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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這是首部作品《奇幻的通靈印記》延續篇，亦是我的

第二部作品，記載著這些年來的種種通靈見聞和難忘回憶。

期望透過這些真實經歷，讓大家更珍惜「人世生命」中各

處風景和相遇！

自《奇幻的通靈印記》出版以來，承蒙海內外讀者支

持，在出版不久，便迅速售罄。並得到各媒體和多間網台

關注，賜予報導及訪問，更喜獲台灣兩所大學和香港中文

大學圖書館收錄拙作。這對於一位自資出版的業餘作家而

言，能夠得到這麼多的關注和支持，實在深感意外！因此，

請容我在此向所有讀者及媒體，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謝」！

首部作品出版至今兩年多以來，不斷收到很多海內外

讀者賜予珍貴留言，向我表示支持和鼓勵，並期望我能夠

繼續分享更多不曾公開的異界感知，因而讓我認真考慮應

否出版這本「延續篇」！回想首作初出版之時，曾令我忐

忑過一段日子，擔心種種通靈見聞並非世俗一般的理解，

害怕這書會被淪為無稽取笑的對象！這對於低調的我來說，

果真是個大膽的決定，可說是跨出了人生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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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成長歲月中，我並沒因擁有通靈能力而

盡享優勢，而是因不時經歷到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奇幻見

聞，令我常感孤立無援！及後，經過一段冗長的摸索和認

知，並在某次瀕死經歷的震撼體驗下，促使我對人世生命

的意義，生出更為強烈的追尋意欲，並由一個懵懂無知的

傢伙，逐漸對「人世藍圖」和「靈性生命」生出感悟。當中，

最令我珍惜和感恩的，就是「靈界導師」的出現，並於每

晚夢中教導我「靈魂出竅」的技巧和各種靈性啟迪。

可惜礙於資質所限，以及塵世生活上的各種顛簸（人

世責任），並未能更有效地運用這些天賦和通靈感應，反

而經常像個撒野小孩般，向「靈界導師」找難！猶幸在跌

跌撞撞過後，總能得到慈愛與充滿智慧的「靈界導師」給

予幫助及導引，讓我樂觀地繼續前行。當中，亦令我更為

明白，五味雜陳的人世經歷，才是造就「豐盛人生」的主

調滋味！

致此，請容我再一次向「宇宙高靈」、「靈界導師」

及「廣大讀者」，再說聲：「感謝」！

關於這部「延續篇」將會繼續分享種種異界感知，當

中包括在「靈魂出竅」的狀態下，對塵世時空上的奇幻見

聞和發現，還有關係到日常生活的身心靈內容—脈輪與

氣場現象、意識創造、禪修奇遇、情感關係和靈魂出竅等。

期望透過我的真實故事，能為大家闢出一個思考「生命意

義」的空間，從而收獲更多正能量，為自己、家人及朋友，

建構一個更和諧的氣場！

關於我的故事，先來向大家簡介一下，好讓未曾看過

前作《奇幻的通靈印記》的讀者，對這部延續篇有基本的

認識和概念。

由於自小擁有不為人知的通靈能力，這是緣於還在「靈

界起點」規劃「人世藍圖」時，出現某些突發枝節和意外，

致使我提早投生人世，進入這個在「靈界」（純意識界）

被稱為「地球教室」的地方（物質界），因此被迫提早出世。

所以在我的心靈意識間，還深深封印著投胎前對「靈界」

的記憶和感知；再加上從小最為深刻的印記，明白到「人

世生命」並不是單純地只餘一次的轉世機會，而是擁有多

生多世的選擇，並能藉不同的轉世體驗和學習，採集各式

的人世情感面貌，從而令靈性智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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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鳥塔公園

這是發生在早年，某個晴朗初秋的經歷，我應一位居

於元朗的好友邀請，到其家中作客並聯袂參觀附近一帶的

郊野景緻。這位朋友亦是當年跟隨「問題堂主」時期，其

中一位同修（詳見首部著作《奇幻的通靈印記》「誤入歧

途」篇）。

論修持上的勤奮和投入，這位女同修相當精進，不惜

辭去原本收入不錯的工作，全心投向堂主門下，過著簡單

儉樸的禪居生活，只望能修習各種神通感應，以求濟世利

眾。可是幾年光景過後，她的健康和身子愈趨疲弊，經常

患上不同程度的疾病。縱觀如此，這同修卻視之為助其消

業的「逆增上緣」！

這天由女同修作嚮導，為我介紹元朗區內的各式老舖

舊街、地道手信和掌故趣聞。因此我們在這不知不覺間，

已溜達至午後時份。這時女同修忽然煞有興緻地嚷著，要

帶我到一處秘密地方參觀，並且神秘兮兮地告誡著，切記

不可向其它人透露這「秘密花園」所在地。事源於某次她

曾跟隨「問題堂主」及親信到此地一遊，堂主親自為其點

出園內某個位置，表示這是此方一帶，能量最為集中之地。

更透露這是整個元朗區內，靈氣結集匯聚的風水寶地；如

能每天在此禪修打坐，禪修功力定必倍增和日益深厚！因

此這位女同修每天午後，趁遊人稀疏時份，定必到此寶地

盤修打坐至若干時段。如是者不知不覺間，已進行了一段

不短時日。聽罷，我當然欣喜雀躍，跟隨她見識見識！

我們沿著元朗區外出發，來到一所由政府興建的偌大

花園建築前。此刻我才意會到，原來這是元朗的特色地標

所在地，「百鳥塔」公園。正當我打算緊隨這女同修，踏

進這地標花園參觀之際，卻在剎那心靈意識間，衝來一股

莫名的驚遽感覺！接著眼前驚見，滿地盡是團團移動的黑

點！這些像是隱伏在園內，盤居於地底的異物，各據多方

並隱遁在樹叢地底間，並不斷地向外急速擴散，數量看來

果真不少！而當中更夾雜著，一股濃濃的腐臭氣味！由於

我對這突然閃現的光景，感到相當迷離和意外，因此對進

入這公園時，顯得有些猶豫！但眼看同修卻表現得甚為雀

躍，早已箭步跑至園中，更不時回頭揮手示意，催促我趕

快入內參觀！

於是我只好大步大步踏進園內，盡量避免誤踏那些隱

伏於地底與林木間的異物。但我卻發現這些來歷不明的黑

色團狀物（霉球團狀），卻像探測到我的意識一樣，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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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剎那間全閃退至我視線以外，並縮退於兩旁的植物樹叢

間！由於愈是步入園內，那股腐臭味愈趨濃烈，因此我只

好捂著鼻子急步跟隨。但當我們來到花園某草坡後，卻發

覺那些黑團異物明顯減少，然而那些腐臭味卻隱約還在，

因此我好奇詢問同修，是否同樣嗅到這股異味？可笑是女

同修卻認為，我應是誤踏犬隻的排泄物，更表示附近一帶

的居民，常會帶同寵物犬到此公園蹓躂。還著我應察看鞋

底，是否已「誤踏地雷」？由於這公園使我感到不明所以

的懍慄和緊張，因此我急不及待詢問：「這裡果真是『堂主』

所聲稱，充滿靈氣的地方？」只因當時，我對那「堂主」

還是處於相當信賴的懵懂時期！

這時，女同修像是將要打開神秘寶藏般，興奮引領著

我再向前行，來到可近距離眺望「百鳥塔」的另一草坡。

那一刻剛巧太陽開始西下，是黃金映照大地的夕照時份，

因此整片草坡被投映出一片淡黃金光。此刻同修輕喚著我

隨她在此位置一同冥想禪坐，因這地點正是「堂主」以天

眼為其觀照，欽點為「能量最集中」的吉祥聖地，這些「殊

勝能量」更是結集此花園、此地域及山巒龍脈的「匯聚

點」！

這刻我才留意到，原來當時園內亦有不少遊人，在園

中修習瑜珈或冥想；亦有閑暇母親一邊推著嬰兒車，一邊

細聽鳥語或看書。可惜我的思緒卻沒這般豁然，不能強裝

鎮定漠視園內所見的異象，將其視為剎那的虛浮幻境，全

以「無事無心」般看待！只因此情此境對我來說，實在太

過觸目驚心，因此我已急嚷著要求離開。那刻只感到像被

無數隱伏園中、數以千計的異物監視一樣，實在再沒興緻

在此公園多作逗留！

隨著太陽逐漸西下，我發覺那些隱伏地底、植物及樹

叢間的霉狀黑點，竟慢慢地逐漸增多，並匯聚出某些奇怪

形態，並不斷攀向園中、各種林木與樹叢間。那刻，我更

發現離視線不遠的「百鳥塔」內，傳來眾多雜亂和響亮的

鳥鳴聲；而塔外上空更忽然盤旋著大群大群的飛鳥，相互

混合成一個令我感到相當懍慄的畫面！於是我只好捂著耳

朵，頭也不回地快步逃離這「百鳥塔」公園。

但女同修看見我不似當初進園時的雀躍態度，而是瞬

間一改常態，還嚷著要離開感到相當不解！於是她只好急

步緊隨，並追問我究竟發生甚麼事？我只表示要逃到安全

位置，才敢向其透露！可是我卻發現原來園外，亦逐漸聚

來某些對我好奇的靈體，於是我只好向好友表示身體突然

抱恙，要急趕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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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實在抵受不住「內在聲音」的催逼壓力，著我

應如實向女同修說出，當天的所見所聞並應告誡她，那兒

並非理想的禪修採氣、吸收靈氣精華之地。於是，我只好

硬著頭皮向其說出所見異象，並表示修習禪定的原意，是

要我們學習放下「我執」，從而覺知「心靈本質」。如只

著意追求外境，將會十分危險！

可惜當天的對話內容，後來卻被「問題堂主」得悉，

更被大造文章一番。最後一眾同修，依然對其忠誠不已！

只能說我人微言輕，況且「問題堂主」後來將其包裝演繹

為「試煉考驗」！因此大家還是對他追隨其後。及至半年

後女同修竟不幸地，罹患了某種關於呼吸系統的嚴重疾病，

必須長時間服藥，才告根治痊癒。

後記：

其實據我了解，我們是擁有強大而能量充沛的多重能

量身體，藉啟動無私的同理心與慈愛心，便能與浩翰

的宇宙能量接通。因此人人都是「本自具足」，並不

需要借甚麼「外境執取」來增補能量。相反那些遊晃

人間的鬼物、妖邪，卻需要藉著吸取嬰孩的「精氣神」

來維持寄居於人世間。假如禪修動機滿帶慾望外求，

只會跟本來的「心靈覺性」本意，大相徑庭！

（摘自網上「香港人遊香港」）

「百鳥塔」公園，原稱元朗市鎮公園（Yuen Long 

Town Park），為元朗新市鎮的主要公園，是區域市

政局及建築署於 1988 年所建造。

元朗市鎮公園尚未興建前，該處曾是「水牛嶺平房

區」，更早於香港日治時期（1941-45）曾為亂葬崗、

日軍刑場。亦因如此，現時元朗公園一帶，仍流傳

不少鬼故事。坊間傳聞，據說「百鳥塔」的設計，

具有鎮鬼作用。

百鳥塔公園簡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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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活佛」觀照所知，這是源自過去某生，女同修曾

是「古印度」將軍，曾與他們（戰俘）結下殺戮緣起

有關！

在我理解，這些「業力」關係，應是「靈魂意識」在

學習進化上，為著要保持能量平衡，而選擇應劫。

（摘自《壹周 Plus》）

四十四歲的女保險經紀朱家心，被人斬去雙手，置

於皮篋，然後放在荒廢的貨櫃內焚燒。

落得如此下場，全因她工作太過搏命，她恃著英文

好的緣故，主力在元朗區向南亞人士推銷保單，無

奈這區少數族裔龍蛇混雜，為了區區數萬元，最後

竟有人狠心向她施毒手。

案發後，警方迅速拘捕三十多名巴籍青年，不過這

班人面目相似，兼且身份混亂，一個被警方視為嫌

疑最大的目標，竟早一步逃之夭夭。

港大工管系碩士學歷的朱家心，為了一份保單，為

了在競爭激烈的保險業脫穎而出，最終把自己推進

了鬼門關。

斬手燒屍—女保險經紀殘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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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只感到這是令人世間的集體意識，掉進更為偏執狹

隘的思想迷陣，是地球上「意識進化」的某種絆腳石。

及至快將到達其居所，這是某棟公營房屋的尾房位置，

但我卻從升降機步向此單位的步程距離間，卻感應到某些

不對勁！只感到越是步近，心靈間充斥著一股莫名的排斥

壓迫，那刻令我不禁轉向身旁，向某幾位曾到訪過的網友

查問：「你們早前來過幾回，有否感到異樣或不舒服？」

只因我的整團意識，感覺這居所籠罩著某種異度氛圍，感

到有股頗強的負能量，盤據其中！

由於大家均興致盎然地急於進內參觀，因此我只好默

不作聲地跟隨。可是，當我來到其家門前，映入眼簾的第

一幕畫面，卻是那置於客廳前方，某房間門前的一組大窗。

剎那間，這組室內佈置的畫面，竟然令我感到極為眼熟和

震惑。就在電光火石的「意識搜尋」間，我立時想起，這

是某一晚我在「靈魂出竅」的狀態下，曾到訪過的陌生居

所！

還記得當晚，我從另一個維度空間返回地球時，並沒

有即時跳回自己的肉身軀殼內，而是閃現至某條陌生的街

道上空，（直至這刻再次重臨，才明白原來這是黃大仙龍

翔道一帶。）我更發現，我竟然於下一剎那間，飛閃至一

網絡作家

大約 2000年中，接受首個電台訪問後，我於某個網絡

論壇上認識了一批網友，彼此分享很多關於「靈魂出竅」

的見聞和發現。早期原意只限於網上文字交流，並沒打算

真實現身。但隨著大家話題上的共鳴日深，因此後來我們

會隔某些日子，舉行一些網聚聯誼。

某次大伙兒晚飯後，提議再到某位居於附近的女網友

家中繼續暢談，所以我便跟隨一眾友人結伴前往。沿路上

我們邊談邊說地步至某些街角時，我的意識間竟然有「曾

到此一遊」的感覺。這種重遊舊地的奇妙回憶，腦海中所

浮現的「熟悉感」，並不是平常於街中遊走時，那種視平

線的感覺！而是仿似「靈魂出竅」時，從高空鳥瞰般的模

式。因此當時我還向同行友人，說出這番有趣意會。

由於這位女網友是一位甚為活躍的網絡作家，擅長創

作某些以武俠或靈異為題材的長短篇小說。因此她總愛從

日常的生活中，熱衷於探索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並以此作

為創作上的靈感擷取，再加上她是獨居關係，因此在其眉

宇對答間，總給人一種狡譎孤僻的感覺！

說實話，我對那些譁眾驚嚇為題材的靈異創作談不上



081080

奇幻的

通靈印記 第二章  靈魂出竅見聞

所陌生房間的窗前停下。當下一刻，我還在奇怪為何有此

奇怪轉折時，竟看見這漆黑半開的房門外，從客廳走進一

名年青高瘦的男子。這人看見呆立窗前的「我」，竟然露

出驚訝的神情，更即時逃閃進這房內某組大型的木製書櫃

裡消失！我當初還在奇怪，何以此人能看見在「靈魂出竅」

狀態下的「我」？及至他瞬間逃閃進書櫃與牆垣之間時，

我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名「靈體」！

我對這晚無故現身這陌生居所，並照見這居所中盤據

著某些靈體十分好奇，因此我借用還是處於「靈魂出竅」

下之「超覺感應」，嘗試感應居於此房子的究竟是何人？

瞬間，我已感知到這鄰房還安睡著一名女子，於是

我打算從這書房的牆垣間穿越至隔壁，查看此女子是否相

識。可是，我卻突然被身後「銀帶」（靈線）強行拉走，

剎那間我的整團意識，瞬間被吸回肉身軀殼內。

＊＊＊＊＊＊＊

因此，今回重臨這居所，我已即時憶及當晚「靈魂出

竅」的狀態下，所發現的不可思義「見聞」（只是今回我

從大門而入，而當晚卻是從房間的窗前進內）。而我更從

思緒間湧出某團複雜感受，因為此刻我才意識到，當晚令

我好奇的沉睡女子，原來就是這位女網友。但卻奧妙在於

「靈魂出竅」當晚，我們彼此卻還未認識和遇上！

我第一時間步至當晚所佇立的房間（書房）窗前，並

從窗戶間眺望出去。發現此單位原來是處於樓宇的中高層

位置，因此前方遠景佈列著各樓宇天台間的魚骨天線。隨

後，我更刻意站在窗前轉身內望，只想再次確定「靈魂出

竅」當晚的相同視點，以觀察清楚這房間的佈局。這時，

我方發現原來靠近房門的牆垣間，掛有一幅泛黃的黑白男

子照片，而房內的左右兩旁位置，亦如我當晚所見，擺放

著多組大型的木製書櫃，當中收藏著女網友眾多著作和各

式珍藏書籍。

由於「靈魂出竅」當晚，看見某名瞬間閃至書櫃間的

男靈體，因此我的好奇焦點正正落在這牆上的泛黃舊照，

只想確認是否相同人物？於是，我不動聲色地靠前細看，

卻忽然看見相中人的雙眼竟然眨動了一下，並閃出了某團

凌厲深寒的光暈！

於是我從這房間步出，並向獨居於這單位的女網友查

詢相中人的身份。女網友告知，這房間原本是父親的睡房，

那張泛黃舊照正是亡父遺照。從女網友口中得知，她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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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幾口本來樂也融融，但自多年前搬來此單位後，母親卻

於剛入住的幾年間過身，及後弟弟亦因自組家庭而遷出，

因此後來只餘她與慈愛的父親同住。但年邁的父親卻又於

數年前因病過身。聽罷她所訴說的往事，我方明白女網友

給我那種狡譎孤僻的感覺由來，或許是來自親人接踵離開

的憂傷情緒所致。

我們大伙兒聚於廳中閒談，但是整晚出現於心靈意識

間的壓迫感，並沒感到任何減退和緩和！而我更從那虛掩

的書房門縫間，恍惚看到某些東西躲於房內，並對我們好

奇偷看。

第二天，我跟某網友談起前一晚的感覺時，不約而同

感到那房間總滲出某團奇怪的感覺。於是，我們提議再相

約這名女網友，希望給她送上關懷和慰問。於是我邀請大

家到家中暢談了解，期望可向這名總帶幾分沉鬱猜疑的女

網友查詢，多年來在這居所，有否發現甚麼異象？只因我

對「靈魂出竅」當晚在其家中出現的男靈體，感到十分好

奇！同時亦感應到這房子，早已被某股氛圍所籠罩，必須

徹底淨化。

女網友表示，自父親離世後，她便醉心於網上創作，

藉由網絡小說和靈異故事來渲泄情感。她從小認為，人世

間是充斥著不少黑暗面，充滿悲鬱狡詐與矛盾。我從她的

言談間，亦感到她的內心滿是棱角，其待人接物的態度，

亦如三窟狡兔般處處提防、滿是謊言！但當中最令我擔心

的，卻是看見其身上的氣場光中：夾雜著很多色調沉鬱的

情感亂線！因此我借意向其詢問某些夢境內容？並了解到

那寄存在其家中的靈體，原來過去曾多次幻化成不同人物，

於夢中與之纏綿。但這現象在當時人的意識上，卻認為只

是一般綺夢而已！

於是我嘗試向她說出「靈魂出竅」當晚所見之異象，

並提及那張被「磁化」了的亡父遺照，只感到當中有某團

不懷好意的意識寄存在內，應該盡快將此照片燒毀，並將

居所徹底淨化一番。我還提議她應多到陽光珣燦的郊外走

走，多吃新鮮植物和蔬果來改善氣場和健康。我亦建議她

在家中多播放悠揚輕鬆的樂曲，這既可改善自身健康和思

想，亦可淨化家居氛圍。我又答應，明天會再重臨她的居

所，以「西藏除障香」為其居室洒淨。臨別前，我送贈了

幾顆黑曜石給她，作為家中結界之用，期望她可盡快步出

情感和意識上的陰霾，重新開展色彩人生。

在我滿以為可為朋友解決問題而深感欣慰時，女網友

原來將我的見聞，求教於另一位新相識的男網友。這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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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跟隨某位隱世高人學習靜坐和修行，並能感應和觀照到

某些靈體。他卻向女網友提議，應該邀請其高人師傅到其

家中看風水，並宣稱這位高人師傅擁有「天眼」神通，一

定能為她解決疑難。於是女網友便二話不說邀請這高人師

傅，於兩天後前來幫忙。

第二天，我和友人一起到達某素菜館，女網友向我介

紹這位新相識的男網友。席間男網友表示：「自己當天收

到女網友來電後，即時致電師母要求幫忙。他的師母亦表

示只須提供女網友地址，高人師傅就能用『天眼』觀照，

及後證實其家中確有靈體寄存，因此必須親自上門，到其

家中看風水，並為其封身結界。」

由於我當年亦曾跟隨某位自稱擁有「天眼」神通的堂

主，因此對聲稱擁有這類背景的師傅有些戒心。所以我向

該名男網友查問，他口中的師傅有甚麼與眾不同的教導？

據他所說，這位高人師傅了不起之處，就是可藉由財

帛供養來銷減業障，因為這代表你的業障、因果，都可轉

由高人師傅代你承擔和背負。而他更慶幸小女兒每次不聽

話，只要送到高人師傅家中小住一、兩天，交由師傅和師

母好好調教，小女兒回家後就會乖巧伶俐。他更自豪表示，

並不是誰都能如願供養這位高人師傅，而必要先由師傅用

天眼觀照，看看彼此是否有師徒緣份，才能達成。如果沒

有緣份，高人師傅只會酌情收取幾千元的小利是。這位男

網友亦表示，他每次都供養師傅不少金錢，這是代表師傅

視他為資深弟子的表現。

席間，女網友對這位這高人師傅表現得甚為傾慕。可

是在我這個曾經誤入歧途、幾經艱辛才懂得從虎口逃生的

過來人來說，可謂心有餘悸和警醒！因此我非常擔心女網

友，會重蹈我的覆轍。

餐後再次到訪女網友家中，出奇地，白天這裡比較正

常。因此我們四人圍坐於廳中，聆聽男網友繼續分享跟隨

高人師傅學習靜坐和修行的種種得著。可是我卻感到當中

的教學手段，借用了很多佛道義理來包裝，當中夾雜不少

歪理私慾。

我們聽著說著，不知不覺已到午後四時。可是，我卻

感到室內四周卻突然驟暗起來！於是我即時望向左前方那

組小窗，察看是否天陰下雨、還是樓上單位掛了一張巨型

床單？只因那感覺活像這單位四周四面，突然地被圍上一

幅厚厚巨布，因而把窗外陽光擋走減半，致令室內光線剎

那間陰暗下來。就在我望向前方小窗之際，竟看見左上方

的天花位置，突然閃現某團亮圓白光，並瞬間由一小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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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擴闊。接著我更在這光團中，看見當中竟跳出某團黑影，

並迅速閃過我們之間，並逃進書房內！

我冷不防這麼近的距離，有這「不速之客」閃現，因

此即時被嚇剎得從坐椅間彈跳起來！並即時望向那位自稱

同樣能看見和感應到靈體的男網友。可是他和在坐兩人一

樣，毫不察覺剛才這「近在眼前」的靈異現象！

此刻，我終於了解到那寄存在這居所的靈體，所出現

的位置和時段。因此臨別前，我暗地向女網友要求，務必

安排那位高人師傅明午四時多才過來看風水，並應向其查

問：「靈體身份、出沒和躲藏的時間和位置。」這樣就能

證實高人師傅的「天眼」觀照，是否屬實！只因我感應到

這男靈體，原來是樓上某戶的一名前住客，早於多年前於

家中燒炭自殺身亡！

當天午後女網友來電，表示早上高人師傅兩夫婦已經

前來，為其家中封屋結界（這亦是女網友首次跟這高人師

傅見面）。女網友表示：「這高人夫婦看來五、六十歲，

男的樣貌和善、女的有些凌厲。在法務上的安排大多是這

位『師母』處理，而高人師傅只著重靜坐和修行的教學。」

而我最關心的問題，女網友亦有向其查詢，可是那位高人

師傅表示，靈體是從書房的大窗進出，更聲稱主要是受窗

外「魚骨」天線的磁場所影響，因此只須在此組窗戶結界，

就能杜絕靈鬼出入。女網友續說：「那師母只是到廚房盛

來一碗水，然後持劍指於碗面和窗前指劃數下，已可為房

子結界，及後又於家中四角彈灑，聲稱就能驅魔逐妖。」

女網友更表示，她更跪求高人師傅收她為徒學習靜坐。

那位高人師傅最初表現得不太願意，但在她再三懇求之下，

才得以如願。因此女網友感到非常欣喜，期望可藉此改善

運程和健康之餘，亦能修得「天眼」神通！由於我人微言

輕，任我怎樣向她勸說，卻被看成酸溜偏見！因此往後我

亦不方便再「好管閒事」！

後記：

說實話，坊間很多這類借靈異、借宗教來混世的師傅

存在，往往以神通或快速如願來作招攬手段。面對這

類伎倆，實在見怪不怪！

然而往後數年，我又從另一友人知悉，女網友某天於

家中發現還有靈體出現，因此決定從此封筆，不再創

作靈異故事。聽罷我只能祝願她一切安好，建構智慧

和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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