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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all who suffer or who are in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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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Dr. Bach 以能真實純正地將謙虛的靈性品質與實際的
內在了悟結合在一起而聞名；他簡單的哲理已經帶給世
界各地許許多多人很大的啟發與慰藉。「自我療癒」
(”Heal Thyself”)這本書激起很多人的興趣，也帶出有關
這本書裡面某些層面的一些問題探討。

  在本書的第八章最後一段，Bach醫生敦促我們要「跟那個偉
大的『白光兄弟同盟』結合在一起」。有些人因此而認為Bach
醫生是種族主義者。我們想在這裡很清楚地指出，Bach醫生所
使用的那個詞彙與膚色、種族或宗教都無關。事實上，Bach醫
生認為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都很不好。他只是很簡單地使用”白
色”來代表光亮、光明、源頭潔淨與清新，他也將具有同樣想法
者形容為「同夥」或「兄弟關係」的一部分。

在本書第三章中，Bach醫生將身體的症狀與負面情緒
連結在一起。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本書是他在剛開始
進行花精探索時所寫，他後來在另一本書「十二個療癒
者與其他花精」(The Twelve Healers & Other Remedies)中
就放棄了「身體的疾病可當做其背後情緒的指南」的這
個想法；他說：「頭腦是身體最細緻、敏感的部位，比
身體更能準確地顯示疾病的開端與路徑，所以要以頭腦
的看法來當作要使用哪種或哪些花精的指南。不要去注
意疾病本身，只考慮那個生病的人對人生的看法。」

我們希望以上的說明可以解除所有誤解，但最重要的
是，我們希望您能享受閱讀這本書，並期待閱讀的結果
對您找到自己對生命的看法與遠景有所助益。

  祝閱讀愉快一切美好

Bach  中心 (The Bach Centre)  暨 Dr. Edward Bach 治療基金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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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這本書的目的並非暗示醫療技術是沒有必要的，完
全不是；我只是很謙卑地希望這本書能指引那些正在受
苦、想往內邊尋找自己所患疾病的真正源頭的人，以幫
助他們幫助自己進行「自我療癒」。還有，我也希望這
本書能激勵那些常將人類福祉放在心上的從事醫療者，
以及宗教團體的一些執事者，鼓勵他們為了解除人類的
痛苦而更加努力，以讓戰勝疾病的那天提早到來。

現代醫學比較弱的地方在於它處理結果而不是起因。
許多世紀以來，疾病的本質被物質主義所覆蓋在底下，
沒有被揪出來，因此各種疾病才得以橫行霸道。這種情
形就像是敵人在山上重兵駐紮，而人們卻在鄰近鄉村進
行游擊戰，對敵人在山上的長期駐防視若無睹，只知道
修理修理因敵人突襲而受損的房子、埋葬受難者，以為
這樣就夠了。一般來說，今日的醫學就是如此；只是修
修、補補受攻擊的部位，以及埋葬受屠殺的部分，一點
都沒想到要思考真正的那個敵人的堡壘在哪裡。

疾病絕不可能以目前的物質方式根治或拔除；原因很
簡單，因為疾病的源頭不是物質的。我們所知道的「疾
病」只是產生在身體上的最終結果，是各種深遠、且長
期都一直在運作的力量的最終產物，即使單靠物質面的
治療在表面上成功了，但這只不過是短暫的緩解而已，
除非拔掉真正的起因。現代醫學的潮流誤解了疾病的真
正本質，將注意力都集中在有關這個肉體的物質術語上，
已經大大增加了疾病的力量。首先，這種錯誤的現象將
人們的思想從疾病的真正源頭分散掉，當然也就不會注
意什麼是攻擊這個源頭的最有效方法了；再者，由於將
疾病侷限於身體的部位，使得真正復原的希望被模糊掉，
於是助長了那個「害怕」生病的情結，讓疾病變得更加
堅強而有力。

疾病的本質是靈魂與頭腦(心智)衝突的結果，除了靈
性與精神上的努力外，絕對無法根絕。這些努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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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了解了本書接下來所將講到的內容所正確進行的，
就可以消除那些扮演最原始起源的根本因素，因而治癒
與預防疾病。單獨對身體所下的功夫只能在表面上修復
損害，但這不是治癒，因為病因還繼續在運作，任何時
候都可能換個模式再展現出來。事實上，許多表面上的
復原反而是有害的，因為那讓病人看不到病痛的真正起
因，在滿意於這種表面上重新獲得的健康後，那個沒被
注意到的真正病因有可能就增強了力量。相反地，如果
病人知道、或經由有智慧的醫師的解說，而知道是因為
負面的靈性或精神力量起了作用，而累積成了所謂的這
個物質身體的疾病的話，如果這個病人又能直接嘗試中
和、或抵銷這些力量的話，他的健康在一開始嘗試之初
就可能獲得改善，等到完成之後，他的疾病就會消失。

 這就是真正的治療 -- 攻擊那個要寨，那個造成痛苦的真
正基地。

現代醫學所用的物質性方法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偉大
的哈尼曼先生(Hahnemann)所發現的同類療法(又稱順勢療
法)。哈尼曼了悟到人類內邊都有宇宙造物主與上蒼的慈
愛，在研究他的病人對人生、環境與所患的疾病的心態
之後，開始尋求能在田野與大自然王國中找到療方，這
種療方要能治療病人的身體並同時提振病人的精神狀態。
希望哈尼曼的醫學能被對人類心中有愛的真正醫師們繼
續拓展下去！

在耶穌基督之前五百年的古印度有一些醫生，他們的
行醫方式受釋迦牟尼佛的影響，將治療的藝術進化到一
種完美的境界，可以完全不用開刀，雖然那個時候的外
科手術就已經跟現在一樣有效率、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外，有著偉大治療理想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與
確信人類內邊有神聖品質的帕拉希斯(Paracelsus)，以及
領悟到疾病起源於超物質次元的哈尼曼(Hahnemann) – 
這些歷史上的偉大醫者都很了解痛苦的真正本質與真正
療方。如果這些大師的醫療技術與教理能被流傳應用下
來的話，過去20或 25個世紀當中的多少苦痛與不幸應
該早就可以不用發生？然而，正如同其他方面的情形一
樣，西方國家過度注重物質主義，且長期如此，導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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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注重實效的阻礙者的聲音掩蓋了那些知道真理者的勸
告！

簡單來講，疾病在表面上雖然看似殘酷，實際上卻是
仁慈且對我們好的；如果能夠加以正確解讀的話，疾病
會導引我們、讓我們看到自己基本的缺失在哪裡。假如
能正確處理這些缺失，生一次病反而是提供給我們消除
那些缺失的大好機會，讓我們變得比以前更好、更偉大。
痛苦是一種矯正劑，它指出一種教訓，那種教訓是我們
用其它方法所沒學到的；除非我們學到那個教訓，否則
痛苦無法根除。要知道，對那些能夠了解與解讀前軀性
症狀之重要性的人來說，他們就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
或者他們就會採取適當的、具糾正性的靈性與精神層面
的行動，將疾病在發生初期即加以打散。無論情況多嚴
重，都不必絕望，因為只要一個人還能保有這個物質生
命，就表示那個統治著這個身體的靈魂還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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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了解疾病的本質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一些基本
的真相。
首先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靈魂，那個靈魂就是他/她的

真我(Real Self)；是一個神聖、強而有力的存在，是宇宙
萬物的造物主的子女；這個身體屬於它所有，是真我在
地球上的殿堂，但也僅只是真我最渺小的反射而已：住
在我們內邊、也在我們四周的我們的靈魂、我們的「神
性」已經依祂的意願為我們定好這輩子的生活，只要我
們容許的話，它都會一直導引我們、保護與鼓勵我們，
永遠為了我們最大的利益而小心戒備並慈愛地領導著我
們：那個「祂」、我們的「高等自我」，是屬於上帝的
一個光點，所以是無敵的、不朽的。

第二個我們必須知道的原理是，我們在這個世界所認
知的「我們」是下來這裡的「人格」，為了在地球上生
存期間獲得所有知識與體驗，為了發展我們所缺乏的美
德，也為了消滅自己內邊的一切錯誤，如此才能向著我
們完美的本質前進。靈魂知道怎樣的環境與條件最能讓
我們這樣做，因此將我們放在最適合我們達到目的的生
命軌道上。

 第三點是，我們必須認知在地球上的短暫旅行 – 也就
是所謂的「生命」-- 只是我們進化過程中的一個片刻，
就像在學校的一天而已，而雖然我們現在只能看到與了
解這個「一天」，我們的直覺告訴我們：我們這一世的
出生距離我們的起點無限遙遠，這一世的「死亡」也距
離我們的終點無限遙遠。我們的靈魂才是真正的「我
們」，是不朽的，而這個我們所察覺的身體只是暫時性
的，只是像我們騎去旅行的一匹馬，或我們用來做一件
作品的工具而已。

接下來第四個偉大原理是，只要我們的靈魂與人格合
作無間，我們就只有喜悅與和平、快樂與健康。也許我
們的世俗欲望、也許別人的勸說，會讓人格在靈魂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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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道路上迷失，此時衝突就會出現。這個衝突就是疾
 病與不快樂的根源。不論我們在世上的工作是什麼 – 擦

 鞋童或君王，大地主或小耕農，富裕或貧窮 – 只要我們
依循靈魂的指示從事該項工作，一切都會沒問題；我們
還進一步可以確認的是，不論我們這一世被放在哪個位
置，不論尊貴或卑微，它都包含著這一次讓我們進化所
須的功課與經驗，也提供我們為了自我發展所須的最有
利條件。

下一個必須了解的偉大的原理是「萬物同一體」；一
切事物的「造物主」就是「愛」；任何我們所知道的、
以數不清的形相存在的所有東西都是這個「愛」的化身，
不論大至星球或小至小石頭、小星星或小露珠，不論是
人類或最低等的眾生。我們不妨用以下這種方式，也許
可以稍微瞥見一下這個概念：把造物主想像成有著火燄
般光芒的慈愛大太陽，從太陽的中心往不同方向射出無
限多的光束，而我們以及我們所覺知的一切就是在光束
末端的微粒，散發出來為了要獲取知識與體驗，不過最
終仍要回歸那個大中心。對我們來講，每一束光芒好像
是分開且不一樣的，事實上卻都是屬於大太陽中心的一
部分。分開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旦光束從源頭分離，就
停止了存在。這樣我們可以稍稍理解到「分離」之不可
能，就像每一道光束也許有自己的獨特性，但它仍舊是
偉大的中心創造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個反對我們
自己或別人的動作都會影響到整體，因為引起一個部分
的瑕疵也會反射到整體上，它(整體)的每一個微粒最後都
得變成完美才行。

所以，我們看到了兩個基本的大錯誤可能存在：一是
我們的靈魂與人格的分離，另一是對別人的錯誤或殘酷，
因為那是犯下對「同一體」(Unity)的一種罪業。這兩種
基本大缺失的任一種都會帶來衝突，進而導致疾病。了
解自己哪裡出了差錯(通常自己都不會明白)，並很懇切地
努力糾正那項錯誤，就會讓我們過著喜悅與和平的生活，
也會讓我們擁有健康。

疾病本身是仁慈的，它的目的在將一個人格帶向他靈
魂的神聖旨意；因此我們知道疾病是可以預防與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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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只要能了解自己的錯誤並以靈性與精神層面的方法
加以糾正，我們就不須經歷痛苦的嚴重教訓。「神聖力
量」給我們每一個機會，好讓我們修正自己的道路，讓
我們不必等到最後再來承受痛苦與折磨。錯誤不一定發

 生在我們正在奮鬥的這一世 –  我們上學的這一天 -- ；雖
然我們的頭腦不見得知道自己痛苦的原因，這對我們來
講也許很殘忍也很莫名其妙，但我們的靈魂(也就是我們
自己)知道整個目的何在，並會為了我們的最大利益引導
我們。雖然如此，能了解與糾正自己的錯誤的話，就能
縮減我們的病痛期並讓我們回歸健康。知道靈魂的目的
並默默地聽從，就可以解除世俗的受苦與煩惱悲傷，讓
我們自由歡喜與快樂地開展我們的進化。

最大的錯誤有兩個：第一是未能尊敬與遵從靈魂的指
令，第二是行為舉止違背了「同一體」。就前者來說，
永遠要避免評斷別人，因為對這個人正確的事，對另外
一個人往往是錯的。生意人的工作是建立大事業，不只
為了自己的利益也為了他的所有員工的利益，在這當中
他會獲取效率與控管的知識，並發展跟這些知識有關的
道德，這跟一位護士所必須用到的品質與道德必定不會
一樣，護士為了照顧病人有可能犧牲生命，不過這兩者
只要能遵從他們的靈魂的指示，就是在正確地學習他們
各自進化所需要的品質。重要的是要透過良心、本能與
直覺去學習知道我們的靈魂、我們的高等自性所告訴我
們的指令，並加以遵從。

因此我們知道疾病的究竟原理與本質是可預防的，也
是可治癒的，而靈性醫療從業者與醫師們的工作除了給
與病人物質療方之外，也要讓病人認識他們的生活出了
什麼差錯，才導致了痛苦，以及要怎樣才能消除生活中
的這些錯誤，好讓病人們能重拾健康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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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們所知道的疾病是很深層的失調所導致的最終
階段，因此很明顯地，為了保證治療的完全成功，單
靠處理最後的結果是無法克竟其功的，除非那基本的
起因也被去除。人類所犯的首要錯誤就是違背「同一
體」的原則，而這錯誤源自我們對這個小我的「自
愛」。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最原始的「折磨」其實只有
一個，那就是「不舒適」，或疾病。違背「同一體」

 的行為可以分成很多種，因此疾病 – 身為這些行為的
 結果 -- 也可根據其起因而分成主要的幾個群組；疾病

的本質可以是很有用的嚮導，幫助我們發現是什麼樣
的行為違反了「大愛」與「同一體」的「神聖律法」。

如果我們本性裡就對一切事物有著足夠的愛心，我們
就不會具有傷害力，因為那個愛心會制止我們的手去做
出任何傷害別人的動作，制止我們的頭腦興起任何傷害
別人的念頭。不過我們尚未達到那種完美的境界，如果
有的話，我們就不必再來這裡了。但是，我們都在追尋
與朝著那個境界前進，而那些身或心承受痛苦者，就是
正在經由受苦而被引導著邁向那種理想境界，只要我們
能加以正確解讀的話，不但會加速成就那目標的腳步，
還能減少病痛與苦惱、悲傷。打從我們能學到功課與拔
除錯誤的那一刻開始，就不會再需要糾正，因為我們必
須記住：痛苦本身是仁慈的；藉由痛苦，它對我們指出
了我們正在走著不對的道路，催促我們進化至光耀輝煌
的完美。

人類真正原始的疾病是諸如以下的缺點：驕傲、殘
酷、憎恨、自愛、無知、不確定與貪婪；想想看，這
些缺點的每一個都是違背「同一體」的。這些缺點才
是真正的「疾病」(以現代的觀念來說)，這些缺點若
持續下去的話，會發展至我們所知道的錯誤的階段、

 會累積在這個身體內，造成傷害身體的結果 – 就是我
們所知道的「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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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驕傲”是因為不承認這個人格的渺小與完全需
要依靠靈魂所致，也不承認這個人格所有的任何成就都
不是自己的，而是人格內邊的「神性」所賜與的加持；
再者是因為失去那種自己只是”一部分”的覺知、那種自
己在「造化」計劃中是很渺小的覺知。因為”驕傲”總是
拒絕對「偉大的造物者的旨意」卑躬屈膝與順從，所以
才會犯下違反祂的旨意的行為。

“殘酷”則是否定「萬物同一體」的行為，是未能了解任何不
利於別人的事就是反對”整體”的事，也就是違背「同一體」的
行為。不會有人傷害自己所愛與所親近的人吧？而依據「同一
體」的法則，我們必須成長到能了解每個眾生都是整體的一部
分、都成為我們所愛與所親近者，直到有一天，甚至於連迫害
我們者也只會喚起我們的愛心與同情心。

“憎恨”是”愛”的相反，是顛倒「造化法律」的。它與
整個神聖計劃對立並背離了「造物主」；它只會導致顛
倒「同一體」與相反於「大愛」的所有旨意的思想與行
動。

對小我的“自愛”否定了「同一體」，否定了我們對人
類同胞應盡的本份，因為我們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對人類
的利益，與對週邊人們的照顧與愛護之上。

“無知”是未能學到真理、或在機會來臨時拒絕認識真「
理」，無知會導致許多錯誤的行為，那些錯誤的行為只
有在黑暗中才會存在，在「真理與知識」之光圍繞著我
們時，是不可能發生的。

“不確定”、”優柔寡斷”與”缺乏目標”是在一個人格個
性拒絕被「高等自我」所規範時所產生的結果，會讓我
們因為這些弱點而背叛別人。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我們內邊認識那個「無敵的、無法打敗的神性」的
話，而實際上那個神性就是我們自己。

“貪婪”導致對權力的渴望，它否定了每個靈魂的獨特
性與自由，它不知道每個人格都是來這裡依照自己的靈
魂所指示的路線自由發展，以增加自己的獨特性，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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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擾地自由工作，因此貪婪的人格會想發號施令，會
想塑造別人，篡奪了造物主的權力。

 以上這些是真正的疾病 -- 我們所有痛苦與苦惱的源頭
 與基本 – 的一些例子。這些缺點的每一種，如果持續存

在，持續違反「高等自我」的聲音，就會導致一種衝突，
這種衝突必得反應在這個物質的身體上，產生屬於它特
有的類型的病症。

我們現在看到了，會折磨我們的任何形式的疾病都會
導引我們發現在病苦背後的錯誤。比方說，”驕傲”是心
理的自大與堅硬，會導致身體的僵硬與麻木。殘酷的結
果是疼痛，好讓承受疼痛之苦的病人能學到不要將痛苦
加諸於別人，不論是就身體或心智的層面來講。”憎恨”
的處罰就是孤獨、失控的暴戾脾氣、暴怒與歇斯底里。
神經官能症、神經衰弱與這一類情況會使生活失去許多
樂趣，而這些疾病是出自過度的「小我的愛」的結果。”
無知”與缺乏智慧本身即會讓日常生活產生許多困難，若
進一步地，在機會來臨時仍然拒絕認識真理的話，其自
然而然的後果就是近視、視力與聽力的損傷。”心裡的不
確定”會導致身體上同樣的狀況，那就是影響身體行動力
與協調機能的種種失調。”貪婪”與支配別人的結果會讓
當事人變成自己身體的奴隸，其慾望與雄心壯志都會因
生病而受到壓抑。

還有，身體的哪一部位會生病也都並非意外，都是依
據因果法則在運作；而且要再強調一次的是，它們都是
來幫助我們的一種嚮導。比方說，心臟是生命之泉源，
也就是愛心之泉源，因此心臟會生病就表示人性中對人
類的愛沒有開發出來或用錯地方；手部生病的意思是行
動的失敗或缺失；頭腦是控制中樞，如果生病的話，表
示人格的缺乏控制。這些都是依照法則在運作。我們都
承認在一陣壞脾氣發作之後、與忽然聽到壞消息的打擊
之後，會有許多後果，如果小事都可以影響身體，更何
況那些嚴重的、根深蒂固的東西如何造成身體與靈魂的
長期衝突？我們還可以存有質疑嗎、還針對這種衝突結
果導致了我們今天會生病而難過抱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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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需要沮喪。我們可以做到疾病的預防與療癒，
只要探討我們內邊錯誤缺失所在，並以最懇切的心發展
出美德來摧毀這些錯誤缺失；不是與錯誤作戰，而是以
與它相反方向的滿滿道德，來將錯誤從我們的本性中沖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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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在我們已經發現疾病本身不是意外，不論是哪一種疾
病，或發生在身體的哪一部位；正如所有其它能量的結
果一樣，疾病也依循著因果法則在運行。某些病症可能
因直接的物質因素而起，例如某些毒物、意外、受傷，
以及飲食過度，不過一般來說，疾病的起因在於我們身
上的一些基本錯誤，就像前面舉過的那些例子所說的。
   
  因此，為了達到完全的治療，不只要使用物質的方式、
使用所採用的醫術中最好的方法，我們自己也要盡全力
去排除我們本性上的任何錯缺失，因為最終、最完全的
治療最後都是來自內邊、來自靈魂本身，祂會仁慈地散

 發和諧至一個人的裡裡外外 – 如果我們允許祂這樣做的
話。
  
   – 正如一切疾病有一個很大的根本起因 也就是「自我的愛」-- 

一樣，也有一個解除所有痛苦的偉大方法，那就是將「自我的
愛」轉換成對他人的奉獻。如果我們能充份開展這個品質，去
愛與照顧周遭的人至渾然忘我、在享受這趟光耀的獲取知識的
冒險之旅的同時也能幫助別人，我們個人的悲傷與痛苦就會迅
速地成為過去。有一個很偉大的終極目標，那就是：為了服務
人類而忘卻自己的利益。不論我們神聖的大我將我們放在哪個
位置上，也許是商人、也許是專業人士，不論貧窮或富有，是
君王或乞丐，因為所有人都可以在各自職業上執行工作，又能

 透過傳達「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聖愛，而真正加持周遭一切。

  然而，我們絕大多數人在到達那種完美的境界之前，還
有一段路要走，雖然如果很認真努力的話，我們將會驚
訝於自己沿著路上所能進展的速度有多快；前提是我們
不只要相信這個卑微的人格小我，也要絕對有信心自己

 也可以像古今偉大明師們的典範與教理一樣 -- 有能力與
自己內邊的靈魂、神性合成一體，到得那時，所有事情
都將變成可能。我們多數人都會有一個或更多個不利的
缺陷特別障礙我們的進步，為了這個或這些缺陷，我們
在對世界努力開展、擴大自己愛的本性的同時，也要力
圖以與我們缺陷相反的道德之洪水將該等缺陷沖刷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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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也許有一點難，不過也僅只是剛開始而已，因為
真正得到鼓舞的美德會不可思議地迅速累增，加上我們
內邊神性的協助，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就不可能失敗。

  在開展我們內邊的「宇宙大愛」之同時，我們必須越來
越了解：每個人不論階級多低，都是造物主的子女，總
有一天，只要時間到了，每個人都跟我們一樣會進展至
完美的境界。不論一個人或其他眾生外表看起來如何卑
下，我們必須記住：他們內邊都有那個神聖的光點，它
一定會慢慢長大，直到造物主的光芒照耀在那個眾生身
上。

  還有，是或非、善與惡都是相對的。對原住民的自然進
化正確的東西，對我們文明社會比較開發的人來說可能
是錯的，而對我們來講是美德的事情，對已達到門徒身
份者來說則可能不恰當或錯誤。我們所稱的錯誤或邪惡，
事實上是”善”放在不適當的地方，因此這純粹是相對、
比較的。想想看，我們理想主義的標準也是相對的；我
們在動物面前好像神明，然而事實上，我們自己卻遠低
於那些奉獻一切、為我們立下偉大典範的「聖徒與受難
者」的白衣兄弟們的水平。因此我們對待最低下者要有
慈悲與同情心，因為也許我們自以為已經進步到遠比他
們高的等級，但事實上我們還是很渺小，還有一段很長
的路要走，才能達到那些光照每一時代的學長兄弟們的
標準。

  如果被驕傲所困擾的話，要試著了解自己這個人格根本
微不足道，如果沒有來自上面的光、來自靈魂的光協助
的話，根本無法成就任何好工作或做出令人滿意的服務，
也無法對抗黑暗的力量。我們要用盡力氣去試圖理解一
點點我們造物主的無所不能、不可思議的力量，祂以一
滴水就可以造出這個多麼完美的世界以及所有的宇宙系
統；也要試著認知自己所欠缺的謙卑，以及我們對祂的
完全依靠。我們對人間的上司都知道尊敬與敬重，更何
況對那宇宙最偉大的建築師，我們更當無限倍地以最大
的謙卑認知自己的脆弱啊！

  如果”殘酷”或”憎恨”阻擋我們進步之路的話，要記住”
愛”是萬事萬物的基礎，要記住每個活著的靈魂都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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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當中即使是最好的，也必有缺點。經由尋找他人
 身上的優點 –  甚至於那些一開始冒犯我們的人 – 我們就

 會學到發展同情心 –  也許還更多 --  以及多一個希望 -- 希
望他們會看到較好的方面；接下來我們會萌生幫助他們
也提昇的願望。能究竟征服一切的必定經由愛與和善，
當我們已充份發展此二品質時，就沒有事情可以困擾我
們，因為我們會慈悲憐憫，不會對抗；因為，再說一次，
在因果法則之下，反抗才會造成損害。我們生命的目的
在聽從高等自我的指示，不被他人的影響所嚇阻，而要
做到這點，我們必須溫和地走自己的路，同時不要干預
別人的人格，或以任何殘酷或憎恨的方式造成任何傷害。
我們必須努力學習愛別人，也許就從愛一個人或一隻動
物開始，然後讓這個愛開展與擴大至越來越大的範圍，

 直到與它相反的缺點自動消失。愛會帶來愛，正如憎恨
招致憎恨一樣。

   針對「自我的愛」的療方就是以注意與照顧我們自己
的方式轉而對待別人，全神貫注於他們的福祉上到渾然
忘我。正如一個「白衣兄弟」團體所說的：「若要尋求
慰藉自己的憂傷，就要在同胞們有難時伸出我們的援手
與慰問。」除此方法外，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治療「自
我的愛」與其接下來所產生的失調。

   “不確定”可以藉著發展”自我堅定”、藉由以確定的心做
決定與做事來消除，不要搖擺不定或徘徊。即使一開始
可能有時會做錯，但採取行動總比在等做決定當中讓機
會流失更好。決斷力很快就會增長；害怕投入人生的心
會消失，所得到的體驗會導引我們的頭腦越來越能判斷。
  
    至於要如何根絕”無知”？一樣，不要害怕體驗，而是
要以清醒的頭腦、張大眼睛與耳朵接收任何可能得到的
每一片知識。同時我們的思想要保持彈性，以避免讓成
見與以前的信念剝奪我們獲取新鮮與更廣泛知識的機會。
永遠都要準備好拓展頭腦，並且在有了更多體驗之後，
當更偉大的真理出現時，就要摒棄既有的想法，不論那
想法有多麼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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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婪”與”驕傲”一樣，是進步的一大障礙，我們得將
兩者都無情地沖洗掉。貪婪的結果真的很嚴重，因為它
會導致我們干擾其他人類同胞的靈性提昇。我們要知道，
每個人來這裡都是為了要依據他自己靈魂的指示而開展
自己的進化過程，他只須聽他靈魂的，我們任何其他人
所能做的就只有鼓勵他進步。我們必須幫助他，且在能
力範圍內增加他為了進步所需的知識，與在世上的機會。
就像我們希望別人幫助我們攀爬人生陡峭艱難的山坡一
樣，讓我們隨時準備好伸出援手、將我們已體驗到的較
寬廣的知識提供給較脆弱、較年輕的兄弟姐妹們。父母
對子女、雇主對別人、夥伴(同事)對夥伴(同事)也都該這
樣，在對方需要與對對方有利的前提下，儘量提供照顧、
愛心與保護，但是不可以對他的自然進化過程有任何的
干涉，因為只有他的靈魂可以對他發號施令。

  我們大多數都是在小時候、在人生的早幾年跟我們的靈
魂最接近，比較清楚我們這一生所要做的事、所被期待
該做的努力，以及所需要發展的人格特質，但隨著年齡
增長，就越不清楚了。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在於我們這
個時代的物質主義與環境以及我們所接觸的每個人，都
會引誘我們、讓我們聽不到高等自我的聲音，將我們牢
牢地綁在這缺乏理想、平淡無奇的地方，這種情形在這
個文明中都太顯而易見了。父母親們、雇主們、以及同
事夥伴們啊：要鼓勵處於你們劣勢的人的高等自我成長，
因為你們有機會對他們發揮影響力，但你們要給予他們
自由，就像你們希望別人給你們自由一樣。

  因此，同樣地，我們要找出自己身上所有的缺失，並以
發展其對向美德的方式將這些缺失洗掉，這樣才能從我
們品質中將導致靈魂與人格衝突的起因去除掉，那些衝
突就是疾病的最原始起源。如果病人有信心與力量的話，
光靠這樣就可以帶來病痛的解除、健康與歡樂；即使對
那些不是如此堅強的人，也可以藉由這樣做而在物質面
幫助世俗醫師的治療工作，最終也會帶來同樣的效果。

  我們必須懇切地依據我們自己靈魂的指示，學習發展自
己的人格特質，不要懼怕任何人，不要讓人干擾或阻撓
我們發展我們自己的進化、讓我們不能實踐自己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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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同胞們提供協助、讓我們不能記住自己越進步，就
越對周遭有加持力。我們也得特別提防我們對別人所提
供的協助，不論那個別人是誰，我們必須確定想幫助別
人的心是來自內在自性的指示，而不是經由比我們較有
權威的個人所給我們的建議或勸說。這是現代人的行為
慣例所導致的悲劇之一，已經無法估計有多少人的人生
因此受到阻礙、因此而失去的機會有多少、所造成的悲
傷悔恨與痛苦有多少，有多少子女因為職責所在而長年
服侍其病弱的父母，但其父母的生病來源可能僅只是貪
求子女的注意而已。想想看，有多少男男女女因為沒有
勇氣爭取自由，而被某些個人所束縛，無法去做對人類
也許很偉大且有用的工作；想想看有多少為人子女的，
在早年時知道，也想因應靈魂的呼喚，但卻因為環境的
困難、別人的勸阻、與意志力的薄弱而掉進另一種生活
的選擇，在那些選擇當中他們並不快樂，也無法進行本
來可以發展的進化。只有我們的良心可以告訴我們要對
單一人或許多人盡本份，應該為誰服務與如何做；不論
指令為何，我們都要傾盡能力所及地去做。

  最後，讓我們不要畏懼投入生活；我們是來這裡獲取經
驗與知識的，而除非我們面對真理與盡可能地去尋找，
我們幾乎學不到什麼東西。這種經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得到，而大自然與人類的真理在城市的喧囂匆忙中可以

 得到，在鄉村小屋中也可以得到 -- 甚至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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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由於缺乏人格個性的獨特性(也就是讓別人干擾了自
己的人格個性，導致它無法遵守高等自我的要求)，是造
成疾病的一個最重要因素，也由於這種情形通常在人生
的早期就開始，我們現在就來檢視一下父母與子女之間
的關係，以及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基本上，父母的身分是一種被賦予特權的工具(真的應
該被當作是神聖的特權)，用來讓一個靈魂能夠接觸這個
世界以得到進化。我們要有正確的了解，對人類來講，
可能沒有比這更偉大的機會了-- 能夠當一個靈魂得到物
質身體的居間媒介，並在其居住於地球的剛開始這幾年，
照顧這個年輕的人格。父母唯一應有的態度是盡可能給
予這個小小的新來者所有精神上、心智上與身體上的引
導，並永遠記住這個小東西是一個獨立的靈魂，依照他
高等自我的指示來這裡，以自己的方式獲取他自己的經
驗與知識，應該得到他所有的自由，以便能無障礙地發
展。

  父母身分是一種神聖的服務，正如所有其他職責一樣，
應該受到尊重，甚或更尊重。由於那是一種犧牲，父母
們應永遠記住，不應從小孩身上要求任何回報，父母唯
一的目的在施予--  只限於施予 – 溫和的愛、保護與引導，
直到靈魂接管這個年輕的人格個體。一開始就要教導小
孩獨立、獨特性與自由，也要儘早鼓勵他們為自己想、
為自己行動。隨著小孩的自我管理能力的開展，我們就
要逐步摒棄父母式的控管，接下來，不可以讓「父母式
的限制」或讓「父母在履行職責」的錯誤想法阻礙小孩
的靈魂對他的指示。

  父母身分是生命中一代傳一代的一種職務，本質上是一
種臨時性的施予引導與保護，只是短暫一段期間而已，
之後就該停止各種努力，讓它所照顧的目標對象自由、
自己進化。要記住，我們所短暫監護的小孩有可能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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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靈魂要老很多與偉大許多的靈魂，靈性等級可能
比我們高，因此一切控管與保護都該侷限於是那個小小
年輕人格所需要的。

  父母身分是一種神聖的職責，是短暫與一代傳一代的。
父母身分所帶來的只有服務、再服務，年輕人沒有回報
的義務，因為他們應被給與依照自己方式發展的自由，
並在幾年後也能夠適任同樣的職務。因此小孩不應有各
種限制、各種義務與各種來自父母親的障礙，但是要知
道他的父母親曾經履行職責，之後他可能也要為別人履
行同樣的職責。

   父母親們要特別小心不要想依照自己的意思或願望去
塑造年輕的人格，並且要抑制自己不適當的管控，或因
為鞤助一個靈魂接觸這個世界、這種自然的職責與神聖
特權而要求好處回報。任何控管的慾望、或出於個人的
動機想塑造年輕的生命，都是一種很可怕的貪婪，都不
該受到鼓勵，如果父母在年輕時就讓這種情結生根的話，
小孩長大後父母就會變成真正的「吸血鬼。」 只要一開始
有一絲絲想支配的想法，就該馬上檢討。我們應該拒絕
變成貪婪的奴隸，貪婪會迫使我們想佔有別人。我們應
該勉勵自己學習佈施的藝術，並持續開展，直到透過佈
施而洗掉任何一絲絲的負面行為。

  教師們應該永遠記住，他的職務只是一種媒介，給予年
輕人導引與學習世界與生活事物的機會，以便每個小孩
能夠依照自己的方式吸收知識，並能自由地依照直覺選
擇為了成功的生活所需要的事物。因此，同樣，要給與
學生最溫和的照顧與引導，好讓他們能夠獲得自己所需
要的知識。

  為人子女的要記住，父母親的職務象徵創造力，是神聖
的任務，不過這種職務卻不可以對小孩發展有限制，或
要求小孩義務而阻礙了小孩自己的靈魂所指示的生活與
工作。由於缺乏對這種事實的認知，我們根本無法估計
現代文明社會造就了多少難以言喻的痛苦、多少對自然
本性的鉗制、以及多少具有支配慾望的人格。由於完全
不正確的動機，以及對親子關係的錯誤概念，幾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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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父母與子女都在打造自己的監獄，這些監獄閂住
了自由、鉗制了生活、妨礙了自然發展，並讓大家都不
快樂，而這些人所遭受的精神與神經上、甚至於身體上
的失調與痛苦，確實佔去了現代社會疾病的很大一部份。

   我們要確信，每一個靈魂之所以化身來這裡是為了特
定的目的，那就是為了獲取經驗與體會，以及將人格朝
向靈魂所設下的理想完美化。不論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
也許是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小孩、兄弟姐妹、或雇主與
勞工，只要我們出於個人的慾望而障礙另一個靈魂的進
化，都是對造物主犯下罪業。我們唯一的本分就是遵守
我們自己良心的指示，而這無論何時都不能容許我們支
配另一個人格。每個人都要記住：他的靈魂為他準備了
特定的工作，除非他能執行那項工作，雖然也許不是有
意識地執行，他都不可避免地會引發他的靈魂與人格之
間的衝突，而那衝突一定會反應在身體的失調不適上面。

  不可否認的，任何人都有那種想為某人奉獻生命的衝動，
不過在這樣做之前，他要絕對確定那是他靈魂的指令，
而不是其他具有支配心的個人在過度說服他與建議他，
或對職責的不正確想法在誤導他。也要記住我們來這世
界是為了打勝仗、為了獲取力量以對抗想控制我們者，

 也為了進化到那種境界 -- 讓我們可以不受任何眾生嚇阻
或影響，安詳與平靜地度過人生、履行職責，永遠莊嚴
自若地接受我們高等自我的引導。對許許多多人來說，
最大的戰爭是在他們自己家裡，他們要先從身邊親人的
負面支配與控管中解脫，才能得到自由、在外面的世界
中獲勝。

  不論成人或小孩，任何一位在這一生的工作之一是將自
己從別人支配性的控制中解脫出來的人，應該記住以下
事情：第一，他對待那個「準迫害者」要像在運動中的
對手一樣，將他當作是與我們共同演出這場人生遊戲者，
不可有一絲絲的悲痛，並記住如果沒有這樣的對手的話，
我們就沒有機會開展自己的勇氣與獨特性；第二，生命
的真正勝利要透過愛與溫和，在這場競賽中不可使用任
何暴力。藉由自性品質的穩定成長，帶著對對手的同情

 心、仁慈與 --  可能的話 – 疼愛，甚或有愛心更好，等時



23

間一到，我們自己就會很溫和且安靜地跟隨良心的呼喚，
不會受到任何的干擾。

  具有支配心者則需要很多協助與導引，好讓他們能夠體
會偉大的「同一體」之宇宙真理，並體會「四海之內皆
兄弟」的歡樂，錯過這些東西就等於錯過生命的真正快
樂，而且我們必須盡己之力去幫助這種人。我們自己軟
弱的話，等於允許這種人施展他們的影響，這樣就幫不
了他們；溫和地婉拒他們的控制與努力讓他們體會”佈
施”的愉悅，才會幫助他們往上提昇。

  通常我們需要許多勇氣與信心才能得到自由、贏得自
己的獨特性與獨立。然而，在最黑暗的時刻，當成功看
起來幾乎不可能時，我們要記住上帝的子女不應該害怕，
我們的靈魂只會給我們能力所及的任務，只要有勇氣與
對我們內邊的莊嚴神性有信心，勝利會屬於繼續奮鬥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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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接下來，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當我們體認到”愛”與”
同一體”是我們造化的偉大基礎時、我們自己是聖愛的子
女時、以及必須藉由溫和與愛心才能永久地征服所有錯
誤與痛苦時；既然我們都了悟到這一切，在這美麗畫面
之中，我們是要把自己放在何處，竟然還能夠對動物進
行活體解剖以及腺體移植？難道我們還是如此未開化與
毫無信仰，認為讓動物犧牲，我們就可以逃得了自己的
錯誤與缺失？大約兩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就已經告
訴世界，犧牲較低等眾生生命會有哪些過錯。人類因為
折磨與毀滅動物，本來就已經欠下了浩大的債務，而更
糟糕的是這些不人道行為的結果不但傷害動物，也傷害
人類自己。我們西方人偏離古時候”印度母親”那些美麗
的理想已經有多遠？那時人類對地球眾生的愛有多偉大，
人們被訓練成能熟練地治療動物的外傷與病症，還包括
鳥類。那時候甚至有廣大的寺院收容各式各樣的生物，
人們非常反對傷害比人低等的生物，以致於獵人一旦生
病，沒有醫師願意為他治病，除非他發誓放棄打獵的行
為！

我們就不要說不利於那些從事動物活體解剖者的話了，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基於真的人道立場而從事這種工作，
希望藉由這些努力能找到解除人類病痛的方法；他們的
動機很好，但很缺乏智慧，他們幾乎不了解生命存在的
原因。光有動機是不夠的，不論那動機有多正確；動機
還得加上智慧與知識。

我們在此連寫都不想寫那些與動物腺體移植相關的黑
神通有多恐怖，我們只想懇求所有人都要避開它，因為
那比瘟疫還要糟糕一萬倍，那是對上帝、對人類、也對
動物的犯罪。

既然只有一、兩個例外，我們沒有必要停留在現代醫
學的缺失上；破壞沒有用，除非我們能重蓋一座更好的
大樓，而因為在醫學上這棟新大樓的地基已經打下，我



25

們就集中在為這座殿堂增加一、兩塊磚石即可。我們也
不必對醫師這一行進行負面的批評，因為主要錯誤在系
統，不是人；是這個系統讓醫師們只為了經濟理由而沒
時間進行安靜、平和的治療，也沒機會進行必要的思考
與靜坐 -- 而這些才是古人奉獻生命照護病人所傳承下來
的。正如帕拉西斯(十五世紀瑞士醫師&煉金士)說的，有
智慧的醫師一天只看五個病人，而不是十五人，而這是
這個時代一般醫者不可能做到的理想。

一個新而更好的醫療藝術已經開始出現。一百多年前，
哈尼曼是漫漫黑夜之後的第一道曙光，這道光可能在未
來醫學中扮演重要角色。還有，現代人已經在注意改善
生活品質，提供較單純與乾淨的飲食，這些都是預防生
病的一項進步；而那些呼籲人們注意精神缺失與疾病的
關係、以及注意透過改善心志可以讓病痊癒的運動，都
指向燦爛陽光即將到來，在太陽的光芒下疾病的黑暗將
會消失。

讓我們記住，疾病是我們共同的敵人，任何戰勝疾病
的一部分者不只是幫助自己，也是幫助整個人類社會。
我們必定要付出一定規模的能量才能將疾病完全打倒；
讓大家一起為這個結果而奮鬥，而那些比別人偉大、強
壯者不可以只做自己的一份，也要在物質上協助那些比
他們弱的人。

很明顯地，預防疾病擴大增加的第一個方法是我們要
停止那些讓疾病力量增加的行為；第二是要將自己本性
中的缺失洗掉，因為那些缺失會讓疾病入侵。能做到這
樣就是勝利；接下來，在自己已經解脫之後，也要幫助
別人。這在一開始好像很難，其實並不會；我們只需盡
己所能，並且我們都知道，只要聽從自己靈魂的指令，
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生命並沒有要求我們做難以想像的
犧牲；它只要求我們在人生旅途上保持心情愉快，並成
為對周遭的加持，如此當我們離開這個微不足道的人生
戰場時，就算已經完成這趟工作。
如果正確閱讀，所有宗教的教理都在懇求我們：「放下一

切，跟隨我」，意思是將自己完全託付我們高等自我的指
令，但這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要丟下家庭與舒適、愛與
奢侈；這樣就偏離真理很遠了。擁有王宮光環的一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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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可能是上天所賜，要來加持他的子民以及國家，甚
或全世界；因此如果王子認為出家才是自己的職責的話，
損失會有多大？生命中每一跑道的每一職務，從最低下
至最崇高，都應該被履行，我們命中的神聖嚮導會知道
要將我們放在哪項職務才對我們最好；它要我們做的就
只有好好地、愉快地去履行那項職責。工廠的板凳上、
輪船的鍋爐室、與宗教團體的顯貴中都有聖人。在地球
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被要求做超出他能力所及的，只要
我們聽從高等自性的指引，努力做到內邊的最好，健康
與快樂就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過去兩千年中，西方文明的大部份時期都是在深度文
明中渡過，已經失去很多對我們本性與存在的靈性方面
的領悟，這是因為我們心態上將世界的財產、野心抱負、
慾望與享樂看得比生命中真正的東西還重要。人類存在
於地球的真正原因已經被他急於以這個身體獲取世界事
物的心所覆蓋掉。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生活變得很困難，

 因為缺乏真正的舒適、鼓勵與提振 -- 這些東西是要藉由
了悟比這世界更偉大的東西才能得到。過去幾世紀以來，
宗教對許多人而言只是傳奇，跟他們的生活沒什麼關聯，
而不是他們生活的真正要素。我們高等自我的真正本性、
對除了此生之外的前世來生的知識，這些對人們來講沒
什麼意義，不是人們的生活指南，也不是人們任何行動
的促進劑。人們寧願逃避偉大的事物，試圖忘掉超物質
的東西，只讓生活越舒服越好，在遇到磨練考驗時便依
靠世俗的娛樂來彌補。因此這幾世紀來，地位、階級、
財富與世界的財產成為人們的生活目標，而這些東西都
是短暫的，為了要獲得或保有它們，人們大部份時間都
在掛慮與集中在物質的事情上，導致以前的人所能享有
的內在安詳與快樂已經少了許多許多，而那本來是人類
所應得的。

只有在靈性提升時，我們才會有真正的靈魂與心智的
和平，這無法單靠累積財富達成，不論財富有多少。不
過時代在改變，許多情況指出這個文明已經開始從單純
的物質主義過渡到對宇宙實相與真理的渴望。對超物質
真相的興趣正普遍且快速地增加、想知道前世來生者越
來越多、以信心與靈性方法克服疾病的方法一一竄起、

 對古代教理與東方智慧的探索 – 這些現象都意謂著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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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瞥見事物的真相。因此，我們可以了解，醫療的問
題也要跟上時代，醫療的方法也要從粗糙的物質主義改
變至以真理實相為基礎、並被掌管我們真正本質的神性
所管轄的科學上。醫療藝術將會從以物質方法治療物質
身體的領域過渡到靈性與心智治療的領域，後者藉由找
到靈魂與心智的和諧而將疾病的真正起因連根拔除，然
後如果有必要的話，再讓物質的方式完成身體的治療。

醫療界如果不能認知這些事實並與人們靈性的成長一
起進步，治療的工作很有可能交給宗教團體，或那些每
一時代都存在的、道地的人類治療者手中，這些人的存
在並非大家都知道，因為受到正統醫學的態度所影響，
他們沒法執行自己的天職。因此，未來的醫師們將有兩
大目的。第一是協助病人認識自己並指出病人可能犯的
基本缺失、他所需修理的自己人格中的不足處、以及他
本性中有哪些缺點必須根除並以相關的美德替代。這樣
的一位醫師必得是統理人類之律法與人性本身的偉大學
習者，這樣他才能從病人身上看出是哪些元素導致靈魂
與那個人格的衝突。他必須要能告知病人怎麼做才能獲
得所需要的和諧、病人必須停止哪些違背”同一體”的行
為以及必須開展哪些美德以洗掉缺失。每一個病例都需
要仔細研究。只有奉獻大部分生命於認識人類，只有內
心燃燒著想助人的欲望的人，才能夠成功地為人類執行
這項榮耀與神聖的工作，才能打開病人的眼睛、讓他看
到他會受苦的原因，並啟發病人的希望、舒坦與信心而
克服自己所患的病。

醫師的第二個職責是使用能幫助病人物質身體強壯並
讓病人頭腦沉靜的療方，擴大病人的視野去努力朝向完
美，這樣才能為整個人格個性帶來安詳與和諧。大自然
界有這些療方，是我們神聖的造物主慈悲、為了人類的
療癒與舒適而放在那裡的。有一些療方已為世人所知，
世界各地的醫師們則繼續在尋找更多，尤其在”印度母
親”那裡，無庸置疑地等這類的研究越來越發展之後，我
們會重拾許多兩千多年前先人所知道的知識，未來的醫
者將能夠自由運用神聖的造化放在那邊、用來解除人類
病苦的天然又美妙的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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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疾病的消失要靠人類了悟那宇宙不可變改
的律法，並謙卑地順應這些律法，藉此帶來靈魂與人格
個性的和平，並得到生命真正的欣喜與快樂。而醫師所
要盡的本分將是協助病人認識這個真理並為病人指出獲
得和諧的方法、啟發病人對自己那個能克服一切的神性
有信心，並運用物質療方幫助病人的人格和諧、身體痊
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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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最重要的課題：我們如何幫助自
己？我們要如何將自己的身體與心智保持在和諧狀態，
這樣疾病就難以入侵？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一個沒有衝
突的人格個性是可以免除生病的。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個心。我們前面已花相當的時間討
論過往自己內邊尋找的必要性，就是找出自己有哪些缺
失，那些缺點讓我們與那個「同一體」背道而行、讓我
們聽不到「靈魂」所給予的指示；我們只要往那些缺點
的反方向發展美德，就可以將它們消除掉。至於該怎麼
做，我先前已說過：只有誠實地自我檢查，才能發現我
們自己錯誤的本質。我們的靈修導師、真正的醫師、以
及親密的朋友應該都可以幫我們找到自己真實的一面，
不過最完美的方法是自己安靜下來靜坐，將自己沉澱到
一種很平和的氛圍，一直到我們的靈魂可以經由我們的
意識與直覺跟我們說話，並根據祂們的意願指引我們。

只要我們每天撥出一點時間，獨自一個人，找一個不
受干擾的安靜角落，靜靜地坐著或甚至於躺著，讓腦袋
淨空，或安靜地想著自己生命中的工作，經過一段時間
後，我們就會發現這些靜默時刻很有助益，真的會有知
識與指導閃入腦海給我們知道。我們會發現生活中的困
難與問題得到正確的解答，我們將能夠確信地選擇正確
的道路。在這些時刻，我們內心都必須保持一種渴望，
渴望能服務人類以及依循「靈魂」的指示而行。

請記住，當我們找到缺點時，Bach花精並非用來對抗
缺點，也不是以意志力與能量來壓抑一種錯誤，而是以
穩定地發展與錯誤反方向的美德，來自動地從我們的本
性中洗掉那些「侵犯者」的軌跡。這樣才是進步與克服
缺點的真正與自然的作法，比跟缺點作戰要容易與有效
許多。與錯誤掙扎的結果反而更增加它的力量、將我們
的注意力導向它的存在，產生對抗，如此再怎麼成功，
也只是以壓抑來戰勝它而已，這樣所得的結果絕不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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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滿意的，因為敵人還存在我們內邊，任何時候我們虛
弱時它又會出現。真正的勝利是：忘掉失敗並有意識地
發展好的品質，讓缺點無法存在。

舉例來說，我們若具有「殘忍」的品質的話，我們可
以持續地對自己說：「我不會再殘忍」，如此可避免自
己再往那方向去犯錯；不過，想用這種方式成功得靠一
顆堅毅的心，當心志變弱時，我們有可能會忘掉自己的
決心。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能對地球同胞們發展出真正
的同情心，這個品質就會讓殘忍的品質永遠不可能出現，
因為我們的「同胞感」會讓我們厭惡地避開殘忍的舉動。
這樣，即使在我們不注意的時刻，也不會有受壓抑的或
隱藏起來的敵人跑出來，因為我們對他人的同情心已從
我們的品性中、將有傷害他人舉動的可能性連根拔除。

正如我之前解釋給你們看的，我們身體的病痛在物質
的層面上可以幫助指出我們心理層面的失去和諧，而這
是造成身體病痛的最根本源頭；另一項要導向成功的重
要因素是：我們必須要有對生命的熱烈興趣，而不是看
待這個生命存在好像只是必須堅忍下去的一種職責。在
這一趟來地球的冒險之旅中，我們一定要發展出真正的
喜悅。

物質主義的最大悲哀之一也許是「無聊」的事物層出
不窮、與內在真正喜悅的逐漸喪失；它告訴人們往世界
的享樂與歡愉中去尋找滿足與修補煩惱，而這些東西只
會讓我們短暫忘卻問題。一旦我們開始用這些要付出代
價的樂事來當作生活中各項考驗的補償時，我們就開始
了惡性循環。娛樂、消遣與無聊的事物對我們有好處，
但如果我們一直要倚靠這些東西來減除煩惱，那就不好
了。這個世界的娛樂，無論哪一種，一定都要漸進地增
加密度才能繼續抓住我們，昨日的緊張刺激到了明天就
變成無聊乏味。如此，我們會繼續尋找其它與更大的刺
激，直到厭倦、無法再往那個方向去找到釋放。

不論以任何形式，對這個世界娛樂方式的依賴讓我們
都成了「浮士德」，然後，雖然我們的小我意識不見得
完全領會到，生活對我們來說卻已變成只不過是一種要
耐心忍受的職責，生命真正的熱忱與愉快都離開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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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對生命的熱忱與高興愉快其實應該是每個小孩與
生俱有、且該一直維持到人生的最後一刻的。這種極化
的境界在今日的各種科學努力下已經形成，這些科學努
力已經進步到可以讓人返老還童，可以延長一個人的自
然壽命，以及用種種邪惡的方式增加感官的歡愉。

這些無聊乏味的狀態讓我們比一般正常情形下更容易
生病，而且由於當今社會有這種傾向的年齡層有下降的
現象，因此相關的疾病也越來越發生在年紀較輕的人身
上。這種狀況是不該發生的，如果我們能認識自己的神
聖、認識自己在這世界的任務，並經由這當中獲取經驗
與幫助他人的話。

針對無聊乏味的解毒劑是，對我們周遭的一切保持興
趣盎然，把握活著的每一天學習生活；學習、學習、再
學習，從我們同胞身上學習，從生活事件中學習萬事萬
物背後的真理，專心投注在知識與經驗的獲取上直到渾
然忘我，並伺機將我們學到的這些東西用來利益人生道
路上的其他旅行者。如此，我們工作與遊戲的每一刻都
會產生學習的熱忱、產生想體驗真實東西、體驗真正的
探險與有價值事物的欲望，而隨著我們這種能力的開展，
我們會發現自己重新獲得即使從微小事件上也能找到樂
趣的能力，以前我們認為平凡與單調枯燥的事會成為我
們研究與探險的機會。只有從生活中的簡單事物上才能
找到真正的快樂，因為簡單的事物才能更接近偉大的真
理。

「認輸與放棄」會讓一個人變成人生旅程中失去觀察力的過
客，會招來不可知的負面影響，這種人將不再有機會品嚐
藉由我們存在的每一天所帶來的冒險精髄與歡樂。不論
我們身份地位為何，也許是熙熙攘攘城市中的一個工人，
也許是山坡上孤獨的牧羊人，都請大家要化單調為有趣、
化枯燥的職責為快樂體驗的機會，將每天的生活轉換為
對人類與宇宙基本大法則的深入學習。每個地方都有豐
富的機會可以觀察造化的法律，不論是在山間、在河谷、
或在人群當中。讓我們首先將生活變成引人入勝的探險，
那麼就不可能再感覺無聊與乏味，並經由這樣所得來的
知識尋求我們的心與靈魂、與上帝造化大團體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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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能從根本上幫助我們的是 – 捨棄所有懼怕。「害怕」
實際上在大自然的人類王國中應該沒有存在的空間，因為我們
內邊所具有的「神性」就是我們那個本我，是永遠不滅與無法

 打敗的 -- 只要我們能領悟到「我」是上帝的子女、是無所懼怕
的。在物質的時代，擁有這世界的財產越多(不論是對這個身體
的擁有，或擁有外面的财富)，恐懼自然會增多，因為我們如果
把這些東西當做我們的世界，這些東西是如此的短暫、這麼地
難以獲得、即使想短時間安全保有也如此地不可能，所以它們
會讓我們焦慮，「害怕」喪失掌握它們的機會，我們不得不隨
時活在恐懼當中(不論是有意識的或潛意識的害怕)，因為我們
內心深處自知這些財產隨時有可能被奪走，至多也只能在這短
暫的一生保有它們而已。

在當今的時代，對疾病的害怕已經發展成一種很大的
傷害力量，因為這種害怕反而為我們所害怕擔心的這些
東西打開一扇門，讓它們更容易長駆直入。這些害怕都
是因為只看到一己的利益，因為如果我們懇切忘我地投
注在他人的福祉上時，就沒有時間擔心自己是否得病。
當今的時代，「懼怕」會大大增加疾病的深度，而現代
科學更形同在增加對「恐怖」的操控，因為他們到處告
知大眾他們的種種發現，而那些發現只不過是一半事實
而已。有關細菌與各種病毒的知識搞得許多人人心惶惶，
而人們心裡的這種懼怕反而讓他們更容易得病。

類如細菌這種低等級生物，也許會造成身體生病或者
與疾病有關，但他們決非構成整個問題的元兇，這點我
們在科學實驗上或日常生活事件中都可以看到；這其中
有一項因素是科學無法就物理層面加以解釋的，那就是
為什麼同樣暴露於感染的可能當中，卻只有一些人被感
染而其他人可以逃過一劫？物質主義忘記了有一項超越
物質層面的因素，那項因素在日常生活當中可以保護一
個人免於任何性質的疾病，或反過來使一個人容易感染。

「恐懼」會讓我們的心神狀態消沉，因此而導致我們物質身
體與氣場的不協調、造成破洞，讓外物容易入侵。假設
細菌與一些物質元素確定是導致生病的唯一原因，那我
們就不鼓勵人們不要懼怕。不過當我們知道即使在最最
嚴重的傳染病流行時，只有一小部份同樣暴露於感染原
當中的人會得病，以及疾病的真正原因與我們的人格有
關，並且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四處走動



33

都不用懼怕、擔心，因為我們知道藥方就在我們自己身
上。我們對物質因素的害怕適足以讓我們的心理失調而
導致疾病，因為焦慮只會讓身體更容易生病，只要我們
努力讓自己的個性獲得和諧，我們會得病的機率就像被
雷打中，或被流星碎片擊中的機率一樣。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物質身體。請記住，它只是靈
魂在地球上的「住所」而已，我們只會住在”它”裡面一
個短暫期間，為了能與這世界接觸以獲得體驗與知識。
不要過度認為自己就是這個身體，不過我們應該要尊重
它、照顧它，讓它能維持健康與耐久使用、為我們做事。
我們決不能全神貫注在這個身體上面，或為它過度操心，
而是要學著越少注意它的存在越好，把它們當作我們靈
魂與頭腦的工具，當作像僕人一樣依照我們的意願做事。

身體表面與裡面都保持潔淨是很重要的事。對身體表
面來說，我們西方人用的水都太熱，會讓皮膚太張開而
招惹塵垢。還有，使用肥皂過度會讓皮膚表面黏黏的。
使用涼水或微溫的水，以淋浴方式或換水一次以上，才
是自然的方法，可以讓身體較健康；使用肥皂的量只要
足以洗去皮膚表面明顯的污垢即可，之後要用新水沖乾
淨。

身體內在的清潔要靠飲食，我們應該選擇乾淨、合乎
健康的食物，越新鮮越好，主要攝取天然蔬果與堅果類。
當然要避免食用動物的肉；原因之一是動物的肉會增加
我們體內的毒素；原因之二是肉會刺激不正常與過度的
慾望；原因之三，吃肉是對動物王國的殘忍行為。

要多喝液體以清潔身體內部，例如水、天然釀造的酒、
與直接取材自大自然的產品，避免人工稀釋的飲料。

睡眠不可以過度，因為我們多數人在清醒時比在睡覺
時較能控制自己。古諺有云：「作息有時」，正是何時
該起床的最佳準則。

衣著厚度要足夠保暖即可，材質應該透氣，隨時可能
的話要讓皮膚能接觸到陽光與新鮮空氣。水與日光浴是
健康與活力的兩大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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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事情都要儘量保持愉快爽朗，要拒絕被懷疑與
沮喪所壓制，記住，這些負面的東西都不是我們的，因
為我們的靈魂只知道高興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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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因此我們知道要戰勝疾病主要是要靠以下事情：第一，
了悟自己本性中的神性以及我們因此可以擁有力量來克
服所有錯誤；第二，知道疾病的基本起因在於人格個性
與靈魂的不和諧；第三，我們必須有意願與能力發現引
起這種不和諧的錯誤是哪些；第四則是開展對向美德以
消除這些錯誤。

醫療技術的職責將會是協助我們認識與知道要如何克
服自己的疾病，此外還要運用療方強化我們的心智與身
體，給我們更大的獲勝機會。的確，我們要這樣才有能
力打擊疾病的真正基礎，而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未來的
醫科學校將不會只針對疾病的最終結果與其產出物有興
趣，也不會再將多數注意力放在身體實際的病害上，或
只為了減輕我們的症狀而使用藥物與化學物質，而會知
道疾病的真正起因，以及顯現在身體上的結果只是次要
的，它會集中努力於使身心靈和諧以解除與治療疾病；
並且如果能夠及早這樣做的話，頭腦想法的匡正將可轉
移即將發生的疾病。

 未來所將使用的療方當中，將會有來自「大自然藥
局」裡的最漂亮的草本與植物，為了人類的身心，它們
被神聖地賦予了治療力量。

 至於我們自己的本分呢，就是實踐和平、和諧、個人
的獨特性與對人生目標的堅定，並漸進地開展認知我們
的本質是來自神聖的源頭、我們是造物主的小孩、因此
我們內在都有成就完美的力量，那個力量我們要加以開
展、且最終也一定必須開展。這個真相要在我們內邊與
日俱增，直到它成為我們生活最顯著的特色。我們要踏
實地實踐和平，想像我們的心就像一個永遠保持平靜的
湖面，沒有一點點浪波或漣漪來打擾它的寧靜，然後逐
步發展這種安詳的境界，直到沒有任何生活中的事件、
沒有任何環境、沒有任何人能夠在任何情況下吹起湖面
皺褶，或在我們心中引起怒氣、沮喪或懷疑。以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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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會有很大的幫助：每天挪出一點時間靜思一下平和
之美與寧靜的好處，並領悟並非擔憂或急促就會讓我們
成就最多，而是要藉由平靜沉著的思考與行動才能讓我
們無論做什麼事都更有效率。要依照我們自己靈魂的願
望來調和我們這一世的行為；如果能維持心境的平和，
不讓世界的考驗與騷擾激怒我們，就是一種很大的成果，
會帶給我們不可思議的寧靜；雖然這些事情在一開始我
們連做夢都想不到，然而實際上，只要有耐心與毅力，
是你我都做得到的。

 並非所有人都得要當聖人、烈士或名人；我們絕大多
數人都被分派了較不引人注目的職務。不過我們全都被
期許要了解生命的喜悅與冒險性，並愉快地履行我們的
神性所任命給我們的工作。

 生病的人啊，平靜的心與跟靈魂的和諧是復原的最大
幫手。未來的醫療與照護業將會比今天的我們更加注意
病人內邊的這種發展，今天我們因為只能靠物質科學的
方式判斷病情的進展，因此就偏重不斷地測量體溫，與

 進行其他種種照料，那些動作只會打斷 --  而不是增進 – 
對病人復原最重要的身心的安靜休息與放鬆。無庸置疑
地，無論如何，在小小病痛一開始時，如果我們能得到
幾個小時的完全放鬆並與我們的「高等自我」協調一致
的話，那個疾病就會中途消失。在那個時刻，我們所需
要的只是灌注給自己一些寧靜，就像在加利利湖的那場
風暴中，耶穌基督進入那艘船內並命令：「安靜，平靜
下來」一樣。

 我們生命的前景要看我們人格個性與我們的靈魂有多
接近而定，越能協調一致的話，生活會越和諧與越平靜，
越充滿真理之光與越得到來自高境界的快樂的照耀；那
些都會讓我們穩定，不會因這世界的恐怖事故與困難而
驚慌、氣餒，因為它們來自「良善的永恆真理」。認識
真理後，我們也會有一種確信，那就是不論這世界發生
的一些事件有多令人悲痛，它們只是人類進化過程的一
些短暫的階段；甚至疾病本身也是仁慈的，是配合某些
律法在運作，那些律法是為了產生最究竟的良善而設計，
為了朝向完美化而發揮一種持續性的壓力。有這種認識
的人不會像別人一樣，被那些事件受影響或消沉、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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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驚慌氣餒，而且所有的不確定、害怕與絕望都會永遠
離去。只要我們一直與我們自己的靈魂、我們的天父保
持密切交流，那麼這個世界對我們來說將會充滿喜樂，
沒有任何負面不利的影響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不被允許看到我們自己「神性」的偉大，或領悟
我們「天命」的力量，或在我們面前的光輝的未來；因
為如果我們被允許的話，生命就不會是考驗，就可以不
用努力，就沒有那些功過的測試。我們的美德主要在於
不去在意那些偉大的事情，卻有信心與勇氣好好地活著，
並主宰這個星球的困難與麻煩。然而，我們可以藉由與
我們的「高等自我」的密切交流來維持和諧，那種和諧
讓我們得以克服所有世界的對立，讓我們走在筆直的大
道上，實踐我們的命運，不受那些會讓我們迷路的影響
所阻礙。

  接下來要做的是，我們要開展我們個人的獨特性，不
讓我們自己受到所有世界的影響，只遵從我們自己靈魂
的指令，不被環境或別人所動搖，這樣我們就能成為自
己的主人，在生命的海洋中駕駛著我們的帆船，絕不放
棄舵的方向或在任何時候讓別人來駕駛我們這艘船。我
們必須擁有絕對與完全的自由，這樣我們所做的一切、

 我們的每一個行動 –  不，甚至我們的每一個思想 – 都是
來自我們自己，這樣我們才能完全出於自願地自由生活
與付出，而且只能出於我們的自願。

  就這個方向而言，在這個年代，我們最大的困難可
能是那些跟我們最親近的人，因為這個年代充斥著太
多對傳統的懼怕，與對責任義務的錯誤標準。但我們
必須增加勇氣；我們很多人有足夠勇氣面對生活中看
起來很大的事件，但針對來自較親近的人的考驗時，
卻缺乏勇氣。我們必須客觀冷靜地決定對與錯，並在
親朋好友面前無畏地採取行動。我們當中有那麼多人
在外面的世界都是英雄，但在家時卻是懦夫！雖然阻
止我們實踐我們的「天命」的各種方式的確微細而難
以捉摸，包括假藉情愛與疼惜之名，或錯誤的責任感，
以及讓我們受限制、讓我們一直當別人的心願與欲望
的囚犯，然而我們必須將這些東西都擱到一邊去。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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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關責任時，只能注意傾聽我們自己的靈魂的聲音，
這樣我們才不會被身邊的人所障礙。我們必須將自己
的獨特性開展至極致，並且學習不依靠任何人，而只
依靠我們自己的靈魂來引導並幫助我們過活，以雙手
掌握自己的自由，投入這個世界，獲取所有可能的每
一分知識與經驗。

 同時，我們也必須小心留意允許每個人他們的自由，
不能期盼從別人身上得到什麼，相反地，要隨時準備好
在他們有需要跟有困難時，對他們伸出援手，將他們提
升上來。這樣的話，我們在生命中所遇到的每個人格個
性，不論是母親、丈夫、子女、朋友或陌生人，都將成
為我們的旅行同伴；他們各別的靈性發展程度有可能比
我們高，也可能比我們低；但我們全部都是共同的兄弟
手足，是一個偉大的共同體的一部分，在從事著同樣的
旅行，並都有著同樣的輝煌的終點在等著。

  我們必須屹立不搖，堅信一定會贏，以不屈不撓的意
志去抵達山的巔峰；不要因為路上滑跤而有任何片刻懊
悔。要上坡時，犯錯與跌跤是必然的，就把這些犯錯與
跌跤當作是會幫助我們在未來可以少一點絆倒失足的經
驗。不可讓過去的缺失使我們沮喪、消沉；它們已經過
去，並結束，而從中所得到的知識可以幫助避免重覆再
犯，我們仍須穩定地向前繼續奮力邁進，絕不後悔，也
絕不往後看，因為即使只是一小時前的過去，也已經在
我們後面，光芒萬丈的、輝煌的未來一直在我們前方。
所有懼怕都必須趕出去；它從不應該存在人的腦海裡，
只有我們看不到自己的「神性」時才有可能產生。懼怕
是不屬於我們的，因為身為「上帝的子女」、「神聖生
命的光點」，我們是無敵的，無法毀滅與無法征服的。
疾病表面上是殘酷的，因為它是對一定會造成對別人殘
酷的不正確的意念與行為的懲罰。所以必須將我們本性
中的愛，與「四海一家皆兄弟」的那一面開展至最大可
能，這樣的話，未來就不可能再有殘酷發生。

 「大愛」的開展會帶領我們領悟「同一體」，領悟那個我們

全部都屬於「一個偉大造化」的這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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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麻煩與問題的起因是”自我”與”隔離”，而
一旦「大愛」與對偉大的「同一體」的認知成為我們
本性的一部分時，這種情形就會消失。這個「宇宙」
是上帝給予的物體；其產生時是上帝的再生；其結束
時是上帝的更高度進化。人類也一樣；他的身體是他
自己的形體化，是一種他的內在本性所化現出來的物
體；他是他自己的對外表達，是他意識品質的物質化。

 在我們西方文明中，我們有耶穌基督這個光耀的典範，
這個完美的偉大標準，與祂的教理來導引我們。祂為我
們充當我們人格個性與我們靈魂之間的媒介。祂當時在
地球上的使命是要教我們如何得到與我們的「高等自
我」、跟我們在天上的「父親」的協調與密切交流，從
而依照「萬物的偉大造物主的旨意」而成就那個完美。

 佛陀與其他不同時期降生地球的偉大明師們所教的也
是一樣，祂們來對人類指出成就完美的道路。人類沒有
中間的路可走。人類必須承認「真理」，必須將自己與
其「創造者」的「大愛」的無限計劃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的兄弟姐妹們，站出來進入認識你們的「神性」後
的輝煌陽光中吧，並懇切且堅定地準備好努力加入只知快樂與
傳達快樂的「偉大藍圖」，跟那個偉大的「白光兄弟同盟」結
合在一起，他們的存在完全是為了遵守他們上帝的意願，他們
會很歡喜地服務比他們年輕的人類兄弟同胞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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