在描述紫薇聖人的妹妹，後兩聯是在描寫紫薇聖人，他們
兩人都徹夜不眠；紫薇聖人的妹妹是因為想到與紫薇聖人分離，心裏難過，才因此難以入睡，而紫
薇聖人則是想到過去與他的妹妹雲雨，心情激動，也因此同樣無法入眠。]

走赴紅塵太匆匆，遙知正命悟參中，
夢為依稀雲為遠，書被催成墨正濃；
日照半山金非最，待尋完璧玉芙蓉，
流浪伊始關山月，更渡重洋一萬重。

[紫薇聖人匆匆來到世間，正在感悟他的天命。
[他與上帝交通，即將將他的著作《全合仝亼》完
[成。紫薇聖人知道，他欲成聖還必須將聖女尋
[囘，於是便開始了他的情劫，跨海萬里長征。

[夢為依稀雲為遠，紫薇聖人自上帝處獲得的訊
息依稀朦朧，很難用語言（云）表達清楚。日
照半山金非最，待尋完璧玉芙蓉：日是指聖
男，為金，芙蓉是指聖女，為銀（玉）；聖男
與聖女都是道成的一半，只有在聖男與聖女合
體後才是完璧。山是艮卦，為成止之義，便是
指道成。在《紅樓夢》中，群芳在怡紅院行占
花名兒的酒令，黛玉所掣得的花籤是芙蓉花；
因此，玉芙蓉便是指林黛玉，便是指嫦娥，或
者說聖女。流浪伊始關山月，更渡重洋一萬
重：紫薇聖人的取經之路，關山萬里，重洋遠渡，但與明月同行。一個人類轉世了三大阿僧祇劫，
目的便是將他/她的另一半人格尋囘，之後陰陽合璧，成就佛格。看啊，聖女在月下跳舞，聖男也
在月下舞蹈，他們兩人正在互相找尋對方；之後，他們合體了，成為聖子。上圖所示在月下跳舞者
是聖女，嫦娥，而下圖在月下舞蹈者則是聖男，Aali，見《我，寵物羊二世》。跳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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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
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閑展吳山翠。
衣上酒痕詩裡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
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
[醉別西樓，醒後不復記憶。
春夢秋雲，人生聚散太容易。
月光斜照半個窗戶，我難以入睡，
便閑看畫屏上吳山的蔥翠。
衣上的酒痕和詩間的文字，
一點點，一行行，都是淒涼的含意。
紅燭雖憐惜她，卻想不出好辦法，
只能在寒夜中空自為她垂淚。
醉別西樓，醒後不復記憶：西樓，或者説西廂，西宮，
便是指女子的住處，此處是在暗指西王母，她就是觀
音，便是指紫薇聖人妹妹的住處。春夢秋雲，聚散真容
易，是指妓女生涯，生張熟魏，送舊迎新，乾淨利落，
毫無牽褂。斜月半窗是指殘月伴床，便是說一個老女人
獨自躺在床上；還少睡，是說寂寞難耐，孤枕難眠。畫屏閑展吳山翠，畫屏是指花瓶，便是在代稱
女陰，為女人的私處；吳山翠是指無山淬；山是指勃起的陽具，淬是指淬火，便是說自己的陰處火
辣辣的卻缺少了根陽具消火（閑展）。又，金陵舊屬吳地，因此此處便也是在隱射金陵十二正釵之
首，林黛玉。衣上酒痕詩裡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是說年老的妹妹已經無法吸引嫖客，便借
酒澆愁，還想起了她的哥哥，便提筆寫信給他；她一邊寫信一邊感念，美人遲暮，風華不再，自己
走到今天這個推銷無門、乏人問津的地步，不禁感慨萬千，憂傷無奈。紅燭自憐無好計，無計可
施，只好拿紅蠟燭自慰。夜寒空替人垂淚，便在冷清的孤獨中達到高潮，噴出陰精，濕了滿腿。]

昔別西樓閨中人，一簾春夢，聚散兩依依。
今月冷照異鄉客，無限相思夢中寄。
意承蒼冥書裡字，點點行行，總是宏奇意。
紅顔應憐牛郎苦，銀河星畔空垂憶。

[紫薇聖人回想往日與他的妹妹相聚，無
[限思念，而今日，相思之情只能寄托夢
[中。之後，紫薇聖人便去完成他的著作
[便希望嫦娥能夠憐憫他，與他相會。

[意承蒼冥書裡字，點點行行，總是宏奇意：蒼冥
代稱上帝，書是指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
紫薇聖人寫作的靈感來自上帝，氣象萬千，意境深
遠，這便是宏奇意。紅顔應憐牛郎苦，銀河星畔空
垂憶：紅顔是指織女，或者說聖女，牛郎是指聖
男，便是說，聖男祈求聖女，與他合體，便如同織
女星發慈悲渡過銀河來探望牛郎星一般（當然，在
《魔術師之鳥》中，牛郎追織女，這個場景，是指
地藏王追已經大去的紫薇聖人妻子）。希望嫦娥能
夠憐憫他，與他相會，也是指希望嫦娥能夠跨越夜
空（銀河星畔），時常光臨紫薇聖人的紅樓，與他
纏綿，讓他銷魂，別讓他希望落空（空垂憶）；見第 9 頁。]
[（接前頁末）本處提到了芙蓉花，便是指蓮花，便是指觀音，林黛玉，她雖然可以代稱聖女史湘
雲，不過畢竟不如直接使用史湘雲的花籤海棠花來得恰當。此處使用玉芙蓉一詞除了考慮押韻的因
素之外，還有近一步的考量：前聯以山代稱聖男，因為男性的生殖器勃起如山；至於女性的生殖
器，亦即聖女的符號，那一彎溪水，於它最好的形容詞自然當屬出水的芙蓉花。]

第 57 之 61 頁

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寒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
扁舟遠送瀟湘客。
蘆花千里霜月白，
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馮延巳
[寒水碧綠，江上是何人在吹奏玉笛？
一葉扁舟，遠送瀟湘行客。
千里蘆花，白月如霜，她表情哀傷，
明朝便與你關山遠隔。
魏晉之間，向秀與嵇康、呂安友善，康、安為司馬昭所
殺，秀經嵇康山陽舊居，聞鄰人笛聲，感懷亡友，作
《思舊賦》；唐盧照鄰《＜南陽公集＞序》：“輟斤之
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惟向秀。” 輟斤之慟，是
指失去知己的哀痛，語出《莊子·徐無鬼》：“郢人堊
（白點）慢（漫、污）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砍）
之，匠石運斤（斧）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
郢人立不失容。”因此，聞笛便是指喪友之慟。紫薇聖
人與他的妹妹互為知己，互相是對方的心上人。瀟湘行客，便是指林黛玉的客人，因為林黛玉的居
處叫做瀟湘舘。公元 1980 年暑假，紫薇聖人返臺，在瀟湘舘作客，與他的妹妹度過了一個最浪
漫、最旖旎的假期，便是俗話所說的小別勝新婚。之後，假期結束了，紫薇聖人的妹妹便與他依依
告別„。
寒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秋天來臨了，就在紫薇聖人即將返美的前夕，他們兩人來到新店‘碧
潭’，享受最後一晚的溫柔。他們兩人坐在潭水岸邊，紫薇聖人的妹妹打開紫薇聖人的褲襠，將他
的玉棒掏出，放進嘴裏吸吮。扁舟遠送瀟湘客，注意，是扁舟而不是蘭舟，前者是指雙唇，後者是
指陽具；舟字的甲骨文是 ，它直起來看它基部長有蘭草/陰毛，便是蘭舟/陰莖，倒下來看是扁舟
與槳，或者說雙唇與舌。便是說，那時由於受到場地的限制，紫薇聖人還無法將他的陽具插進他妹
妹的小穴裏，他的妹妹只好以她的嘴，還有她的舌，以上代下，‘遠送’她瀟湘舘的客人。蘆花千
里霜月白，於是紫薇聖人便將雪白如蘆花、寒（月）霜的精液噴灑在紫薇聖人妹妹的嘴中，一洩千
里。蘆花也可以近似讀成溜滑，或者說滑溜，便是指精液。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之後，便該
是紫薇聖人與他的妹妹話別的時候了；接下文。]

秋水涼，落花獨自傷飄零，
劉郎遠去千山隔。
萬里飛鴻恨來遲，
罷思量，鏡裏花容瘦奈何。
----紫薇聖人

[暑假結束了，秋天來臨，紫薇聖人返回美國，他的妹妹
[頓時成了飄零的落花，他的郎君已在千里之外。
紫薇聖人當初與他妹妹話別的地方便在這座碧潭
大橋底下。
[她每天都在盼望哥哥的來信，然而„„

[還是別去想他了，哪堪去瞧鏡裏的花容逐日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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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紫流光醉幾觴，霞飛影落戀殘陽。
漁歌乍起驚鷗鷺，客語因停待鳳凰。
萬里平湖波瀲灩，千峰古樹葉張狂。
從來夜幕多風景，玉枕清涼夢愈香。
[幾重紫光流洩？幾觴濁酒搖醉？
晚霞飛起，樹影拉長，戀戀殘陽，不捨西沉。
漁歌乍起，將鷗鷺驚飛，
客語暫歇，只因等待鳳凰降臨。
萬里平湖，水波蕩漾，
千峰古樹，枝葉張狂。
從來便是在夜幕中有更多的美景，
玉枕清涼，晚夢愈香。
重紫流光醉幾觴，霞飛影落戀殘陽：這是寫紫薇聖人晚
年的感觸；‘重’便是在對照‘微’，因此重紫便指出
了紫薇（聖人）；流光，流逝的光陰，褪去的年華；醉幾觴，多少沉迷；霞飛影落，繁華落幕；戀
殘陽，老年來到。漁歌乍起驚鷗鷺，余歌乍起驚歐陸；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一發表便將驚
動東方與西方；歐，歐洲，指西方；陸，大陸，指東方。客語因停待鳳凰，客即賓，賓字的字形若
寳；寳語既是指賈寶玉，亦即紫薇聖人，也是指他的寶貴言論，他的著作；鳳凰是指紫薇聖人的妹
妹；便是說，紫薇聖人之所以停止了他著述的動作而不去發表它，只因他在等待與他的妹妹相會。
萬里平湖波瀲灩，紫薇聖人的心境因他妹妹的到來而興起波瀾；瀲灩，水波蕩漾貌。千峰古樹葉張
狂，是指《全合仝亼》的内容，它包含許多題材，如同上千座山峰上的古樹，個個枝葉張狂。從來
夜幕多風景，夜幕是指老年；人到老年，年輕時的辛勞終於結成了甜美的果實，便是他的成熟收割
時期，因此有夕陽無限好的比喻，雖説夕陽還近黃昏，令人扼腕。玉枕清涼夢愈香，玉是指毓；枕
是指‘木冘’；木字可以變形成‘文’；冘為行貌，便是到來的意思；清涼便是在對照火熱，便是
在隱射‘赤色’；色字的字形與邑相近；‘赤邑’便是‘郝’字；‘郝毓文’是紫薇聖人妹妹的名
字；便是說，紫薇聖人妹妹的到來令紫薇聖人的美夢成真，這便是夢愈香的意思。本處所說發生在
另一個概或世界，紫薇聖人的著作雖然内容張狂驚歐陸，畢竟也還沒有完成。紫薇聖人的妹妹老年
時便是探春，見第 9 頁註解。]

紫薇星高照四方，驚起世路塵飛揚，
羽冠華服嶄頭角，魑魅魍魎俱消亡；
晚來貫通中西學，讀盡古書也張狂，
從來領軍嚴風紀，太平昌盛萬年皇。

[紫薇聖人轉世了，八方驚動，令末世塵土飛揚；
[他是美洲印地安人的真實白人兄弟，也是中國的
[道統，妖魔鬼怪，聞風喪膽；他學貫中西，道通
[古今，將建立聖潔的紫薇王國，傳世萬萬年。

[羽冠是美洲印地安人酋長的裝束；紫薇聖人是美洲印地安人真實的白人兄弟，Pahana，他將殺盡
塵世的惡人；華服是中國人的服裝，便是說紫薇聖人是中國的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孟，一脈相傳。印地安人與華人都是龍的傳人，來自天龍座。魑魅魍魎，是指邪惡的物質
文明，其内容便是酒色財氣，其手段便是坑蒙拐騙，像那樣的群體意識，骯髒而邪惡。領軍嚴風
紀，末世過後惡人絕對無法進入紫薇王國。《劉伯溫預言》：“溫曰：上末後時年，萬祖下界，千
佛臨凡，普天星斗，阿漢群真，滿天菩薩，難脫此劫，乃是未來佛（大日如來），下方傳道，天上
天下諸佛諸祖，不遇金線之路（不走彩虹戰士的路線），難躲此劫，削了果位，末後勒封，八十一
劫（有過的彩虹戰士會受到大日如來的處罰，有功的彩虹戰士會受到大日如來的獎勵）。”數字
‘八十一’除了是指《周易》中排序第八的比卦以及排序第十一的泰卦外，更是大日如來的代稱：
九九得八十一，便是在象徵九九重陽登高：九九，久久；重陽，大日；登高，上升：

紅潮落盡，白陽昇起；大哉普日，如明永來。]
第 59 之 61 頁

全合仝亼/之六/聖女之歌
落葉飄飄，心也飄飄；山高風逍遙。
天如鏡，人未老，多情兩相邀。
落葉飄飄，情也飄飄；天高雲逍遙。
憑欄望，路迢迢，花黃秋正好。
[落葉歸根，心神馳蕩，野放逍遙。
知天命，人已老，多情未相邀。
山高風逍遙是指《周易》的山風蠱卦；蠱字通冶；冶字古
時同野（逍遙）。便是說，紫薇聖人年紀漸老，有了歸根
的打算，於是地藏王便返回了九華山；他那時已經放下理
智，心馳神蕩，一年而野。天如鏡，天命映照在心鏡上，
便是指知天命；地藏王的天命是救度八難衆生，見下文。
人未老，多情兩相邀，便應該反面解讀：紫薇聖人年紀已
老，卻一直得不到妻子關愛的眼神，她的青睬；織女終於
離開牛郎而去。此處内容，見《魔術師之鳥》。
落葉歸根，情意飄蕩，娶女落空。
望八難，路迢迢，妻子的離去正值他年老之時。
天高雲逍遙是指《周易》的天風姤卦：“姤 ：女壯，勿用取（娶）女。” 勿用，便是落空（逍
遙）的意思。憑欄望，憑同凭，為‘任几’，几借用為‘八’；欄的讀音類似‘難’，便是指八難
衆生，便是說地藏王解救八難衆生的這條路還很遙遠（‘任’重道遠）。花黃，是指菊花，便是指
紫薇聖人的妻子，見第 12 頁；還有，花黃也是指花謝，便是指紫薇聖人妻子的謝世。正值秋，便
是指紫薇聖人將老未老之際，便是前文第 42 頁所說‘三看梧桐樹高幹’，當他盛年即將走過之
時，那時他已將他的著作完成，並且在網路上發表了，然而他的妻子卻死了（娶女落空）；於是紫
薇聖人便意興闌珊，有了歸根的打算，便看向他解救八難衆生的任務，那條路還長著呢！八難衆生
是指佛經所說幾乎無法超度的八類衆生，然而地藏王的任務便是超度他們，見《魔術師之鳥》，這
就是‘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這兩句偈語的要義。]

旗正縹縹，彩虹縹縹；山高水逍遙。
天如鏡，人事非，多慾無處逃。
旗正縹縹，彩霞縹縹；天高山逍遙。
憑欄望，驟雨歇，日麗風正好。

[紫薇聖人的旗幟已經升起，彩虹戰士歸隊，他們
[教導世人，解放理智；此時紫薇聖人執行末世審
[判，大地的人事全非，多慾的惡人全數死亡。
[紫薇聖人的旗幟已經升起，紫薇王國建立，紫薇
[聖人隱退；此時他看著他的塵世之路，末世災難
[已經退場，風和日麗，另一個新時代正在展開。

[縹縹，縹字同飄，亦同標；飄飄為旗幟飛揚貌；標標借用為彪彪，為顔色鮮麗貌。山高水逍遙，
是指《周易》的山水蒙卦，而蒙便是啓蒙教育的意思；便是說，紫薇聖人與彩虹戰士教導世人，要
將自己的理智野放（逍遙），便是莊子所說的一年而野。天如鏡，明鏡高懸，紫薇聖人正在執行末
世審判；人事非，末世降臨；多慾無處逃，多慾是指塵世的惡人，他們無法逃脫紫薇聖人的審判。
天高山逍遙，是指《周易》的天山遯卦，便是說，在紫薇聖人完成他的轉世使命之後，他將抛棄紫
薇王國的王位，遁世隱居。憑欄望，頻南望，便是說紫薇聖人頻頻囘顧他的塵世之路，便是退場、
回顧來時路的意思，有依依不捨的含意；紫薇聖人是上帝的入世，祂來自北極星，因此他向南望便
是望向他的塵世之路，塵世的進展道路。驟雨歇，末世災難已經停止。日麗風正好，紫薇時代來
臨，彩霞彪彪，這是一個美麗的新世界，當於紫薇聖人晚年之時（在他八十歲之後，晚霞）。日麗
是指大日如來，風正好是指樸實的民風；日出與日落的太陽光彩照射在雲層上，這些都叫做彩霞：
紫薇王國來臨是日出，紫薇聖人退場是日落。彩霞彪彪的景色，見第 38 頁的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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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一剪梅》（宋）李清照
[紅蓮花的香氣已消，涼席的功能已失，
秋天已屆，我將輕薄的羅衣收起，獨自登上蘭舟。
雲中有誰將錦書寄來？但願秋雁南歸時
能將他的書信捎來，那時月光滿照西樓。
花兀自飄零，水兀自東流，
這不但是一種相思，也是對花與水的感概那樣的閒愁。
這些相思與閒愁無法消除，
它們才下了眉頭，便又上了心頭。
紅藕香殘玉簟秋，紅藕在詩詞中是指紅蓮，也是暗指紅謳，便是指被謳歌的紅顔；紅謳也還可以借
用為紅嫗，便是指年老的紅顔；玉簟為竹席的美稱，也是在隱射紫薇聖人的妹妹。為什麼呢？因為
玉字可以借用為‘毓’；簟字可以分解成‘竹西早’；竹與草都是植物，可以相提並論；草即艸，
而‘艸西’則合成‘茜’字，便是紅色，赤，的意思；早字的字形類似阜；‘赤阜’合成‘郝’
字；除此之外，竹字也是在隱射竹簡，古時用來記載‘文’字；還有‘西早’合在一起是覃，類似
章字，便是在隱射‘文’章；因此‘郝毓文’三字便被隱托出來了，便是紫薇聖人妹妹的名字。
秋，是指暮年。因此，本文此處的意思也是：紫薇聖人的妹妹郝毓文此時已屆暮年，她那時芳華已
逝（香殘），是一位年老的紅顔，也是一位可被謳歌的紅顔；紫薇聖人的妹妹是西王母/觀音轉
世，她當然應該被謳歌。輕解羅裳，獨上蘭舟：羅裳為輕薄的絲織衣料，便是指性感清涼的衣服；
蘭舟有兩解，一是指小舟，一是指床榻；便是說，此時，紫薇聖人的妹妹不再年輕，她不再能夠吸
引尋芳客了；白天，紫薇聖人的妹妹穿著清涼性感的衣服招徠生意，現在夜已深了，嫖客都已經和
其他的年輕妓女上床了，她今晚沒有生意，便只好黯然地將羅裳褪下，獨自一人上牀去安歇。雲中
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錦書是指書信；雁字，是指鴻雁，飛行時排列成人字隊形，便
是在代稱妹妹的心上‘人’，她的哥哥紫薇聖人；月滿西樓，秋天的滿月最圓最亮，有圓滿義，因
此中國人非常注重中秋節；西樓在文學上是在代稱女子所住的閣樓；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妹妹希望
今秋鴻雁南飛時能夠將紫薇聖人的書信捎來，如果真是這樣，那便太圓滿了。花自飄零水自流，一
種相思，兩處閒愁：花兀自飄零，水兀自東流，這是一種相思，也是兩處閒愁；閒愁，關於落花與
流水的愁，便是說自己多管閒事，替落花與流水發愁。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妹妹觸景傷情，因此思
念她以前的情郎，這便是紫薇聖人妹妹的相思，她開始懷念過去的紫薇聖人，對她百般憐愛；因
此，兩處閒愁也是指紫薇聖人妹妹的感慨：花兀自飄零是感慨自己淪落風塵，那個薄命；水兀自東
流是感慨自己美人遲暮，那個無奈。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於是紫薇聖人妹妹的
相思與閒愁便無法排遣，除非她能夠從鴻雁那裏接到紫薇聖人的來信，表達重新接納她，迎娶她的
意願，讓她再沐恩寵，重裕愛河，從此找到一個溫暖的家。此處所寫是在另一個概或世界的探春。]

紅樓夢殘玉樹秋，山雨欲來，山風滿樓。
末世鼙鼓動地來，驚破繁華，多少離愁。
船自漂浮水自流，一處命運，兩種結果。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夜頭，便上日頭。
——《一剪梅》（末世）紫薇聖人

[玉樹秋是指紫薇聖人暮年的時候，那時
[紅樓劇場下檔了，末世便來了。災難來
[得太突然了，轉眼間人死樓塌。然而，
[洪水中還見諾亞方舟，將善人救起，讓
[惡人沉浮。之後紫薇王國建立，這便是
[上帝擘畫的塵世路線，人力無法改變。

[紫薇聖人居住的紅樓在美國麻州 Belmont 鎮，其字面意思是美麗的山丘，因此紫薇聖人在紅樓所
見的風雨便是山風、山雨。夜頭是指末世災難，日頭是指大日如來，便是指白陽時期，紫薇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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