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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身處的磁場性質 

對中國文化及哲理有興趣的人，甚至現代的中學生，
都會聽過一首發人深省，起着極强導向作用的古詩 -- 
「正氣歌」。正好描述此天地之間，有一股「正能量」的
存在。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這首震撼人心、正氣凜然、鏗鏘有力的千古佳作，出
自中國南宋時代的名臣文天祥(西元1236-1282)。當時的文
天祥由於不願意投降及效力於元朝黃帝，被囚禁了兩年。
囚室環境極度惡劣，齊集了七種汚穢之氣，但一向身體衰
弱的文天祥，竟然愈活愈精神。是什麼原因呢？有人問
他，文天祥就以這首傳誦千古的詩作答。

文天祥被囚禁的囚室，環境有幾惡劣呢？囚室是一間
土地牢。這間土牢寬有八尺，深約三十二尺，單扇的門又
低又小，窗子又短又窄，地勢低窪而黑暗。在炎炎夏日之
時，各種氣味聚集在一起。雨水從四面流入匯集，床鋪和
桌子都浮了起來，這就是水氣。大雨後滿室泥濘，經過半
天蒸發浸泡後，更加糜爛，這就是土氣。天氣忽然放晴而
燥熱起來，然而牢房閉塞，四面不通風，這就是日氣。在
屋簷下升火燒飯，使室內更加炎熱，這就是火氣。囤積在
倉庫的米糧腐爛了，陣陣臭氣四溢逼人，這就是米氣。囚
犯肩並著肩擠在一起，身上汙垢發出腥臊般的惡臭，這就
是人氣。有時從廁所、死屍、爛鼠等處散來各種混雜的惡
臭，這就是穢氣。

這幾種氣味加起來，遇到的人很少不會病倒的。文天
祥詩中的意思是說「天地間存在著一股正氣，紛雜地散佈
在各種物體上：在地面上就是江河山嶽的浩蕩與崇高的靈
氣，在天上就是日月星辰的光輝，在人身上的就是浩然正
氣，它盛大地充滿在天地之間。」

文天祥的意思是說「我擅於培養自身所具有的浩然正

此文歡迎轉載，但必須列明出處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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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這土牢中有七種惡氣，我的浩然正氣只有一種，
用一股正氣抵抗那七種惡氣，我還怕什麼呢！何況這
浩然之氣是天地間的正氣啊！」正如依怙主  夏札(戚
操)生紀多傑法王曾經開示過我們的金句一樣：「如
果我們擁有真理，則沒有什麼可以擔心及害怕的。沒
有任何東西比真理更大及更強!」，確實是至理名言!

在大自然中，有各種不同的「氣場」。宇宙間
很多的事物，都是由「氣」的運動變化而產生的。人
的生命，有賴於「氣」的運轉。「氣聚則形體成，氣
散則形體亡」。「氣」有萬千種形式，有天之氣、地
之氣、山之氣、海之氣、川之氣、人之氣、靈之氣、
金之氣、木之氣、石之氣、火之氣……等。這些「氣
流」，其實是一些「能量流」，充塞於宇宙之中，充
塞於不同的空間層次之中。不同程度的能量，不同的
頻率，不同的性質，有不同的作用。

這些「能量流」，都因應着「磁場」的强弱交
錯，不斷地改變其方向、密度及形態。「磁場」是
廣泛存在的，地球、恆星(如太陽)、星系（如銀河
系）、行星、衛星，以及星際空間和星系際空間，都
存在著「磁場」。大自然中的許多物理現象和過程，
都牽涉「磁場」這一重要因素。 

在現代科學技術和人類生活中，處處可遇到磁
場，諸如「發電機、電動機、變壓器、電報、電話、
收音機以至加速器、熱核聚變裝置、電磁測量儀表」
等，無不與磁現像有關。甚至在人體內、生命的活
動、一些組織和器官內，也會產生微弱的「磁場」，
並且受到外間各類型「磁場」的交匯及强弱所影響。
生命，就是如此的無奈，受制於這些局限及影響嗎？

有什麽的力量，可以抗衡及改變外在的「磁場」影
響呢？當然有，就是「心之力量」。

文天祥在心內，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與情操，形成一股牢不可
破的「心力」，亦即是凝聚了一股強而有力的「正
能量」。由於「物以類聚」、「磁場」的效應，這
股「正能量」與「天地間的正氣」，亦即是充盈於
宇宙的「正能量」連結了。這種連結，令他身心健
康，無懼於七種穢氣的糾纏。

雖然文天祥因為為了維持這股「正能量」而被
殺，但這種連結，亦因此不會中斷，足以帶引文天
祥進入充滿「正能量」的精神領域，投生在上佳之
地。若果文天祥棄守「正能量」而投降元朝黃帝，
「心力」一旦潰散，即使保住當時的性命，但悔疚
與羞慚，將會形成極强的「負能量」，由於「磁
場」的效應，心內的「負能量」會與宇宙間的「負
能量」自然連結，死後難免進入比囚牢更苦的精神
領域，這是一般充滿「貪嗔痴」的眾生所難以預料
及相信的。

文天祥的「正氣」，數百年來一直導向着一種
「價值觀」，就是「寧捨生命，勿捨正氣」。正是
佛教的其中一種指引：「寧捨生命，勿捨戒律」，
都是同一種意義。一些精於計算眼前得失的人，無
法理解其中的深層意義，是因為不明白「大自然的
運作規律，都被磁場效應所操控」，因而計算錯
誤，陷自己於萬劫不復之地，在困苦的精神領域受
苦千萬劫 (「劫」即一段難以計算的長時間) 。實在
十分可惜，他們只是計算眼前的短暫利益，却忽視
了千百萬劫的長遠利益。

「磁場」的影響力有幾大呢？釋迦牟尼佛準備
進入「湼槃」的時候，頭朝北方，腳向南方而卧，
為甚麼呢？因為地球的「磁極」是北極及南極，而
「磁場線」亦由北極指向南極。於此方向順應「磁
場線」進入「空性」狀態，所受騷擾最少，直入「
本性」(本覺)，不再受到磁場的操控。作為三千大
千世界主之本師釋迦牟尼佛，尚且運用「磁場」的
影響力，眾生的我們，可以忽視「磁場」的影響
力嗎？(請參看由敦珠佛學會出版之「空性--非有非
空」DVD光碟及「蓮花海」第四及五期之「瀕死體
驗的意義」一文，有關「本性」的大自然現象。)

宇宙具磁場　萬物受扯連
心偏正或負　命運隨勢遷
誰主浮沉道　盡由心性牽
佛入般湼槃　空性心離纏

釋迦牟尼佛

11



「假上師」的磁場效應

幾千百年、甚至無數劫以來，有無數的眾生，
因為受到錯誤的精神導師所牽引、控制、誤導，在
心內凝聚了一股極强的「負能量」，與及積存無數
的錯誤訊息，令這些眾生一直受到下拉式的「負能
量」所影響，苦不堪言，卻又仍然痴痴地承受。就
好像身陷泥沼一樣，慢慢地向下尋底。

這些錯誤的訊息包括：

1. 只要成功，不用理會所採用的是什麽方法及手
段；

2. 不理會教理及修持，只要接受加持祝福，只要
信，就可以解決一切的難題；

3. 迷信精神導師擁有神秘的力量，相信依賴他就可
以解決一切的難題，並且得到永生；

4. 迷信精神導師是某某神的化身，可以幫助你解決
一切的難題，無需修持，就可以得到永生；

5. 不理會教理及修持的方法，是否符合大自然的道
理；

6. 人死如燈滅，要及時行樂；
7. 並無「因果與受報」，只有「成功與失敗」；
8. 為了維護教法、派系、宗派的權威，可以使用任

何的方法及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殺人、集體謀
殺及集體自殺；

9. 奉獻財物或身體，或者勞役身體，就可以贖罪。

《佛法》所說的「業力」，其實就是一群數之
不盡的「心力」(「業力」網絡：由於以往多生多世
「善或惡」的行為，形成自己內心及受影響的其他

人之「心力」互相糾纏，成為互相影響的「引力」
網絡，稱為「業力」網絡。請參看由「敦珠佛學
會」出版的「業力不可思議」DVD光碟。) ，而「共
業」，就是由一個或多個群體所形成的「業力」網
絡。這些由「心力」組成的網絡，會形成群體的一
種「磁場」。

「藏傳佛教」之「壇城」(梵語「曼陀羅」
Mandala)，正是由一群修行人，包括已成「正覺」
之佛及菩薩們的「心力」所凝聚而成。此等「磁
場」之「正能量」，由大家共同的清淨「三昧耶」
誓句所維繫。若果某一方破壞了「三昧耶」，整
個「壇城」的「磁場」就會被污染，滲入「負能
量」。因此要進入此等「壇城」剎土，必須通過修
行及立下清淨的「三昧耶」，以維持「壇城」的清
淨「正能量」。

因此主持群體的精神導向者，其指引及位置十
分重要，可以說是該群體的「磁場」定位者。如果
群體的「磁場」屬於「正氣的正能量」，群體中的
成員，都會受到「磁場」的影響，與宇宙間的「正
能量」連結，擁有正確的上升式導向。如果群體的
「磁場」屬於「邪氣的負能量」，群體中的成員，
都會受到「磁場」的影響，與宇宙間的「負能量」
連結，受到傷害及心性扭曲，一直向下沉淪，受千
萬劫之苦。

所以作為一個群體，所傳授的教法是否有效，
並非最重要，反而是所傳遞的訊息及教法，是否屬
於「正氣的正能量」，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作為一
個宗教團體，如果只著重儀式、加持、迷信、誇
大、鬼話連篇，不著重正確教理及戒律的指引，即
使那個「上師」的傳承是真的，但那位「上師」仍
然是將成員帶入火坑、負性磁場的「假上師」，千
萬不要低估他的殺傷力。

那些以不擇手段的方式取得「傳承」或「上
師」之位的人，由於「心性」的歪離，就更加身處
及連結「負面的磁場」，跟隨者必定遭殃。「藏傳
佛教」形容這種情況為「上流水源受到污染，所有
支流及下流的水源均會同樣地受到污染」，即所謂
「上樑不正下樑歪」。而真正的原因，就是「磁場
效應」的影響。

因為若果身處「負面的磁場」，死後即使懂得
極佳的修行方法及「心力」超强，但因為自身的磁
場屬於「負能量」，與「負面的精神領域」早就連
結了，若果以「心力」加速修法前往，只會更快地
進入「負面的精神領域」，快速下墮。上一期所述
的「地獄大威德」個案，就是一個明確的例證。這
就是為什麼「藏傳佛教」的始祖蓮花生大士說：『
修行者「修心」以去除「貪嗔痴」則「上」，不「
修心」者則「落」，如蛇在竹，非上即落。』並無
中間緩衝途徑的原因。所以不要天真地以為懂得修
法、「心力」强就可以忽視「心性」的修持、忽視

釋尊向弟子們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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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與大自然界鬥力度、與諸佛菩薩的「共
識」閙抗拒，意圖瞞天過海，恐怕是自欺欺人、不自
量力、兼螳臂擋車了，一定是「死路一條」。

天地有正邪　雜然賦心靈
下則地獄顯　上則淨土真
於人曰修心　沛乎覺性生

「假上師」的「攻心術」

有一個個案，可以幫助各位理解「假上師」的
殺傷力有幾大。一位貌美而帶點性感的女士，一向熱
衷佛教的一切活動，包括「顯教」及「密宗」的活
動。她受過很多「灌頂」，也遇過很多「上師」。
終於「上得山多遇老虎」，碰上一個騙色的「假上
師」。

這位「假上師」穿起喇嘛的衣裝，一派道貌岸
然，是已婚的。熱心的女施主載著他來到一處清幽的
海灘遊玩。「假上師」以「加持」為名，用一串長佛
珠圍著女施主及他自己，唸唸有詞的，就這樣騙了

色。可憐女施主尚未醒覺，還不斷介紹貌美的女朋
友給「假上師」認識。時間愈久，愈發覺不妥，直
至停止介紹貌美的女朋友，加上直接的質問，關係
立時破裂。

女施主聲稱要公開他的醜行，甚至控告他。「
假上師」就恐赫說：「你有證據嗎？我有護法，可
以令你痛苦不堪，直至自殺，死後仍然會在靈界受
苦，你所積的功德及福報亦會蕩然無存，由我的眷
屬享用，所以你最好就不要多事。」

女施主從此在驚恐中度日，夜不能眠。恐懼的
折磨令她產生幻覺，訴說見到「假上師」與魔界的
部眾出現在她的家中，不知如何，從她的身上抽去
能量，令她一度失去嗅覺、味覺、視覺及感覺。恢
復嗅覺後又令她嗅着糞便的味兒，又找來一些雜靈
騷擾她，令她幾乎自殺，身體衰弱不堪。

其實女施主在一開始認識「假上師」時，就已
經產生了仰慕與信任，所以對方可以輕易地騙色。
觀乎「假上師」的恐嚇言辭，範圍遠及死後的靈
界，可知此「假上師」極度懂得「心理戰術」，而
且善於辭令。

由於女施主一開始就相信「假上師」擁有神
秘的力量，在心內紥了根，成為導向的磁力捧，令
女施主與「假上師」的「負面磁場」連結在一起，
這是極之不智及不幸的一個開始。不單令她減慢了
清醒的速度，亦令她在迷亂中繼續介紹貌美的女朋
友給「假上師」，更令受害者不斷增加，積聚「惡
業」。

這種紥了根的迷信，令她相信「假上師」的
恐嚇言辭，因此在驚慌中投射「心之幻象」，加上
身處「負面的磁場」，裏應外合，真的是「要幾恐
怖，就有幾恐怖」。這是「心」的特性。(請參看
由「敦珠佛學會」出版之「一切唯心造」VCD光碟
內，有關報導外國的實驗。)

「解鈴還須繫鈴人，心病還須心藥醫。」所
以「密宗」規定要觀察「上師」六年，方可投以全
然的信任，是極度正確的。(請參看「蓮花海」第
十三期之「真假傳承及其相關意義(二)」一文。)若
果尚未觀察清楚、不分青紅皂白，就隨便接受他的
「灌頂」，就等於不理會後果，與他的「磁場」連
結了，是十分危險的事。若果隨便接受導師的「教
法」，無論是何種宗教、何種派系，顯教抑或密
宗，就等於讓他將「因」的種子栽植在你的心內，
同樣是危險的。

任何控制他人的「心理戰術」，第一步是在對
方的心內種下一粒「因」的種子。若果沒有這粒「
因」的種子，任何「心理戰術」都難以成功。所以
如果這位女施主要自救，請不斷向自己訴說，那個
「假上師」是假的，根本沒有任何力量。並且在佛
前懺悔，洗滌因疏忽於觀察及亂投信任而造成的過

蓮花生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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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請求諸佛菩薩協助解除她與「假上師」之間的
任何連結。

必須將這粒「因」的種子，連根拔起，方可病
除。「藏傳佛教」的始祖蓮花生大士說：【不觀察
上師如飲毒，不觀察弟子如躍淵。】所謂毒藥，就
是有毒性的、有危害性的「因」的種子。

可能有人會問：「單單對自己訴說『那個假上
師是假的，根本沒有任何力量』，是不是真的沒有
任何力量可以傷害受害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因
為「一切唯心造」。凡是那些「非具體物質性的幻
變力量」，如果要產生作用，都必須最少由两個「
點」的連結而形成。

其中一個「點」必須放在受害人的「心」內，
另一個「點」則由害人的主控者操控。两個「點」
要連結起來，才可以產生交流，受害人才會被操
控。所以如果要解除被操控的情況，必須先在受害
人的「心」內去除受操控的「因素」。而最重要的
「因素」，就是不相信他擁有力量。無論是由另一
些「真上師」為受害人「祈福加持」，抑或是由受
害人親自「懺悔祈福」，只要受害人「心」內「
因」的種子去除，就等於「負能量」的消失，受害
人就會重獲自由。

受害人亦可以透過多行善、正修行，讓「心
靈」富足，增加「正能量」的比例，令「心力」加
强，「負能量」自然減少。「迷信」是「正修行」
的大忌，很容易產生負能量。

如果受害人「心」內存有忿恨，對害人者念念
不忘，「負能量」就會繼續積聚或者難以清除，受

害人亦難以脫困。「放下」與「自由」，是同時存
在的，不可以分割，亦不可以只擇其一。

一切幻變力量，源自「心力」；
一切騙術，來自「攻心術」；
心內不設任何「種子」，
一切魔幻均無立足之地，
只要您願意「放下」，
「自由」才真正的屬於您。

上述個案，可以清晰見到，「假上師」的「
負面磁場」與「錯誤不當的訊息」，其殺傷力究竟
有幾大！若果不徹底去除有毒性的、有危害性的「
因」的種子，其毒性將會延續至難以預測，令被害
者受苦千萬劫。受害者要清晰知道，令她產生幻覺
的不是甚麼神秘的力量，而是她心內的毒性種子。

祈願世間再無受騙者，祈願受
害者盡皆脫困，願佛陀慈光賜予智
慧，為迷亂者顯現正途！

………(待續)

誰憐弱質多悽苦　迷亂途中遇魔君

心本向佛無疑慮　何堪虛假苦折騰

魔踪頻現步步廹　錯在心種毒性因

今願除根掃幻影　從此起用智慧心

龍清巴尊者

個案徵求 :

為了令未來的善信，不會受到「假上師、假傳
承」的毒害，誠意邀請曾受此等毒害的善信來函
細訴受騙經過、受創傷之程度、以及「假上師」
的偽詐手法。希望藉此警示世人，勿再墮入陷阱
之中。有關事件會保密，以「化名」在文章中重
點論述。

此文歡迎轉載，但必須列明出處及作者。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