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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預⾔中的“聖⼈”之解密 
 

壬靜思 
 
在⼈類的歷史⻑河中， 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先哲都為後⼈留下了⼀些預⾔。幾乎所
有的中外預⾔都預⾔到⼈類歷史上將會出現⼀位來⾃東⽅的救世聖⼈。尤其是中國
歷史上的預⾔，對於此救世聖⼈從許多的⾓度，給予了相當細緻的描述，並且各種
描述⾼度吻合。似乎留下這些預⾔的先哲們，在無法洩露天機的情況下，費盡了⼼
思，想盡了辦法，希望後⼈能夠破解⼀點天機，得到關於這位聖⼈的信息。他們⽤
⼼良苦這樣做，恐怕有難⾔之隱，原因重⼤ 。 
 
本⽂選取中國歷史上流傳較為廣泛的⼀些預⾔，針對其中關於救世聖⼈的描述從五
個⽅⾯給予解析：聖⼈特質，聖⼈屬相和姓⽒，聖⼈出⽣地，聖⼈姓名，以及聖⼈
救世及後記。 
 
本⽂旨在尊重預⾔原意的基礎上，從其⽂字的字⾯意思上作出本⽂所認為的最為合
理和符合邏輯的解釋。 
 
 
⼀．聖⼈特質 
 
在諸多預⾔中，關於聖⼈特質⽐較典型的描述出⾃於唐代袁天罡和李淳⾵所著的
《推背圖》。在其第四⼗七圖中（⼈們普遍認為其圖順序已被後⼈打亂）有這樣的
描述： 
 
第四七象 庚戌 坎下乾上 訟 
讖⽈：  
偃武修⽂  
紫薇星明  
匹夫有責  
⼀⾔為君  
頌⽈：  
無⺩無帝定乾坤  
來⾃⽥間第⼀⼈  
好把舊書多讀到  
義⾔⼀出⾒英明 
 
此象之中描述的、⽐較為⼈所公認的聖⼈特質包括 － 
特質⼀：“紫薇星”被古⼈認為是“帝星”，指聖⼈具有帝⺩之⼤德；然⽽卻是
“匹夫有責”，“無⺩無帝”，及“來⾃⽥間”，即⾝為⼀介平⺠。（“⽥間⼈”
還隱含聖⼈姓⽒，後⽂將做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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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偃武修⽂”的“⽂”指道德教化，“好把舊書多讀到”的“舊書”喻指
傳統。這兩句指聖⼈以傳統道德教化⼈⼼。 
特質三：“義⾔⼀出⾒英明”喻指聖⼈所⾔乃英明真理，“⼀⾔為君”，“定乾坤”
指儘管聖⼈“無⺩無帝”，然⽽聖⼈能夠以其所⾔真理使天下安定。 
 
⺠國時期的⼀位佚名易學家假託諸葛亮所作《武侯百年乩》，對聖⼈特質也有類似
的描述： 
偃武修⽂⽇⽉⾼ 
三教聖⼈同住世 
… 
⽥間再出華盛頓 
造福⼈群是真命 
此⼈原是紫微星 
定國安⺠功德盛 
執中守⼀定乾坤 
巍巍蕩蕩希堯舜 
即原本是“紫微星”的聖⼈從“⽥間出”，⾝為⼀介平⺠，“偃武修⽂”，“執中
守⼀”，終使天下安定。 
 
諸葛亮的《⾺前課》描述聖⼈為“無名無德，光耀中華”。“無名無德”源⾃⽼⼦
的《道德經》，這裡喻指超脫凡俗，謙卑無爭的聖⼈品德。還有其它預⾔也有類似
於上述的說法。 
 
北宋邵雍《梅花詩》的結尾：“寰中⾃有承平⽇，四海為家孰主賓”，描述了聖⼈
的另⼀特質，即 
特質四：“四海為家”。 
 
劉伯溫的《透天⽞機》中亦有聖⼈於“孟家⽣趙家居”之說。“孟”在古⽂中通
“氓”，意⺠眾，即平⺠，“孟家⽣”指聖⼈出⾝為⼀介平⺠；“趙”在《說⽂解
字》中解釋為“趨趙也”，“趙”的本意為“快⾛”，引申為四處⽽⾛，“趙家居”
喻指聖⼈四海為家。 
 
朝鮮明朝學者南師古的《格庵遺錄》中，對於聖⼈的稱謂之⼀為“趙⽒”聖⼈，亦
指聖⼈是⼀位“四海為家”的聖⼈。 
 
在中國歷史上於⺠間廣泛流傳的佛家預⾔《五公經》的諸多版本中也有描述：“欲
知聖⼈出世處，海上尋波去”，“欲知明⺩真出處，海上將塵去萬⾥”等等，這裡
的“出世處”及“出處”是指聖⼈將在⼈間顯現出世的地⽅，⽽⾮出⽣地。即指聖
⼈的出世之處是萬⾥之遙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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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武侯百年乩》中“⽥間再出華盛頓”，這是描述了聖⼈旅居國家之所在 － 
美國。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聖⼈最為引⼈矚⺫的特質是如《⾺前課》所述： 
特質五：“拯患救難，是唯聖⼈” 
即聖⼈在⼈類經歷⼀場前所未有的毀滅性⼤災難時拯救世⼈。 
 
關於這場毀滅性⼤災難，除了劉伯溫的《燒餅歌》、《⾦陵塔碑⽂》和《透天⽞
機》，清朝⾼靜涵記述的《步虛⼤師預⾔》，以及《格庵遺錄》等預⾔中有⼀般性
描述外，更有多個預⾔對其給予詳細描述，在歷史上廣泛流傳於⺠間，其中著名的
有《陝⻄太⽩⼭劉伯溫碑記》，佛家預⾔《五公經》，以及道家預⾔《太上洞淵神
咒經》等。 
 
這些預⾔對於這場⼤災難在表現上和時間上的描述相當具體，有的甚⾄繞過中國傳
統的干⽀⽣肖紀年⽅法，直接映射到具體⻄元年曆的時間。因為與本⽂話題無關，
關於⼤災難的具體時間本⽂不做討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後⼈通過對這些預⾔中
所描述的已經確認發⽣過的歷史事件，同預⾔中發⽣這場⼤災難的相對時間來做研
究⽐較，⽐較普遍認可的說法是這場⼤災難將發⽣在不久之後的現今時代。 
 
令⼈驚奇的是，佛家《五公經》和道家《太上洞淵神咒經》中對於這場⼤災難之表
現的描述同⻄⽅預⾔《聖經．啟⽰錄》中的描述如出⼀轍：在持續多年的⼤災難中，
世界充滿了戰亂，⼤旱，⼤⽔，天⽕，以及⼤瘟疫等，神施以各種災難只是來懲罰
和淘汰不信者和惡⼈，⽽信者和善良之⼈因為⼀位聖⼈的出世⽽得到拯救。 
 
其實，據傳《五公經》是記述五公菩薩之⾔，《太上洞淵神咒經》是記述太上道君
之⾔，《聖經．啟⽰錄》是記述⻄⽅神之⾔，即這三部預⾔分別是佛，道，以及⻄
⽅神所傳之⾔，也就是說，都是神仙為世⼈傳下來的預⾔，因此它們的⾼度⼀致也
是必然。 
 
《推背圖》、李淳⾵的《藏頭詩》，以及劉伯溫的《燒餅歌》等著名預⾔中，有關
於聖⼈救世及其救世之後景象，以及聖⼈的⼀些⾮凡特質的描述，本⽂將在最後⼀
節中給予詳細解析。 
 
⼆．聖⼈屬相和姓⽒ 
 
從各種預⾔來看，⼈們對於聖⼈的屬相有⽐較⼀致的認識 － 聖⼈屬兔： 
（1）⾼靜涵的《步虛⼤師預⾔》在描述⼀場⼤災難時，稱聖⼈為“⽟兔”： 
四海⽔中皆⾚⾊ 
⽩⾻如丘滿崗陵 
相將⽟兔漸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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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師古的《格庵遺錄》多處使⽤“⽩兔”和“⽊兔”來描述聖⼈，⽐如“須
從⽩兔⾛⻘林”，“⽊兔再⽣保惠⼠”等等。“⽊兔”指聖⼈出⽣於⽊兔之年，即
⾟卯年，且其姓⽒含“⽊”。 
（3）劉伯溫的《⾦陵塔碑⽂》在描述⼀場毀滅性⼤災難後，亦稱聖⼈為“⽊兔”： 
萬物同遭劫  蟲蟻亦遭殃 
… 
能逢⽊兔⽅為壽 
澤及群⽣樂且康 
這裡“壽”喻指平安度過這場⼤災難。 
（4）值得⼀提的是佛家預⾔《五公經》中使⽤中國古代象形⽂字，對聖⼈的屬相
給予了描述： 
花開不禁霜 
初⽉但⾒次上 
⼩⽉裡皎⽩ 
⼸張無彈空⾃放 
無⾾⼜無梁 
“花”的古代象形⽂字“ ”是⼀“⽊”加上花枝。“花開不禁霜”指“花”被霜
打凋零，只剩“⽊”。 
“初⽉但⾒次上”：“初⽉”即“⼀⽉”，其次⽉為“⼆⽉”，農曆⼆⽉的紀⽉為
“卯”。“卯”的古代象形⽂字（⾦⽂）是“ ”，⼀邊形似皎⽩⼩⽉，⼀邊形似
無箭⽽張開的⼸（“⼸張無彈”）；兩邊既不互相拼合（即“無⾾”），之間⼜沒
有任何連結（即“無梁”）。 
結合起來指聖⼈的屬相是“⽊卯”。因為“卯”所對應的⽣肖是“兔”，所以聖⼈
屬相是“⽊兔”。 
 
從中國歷史上的各種預⾔來看，⼈們對於聖⼈的姓⽒也有⽐較⼀致的認識 － 聖⼈
姓李，即“⽊⼦”，或“⽊⼈”： 
（1）《格庵遺錄》第⼆⼗⼀篇“隱秘歌”中提到“世末聖君⽊⼈”。這裡“⽊⼈”
有兩個含義：第⼀是指聖⼈的五⾏為“⽊”；第⼆，古⼈將“⼈”稱為“⼦”，如
男⼦，⼥⼦，才⼦等。“⽊⼈”乃“⽊⼦”，指聖⼈姓⽒為“李”。 
《格庵遺錄》其它多處也明⽰或暗指聖⼈姓⽒為“⽊⼦”或“⽊⼈”，⽐如“⽊⼦
論榮三聖安”，“⼀字縱橫⽊⼈姓”等等。 
（2）《推背圖》的“來⾃⽥間第⼀⼈”，以及《武侯百年乩》的“⽥間再出華盛
頓”，都喻指聖⼈為“⽥間⼈”。“⽥”的中間是⼀個“⼗”字，加上“⼈”成⼀
“⽊”字。“⽥間⼈”即為“⽊⼈”，指聖⼈姓⽒為“李”。 
（3）很多其它預⾔中也描述聖⼈姓⽒為“⽊⼦”，本⽂在後⽂中會反覆多次驗證
這⼀事實。 
 
在對聖⼈的稱謂中，有⼀個⽐較為⼈熟知，⽽⼜令⼈感到神秘的稱謂叫“雙⽊聖⼈” 
或“兩⽊聖⼈”。這個稱謂源⾃於三個著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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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劉伯溫《⾦陵塔碑⽂》在描述⼀場前所未有的毀滅性⼤災難後，說到： 
“幸得⼤⽊兩條⽀⼤廈” 
因此⼈們稱此拯救世界的“⼤⽊兩條”之⼈為“雙⽊聖⼈”。 
第⼆，劉伯溫《透天⽞機》提到了⼀位紫微聖⼈，拯救世⼈於“⻤神愁”的“⼋難”
之中。紫微聖⼈被描述為“⽊⻁⾝上⽣⼀果”。因為“果”乃“⽊之⼦”，有後⼈
將此描述歸納為“⽊⼦姓，⽊⻁⾝”之“雙⽊聖⼈”。 
第三，《格庵遺錄》多處明⽰或暗指聖⼈為“雙⽊聖⼈”或“兩⽊聖⼈”，⽐如
“巽雞震⻯雙⽊運”，“震巽兩⽊末世聖”等等。 
 
由此看來，對“雙⽊聖⼈”⽐較合理的解釋⾄少有兩個： 
（1）劉伯溫《透天⽞機》的紫微聖⼈，即是“⽊⼦姓，⽊⻁⾝”之“雙⽊聖⼈”。
劉伯溫《⾦陵塔碑⽂》中⼜提到了“⼤⽊兩條”之“雙⽊聖⼈”。後⼈經過研究發
現，這兩者在兩個預⾔中所處的歷史時間和事件完全吻合，因此⽐較普遍的認識是
這兩者為同⼀位聖⼈。 
這裡“⽊⻁⾝”的“⾝”指懷孕，引申為被孕育⺟⾝。所以“⽊⼦姓，⽊⻁⾝”是
指⼀位李姓，且虛歲始於⽊⻁之年之⼈。 
（2）《格庵遺錄》中使⽤⼋卦的“震巽”兩個卦名，及其相應的⾃然象徵（震為
雷，巽為⾵）、動物（震為⻯，巽為雞）和五⾏來描述聖⼈。“震”和“巽”都對
應五⾏之“⽊”，因此稱為“雙⽊聖⼈”。 
還有其它解釋，⽐如，聖⼈五⾏屬“⽊”，出⽣於東⽅，東⽅之五⾏亦屬“⽊”，
因此“雙⽊”，等等。所有這些解釋都沒有任何⽭盾。 
 
綜上所述，預⾔中對於聖⼈屬相和姓⽒的描述可以總結為： 
聖⼈姓⽒為“李” 
出⽣於“⽊兔”（⾟卯）之年 
虛歲始於“⽊⻁”（庚寅）之年。 
 
在過去的 100 年中，“⽊兔”之年只有 1951 年和 2011 年，“⽊⻁”之年只有
1950 年和 2010 年。 
 
三．聖⼈出⽣地 
 
在歷史上流傳廣泛的預⾔中，明確描述聖⼈出⽣地的預⾔不多。其中明⽰聖⼈出⽣
地點最為具體的預⾔有兩個：《五公經》和《格庵遺錄》。 
 
在《五公經》的⼀個版本中，指出“欲識聖⼈處，多應在東江”，即聖⼈的出⽣地
在“東江”。從字⾯上解釋，“東江”是指⼀條名字由“東”字開頭的江河，同時
聖⼈的出⽣地在該江河的東岸。 
 
《格庵遺錄》寫到： 
三神⼭⼈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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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草⿂⽲ 
⾋來相望對坐地 
 
這裡的“三神⼭⼈”是《格庵遺錄》對聖⼈的另⼀稱呼。“⼥姑⽼⼈”指⽼婦，
“草⿂⽲”合成⼀“蘇”字，指復蘇更⽣之意。⽼婦復蘇更⽣，即成為“少⼥”。 
 
“⾋”字形似兩座⼭相對⽽坐。“⾋來相望對坐地”是指⼀個字，其左右兩邊各是
⼀個意思為“⼭”的字。“𡽹”字其左為“⼭”，其右為“領”，“領”字古代同
“嶺”字，意為“⼭”。因此“⾋來相望對坐地”是“𡽹”字。⽽“𡽹”⼜是“嶺”
字的異體字，所以這句是指“嶺”字。 
 
也就是說，聖⼈出⽣地的另⼀個描述為“少⼥嶺”。 
 
綜合以上兩個描述，聖⼈的出⽣地應該是⼀個叫“少⼥嶺”的地⽅，並且位於⼀條
名字由“東”字開頭的江河的東岸。 
 
四．聖⼈姓名 
 
聖⼈的名字恐怕是最為隱密的天機之⼀。因此歷史上描述聖⼈名字的預⾔可說是鳳
⽑麟⾓。在所有的預⾔中，對於聖⼈姓名給予最為詳細描述的是佛家預⾔《五公
經》。 
 
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五公經》起始於⼀千多年以前唐末五代時期的《轉天圖
經》，記述了天臺⼭五公菩薩預⾔將在末世發⽣的⼀場毀滅性⼤災難，對這場⼤災
難的表現給予了詳細描述，並預⾔經此⼤難的天下由於⼀位救世聖⼈“明⺩”的出
現⽽得安定，⽽後⾛⼊太平盛世。 
 
《五公經》後來經過宋、元、明、清幾朝，出現了諸多名稱的不同版本，在⺠間廣
為流傳。這些諸多版本除了在內容上⾼度吻合之外，最為與眾不同、引⼈矚⺫的是
它們都對於救世聖⼈“明⺩”的姓和名給予了詳細但卻是不同的描述：每⼀個版本
之內對於聖⼈的姓名給予了不同的描述，⽽且不同的版本之間⼜對於聖⼈的姓名給
予了不同的描述。總體上，不同描述的數量超過⼗種。 
 
然⽽，令⼈驚嘆的是所有的這些對於聖⼈姓名的不同描述都⾼度吻合，完全⼀致。
留下這些預⾔的先哲們之所以這樣良苦⽤⼼有其原因： 
因為聖⼈的名字恐怕是最為隱密的天機之⼀，不允許被洩露，也因為留下這預⾔的
是五公菩薩（神仙），因此幾乎所有的這些對於聖⼈名字的描述中，都採⽤了隱密
的中國古代象形⽂字，也就是中華神傳⽂字。 
但是，這些先哲們煞費苦⼼，想盡辦法，還是希望⼈們能夠破解聖⼈之姓名，從⽽
能夠平安度過這場毀滅性⼤災難。為此，這些預⾔對於聖⼈的姓名給予了超過⼗種
的不同描述，⽽且細緻到描述姓名中的每個字應該在哪個位置，這樣做的結果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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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任何可能的歧義 － 因為對於⼀種、兩種描述有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釋，但是同
時滿⾜所有描述的解釋只能是唯⼀了。 
 
本⽂在此對於其中流傳最為廣泛的⼗⼀種描述作出解析。 
 
《五公經》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之⼀，是⼀部於明朝年間由⼀位名為“虛空”之⼈
記述，並於清朝年間開始流傳的經書。其中多處對於聖⼈的姓名給予了不同的描述：
（以下引⽤的描述中省略了與聖⼈姓名無關的少部分⽂字，省略之處以“…”標記） 
 
（1）“吾知聖⼈姓，⼟⽊連丁⼝，吾知聖⼈名，三丁及⼆丁，其更連⼀字，更向
惱中⽣”（有的版本將“聖⼈”寫作“帝⺩”） 
解：“⼟⽊連丁⼝”可以有不同解釋。然⽽，如果將其和此部經書中關於聖⼈姓的
其它描述相⽐較，⽐如“到來⽊⽣家”，“直上⼗⼀連丁⼝”（也有作“直上⽊⼀
連丁⼝”）等，那麼合理的解釋只有⼀種：“丁⼝”在古代有“壯年男⼦”之意，
這裡指“⼦”字，“⼟⽊”取“⽊”，因此聖⼈姓“⽊⼦”李。這也與其它預⾔中
的聖⼈姓⽒相吻合。 
 
“三丁及⼆丁”：“丁”在古⽂中同“釘”，“丁”的古代象形⽂字（⾦⽂）之⼀
是“⼗”，有釘蓋向上突起之意。“丁及丁”即“⼗”加“⼗”，為“⼆⼗”，成
⼀“廿”字。“三”是三點⽔，“⼆”是⼆點⽔（在底），合起來是⼀“洪”字。 
 
“其更連⼀字”：“其”指前⼀句的“丁”，即“⼗”字。“⼗”再連上“⼀”字，
成⼀“⼠”字。 
 
“更向惱中⽣”：即“⼠”字再向“惱”所⽣之處的中間⽣。“惱”，其字的部⾸
從“⼼”，即其字從“⼼”⽣；其意為“恨”或“撓⼼”，從⼼⽽⽣，即其意亦從
“⼼”⽣。“⼠”再向“⼼”的中間⽣，成⼀“志”字。 
 
（2）“帝姓⽊⼟連丁⼝，帝名三丁及⼆丁，… 懸針更向惱中⽣” 
解：“⼟⽊連丁⼝”和“三丁及⼆丁”已經解釋過。 
 
“懸針更向惱中⽣”：“⼗”字的古代象形⽂字（甲⾻⽂和⾦⽂）之⼀是“⼁”，
有多層含義，其中之⼀、也是為現代學者所認識到的，是古⼈以“針”的象形符號
“⼁”來記錄數字“⼗”。 
這裡“針”即“⼗”字。“懸針”，即“⼗”懸在⼀物之上，成⼀“⼠”字。“⼠”
字“更向惱中⽣” 已經解釋過，成⼀“志”字。 
 
（3）“直上⼗⼀連丁⼝，… 前在三丁及⼆丁，直在坐朝庭，五公吐出聖⼈名” 
解：“⼗⼀連丁⼝”：“⽊”字的古代象形⽂字（⾦⽂）之⼀是“ ”，近似⼀
“⼗”字加⼀“⼀”字。所以“⼗⼀”是“⽊”。還是“⽊⼦”李。 
有的版本將“⼗⼀連丁⼝”變為“⽊⼀連丁⼝”，解釋更為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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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坐朝庭”的“朝庭”指中央位置，這句喻指“三丁及⼆丁”所成之字（即
“洪”字）是在聖⼈姓名的中央位置。 
 
“五公吐出聖⼈名”：“名”有名字的意思，也有“稱呼”或“稱謂”的意思。這
裡“名”是稱呼的意思，表⽰預⾔者以聖⼈姓名的中央字“洪”來稱呼聖⼈（聖⼈
名）。 
 
（4）“吾今吐出聖⼈名，… 正是溪邊⼈耕⽥” 
解：“⽥”指⽥地，在古代的⽥地是井⽥形狀，“井”形似“共”字的上半部，
“⼈”（兩撇）是“共”的下半部，所以“⼈耕⽥”是指“共”字。加上“溪邊”
的三點⽔，成⼀“洪”字。 
 
“吾今吐出聖⼈名”表⽰預⾔者稱呼聖⼈（聖⼈名）為“洪”。 
 
（5）“守真志滿在前唐，名在⺫中藏” 
解：這句指聖⼈的姓和名全部在“守真志滿在前唐”⼀句中包藏：“前唐”為“李”
家天下，指“李”姓；“滿”字中包藏⼀“洪”字（之筆畫）；“志”字也出現在
此句之中（“守真志滿”）。 
 
本⽂以下將解析在⼀些不同版本的《五公經》中，流傳最為廣泛的對於聖⼈姓名的
描述。解析中將省略上⽂中已經解釋過的字和意思。 
 
（6）“真⾔⼀個連丁⼝，…向前三⼝共⼀丁，… 懸針直向裡頭⽣” 
解：“⼀個連丁⼝”：“個”在古⽂中同“个”。“⼀”和“个”中含“⼀”、
“⼈”、“｜”，合起來排布⼀下成⼀“⽊”字。所以還是“⽊⼦”李。 
 
“向前三⼝共⼀丁”：“丁”有⼈⼝之意，“⼀丁”即為⼀“⼈”。“⼝”的古代
象形⽂字“ ”形似“廿”字。“三”點⽔，結合⼀“廿” （“⼝”之象形）在
上，⼀“⼈”（兩撇）在下，成⼀“洪”字。“向前”指“洪”字位於聖⼈名之兩
字中的前⾯⼀字，即為聖⼈姓名之三字中的中央字。 
 
“懸針直向裡頭⽣”：“頭”是⼈思維的器官，古⼈以“⼼”為⼈思維的器官，⽐
如古⼈⽤“⼼想”來描述思考。所以這裡“頭”同“⼼”，即“懸針直向裡⼼⽣”，
成⼀“志”字。 
 
（7）“真⾔⼀⽊連丁⼝，… 三⼈同⾏並⼀⼈，直上帝⺩庭” 
解：“三⼈同⾏並⼀⼈”：“⼝”作量詞時，“三⼈”意同“三⼝”。“三⼝同⾏
並⼀⼈”即“三”點⽔，結合⼀“廿” （“⼝”之象形）在上，⼀“⼈”在下，
成⼀“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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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上帝⺩庭”：“帝⺩庭”即“朝廷”，指“洪”為聖⼈姓名的中央字。 
 
（8）“帝姓本等連丁⼝，帝名三丁及⼆丁，… 懸針更向腦中⽣” 
解：“本等連丁⼝”：“等連”即“並連”。“本”字下⾯的⼀橫，同“⼦”字上
⾯的⼀橫合並連接，成⼀“李”字。 
 
“懸針更向腦中⽣”：“腦”同樣是⼈思維的器官，所以同“⼼”。即“懸針更向
⼼中⽣”，成⼀“志”字。 
 
（9）“直⾔⼀⽊連丁⼝，只在⽜頭⾸，更有三⼈共兩丁，直上座朝廷，只是其中
有⼀字，懸針直上⽉中⼼，凡⼈難悟清，他是聖⼈名，… 若問此⼈是何姓，⽊下
添吉⼝” 
解：“只在⽜頭⾸”：“⽜”字的“頭”部為⼀撇⼀橫，似⼀“⼈”字，“⽜頭⾸”
即“⼈⾸”，喻指⼈之姓⽒。指“⼀⽊連丁⼝”所成之字（即“李”字）為姓⽒。 
 
“三⼈共兩丁”：“丁”為“⼗”。“三”點⽔，結合“兩丁”（即“⼆⼗”）為
“廿”在上，“⼈”在下，成⼀“洪”字。 
 
“直上座朝廷”指“洪”為聖⼈姓名的中央（朝廷）字。 
 

“懸針直上⽉中⼼”：在古代象形⽂字（⾦⽂和篆⽂）中，“⽉”（⾦⽂“ ”，

篆⽂“ ”）同“⾁”（⾦⽂“ ”，篆⽂“ ”）字幾乎⼀模⼀樣。因此，在漢
字中“⽉”字旁幾乎都是“⾁”的意思。這裡“⽉”同“⾁”。即“懸針直上⾁中
⼼”，⽽⾁中之⼼就是“⼼”。“懸針直上⼼”成⼀“志”字。 
 
“⽊下添吉⼝”：“吉⼝”為兒⼦的意思，即“⼦”，還是“⽊⼦”姓。 
 
（10）“欲識聖⼈姓，⼀⽊連丁⼝；欲識聖⼈名，三⼈共兩⼿” 
解：“三⼈共兩⼿”指三⼈共兩雙⼿。⼀雙⼿有⼗個⼿指，表⽰“⼗”，“兩（雙）
⼿”為“廿”。“三”點⽔，結合“廿”在上，“⼈”在下，成⼀“洪”字。 
 
其實，現代學者（如郭沫若等）也認識到，“⼗”字的古代象形⽂字（甲⾻⽂和⾦
⽂）之⼀是“⼁”，其中⼀層含義就是“⼁”為雙⼿合⼗之形狀，雙⼿⼗指為
“⼗”。 
 
“欲識聖⼈名” 表⽰預⾔者稱呼聖⼈為“洪”。 
 
（11）“欲識聖⼈處，多應在東江；欲識聖⼈姓，草蓋⽔中央；真⾔向汝說，的
須尋章句。” 
解：前⽂已經討論過聖⼈的出⽣地“多應在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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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識聖⼈姓，草蓋⽔中央”：這句是《五公經》中少有的沒⽤象形⽂字描述聖⼈
姓名的例⼦，但是其難點不是在後半句，⽽是在前半句的“姓”的意思上。其實，
“姓”有“姓⽒”之意，在古⽂中也有“稱呼”的意思。這裡的“姓”是指“稱呼”
之意。“草蓋⽔中央”指預⾔者稱呼聖⼈為“草蓋⽔”所成之字，⽽且此字是聖⼈
姓名的“中央”之字。“草蓋”即“草頭”，指“共”字，“⽔”指三點⽔，合起
來是⼀“洪”字。  
 
“真⾔向汝說，的須尋章句”：向讀者（汝）說句實話，（如果想要懂得前句中的
意思）實在須要尋找相關的⽂章字句來了解。 
 
以上是對於流傳千年的《五公經》中，關於聖⼈“明⺩”姓名流傳最為廣泛的⼗⼀
種描述⽽作出的解析。綜合所有的描述，如果要滿⾜所有的描述，聖⼈姓名毫無歧
義地指向唯⼀⼀個姓名：李洪志。 
 
在《推背圖》的另外⼀個流傳版本中，有⼀圖描述聖⼈為⼀位持戟⽽⽴的⾦甲將軍： 
 

 
（截圖來⾃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推背圖》版本的網
路電⼦書） 
 
其頌詞是： 
三⼈共⾸吾之姓 
⽔滿天下吾之名 
⺠物好⽣歸有德 
何須北戰與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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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第⼀句的“姓”也是“稱呼”之意。“三⼈共⾸”是：“三”點⽔，結合“共”
的上半部（即“共”之“⾸”）在上，“⼈”在下，成⼀“洪”字。“⽔滿天下”
和“洪”是同樣意思，也指“洪”字。所以這頭兩句頌詞的意思是：“洪”是對我
的稱呼，“洪”也是我的名（稱呼）。 
 
《推背圖》和《武侯百年乩》等預⾔都⽐喻聖⼈為“⽥間⼈”，“⽥”的中間是⼀
個“⼗”字，隱指聖⼈的姓名中多有“⼗”字 － 姓名中每個字中都有⼀個或多個
“⼗”。《格庵遺錄》中對聖⼈的稱謂之⼀是“⼗勝”，其中⼀個含義也是如此。 
 
最後糾正⼀個歷史遺留下來的誤解。道教《太上洞淵神咒經》中描述：“真君者，
⽊⼦⼸⼝”，指聖⼈為“⽊⼦”李姓。但是，歷史上⼈們認為“⼸⼝”隱指“弘”
字，是聖⼈之名，其實是⼀個誤解。《太上洞淵神咒經》是由太上道君（神仙）所
述，“⼸⼝”也是象形。 
 
據《格庵遺錄》的描述（⽐如其中的“⼸⼸歌”和“⽥⽥歌”），“⼸”和“⼝”
是兩個圖形，出現在聖⼈所傳道法之標誌圖中：“⼸”形似組成道家太極圖“☯”
的陰陽⿂ － 太極圖“☯”由兩個“⼸”組成；“⼝”形似組成佛家萬字符“卍”的
圖形 － 萬字符“卍”由四個“⼝”組成。 
 
這裡“⼸⼝”喻指聖⼈所傳之道法，也指聖⼈所傳道法之標誌圖由多個“⼸”和
“⼝”組成。 “真君者，⽊⼦⼸⼝”是指傳“⼸⼝”之道法的李⽒聖⼈。 
 
那麼，在當今的世界上有⼈符合以上所有的描述嗎？ 
 
 
將以上的描述同現實事實相⽐較，在當今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符合以上所有中
國歷史預⾔中關於“救世聖⼈”的已經出現或正在發⽣的所有描述： 
李洪志（姓名） 
法輪功創始⼈（特質“以傳統道德教化⼈⼼”）  
⾝為平⺠（特質“⼀介平⺠”） 
出⽣於 1951 年 5 ⽉ 13 ⽇（“⽊兔”） 
虛歲始於 1950 年（“⽊⻁”）  
出⽣地為吉林省公主嶺市（“少⼥嶺”），位於東遼河的東岸（“東江”） 
現在旅居美國（特質“四海為家”） 
法輪功的標誌法輪圖形由多個太極圖和萬字符組成（“⽊⼦⼸⼝”） 
 
五．聖⼈救世及後記 
 
歷史上的絕⼤多數預⾔都從不同層⾯描述了世界經歷了⼤災難，聖⼈救世之後進⼊
太平盛世的⼀些情況。⽐如： 
《⾺前課》中“陽復⽽治，晦極⽣明”，“賢不遺野，天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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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百年乩》中“執中守⼀定乾坤，巍巍蕩蕩希堯舜”； 
《格庵遺錄》中“四夷屈服萬邦和”； 
《步虛⼤師預⾔》中“南朝⾦粉太平春，萬⾥⼭河處處⻘”，“天地復明，處治萬
物，四海謳歌，蔭受其福”，等等。 
 
本⽂這裡對其中三個⽐較受到世⼈矚⺫，⽽⼜晦澀難懂的預⾔給予解析。這三個預
⾔分別來⾃於《推背圖》、李淳⾵的《藏頭詩》和劉伯溫的《燒餅歌》，它們都描
述了聖⼈救世或其救世之後的⼀些景象。 
 
這三個預⾔之所以“晦澀難懂”的主要原因是它們之中的⼀些描述不符合“常規邏
輯”，因此從符合“常規邏輯”的⾓度來解釋，很難⾃圓其說，從⽽沒有漏洞。 
 
其實，聖⼈救世時所將要⾯對的是⼀個將全⼈類和整個世界帶⼊毀滅性⼤災難的巨
⼤的宇宙邪惡勢⼒，《聖經．啟⽰錄》中稱其為“撒旦”。這些預⾔描述的是聖⼈
救世、掃除邪惡時所展現出來的令⼈震驚無⽐的輝煌神蹟，以及聖⼈的⼀些⾮凡特
質。 
 
這三個預⾔中描述的⼀些事件，包括聖⼈救世時展現的輝煌神蹟，同⼈們⽐較熟悉
的《聖經．啟⽰錄》中的⼀些描述驚⼈相似。在以下的解析中，本⽂在相似之處將
給以簡單解讀。 
 
（⼀）第⼀個預⾔是《推背圖》的第四⼗四圖。 
 

 
 
第四四象 丁未 坎下離上 未濟 
讖⽈：  
⽇⽉麗天  
群陰懾服  
百靈來朝  
雙⽻四⾜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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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國有聖⼈  
雖⾮豪傑也周成  
四夷重譯稱天⼦  
否極泰來九國春 
 
⽇⽉麗天  
群陰懾服  
解：“⽇⽉麗天 ”原出⾃於《周易．離》的“⽇⽉麗乎天”。“麗”為附著之意，
“麗天”是懸照或顯現於天空的意思。所以“⽇⽉麗天 ”的原意是太陽和⽉亮懸
照於天空。 
此處的“⽇⽉”為“明”，指聖⼈“明⺩”（如《五公經》所指）。“麗天 ”指
顯現於天空的神蹟。 
 
“明⺩”出世，顯現於天空，光耀天宇，威服掃除了所有造成⼈類和世界毀滅性巨
⼤災難的邪惡勢⼒。 
 
這兩句所描述的景象相似於《聖經．啟⽰錄》第⼗九章中的描述：“萬⺩之⺩，萬
主之主”顯現於天空，“眼睛如⽕燄”，威服掃除邪惡勢⼒。 
 
百靈來朝 
解：“百靈”本意為各種神靈，喻指世界各國、各⺠族的百姓。“百靈來朝”喻指
世界在歷經巨⼤災難後，被聖⼈拯救的世界各國、各⺠族的百姓從各地前來朝拜聖
⼈。 
 
《推背圖》這象所⽤的圖描述的是聖⼈端坐於“寶座”之上，⼀⼈背⼸前來朝拜。
“⼀⼈背⼸”含“⼀”、“⼈”和“⼸”字，合成為⼀“夷”字，喻指世界各國、
各⺠族的百姓。此圖喻指從⼤災難中被拯救的世界各國、各⺠族的百姓從各地來到
寶座上的聖⼈⾯前朝拜。 
 
這⼀景象相似於《聖經．啟⽰錄》第七章中的描述：⼀位天使從“⽇出之地”出現，
之後，從⼤災難中被拯救的世界各國、各⺠族的百姓從各地來到寶座上的主神⾯前
朝拜。 
 
雙⽻四⾜ 
解：“⼠”字形似⼀個具有兩幅翅膀的飛翔之物，為“雙⽻”；“⼼”似四點⽔，
為“四⾜”。“雙⽻四⾜”為⼀“志”字。指聖⼈的姓名中有⼀“志”字。 
 
⽽今中國有聖⼈  
雖⾮豪傑也周成  
解：“豪傑”喻指利⽤政治或武⼒來進⾏統治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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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出⾃於東漢班固的《東都賦》：“即⼟之中， 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指
⻄周君主周成⺩。周成⺩在位期間，制定禮儀，譜制雅樂，社會安定，百姓和睦。 
 
這兩句指聖⼈在救世之後，⾝處中國，雖然不⽤政治或武⼒，卻以傳統道德教化⼈
⼼，“治理”全天下。使得天下安定，百姓和睦。 這同《推背圖》第四⼗七圖中
描述聖⼈“偃武修⽂”⼀脈相承。 
 
四夷重譯稱天⼦ 
解：“四夷”喻指世界各⺠族。 
 
這句字⾯的意思是世界各⺠族重新翻譯解釋“天⼦”的稱呼。喻指儘管聖⼈“治理”
全天下，受到所有世⼈的敬仰，然⽽⼈們卻不能夠稱其為“天⼦”。 
 
為什麼呢？ 
 
有兩個原因： 
第⼀，根據相關資料的解釋，“天⼦”是中國⾃周朝以來對最⾼君主的尊稱。其原
意是君主即上天的兒⼦，認為君主權⼒受命於天。“天”在此意為“天帝”或“上
帝”。 
引申⽽⾔，“⼦”指兒⼦。只要是“⼦”，包括“天⼦”，都是被創造者。 
然⽽，在《格庵遺錄》中卻稱聖⼈為“無⽗之⼦”，其意為聖⼈不是“被”創造者。 
“無⽗之⼦”這⼀聖⼈⾮凡特質在下⽂的兩個預⾔《藏頭詩》和《燒餅歌》中得到
反覆驗證。 
這個描述相似於《聖經．啟⽰錄》的描述：“（主神說：）我是阿爾法，我是歐⽶
迦；我是初，我是終。”（阿爾法、歐⽶迦是希利尼字⺟⾸末⼆字⺟） 
第⼆，聖⼈以道德教化來治理全天下，但他是無冕⽽治，不是實際的⾏政統治者。 
 
否極泰來九國春 
解：“九國”這裡指全天下。在經歷了巨⼤災難之後，被聖⼈拯救的世⼈得以幸福
安寧，全天下進⼊了太平盛世。 
 
（⼆）第⼆個預⾔是唐朝李淳⾵的《藏頭詩》。 
 
《藏頭詩》中預⾔了⼀位“⽂明”聖⼈將出現於我們這⼀時代。“⽂明”的“⽂”
意同“偃武修⽂”之“⽂”，指道德教化；“明”指“明⺩”。 
 
《藏頭詩》對於“⽂明”聖⼈的描述如下： 
“此⼈頭頂⼀甕，兩⼿在天，兩⾜⼊地，腰縏九觔帶，⾝穿⼋丈⾐，四海無內外，
享福得安寧，秀⼠登紫殿，紅帽無⼀⼈。” 
 
這段預⾔隱藏了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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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頭頂⼀甕，兩⼿在天，兩⾜⼊地，腰縏九觔帶，⾝穿⼋丈⾐”是⼀“奠”
字。 
“⾣”的古代象形字（甲⾻⽂和⾦⽂）“ ”是酒罈形，意指罈中有酒，這裡代表
“⼀甕”。⾣上兩點，似“兩⼿在天”，⾣下⼀“⼤”，似“兩⾜⼊地”。“⾣”
字本意是酒，⾳同“九”；“⾣”⽤以紀⽉，代表農曆“⼋”⽉；“⾣”位於“奠”
字的中間，即腰⾝部位，因此“腰縏九觔帶，⾝穿⼋丈⾐”。 
 
第⼆，“秀⼠登紫殿，紅帽無⼀⼈”是⼀“李”字。 
“秀⼠”指德才出眾之⼈，“紫殿”指帝⺩宮殿。“秀⼠登紫殿”指進⼊科舉殿試
的德才出眾之⼈（殿试是中國科舉制度中最⾼⼀級的考試），喻指有道德學問之⼈。
古⼈對有道德學問之⼈的尊稱為“⼦”，⽐如“⽼⼦”、“孔⼦”等。所以“秀⼠
登紫殿”指⼀“⼦”字。 
“紅”⾊乃“朱”，“朱”的⾸部（帽）是⼀撇⼀橫，似⼀“⼈”字；去掉“⼈”，
剩⼀“⽊”字。所以“紅帽無⼀⼈”指⼀“⽊”字。 
合起來成⽊⼦“李”字。 
 
“李”字代表聖⼈的姓⽒，“奠”字則代表了聖⼈的兩個⾮凡特質。 
 
“奠”字所代表聖⼈的第⼀個⾮凡特質即是預⾔中所描述的：“兩⼿在天，兩⾜⼊
地，腰縏九觔帶，⾝穿⼋丈⾐”：“觔”同“筋”，“九觔”喻指九州，“⼋丈”
喻指⼋⽅，“九觔⼋丈”喻指天下。即指“天”、“地”、以及“九觔⼋丈”之天
下都是聖⼈⾝體的⼀部分，喻指聖⼈為主掌天地之⼈。 
 
“奠”字所代表聖⼈的第⼆個⾮凡特質來⾃於“奠”的字意：“奠”字的⼀個主要
意思為“定”，即“定位”之意。⽤“奠”字描述聖⼈喻指聖⼈將是給眾⽣定位之
⼈。《步虛⼤師預⾔》中也描述聖⼈將進⾏“蓋棺定，功罪分”。其意相似於《聖
經．啟⽰錄》中的“⼤審判”。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中，“奠”的異體字是“鄭”。《格庵遺錄》中對聖⼈最為
主要的稱謂之⼀是“鄭”聖⼈。⽐如： 
“鄭本天上雲中⺩，再來今⽇鄭⽒⺩”
“⼗⼋姓⼈鄭真⼈”（李姓） 
“彌勒出世鄭⽒運”		
“世間再⽣鄭⽒⺩，⼀字縱橫⽊⼈姓”（李姓） 
“⽊兔再⽣鄭姓運”	
“無極天上雲中⺩，太極再來鄭⽒⺩” 
“世⼈苦待救世真主，鄭⽒出現不知” 
等等。《格庵遺錄》的“鄭”聖⼈即是主掌天地、定位眾⽣之“奠”聖⼈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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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無內外，享福得安寧”意同《推背圖》的第四⼗四圖，在經歷了巨⼤災難之
後，被聖⼈拯救的世⼈得以幸福安寧，全天下進⼊了太平盛世。 
 
（三）第三個預⾔是劉伯溫的《燒餅歌》。 
 
《燒餅歌》中描述了⼀場巨⼤的“天⽕之災”： 
⽕德星君來下界 
⾦殿樓臺盡丙丁 
“⽕德星君”指⽕神，“⽕德星君來下界”既⽐喻天⽕從天⽽降的景象，也⽐喻⽕
神下界到世間施以⽕災；“丙丁”之五⾏屬⽕，“盡丙丁”⽐喻全部被吞噬於⽕海
之中。 
 
《五公經》亦有“天使魔⺩把⽕燒，⼀切萬⺠遭⾟苦”和“天差使者來放⽕，燒燬
州縣及鄉村”等描述，《太上洞淵神咒經》也有“⻤⻑三尺六⼨，常持天⽕，燒⼈
宅舍”等描述，是那場毀滅性災難的表現之⼀。這些描述相似於《聖經．啟⽰錄》
中神懲罰撒但的⼠兵⽽施以天⽕之災，以及懲罰那些不信的、邪惡的或拜獸像者，
⽽施以⽕災或扔⼊“⽕湖”的描述。 
 
在描述這場災難之後，《燒餅歌》描述聖⼈出世： 
⼀個鬍⼦⼤將軍 
按劍馳⾺察情形 
除暴去患⼈多愛 
永享九州⾦滿籯 
 
⼀個鬍⼦⼤將軍 
按劍馳⾺察情形 
解：“⼀個”的“個”在古⽂中同“个”。“⼀”和“个”中含“⼀”、“⼈”、
“｜”，合起來排布⼀下成⼀“⽊”字。 
“鬍”字的本意是“⽜頷垂”，即⽜脖⼦（下巴）下之垂⾁，這裡喻指“下垂”。 
“⽊”字“下垂”⼀“⼦”，成⼀“李”⼦。指聖⼈姓李。 
“⼤將軍”描述的是聖⼈出世時的形象，即為⼀將軍形象。 
 
“按劍馳⾺”似乎是⼀句不符合邏輯的描述：騎著⾺能跑多快、跑多遠呢？⽤劍⼜
怎麼能和邪惡勢⼒的現代甚⾄未來武器相匹敵呢？其實，這句不是在描述於世間地
上“按劍馳⾺”。 
 
“⼤將軍”“按劍馳⾺”，這⼀描述相似於《聖經．啟⽰錄》第⼗九章中的描述：
天開了，“萬⺩之⺩，萬主之主”顯現於天空，⾝騎⽩⾺，⼝出利劍，威服掃除邪
惡勢⼒，並“⽤鐵杖轄管”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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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庵遺錄》中對聖⼈也有“上慕劍旗，下察⾛⾺”的描述。“⼤將軍按劍馳⾺”
其實是對聖⼈出世，威服掃除邪惡勢⼒，以及“治理”天下、歸正⼈⼼時的聖⼈所
呈現的神蹟和形象的描述。 
 
在中國預⾔中，聖⼈出世威服掃除邪惡勢⼒時所⽤的法器為“劍”（如《五公經》
等所述），“治理”天下、歸正⼈⼼時所⽤的法器被描述為“戟”或“⾦⼽”（如
《推背圖》等所述）；《聖經．啟⽰錄》中“萬⺩之⺩，萬主之主” 出世威服掃
除邪惡勢⼒時，“有利劍從他⼝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轄管列國所⽤的則被描
述為“鐵杖”。 
 
“察情形”喻指聖⼈對所有眾⽣的思想⾔⾏都明察秋毫，洞悉無漏，因此對於所有
眾⽣的定位，以及“治理”天下、歸正⼈⼼時的作為都將公平正義。這相似於《武
侯百年乩》中描述聖⼈“執中守⼀定乾坤，巍巍蕩蕩希堯舜”－“執中守⼀”的⼀
個意思是公平正義；也相似於《聖經．啟⽰錄》描述萬⺩之⺩：“騎在⾺上的稱為
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除暴去患⼈多愛 
解：聖⼈威服掃除了所有造成⼈類毀滅性巨⼤災難的邪惡勢⼒，並且消除了⼈間的
暴虐和禍患，受到所有被拯救的天下百姓的敬仰愛戴。 
 
永享九州⾦滿籯 
解：這四句中最為令⼈費解，表⾯上也最不符合邏輯的就是“永享九州”：如果聖
⼈是凡⼈，那麼凡⼈根本就不可能“永享九州”；如果聖⼈是神，“九州”這種世
俗之地⼜有什麼好享⽤的呢？ 
 
其實，“享”字的本意是“（貢）獻”，即“給予”之意，這裡引申為“恩賜給
予”；“九州”喻指天下；“⾦滿籯”的原意為滿箱的⾦銀財寶，這裡喻指最為美
好的⼀切。 
 
“永享九州⾦滿籯”的字⾯意思是聖⼈永遠地恩賜給予“九州”以最為美好的⼀切。 
 
歷經毀滅性巨⼤災難、滿⺫瘡痍的“九州”，如果要擁有最為美好的⼀切，最符合
邏輯的解釋是聖⼈重造了嶄新的“九州”。 
 
“永享九州⾦滿籯”即聖⼈重新創造了嶄新的“九州”，並永遠地恩賜給予其以最
為美好的⼀切。 
 
道家《太上洞淵神咒經》中，太上道君對於嶄新“九州”的美好景象作了以下描述： 
“真君者，⽊⼦⼸⼝，⺩治天下，天下⼤樂，⼀種九收，⼈更益壽三千歲，乃復更
易，天地平整，⽇⽉光明，明於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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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啟⽰錄》第⼆⼗⼀章中有這樣的描述：“坐寶座的（創世主神）說：看哪，
我將⼀切都更新了。” 
 
 
以上本⽂從⽂字的字⾯意思上，對於中國歷史預⾔中關於“聖⼈”的描述，作出了
本⽂所認為的最為合理和符合邏輯的解釋。所⾔虛實，留與歷史驗證與讀者評斷。 
 
希望本⽂能夠給予讀者對於⽣命所尋求⺫地的思考有所幫助，也希望讀者得到幸福
安寧的美好未來。 
 
 
（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