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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修行者常说： 
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

夫； 
若从纸上求妙法，笔尖醮干洞庭

湖。 
这就是说：道理在书中，道法在

书外。理有定理，法无定法。在书中
求理，在书外求法。理是死的，法是
活的。万法唯心，心生种种法生。万
法一理，所以各宗各派都强调不二法
门。即一门入门门入无门不入，一法
通法法通无法不通。 

有门才能入，无门则不能入；有
法才能通，无法则不能通。道医班的
教学，就是一个门，只要大家入了门，
何愁不能登堂入室。道医班的道法，
就是一个法，只要大家有了法，何愁
不能显灵显圣。 
    心理、生理、皆物理。 
    心力、身力、皆动力。 

心之官则思，思则必有思维波，
思维波带有其本人思维的信息密码。
物物皆太极，物物有全息。思维波不
但带有本人生命信息的全息，而且兼
具本人思维的信息和功能。所以佛说：
佛无处不在。 

思则即意念、意念力、念力、灵
力、灵魂、灵能、生命的本原、思维
波等，名异而实同，即人的心力。 

心到意到，意到气到，气到功到，
功到法到，人的心意只要一动，其气、
功、法之效果则自然到。 

有什么样的心和意，就有什么样
的气和功及法。所以修行者，首修心。
道医教学，也是首重道心和医心。有
道心则有道意，有道意则有道气、道
功、道法。有医心则有医意，有医意
则有医气、医功、医法。本班学友，

只有俱备了道医之心，才会有道医之
意，只要俱备了道医之意，自然就会
有道医之道医灵气，道医灵功，道医
灵法。 

古人曰：易为君子谋。圣人感而
通。不是君子学不会真易，不是圣人
岂能感通天地大自然。 

道医是神仙的法术，不是神仙岂
能学会道医。这都说明，道德修养是
十分重要的！没有道德的人也是学不
会真正的道医技术的。 

有了道法，还要有信心，信念和
传承，如果俱备了这三条，我就祝贺
大家：你已经是一位住世的活神仙了！ 

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信之
则神，诚之则灵。一脉相承，自然显
灵显圣。 

道医是替天行道，服务于善信有
缘的一门特殊的保健技术。如果不是
善信和有缘则用之不灵。古往今来，
都是如此。雨露虽广但不润无根之草，
道法无边也难渡无缘之人。 

救人要救心，心死人亦死。治病
要治心，心病人亦病。消灾要消业，
业消灾自消。治心消业，首当忏悔。
忏悔到心性清静之时，自然是病愈灾
消或功成名就之日。 

真正的道医，就是住世之神仙，
希望大家能珍惜法缘，努力学习，精
进的修行，福慧双增，功德圆满，以
早日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道士医师，
利乐众生。 

 
无量度人天尊。  

雪峰山人    姜钧 
2004仲夏于九真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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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咨询答疑 
1、凡是教材中印刷不清楚，缺页

少项的，请来电话和信函请求免费挂
号补寄教材。并请注明你的资料查询
编号，以方便查询和准确无误的知道
你的通讯地址和姓名。 

2、有的学友对道教的神灵知识缺
乏，不知道各神之间的关系，这都不
要紧，这并不影响学与用。请大家尽
管按教材中的方法去实验操作即可。 

3、经络不敏感的学友们修行本班
道医法术，其功疗效果同敏感者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功疗效果佳，
而且不易得职业病和信息病。 

4、经络敏感者感应功能强，这对
判断和通灵以及与人及神相应会很有
好处。 

5、凡本班结业学友，即可随时应
诊作法。有求必应。有应必灵。 

6、道医法术，虽不可以此而登真，
但可以此而求真，虽不可以此而达道，
但可以此而求道。道无高下，法法平
等。有真心者，道医就是真，有道心
者，道医就是道。道医法术，是神佛
济世度人而向一部分有缘者示现道法
的一种大方便法门。 

7、“道经师宝”法印，常用的规
格为 
4.4公分见方。该法印在表文和符图上
可通用。江西龙虎山授的法印规格为8
公分见方，即法印直径为8公分，一般
多用于特殊的大型的疏文。凡需要直
径为4.4公分的法印者，可直接同本班
教务处联系，费用待定。如果需要江
西龙虎山的法印法器一套者，请直接
同北京市4058信箱法物流通处（陈海
鹰）联系，邮编：100045，电话：
010-68525863。 

8、道医班可以不要或不用令牌法
印，如果大家确实需要的话，本班教务
处也可以为大家订制并开光加持然后
再挂号邮寄给大家。 

9、学本班在饮食方面是自然随
缘，晕素随意。有条件者在初一和十
五，以及红白喜事，生日要事之日素
食 好。在神佛圣诞斋戒沐浴焚香礼
拜则更好。 

10、学员结业在运用之时，不分
地点场合，也不需要设坛摆供祭祀，
全凭心诚则灵。也无需特殊准备，只
要静心默祷祈求神显灵即成，咒语以
念诵得自己听得真，他人听不清为好。
心里默念咒语也可通灵显圣。 

11、道医法师有固定的神坛作法
好，如条件不具备者临时设浮坛也

行。灵不灵在于心而不在于一切形。
顾客和善信有求则应，有应则灵。一
般的法事不须选择吉日良辰。特殊的
法事如神佛开光、开业开张等则可择
吉日作法。择吉可选择易学之类的通
书历书参考为好，有条件者可参阅《参
星秘要诹吉便览》这本书。 

12、本班暂无圣像供大家请购供
养。用牌位代替圣像也是可行的。 

13、《道医实用秘本》和《数术
念力度人绝技》可以结合运用，二者
不相矛盾。 

14、函授不如面授。函授者要多
看教材，多想，多悟，多练，多实践。
道心在信。心有灵犀一点通。感应感
应，有感则应，感灵感灵，有感则灵；
应者，灵者，神也！心也！性也！人
人可相应，人神可相应，天人可相应。
感应感灵相应通灵者，为之得道，得
法。得道得法者，无师自通，无学自
会，无法自灵，住世的仙佛圣真。  

15、真传只有六个字：信则神，
诚则灵。这六字真言是不传之秘，难
传之秘。精诚所至，金石能开。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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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不信则无。信神如神在神自在，
信佛如佛在佛心灵。 

16、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本班不可能长期开办，永久的开办。
此一时，彼一时。世事无常，人神无
常。因为鱼目能混珠，真假难分难辨。
因为当前还没有人传承道医技术，作
者才不得已而应运随缘的举办本班。
抛“砖”引“玉”，以后有“玉”出
来了，本班自然也就停办了。一批道
医法师下山了，一批神仙住世了，本
人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请大家要珍惜
法缘，珍惜道缘，珍惜仙缘，珍惜这
千载难逢的道林真缘！ 

17、道医修养十分重要，这是根
本。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德之不存，
岂有道法。易君大师曰：一意气功法
理数术德道。有道医之一就有道医之
意，有道医之意就有道医之气，有道
医之气就有道医之功，有道医之功就
有道医之理，有道医之理就有道医之
法，有道医之法就有道医之数，有道
医之数就有道医之术，有道医之术就
有道医之德，有道医之德就有道医之
道。既有道医之道，自然也就是住世
之活神仙了。 

18、佛祖涅磐之后以戒为师，无
戒则无师。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规律
不成道医。姜钧道长修行的三规九律，
希望大家 好要学习领悟和背熟。黄
金散尽为收书，书传文明为度人。帮
人者帮己，助人者助己，救人者救己，
度人者度己。仙佛无私而成其私，圣
真无为而无不为。立私为公，大私即
公。道医法师要有修养，要有修持，
要有道心，要有医心，要慈悲喜舍，
要方便众生。要成为住世之活佛活神
仙，要有求必应，有应必灵。 

19、本透解材料，请结合《道医
实用秘本》来参照对看。后面的答疑
序号同秘本也是相应的。 

功德圆满，福寿康乐。福慧双增，
仙佛住世。 
道教医学，普度众生。阿弥陀佛，

无量天尊。 
20、酉日法师禁用鸡 （用鸡即为

红砂日）。 
21、寅日画符印符 好。 
22、自己的本命日少作法事。 
23、本命日办法事时，用三份纸

钱边烧边在头上转三圈，转三圈之后
将纸钱放在神坛前烧完。此即将自己
的三魂交给祖师看管，以保平安，免
得自己出差错和误事。 

24、法事之后用鸡在烹饪熟了之
后，将鸡头和鸡脚用来敬神。 

25、开张开店搬迁者，慎用七与
八。七七八八波波杂杂。仅供参考。 

26、法事时，孕产妇，经期女要
回避。 

27、不到卫生间去作法。 
28、逢农历的“初四”日，“十

四”日，“二十四”日不办大事。逢
“十”之吉日为好。阳法事时间多在
上午5至7点，7至9点为宜。要想好不
离卯（5至7点钟），要想久不离9（点
钟）。 

29、法水一般是用酒而不用水。 
30、戊日不上供不动法器。法事

延续和特殊情况者不在此禁之内。 
31、春节期间，有条件者安排兵

马休息，放假，让兵将们游玩或回故
乡去看一看，自由行动，要像对待员
工一样对待神坛的兵马。 

32、要事用咒：太上老君急急如
律令。 

33、画符请张天师。 
34、搭桥请白鹤小姐。 
35、查阴阳宅，查家庭，为人预

测等，皆请小王州和杨六郎。 
36、找三魂请小山兵点点将。 
37、雪山祖师主管妇女生产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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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之事等。 
38、茅山祖师主管符咒等法术。 
39、红山祖师主管火或与火有关

之事。 
40、迷山祖师主管人的精神、神

经、记忆、睡觉等事。 
41、安坐坛神（即全堂神灵），

忌坐东西向，宜坐北向南或坐南向北。
（仅供参考） 

42、出行宜早。寅时搬迁天渐渐
亮，如果是搬家，一定要让火（生燃
的煤炉），饭（锅里面要放熟肉），
水（开水瓶中装茶）这三大件先进门，
然后才能依次搬床等家具物品。 

43、圣人感而通。一切靠感应。 
44、出行搬迁等适宜于逢“六”

逢“九”的日子（仅供参考）。 
45、焚化纸钱和模拟人及助理人

印时均宜选在晚上静时作法。 
46、施术前防人破法秘法：在神

坛前，术者念咒曰：有谁破我的法，
十个儿孙九个眼睛瞎，有谁破我的场，
十个儿孙九个要灭亡。（仅供参考） 

47、如果太忙了，没有条件，只
初一和十五向神灵敬香，其他时间不
进香也行（忙时用心敬香）。 

48、不开光的神灵供在家里反而
不清静。 

49、自家师公不跳自家神，自家
医生不治自家病。 

50、阴人吃“大户”，大户化纸
钱时阴人来抢。怎么办？封赠抢钱的
阴人曰：谁拿钱谁就去为×××（香
客）办事。或者是焚化三份，一份是
天地父母和土地神的，一份是本地境
内孤魂野鬼的，再一份就是办事人焚
化的功德纸钱。 

51、鬼怕令牌打。令牌在桌上一
击，鬼邪迅速逃遁。  

52、神坛内化的纸钱是祖师的。
殿堂内化的纸钱是供奉的神灵的。山

门外化的纸钱是本山神灵的。为香客
的祖先和其它事化的纸钱， 好在山
门以外。 

53、纸钱3张为1份，据悉纸钱在
阴间冥界相当于阳间的流通卷10份称
为十贯，27张为9份。96张纸钱为32份
（各地风俗不一）。 

54、在半碗开水（熟水）中倒进
一点冷水（生水），这为阴阳水。阴
阳水划符效果犹佳。 

55、剪的纸衣服，男女通用黑色
和蓝色。黄色、白色，绿色可少用。
红色不能用（小孩例外）。 

56、常用吉利数是：36、66、96
等（仅供参考）。 

57、真病要用中西药，病者靠医，
医者靠药，药到病除，皆大欢喜。假
病要用符咒纸，病者靠医，医者靠纸，
纸到病除，皆大欢喜。 

58、未满60岁即死亡者皆为不正
常的枉死鬼，其冤魂则会到处游荡而
闹事。处理一切奇病怪症，只要通情
达理，情由可原，心生一切法者皆灵
验。 

59、俗语切记：人有三年旺，鬼
神都会让，人有三年歇，猪狗来打劫。
灵神不保背时人，行时不须灵神保。
道法自然。自然就是道法。 

60、择时辰注意：官方政界用正
时用正点钟，民间民众用偏时用半点
钟。 

61、每赚1—5万元钱，就要向天
地父母神灵焚化价值100元钱的纸钱
和一把清香。焚化纸钱时宜在晚上，
面向东南西北四方烧，每张纸钱 好
要分开。 

62、为想自杀的人退煞，取水适
量于小碗中，持三根香画五雷符于水
碗中，然后叫患者喝下符水，将空碗
向患者脑后地下或远处的墙上砸（令
碎）。如此则可以退掉自杀者的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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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心转意。  
63、代理人印，助理人印等，均

可刻成人之形状的图章印盖在黄纸
上，或用纸剪成人之形状也行。因此，
民间俗称这些为“小纸人”。模拟代
理人秘传通称为“张毛哥”，有条件
者用稻草制作 好，民间俗称“小草
人”，纸人也好，草人也好，纸马也
好，纸汽车也好等一切法事物品，不
通过法师开光加持则不灵。 

64、符咒法术是形，形只是载体，
真正起作用的是心，是神，有神才灵，
诚心才能请动神。一切的一切，人不
知道神知道，天知道，法师一定要诚
于神，恭于人，勤于事，这样，法事
才会越做越灵。 

65、道医一定要修行有传承的道
法，以期早日达到“人人相应”、“人
物相应”、“人神相应”、即“天人
相应”，以达到“圣人感而通”的境
界。 

66、春节期间，神灵酌情放假6至
9天。时间可自行拟定。在放假以前，
提前过年，谢神，大供养，焚化纸钱，
然后再放假。放假以后，可以酌情停
止供养神灵。待假期满了以后，再请
神，大供养，焚化纸钱（像忠孝于人
一样的对待神则灵）。 

67、不供诸位神像，不写诸位神
的牌位，只记在心中有数就行了，或
者只挂一块红布也行。 

68、为了适用外界，方便教化众
生和震摄众生，可以根据地方和本人
的仙佛之缘而选供少量的神像。 

注：传承恩师没有文化，只能口
述，作者按恩师的口述记录之后，也
无时间归类整理，现和盘托出，献给
同道，仅供参考。谬误之处请信函指
教。期盼有缘有识有志有德有才之同
道，能献身于道医事业，共同传承中
华道林文化。若如此，功德无量。 

二.道法修练篇咨询答疑 
1、 画万字符次序如下： 

1

23

4
5

6  
即从1开始到2止，再从3开始到4

止， 后从5开始到6止。不存在手法
的补与泻。转九圈的意念是，“卍”是
旋转的，转变则可转病气为生气， 
转病灶以痊愈。有病者转变了不就是
好了吗！ 

2、修练时有的人右手剑指（食指
和中指）发凉，这是有气和信息发出
来了，是长功的一种表现，是正常现
象。有的人则是麻、热、颤、抖、动
等，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一种正常的
功能现象。 

3、圣号“无量天尊”既可指道祖
太上老君，又可指无限无量的天空中
的尊神。 

4、静极生动，动极生静。动静皆
顺其自然，切忌追求。动有动的好处，
动到一定的时候自然静。静有静的好
处，静到一定的时候自然动。动是气
动、神动，而不是形体动。一部分人
形体颤动称为是灵动，这是一部分人
的功能现象。人与人之间是有个体差
异的。自己就是自己。一定要顺其自
然。执着与追求就是入魔和产生幻象
的开始。 

5、供水和试法的水既可以自己喝
掉，也可以让其他人喝掉，或者洒在



 

查看完整版 

付费下载 

￬￬￬ 
--------------------------------------------------------------- 

【百万古籍库】 
https://www.fozhu920.com/list/ 

【易】【医】【道】【武】【文】【奇】【画】【书】 

1000000+高清古书籍 

打包下载 

 

 

 

 

https://www.fozhu920.com/list/


 

【风水】风水命理资料合集_9500 本 

阴宅阳宅、风水堪舆、八字命理、手相面相、符咒卦象、奇门遁甲、紫微斗数......... 

 

【中医】中华传统医学资料大全_15000 本 

针灸、擒拿、正骨术、汉医、苗医、民间秘方偏方、药洒药方、祖传医术、珍本... 

 

【道术】道家法术\茅山术\符咒术\气术_3000 套 

修真秘籍、丹道、道家秘术、胎息功、内丹术、茅山法术、道家符咒、巫术、... 

 

【武术】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术_6200 册 

少林、武当、太极拳、形意拳、八极拳、咏春拳、气功、散打、格斗、拳击、... 

https://www.fozhu920.com/80598.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8.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8.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9.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9.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9.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0.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0.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0.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1.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1.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1.html


 

【集藏】经史子集库_13300 卷 

【经史子集】楚辞、汉赋、诗集、词集、宝卷、正史、编年、别史、纪事本末、地理志... 

 

【国画】传世名画 _ 6100 卷 

唐、金、辽、宋、元、明、清 800 多位画家近 6000 多幅传世... 

 

【县志】方志\地方县志\乡志\地理志_8100 册 

府志、区志、乡志、地理志...... 此合集为全国范围地方县志\府志古籍影印电子版，... 

 

【国学】中华古籍库—32 万册古籍书 

32 万册《中华古籍库》 【32 万册影印古籍 + 20 多亿字，带检索

器和阅读工具】 包括各地方志、日本内... 

【更多】>> https://www.fozhu920.com/list/ 

https://www.fozhu920.com/8060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2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2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2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7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7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7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