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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紫薇聖人一生很少看電影，主要是因為他覺得市面上值得他花時間觀看的影片不

多。去年年底，公元 2012 年，當李安導演的這部電影‘Life of Pi’於波士頓上映

時，紫薇聖人突然心血來潮，便邀請他的妻子一同到電影院，去觀看這部當時已經

在市場被炒熱的影片，雖説紫薇聖人一向不喜歡李安的作品，因為他一貫偏重於同

性戀的題材一直讓紫薇聖人提不起興趣。回到家後，紫薇聖人覺得這部電影内幕重

重，便決定開闢一個專章，專門討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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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是 Yann Martel 於公元 2001 年發表的一部冒險幻想小説，描述

一位印度男孩 Piscine Molitor Patel，之後改名為 Pi，在太平洋海上漂流 227 天的故事，之後被導演

李安，Ang Lee，拍攝成了電影，造成票房轟動。 

 

話説加拿大作家 Yann Martel 來到印度的 Pondicherry，尋找靈感。在咖啡廳裏，作家遇見一位叫做

Mamaji 的當地老人，他告訴作家：“我有一個故事會讓你相信上帝（I have a story that will make 

you believe in God）。”於是，作家便返回加拿大的多倫多，實際採訪了故事中的少年；當然少年

現在已經成長成為一個中年男人了。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就從作家於多倫多的訪談開始切

入主題，直接以中年的 Pi 他的回憶來鋪陳故事，而不同於小說作者他主觀地陳述 Pi的遭遇。 

 

男主角的名字 Piscine Molitor Patel 來源於法國巴黎一個

同樣命名的游泳池，也被叫做 the Grands établissements 

balnéaires d'Auteuil（於 Auteuil 盛大建立的澡池），這

個‘澡池’便被本冒險小説作者 Martel 用來代稱那個盛

裝 Pi 在海上漂流的偉大‘池塘’，太平洋。然而，由

於 Piscine 這個字的發音聽起來接近英文的‘尿尿’，

Pissing，同學們取笑他，便給他取了一個‘尿尿 Patel’

的綽號；由於受不了同學取笑，他便在進入中學後改稱

自己為 Pi（即圓周率 ）了。 

 

Pi 的父親在印度 Pondicherry 地區擁有一家動物園，這樣的背景不但因此提供了 Pi 富裕、舒適的物

質生活，也使得 Pi在童年時期獲得了一些動物知識。 Pi 從小便接受了印度教的洗禮，並且在 14 歲

時，因因緣巧合，又接觸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他只想單純地敬愛上帝，便同時依附、追隨三種宗

教。他嘗試信仰這三種宗教以瞭解上帝，便發覺了這三個宗教的不同‘好處（benefits’）。 

 

之後，由於當時印度政治上的紛擾，Pi 的家人便決定賣

掉他們的動物園，移居加拿大。Pi 的家人便攜帶他們動

物園中的動物，搭乘一艘日本貨船，遠渡重洋，計劃從

印度航行至加拿大。但是，出海才不過幾天，貨船便遇

到了風暴，便沉沒了。Pi 的家人在船難中罹難。風暴過

後，Pi 發現自己與一條斑點鬣狗、一匹一足受傷的斑

馬、還有一隻猩猩，以及一頭成年 450 磅重的孟加拉虎

擠在一艘小救生艇裏。 

 

在剛開始漂流不久，Pi 親眼目睹了動物為了競爭生存而

互相殘殺的本性，鬣狗咬死了斑馬，以及猩猩，之後，

一頭藏身在帆布底下名字叫做 Richard Parker 的孟加拉

虎忽然跳出，咬死並且吃掉了鬣狗。感受到生命遭受威

脅，驚慌的 Pi 便利用一些能夠漂浮的物具，製造了一

個小的漂浮筏；他用繩子把漂浮筏與救生艇繫在一起，

然後逃到漂浮筏上。在這個人與動物共存的環境，想共

同活下去的意願，以及精神緊繃的狀況下，Pi 供給

Richard Parker 他所捕捉到的魚與收集到的淡水；他還

試著一邊吹哨子，一邊同時晃船讓 Richard Parker 暈眩來制約牠。最後，Richard Parker 習慣了 Pi 的

存在，他們從此在船上和平共存。 

 

之後，Pi 因海上陽光強烈的照射，營養不良，而暫時失明，並且由於身體虛弱的緣故，便產生了幻

覺。他聽到 Richard Parker 在和他說話；後來，他逐漸認清，和他説話者不是 Richard Parker，而是

在太平洋上另一艘救生艇上的一位法國人；他們兩人的救生艇很‘偶然’地在大海中盲目地撞上

了，於是那位法國人便登上了 Pi 的救生艇；那人說他的眼也瞎了，還說他吃了與他同船的一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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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Pi 便和那人擁抱，他因遇到同伴而高興，便說他的心與他同在；然而，法國人卻說，Pi 的肝和

肉與他同在。在法國人採取行動之時，他失足跌入船底，便被 Richard Parker 吃下肚去了。不過，

這段 Pi 與法國人在海上相遇的情節只記錄在小説裏，並沒有在電影的畫面中出現；李安其實也拍

下了 Pi 的這個遭遇，只是這些鏡頭後來又被他刪掉了；這些被剪掉的鏡頭可以在未殺青的影碟

（藍光碟）裏找到。 

 

之後，Pi 與 Richard 的船漂流至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便是一個熱帶叢林，其上有許多淡水湖，其

間棲息著有無數狐獴，雖説狐獴是沙漠動物，通常以昆蟲以及小型動物為食。上岸後，Pi 便抓起地

上的海藻，吃的津津有味，而 Richard 也撲殺了數隻狐獴，飽餐一頓。夜晚來臨，Pi 爬到樹上歇

息。此時，島上的氣氛突然轉為恐怖；Pi 從樹上向湖面張望，發現有許多死魚浮出，之後狐獴嚇得

四散奔逃，連 Richard 也倉皇逃避。Pi 將一朵‘蓮花’撥開，發現其中有一顆人齒；在小説中，Pi

總共發現了 32 顆牙齒，便是一個人類正常牙齒的總數。於是，Pi 認為那裏的海藻是酸性的，並且

是肉食性的，並且在許多年以前，有一個人類便是處於當時 Pi 的環境，卻只將他的牙齒留下，還

以為他能夠在那裏呆上一段長時間呢！ 

 

於是，第二天早晨，Pi 與 Richard Parker 便離開

了這個危機暗藏的食人島，重新返回原先的那

個令人畏懼的無邊大海。就這樣一人一虎便一

直在海上漂流，直到距海難發生 227 天後，救

生艇終於被沖上了墨西哥海岸；Richard 一躍上

岸，頭也不囘的走了。注意，227 天的意義是

22/7 ，即 22 7  3.14286，與  的正確數值

3.14159只有萬分之四的誤差。 

 

獲救後，保險公司派了兩位調查員前來採訪在醫院調養的 Pi，詢問沉船事件發生的經過。於是，Pi

便將以上的他與動物歷險的故事告訴了這兩位調查人員。聽完了 Pi 的陳述，調查人員認為 Pi 的故

事過於牽強而不可信，於是 Pi 便向他們再陳述了另外的一個故事。他說： 

 

Four of us survived. The cook and the sailor were already aboard. The cook threw me a life buoy and 

pulled me aboard and Mother held on to some bananas and made it to the lifeboat. The cook was a 

disgusting man. He ate a rat. We had food enough for weeks, but he found the rat in the first few day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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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killed it, dried it in the sun and ate it. He was such a brute, that man. But he was resourceful. It was his 

idea to build the raft to catch fish. We would have died in those first few days without him. The sailor was 

the same man who brought rice and gravy, the Buddhist. We didn't understand much of what he said, only 

that he was suffering. He had broken his leg horribly in the fall. We tried to set it best we could, but the leg 

became infected, and the cook said we had to do something or he'd die. The cook said he'd do it, but 

Mother and I had to hold the man down. And I believed him, we needed to do it. So… I kept saying, "I'm 
sorry, I'm sorry", and he just kept looking at me. His eyes were so… I'll never understand the point of that 

man suffering. I can still hear him. The happy Buddhist, he only ate rice and gravy. We didn't save him of 

course. He died. The morning after, the cook caught his first dorado and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he had 

done at first, but Mother did and I had never seen Mother so angry. "Stop whining and be happy," he said. 

"We need more food or we'll die. That was the whole point." "What was the whole point?" Mother asked. 

"You let that poor boy die in order to get bait, you monster!" The cook got furious. He started towards her 

with his fist raised, and Mother slapped him hard, right across the face. I was stunned.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kill her right there and then. But he didn't. The cook didn't stop at bait either, no. The sailor… he 

went the same way the rat went. The cook was a resourceful man. It was s week later that he… Because of 

me. Because I couldn't hold on to a stupid turtle. It slipped out of my hands and swam away. And the cook 

came up and he punched me on the side of my head and my teeth clacked and I saw stars.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hit me again, but Mother started pounding on him with her fists screaming, "Monster, monster!" 
She yelled at me to got to the raft. I thought she was going with me, or I'd never have… I didn't know why I 

didn't make her go first. I think about that every day. I jumped over and turned back just as the knife came 

out. There wasn't anything I could do. I couldn't look away. He threw her body overboard. And then the 

sharks came, and I saw what they… I saw. The next day I killed him. He didn't even fight back. He knew 

he had gone too far, even by his own standards. He left out the knife on the bench and I did to him what he 

did to the sailor. He was such an evil man, but worse still, he brought out the evil in me. I have to live with 

that. I was alone in a life boat, drifting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and I survived. 

 

我們四人倖存了。廚子與水手已經在船上。廚子丟給我一個救生圈，並將我拉至艇上。並且母親抓

著一些香蕉也抵達了救生艇。廚子是個噁心的人。他吃老鼠。我們有幾星期的食物，然而在最初幾

天，他發現了這隻老鼠便將牠殺了，在太陽下曬乾牠，並且吃牠。這人，他是如此的兇狠。然而，

他也很有見識。去建造小筏捕魚便是他的主意。要不是他我們在最初幾天便死了。水手便是同樣的

那人，一位佛教徒，他帶來了米飯與肉汁（見後文，在海難發生前 Pi 的母親在大船食堂裏與廚子

爭吵、水手前來調解的那段）。我們並不了解大多數他所說的話，只知道他正在受罪。他的那一躍

（自大船跳至救生艇）嚴重摔斷了他的一條腿。我們儘量嘗試處理好他的斷腿，然而它卻感染了。

廚子說：“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將廚子的腿鋸下），否則的話他必死。”廚子說由他動手。於是我

與母親便將這人（水手）按住。我相信他（廚子），我們必須這麼做。於是，„，我不停地說：

“對不起，對不起（Pi 以前從來就不殺生，他將這次參與手術的行為視為一個殺生行動的幫

兇）。”然而，他（水手）只是一直看著我，他的眼神是如此的„。我絕無法了解這人受苦的程

度。我現在仍能聽見他。這位快樂的佛教徒，他只吃米飯澆肉汁。當然，我們無法救他，他死了。

第二天早晨，廚子捕捉了他第一條的鯕鰍（即鬼頭刀魚），而最初我還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母

親卻知道（廚子用水手的屍體作餌捕魚）；我從未看過母親如此發怒過。他（廚子）說：“別哭哭

啼啼的，要高興才對；我們需要食物，否則的話我們會死。這便是所有的重點。”母親反問：“什

麼是所有的重點？你讓這可憐的小孩（水手）死以得到餌？你這怪物（畜牲）！”廚子被激怒了，

他開始移向她，舉起拳頭；母親用力摑他，正中他臉。我目瞪口呆，我想他即將於那時在那處殺了

她，然而他沒有。廚子並沒有因此放棄（以水手的屍體）餌魚，沒有。這水手„，步上老鼠的後塵

（被廚子吃了）。廚子是個有見識的人。一個星期之後，他„，都是因為我。由於我無法抓住一隻

蠢烏龜，牠從我雙手中滑出，逃走了。於是，廚子便過來打我，擊我臉側；我的牙齒碎了，滿頭金

星。我認為，他還會再打我，然而母親卻開始以拳頭打他，尖叫：“怪物！怪物！”她喊我，進入

筏中。我認為她隨後將與我一起走，不然的話我決不至於這麼做，„。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讓她先

走，我每天都在想這事（Pi 因為無法保護母親而自責，留下日後深痛的悔恨）。我跳過去（跳進筏

裏），回頭，看見刀光一閃。我無法做任何事。我無法將目光移開。他將她的身體抛出艇外，之後

鯊魚來到，並且我看見牠們„，我看見。第二天，我殺了他。他甚至於沒有還手。他知道，他做的

太過份了，甚至於超出了他自己的標準。他將刀留在長椅上，於是我便以他對待水手的方式對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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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廚子殺來吃了）。他是一個如此邪惡的人，卻更壞的是，他將在我之内的邪惡帶出。我必須依

賴它（邪惡）生存。我單獨在艇中，漂過太平洋，便活過來了。 

 

重點是，Pi 有沒有吃他母親。應該有，因為第一個故事所說的死亡島經歷便是在托出 Pi 吃母親的

情節。此處採用了隱喻手法，Pi 說：“他（廚子）將在我之内的邪惡帶出，我必須依賴它（邪惡）

生存。”便是說，Pi 必須邪惡，他必須吃他母親的屍體以維生，雖説那時屍體已經長蛆了，而狐

獴，Meerkats，便是在隱射蛆，Maggotes；酸湖便是在隱射 Pi 的胃，或者說鯊魚是在隱射 Pi 的

胃；胃的英文是 Stomach 與鯊魚，sharks，的拼法相近。此處的鯊魚也是在隱射 Pi 心中的邪惡，因

為無論古今中外，鯊魚一向便是殘忍、兇狠的代稱。 

 

之後，成年的 Pi 接著說： 

 

After that, they had no more questions. The investigators didn't seem to like the story, exactly, but they 

thanked me, they wished me well, and they left. 

 

之後（在聽完第二個故事之後），他們（調查人員）便不再有疑問了。調查人員似乎並不全然喜歡

這個故事，然而他們還是感激我；他們向我祝福，然後他們走了。 

 

接著，作家（Yann Martel）問道： 

 

So the stories — both the zebra and the sailor broke their leg. And the hyena killed the zebra and the 

orangutan, so the hyena is the cook, the sailor is the zebra, your mother is the orangutan, and you're the 

tiger. 
 

因此，在這（兩個）故事裏，斑馬與水手俱跌斷了腿，並且鬣狗殺死了斑馬與猩猩，因此鬣狗便是

廚子，水手便是斑馬，你的母親便是猩猩，而你則是老虎。 

 

這時，成年的 Pi 問那位作家：“你比較喜歡哪一個故事？” 那位作家說：“我比較喜歡那個有老

虎的故事。”於是成年的 Pi便說：“如此的選擇與上帝同邊（And so it goes with God）。” 

 

二分法，或者説邏輯性、因果性，是人類大腦循著腦波序列將一元資訊極化、取樣、串接的結果。

因此，二分法是人類的專利。動物不懂二分法，因為動物沒有大腦。上帝亦然，是中性的，祂不善

不惡，亦善亦惡，與動物同邊。 

 

在書中，在醫院採訪 Pi 的那兩人不是保險公司之人，而是兩位日本海洋、運輸部門裏的官員，

Tomohiro Okamoto與 Atsuro Chiba，他們探訪 Pi 的目的是調查那艘運載 Pi 家人的日本貨輪 Japanese 

Tsimtsum 在海上失事沉沒的原因。Tomohiro Okamoto 是在隱射 Tomorrow Oklahoma；Oklahoma，

俄克拉荷馬，是美國的一個州，其語源學意義是 red people，紅人；Atsuro Chiba，是在隱射 Assure 

China，擔保中國；便是說，擔保中國會成為明日的紅人，便是說末世過後，中國將成為世界的首

強（紅人），而日本則會像 Tsimtsum 號那樣，沉沒消失在太平洋中。Tsimtsum 便是在隱射

Traumatism，外傷，或者說 Dismissal，解散，便是說日本會於末世嚴重受創，乃至於在地球消失不

見，便是《推背圖》第四十五象的《頌》曰所說：“炎運宏開世界同，金烏隱匿白洋中，從此不敢

稱雄長，兵氣全消運已終。”日本長期以來以侵略他國，製造血淚為樂，從來就不知道反省，是這

個世界一等一的惡人，紫薇聖人絕不會輕饒他們；於是，於末世，他們便都得到了報應，去和太平

洋中的魚蝦作伴了。 

 

電影放映後，議論紛紛，便有了各種不同的解讀，於是一般人便比較相信一個被大家稱之為‘第三

個故事’的故事，便是說：在船難發生後，Pi 與他的母親，還有一個水手、一位廚子，逃離了沉

船，一起擠在一艘救生艇上；之後，廚子殺了水手，並且將他吃了，之後又殺了母親；這時 Pi 忍

無可忍，便將廚子殺了，並且將廚子吃了；Martel 書中所說，那位在大海中邂逅、心懷惡意的法國

人便是廚子的化身，他的屍體之後便被 Pi 吃了。在吃完廚子的屍體之後，由於長期缺乏食物，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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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耐飢餓，便將已腐爛長蛆的母親屍體，連同這些蛆，一起吃下肚去，而他在食人島所見衆多的狐

獴便是這些蛆的化身；當然，蓮花裏的牙齒便是母親的牙齒，而酸性的湖水便是他自己的胃酸。 

 

之後，還有第四個故事，認為那時在救生艇上不止有四個動物，除了老

虎、鬣狗、猩猩、斑馬之外，還有一隻老鼠，牠最後也被老虎吃掉了，在

斑馬、鬣狗、猩猩陸續被老虎吃掉之後；在老虎吃老鼠之前，老鼠便向 Pi

奔去，尋求保護，卻被 Pi 一手捉住，扔向老虎嘴邊，然後‘跐溜’一聲，

老鼠便沒了。因此，第四個故事認為，那時 Pi 一家人出國，除了父親、母

親、哥哥之外，還帶上了他的小情人，Anandi，一隻小老鼠，一起前往加

拿大；在沉船後，Anandi 也登上了救生艇，接受 Pi 的保護（向 Pi 奔

去），最後卻被 Pi（老虎）吃掉了，而食人島的那一幕便是在寫 Anandi 的

宿命，成為 Pi 胃中被消化的食物，一堆人肉，包括牙齒。不過，在 Martel

的原著中，Anandi 這個角色卻還付之闕如，無跡可尋。 

 

在了解了 Pi 的故事的梗概後，以下將討論它的細節。 

 

其實，《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這部小説背後的作者不是 Martel，也不是李安，而是上

帝；上帝將一些靈感抛給 Martel，讓 Martel 將小説創作出來，之後又添加了一些材料給李安，供他

發揮，使得他的電影外觀更加絢麗、迷離，然而 Martel 與李安卻還不知道，這部小説，或者電影，

背後的主題是什麼。因此，Pi 的冒險故事還有第五個版本，便是在隱射紫薇聖人的生涯，敍述他的

成佛過程，如同《我，寵物羊二世》那個視頻那樣。這必須從頭說起。 

 

Yann Martel，或者説 Ny Le Martan，是在隱射 Mi Le、Martian，彌勒、火星人；火星人是諾查丹瑪

斯對保羅的稱呼；李安，這兩字的漢語拼音是 Li An，便是在影射 Li Er，李耳，便是老聃的名字。

因此，《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這部著作的作者，或者說這部電影的導演，他們的名字

便是在隱射老聃、保羅、彌勒三人，或者說紫薇聖人，因為紫薇聖人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 

 

再來看小説，或者說電影，裏的主角，Pi，這個名字便是希臘字母 ，其字面意思是 little mouth，

小嘴，便是在對照大嘴，便是說紫薇聖人有一張大嘴，他將會發表恢宏的言論；這是指紫薇聖人的

著作，《全合仝亼》。再者， 是一個最為世人熟知的無理數，其數值 3.14159 26535 89793 23846 

26433 83279 50288 41971 69399... 無窮無盡，代表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其中的喻意廣

大無邊，其中的含意浩瀚無窮。 

 

Pi 的全名是 Piscine Molitor Patel。Piscine 的字面意思是 fish，魚，其聖經意義是人類的靈魂；

Molitor 是指 Monarch，獨裁者，或者說 Monitor，導師；Patel 是指 Pater，為英國學生使用的俚語，

意指 father，父親；便是說，紫薇聖人是人類靈魂的導師，他是上帝（獨裁者），是聖父。又，父

親，Father，是天主教對神職人員的稱呼，即神父，便是指保羅；魚，或者說餘，便是在對照不

足，便是指老聃，因為老聃的德行是不敢為天下先，便是不足、怯懦的意思，見《老莊新妝》；獨

裁者是指彌勒，因為彌勒的轉世大都是獨裁者，譬如羅馬帝國的第五任皇帝 Nero，中國的武則

天，唐明皇，英國的護國主 Cromwell，以及法國的拿破崙；便還是說，紫薇聖人是老聃、保羅、

彌勒合體的轉世，與 Yann Martel、李安，這兩個名字合起來的意義相同。 

 

Pi 說：“With one word, my name went from an elegant French Penis to a stinking Indian cock — I was

‘Pissing’everywhere.”以一個字，我的名字便從一根文雅的法國陰莖成為一條惡臭的印度雞巴：

我總是在各處撒尿。”Pi 從小便被同學霸淩（bully），他們故意將 Pi 名字中的 Piscine（以一個

字）唸成 Pissing，小便，因此 Pi 便與那個‘小便的傢伙’牽扯不清了；便是說，Pi 的原名 Piscine 

Molitor Patel 原是法國的一個著名游泳池，因此他便是一根文雅的法國陰莖；之後，他成了同學取

笑的對象，尿來尿去的，便是一條惡臭的印度雞巴。法國人被稱作公鷄，因為外國人認為法國人很

臭美；並且，公鷄也是陰莖的代稱，因此法國人便與陰莖連在一起了。不過，此處的文字卻是在揶

揄紫薇聖人，說他從一隻高雅的法國公鷄（an elegant French cock）變為一根惡臭的臺灣雞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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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nking Taiwan penis）。高雅，elegant，是指 eagle，老鷹，便是彌勒的名號；法國，French，是指

lion，獅子，便是老聃的名號；公鷄，cock，便是保羅的名號；印度， Indian，便是在隱射

Taiwan，臺灣。紫薇聖人進入塵世，臭名昭著，他不但與他的妹妹亂倫，還與女鬼濫交，之後化成

一縷冤死在牡丹花下的亡魂，便是一條惡臭的臺灣雞巴；在《老子》、《莊子》、《紅樓夢》、

《諸世紀》、《啓示錄》中，謾駡嘲笑紫薇聖人的文字比比皆是，不勝枚舉；紫薇聖人感嘆：“嗟

乎！余半世一覺塵世的噩夢，終於贏得了紅樓薄行的浪名，成為他日人們取笑的對象！” 

 

Pi 一直被同學稱作小便，他有意將這個不雅的外號取

消，便在  這個數值上下功夫。機會來了，學校開學

了，歷史老師讓（十二歲）的 Pi 上臺介紹自己。Pi 上臺

後說道：“我是 Piscine Molitor Patel，被你們全體認知

是„，”然後轉身在黑板上寫出‘Pi’這個字，之後繼

續説道：“Pi 是希臘字母表中第十六個字母，在數學上

也被用來代表任一圓周與它直徑的比值，那是一個擁有

無限長度的無理數，通常被四捨五入成三位數，

3.14。”便轉身將 3.14 這個數字寫在黑板上。 在返回座位後，他身後的同學小聲說道：“試得很

好，小便！（Nice try, Pissing！）”接下來是法語課，Pi 上臺以法語介紹自己的名字是‘Pi’。再

接下來是地理課，Pi 在黑板上寫下了  這個無理數前二十位的數值。該日的最後一堂課是數學課，

他便將  的數值寫滿了三個黑板，從此以後他便成了學校的傳奇人物了（school legend）。 

 

Pi 擁有優人的記憶力，這點紫薇聖人望塵莫及；紫薇聖人在讀小學三年級時連加法都不會，也不會

注音符號，同學們只會取笑他，不會尊敬他。此處便是在指出一元資訊與二元資訊的不同。一元資

訊是連續的，如同一個圓，而二元資訊則是分離的，必須以‘無限’多個位數代表一個一元資訊。

然而，在將二元智慧修足完全後，二元智慧即等同於一元智慧，或者說般若，兩者沒有差別。便是

說，上小學的紫薇聖人雖然不會背誦圓周率，像 Pi 那樣，然而長大後他還成佛了，將二元資訊修

齊了，上天下地他無所不知，成為一個圓，成就圓滿，便是此處電影的喻意。 

 

之後，同學還繼續取笑 Pi，便將 Piscine Molitor Patel 三字改稱 Pork Polish Patel，擦亮豬肉的

Patel，或者說 Pork Scratchings Patel，便是‘炸豬皮’的意思；豬肉，Pork，可作為豬的泛稱，便是

在隱射山豬（野豬），Swine，因為 Scratchings 便是磨擦的意思，也只有山豬才會在譬如樹幹上摩

擦身體；Patel 是在隱射 Peter，或者說 Peter Pan，彼得潘，這個詞時常被用來作為‘不願意長大的

小孩’的代稱。這便是在敍述童年時期的紫薇聖人，他那時的外號是‘阿山豬’，便是他的同學們

霸淩的對象，他們一邊用閩南語叫著他的外號，一邊一起追著打他。因此，紫薇聖人的處境比 Pi

更加不堪；至少，在電影中，或者小説裏，還不見同學追打 Pi 的鏡頭，或者情節。又，紫薇聖人

小時候喜歡幻想，成績是班上最後一名；他時常逃課，爬到樹上發呆，便是一個‘彼得潘’。 

 

臺灣的閩南人稱自大陸來臺的外省人為‘阿山豬’。紫薇聖人的父母來自大陸，他不會講臺語，這

便是他的原罪。臺灣的閩南人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人類，他們聚在一起時喜歡問候別人的母親，

成為他們的口頭禪，而當別人以最下流的語言問候自己的母親時，他卻還會將對方加諸自己的侮辱

當成是親熱。像這樣不知尊敬自己的母親，恬不知恥的人類，他們會數典忘祖，承認自己是倭寇的

後代，便不會讓人驚訝了。末世時，老聃第一個不會饒過他們，這是諾查丹瑪斯說的。 

 

再來看法國的大游泳池 the Grands établissements balnéaires d'Auteuil，它便是那個於 Auteuil 盛大建

立的澡池；balnéaires d'Auteuil，或者說 Ballerinas of Auteur，便是‘具有獨立風格的導演他旗下的

芭蕾舞女’的意思；獨立風格的導演是指上帝，祂是末代劇場的策劃人；芭蕾舞女是指紅樓群芳，

因為《紅樓夢》這齣戲便是上帝導演的，在末代塵世隆重上演。芭蕾舞女也是在代稱紫薇聖人的妹

妹，她化身成為 Pi 的小情人 Anandi，在李安的電影裏現身，容後討論。 

 

Pi 出生在印度南部的 Pondicherry地區。Pondicherry，或者説 Dony Pri Cher，是指 Dong Shi Zhen，

東勢鎮，為紫薇聖人出生的城市，在臺灣中部。又，Pondicherry，Pond，池塘，這個字的語源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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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 enclosed place，圈起之地；Cherry，櫻桃，這個字的語源學意義是 hymen，處女膜；因此，

Pond-i(n)-Cherry 便是指處女禁地，便是指未開發的原始森林地，便還是指東勢鎮，它是臺灣中央山

脈於中部的入口，遠離囂嚷的塵世，山明水秀，是一處世外桃源。 

 

Pi 的父親 Santosh 是一個理性的新印度人，他曾經如此說：“進步無法停止，我們所有之人必須按

著這個鼓聲的節奏前進（Progress is unstoppable. It is a drumbeat to which we all must march）。”他

讓 Pi 去親眼目睹老虎撕碎、活吞山羊的血腥過程，因此教導他‘千萬別接近老虎（Don't touch 

tigers ）’。Santosh 是在隱射 Senator，參議員，其語源學意義是 old man，老人，便是在隱射老

聃。老聃是道的提倡者，卻還擁護二元文化，令人驚訝！其實，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一元資訊

在達到極限後與二元資訊等同。便是說，老聃得道了，他提倡一元資訊的道與鼓吹二元資訊的科技

沒有區別。注意，令人類墮落的是人心，而非科技，雖説科技很容易帶來墮落，如果自己無法把持

自己的内心的話。 

 

Pi 的母親 Gita 與 Pi 的父親態度相反，柔和而慈愛，當 Pi 的父親教導 Pi 要按照（現代文明）前進的

鼓聲前進時，Pi 的母親在旁搭腔：“或許 Pi 是按照另一類的鼓聲前進（Perhaps Piscine is marching 

to a different drumbeat of progress）。”Gita，或者説 Agit(a)，是在隱射彌勒，因為彌勒之名是

Ajita，中文音譯成阿逸多；彌勒又名慈氏（Maitreya）。 

 

又，Gita 的字面意思是梵歌，尤其是指 Bhagavad Gita，薄伽梵歌，其字面意思是 The Song of The 

Lord，上帝之歌，成書於公元前 200 至 500 年，後被併入印度偉大史詩《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中，成為該書的第六章；薄伽梵歌記錄黑天（Krishna）與印度英雄 Arjuna 之間

的對話，探討人性以及生命的意義。Arjuna 被認為是無人能敵的弓箭手，地位如同西方的大力英雄

武仙座 Hercules；在《紅樓夢醒》中 Hercules 被解釋成年輕時期的紫薇聖人，而紫薇聖人的妹妹則

是武仙星座裏的女床星。關於黑天的解釋，見下文。便是說，黑天是在隱射紫薇聖人成佛之後的内

我，聖子，而 Arjuna 則是紫薇聖人的有意識，他便是中國神話《西遊記》的主角，齊天大聖孫悟

空。黑天與 Arjuna 的對話便如同《莊子·田子方》的内容：“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

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見下文解釋。薄伽梵歌被

印度教徒視為神聖，雖然是史詩的一部分，卻也被視為奧義書之一；它總共有 700 句，分成 18

章。薄伽梵歌被認為是最被西方知道的印度文典。 

 

Pi 的母親之後在那艘救生艇上化身成為猩猩，名字叫做橘子汁，Orange Juice。橘子汁乘坐一個漂

浮的香蕉島來到救生艇，四周被光暈圍繞，背後有太陽照耀，如同聖母的降臨。香蕉，banana，的

語源學意義是 nonsense，便是瞎謅的意思，便是說，橘子汁在海上乘坐香蕉‘船’前來與 Pi 相會

是一個比擬的説法，不必認真計較，便是在解釋後來的情節：那兩位日本人在聽到脫險後的 Pi 說

出‘香蕉堆（a bundle of bananas）’這樣的用詞之後，立刻質疑說道：“香蕉是不會浮在海面

的。”橘子汁與鬣狗相戰，她曾經重重地在鬣狗頭上打了一巴掌，然而卻還由於不夠兇狠的緣故，

便被鬣狗咬死了。Orange Juice 是指 original Jesus，原始的耶穌，便是指救世主彌賽亞，Messiah，

與彌勒，Maitreya，等義。耶穌並不是彌賽亞，彌勒才是，或者說由彌勒轉世的紫薇聖人才是；耶

穌是上帝派出的一艘二列槳戰艦，他來到塵世後便被魔鬼挾持了，而紫薇聖人則是上帝派出的一艘

三列槳戰艦，他將擊敗塵世魔鬼，將上帝的失土收復，見《諸世紀》。 

 

另外還必須介紹 Francis Adirubasamy，Pi 稱他為 Mamaji，便是可敬的叔叔的意思。Mamaji 介紹本

書的作者 Martel 與成年的 Pi 相見，將 Pi 在海上冒險的故事公佈，流傳於世，便猶如這個故事的催

生者。另外，Pi 的名字 Piscine Molitor Patel 也是 Mamaji 取的，地位猶如教父，或者契父。Mamaji

還教 Pi 游泳，讓日後的 Pi 於失陷在大海中時有了活命的機會。Mamaji，媽媽雞，母雞，便是在對

照公鷄，便是指保羅，這是諾查丹瑪斯對保羅的稱呼；紫薇聖人是受洗的天主教徒，他的教名便是

保羅。至此，Pi 的父親是指老聃，母親是指彌勒，契父是指保羅，便是說老聃、保羅、彌勒在合體

之後便將那位隱射紫薇聖人的 Pi 生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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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Francis Adirubasamy是指 Franchise Adore Boston，同盟者喜愛波士頓，便是紫薇聖人選擇在

波士頓居住的意思；Franchise 是指經過授權的同盟商店，便是指老聃、保羅、彌勒，他們三人在獲

得上帝授權之後結成一體（同盟），成為紫薇聖人，而紫薇聖人在離開臺灣之後，便選擇在美國的

波士頓居住。因此，Pi 的生長地印度，Indian，便是在隱射臺灣，Taiwan，而 Pi 脫險後所著陸的地

點墨西哥，Mexico，便是在隱射波士頓，Boston。 

 

除了長輩之外，再來介紹三位 Pi 的啓蒙‘老師’。Pi 在印度長大，從小接受一位印度教長老

（Hindu Pandit）的教導。紫薇聖人六歲時擧家搬到彰化八卦山底下，那裏有一座聞名的大佛像，

而紫薇聖人小時候便時常鑽到大佛像的肚子裏玩耍，看著善男信女在那裏燒香膜拜，便與佛教結了

不解之緣。因此，Hindu Pandit 是指八卦山，Ba Gua Mount 。 

 

The gods were my superheroes growing up. Hanuman, the monkey god, lifting an entire mountain to save 

his friend Lakshman. Ganesh the elephant headed, risking his life to save the honor of his mother Pārvati. 

Vishnu, the Supreme Soul. The Soul of all things. Vishnu 

sleeps, floating on the shoreless cosmic ocean, and we are the 

stuff of his dreams. 

 

這些神祇都是由我的超級英雄長成。神猴哈奴曼擧起整座

山去營救他的朋友 Lakshman。象頭神 Ganesh 為了守衛他

母親 Parvati 的名譽而使得他的生命受到威脅。毗濕奴是萬

物的靈魂，祂睡躺在無際的宇宙海上，而我們則是他夢中

的材料。 

 

為了打敗惡魔，十頭羅剎 Ravana，毗濕奴轉世成為十車王（Dasaratha）的四個兒子，Rama、

Bharata、Lakshman、Shatrughna。哥哥 Rama 具有完美的人格，善良、正直、勇敢、忠誠，並且受

到天神庇佑。Rama 與 Sita 結婚，本可以過幸福美滿的日子，卻受讒言所害，在接任王位的前一

天，被迫帶著妻子 Sita 與弟弟 Lakshman 離開王宮，隱居森林中。就這樣過了十四年，之後，惡魔

Ravana 貪圖 Sita 的美色，將她擄至楞伽城（Lanka）。Rama 接受金翅島 Garuda（迦樓羅）的建

議，與神猴哈奴曼（Hanuman）結盟，共同營救 Sita。後來，Lakshman 被 Ravana 之子 Indrajit 的毒

箭射傷，而哈奴曼為了救 Lakshman 便將整座喜馬拉雅山搬到楞伽城，因為只有山上的草藥能夠解

他身上的箭毒。之後，Rama 用神箭將魔王 Ravana 射死。於是，Rama 便將 Sita 救出，返回自己的

國家，成為國王。  

 

本故書見於古印度的史詩《羅摩耶那（Ramayana）》。毗濕奴即上帝，聖父，見下文。Rama，是

指 Mama，母親，便是指聖母，紫薇聖人便是聖母的轉世，而聖父、聖母、聖子三位一體。

Bharata，是指 Buddha，佛，便是指彌勒，因為彌勒是佛門中人。Lakshman，是指 Lao Dan，老

聃。Shatrughna，或者説 Shaahng Tru，是指 Sheng Tu，聖徒，便是指保羅。十車王，將這三個字變

形後可得‘黑天’兩字；亦即，將‘十’字變形成‘灬’，將‘車’字變形成‘里’，這便是

‘黑’字。毗濕奴，Vishnu，是聖父；黑天，Krishna，即聖子，他是聖父的分身，是聖男與聖女的

合體；聖男即聖母，因為聖母此次的轉世是男身。聖母是老聃（梵天）、保羅（那羅延天）、彌勒

（濕婆）的合體。此處便是在説明這樣的關係，卻還語焉不詳，將聖母、老聃、保羅、彌勒合在一

起，統稱為黑天的兒子。這些關係，下文還會説明。 

 

注意，聖父與聖母的識體都太龐大了，他們都無法親臨三界，只得派遣分身前來。聖父派來塵世的

分身是聖子，聖母派來塵世的分身是聖男；聖父即鴻蒙，聖子即盤古，聖母即女媧，聖男即伏羲。

還有西王母，她也無法親臨塵世，便派遣她的分身聖女來到三界，與聖男搭配談戀愛。因此，聖男

與聖女合併之後是聖子，聖母與西王母合併之後是聖父。具體地說，聖母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

體，西王母是觀音、普賢、文殊的合體，而聖父則是老聃、保羅、彌勒、觀音、普賢、文殊、地藏

王的合體，稱為亞洲的七座教堂。以道家的語言，聖父是道，為三維的概或識體；聖母、西王母是

無極，為二維的概或識體；老聃、保羅、彌勒、觀音、普賢、文殊、地藏王是太極，為一維的概或

識體。一維的概或識體能夠進入三界，而二維與三維的概或識體則無法能夠。佛家稱一維的概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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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有餘依涅槃，稱三維的概或空間為無餘依涅槃，而有餘依涅槃則還與無色天等高。無餘依涅槃

便是華嚴世界。 

 

Sita，或者說 Sister，妹妹，便是指紫薇聖人的妹妹，她就是聖女。紫薇聖人出世了，並非生於帝王

之家，於是紫薇聖人便帶著老聃與妹妹一同離開了皇宮，在山野生活。那麼，紫薇聖人為什麼不帶

保羅與彌勒同行呢？便是在強調紫薇聖人的身份，便是說紫薇聖人在臺灣轉世，而老聃則是中國

人。便是說，如果紫薇聖人在西方轉世，他便會攜帶保羅與他同行，在印度轉世，他便會攜帶彌勒

與他同行。當然，攜帶老聃同行也還另有他意，見下文。Ravana，是在隱射 Ravage，掠奪，或者 

Savage，野蠻。便是說，紫薇聖人轉世的目的乃是針對末世的野蠻人，便是去征討塵世的惡人，他

們欲望橫肆，專門掠奪他人的資產，收刮地球的資源，壓迫地球的生物，上帝已無法容忍他們了。 

 

Sita 被 Ravana 擄走，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妹妹墮落了，從林黛玉變成妙玉。Lakshman 被 Indrajit 的毒

箭射傷，Indrajit 是指 Internet，萬維網，便是指網路女妖，便是說紫薇聖人上網，瀏覽色情圖片，

被網路女鬼摸進身體，便中風了；因此，此處 Lakshman 是指 latch-man，鎖人之具，便是指紫薇聖

人的肉身，他的那副將靈魂鎖住的軀殼。十四年是在暗示（此處‘無’字）十四年，五十四年，五

十四歲，那時，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紫薇聖人的腦血管被女鬼的毒箭射中而爆裂流血了。金翅

島 Garuda，是在隱射 Guard，守衛，便是指紫薇聖人的身體意識，亦即潛意識，他隱藏在有意識之

後，猶如身體的後衛；紫薇聖人的潛意識便是《西遊記》中的飛蓬將軍豬八戒。金翅島推薦神猴哈

奴曼 Hanuman，是指紫薇聖人的有意識，便是《西遊記》中的齊天大聖孫悟空。Hanuman 便是在

隱射 How，Hoton，便是紫薇聖人的英文名字。楞伽城，Lanka，即錫蘭，是指 Lan Kan，欄檻，便

是關卡，難關的意思。那時，紫薇聖人半身癱瘓，意識模糊，命懸一線。又，錫蘭古稱獅子國，便

是在隱射文殊的坐騎青毛獅子，他於《西遊記》第三十六至四十回中將烏雞國的國王推入井中，將

他害死，之後變成他的模樣，便篡奪了他的王位；之後，唐僧師徒路經該地，原國王的亡魂前來鳴

冤，於是孫悟空便向‘太上老君’求來了‘還魂丹’，因此救活了國王，並且收服了妖怪。 

 

因此，哈奴曼為了救 Lakshman 便將整座喜馬拉雅山搬到楞伽城, 因為只有山上的草藥能夠解他身上

的箭毒，此處的哈奴曼是指孫悟空；Lakshman 是指老聃，他即太上老君；喜馬拉雅山，

himalayas，是指 Qing Mao Shi，青毛獅（子）；烏雞國的國王是指被網路女鬼害死的紫薇聖人，因

為烏雞便是指紫薇聖人那根髒兮兮的雞巴，因為前文說過‘我（紫薇聖人）的名字便從一根文雅的

法國陰莖成為一條惡臭的印度（臺灣）雞巴’。於是，經由以上的對照，《西遊記》的故事便被點

明了。又，himalayas 也是指 humiliates，丟臉，便是指紫薇聖人上網和女鬼交往因此中風一事，讓

紫薇聖人顔面盡失。老聃以‘大字軍’的名義在‘固怡欣’的網站發言，他說紫薇聖人真‘丟

臉’，讓他不得不於公元 2006 年預先讓紫薇聖人吃下仙草靈藥（還魂丹），以於未來保住他的性

命（救活國王），渡過難關（楞伽城），見《觀音的貼文》、《塵玉返真》。於是，紫薇聖人便死

而復生了，霸佔他身體的魔鬼便被（聖子）趕走了，如同青毛獅子被趕出了烏雞國一般。 

 

聖男與聖女結合，成為聖子，為聖父的分身，而聖父則是天上唯一的國王。之後，聖子便消滅了塵

世的惡人，建立紫薇王國。之後，聖子返回天上，與聖父同在。 

 

還有，Lakshman 這個名字與下文即將談到的 Lakshmi，吉祥天女，十分接近。吉祥天女即聖女，她

是黑天的妻子。Lakshman 被 Indrajit（Internet）的毒箭射傷，因此 Lakshman 也是在隱射 lusty 

man，多慾的男人，便是指紫薇聖人因性飢渴而中風一事。那麼，Lakshmi 便是在隱射多慾的女人

了。什麼？聖女是多慾的女人？沒錯，聖女不但多慾，還是世間的女魔頭，因此《啓示錄》稱她是

Jazebel，她便是巴比倫的大淫婦，The Great Whore of Babylon。因此，Sita 的墮落猶如妙玉的墜

落，便是因為 Lakshmi 是一個多慾的女人的緣故。黑天這兩字的字面意思便是魔王；魔王配魔女，

這還相當般配！ 

 

因此，Lakshman 便是指紫薇聖人的潛意識，他便是《西遊記》中的豬八戒，是個 lusty man，多慾

的男人，貪杯好色，貪逸惡勞，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那麼，Rama 便是在隱射孫悟空

了，他便是紫薇聖人的有意識，忠心耿耿，任勞任怨；Rama，或者說 Rome，羅馬，其語源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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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希臘文 ῤώμη (rhōmē)，便是 strength，力量，的意思；孫悟空會翻筋斗雲，會使七十二變，他

當然很有力量。那麼，Rama 的另外兩個弟弟 Bharata 與 Shatrughna 便是指沙和尚與白龍馬了：

Bharata 便是指 Bai Long Ma，白龍馬，Shatrughna 是指 Sha He Shang，沙和尚。因此，Rama、

Lakshman 、Shatrughna、Bharata 便是《西遊記》唐僧的四個徒弟，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白

龍馬，便是紫薇聖人身體的四個意識，有意識、潛意識、下意識、無意識，佛陀稱他們是身、心、

性、法，為《金剛經》四句偈的内容。 

 

再看下一個故事。 

 

Ganesh 的父親是濕婆，Shiva，是濕婆離家後濕婆的妻子 Parvati 幫他生的小孩。Ganesh 長的高大強

壯。有天 Parvati 正在洗澡，便叫兒子在外守護，莫讓外人闖入。這時剛好濕婆返家，見到有一個

高大英俊的小伙子站在自己家門口，誤以為是老婆所偷的漢子，心中充滿醋意，便與他打了起來。

不料，濕婆竟打不過兒子，便使用詭計，將兒子的頭砍下。後來 Parvati 告知濕婆真相，濕婆懊悔

不已，卻為時已晚。濕婆便去找毗濕奴幫忙。毗濕奴說，只要明天往他交代的方向行去，看見第一

個動物即將它的頭砍下，安裝在兒子的脖子上即可。濕婆依言去做，結果踫到的第一個動物是大

象，便將大象的頭砍下，安放在兒子身上，於是 Ganesh 便變成了象頭人身。以上 Ganesh 的故事見

於許多的《往世書》中，尤其是《梵轉往世書（Brahma Vaivarta Purana）》，它敍述得最為具體。

《往世書》在印度宗教生活中備受重視，被視為神聖典籍，以至於和兩部大史詩，《摩訶婆羅多》

與《羅摩耶那》，一起被稱為《第五吠陀》。 

 

濕婆，Shiva，與他的妻子 Parvati 的地位便猶如埃及神話中的 Seth 與 Nephthys，前者的小孩 Ganesh

便如同後者的養子 Horus，他之後成為太陽王，即聖子。Ganesh，或者說 Hagans，便是指 Horus，

或者說 Hoton，便是紫薇聖人的英文名字；注意 Shiva 與 Seth，Parvati 與 Nephthys，這些名字拼法

的相似性。又，Parvati 也是指 Prevail，流行，轉借為風流；濕婆是欲界天天王，便是在代稱性慾。

因此，書中所說‘為了守衛 Parvati 的名譽而使得他的生命受到威脅’，便是說紫薇聖人為了捍衛

他風流的名聲，因此死於性慾汎濫，便是不惜以身殉名的意思，然而所殉之名還不是高名、潔名，

而是低名、臭名；當然這是諷刺之語。象，Elephant，是指 Elegant，優雅，便是說死而復生的紫薇

聖人，亦即聖子，他風度優雅，便不像以前的那位那樣的不顧形象，聲名狼藉了。 

 

Ganesh 長鼻子、大耳朵、凸肚子的造型不禁讓人想起了《西遊記》中的豬八戒，只是豬八戒貪杯好

色的標簽還與 Ganesh 智慧聰明的標記不同，便是說豬象變色，彼豬不同此象也，一為紫薇聖人成

佛前的潛意識，一為紫薇聖人成佛之後的内我，不過也還暗諷的色彩濃厚。因此，Pi 於此處將哈奴

曼的故事與 Ganesh 放在一起，相提並論，用意便是在隱射中國的《西遊記》。因此，Pi 所接著敍

述的毗濕奴便是在隱射唐僧，而取得真經之後的唐僧便是黑天，Krishna，他便是聖父毗濕奴，

Vishnu，的化身，聖子，見下文。注意，Ganesh 與 Krishna（黑天）這兩個名字拼法的相似性。 

 

還有，英語成語‘ to see the elephant’的意思是‘be acquainted with life, gain knowledge by 

experience’，‘熟悉生活，藉由經驗獲得知識’，便是說聖子下臨塵世，體驗人類生活，熟悉人

世生涯，以獲得知識；聖子從來就沒有轉世過，這是他第一次轉世，也是他最後一次轉世。 

 

再看第三個故事。 

 

毘濕奴是印度教的最高神祇，最早出現在《梨俱吠陀》中，在《薄伽梵歌》中被稱作 Supreme 

Purusha，最高神我（cosmic man，self），祂便是上帝，大日如來，毘盧遮那（Vairocana），便是

中國的鴻蒙。 

 

不過，毘濕奴還化身無數，而一般人所認知的那位毘濕奴，他則躺在舍沙（Shesha）身上，吉祥天

女（Lakshmi）在他腳下為他按摩，肚臍長出蓮花，蓮花中生出梵天（Brahma），整幅圖像便漂浮

在牛奶海（Kshira Sagar）上。此處的毘濕奴便是黑天（Krishna），便是中國的盤古，而牛奶海則

是涅槃，蓮花則是宇宙，或者說三界。黑天吃土，他說，他的口中有宇宙，便是說黑天就像盤古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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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開闢天地，維護天地，之後還將天地關閉，等待下一個週期

再將天地打開，以 43.2 億年為一週期，往復來回，無窮無盡。這

便是目前天體力學的理論，宇宙振蕩學説（Oscillating Universe 

Theory）。以後會說，Pi 所經歷的死亡島便是黑天的化身，便是

毗濕奴躺在牛奶海上睡覺的影像，這便是書中所說‘毗濕奴是萬

物的靈魂，祂睡躺在無際的宇宙海上，而我們則是他夢中的材

料’。毗濕奴是萬物意識結合形成的終極完形，因此萬物的活

動，都包藏在毗濕奴的意識裏，猶如毗濕奴的夢境。 

 

Pi 與老虎在海上漂流，老虎就是毘濕奴，或者說黑天，雖説 Pi 還

不等同於吉祥天女，或者舍沙，或者梵天。舍沙，又稱阿難陀龍

（Ananta-Shesha），是一條千頭之蛇，便是中國的女媧，她便是

聖母，或者說聖男，而吉祥天女則是聖女，她與聖男合體後是為

毘濕奴。注意，中國的女媧人首蛇身，與印度的舍沙形象，千頭

之蛇，雷同；《說文》：“千，從十、從人。”十字也還可以變形成為人字。因此，千頭便是指人

首。又，Ananta-Shesha，也是指 Nu Wa Sheng Mu，女媧聖母，她即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地之母

Gaia，蓋亞。舍沙，或者説聖母，是一個三相神，便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老聃是無色天

王，便是梵天，他將宇宙生出；保羅是有色天王，便是遍入天，或者說那羅延天，他負責維護宇

宙；至於彌勒，他便是濕婆（Shiva），他的職責是毀滅宇宙，便是欲界天王。不過，世人現在已

經將保羅的角色與聖子，亦即黑天，毘濕奴，弄混了，稱他為宇宙的維護之主，為三相神之一。 

 

中國人說盤古開天地。盤古即是聖子。現在來看看印度神話毘濕奴開天地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薄

伽梵往世書（Bhagavata Purana）》、《毗濕奴往世書（Vishnu Purana）》、以及印度偉大史詩《摩

訶婆羅多（Mahabharata）》中都有記載。 

 

天神（Devas）和阿修羅（Asura）兩個陣營都想得到長生不老藥 Amrita。他們求助梵天

（Brahma），梵天告訴他們，同心協力攪拌牛奶海，便能如願以償，之後兩個陣營可以均分所得的

報酬。於是他們找來了七頭蛇王 Vasuki 作為繩索，並搬來了曼陀羅（Mandara）山作攪拌棒。雙方

開始攪拌這乳海，九十二位阿修羅在畫面的右邊，由魔王，十頭羅剎 Ravana，撐住一端的蛇頭；

在左邊則是八十八位天神，由猴神哈奴曼在最後拉住蛇尾（天神的首領是因陀羅，Indra。哈奴曼是

器官意識，按理說他還不夠資格被排在天神陣容裏，此處將他擺在天神之末只是象徵似地聊表其數

罷了）。持續了千年之久，在劇烈的攪拌下，蛇王

Vasuki 受不了這樣的拉扯，便吐出了毒液；如果毒液

流入宇宙，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於是梵天便請求濕

婆將毒液喝下，以拯救整個世界。為了拯救眾生，濕

婆便只好硬生生的吞下毒藥。但是這毒液的毒性實在

是太猛烈了，濕婆的脖子因此變成了藍黑色。毘濕奴

看到這樣激烈的攪拌，怕劇烈的搖晃將使曼陀羅山沈

入海底，便化身成為大海龜支撐住整個曼陀羅山，而

蛇王也把身體纏繞在曼陀羅山上。有了龜神的支撐，

加上雙方協調一致的節奏，終於使得曼陀羅山旋轉起

來，便產生了更大的波濤。毘濕奴為了讓這次的攪拌

成功，無需再繼續攪拌一千年，就坐在曼陀羅山的山頂上指揮著。終於，乳海中出現了許多（九至

十四件，説法不一）奇珍異寶（Ratnas），有很多仙女（Apsara）從乳海誕生，還有一位最美麗的

吉祥天女（Laksimi），她後來成了毘濕奴的妻子；還有月神（Chandra）、神象、神馬、神牛、法

螺、寳弓、不死花之樹，這些寶物也自乳海生出。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長生不老藥 Amrita。當藥一出

現，雙方的合作關係馬上終止，發生爭奪，最後天神陣營爭到了，便將藥喝下，成就了不死之身。 

 

本處的毘濕奴表面上是指那羅延天，其實是指上帝。天地未開之前，三界意識並不存在，此處所說

的天神、阿修羅是指他們‘未來’的意識，卻還返回過去，將自己催生而出，‘猶如’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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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子。此處的説法很‘詭異’，或者說‘荒謬’，便是說，涅槃沒有時間，未來的意識，可以返

回過去，將自己造出；便是說在涅槃存身的毘濕奴包括所有的意識，祂是三界過去、現在、未來的

整體，祂‘未來’的部份可以將‘過去’的部份生出，將宇宙創造，便是一個圓，而這樣的過程則

還徹底違反了塵世的因果定律，稱為靴帶效應（Bootstrap Effect）。天神是指毘濕奴善的部份，阿

修羅是指毘濕奴惡的部份，而毘濕奴則是中性的，不善不惡，亦善亦惡。牛奶海是指涅槃，如前所

述。曼陀羅山，是指 Man De La，慢得（必須）拉，便是指一個醖釀過程，將眼下宇宙出生前的白

洞醖釀生出。生出白洞便是一個核化（Nucleation）過程，因此是醖釀。現代天文學認為，白洞無

法自發（Spontaneously）產生，因為白洞的能量太大，無法核化。然而，在毘濕奴‘意識’的加持

下，再大的能量也能夠被聚集。因此，Mandara，是指 mandate，強制，便是說宇宙白洞是上帝強行

創造的，並非是一個自發的過程，這便是聖經《創世紀》的故事，便是為什麼‘牛奶海’必須被長

期攪拌之後宇宙才會‘蹦出’的原因。 

 

Vasuki 中文叫作修吉龍王，認為他是八大龍王之一。天神、阿修羅屬於天界，龍屬於地界。因陀羅

是欲界天善的那部份識體，即帝釋天，玉皇大帝；Ravana 是惡的那部份識體，即波旬魔王、撒旦。

因陀羅與 Ravana 的合體即濕婆。有色天與無色天則只有善沒有惡，便是小乘的道路，知二守一。

善的天神與惡的阿修羅在天上攪乳，這便是善惡分野，天人交戰；善惡之分只在三界存在，因此宇

宙的出生，那個醖釀過程，便涉及了善惡兩方陣營的成型，他們互相拉鋸，你來我往，因此壯大。

九十二位阿修羅與八十八位天神，這涉及了數字二、八、九、十的聖經意義；二是在代稱二分法，

便是指阿修羅與天神兩方；八是指復蘇或者新的開始（Resurrection or new beginnings），便是指宇

宙的形成；九是指最終狀態（Finality），便是指宇宙從無至有的完成過程；十是指完美，便是指上

帝的創世紀工作。 

 

濕婆吞毒藥，濕婆是毘濕奴欲界天那部份的識體，便是在隱射紫薇聖人的入世，他因性慾汎濫，便

中毒了，脖子染成青黑色。脖子細長的形狀便是在隱射陰莖，而陰莖變色便是指色情風波，便是在

暗示紫薇聖人與女鬼打交道之後被暗算這樣的不堪事跡。 

 

又，此處的 Vasuki 是在隱射 Vase，瓶子，便是在描述宇宙初生時的形

狀，一個白洞，其外形猶如大海中的一個漩渦，《華嚴經》稱之為蓮

花。也可以將 Vasuki 認為是在隱射 Basket，籃子，便是指宇宙封閉的外

形，其中包容萬物，便是一籃子的物的意思。便是說，毘濕奴善惡兩部

份意識在涅槃（牛奶海）中互相拉扯醖釀（曼陀羅山），於是一個宇宙

白洞（Vasuki）便形成了，之後時空膨脹，萬物生出，這便是廣義相對

論的内容，也是老子所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是指毘濕奴，一是指黑天，二是指天神（Devas）和阿修羅（Asura）

兩方，三是指三界，萬物便是指牛奶海攪拌之後所生出的奇珍異寶。奇

珍異寶，Ratnas，是指 Radiant，閃耀的，便是指宇宙的内涵，五花八門，其中有仙女，寶物，動

物，植物。仙女，Apsara，為雲霧女神，便是指虛物質，亦即在宇宙中廣泛存在的黑暗物質。寶物

是指星雲結構，便是《華嚴經》的用詞。 

 

其中還提到了 Chandra，便是指月亮，‘他’與木星將金星生出，並且還是‘二十七宿

（Nakshatras）’的丈夫。因此，此處的 Chandra 便是指天上的星星，包括太陽系的行星與地球的

衛星，月亮。附帶解釋印度的二十七宿，與中國的二十八宿不同。二十七宿又叫月亮宿度，因為月

亮繞地球的周期是 27.3 天，便是將周天 360 度平均分成 27 份，每份 13 度 20 分；27 份又被劃分為

三組，每組九份，分別由九曜主宰，便是日、月、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羅睺、計都，

稱為九執（Graha），見《紫計躔餘》；三組便是提婆（Deva）、羅刹（Rakshasa）、人界

（Mahushya），猶如道家所說的天、地、人三才。 

 

吉祥天女便是聖女，她後來成了毘濕奴的妻子；此處的毘濕奴是指舍沙，便是指聖男，而聖男與聖

女的合體便是毘濕奴。不死之藥被天神服下，因此天神‘應該’是不死的，不過也還不盡然，因為

後來天神受到聖哲 Durvasa 詛咒，他們不會很快就死，而是慢慢死去。因此，無論是天神還是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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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這些三界靈體他們統統會死，如果他們不去轉世的話。因此，只有涅槃識體才能夠永恒存在，

不必轉世。三界靈體在三界表象（Representation），擁有一個虛物質形式，被一個薄膜囊套包裹，

賽斯稱之為組織膠囊（Tissue Capsule）。然而這個膠囊並非是完全封閉的，還有所謂的滲透現象

（Bleeding Through），使得封閉在膠囊内的虛物質會逐漸漏失，成為飄蕩在宇宙中的黑暗物質。

因此，如果神明不去轉世的話，他遲早會消失不見，無影無蹤。一個天人轉世，基督教稱之為天使

的墮落。所有人類的内我都是天人，他必須不停地轉世，以維持他的存在，這便是輪迴的必然性，

除非他能夠跨越彼岸，成為涅槃識體。 

 

再來談 Durvasa 的詛咒。因陀羅（Indra）是天神的首領。話説因陀羅有天遇見了聖哲 Durvasa，他

獻給因陀羅一個花環（Garland）。因陀羅接受了，便將花環懸褂在他所騎乘大象的長鼻上，不過

大象卻將花環丟擲在地上。這激怒了 Durvasa，便詛咒天神，他們的能力、能量、好運將會逐漸消

逝（bereft），與時遞減；這便是虛物質通過組織膠囊的滲透現象，使得天神難逃必死的厄運。

Durvasa 便是在隱射 debase，便是降低（bereft）的意思；又，聖哲是指聖人，Durvasa 是指 Zi 

Wei，紫薇，便是說紫薇聖人將會將神人必死的原因公諸於世，雖説他們還‘欺騙’了阿修羅，偷

喝了不死之藥，Amrita。 

 

不過，以上衆仙‘攪拌乳海（churning milk ocean）’的故事也還另有所指，便是在隱射佛祖傳下

的修真秘訣，能夠令修道完成，長生不死，便是莊子所說的真人之道，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這

便是不死藥。因此，不死藥，Amrita，便是在隱射 Arahant，阿羅漢，與真人等義。前文說過，天

神和阿修羅是在代稱二分法，而最後只有天神獲得了不死藥，便是捨阿修羅而就天神的意思，這便

是莊子的真人之道，知二守一。真人的修煉在脊椎，或者說督脈，便是莊子所說的‘緣督以為

經’，廣成子的‘我守其一，以處其和’，便是捨任脈而就督脈的意思，為小乘之道。因此，衆仙

以曼陀羅山攪拌乳海，這就是‘氣走督脈’，因為‘氣’便是指乳海，‘走’便是攪拌義，而‘督

脈’，Du Mai，或者說 Maidu，則與曼陀羅山的英文 Mandara 拼法相近。 七頭蛇王 Vasuki，是在

隱射 Ji Zhui，脊椎，而脊椎也還一節一節的（共三十二節），與蛇的骨格構造相同。另外，七頭蛇

王，Qi Tou She Wang，便是在隱射 Zi Wei Sheng Ren，紫薇聖人，便是是說紫薇聖人以後永生不

死，成為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的真人，便是《格蓭遺錄》所說的延年益壽東方朔。 

 

網路有一幅廣為流傳的練氣圖，其上提有字句：“折開隱閉天仙

訣，得視嘎嘎笑；垂露源頭佛祖機，存行步步真。”這首詩詞的作

者不知是誰，圖畫的來源亦不見説明，或說出自明神宗時的柳華陽

真人，卻還無從驗證。這幅圖畫以及其内的文字實乃佛陀所傳，與

印度古老文獻毗濕奴開闢天地的記載相呼應。‘折開隱閉天仙訣’

便是將任督兩脈的聯結拆開，只守督脈，不理任脈，這便是小乘的

阿羅漢之道，莊子稱之為‘真’人的修‘行’，因此詩文的最後一

句是‘存行步步真’。接著，‘垂露源頭佛祖機，得視嘎嘎笑’，

源頭是指深入太陽穴内部的基底核，老子稱之為橐蘥（風箱），而

垂露便是風箱鼓氣下行的意思；佛祖機一方面是指風箱所吹出的真

人之氣，一方面是在暗示本文的真實作者，他便是佛祖，因為平凡

庸俗的人類是不可能洞徹如此深奧離奇的玄機的；嘎嘎笑，當下行

之氣來到脊椎的尾端時便看見了或者男人的陽具，或者女人的陰

戶，而那兩個東西可是非禮勿視耶！便笑而不語了。又，得視嘎嘎

笑的漢語拼音是 de shi ga ga xiao；將這幾個字母的次序稍作變動，

可得 gaagxioe ishad，便是在隱射 ganglion impar，奇神經節，便是

在代稱尾椎，或者說長強穴，這便是真人的修煉之道。因此，在上

圖中，任督兩脈便被兩個圓圈分開了；上圓圈代表丘腦，或者說基

底核，便是說，氣從丘腦出，經過基底核那個風箱，在經過下丘

腦、小腦、腦幹之後，吹向脊椎，或者說督脈，然後終止於尾椎，

便是圖中所畫的下圓圈。至於任脈，則不去管它。關於真人修行更

進一步的説明，以及天人的修行，見《塵玉返真》。 

奇神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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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天主教神父 Martin 教導了 Pi 上帝的真愛；上帝珍愛世人，親自派下祂自己的

兒子進入世間，承受痛苦，以救贖世人。Martin 是指 Martian，火星人，便是在隱射保羅，因為諾

查丹瑪斯一向稱保羅為火星。紫薇聖人出生於天主教家庭，小學三年級時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

保羅，Paul，而前文說的 Mamaji 便也是指紫薇聖人的教父，與此處的 Mardin 神父意義相同。 

 

Pi 十二歲時拜訪親戚。在山上，出於無聊，Pi 的哥哥 Ravi 便慫恿 Pi 進入一座教堂偷喝聖水。之後

遇見神父，Pi 無話找話，問道：“為什麼一個上帝會這麼做？為什麼祂送下祂自己的兒子為一般人

的罪惡受罪？（Why would a god do that? Why would he send his own son to suffer for the sins of 

ordinary people?）”神父微笑，説道：“因為祂愛我們。上帝讓祂自己接近我們，人類，因此我們

能了解祂。我們不能夠了解上帝祂所有的完美，然而我們能夠了解上帝的兒子，他所受的罪，如同

我們願意為兄弟之罪贖罪一般（Because He loves us. God made Himself approachable to us - human - 

so we could understand Him. We can't understand God in all His perfection, but we can understand God's 

son and His suffering as we would a brother's）。” 

 

之後，鏡頭轉至多倫多，成人 Pi 家中的飯廳，他對作家 Yann Martel 說道：“這多沒意義。犧牲無

辜者以贖回有罪者的罪惡？這是什麼樣的愛！（That made no sense. Sacrificing the innocent to atone 

for the sins of the guilty? What kind of love is that?）” 

 

成人 Pi 的所說便是紫薇聖人向上帝提出的抗議！紫薇聖人來到塵世，他受盡委屈，百般痛苦，原

來是在代人受過！紫薇聖人以前從來就沒有轉世過，他不欠任何人因果，然而世人卻還百般淩虐於

他，讓他在塵世行走到處碰壁，形單影隻，寸步難行。他不指望他自己能夠成為人間的鳳凰，吃香

喝辣，然而，至少，他也還不願意成為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到最後，紫薇聖人的眼也瞎了，耳

也聾了，腿也瘸了，手也癱了，全身都是病，都是痛，眼瞼發炎，牙齦發炎，尿道發炎，全身的關

節發炎（痛風），還有胃痛，糖尿病，天天過敏，時時感冒，上帝卻在一旁吹風，儘說好聽的，什

麼聖子，什麼神人，什麼德人，什麼福人，什麼水不能淹，什麼火不能燒，那樣的風涼話；雖然目

前大火還沒有將他燒焦，大水還沒能將他淹死，然而，難道他喜歡一天到晚泡在水深火熱的鍋爐中

嗎？祂在紫薇背後督促紫薇聖人幫他寫書，晝夜鞭策，不得休息，最後再來一句：“我愛世人，我

讓我的兒子替你們贖罪！”這公平麼？這是什麼樣子的愛！莊子在《寓言》中說： 

 

莊子家境貧窮，前往監河侯處借貸糧食。監河侯說道：“好的。我馬上便會徵收到稅金；等我拿到

稅金之後，我將借給你三百金。這樣可以不？”莊子憤怒地變了臉色，説道：“我昨天到你這裡

來，途中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環顧四周，發現在一個車輪壓出的坑窪裏有一條鯽魚。我問鯽

魚：“鯽魚呀，你叫我做什麼？”鯽魚説道：“我乃是東海的生靈。君有沒有斗升之水可讓我活

命？”我說：“好的。我將南遊至吳越見當地的龍王。我將邀西江之水來迎接你。這樣可以不？”

鯽魚憤怒地變了臉色，説道：“我失去了我正常的生活條件。我已經快活不下去了。我只要得到斗

升之水便可以活命。君現在這麼說，那麼你還不如趁早到賣乾魚的市場裏尋我﹗”” 

 

是的，上帝只會唱高調，因為吃苦受罪的不是他，是他的兒子！ 

 

Pi 繼續問神父：“如果上帝是如此的完美，而我們不是，那麼祂為什麼要將我們製造成這樣？祂為

什麼還全然需要我們？（If God is so perfect and we're not, why would He want to create all this? Why 

does He need us at all?）”神父回答：“你所必須知道的全部是：上帝是如此的喜歡這個世界，因此

他給出他唯一的兒子。這個兒子教導我們，要互相友愛„（All you have to know is that He loves us.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This Son taught us to love one another...）”之後，

成人 Pi 便說：“我愈聽神父説，我便變得愈喜歡這個上帝的兒子了（The more I listened to the priest, 

the more I came to like this Son of God）。” 

 

人類本來是挺幸福快樂的，住在伊甸園裏，只不過後來人類被蛇教壞了，吃了善惡樹的果實。於

是，上帝派下紫薇聖人，要他帶領人類重返伊甸園。於是，紫薇聖人來了，又走了，他原諒了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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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人，他寬恕了那些曾經欺負他的壞人，也將上帝的道宣揚開了，他將上帝的理講明白了，„。

現在，他想說的是：“連我都能夠友愛你們，難道你們相互之間還不能夠友愛你們自己嗎？” 

 

那麼，蛇是誰？他們便是現在的歐美人，那些自以為比別人高一等的印歐民族，《可蘭經》與《聖

經》都稱他們是蛆（Magogs，maggots）。印歐民族的皮膚蒼白，像蛆那樣，並且蛆蠕動的樣子也

和蛇差不多。在本次文明之前，地球上還曾經有過亞特蘭蒂斯文明與 Mu 文明，他們愛好和平，都

發展了燦爛的文化，便是賽斯所說地球的第三個與第四個古文明。後來，‘意外’發生了，地球發

生了核爆炸，於是亞特蘭蒂斯文明與 Mu 文明便都滅亡了；這些事跡的來龍去脈，見《保羅•所羅

門的讀文》。之後，大洋洲與 Mu 大陸便沉沒了，於是海平面上升，洪水汎濫，於是地球上的人類

便都幾乎死光了。不過，也還有一些人類幸存下來，便是現在地球上的閃族人（阿拉伯人、猶太

人）與華夏族人（包括美洲的印第安人），他們分別是亞特蘭蒂斯人與 Mu 人的子孫。此外還有黑

人，他們是地球的原住民，是地球第一次文明的後代，一直在地球居住，斷斷續續的，文明的腳步

停滯不前。另外還有高加索人，亦即所謂的印歐民族，他們是地球第三次文明的後代，是為 Thule

文明。印歐民族物欲旺盛，侵略性強，便是所謂的逐臭之夫，像蛆那樣，便是他們將善良的地球環

境改觀的，令閃族人、華夏人、黑人改變了習性，近墨則黑，便造成了近代文明的腐臭，便將末世

帶來了。因此，北美洲的 Hopi 族人留下了古老的傳説：於末世，他們的真實白人兄弟 Pahana 將返

回地球，執行末世審判，將邪惡的假白人（印歐人）逐出地球。南師古稱紫薇聖人是大白，因此紫

薇聖人是真實白人，至於印歐人只是穿著白色的皮膚，而他們的靈魂則是烏黑惡臭。 

 

因此，閃族人是亞特蘭蒂斯人的子孫，他們來自天狼星，那裏是賽斯的故鄉，至於印歐人則是

Thule人的後代，他們來自半人馬座  星（南門二）其中的比鄰星（Proxima Centauri）；另外，地

球上的黃人來自天龍星座，源於 Mu 文明，而黑人則是地球的原住民，源於地球的第一次古文明

（發生在距今二億六千萬年前）。地球的第二次古文明盧曼尼亞人（發生在八千萬年前）沒有後

代，而如果說有的話，他們便是那些在澳洲一度傳説的精靈 Mimi 了。其實，地球是所有‘人類’

的故鄉，亦即所有的外星人他們的祖先都是從地球移民出去的，便都是地球第一次古文明的後代。

因此，地球上的人類能夠通婚，能夠混血，這就不足為奇了。關於人類的發生，人種的遷徙，見

《塵玉返真》、《楚門劇場》、《保羅•所羅門的讀文》、《賽斯的演説》、《諸世紀》。 

 

還有伊斯蘭教的 Satish Kumar 先生，他教導 Pi 祈禱，以整個身體祈禱，在毛氊上不停的膜拜，直

到自己的禱詞傳達至上帝耳中。當 Pi 離開 Kumar 先生的小禮拜堂時，他說： 

 

Thank you Vishnu, for introducing me to Christ. — I came to faith through Hinduism, and I found God's 

love through Christ. But God wa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and so it was he 
introduced himself again. This time by the name of Allah. — Allāhu Akbar. My Arabic was never very 

good, but the sound and feel of the words brought me closer to God. In performing salah, the ground I 

touched became holy ground, and I found a feeling of serenity and brotherhood. 

 

謝謝你，毗濕奴，介紹基督給我；經由印度教我得到信仰，卻從

基督發現了愛。然而，上帝於我並未結束。上帝以神秘的方式工

作，因此，便是祂再度介紹祂自己，此次，名叫阿拉，Allah。

我的阿拉伯文從來就不好，然而這些字的發音與感觸卻將我帶至

離上帝更近。禮拜時，我所碰及的地面變成神聖，我發現平靜與

手足般的感覺。 

 

毗濕奴 Vishnu，基督 Christ，阿拉 Allah 都是指聖父，上帝。手足般的感覺是指完形，Gestalt，便

是與上帝聯結的意思，成為上帝的一部份。上帝便是所有意識所結成的終極完形；當自己感知到上

帝時，自己便能夠感知到上帝中的所有意識，這些意識便是自己的手足。因此，手足般的感覺便是

指中國人所說的‘天’人合一，印度人所說的‘梵天’合一；此處的天，或者說梵天，是指上帝，

而不是指它們的一般義，亦即七年而天成，成就補特伽羅位，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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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uddenly felt I was in heaven. [...]. Whereas before the road, the sea, the trees, the air, the sun all spoke 

differently to me, now they spoke one language of unity. [...]. I felt like the centre of a small circle 

coinciding with the centre of a much larger one. Atman met Allah.  

 

我突然覺得我是在天上。„。以前，道路、大海、樹木、空氣、太陽，它們都以不同的語言和我交

談，而如今它們的語言變成一致。„。我感到一個小圓的中心與一個大圓的圓心重合了：靈魂遇見

了阿拉。 

 

Satish Kumar 是指 Satisfied Comer：Satisfied 可以解釋成已完成的，已證道的；Comer 一般解釋成即

將前來者，並且是指會帶來成功與希望的那個來者，便是指紫薇聖人於‘未來’所悟的道，便是說

紫薇聖人於公元 2009 年證道了，他完成了，satisfied，於是便與上帝相遇，這就是‘我感到一個小

圓的中心與一個大圓的圓心重合了：靈魂遇見了阿拉’這兩句話的意思。 

 

因此，此處所說的 Kumar 先生不止是指伊斯蘭教的教長（Imam）譬如馬赫迪，或者譬如道教與波

斯教的教主老聃與密特拉，或者譬如天主教與佛教的長老保羅與彌勒，也是指世界任何宗教的領

袖，因為上帝是大圓，而所有的宗教則是小圓，都被大圓包括，並且上帝還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是

所有宗教的中心信仰。 

 

不過，《啓示錄》說的很明白，在末世，地球上所有的宗教都已被魔鬼竊據了，而上帝則被趕出了

教堂。因此，在教堂裏祈禱絕對無法見到上帝，那只不過是讓你更親近魔鬼罷了。現在的塵世宗教

都建立在二分法上，都希望上帝能夠接納自己，賜福給自己，處罰自己的敵人，降災給自己的對

手。上帝遠遠不是這樣，因為上帝不是二分法，所有訴諸於文字語言的祈禱都無法接近上帝。因

此，此處所寫，關於 Pi 的祈禱以及遇見阿拉，並不是指他在伊斯蘭教堂裏敬拜阿拉，而是在寫紫

薇聖人於他年輕時遙見他將於未來成佛，與上帝結成一體，這便是《霓裳七月》的内容： 

 

那一夜，我聽了一宿梵唱。不為參悟，只為尋你（上帝）的一絲氣息。  

那一月，我轉過所有經輪。不為超度，只為觸摸你（上帝）的指紋。 

那一年，我磕長頭擁抱塵埃。不為朝佛，只為貼著了你（上帝）的溫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萬大山。不為修來世，只為路中與你（上帝）相遇。 

 

那天，Martin 神父，印度教長老，Kumar 先生，他們與 Pi 在街上不期然地相遇了。這是一個熱鬧的

場面，也是一個尷尬的局面，顯得突兀，並且滑稽。他們爭相拉攏 Pi，硬逼他說出他心中的想法，

想要聽他親口說出他只信他們所各自那方的宗教，因為他們認為三教是無法統一的，只有自己這方

才是唯一的真理。父親附和他們的説法，雖説也還不認為同時信仰三個宗教是罪惡。這時，母親愛

憐的用手肘輕碰 Pi，柔聲問道：“嗯，Piscine，你對這個想法有沒有感觸？”此時，Pi 突然脫口説

道：“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實的，我只是想愛上帝。” 

 

“All religions are true. I just want to love God。” 

 

是的，紫薇聖人是三教合一，他是三教所共同的救世主，天主教、印度教、囘教，或者說基督教、

佛教、道教，因為上帝是唯一的，不因宗教的不同而不同。這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原始’宗教，而

不是指現在世間所見那些已經被魔鬼竊據了的宗教，見《啓示錄》。 

 

還必須説明另一位 Satish Kumar 先生，他是 Pi 的生物老師。這位 Kumar 先生告訴 Pi，科學與宗教

一樣，由美妙（wonder）與信仰（faith）構成，認為只有科學才能夠破除宗教的黑暗；雖説這位

Kumar 先生有些偏執，然而他的熱忱卻也足以影響 Pi 面對宗教的未知，期許智能的挑戰，迎向未

來最後的成功。 

 

因此，這位 Kumar 先生也是來自未來，與先前的那位伊斯蘭教長一般。紫薇聖人在高中畢業後極

度崇拜科學，考大學填寫志願時一口氣連寫了十三個物理系，最後他進入清華大學的物理系就讀。

大學畢業後，他出國留學，也還無時無刻不將心思放在真理的追求上，他想要獲得真理，他想要知



全合仝坊/之十五 

 

第 19 之 45 頁 

道一切問題的答案：人到底是什麼？生命是什麼？意識的本質是什麼？生命的本源在哪裏？如何

來？如何去？就這樣，他忙碌了一生，也追尋了一輩子，終於在他年老時得到了解答。於是，紫薇

聖人成佛了，他見到了上帝，知道了所有事的真相，便反過頭來教導幼年時期的紫薇聖人，亦即少

年時期的 Pi，在 Martel 的書中，以及李安的電影裏，化身成為來自未來的 Kumar 先生，亦即伊斯

蘭教教長以及 Pi 的生物老師，一同啓發年幼時期的紫薇聖人。 

 

亦即，科學與宗教是不衝突的，二元資訊與一元資訊是相容的，卻還必須等到人類心智那個二元智

慧發展完全之後才能夠見到這個相容。因此，釋迦牟尼是依靠打坐冥想，發展他的一元般若以成

佛，而紫薇聖人則是倚靠研究科學，發展他的二元智慧以成佛，雖説道路不同，終點卻還沒有兩

樣，都成就了圓滿，獲得了真理，真知，永恒。 

 

Satish Kumar 是指 Seth Mi Le，賽斯、彌勒；賽斯是老聃的内我，他來自天狼星，見《楚門劇場

（Life of Truman）》。因此，加上前文的 Martin 神父，老聃、保羅、彌勒的名字便被拱托出來

了，而紫薇聖人則是他們三人合體的轉世。 

 

Pi 有一位哥哥，名字叫 Ravi。Ravi 活潑、開朗，與 Pi 嚴肅的態度形成對比。Ravi 喜歡在英語課上

折紙飛機來射，曾經揶揄 Pi，說他星期四去當地的神殿，星期五到清真寺，星期六來猶太廟，星期

天上教堂，因此他的餘生還剩下三個宗教可供他信仰，將他一週内剩下的三天填滿。 

 

那時，作者 Yann Martel 便問成年的 Pi：“因此，我猜想你也信猶太教。”那時，成年的 Pi 是如此

回答的：“哦，嗯，我確實是在大學教 Kabbalah 這門課。為什麼不是？信仰便是一個有許多房間

的房屋（Oh, well, I do teach a course on the Kabbalah at the University. And why not? Faith is a house 

with many rooms）。”  

 

Kabbalah，或者說 Cabala，便是中世紀的猶太神秘學。其實，此處 Kabbalah 或者說 Kab Balah，便

是在隱射道家與祆教。為什麼呢？因為 Kab 是指 Dao，道，或者 Cab，馬車，而馬車便是在道

（路）上行走；Balah 是在隱射 Black，黑暗，便是在對照光明，便是指波斯的拜火教，亦即明教， 

祆教。因此，紫薇聖人是老聃、保羅、彌勒、馬赫迪、密特拉的合體，是道教、基督教、佛教、囘

教、祆教的共同教主。馬赫迪即普賢，密特拉即觀音。 

 

在成年 Pi 說出‘信仰便是一個有許多房間的房屋’之後，作家便接著問道：“卻沒有懷疑的房間/

空間（But no room for doubt）？”成年 Pi 回答：“有許多，每層樓都有。懷疑是有用的，它令信

仰成為一個生動之物。畢竟，你無法知道你信仰的強度，直到它被測試了（Plenty. On every floor. 

Doubt is useful. It keeps faith a living thing. After all, you can't know the strength of your faith until it's 

been tested）。” 

 

紫薇聖人便是這樣，他一直懷疑他的身份。在剛開始知道他就是紫薇聖人時，他立刻將他的這個不

現實的‘猜測’推翻了。人家紫薇聖人乃是轉輪聖王，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哪像自己，一天到晚挾

緊尾巴，忍氣吞聲，任人宰割。後來，他發覺，他能夠與上帝即時對話；每當自己有疑問時，他便

將自己的疑問寫在他的著作《全合仝亼》裏，上帝便會‘立刻’回答他的疑問，以書面的方式，出

現在他所正在閲讀、編篡的上帝文集中。於是，紫薇聖人便不再疑惑了，因為這無法是自己唯心的

一廂情願，因此擁有了堅定的物質基礎，這讓他信仰堅定，便不再懷疑了。《佛說古來世時經》： 

 

佛言：“當來之世，人當長命，壽八萬歲。此閻浮利，人民熾盛，五穀豐賤，人聚落居，雞鳴相聞

聲，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都有三病，老、疾、大小，便有所思求。爾時，有王，號曰為珂，主四

天下，為轉輪聖王，治以正法，自然七寳：金輪、白象、紺馬、明珠、玉女之婦、藏臣、兵臣。王

有千子，勇猛多力，姿容殊勝、降伏他兵。治四天下，不加鞭杖，刀刄不施，行以正法，人民安

隱。王有大車，皆七寳成，其輪千輻，高三十二丈，其車甚高，威光巍巍，在上舉旛。令一切布施

衆生，飯食衣被，牀卧車乗，香華燈火，供養沙門道人，及貧窮者。惠施訖，竟以家之信，棄國捐

王，捨家學道，行作沙門。”（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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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來之世’，是指紫薇盛世。‘壽八萬歲’，《說文》：“八，別也。”別萬歲便是分辨萬歲的

意思，便是說未來人類的壽命與萬歲相去不遠；賽斯說，紫薇時代一開始，人類的壽命便可達到千

歲，之後向萬歲奔去。‘閻浮利’，南閻浮提，即南贍部洲，便是指地球。‘人民熾盛’，生命光

彩多姿，便是在對照末世人類的醉生夢死。‘五穀豐賤’，五穀豐收，價格便宜。‘人聚落居，雞

鳴相聞聲’，便是老子所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治理萬人的法律不得其用），使

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不相往來’。‘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

未來人類的壽命極長，因此他們的青春期便延後了。‘都有三病，老、疾、大小，便有所思求’，

此處的‘有’解作‘無’，便是道家語言；大小是指二分法；便是說未來人類不再有衰老、疾病、

二分法之病，因此他們便沒了欲求。‘有王，號曰為珂’，《說文》：“珂，玉也。”便是指甄

（真）寳玉，即在末世行走的紫薇聖人；又，珂也是指‘可王’，便是說紫薇聖人可以王（四）天

下，成為上帝的代言人。‘主四天下’，東名弗婆提，西名拘邪尼，南名閻浮提，北名郁單越，此

四天下居須彌山四面住也，見《長阿含經》。‘為轉輪聖王，治以正法’，紫薇聖人為轉輪聖王。

‘自然七寳：金輪、白象、紺馬、明珠、玉女之婦、藏臣、兵臣’，金輪，是指老聃，他的外號是

（金毛）獅子，象徵發光的太陽；白象，是指保羅，他的外號是白犀牛，如同白象；紺馬，黑紅色

的馬，是指彌勒，因為彌勒的皮膚暗淡，並且勒為停‘馬’的動作；明珠，是指普賢，她轉世成為

紫薇聖人的妻子，詹倩；明珠為亮麗義，喻美女，即是‘倩’字的本義；玉女之婦、是指觀音，她

轉世成為紫薇聖人的妹妹，郝毓文；玉為‘毓’的諧音；藏臣，是指地藏王，他是紫薇聖人的外

我，藏而不顯；兵臣，是指文殊，她轉世成為紫薇聖人的女兒，小白 Joan，她以武力建立紫薇王

國。紫薇聖人猶如歷史上古羅馬帝國的凱撒大帝，或者中國周朝的周文王，而小白則如同屋大維、

周武王；凱撒大帝、周文王奠定羅馬帝國、周王朝的基礎，而屋大維、周武王則將帝國、王朝建

立。觀音即密特拉，普賢即馬赫迪，文殊即大衛王。《啓示錄》稱紫薇聖人的七寳為亞洲的七座教

堂，它們便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圍繞北極星，上帝，旋轉。‘王有千子，勇猛多力，姿容殊勝、降

伏他兵’，這是指彩虹戰士，他們將協助紫薇聖人建立紫薇王

國。‘治四天下，不加鞭杖，刀刄不施，行以正法，人民安

隱’，紫薇聖人無為而治，不王而王。‘王有大車，皆七寳

成，其輪千輻，高三十二丈，其車甚高，威光巍巍，在上舉

旛’，紫薇聖人道成歸山，乘坐七寳大車而去。七寳即北斗七

星，為天帝紫薇星的御車，停在紫薇垣左、右城牆門外。《史

記•天官書》： “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三十

二，是在隱射《周易》排列第三十二位的‘雷風恆’卦，便是

說紫薇王國的國祚連綿不斷，永恒不絕。‘令一切布施衆生，

飯食衣被，牀卧車乗，香華燈火，供養沙門道人（出家人），

及貧窮者’，紫薇時代是大同世界來臨，人人溫飽長壽，家家幸福快樂。‘惠施訖，竟以家之信，

棄國捐王，捨家學道，行作沙門’，這是指紫薇聖人的外我，地藏王；在紫薇聖人的内我聖子離開

塵世後，地藏王仍然留在人間，因為他要渡空地獄。家之信，手足之信，地藏王視全體人類為他的

手足，大家是一家人。 

 

（接前文）時族姓子，所以慕道，下其鬚髮，身被法衣，獲于無上淨修梵行究竟佛教，現在自然成

六神通，生死為斷，所作已辦，了名色本。爾時，賢者比丘，在會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長跪

叉手，白世尊曰：“我當來世，當為珂王乎？主四天下，自然七寳，而有千子，治以正法，廣施一

切，出家學道，成無著慧耶？” （接下文） 

 

‘時族姓子，所以慕道’，族，同簇；《正字通》：“簇，小竹叢生也。” 《說文》：“木，冒

也。冒地而生。”因此，叢生的小竹便是‘木’，它們冒地而生；木，是植物的總稱；姓‘木

子’，是指姓‘李’，他是彩虹戰士的成員，因此是‘族姓子’，便是同族男子的意思；彩虹戰士

便是紫薇聖人的同族；慕道，因此有‘洪志’；因此李洪志三字便被隱托出來了。‘下其鬚髮，身

被法衣’，剔除（下其）鬚髮，表示沒有煩惱；身披法衣，以釋迦的傳人自居；李洪志是張良轉

世，因此有可觀之處。‘獲于無上淨修梵行究竟佛教，現在自然成六神通，生死為斷，所作已辦，

了名色本’，李洪志道行高深；六神通是指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天足通、宿命通、漏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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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通、天耳通是莊子所說的二年而從，他心通是三年而通，天足通是四年而物，宿命通是六年而

鬼入，漏盡通是七年而天成，因此李洪志已經達成了天人的修為，擁有天人合一的道行，便是佛家

所說的補特迦羅，南師古稱他為白眉將軍。‘生死為斷，所作已辦，了名色本’，李洪志已經斷絕

生死，塵務已辦，名色已了；李洪志已修成了阿羅漢果，便是莊子所說的真人，八年而不知死、不

知生（斷絕生死），他已自輪迴畢業（塵務已辦），已看破物質名色的假相。不過，很不幸，李洪

志這次入世再度被塵世的名利假象桎梏住了，便成為一名庸俗的木匠，成天忙著為自己建蓋豪華的

大屋，見《格蓭遺錄》。之後，李洪志從衆而起，向佛陀詢問，他是否就是末世的那位轉輪聖王。

無著慧，無相般若。 

 

（接前文）於是世尊訶詰比丘：“咄，愚癡子，當以一生究成道德，而反更求？周旋生死，言我來

世為轉輪聖王，貪於七寳，千子勇猛，然後入道？”佛告比丘：“汝當來世得為珂王，主四天下，

廣施一切，出家成道？”佛告比丘：“後來世人，其命增長八萬歲，當有世尊號曰彌勒如來、至

眞、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如我今也。天上

天下諸天梵釋，沙門梵志，莫不歸伏，從受道教。普說法化，上中下善，分別其義；淨修梵行，普

興道化，猶如我今也。其清淨教，流布天上天下，莫不承受，其比丘衆無央數千。”（接下文） 

 

佛陀告訴李洪志說：“呸！愚妄小子！你轉世後應該勤修道德，卻還敢有所奢求？你問我，你是否

能夠入世成為轉輪聖王，僥倖（貪）擁有七寳，勇猛千子，然後入歸於道？你問我，你是否能夠於

來世成為珂王，入主四天下，廣施一切，之後出家成道？我告訴你吧！當未來的世人其命增長到八

萬歲時，應當有世尊號稱彌勒如來、至眞、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

人師、號佛、世尊，便像我現在這樣。那時，天上、天下、諸天、梵天、帝釋天、沙門（佛教僧

尼）、梵志（外道出家人），莫不歸伏，從他接受教導。他普說大法之化，令上、中、下之善，分

別其義（彩虹戰士為上善，紫薇子民為中善，其他為下善，便是惡的意思；分別其義是指末世審

判）；他淨修梵行（清淨之行為梵行），普興道化，便像我現在這樣。他清淨的教化，流布天上天

下，無不承受；他的信徒無數。佛的十個稱號是：1.如來、2.應供（至眞）、3.正遍知（等正

覺）、4.明行足（明行成為）、5.善逝、6.世間解、7.無上調御丈夫（無上士道法御)、8.天人師、9.

佛（號佛）、10.世尊；比丘衆，是指追隨紫薇聖人修行的僧衆，便是指他的信徒；無央數千，便

是無窮多個數千，便是無數的意思。李洪志癡愚的認為，他就是紫薇聖人；他篡改生日與佛陀同

天，並且在網上說，他的座車在道路行駛，從來都是一路綠燈，因為其他的車輛必得讓他先行。 

 

（接前文）爾時，賢者彌勒處其會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是

的），世尊，（是否）我當來世人壽八萬歲時，當為彌勒如來、至眞、等正覺，教化天上、天下，

如今佛耶（如同當時的佛陀）？”於是，世尊讃彌勒曰：“善哉，善哉，乃施柔順、廣大之慈，欲

救無數無極之衆，乃興斯意，欲為當來一切唱導（欲為

來世一切衆生的導師），亦如我今也（也還如同當時的

佛陀）。汝當來世，即當成佛，號曰彌勒如來、至眞、

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

天人師、號佛、世尊。”於時，賢者阿難持扇侍佛。佛

告阿難，取金縷織成衣來，當賜彌勒比丘。阿難受教，

即徃（往）取，奉授世尊。世尊取已，便與彌勒，謂彌

勒言：“取是法衣，以施衆僧，所以者何？諸如來、至

眞、等正覺，於世間，人多所饒（獲）益，救以至

德。”彌勒即以奉衆僧。 

 

佛陀明確告訴彌勒，他將於未來的末世成佛。佛授彌勒

金縷織成衣，彌勒再將它佈施眾僧。據《賢愚經》，第

十二，所載，金縷衣為佛姨母‘大愛道’親手所織，贈

之於佛，佛用以佈施僧衆，而今文則說，佛母贈佛的金

縷衣被佛贈給彌勒，而彌勒再轉贈諸僧衆，義同，尚有

承傳、一脈相傳義。佛贈彌勒金縷衣？是的，紫薇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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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曾恩蒙佛陀親自相贈金輝霞浴，令紫薇聖人茅塞頓開，便是一件金縷衣；之後，紫薇聖人便將佛

陀的教化輾轉織進他的著作《全合仝亼》中，佈施衆生：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曾經碰到生命的低潮，彷徨，困惑，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趁著暑假，他

便報名參加了大專暑期佛學研習班的講座。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正式接觸佛教，面對著浩瀚如海的佛

法典籍，耳聞法師模棱兩可的深奧言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本來就已經不太肯定的靈魂便不禁

更為失落了。難道自己缺乏慧根，難以救藥？於是他便更加用功，廢寢忘食，希冀自己亦能够得道

成佛，蓮花妙諦，早證菩提。 

 

那天夜裏，他得到了佛陀的指引。夢中，不知怎的來到了一個醫院的停屍間。進門以後，只見兩排

屍體縱向排列，白色的床單覆蓋著隆起卻寂然不動的屍身，詭異，莫名。從屍體之間的通道走過，

來到盡頭，那一扇關閉的鐵門却自動開啓。走了進去，裏面是個山洞，而開啓的門扉卻又自動關

閉。無奈，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前行，只覺得陰風撲面，不寒而慄。此時，鬼哭神嚎，磷光飛舞，伸

手不見五指，他只能夠左脚高，右脚低地憑靠感覺，顛簸前進。 

 

又是盡頭，又有一道鐵門擋道。來到鐵門之前，鐵門自動開啓，於是便繼續前行，鐵門又自動關

閉。此時，山洞變得比較寬敞，景象雖說不若之前恐怖，並且不再如此黑暗，然而四周卻還靜悄悄

的，一片死寂。之後，再走到盡頭，又踫到一道鐵門，鐵門開了又關，便進入了一間石室。這間石

室十分廣大，大約是在山腹之中，其間七零八落地散坐著一屋子的石像，面向各個方向，到處坐

落。倏然，室內大放光明：一種光，是的，一種地球上見不到的光，金黃色的，非常亮，卻不刺

眼，也找不到光源的所在位置；光是從四面八方均勻地曬落下來，沒有陰影，也沒有亮點，把石室

中的景物映照得清晰可見，纖髮立辨。這個時候，石像活了起來，變為羅漢身，站起，步行走到石

室中央，聚集在如來石像之前，排列成一個四乘四的方陣，盤膝再坐下。接著，如來聖駕降臨，滿

室梵唱，寂靜祥寧。 

 

如來開口發聲：“阿同，你過來。”佛祖有令，於是趨身向前；但見慈眉藹目，現於眼前。佛說：

“世間佛法，不可相信；佛在汝心，不必外求。”聞斯言，如棒喝，頓覺悟，猛回頭，石室驟暗，

羅漢又變為石像。 

 

於是，邁步循著原路回轉，内心一片光明。於是，再經過原來的三道鐵門，再經過原先的兩個山

洞，第一個山洞還不怎樣，第二個山洞則還鬼哭神嚎依舊，磷光飛舞仍然，然而此時卻與來時不

同，心中已然了無怯意，便昂首前行，不再感惑。鐵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就這樣他便再度回到

了原來的停屍間，在穿過排列整齊的屍體之後，終於走出了醫院門外。立於太陽光耀中，處在熙攘

人群裏，朗朗乾坤，恍若隔世。 

 

睡夢於是醒轉，全身已被汗水濕透。於是收拾起擺在桌上的佛經，從此以後便再也沒有翻閱它們。

當然，第二天也就沒有繼續參加大專暑期佛學研習班的講座了。 

 

紫薇聖人於夢中進入的那間佛光照耀的石室便是一件金縷衣，它保護紫薇聖人不受魔鬼傷害。可以

這麼說，世間‘所有’關於佛經的註解都是錯誤的，都是魔鬼言論；要不是因為佛陀親自指點紫薇

聖人，要他遠離已被魔鬼盤踞的佛教經典，他肯定會跌

入魔鬼所設計的陷阱裏，永世無法翻身。紫薇聖人便牢

記佛陀的教導，一生不去碰觸世間的佛教經典，直到紫

薇聖人成佛，有了足夠的免疫能力之後，他才無惑的翻

看佛書，便也無懼魔鬼的誘惑、誤導（舞蹈）了。還

有，紫薇聖人夢中的遭遇，那些鐵門、山洞，便出現在

《我、寵物羊二世》的視頻裏；至於這些符號的象徵意

義，亦即空間等列點的意義，見《塵玉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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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聖人在夢中進入的停屍間是意識的 A-1 層次，便是一般所說的陰間。之後那個恐怖的山洞便是

意識的 A-2 層次，便是通常所說的地府，那裏鬼哭神嚎，令人畏懼。再之後的山洞是意識的 A-3 層

次，便是三界中的欲界天，而紫薇聖人與佛陀相遇的那個石室便是意識的 A-4 層次，有色天。有色

天通常被用來作爲聚會的場所，譬如賽斯的演説實際上便是在有色天進行的。《大日經》：“如是

我聞：一時，薄伽梵住如來加持，廣大金剛法界宮，一切持金剛者皆悉集會。” 薄伽梵是指大日

如來。《大日經疏》：“法界者，廣大金剛智體也。此智體者，所謂如來實相智身，以加持故，即

是真實功德所莊嚴處；妙住之境，心王所都，故曰宮也。此宮是古佛成菩提處，所謂摩醯首羅天

宮。《釋論》云：“第四禪，五種（阿）那含住處，名淨居天。過是以往，有十住菩薩住處，亦名

淨居，號曰‘大自在天王’是也。”今此宗明義，以自在加持，神心所宅，故名曰‘自在天王宮’

也。謂隨如來有應之處，無非此宮，不獨在三界之表也（畢竟大自在天是在有色天的最高處）。” 

 

有色天的四禪天有九天，最上面的五重天稱為五淨居天，為三果阿那含的住處，也是十住菩薩的住

處。淨居天的最高處為色究竟天，即摩醯首羅天宮的所在處，便是紫薇聖人與佛陀的相見之處。摩

醯首羅天即大自在天王，即韋紐天、那羅延天。 

 

Ravi 還在背後議論 Mamaji，說他是魚臉，並且胸部太大，腿太短。魚臉是指一個人嘬嘴瞪眼那樣

的表情，就像是一隻發怒的公鷄，而前文則說過，Mamaji 便是公鷄，並且還身體大，腿短。 

 

在沉船的那晚，Pi 聽到了聲響，便出外察看；他本想喚醒 Ravi 與他一同外出，最後卻沒這麼做，

以至於沉船後 Ravi 葬身海底，這讓 Pi 抱憾終身。Pi 為了這事不停的自責，書中便數度敍述他的懊

悔，Pi 甚至於將自己比作《創世紀》第四章中的 Cain；Cain 是亞當的長子，他謀殺了他的弟弟

Abel，之後被逐出故土。 

 

Ravi 其實是死於天災，不能夠怪 Pi，他大可不必自

責。然而，這個事件卻還另有所指，便是指紫薇聖人出

國以後，便將林黛玉迫死了，令賈寶玉後悔一輩子。因

此，Ravi 的真實身份是紫薇聖人的妹妹，因為 Ravi 這

個名字便是在暗示 revise，修改，便是說 Ravi 的身份必

須修改，從紫薇聖人的哥哥修改成妹妹。紫薇聖人沒有

哥哥，只有一個妹妹，而妹妹的位置便與哥哥相對，不

但長幼相對，連性別也相對，這就是修改的意思。因

此，Pi 與 Ravi 的母親 Gita 便向他們解釋蓮花的意義，

便是在透露，Ravi，亦即紫薇聖人的妹妹，便是觀音轉

世，因為觀音的標誌便是蓮花，她被稱作九蓮觀音。 

 

接著來看 Pi 的小情人 Anandi。Anandi 這個字便是在隱射 amend，這還是修改的意思；便是說

Anandi 的小情人身份必須被修改，修改成 Pi 的妹妹，如此的話，Anandi 其實就是 Ravi，他們兩人

是二實一，因此 Pi 的海上歷險故事，以後的劇情，那些詭異的情節，便可以理解了，見下文。 

 

那麼，為什麼 Anandi 便是 Ravi 呢？Anandi 是個舞女，她在神殿前起舞，與上帝（毗濕奴）溝通。

Anandi 的舞姿妙曼，Pi 因此問她，為什麼她的舞藝與眾不同，Anandi 回答，因為她參悟了‘林中

的蓮花’。Pi 再問，什麼是林中的蓮花，Anandi 沒有回答。其實，林中的蓮花便是指 Pi 流落食人

島的遭遇，那些數怵目驚心的鏡頭，容後再談。因此，Anandi 便是蓮花，便是觀音。又，Anandi，

或者說 Ananda，的字面意思是完美的祝福。紫薇聖人已經將他的妹妹封為天后了，她是天上天下

最尊貴的女人，這就是 Ananda，‘完美的祝福’，的實質意義。紫薇聖人的妹妹即是聖女，亦即

吉祥天女，她便毗濕奴的妻子；她還是 Sita，便是 Rama 的妻子。 

 

注意下頁右邊兩個圖案的相似性，都是在描繪‘小船’在‘大海’漂流的景象，左邊是老虎在太平

洋漂泊，Pi 在旁陪伴，而右邊則是毗濕奴/黑天在牛奶海中漂蕩，吉祥天女在旁陪伴。因此，電影

與小説中的老虎便是毗濕奴/黑天的化身，雖説 Pi 還不等同於吉祥天女以及舍沙；電影與小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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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是在隱射紫薇聖

人的有意識，他便

是《西遊記》中的

齊天大聖孫悟空，

《楚門劇場》中的

楚門。因此，老虎

便是《西遊記》中

的唐僧，他在取得

真經後便成就了佛

的果位，是為旃檀

功德佛，便是在代稱聖子。唐僧赴西天所取得的如來真經即紫薇聖人的著作《全合仝亼》，便是功

德一件，將萬古流芳；旃檀即檀香，為流芳義，這便是唐僧佛號的意義。《西遊記》中的如來即毗

盧遮那、毗濕奴，大日如來，聖父，祂不但收服了潑猴孫悟空，也還是真經，《全合仝亼》，的真

實作者。觀音尋唐僧赴西天取經，有聖女尋聖男成就佛果義；西天是指崑崙山，有涅槃義、成佛

義，見《塵玉返真》、《紅樓夢醒》。 

 

還有，電影中 Pi 在食人島上，在貌似蓮花的果實裏發現了‘一顆’人類

的牙齒，這個畫面與毗濕奴的肚臍長出一莖蓮花，其上長出梵天的圖案何

其相似，便説明了食人島便是毗濕奴，或者說黑天，的化身。牙齒，

Tooth，或者說 Dent，為凹陷義，便是指肚臍，Navel，因此蓮花便從毗濕

奴的肚臍處長出。又，牙齒的形狀如同按鈕，button，這個字不但是在隱

射肚臍，其俗名是 belly button，也是在隱射 Brahma，梵天。 還有，牙

齒，tooth，或者說 teeth，是在隱射 teach，為啓蒙義，便是自矇矓狀態轉為明朗的意思，這便是梵

天的工作，因此被稱作創造之神。 

 

電影一開始一片漆黑，這是黑天（Krishna）的現

身，他就是聖子，盤古。之後，便出現了一場盛大

華麗的印度節慶典，為印度的排燈節（Dipavali），

是印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便是在崇拜、供奉

毗濕奴的妻子，吉祥天女（Lakshmi），她於末世化

身成為紫薇聖人的妹妹（還有妻子、女兒），便是

李安電影中的 Anandi，她之後在食人島上被 Pi 吃下

肚去了。又，前文介紹的 Rama 與他的妹妹 Sita 便也

是毗濕奴與吉祥天女，亦即聖男與聖女，的化身。

排燈節上還出現了猴子的身影，便是印度人崇拜的神猴哈努曼（Hanuman），便是《西遊記》中的

孫悟空。孫悟空也在 Martel 的小説與李安的電影中出現，便是那位擁有人形的 Pi，便是在影射在末

世行走的紫薇聖人。至於小説與電影中出現的那頭兇猛的老虎，則是唐僧，便是舍沙，或者說聖

男，之後成為聖子，或者說黑天，Krishna。 

 

還有，在 Pi 剛發現教堂時，群山之外，雲海之中，

便浮現出一個遠處山體，其形象與之後出現、躺在

海洋中的食人島一模一樣。這個山、島影像便是在

隱射毗濕奴，或者說黑天，他便是那位躺在牛奶海

（涅槃）裏，將天地萬物造出的宇宙之父，上帝。

一般認為，毗濕奴的膚色是藍色的，也有人認為是

綠色的，這便是山、島的顔色：山是藍色的，島是

綠色的。毗濕奴在雲海中看著 Pi 進入了教堂。Pi 在

教堂偷喝聖水；在教義中聖水就是基督的血，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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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示紫薇聖人來到世間將為世人流血，便將基督教的教義托出了。之後，Pi 還撫摸毗濕奴神像，

說道：“毗濕奴，感謝你介紹基督給我。”正好與雲海中的山巒剪影呼應。毗濕奴躺在海中，便如

同 Pi 與老虎乘坐救生艇在太平洋漂流，這兩個畫面互相呼應，如前所述。 

 

Pi 在海中曾經看見母親的影像，一般認

為是 Pi 在思念他的母親。然而，寓意尚

不止於此，因為母親的影像之後改變

了，成為 Anandi，並且轉為模糊，同時

畫面上還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東西，貌似

在一個啤酒桶中露出了一截碩大的‘熱

狗’，以及一條手臂，似乎握著一個

（折斷的）棒狀物。這不禁讓人想起了

《我，寵物羊二世》中的畫面，一個斷

落的自由女神手臂，以及火炬、火焰。

在《我，寵物羊二世》中，火炬的把柄

轉變成一根陰莖，火焰轉變成一個蛋，

而火炬的底座部份則轉變成為一條盤旋

的蛇。此處的轉變便還不同；那條‘熱

狗’便是自由女神的火焰，火焰的底座

便是那個啤酒桶，而火焰的把柄則還仍

舊握在自由女神手中。其實，那根熱狗

便是紫薇聖人的（半截）陰莖，啤酒桶

便是紫薇聖人的陰囊， 

而另外半截陰莖則還仍然握在手中；紫薇聖人上網尋歡，遭受女鬼暗算，於是他的陰莖便折斷了，

如同自由女神的手臂折斷掉落地面一般。此時，紫薇聖人的妹妹，Anandi，便只能夠隔著海洋注視

這一幕悲劇的發生，愛莫能助。紫薇聖人遠離他的妹妹，寂寞難耐，便只能夠自己動手解決自己的

性慾；如果 Anandi 在他身邊的話，他決不至於淪落到以意淫的方式尋求發洩如此不堪的地步，如

此的話他的陰莖便不至於折斷，他便不至於中風了。 

 

在探討 Pi 在海中的冒險故事之前，先介紹成年的 Pi 於加拿大多倫多的妻子與兒、女，Meena Patel

與 Nikhil Patel、Usha Patel。Meena Patel 是在隱射 Mu Dan Petal；Mu Dan 是牡丹兩字的漢語拼音；

Petal 便是花、花瓣的意思；便是說，紫薇聖人來到美國後（Pi 來到加拿大後）便與薛寳釵結婚

了；在《紅樓夢》中，薛寳釵掣得的花簽便是牡丹花。 

 

Nikhil 暱稱 Nick，他是 Pi 的大兒子，喜歡打籃球。Nikhil Patel 是指 Nickel Pattern，如鎳般的模

式；鎳的顔色似銅，卻比銅便宜多了，因此最不值錢的硬幣便是以鎳鑄造的，便是不值錢的代稱。

又，Nick(-name)，便是親暱的意思；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女兒雖然以後會貴為紫薇王國的女王，她

親愛她的子民，卻還不值錢，親自紡紗耕種，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巧姐那樣。Nikhil 暱稱 Nick。 

 

Usha 是 Pi 的小女兒，害羞並且挺膩人的。Usha Patel 是指 Ishmael，他是

亞伯拉罕與 Hagar 的兒子（庶生長子），後來被亞伯拉罕趕出門外，幾乎

在沙漠中渴死，後被上帝救下。在《創世紀》中，Hagar 是在隱射紫薇聖

人的妻子，Ishmael 則有兩層意義，他既是指聖子，也是指紫薇聖人的女

兒，便如同夏朝的國君夏后啓，以及埃及的太陽神 Horus 那樣，他們都是

紫薇聖人的後代，可以是指肉身的後代，也可以是指靈體的後代（聖母生

聖子）。不過，此處 Usha Patel 所隱射的 Ishmael 則只是指紫薇聖人的肉體

後代，便是指紫薇聖人的女兒。又，Usha 也是在隱射 Shah，便是波斯語

的君王，便是說紫薇聖人的女兒將來會成為紫薇王國的女王。因此，Usha

與 Nikhil 實為一人，便如同本故事中 Anandi 與 Ravi 實為一人，《紅樓

夢》中賈蘭與賈巧姐實為一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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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便可以進入 Martel 與李安所說的那個 Pi 的冒險故事裏了。先介紹第一個故事中的‘四’種

動物。先說斑馬，Grant’s Zebra。Grant’s 是在隱射 Grand，為盛大義；斑馬的英文 Zebra 便是在隱

射 Alpha，為希臘字母表中第一個字母，便是在隱射三界天排列第一的無色天天王，老聃，他是梵

天，這便是盛大義。又，斑馬的漢語拼音 Ban Ma 也是在隱射 Lao Dan，老聃。斑馬在躍入救生艇

時跌斷了腿，因此在《紅樓夢》中，老聃便化身成為一個跛腳道人（渺渺真人），便是在隱射中風

後的紫薇聖人；中風後，紫薇聖人曾經一度癱瘓的身體雖然基本上復原了，卻還左腿有些乏力，便

是瘸了一腿的意思。還有，老聃是中國人，因此在第二個故事裏老聃便變身成為一個臺灣水手；臺

灣水手，便是紫薇聖人的謔稱，因為水手，sailor，或者說 seaman，便是指耽溺物欲之人，因為

sea，海洋，的聖經意義是物欲；紫薇聖人耽溺物欲，因此中風死亡。在斑馬跳進救生艇前，水手

在失事的船上用漢語大喊“斑馬！斑馬！”，這也是一個水手與斑馬對應的線索。斑馬後來被鬣狗

咬死，之後被老虎吃掉，而廚子則將臺灣水手的斷腿鋸下，用它的肉做魚餌，至於那位慈祥的母親

她所能做的事便是遞水給他喝，看著他最後無助的死去。 

 

在船難發生前，在船上食堂吃飯時，母親因為是素食主義者，想跟廚子換成全素的餐點，被廚子拒

絕了，他指著桌上的食物，説道：“要素食嗎？這母牛在牠的肝被烹調前是吃素的，這些豬在被製

成臘腸前也是吃素的（Vegetarian？the cow that produced this liver was vegetarian, the pigs that went 

into these sausages were vegetarian）。”之後便引起了父親的不滿，險些與廚子大打出手。這時，

這位臺灣水手（老聃）便跑來勸架，同時安撫這一家人，說道：“嗨，我是個快樂的佛教徒，因此

我拌肉汁吃飯。在船上，肉汁不算肉，只算是調味品。同意嗎？試試看（Hello, I am happy Buddhist, 

so I eat rice next to gravy. On ship, gravy is not meat. Is taste. Okay? You try）。” 

 

在母親（彌勒）眼中，葷食與素食完全不同，這是常人觀點；在廚子（保羅）眼中，素食與葷食雖

有區別，卻還勉強自己不去區別，這是小乘觀點，知二守一；在水手（老聃）眼中，素食與葷食雖

有區別，卻還自然而然地不去區別，這便是大乘觀點，沒有分別心，齊物玄同。因此，常人的觀點

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便是神秀所說的： 

 

“身如菩提樹，心若明鏡台，時常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小乘的觀點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便是慧能所說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至於大乘的觀點，返璞歸真，他仍然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於是紫薇聖人便說： 

 

“菩提本是樹，明鏡亦心台，常在塵埃中，光明不減還。” 

 

因此，老聃雖説是‘道’家始祖，卻還是一個快樂的‘佛’教徒，這個說法便可以理解了：因為老

聃是大乘，在他心中佛與道沒有分別；還有，老聃便是‘梵’天，他因此是佛教徒。保羅是聖徒，

至純至潔，因此是小乘。至於彌勒，他是人間最偉大的帝王，打遍天下無敵手，因此是無能勝。 

 

救生艇中的猩猩，Orangutan，或者說橘子汁，Orange Juice，便是指 Pi 的母親，如前所述。

Orangutan，或者說 Nron Aguta，是指 Iron Ajita，鋼鐵阿逸多；阿逸多是彌勒之名 Ajita 的中文音

譯；彌勒的外號是無能勝，因此是鋼鐵。又，猩猩的皮膚是黑色的，與彌勒的膚色相同。因此，Pi

的母親便是彌勒化身，他們都是印度人。 

 

救生艇中的斑點鬣狗，Spotted Hyena，或者説法國廚子，是個狠角色，牠將斑馬、猩猩咬死了，他

將水手、母親殺死了，雖説鬣狗與廚子都是保羅的化身，而保羅則是溫和的聖徒。溫和的極限便是

兇狠，以此來看難怪保羅會如此兇殘了。Spotted Hyena 或者說 Hyen Aspotted 是指 René Descartes，

便是迪卡耳的法國名字，他是法國的科學家/哲學家，因此是個法國‘廚子’；廚子，Cook，的語

源學意義是 ripen, digest, turn over in the mind，在心中翻炒、消化、使成熟，這便是科學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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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迪卡耳便是保羅的轉世。還有，廚子，cook，是指 cock，公鷄，而諾查丹瑪斯便稱保羅為

公鷄。Ravi 嘲笑 Mamaji 長的像公鷄，因為 Mamaji 便是保羅的化身，與法國廚子的出處相同。 

 

鬣狗將斑馬、猩猩咬死，最後老虎將鬣狗、斑馬、猩猩全都吃下肚去，這些事件的發生雖然血腥，

卻只是在説明一件事，那便是：老虎是鬣狗、斑馬、猩猩的合體，也就是說老虎便是聖母，她是老

聃、保羅、彌勒的合體，便是聖男，他轉世成為紫薇聖人。至於 Pi，他則是紫薇聖人的有意識，或

者說那個肉身。因此，在那艘在海上漂流的救生艇裏，老虎並不‘實質’存在，因此救生艇中時常

是空的，老虎時常‘躲’在帆布下。不過太陽卻也還照耀，便是說太陽，聖父，一直在關注紫薇聖

人，他的塵世行程。 

 

船上的老虎是頭純種的孟加拉虎，Royal Bengal Tiger，牠的名字本來叫做 Thirsty，渴，因為牠在被

獵人捕捉時是一頭幼虎，正在泉邊飲水，卻還由於運輸人員在填寫申報表時將牠的名字與牠的捕捉

者名字弄顛倒了，便讓這頭老虎變成了 Richard Parker，於是老虎便從獵物的角色轉變成為獵人

了。便是說，在紫薇聖人成佛前，他是獵物，對性飢渴（Thirsty），為魔鬼捕殺的對象，為世人欺

負的對象，然而之後他還成佛了，變成獵人，便專門獵殺魔鬼，專門撲殺惡人了；在成佛前，紫薇

聖人的身體由他内我的三界人格，亦即聖母，當家，而在成佛後，他的身體便由他内我的涅槃人

格，亦即聖子，主持了。聖母，或者説聖男，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因此老虎便‘必須’將

斑馬、鬣狗、猩猩吃掉，而聖子則是聖男與聖女的合體，因此在老虎 Thirsty 改變名字成為 Richard 

Parcker 之前，牠還必須吃掉聖女，而聖女便是前文所說的那隻小老鼠（還有下文的蒼蠅、烏

龜）。因此，老虎便是黑天，Krishna，便是盤古，他們都是上帝毗溼奴，亦即鴻蒙，的分身。關於

老虎吃聖女的詳情，下文再談。 

 

純種的孟加拉虎，Royal Bengal Tiger，Royal 的本義是皇家，便是指保羅，他是‘聖’徒，與上帝

同門；孟加拉地區在印度半島的東北部，屬於恆河流域，而彌勒便在那個地方出生，波羅奈國

（Kāśī）；老虎是指老聃，因為老虎與獅子同源，都是貓科，前者是山大王，後者是萬獸之王，兩

者可以相提並論；諾查丹瑪斯稱老聃是獅子。便是說，在紫薇聖人未成佛前，聖男，亦即幼虎

Thursty，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之後，紫薇聖人成佛了，便變成獵人 Richard Parker 了。諾

查丹瑪斯時常以天上的獵戶座代稱紫薇聖人，以獵戶座腰帶上的三顆亮星，亦即中國人所說的參

宿，代表中國人的願望福、祿、壽三星，代稱老聃、保羅、彌勒。 

 

再來解釋 Richard Parker 這個名字的寓意。Richard 這個字的語源學意義是 strong in rule，堅強的統

治；Parker 的意思是 Park Keeper，公園的維護者；便是說，紫薇王國就像是一個公園，而紫薇聖人

便是該公園的維護者，他的統治基礎穩固。紫薇王國便是人間的樂園，上帝的伊甸園。 

 

Richard Parker：一部 Edgar Allan Poe 於公元 1838 年發佈的小說‘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其中一位名叫 Richard Parker 的水手被抽籤吃掉了；公元 1835 年 12 月，一艘

叫做 Francis Spaight的船在北大西洋遇難，當時的生還者曾經吃人肉維生；公元 1846 年 1 月，另一

艘也是名字叫做 Francis Spaight 的船沉沒，一位名叫 Richard Parker 的男孩隨著沉船淹死；公元

1884 年一艘開往澳大利亞名字叫做 Mignonette 的遊艇在太平洋沉没，在舢板船上船長 Tom Dudley

以及三名水手便將一個名叫 Richard Parker 年 17 歲的男侍殺來吃了。在閲讀了這些記錄之後，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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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的作者 Yann Martel 不禁懷疑：“這麼多的 Richard Parkers 罹難了，難道這其中沒藏著什麼玄機

（So many victimized Richard Parkers had to mean something）？” 

 

公元 1884 年的那次船難，那位 17 歲的少年 Richard Parker 以自己的血肉拯救了同船人員的性命，

便如同紫薇聖人是一頭被擺在祭臺上流血的小羔羊那樣，他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拯救全體人類；這就

是《我，寵物羊二世》這個視頻的主題。紫薇聖人來到人間，受苦受難，最後腦血管破了，於是他

内我的三界人格便死了，便還因此容許了他内我的涅槃人格進入塵世，於是人類便得救了。 

 

在紫薇聖人獲知他就是紫薇聖人之後，他那時非常困惑，為什麼上帝安排他進入塵世非得讓他經過

地獄不可，最後死於非命？最後，他了解了，上帝安排了紫薇聖人的生涯每一步都是有意義的，無

非是在開發他的智慧，激發他的潛能。在古代有一種苦行僧修行法，將自己關在一個啤酒桶中，裏

面釘滿釘子，再讓這個啤酒桶自山頂滾落；在滾動的啤酒桶停下來後，苦行僧自桶内鑽出，鮮血淋

漓，卻還面帶笑容，便是那種迦葉尊者才會露出在悟道後的拈花微笑。紫薇聖人當初在聽到這則故

事後一笑置之，認為它是誇大其實的故作驚人之語。之後，他才切身體會，一個人在最痛苦，精神

即將崩潰的狀況下會進入另一種境界，會將腦部某些神經聯結接通，因此讓自己悟道。因此，悟道

並非是思想的解放，而是境界的超越，而一個在知識領域上努力摸索追求的人類是不可能悟道的。

因此，上帝便一直讓紫薇聖人的神經緊綳，處於一種高度激發的靈敏狀態，便能夠接收到上帝抛來

的靈感，一些一元資訊，便能夠將它們轉變成語言文字，編纂在紫薇聖人的著作中，《全合仝

亼》。可以這麼說，如果紫薇聖人現在是一個股市大亨，或者說是一位皇家要員的話，他左手擁美

女，右手持美酒，面前擺滿了山珍海味，耳中弦樂不墜，那麼他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那時上帝

的語言將成為耳邊風，他又如何能夠開萬古之新，立萬世之業呢？ 

 

因此，上帝派下他唯一的兒子，進入塵世，為世人贖罪流血，絕非是悚人聽聞的高談闊論，虛言空

語。因為，現在，紫薇聖人正置身在那個自山頂滾下釘滿釘子的啤酒桶中，他正在忍受世間最嚴厲

的肉體煎熬，在那徹骨的疼痛中，便提供了他的靈魂昇華的契機。 

 

《鐵冠道人玄機數》：“寅卯起，辰巳行。”網路上說，紫薇聖人將於公元 2013 年年底‘前’，

歲次癸巳，打開七道封印。什麼是七道封印？莊子說，修道有九個階段：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

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紫

薇聖人是反其序而行，他於公元 2009 年 7 月 13 日成佛，這是九年而大妙；他於公元 2012 年 12 月

26 日將他的真人外我激活，這是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那麼，紫薇聖人便將於公元 2013 年結束

‘後’將其他的七個莊子修道過程走完，這便是打開七道封印。寅卯起，便是說自公元 2010 年

‘開始’後，歲次庚寅，紫薇人格的佛格‘已’被喚醒（起）；辰巳行，便是說在公元 2013 年

‘結束’後，紫薇聖人將會走（行）完他所有的修道路程，擁有大神通。因此，要不是因為紫薇聖

人的精神一直是處於臨界狀態，他是不可能打通他身體中的七道封印的。 

 

《佛光大辭典第三版名相釋文•八相•降魔相》：“菩薩於菩提樹下將成

道時，大地震動，放大光明，隱蔽魔宮。時魔波旬，即令三女亂其淨

行。菩薩以神力，變其魔女皆成老母。魔王大怒，遍敕部眾，上震天

雷，雨熱鐵丸，刀輪器杖，交橫空中，挽弓放箭，箭停空中，變成蓮

花，不能加害。群魔憂戚，悉皆迸散，故稱降魔相。” 紫薇聖人與釋

迦牟尼的成佛道路不同。釋迦牟尼走的是修道之路，以圓融的般若參悟

大道，因此釋迦牟尼在成佛時便已擁有神力（降魔相），能夠破解魔王

波旬的侵擾，將魔女變成醜女，將魔王徒眾發射的弓弩武器化成蓮花，

轉為無害，魔王只好退走。紫薇聖人則不然，他以二元智慧領悟大道，

雖説已經成佛了，卻還道身被封，武功平平，便只能夠任魔王對他恣意

加害了。因此，釋迦牟尼沒有必要遭罹情劫，身受迫害，不像紫薇聖人

那樣，在他西行的道路上一路荊棘，風雨飄搖。紫薇聖人正在寫書，需

要高度集中二元智慧，將他畢生的塵世經歷濃縮整理，因此他沒有選

擇，無法遠離塵囂，修道解印。因此，在紫薇聖人完成他的著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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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須與魔鬼為伍，必須接受他們的傷害，無法逃避，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這便是前文所說‘上

帝珍愛世人，親自派下祂自己的兒子進入世間，承受痛苦，以救贖世人’這些文字的意思。 

 

前文說，猩猩來到時乘坐在一個香蕉堆上，Pi 便將那個網香蕉的網子，懸褂在木筏下，用以吸引鯕

鰍（Dorados）。鯕鰍又名鬼頭刀魚。Pi 的機會來了，一尾鯕鰍游近小艇，他立刻將它網住，拽至

筏上；他拿起斧頭，拼命砍它： 

 

As the fish begins to die, it flashes all kinds of colors in rapid succession - blue, green, red, gold and violet 

flicker and shimmer neon-like on its surface. Pi starts back, watching this colorful display in terrified 

wonder. Finally, the fish ebbs to grey, lifeless 
 

這魚在死前，它的身上泛出各種顔色的光彩，迅速變換，由藍色轉變成綠色、紅色、金色，在表面

閃爍霓虹般的反光；Pi 後退，被它身上絢麗的色彩震懾住了，直到這魚最後死亡，顔色褪成灰色。 

 

“對不起！對不起！（I'm sorry. I'm sorry）。” 

 

Pi 崩潰了。他哭泣，將雙手合握，頂至前額；他喃喃自語，為他卑鄙的行為向魚道歉，為它祈禱。 

 

“謝謝你，毗濕奴主人。謝謝你，以魚的形式前來，因此拯救了我們的生命，謝謝你，„。” 

(Thank you, Lord Vishnu. Thank you for coming in the form of a fish and saving our lives. Thank you...） 

 

Pi 心地仁慈，吃素，不殺生，然而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不得不將婦人之仁收起，狠下心來，對

魚痛下殺手。 

 

魚，的聖經意義是人類的靈魂，便是說，上帝轉世了，成為人類，他為了拯救全體人類而犧牲了自

己的生命。紫薇聖人幼年時是聖潔的藍色，之後成為茂盛的綠色以及犧牲的紅色，最後成為佛的金

色；在聖經中，藍色為聖潔（Holy），綠色為繁榮（Prosperity），紅色為犧牲（Sacrifice），而金

色則是上帝的顔色。《馬太福音》： 

 

26:26 And as they were eating, Jesus took bread, and blessed it, and brake it, and gave it to the disciples, 

and said, Take, eat; this is my body.  

並且，當他們在吃的時候，耶穌舉起麵包，並且祝福它，並且掰開它，將它給他的門徒。 

  

26:27 And he took the cup, and gave thanks, and gave it to them, saying, Drink ye all of it;  

並且他拿起杯，給出感謝，並且將它給他們，說道，你們喝它全部。 

  

26:28 For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is shed for many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因為這是我立新約的血，它因赦免衆人的罪而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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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紫薇聖人流血了，為了頒下上帝的新約，建立紫薇王國，而流血了。之後，他必須狠下心

來，痛施重手，將違背上帝約定的惡人趕出塵世，雖説紫薇聖人心地善良。善良的極致便是兇惡，

因此紫薇聖人便帶來了末世災難，腥風血雨。 

 

因此，魚也是指惡人的靈魂，Pi 殺魚的動作如同紫薇聖人殺惡人的行動；惡人五光十色（閃爍霓虹

般的反光），便是在形容他們的物欲，五花八門，便將他們的靈魂染污了。絢麗一般是正面用詞，

然而對惡人而言，他們絢麗的人生便是他們自以為榮、容許他們向外人誇耀的本錢。惡人說，修道

人的生涯空泛蒼白的可憐！然而，在惡人被紫薇聖人消滅後，他們身體的顔色便消失了。 

 

額外説明：鯕鰍喜歡潛游至水面漂浮物的下方‘納涼’，因此牠們也被稱作陰涼魚，這讓 Pi 有機

會將前來他舢板底下納涼的鯕鰍捕獲。還有，鯕鰍的表面有立體的、能反射光線的鱗片，其角度受

神經系統支配，能隨周圍環境以及興奮程度改變，如同是一些可變色的棱鏡。交配期的鯕鰍會‘點

亮’鱗片以吸引異性。當找到食物而興奮，或者受到驚嚇時，鯕鰍的鱗片會移動，產生另一種光

芒，而一旦被捕獲，鯕鰍的神經系統活動劇烈，甚至超負荷運轉，而在一旦死亡後，這些鱗片便不

再移動了，褪成銀灰色的表面。 

 

Suddenly, the glowing silhouette of a huge creature wrapped in phosphorescent plankton - a humpback 

whale - streaks to the surface nearby, its mouth gaping. Fifty feet in length, it thrusts itself up into the air. Pi 

barely has time to react, gripping the raft and holding on for his life as the whale comes crashing back 

down into the water. 

 

突然，一個大生物牠閃亮的輪廓席捲了海面閃爍的浮游

生物，一條有 50 英尺長、張開嘴的‘駝背鯨’自附近

海面衝出，將牠自己向上刺入空中。Pi 幾乎沒有時間

反應，他緊握木筏，緊緊抓牢自己的生命，當這頭鯨魚

墜入水中之時。 

 

The air around the boat whirs to life as they are struck from all directions by a school of flying fish that 

descends upon them like a swarm of locusts. Some sail clear over the boat; a number crash into the side. 

Other, less fortunate fish land in the boat, where they start a racket of flapping and flailing. Pi yelps in 

anguish as he is struck repeatedly. 

 

船四周的空氣突然呼嘯活動起來，他們被一群飛魚自各

個方向撞擊，它們就像是一隊蝗蟲那樣地降臨他們。

（這些魚）有一些無障礙地飛越他們，一些撞到船側，

還有少數不走運者則落入船中，他們便像執球拍似的拍

打它們。Pi不停地被擊中，發出痛苦的喊聲。 

 

The school of fish is being pursued through the ocean by tuna. It is a feeding frenzy - the ocean boils with 
jumping fish and snapping jaws. Richard Parker becomes totally absorbed in the kill, leaping, blocking, and 

batting down as many of the fish as he can. 

 

這群魚正在被金槍魚追趕，穿越海洋。這是個餵食狂熱，海洋因跳躍的魚、牠們不停咬合的下顎而

沸騰。Richard Parker 開始完全投入於殺戮，牠跳躍、阻擋，試圖拍下牠所能夠儘可能多的魚。 

 

A fat, three-foot long yellowfin tuna lands onboard, cracking hard against the center bench and falling, 

stunned and twitching, into the boat. 

 

一條扁平、三英尺長的黃鰭金槍魚登船，用力撞擊中央長椅，然後掉落船内，抽搐，暈眩。 

 

此處，小説與電影總共談到了四種魚：飛魚、金槍魚、鯕鰍、駝背鯨，便如同船難發生後有四種動

物一同擠進救生艇一般：斑馬、猩猩、鬣狗、老虎。飛魚體積最小，是金槍魚與鯕鰍的食物，而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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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鯨則體積最大，金槍魚與鯕鰍便是牠的食物。因此，駝背鯨的位置便如同老虎，金槍魚如同鬣

狗，鯕鰍如同猩猩，飛魚如同斑馬。 

 

飛魚，flying fish，這個詞是被用來形容速度快，譬如那位擁有十八面奧運金牌美國的游泳健將

Michael Fred Phelps II，他的外號便是飛魚；因此，飛魚，或者說快魚，便是在對照慢人，便是指老

聃，因為老聃年紀大了，動作遲緩。金槍魚，Tuna，是指保羅，因為保羅是聖徒，名號響亮

（金），擡頭（Title）嚇人（槍、嗆）。鯕鰍，Dorados，發音如同泥鰍，黑溜溜的，便是在隱射

黑皮膚的彌勒；鯕鰍又名鬼頭刀魚，便是指彌勒手中所握的大刀，打遍天下無敵手。駝背鯨，

humpback whale，或者說 Whole Back Lump，整體支柱集團，便是指紫薇聖人，他是老聃、保羅、

彌勒的合體，因此是一個整體，一個集團，一個支柱。 

 

此外，小説與電影也還說到了海豚（Dolphins），在‘遠處’的海豚，有上百隻，便是在隱射隨同

紫薇聖人一同轉世的彩虹戰士；彩虹的漢語拼音 Cai Hong 與海豚 Hai Tun 接近，可以借用。在

《我，寵物羊二世》視頻中也出現了許多海豚，便也是在隱射彩虹戰士。 

 

還有鯊魚，Sharks，讓 Pi 受到驚嚇，便是指塵世的惡人，他們欺負臨世的紫薇聖人。另外，前文還

說，Pi 看見廚子將母親殺了，扔進海裏，之後母親的屍體便被一條鯊魚吃了。此處的鯊魚是在代稱

Pi 心中的邪惡，便是在暗示 Pi 在食人島食母一事，便是少年 Pi 在海上漂流的故事第三個版本。 

 

題外話：《約翰福音》，21:1–14，耶穌製造奇跡，讓門徒們一共補到了 153 條魚，稱為‘捕捉 153

條魚的奇跡（miraculous catch of 153 fish）。數字 153 是個神奇之數，它有數種算術表示法： 

 

        153  = 9  17 
  = 13 + 33 + 53 

  = 1! + 2! + 3! + 4! + 5!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12 + 13 + 14 + 15 + 16 + 17 

 

數字 153 的第一種表示法是在指出數字 9與 17；數字 9的聖經意義是，涉及審判，或者事物的最終

狀態，deals with judgment or the finality of things；數字 17 的聖經意義是，涉及某類的靈性秩序完

美，deals with the perfection of some type of spiritual order；便是說，末世審判，亦即末世災難，是

必要的，以建立紫薇王國，達成人類靈性的完美。 

 

數字 153 的第二種表示法是在指出數字 1、3、5；數字 1 是指上帝，聖父；數字 3 是指老聃、保

羅、彌勒，他們三人合成聖母，轉世成為紫薇聖人，亦即成佛前的紫薇聖人；數字 5 是指老聃、保

羅、彌勒、馬赫迪、密特拉，他們五人合體後便是聖子，亦即成佛後的紫薇聖人。便是說，聖父

（數字 1）、聖母（數字 3）、聖子（數字 5）三位一體，都與紫薇聖人的轉世有關。以上只是概

略説法。具體地說，聖母是數字 3、聖子是數字 6，聖父是數字 7，見前文解釋。數字 6 的聖經意

義是塵世的完全性（secular completeness），數字 7 的聖經意義是靈性的完美與完全（spiritual 

perfection and spiritual completeness.）。 

 

數字 153 的第三種表示法是在指出數字 1、2、3、4、5；數字 1 是指道一，太極；數字 2 是指道

二，陰、陽二極；數字 3 是指道三，天、地、人三才；數字 4 是指萬物，便是指數字 4 的聖經意

義，涉及上帝創造性的工作（deals with God's creative works）；數字 5 是指紫薇聖人的轉世，涉及

優雅與救贖，亦即上帝的優雅藉由靈性的推動而完成（deals with grace and redemption - God's grace 

or life that's moved by the spirit）。便是說，道生一，上帝派遣他的分身，聖子，進入塵世；上帝居

住在涅槃，祂無法親臨塵世，只能夠派遣聖子代祂前往。一生二，聖子即盤古，他開闢天地；天地

便是陰陽，便是前文所説天神和阿修羅兩個陣營，他們在攪拌乳海。二生三，於是三界便生出了，

宇宙白洞便形成了。三生萬物，萬物即前文所說的寶物，Ratnas。之後，紫薇聖人便轉世了，他將

上帝的優雅展現在世人眼前，讓世人了解上帝創造萬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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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 153的第四種表示法是在指出數字 1 至 17，便是在暗示《周易》的前十七個卦象，從乾卦一直

數到隨卦。第一卦是乾，為聖男，她便是聖母、女媧；她轉世成為紫薇聖人。第二卦坤，為聖女，

她也轉世了，與紫薇聖人一起合演末世劇場。第三卦是屯，為朦朧義，便是指少年時期的紫薇聖

人，智慧尚未開發。第四卦蒙，紫薇聖人的前半生便是在追求啓蒙，開發智慧，便是基於他求知欲

旺盛的緣故，這就是第五卦需；需便是欲望，雖然可以解釋成求知欲，也還可以解釋成性欲，便是

說，由於聖女不在身邊，紫薇聖人一直處於性飢渴狀態。第六卦訟，便是指爭端，於是紫薇聖人便

闖禍了；他上網尋求發洩，招來了女鬼，引起禍端，便褂了。第七卦師，於是聖子便進入了紫薇聖

人的身體；《卦》曰：“師，貞，丈人，吉無咎。” 丈人是指大人，便是指上帝，因此吉無咎；

於是紫薇聖人便死而復生了；聖子是上帝的分身。第八卦比，下比上，便是說紫薇聖人比照、體察

上帝的意旨，開始著書立作；第九卦小蓄，《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於是

紫薇聖人便將上帝的意旨聚集之、收集之；第十卦履，而推‘行’之，進而編篡成書；第十一卦

泰，便完成了他的著作《全合仝亼》；《卦》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小往大來便是見微

知著的意思；便是說，上帝的意旨充塞天地之間，不可勝計，而紫薇聖人的著作則還只不過是在擧

其端倪罷了，卻還將解題之鑰示下，讓世人知所遵循。第十二卦否，之後末世災難便降臨了，天地

關閉，惡人便被殲滅了。第十三卦同人，這是指彩虹戰士；第十四卦大有，便是說彩虹戰士建立了

紫薇王國。第十五卦謙，紫薇子民的特性是謙卑，他們尊上帝為師，為父，不像末世的惡人，狂妄

自大，自以為人定勝天；第十六卦豫，因此紫薇子民安泰和豫；第十七卦隨，紫薇子民追隨上帝，

永世祥瑞。《卦》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A stunning display of clouds and lightning fills the sky, as Pi looks on in awe. The sky lights up, a vivid 
white splinter of lightning crashing down from the sky, puncturing the water near the lifeboat. The water is 

shot through with what looks like the white roots of an enormous celestial tree; the clap of thunder is 

tremendous.“Praise be to God, Lord of All Worlds, the Compassionate, the Merciful!” 

 

雲層與閃電眩目陳列，充滿天空，Pi 敬畏地注視著。天空被點亮，一道生動的白裂閃電自天空擊

下，打在救生艇附近的海面上。海水被擊穿，現出一些如同是一棵巨大天樹的白色樹根。雷聲震耳

欲聾。（Pi呼喊：）“讚美上帝，所有世界的主，悲憫，仁慈。” 

 

A huge wave envelopes the lifeboat, submerging the craft completely - and then the boat pops to the 

surface like a cork. Pi resumes opening the tarp. He tears it aside, exposing the terrified animal to the storm. 

“Come out and see God, Richard, come out and see God, Richard Parker!”The sky lights up all around 

them. The tiger begins roaring, pawing at the air, eyes wide, crazed with fear. Pi turns to face the storm：

“why are you scaring him! I've lost my family - I've lost everything! I surrender! What more do you 

want?” 

 

一個巨大海浪將救生艇包捲，將它完全淹沒，然後這船

又像一個軟木塞一樣冒出水面。Pi 繼續打開帆布，將它

分開，讓這頭受驚的動物暴露在風暴中。 “Richard，

出來看上帝。Richard Parker，出來看上帝。”天空將他

們的四周全部照明。老虎開始咆哮，對空舞爪，眼睛圓

睜，因害怕而不安。Pi 轉身面對風暴：“你為什麼要嚇

牠！我已經失去了我的家庭，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我投

降！你還要什麼？” 

 

Richard Parker lies in the stern of the boat, severely emaciated, his coat dull, his eyes clouded. Shivering, 

Pi uses the last of his strength to drag himself over to the tiger. The animal's body is curled, his tail flat. 

Some of his fur has fallen away from his shoulders and haunches. He's a skeleton in an oversized bag of fur. 

Pi reaches out to place a hand on the tiger. He gently touches him on one spot. Pi sits and places the tiger's 

head on his lap.“We're dying, Richard Parker. I'm sorry. ”“Amma, Appa, Ravi - I'm happy I'm going to 

see you soon. ”“Can you feel the rain?”Richard Parker raises his head slightly; his tail twitches.“God,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my life. I'm read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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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Parker 躺在船尾，極度衰弱，皮毛暗淡，眼

睛混濁。顫抖著，Pi 使出所有的力氣向老虎靠近。這

個動物的身體蜷曲，尾巴低垂。牠肩上以及臀部的一

些毛已經脫落；牠現在是一個在一副過大皮囊裏的骨

架。他輕柔地在一處碰牠。Pi 坐下，將老虎的頭放在

他的膝蓋上。“我們要死了，Richard Parker，我很抱

歉。”“媽媽，爸爸，Ravi，我很高興，我將很快見

到你們。”“你聽見雨了嗎？”Richard Parker 稍微

將頭擡起，牠的尾巴抽動一下。“上帝，謝謝你給了

我生命。現在，我準備好了。” 

 

前文說過，船難發生後，斑馬、猩猩、鬣狗、老虎被命運安排與 Pi 同擠在一艘救生艇上。之後，

鬣狗咬死了斑馬與猩猩。再之後，老虎咬死了鬣狗，並且將鬣狗、猩猩、斑馬都吃下肚去。從此，

Pi 與老虎相依為命，在孤獨的大海中互相作伴。便是說，紫薇聖人來到世間，與人寡合，尤其是在

出國後，更見孤寂，只有他的靈魂，他的内我，與他相守。 

 

一般人認為，Richard Parker 是獸性的，隱射 Pi 内心的黑暗面，因此將 Pi 吃人肉（水手、廚子、母

親）的罪行都推在 Richard Parker 身上，而他自己則是無辜的，只依賴船中的乾糧以及水中的魚維

生。便是說，紫薇聖人在塵世行走一切的劣跡，都是聖母所為，而紫薇聖人，他的有意識，則只不

過是一個代罪羔羊，替人受過。這是實情。 

 

一般人認為，自己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其實不是，自己只不過是一具傀儡罷了。替自己身體做主的

是自己的内我，而自己的有意識則只不過是一個實習生，他在一旁觀摩學習，並沒有實際參與内我

的當家行動。自己的有意識以後發展成為外我，便是内我的複製品，他完全是模仿内我而來。因

此，在《摩門經》中，紫薇聖人的有意識並非是像《西遊記》孫猴子那般的神氣，擁有七十二變本

領，會翻筋斗雲，被封為齊天大聖。相反的，在《摩門經》中威風八面的是紫薇聖人的無意識，相

當於《西遊記》中的白龍馬，他是内我的翻版，便是在代稱紫薇聖人的内我。在《摩門經中》，

Lehi，亦即紫薇聖人的身體，有四個兒子，他們的名字依照長幼次序分別是：Laman、Lemuel、

Sam、Neph，便分別是紫薇聖人的有意識、潛意識、下意識、無意識，佛教稱之為身、心、性、

法，為《金剛經》四句偈的内容。 
 

因此，Pi 的地位便如同 Laman，Richard Parker 便是 Neph，他們兩人在大海中漂流，逢險遇難，顛

簸前進，便如同唐僧的西行取經，最後終於修成正果，見下文。 

 

‘讚美上帝，所有世界的主，悲憫，仁慈’，Pi 居然會將暴風雨的殘暴歸咎成上帝的仁慈，這有沒

有搞錯？沒錯，賽斯也是這麼說。暴風雨洗滌塵世的污垢，汰舊換新，如果沒有暴風雨更新，這個

世界只會是到處堆積著垃圾的腐臭；因此，賽斯便是古埃及的暴風雨之神。大智若愚，大仁若虐，

大勇若怯，紫薇聖人執行末世審判，降下末世災難，這便是大仁若虐，便是在展現上帝的悲憫與仁

慈，將塵世的垃圾清理乾淨。 

 

‘你為什麼要嚇牠？我已經失去了我的家庭，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我投降！你還要什麼’，紫薇聖

人抛棄一切，來到美國，遠離家鄉，與他的妹妹分離，從此與愛情絕緣，猶如他走進了感情世界的

冰窖。同時，他還必須面對異族人的歧視，接受他們的不平等待遇，豺狼當道，讓紫薇聖人的行程

滿佈荊棘。紫薇聖人的身體由内我當家，他一路行來，遍體鱗傷，渾身是血，他疲憊，他退縮，他

彷徨，他驚恐，於是那個旁觀者，紫薇聖人的有意識，不禁向上帝發出抱怨：“你為什麼將我的道

路設計的如此崎嶇，讓我的行走如此的艱難？難道你非要將我困死絕境不成？”公元 2007 年紫薇

聖人的公司，Hotech Inc.，已經接不到任何合約（Contracts）了，他那時四面楚歌，心情低落到了

極點，便於 11 月首度中風了；翌年 10 月，他的公司結束營業（我已經失去了一切），他頓時成為

廢人（我投降）。公元 2009 年 7 月，紫薇聖人再度中風，他的内我便死了（你還要什麼）。 



全合仝坊/之十五 

 

第 34 之 45 頁 

 

‘我們要死了，Richard Parker，我很抱歉’，公元 2009 年 7 月 12 日，紫薇聖人再度中風了。他左

半身完全喪失了知覺，意識模糊，言語不清，他便躺在醫院急診室的病床上，喃喃自語：“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媽媽（Amma），爸爸（Appa），Ravi，我很高興，我將很快見到你們’，Amma，阿母，是指

天上的聖母；Appa，阿爸，是指天上的聖父，Ravi 是指林黛玉的芳魂；那時，在急診室的病床

上，紫薇聖人知道，他馬上要與他們見面了。 

 

‘你聽見雨了嗎’，雨，rain，便是指 ruin，毀滅。是的，紫薇聖人入世的目的是救世，然而他還

出師未捷身先死，因此他救世的目的便變成滅世了。紫薇聖人那次沒有死成，而如果他那時果真死

去的話，末世便會於公元 2012 年 12 月 21 日降臨，這便是瑪雅人刻在石頭上的預言。瑪雅預言絕

對真實，只是沒有實現，便是因為紫薇聖人那次沒有死去的缘故，因此末世災難才沒有來臨。因

此，‘雨’是指末世災難。‘Richard Parker 稍微將頭擡起，牠的尾巴抽動一下’，Richard Parker

同意，牠已經聽到末世災難颳起前的風聲了，戰鼓頻催，„。 

 

‘上帝，謝謝你給了我生命。現在，我準備好了’，紫薇聖人準備好了，他即將離去。 

 

之後，Pi 即陷入死前的恍惚狀態，在朦朧中，他似乎聽

見 Richard Parker 在和他説話。之後一想，老虎是不會

說話的，於是認出，是一位法國人在和他説話。這位法

國人說，他的船沉了，他使用救生艇在海上漂流；他

說，他將艇上的一男一女吃了；他說，他的眼睛快瞎

了，這個情況與當時的 Pi 一樣。後來，Pi 認出來了，

這人原來就是那位法國廚子，便令 Pi 陷入極端的恐懼

中。法國廚子拿出刀，想殺掉 Pi，這時藏在帆布下的老

虎突然衝出，便將法國人咬死吃掉了。 

 

很顯然，此時突然出現的法國盲人便是鬣狗的重現，而他所說關於殺死一男一女之事便是指獵狗曾

經咬死過斑馬與猩猩，至於老虎咬死法國人一事，便是指老虎咬死了鬣狗。便是說，此時，在死

前，Pi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之前於船難發生後，於救生艇上發生的那幾件一連串慘案：法國廚子殺死

了水手與母親，之後 Pi 再殺死法國廚子。之後，Pi便將他們三人的屍體全都吃了。 

 

之後，在幻覺中，Pi 便被海洋漂送至一個死亡之島。那時，‘書上’是如此寫的：Pi 睜開了眼，看

見四周都是樹。地上不見沙，只看見複雜細緻由管狀海藻（Seaweed）聯結而成的網狀結構，（海

藻）直徑有兩個手指般粗。Pi 蹣跚走出救生艇，在海藻地毯上行走；在嘗試性地吃了一小口後，Pi

便對這些海藻大嚼特嚼起來，狼吞虎咽。還有，Pi 在這個島上看見成千上萬的狐獴，Meerkats，牠

們卻還無視於 Pi（與 Richard Parker）的到來，仍然我行我素。 

 

複雜細緻由管狀海藻聯結而

成的網狀結構，是指萬維

網， Internet ，因為海藻，

Seaweed，是指 secret，便是

指 萬 維 網 的 隱 秘 性 ，

anonymous，使得紫薇聖人

覺得很安全，可以很放心地

在裏面悠游閒逛，不虞自己

醜陋的面貌被別人發現。

Meerkats，Mere Cats，僅僅是貓；是的，這些狐獴便是在隱射成千上萬隻的‘貓’，或者說在萬維

網上流竄成千上萬位的女優，她們便是貓，因為歐洲人自十五世紀以來便一直將‘貓’作為‘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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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代稱。因此，Pi 的死亡島旅程便是在隱射紫薇聖人的網路春遊，他流連於色情網站，一邊欣

賞裸女的美體，一邊打手槍。因此，Pi 正在吃海藻的鏡頭便是在模擬紫薇聖人正在手淫的畫面，他

的那‘管’東西，足有兩個手指粗。是的，紫薇聖人正在擼管，因為孔夫子說：“食色，性也。” 

 

前文說過，李安還特地為 Pi 製造了一個額外搭檔，他的小情

人 Anandi。Anandi 是個巫女，藉由舞蹈親近神明。在 Pi 離開

印度之前，Anandi 送給 Pi 一個手環，作為吉祥物，以庇佑 Pi

的旅程一路平安。然而，在踏上死亡島的土地後，Pi 便將

Anandi 的手環褂在樹枝上，丟棄不要了。便是說，在紫薇聖

人迷上網路色情之後，便將他的妹妹丟諸腦後，便投進了魔鬼

的懷抱，難怪他日後要遇險罹難了，便是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上

帝的福佑的緣故。 

 

還有，狐獴，Meerkats，也是在隱射 Maggots，蛆，因此許多人便將死亡島裏的狐獴解釋成母親遺

體因腐敗而長出的蛆，認為死亡島便是母親遺體的象徵，因為在他們看來死亡島的側影與一個女人

橫躺下的身影有些相像。 

 

還有一些人認為死亡島便是在象徵 Anandi，認為在救生艇裏的老鼠便是 Anandi 的化身，她最後被

Pi 吃掉了。前文說過，Pi 的哥哥 Ravi 就是 Anandi，而老鼠，Rat，便是在隱射 Ravi，牠顯然是救生

艇上的乘客。便是說，船難發生後，Ravi 並沒有隨著沉船消失，而是登上了救生艇，是艇上除了廚

子、水手、母親、Pi 之外的第‘五’位乘客，雖説小説與電影沒有明確這麼說，或者這麼演。 

 

沒錯，在電影裏老鼠確實是在隱射 Anandi，或者說紫薇聖人的妹妹。小説說，廚子殺了老鼠，將它

吃了，並且 Pi 也吃了其中的一部份。在電影中，Pi 將老鼠捉住，便將牠丟給老虎，餵老虎吃了。

無論誰吃了老鼠，反正‘聖女’是被‘聖男’吃了，之後兩者合成一體，成為‘聖子’。 

 

另外，救生艇上還有蒼蠅，而在電影中蒼蠅便在奄奄一息的斑馬身邊圍繞。在小説中，蒼蠅或者被

鬣狗吃掉，或者被廚子吃掉。蒼蠅，Flies，是指 Elisa，即 Elizabeth，伊麗莎白，她是迪卡耳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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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前文說過，鬣狗、廚子是指保羅，而迪卡耳則是保羅轉世。迪卡耳一生有兩位紅粉知己，一

位是波希米亞公主伊麗莎白，另一位是瑞典女王 Christina，她們兩人於笛卡兒都有深情，詳情見

《大預言》，第八世紀，第八十八首四行詩。伊麗莎白是觀音轉世，Christina 是普賢轉世，前者化

身成為《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即紫薇聖人的妹妹，而後者則成為薛寳釵，便是紫薇聖人的妻子。

然而，也還不完全這樣，因為，保羅不可能吃伊麗莎白，能吃伊麗莎白的只可能是紫薇聖人，或者

說聖男。因此，便必須將保羅與伊麗莎白這兩個名字統統改變，改成相對應的部分才行，亦即紫薇

聖人（Pi）與 Christina。便是說聖男將普賢吃掉了，因為普賢也是聖女三個身份中的其中之一。 

 

在小説中，廚子與 Pi還吃了一隻烏龜。烏龜的漢語拼音 Wu Gui 便是在隱射 Wen Shu，文殊，她是

聖女的第三個身份。文殊在《紅樓夢》中化身成為賈巧姐，她便是紫薇聖人的女兒。因此，在聖男

吃掉了老鼠、蒼蠅、烏龜，亦即觀音、普賢、文殊，之後，聖女便與聖男合成一體了，是為聖子。

因此，聖子便是老聃、保羅、彌勒、觀音、普賢、文殊的合體，在《高唐賦》、《洛神賦》中稱為

六龍，若再加上地藏王，他們七位便是《啓示錄》所說亞洲的七座教堂，其整體便是聖父、上帝

了。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是聖母，即聖男，是紫薇聖人成佛前的内我人格，而在他成佛後，他

的内我便變成聖子了。紫薇聖人的外我便是地藏王菩薩。 

 

有所謂的（橫）三世佛：中央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佛，西方阿彌陀佛。東方藥師佛主管東方淨琉

璃世界，他有兩位脅侍，日光遍照菩薩和月光遍照菩薩，號稱東方三聖。日光遍照菩薩即老聃，月

光遍照菩薩即彌勒，他們兩人互相之間如同聖男與聖女（阿尼瑪斯與阿尼瑪），而在合體後便成為

藥師佛。西方阿彌陀佛主管西方極樂世界，他有兩位脅侍，大勇的大勢至菩薩和大悲的觀世音菩

薩，號稱西方三聖。大勢至菩薩即保羅。保羅與觀世音之間的關係也如同聖男與聖女（阿尼瑪斯與

阿尼瑪），而在合體後便成為阿彌陀佛。中央釋迦牟尼佛主管中央娑婆世界，他有兩位脅侍，大智

的文殊菩薩和大行的普賢菩薩，號稱華嚴三聖。文殊與普賢之間的關係也如同聖男與聖女（阿尼瑪

斯與阿尼瑪），而在合體後便成為釋迦牟尼佛。因此，聖子便是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三

佛的合體，而聖父則還是三佛加上地藏王的合體。 

 

在小説與電影中，老鼠與蒼蠅來自 Pi 於海上歷險之後的未來，亦即是少年 Pi 未來的妻子與兒子、

女兒，Meena與 Nikhil、Usha；Meena 是在隱射 Mouse，便是指老鼠。Nikhil，或者說 Nickel，便是

微不足道的意思，而蒼蠅便是微不足道，譬如像蠅頭小利，那樣的措辭。Usha 便是在隱射 Utter，

便是說出、送出的意思，可以引申為吐出、噁心，便是指吃蒼蠅的行為。廚子吃蒼蠅，鬣狗吃蒼

蠅，多麼荒謬的話題，除了上帝，誰會想出？ 

 

不過這樣的解釋明顯有問題。於前文，老鼠是指紫薇聖人的妹妹，怎麼現在卻成了紫薇聖人的妻

子？蒼蠅是指紫薇聖人的妻子，怎麼現在卻成了紫薇聖人的女兒？原因是，前文說過，後來廚師又

捉住了一隻烏龜，讓 Pi 拿住，而 Pi 卻還沒拿牢，讓牠溜了，招致 Pi 被廚師摑了一巴掌，導致母親

與廚師拼命，結果被廚師殺死。烏龜逃了，上帝沒辦法，只好將烏龜的角色換成蒼蠅，將蒼蠅的角

色換成老鼠，而如此的角色變更，便令上帝的劇場變得撲朔迷離，困惑難解。 

 

那麼，烏龜為什麼要逃呢？因為烏龜不屬於末世，牠屬於紫薇時代，無法與末世的動物相提並論：

斑馬、鬣狗、猩猩、老鼠、蒼蠅。於末世，紫薇聖人，他的妹妹，他的妻子，都犧牲了，屬於悲劇

人物，而紫薇聖人的女兒則是勝利者，她是紫薇王國的女王，與紫薇聖人他們不同褂，不能混為一

談。因此，在《約翰福音》中，Lazarus、瑪麗、瑪莎是一褂的，他們一起演出末世劇場，分別扮演

紫薇聖人、他的妹妹與妻子，然而在末世結束後，亦即在‘耶穌’死後，瑪莎則在《黃金傳説》裏

搖身一變，成為紫薇聖人的女兒，手刃惡龍（李洪志），號召彩虹戰士，聚集紫薇子民，創建紫薇

王國，見《諸世紀》第三世紀，第八十六首四行詩。這也是角色改變，此處紫薇聖人的女兒便佔用

了她母親的名字。因此，既然紫薇聖人的女兒佔用了她母親亦即紫薇聖人妻子的名字（瑪莎），或

者說代稱（蒼蠅），那麼紫薇聖人的妻子便只好去佔用紫薇聖人妹妹的代稱（老鼠）了，便是因為

於紫薇聖人的女兒與妻子出場之時，林黛玉已死，Anandi 已被 Pi 吃下肚去了，Pi 已經抵達加拿大

了，紫薇聖人妻子的代稱（老鼠）已成虛懸，便是佔用無妨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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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老子與莊子的書中，還有《五公經》、《諸世紀》，以及其他諸書，它們從來就不將紫薇

聖人的女兒與她的父母親、姑姑擺在一起，而是分別論之，便是因為她與他們不同褂，不同場，的

緣故。這些書稱紫薇聖人是老聃、保羅、彌勒、馬赫迪（普賢）、密特拉（觀音）的合體，卻還單

單遺漏了文殊，便是因為‘烏龜’逃走了的緣故。因此，前文說紫薇聖人是五教教主，因為他是老

聃（道教）、保羅（天主教）、彌勒（佛教）、馬赫迪（回教）、密特拉（祆教）合體的轉世，至

於文殊，她則是以後紫薇王國的女王，便是未來紫薇教的教主。因此，正確地說，紫薇聖人是六教

教主，包括過去的五個宗教以及未來的一個宗教。 

 

電影裏，Pi 遇到 Anandi，被她吸引，便一路尾隨，之後被

發現，只好找藉口搪塞，便即在她面前作出她舞蹈中的一

個動作，雙手張開靠攏舉向前方，便詢問她這個動作的含

義。Anandi 告訴他，那是一朵開放在森林裏的蓮花。”Pi

問道：“森林裏有蓮花嗎？”Anandi 笑而不答。後來，Pi

在死亡島的森林裏確實看見了蓮花，一朵包藏著死人牙

齒，令人毛骨悚然的蓮花。前文說過，Pi 的母親曾經在 Pi

面前（以及在 Ravi 面前）解釋過蓮花，而現在 Anandi 又

說出森林裏的蓮花這樣的曖昧語言，似乎是在暗示，死亡島的蓮花便是 Pi 的母親，或者 Anandi

（Ravi 即 Anandi），便是在提示，或者 Pi 的母親，或者 Anandi，或者她們兩人，最後被 Pi 吃掉

了。這樣的情節確實是令人毛骨悚然。 

 

書上是這樣描述死亡島的： 

 

Harder to understand was the island's complete desolation. I never saw such a stripped-down ecology. The 

air of the place carried no flies, no butterflies, no bees, no insects of any kind. The trees sheltered no birds. 

The plains hid no rodents, no grubs, no worms, no snakes, no scorpions; they gave rise to no other trees, no 

shrubs, no grasses, no flowers. The ponds harboured no freshwater fish. The seashore teemed with no 

weeds, no crabs, no crayfish, no coral, no pebbles, no rocks. With the single, notable exception of the 

meerkats, there was not the least foreign matter on the island, organic or inorganic. It was nothing but a 

shining green algae and shining green trees. 

 

很難了解這個島的徹底荒涼。我從未看過如此的一個赤裸生態。空氣裏沒有蒼蠅，沒有蝴蝶，沒有

蜜蜂，沒有任何種類的昆蟲。樹陰下沒有鳥，地面不藏有鼠類，芽蟲，昆蟲，蛇類，蠍類。沒有其

它種類的樹，沒有灌木，沒有青草，沒有花朵。池塘中沒有淡水魚。海邊不見野草，螃蟹，小龍

蝦，鵝卵石，岩石。除了唯一的例外，狐獴，島上沒有一絲其他地方的東西，無論有機還是無機。

這裡只不過是有發亮的綠藻以及發亮的綠樹罷了。 

 

這個島不是一個正常的島，而是一個漂浮在海面上的（管狀）海藻集團，其上還生有濃密像菩提樹

（Banyan）那樣的樹林，它們的根部與海藻糾結在一起，將‘地’面覆蓋。還有，‘島’上有許多

淡水湖，還有無數的狐獴。狐獴白天便踏在鋪滿海藻的‘地’上，飲湖中的水，吃湖中的死魚，在

湖邊佇足，消磨時光，夜晚便奔向菩提樹，棲息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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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島的整體是一個生物，Pi 說，他甚至於能夠感覺到這個島以極緩慢的節奏隨著海潮上下

起伏，擴充與收縮（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就像是在呼吸。因此，島上的管狀海藻便是這個

生物的血脈，湖泊便是這個生物的（消化）器官，菩提樹便是這個生物的毛髮，至於狐獴便還猶如

寄生在這個生物表面的蝨蟲，吸取這個島體内的養份，因此生存。這個島白天看起來和平安詳，青

蔥翠綠，然而一到夜晚則被詭異籠罩，殺機四伏。白天，這個島對外開放，以其獨有的可口美味，

海藻，吸引大海中的魚群前來覓食，誘惑它們進入此島‘體’内，便被困陷在島内的那些湖泊裏；

夜晚來臨，這個島便分泌酸液，將湖泊裏的海魚殺死，消化吸收。於夜晚，不但湖泊是酸性的，連

‘地’面也是酸性的，只有菩提樹還維持正常酸鹹度，便成為島内狐獴夜晚的避難所；見下文。 

 

前文說過，這個島是毗濕奴的化身，因此這個島便是黑天，他創造宇宙，之後再將它毀滅，循環往

復，無窮無盡。因此，黑天說：“我吃土，我嘴中有宇宙。”白天，這個島吸引外界的魚群進入島

内，提供牠們海藻美味，以滋養牠們，這便是黑天的創造相。然而，夜晚來了，黑天便將宇宙關

閉，於是所有的魚便都死了，這便是黑天的毀滅相。至於狐獴，祂們便是得道的神佛，能夠於毀滅

相來臨時於涅槃存身，等待創造相降臨，於下一輪宇宙開放時，再回到宇宙，提供三界萬物識體的

種子。因此，狐獴於夜晚便棲息在‘菩提樹’上。菩提樹即佛樹，象徵涅槃。 

 

晚上，Pi 從他棲息的樹上向外看，他看見樹與海藻

都映出柔和的綠色，而池塘則閃耀著銀灰色的光

芒，雖然美麗，卻隱隱透出殺機（beautiful and 

threatening）。之後，Pi 聽到了泡沫湧起的咕嚕

聲，便看見許多魚漂至湖面，先是痛苦掙扎，之後

僵直不動。之後，湖水開始攪拌，湖水的表面開始

旋轉，魚鰭在水面閃光。之後，這些死魚便統統不

見了，如同是被湖水溶化了一般。Pi 擡眼，望向遠

處的大海，那艘停泊在島外海上的救生艇，老虎正

坐在那裏，盯著這島張望。 

 

這便是黑天的毀滅相，宇宙在一個黑洞的漩渦裏消失。又，此處的畫面也是在描繪末世毀滅，洗滌

塵世的污垢，老虎與 Pi 在塵世外冷眼旁觀。注意，魚，fish，的聖經意義是人類的靈魂。 

 

島内還有一棵奇怪的樹，也僅有此樹長有黑色的‘果實’，Black Fruit： 

 

It wasn't the largest in the forest, or in its dead centre, or remarkable in any other way. It had good level 
branches, that's all. It would have made an excellent spot from which to see the sky or take in the meerkats' 

nightlife. I can tell you exactly the day I came up on the tree: it was the day before I left the island. 

 

那樹不是森林中的最大者，或者說在這個死寂森林的正中央，或者說有任何的奇異之處。它僅長有

像樣的枝葉，如此而已。此處提供一處可以仰觀天空的絕佳點，或者參與狐獴的夜間生活。我能夠

正確地告訴你（Martel）我來到此樹的日子，那便是我離開此島的前一天。 

 

The fruit was not a fruit. It was a dense accumulation of leaves glued together in a ball. The dozens of 

stems were dozens of leaf stems. Each stem that I pulled caused a leaf to peal off. 

 

這個果實並非是果實，而是一個葉片的緊密聚集，粘在一起，成為一個球。有許多柄，便是許多葉

柄。每次我拉一個柄便使得一個葉片剝落。 

 

After a few layers I came to leaves that had lost their stems and were flately glued to the ball. I used my 

fingernails to catch their edges and pull them off. Sheath after sheath of leaf lifted, like the skins off an 

onion. I could simply have ripped the "fruit" apart - I still call it that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 but I chose 

to satisfy my curiosity in a measur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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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層之後葉片便喪失了它們的柄了，它們平貼在球上。我使用指甲摳起它們的邊緣，將它們扯離。

一個葉鞘接著一個葉鞘，便如同洋蔥皮一層一層的剝離。雖説我可以很簡單地掰開這個‘果實’，

我稱之為果實，因為我沒有更好的用詞，然而我還是選擇以一個謹慎的方式來滿足我的好奇心。 

 

It shrunk from the size of an orange to that of a mandarin. My lap and the branches below were covered 

with thin, soft leaf peelings. 

 

它的尺寸從橘子縮小成枇杷。我的膝上，以及直下方的樹枝處，便被薄、軟的剝離葉片覆蓋。 

 

It was now the size of a rambutan. 

 

現在，它的尺寸如同荔枝。 

 
I still get shivers in my spine when I think of it. 

 

直到現在我仍然毛骨悚然，每當我想到它時。 

 

The size of a cherry. 

 

櫻桃的尺寸。 

 

And then it came to light, an unspeakable pearl at the heart of a green oyster. 

 

之後，光亮來到，一個無法言説的珍珠在一個綠牡蠣的心臟處。 

 

A human tooth. 

 

一顆人類牙齒。 

 

A molar, to be exact. The surface stained green and 
finely pierced with holes. 

 

正確的說，一顆臼齒，表面已染污成綠色，並且

被許多細微的小孔刺穿。 

 

The feeling of horror came slowly. I had time to pick at the other fruit. Each contained a tooth. One a 

canine. Another a premolar. Here an incisor. There another molar. Thirty two teeth. A complete human set. 

Not one tooth missing. Understanding dawned upon me. I did not scream. I think only in movies is horror 

vocal. I simply shuddered and left the tree. 

 

恐懼的感覺慢慢襲來。我有時閒去摘其他的果實，每一個都包藏一顆牙齒。一者中有犬齒，另一者

中有前臼齒，還有門牙，還有另一顆臼齒。三十二顆牙齒，一個人類的整套牙齒，沒少一顆。理解

露出曙光。我沒有驚叫。我認為，只有電影中才會有驚叫聲。我只是戰慄，便離開了這樹。 

 

‘此處提供一處可以仰觀天空的絕佳點，或者參與狐獴的夜間生活’，此處，是指紫薇聖人的轉

世，便是說，紫薇聖人在他的生涯中清楚觀測了三界，他不但深刻體驗了塵世中的物質生活，也明

確認知到天界與地界的存在。仰觀天空，是指觀看天界；參與狐獴的夜間生活，是指觀看地界；狐

獴便是鬼魅的代稱，可以是指地界衆生，也可以是指塵世中的魔鬼。 

 

Pi 來到那個狐獴聚集的島，在千萬棵樹中只發現其中一棵結有黑色的果實。前文說過，狐獴是在代

稱女妖，因此狐獴聚集的島便是指塵世，魔影重重。Pi 進入塵世，那裏有億萬衆生，只有一人，此

處，這棵樹，成佛，那人便是紫薇聖人；在紫薇聖人清楚觀看了三界之後，便成佛了。黑色的果實

是指涅槃果，便是指佛果，因為涅字的本義是黑色。見下文。 

書中的果實插圖 印度的蓮花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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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樹不是森林中的最大者，或者說在這個死寂森林的正中央，或者說有任何的奇異之處。它僅長

有像樣的枝葉，如此而已’，紫薇聖人來到世間，非權非貴，非豪非富，毫不顯眼，他只不過是五

官端正，四肢不殘罷了，至少在他中風之前，確是如此。 

 

橘子，Orange，是指 Oriental，東方；琵琶，Mandarin，也是中國的意思；荔枝，Rambutan，是指

Taiwan，臺灣；櫻桃，Cherry，是指 Cheery，愉快的。‘之後，光亮來到，一個無法言説的珍珠在

一個綠牡蠣的心臟處’，珍珠，pearl，是指 beard，鬍鬚，便是指老人，或者說老聃；綠，Green，

是指 Clean，清潔的，是指‘聖’徒保羅；牡蠣，Oyster 是指 Foist，佛教徒，便是指彌勒；心臟，

heart，是指紫薇聖人，他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這就是心臟、中心的意思；便是說，紫薇聖

人在東方、中國、臺灣愉快地誕生了，他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那個中心。又，cherry，櫻

桃，也是指 cherry-picking，存有主觀偏見的選擇，認為自己所摘選的櫻桃是最好的，便是說老聃、

保羅、彌勒主觀的認為他們所合體的轉世是最好的；當然，這也是在隱射紫薇聖人所將主持的末世

審判，他將以自己的尺寸衡量世人的善惡，雖説這個世間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是善良的，沒有一個

人會承認自己是邪惡的。 

 

之後，Pi 便在那棵樹上找到了一個人類的三十二顆牙齒，便是說，紫薇聖人來到死亡之島後，便被

狐媚（狐獴）的網路女妖俘虜了，於是他便死了，然而之後還成佛了，便又活了。牙齒，Tooth，

是在隱射 Sooth，真實，其語源學意義是 Truth，真理；數字三十二是在隱射《周易》排列第三十二

位的雷風恆卦：“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

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

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恆），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因

此，恆之道便是天道，所以能夠持久。因此，三十二顆牙齒的象徵意義便是永恒的真理，便是說紫

薇聖人證得了永恒的真理，於是他便成佛了。 

 
I spent the day in turmoil, weighing my options. There were all bad. That night, in bed in my usual tree, I 

tested my conclusion. I took hold of a meerkat and dropped it from the branch. It squeaked as it fell through 

the air. When it reached the ground, it instantly made for the tree. With typical innocence it returned to the 

spot right to me. There it began to lick its paws vigorously. It seemed much discomforted. It panted heavily. 

 

剩下的那天我思潮混亂，衡量我的選項。它們都不怎麼好。那晚，在我通常之樹的床上，我測試了

我的結論。我抓住一隻狐獴，從樹枝上扔下。牠在半空尖叫。當牠落到地面後，便立刻向樹奔去。

牠是典型的無辜，返回我右側一處，在那裏使勁地舔牠的爪子；牠看起來很痛苦，粗重地喘氣。 

 

I could left it at that. But I wanted to know for myself. I climbed down and took hold of the rope. I had 

made knots in it to make my climbing easier. When I was at the bottom of the tree, I brought my feet to 

within an inch of the ground. I hesitated. I let go.  

 

我可以就此打住，然而我還想親自體驗。我爬下，並且拿著繩子。我已在繩上打結，以方便我的攀

爬。當我在樹下時，我將腿伸出，離地一英寸。遲疑了一下，然後踩下。 

 

At first I felt nothing. Suddenly a searing pain shot up through my feet. I shrieked. I thought I would fall 

over. I managed to take hold of the rope and pull myself off the ground. I frantically rubbed the soles of my 
feet against the tree trunk. It helped, but not enough. I climbed back to my branch. I soaked my feet in the 

bucket of water next to my bed. I wiped my feet with leaves. I took the knife and killed two meerkats and 

tried to soothe the pain with their blood and innards. Still my feet burned. They burned all night. I couldn't 

sleep for it, and from the anxiety. 

 

剛開始時我沒有感覺。突然，一陣燒灼的疼痛自我的足部向上投射。我尖叫，認為我將不支翻跌。

我儘量抓住繩子，將我自己拉離地面。我瘋狂地在樹幹上摩擦我的腳掌，雖覺好些，也還無法完全

釋然。我爬囘我的樹枝。我將我的腳浸泡在我床邊的水桶裏。我拿樹葉擦拭我的腳。我拿刀殺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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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狐獴，嘗試以牠們的血與内臟來減輕痛苦。然而我的腳仍在燒灼。它們燒了整晚。因為這樣的疼

痛，以及焦慮，我無法入眠。 

 

The island was carnivorous. This explaine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fish in the pond. The island attracted 

saltwater fish into its subterranean tunnels - how, I don't know; perhaps fish ate the algae as gluttonously as 

I did. They became trapped. Did they lose their way? Did the opening onto the sea close off? Did the water 

change salinity to subtly that it was too late by the time the fish realized it? Whatever the case, they found 

themselves trapped in fresh water and died. Some floated up to the surface of the ponds, the scraps that fed 

the meerkats. At night, by some chemical process unknown to me but obviously inhibited by sunlight, the 
predatory algae turned hightly acidic and the ponds became vats of acid the digested the fish. This was why 

Richard Parker returned to the boat every night. This was why the meerkats slept in the trees. This was why 

I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but algae on the land. 

 

這個島是肉食性的。這解釋了池塘中的魚消失的原因。這個島吸引海水魚進入它的地下通道 - 如何

吸引，我不知道，或許魚像我一樣貪婪愛吃海藻吧。它們失陷了。它們迷路了嗎？難道接海的入口

關閉了？還是海水的鹽性奧妙的改變了，當這些魚了解到時已然為時太晚？無論哪個情形，它們發

現它們自己失陷在淡水中，並且死亡。一些浮至池塘表面，它們的殘骸便餵了狐獴。在晚上，經由

一些我不知道然而卻還會被陽光禁止的化學過程，這些掠奪性的海藻便變成了高酸性，使得池塘成

為一些裝酸液的大桶，因此消化魚。這便是為什麼 Richard Parker 每晚會返回船去。這便是為什麼

狐獴會睡在樹上。這便是為什麼在島上除了海藻之外我無法看見其他的東西。 

 

And this explained the teeth. Some poor lost soul had arrived on these terrible shores before me. How much 

time had him - or was it she? - spent here? weeks? months? years? How many forlorn hours in the arboreal 

city with only meerkats for company? How many dreams of a happy life dashed? How much hope come to 

nothing? How much store-up conversation that died unsaid? How much loneliness endured? How much 

hopelessness taken on? And after all that, what of it? What to show for it?  

 

並且這解釋了牙齒。某個失落了靈魂的可憐蟲曾經在我之前來到這些可怖的海岸。他，或者她，花

了多少時間在這裡呢？幾週？幾月？幾年？多少被遺棄的小時在這個樹林城市中只有狐獴做伴？多

少個美麗的生活之夢衝撞？多少個希望破滅？多少句積存而未說出的話語死去？多少寂寞延續？負

載了多少無望？並且，在所有的這些（問話）的背後，它是什麼？在為它展示什麼？ 

 

Nothing but some enamel, like small change in a pocket. The person must have died in the tree. Was it 

illness? Injury? Depression?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a broken spirit to kill a body that has food, water, 

and shelter? The trees were carnivorous too, but at a much lower level of acidity, safe enough to stay in for 

the night while the rest of the island seethed. But once the person had died and stopped moving, the tree 
must have slowly wrapped itself around the body and diggested it, the very bones leached of nutrients until 

they vanished. In time, even the teeth would have disappeared. 

 

除了一些琺琅質之外什麼也沒留下，就像口袋裏的少數零錢。此人必定是死在這棵樹上。是病死？

受傷而死？還是因為意志消沉？一個破碎的靈魂花了多少時間去殺死一個有食物、飲水、避難所的

肉體？這些樹也是肉食性的，卻是以一個更低很多的酸度水平，足夠在夜間安全地棲息其中，當島

上的其他地區沸騰之時。然而，一旦這人死亡，停止了活動，這棵樹必定將自己捲起，包裹遺體，

以消化它，便是這副遺骨流失了養份，直到它們消散。在時間長河，連牙齒也會消失。 

 

菩提樹還無法提供永恒的避難所；在塵世的生物，或者說生靈，包括神明，必定會死，而他們的物

質軀殼，或為實物質，或為虛物質，則還必定會走向煙飛灰散，全部化成烏有的最後命運，便是佛

家講的成、住、壞、空四劫，便是物理的熱力學第二定律：物質必定會走向消亡，向極大熵的終點

前進。因此，島上菩提樹上的生活便是在象徵塵世生涯。 

 

I looked around at the algae. Bitterness welled up in me. The radiant promise it offered during the day was 

replaced in my heart by all the treachery it delivered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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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環視四周的海藻。苦意在我之内泛起。它所提供在白天那個發亮的承諾在夜晚在我心中被所有的

背叛取代。 

 

I muttered, "Nothing but teeth left! TEETH!" 

 

我低語：“除了牙齒之外什麼也沒留下！牙齒！” 

 

By the time morning came, my grim decision was taken. I preferred to set off and perish in search of my 

own kind than to live a lonely half-life of physical comfort and spiritual death on this murderous island. 

 

在黎明來到之前，我下定了嚴厲的決心。我寧願出發因追尋我自己的種類而死亡，也不願意去活一

個寂寞的那半截生涯，雖物質滿足而精神死亡，在這個殺人島上。 

 

有人說，Pi 在島上發現的那副牙齒是他母親的，也有人說是他的愛人 Anandi 的，或者說他的哥哥

Ravi 的，而那些狐獴則是寄生在他母親或者愛人、哥哥身上的蛆；島上的湖泊便是 Pi 的胃，會分

泌胃酸，將食物溶化。這些說法，都對，因為上帝所編的劇本容許各方面解讀。 

 

還有一種解釋，便是，那三十二顆牙齒是聖女的，她是老鼠、蒼蠅、烏龜的合體，或者說觀音、普

賢、文殊的合體，而將聖女吃下的那棵菩提樹則是聖男，他是老聃、保羅、彌勒的合體，或者說斑

馬、鬣狗、猩猩的合體；聖男與聖女的結合是為聖子，他便是那棵在億萬衆生中被唯一挑選的菩提

樹，其上長有黑色的果實，果實中包含有三十二顆牙齒，他便是小説或者電影中的老虎。注意，那

棵被選中的菩提樹在結出黑色的果實之前，亦即在老虎吃下老鼠、蒼蠅、烏龜之前，是聖母（亦即

聖男），之後才是聖子。因此，斑馬、鬣狗、猩猩、老鼠、蒼蠅、烏龜便是《高唐賦》所說的六

龍：老聃、保羅、彌勒、觀音、普賢、文殊。又，聖母也是那頭駝背鯨，而老聃、保羅、彌勒則還

分別是飛魚、金槍魚、鯕鰍。 

 

歷劫歸來的 Pi 便是紫薇聖人的外我，他便是地藏王。地藏王與聖子的合體便是上帝，聖父，祂便

是《啓示錄》所說亞洲七座教堂的整體。這便是《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的全部内容。

亞洲七座教堂便是北斗七星，它們圍繞北極星旋轉，而北極星則是上帝。 

 

於是，Pi 便帶著老虎離開了食人島，重新投入海洋漂流，直到他們最後抵達墨西哥海岸。之後，老

虎頭也不囘地走了，進入叢林，只留下 Pi 在人間停留。便是說，在成佛後，紫薇聖人便完成了他

的轉世任務，解救塵世，建立紫薇王國；之後聖子便返回涅槃，與聖父相聚；至於紫薇聖人的外

我，地藏王，他則一直留在塵世，超度世人，雖説他是真人，也有進入涅槃永享光榮的選項。地藏

王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地藏王便是《紅樓夢》中的空空道人，便是將地獄騰空的意思。 

 

By the time we reached the Mexican shore, I was afraid to let go of the boat. My strength was gone. I was 

so weak. I was afraid that in two feet of water, so close to deliverance, I would drown. I strugled to shore 
and fell upon the sand. I was warm and soft, like pressing my face against the cheek of God. And 

somewhere, two eyes were smiling at having me there. I was so spent, I could hardly move. And so, 

Richard Parker went ahead of me. He stretched his legs and walked along the shore. At the edg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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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le, he stopped. I was certain he was going to look back at me, flatten his ears to his head, growl. That 

he would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an end in some way. But he just stared ahead into the jungle. And then, 

Richard Parker, my fierce companion, the terrible one who kept me alive, disappeared forever from my life. 

After a few hours, a member of my own species found me. He left and returned with a group who carried 

me away. I wept like a child. Not because I was overwhelmed at having survived, although I was. I was 

weeping because Richard Parker left me so unceremoniously. It broke my heart. You know my father was 
right. Richard Parker never saw me as his friend. After all we had been through, he didn't even look back. 

But I have to believe there was more in his eyes than my own reflection staring back at me. I know it. I felt 

it. Even if I can't prove it. You know, I've left so much behind, my family, the zoo, India, Anandi. I suppose 

in the end, the whole of life becomes an act of letting go, but what always hurts the most is not taking a 

moment to say goodbye. I was never able to thank my father for all I learnt from him. To tell him without 

all his lessons I would never have survived. I know that Richard Parker is a tiger, but I wish I had said, "It's 

over. We survived. Thank you, for saving my life. I love you, Richard Parker, you'll always be with me. 

May God be with you." Writer: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在來到墨西哥海岸之後，我擔心無法下船，我喪失了力氣。我極度衰弱。我擔心，我將會於兩英尺

的水中溺斃，是如此靠近解脫。我掙扎上岸，跌在沙灘上。我覺得溫柔與溫暖，如同將臉貼在上帝

的面頰上。然而，在某處，一雙眼睛正在對在這兒的我微笑。我精疲力竭，一些也無法移動。因

此，Richard Parker 便趕上了我。他邁開步伐沿著海灘行走。在森林邊緣，他停下。我確定，他將

會囘頭看我，將他的耳朵向他的臉貼倒，低鳴，以某個方式表達我們友誼的結束。然而，他只是直

視前方的森林。然而，之後，Richard Parker，我兇猛的同伴，讓我活著的可怕夥伴，便從我的生涯

永久消失了。幾小時後，一個我自己種類的成員發現了我。他走後便帶來了一群人，將我帶走。我

像小孩般的哭泣，並非因為我的獲救讓我崩潰，雖説我那時的處境確是如此，而是因為 Richard 

Parker 如此冷淡地離開了我。這讓我傷心。你知道，我的父親是對的。Richard Parker 絕沒將我當成

他的朋友。在我們結束一切後，他竟吝於回頭。然而，我必須相信，他的眼中比（他）看我所反射

的我自己還多。我知道這個，因為我感覺到了，雖然我無法證明。你知道，我失去太多了，我的家

庭，動物園，印度，Anandi。我認為，在結束時，生命的全部即變成放手的行動，然而總是傷我最

深的便是無暇說再見。我無法感謝我的父親那些我向他學到的所有東西，告訴他，缺少他的教導我

將無法活過來。我知道，Richard Parker 是頭老虎，然而我還希望我曾說過：“結束了，我們活過

來了，謝謝你，因為你救了我的生命。我愛你。Richard Parker，你將永遠與我同在。願上帝與你同

在。”作家說道：“我不知要說什麼。” 

 

一般人的解讀是：老虎無情，毫不留戀的離開了 Pi，然而 Pi 卻説：“他的眼中比他看我所反射的

我自己還多。”便是說，Pi 在老虎眼中所看見的他自己只是老虎看他的一部份；老虎的感情有一部

份 Pi 無法看見；便是說老虎與人類的感情不同，無法以人類的感情衡量老虎的感情。人類講究二

分法，所謂有情便是相對於無情，然而動物是不懂二分法的，因此要以人類的感情衡量動物，這個

命題一開始便是牛頭不對馬嘴，兩者無法相提並論。 

 

那麼，紫薇聖人與他的内我分別那時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莊子·田子方》：“顏淵問於仲尼曰：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顏淵向孔子求

教：“夫子步行，我亦步行；夫子快走，我亦快走；夫子快跑，我亦快跑，然而當夫子狂奔絕塵

時，我便無法跟得上，只好瞠乎其後了！””之後，孔子回答顔淵有三段話，第三段話是這麼說

的：“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我終身與你有一臂之交集，然後又失去了這個交集；這不是很可悲嗎？你幾乎穿著我所穿

著的，你已經將我學得夠徹底的了，然而你還以為你尚有未學全之處，這個情形就像是你在向一爿

空無所有的商店求購馬匹一樣。我的服飾，不久以後你便會差不多全忘了，而你的服飾，不久以後

我也會差不多全忘了。然而，你又何必擔心這些呢？雖然你忘記了以前的我，我總會有讓你無法忘

記的地方。”以上便是紫薇聖人的内我，孔子，亦即聖子，黑天、盤古，與紫薇聖人的外我，顔

淵，亦即地藏王、Arjuna，他們兩人在離別時互相的告別之言；地藏王說：“您的風采深深吸引

我，雖然我努力向您學習，然而我還望塵莫及。”黑天說：“不必客氣，你已經將我學得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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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已沒有更多的東西可教你了，而如今我倆的緣分已盡，從今以後你我不再相聚相守，只不

過，我相信，你應該不會將我完全淡忘！”見前文，亦即《薄伽梵歌》。 

 

因此，聖子走了，毫無留戀的離開了塵世，徒留感傷在地藏王心頭。然而，聖子真是無情嗎？情到

深處總無情，聖子太有情了，他的大愛彌漫人間，又豈只是那一丁點足以讓地藏王感懷的小愛而

已！不過，無論如何，地藏王還是察覺到聖子心中的大愛了，因此，在《紅樓夢》中，他便將他

‘空空道人’之名改成了‘情僧’。 

 

在聽完 Pi 的故事之後，作家 Yann Martel 認為 Pi 的故事確實是令人難以置信（amazing），便詢問

他，是否允許他將他所聽到的故事，這個人與虎在海上漂流的冒險情節，發表成書，Pi 應允了，他

說：“這是 Mamaji 之所以送你前來與我相見的目的。”Martel 便說，Pi 的故事有一個完美的結

局。Pi 說，故事是否完美，決定在你，因為這個故事現在是你的了。 

 

親愛的讀者，在你聽到了這個紫薇聖人向你們解説上帝所編寫的故事之後，你是否會得到啓發，因

此獲得美好的結局，這個決定便在你了，因為這個故事現在便是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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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孤單路程  因為有你陪伴 所以我才不寂寞 

這是個斷腸行程 因為有你安慰 所以我才不哭泣 

這是個艱難旅程 因為有你扶持 所以我才不仆倒 

這是個深刻歷程 因為有你同在 所以我才不忘記 

 

別了 

上帝之子 

願你在聖父身側 

永享光榮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