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偉人們共同信念的來處，

《祕密》

前陣子，不斷有人推薦我看《祕

密》，甚至，連一些不太閱讀的朋友，也

談到了這本書。上網查了資料，發現，並

沒有具體的綱要，只有一堆已故歷史偉人

的背書，更給人祕而不宣的神祕感。看

來，該書的行銷策略很成功，引人好奇地

想要閱讀，希望能夠一窺偉人們共同信念

的來處。翻開了《祕密》，前半本都是

「現身說法」的感言，來自各行各業的頂

尖人物，紛紛用簡短的文字，來歌頌「祕

密」對他們的幫助。

剛開始閱讀，一直有種熟悉的感

吸引力法則
讓我們與幸福相伴一生
吸引力法則，能夠往返傳遞宇宙間的能量。

我們只要許好願，就會有好事回報！

是的，就是這麼簡單；

但，困難的是，許願的人，是否真心發願？

阿拉丁神燈的故事，應該是大家從小

就熟悉的。當神燈給人三次許願的機會，

許願的人，如果滿心貪婪，或出現邪惡

的念頭，往往當願望實現時，也會立即遭

遇到惡果。心存善念收穫善果，心存惡念

遭遇惡果，就是吸引力法則；而從善或從

惡，都是心性長期累積的結果，一樣來自

吸引力法則。新時代大師賽斯（Seth）有

句名言：「我創造我自己的實相」。人生

中的每一個思想、情感、意圖，都是形成

個人實相的素材；而你相信這是一個什麼

樣的世界，世界也會對你作出回應。這，

也是吸引力法則。究竟，什麼是「吸引力

法則」？竟可以有說不盡的神奇效力！

文．圖片提供／邱麗文

▲ 吸引力法則已被證實，我們發出的訊息，都會被傳遞回來。

▲ 笑，能引來喜悅。把注意力放在正向思考的角度，就會感覺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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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在不同處境中的一百多張水分子

相片，彷彿一百多張水的臉部表情。書

中，提到了「言靈」的觀點，意為，語言

本身就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一個人的心

靈扭曲，便會使周遭的一切都扭曲，從而

影響全世界。

一念之間可生幸福，也可生傷害。

這一點，水分子已經清楚的呈現了。不管

多麼好的天然水，如果你心不善，這些水

也好不起來。愛，是勝過一切的靈藥，會

戰勝一切負面情感，會幫助人恢復身體的

活力。除了愛，感謝也是提高免疫力的重

要原因，如果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心存

愛與感謝，相信地球必定能回復原本的美

麗。地球百分之七十是水，人體也百分之

七十是水。既然水能表現喜怒哀樂，還能

記憶並傳遞訊息，所以，當我們產生任何

未想像過的東西，如果當初我

沒有勇氣去嘗試看來幾乎不可

能的事，如今我就還只是個牧

羊人而已。」每每看到這段

話，內心總感觸良多，許多人

總是害怕追求夢想，或許是自

覺不可能實現，或許是覺得沒

有能力完成。而，所有的思

考，一但背離了吸引力法則，

夢想，就只能是夢想了。

所有發出的思想，都會回到自己；

所以，不管是好事、壞事，都是自己吸引

來的。吸引力法則，就像回力飛鏢，丟出

了什麼，就回返了什麼。當我們散發出喜

悅、幸福的感受，就會感受到喜悅、幸

福；反之，當我們不斷恐懼貧窮、痛苦，

日子也就會更加貧窮、痛苦。聽起來很

玄？實際上，卻是相當科學的。

透過水分子的圖片，《生命的答案，

水知道》讓我們真實看到，水可以感受情

緒，並因此而改變形貌。例如，當我們對

著水表達著感謝與愛，水分子就會出現如

鑽石般閃耀的色澤，還有清晰透亮的六芒

結晶；但，如果我們對著水咒罵，或是根

本棄置不理，水分子就會變成一片灰敗模

糊，不但不成形，甚至還像籠罩著污濁的

氣體。作者將八年來的實驗成果結集，讓

聽起來，似乎簡單極了！我們只要許

好願，就會有好事回報！是的，就是這麼

簡單；但，困難的是，許願的人，是否真

心發願？

吸引力法則的實例，無所不

在

人生，是要來創造幸福的，不是要

來痛苦的。但，多數人意識上的渴望，與

內心真正的相信，根本是不一致的。而，

人內心真正的相信，其實就是一直在實踐

的「人生觀」。《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以

古老寓言的形式，訴說一位勇於追尋夢想

的牧羊少年故事。為了追尋夢想，男孩踏

上了未知的旅程。書中有句話：「當你真

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

來幫你完成。」這句話，也就是吸引力法

則。

「當我真心在追尋著我的夢想時，

每一天都是繽紛的，因為我知道每一個小

時，都是在實現夢想的一部分。當我真實

地在追尋著夢想時，一路上我都會發現從

覺；這本書，有點像是流傳已久的「幸運

信」。學生時代，常收到這種信，並被要

求大量轉寄給朋友，以換取幸運的回報；

後來，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幸運信變

貌成E-mail，繼續在網海中被大量轉寄。

老實說，過去收到幸運信或E-mail，我都

是置之不理的；因為不喜歡人云亦云，也

不相信藉由傳遞訊息而獲得好處的迷信。

但，完整看完了《祕密》之後，我發現過

去的思考，是一種基於不了解的偏見，因

為，這種傳遞祝福的做法，並不是盲目的

追隨與迷信，而是落實「吸引力法則」的

具體行動。而大家視為珍寶的「祕密」，

就是吸引力法則。

吸引力法則的原理，就是你想要什

麼，就會吸引來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心

想事成的道理；如果想的是好事，好事就

會發生，反之，總是往壞處想，便會壞事

連連。如今，吸引力法則已不斷被科學實

驗所證實，能夠往返傳遞宇宙間的能量；

也就是說，當我們發出了正面的訊息，宇

宙就會傳遞正面的能量回來。

▲ 充滿多元心靈能量的場域，總是聚集了許多積極求
道的靈魂

吸引力法則的原理，就是你想要什麼，就會吸引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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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夠了！與德國人相處的那段情節，是

夫妻倆互動最和諧的時刻，似乎，德國人

的觀點，讓夫妻倆有了共同的思考落點。

最後，在恆河火葬的烈焰中，聖人

的文字開始顯影，上面寫著：「我跨越七

大洋，攀登七大山，走過所有河谷，穿越

廣大平原，經歷所有季節，旅行到世界各

地。等我回到家時，卻驚異地發現，全世

界就在我家花園裡，那一小片葉子的露珠

裡。」這是一場恆河的心靈洗禮，而，我

們必須先捨棄定見，才能獲得新發現的喜

悅。

專注與無求，反而贏得無限

的榮耀

京奧期間，正當大家為中華棒球隊

連連輸球而不斷氣惱之際，我租了《深夜

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回家看；真巧，這

也是一部與運動員有關的電影。丹米爾

曼，正準備參加奧運體操選手的選拔。不

斷苦練的他，雖已獲得教練的持續肯定，

但，卻還不滿意；他希望，能夠挑戰不可

能，練出無人能及的體操。由於強烈的好

勝心與得失心，加上距離選拔日期愈來

愈近，導致他夜夜被惡夢驚醒而失眠。某

天深夜，丹在失眠後跑步來到加油站，竟

發現幫他結帳的老人，竟在他轉身的一瞬

間，跳上三公尺高的屋頂。於是，丹像是

後，夫妻倆來到恆河邊，認識了一位來印

度求道多年的德國人，德國人放棄了一切

來到印度苦修，最後又放棄了苦修，來到

恆河邊幫助窮人舉辦喪禮。夫妻倆問，會

不會後悔？德國人堅定地說：不會。隨後

表示：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體會到了：

心智是如此微小、脆弱，像小孩的心一

樣。人生其實也沒有那麼多意義，只要學

會不怕死亡、不要後悔、歡喜迎接死亡，

片名(Scream of the Ants螞蟻的吶喊)相

應，我們的快樂，是否正建築在別人的痛

苦之上呢？如果，站在螞蟻的立場來看，

求道者的心，是看待一切都平等的嗎？為

了求道而殺死螞蟻，求的，還是道嗎？立

場，讓很多事情的解釋，都變得無法自圓

其說。

妻子終於見到了聖人。而聖人，看來

一點都不「神聖」，甚至，大夥在半路上

就已經見過了。難掩失望的妻子，還是虔

誠問法，聖人隨意拿起地上的樹枝，沾著

洋蔥的汁液，寫出一段話，就離開了。最

的感受，自然會傳送到全世界。生命應該

是個圓，彼此相遇時，帶著感謝的心，開

花季節，懂得細心照顧澆灌，花謝的時

分，也願意平和等待下一回花開。只要待

萬物以愛，不忘感謝的心，意識便會轉化

為美妙的力量，擴散到世界各個

角落。這，也是吸引力法則。

全世界，就在一小片

葉子的露珠裡

電影《心靈印記，Scream 

of the Ants》描述一對思想觀念

都不同的夫妻，一起到印度蜜月

旅行的過程。他們一個相信神、

一個不相信神，導致說法始終對

立，卻無法讓人立即判定誰對、

誰錯。這就是電影中最精彩的部

分，思考的角度不同，看法與見

解自然也不同。

印度是充滿多元心靈能量的

場域，聚集了非常多積極求道的

靈魂。電影，表面上是一段愛情旅程，卻

呈現出各種追尋者的縮影。影片近尾聲，

妻子抵達傳說中的聖人住所，正要進去，

一同前往的丈夫看到路上滿滿的蟻群，於

是說：看來，妳在追求聖人的路上，必須

一路殺死螞蟻了。而妻子，腳步雖有點遲

疑，還是繼續往前走去！這段情節，正與

▲ 人生只要學會不怕死亡、不要後悔、歡喜迎接
死亡，就足夠了！

▲ 水可以感受情緒，並因此改變形貌。
愛，是勝過一切的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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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丹再度站上競技舞台。已體

悟人生的他，不再因得失心而焦慮，只是

專注著每個動作，從容且平靜。專注於此

時此刻，讓丹的肢體律動幾乎完美，專注

與無求，反而贏得無限的榮耀。看完了電

影，再觀看奧運選手的頻頻陣前失常，不

禁感觸良多。我們的奧運選手，在那種非

奪牌不可的壓力下，不但失去了平常心的

從容，更導致錯失獎牌的結果。這些選手

們，有沒有機會碰上「蘇格拉底」呢？可

否，不要時時刻刻只想著「成功」？這，

絕對不只是奧運選手的事。

現也重新被教練肯定了。而，就在奧運體

操選手的選拔賽前，一向騎車橫衝直闖的

丹，出了車禍，大腿粉碎性骨折釘滿鋼

釘，這，也等於判了體操生涯的死刑。

不服輸的丹，決定積極復健並復出，

但，不管是教練或是奧委會，都拒絕了他

的申請。理由是：身體狀況良好時的丹，

都已經有過度自我要求的特質了；如今他

已經傷殘，豈不更加玩命？一連串的被拒

絕，讓本想好好振作的丹，心灰意冷而決

定放棄了。但，就在此時，蘇格拉底出面

了，並對丹說：「現在正是成為真正勇士

的機會！」就這樣，蘇格拉底再次為丹進

行「特訓」。而這回，丹的心靜下來了，

慢慢地，思想觀念都有了轉變。

有回，蘇格拉底對丹說：「有一個

很棒的地方，現在是時候帶你去看了。」

兩人去爬山，一路上，丹都顯得雀躍又期

待，但，三小時後，丹開始不耐煩，便頻

頻催問進度。此時，蘇格拉底說，「到

了！」並隨手拿起一顆不起眼的石頭，遞

給丹。丹愣了一下，情緒開始激動起來，

他自覺又被愚弄了！但，過了一會，他

終於體會到了蘇格拉底的用心，興奮地

說：「我知道了！目的不重要，過程才重

要。」

外界的聲音，要開始傾聽你的內心」、

「只有把握當下，才會知道自己有多大的

潛力與能耐」。對這些「智慧」的提醒，

丹自然是充耳不聞的。

一段時日後，蘇格拉底突然答應要

傳授體操祕訣，並要求丹要吃素、禁慾，

並天天來加油站打雜。沒想到，開始接受

「特訓」後，丹不但沒有突飛猛進，反而

因體力不繼而不斷被教練責罵。眼見技巧

不進反退，讓丹深覺被愚弄了，於是他不

再去加油站，也不再吃素與禁慾，體操表

發現了寶物，天天都在深夜失眠後來到加

油站，渴望老人可以教授他致勝的體操技

巧。

不料，老人根本不理會他，只是不時

有感地說：「智慧就是親身實踐」、「你

得先學會很多事情，才明白當初是看到什

麼」。丹急著問體操祕訣，老人卻一直說

著充滿哲理的「無意義」話語；於是，丹

開始稱呼老人為「蘇格拉底」，繼續來加

油站尋求體操秘笈。而蘇格拉底，仍然不

太理會丹，仍然不時有感地說：「別再聽

▲ 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你完成。

任何運動的目的不重要，過程才重

要。專注於此時此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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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覺到。戰爭可以摧毀一切，卻無法摧

毀她頑強的信念。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未婚夫始終

音訊全無。於是，瑪蒂德展開了一連串的

查訪，她要透過線索來更確信，自己是對

的。過程中，雖不時遭遇騙局，卻反而更

增強了她的信念。瑪蒂德跛著腳走遍戰火

摧毀過的荒原，如此柔弱的女子，卻展現

著驚動天地的強烈能量，令人深深感動。

美麗的愛情，來自始終相信的付出。電影

尾聲，遠處出現了模糊的身影，那是夢想

成真的示現？還是永恆期盼的幻影？都已

經不是重點了。信念的無邊力量，透過吸

引力法則的回返，已經給了瑪蒂德永恆的

幸福了。

自從認識了吸引力法則，再回想一些

古老故事的情節，竟發現，吸引力法則一

直都在反覆示現；只是不認識的我們，看

不到罷了！所以，《祕密》中強調一大堆

已故歷史偉人背書的說法，也跟著說得通

了。那些已故的偉人，都因為真心相信了

吸引力法則，不斷地持續心念，經過蝴蝶

效應的持續推波，至今仍持續對世界產生

影響力，吸引力久久不歇。真正有力量的

人，永遠只做自己。人生的目的，就是你

決定的任何一條路，一切都是自由意識，

一切也都是自己所吸引而來的。

愛的感覺，是你所能發出最高的頻

率，你所感受和發出的愛愈大，所掌控的

力量也愈大。透過吸引力法則，我們可以

塑造出全面幸福，更可以不斷將幸福的感

覺分出去；常言，願有多大，力就有多

大，善用吸引力法則來造福人群，才是真

正的大智慧。而，不斷攀求更多更多的個

人福報，只會落得承受不住的崩垮，而吸

引力法則也會轉而被貪婪的願力吸引，開

始回報貪婪的惡果。

真正有力量的人，永遠只做

自己

我們人生的功課，就是找到屬於自己

的，通往自由、健康與幸福快樂的路徑。

停止將希望投射在未來，也不要停滯在過

去，要活在當下，活在此時此地。這觀念

已經不新，但要落實並不容易。所以，必

須不斷自我提醒，並將其帶入我們的日常

生活中。

電影《未婚妻的漫長等待》是一部充

滿信念的愛情電影，劇中對信念的堅持，

遠比愛情本身還要動人。在戰火中等待未

婚夫的瑪蒂德，終於盼到了戰爭結束；

但，她所等到的，卻是未婚夫亡故的消

息。而，瑪蒂德始終相信未婚夫還活著，

因為她知道，如果未婚夫亡故了，她一定

持續過程中，也已經開始接受吸引力法則

的回饋了。實踐，實在不難，為何，許多

人還是無法獲得美好的回饋？主要還是因

為信念的不足。

例如：當你總覺得自己不好，就等

於不斷散發出「自己不好」的要求，而，

經歷了相信與接受的步驟，你就會吸引更

多讓你覺得自己不好的人和情境。而，這

些，都是自己要求來的。所以，要讓愛情

發展順利，就要不斷欣賞對方的好，而不

是總在抱怨。就吸引力法則的步驟，當你

發出欣賞的訊息，就會發現對方的優點愈

來愈多；反之，如果發出抱怨的訊息，就

會總是想要抱怨。

經常我們會看到，因為發生某些好

事，導致重病者恢復健康的新聞。這，也

是吸引力法則實際發揮效用的例子，只要

病人真的相信病情能好轉，就會有機會好

轉。類似的奇蹟式康復，經常會引來質

疑，而質疑的人，自然也不可能引發奇蹟

式的痊癒。畢竟，心藥的效果，就是基於

相信。笑，能引來喜悅，釋放消極心態；

而哭，能引來悲傷，讓希望隨之幻滅。所

以，不要總把事情的焦點，鎖定在負面的

角度，試著把注意力放在正面的角度。慢

慢，我們就會不斷被正面的訊息圍繞，隨

時感覺到幸運與幸福。

要求、相信、接受，吸引力

法則的三步驟

落實吸引力法則，必須透過三個步

驟：要求、相信、接受。要求：就是在心

中許下願望；相信：反覆確信自己的願

望，是自己所要的；接受：在反覆相信的

▲ 真正有力量的人，永遠只做自
己。  一切，都是自己吸引來
的。

94 源自初心 95源自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