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蝙蝠呈祥
蝙蝠虽然其貌不扬，但却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蝙蝠谐

音“遍福”，即“遍地是福”。因此，蝙蝠成了幸福与好
运的吉祥物，凡以福为主题的吉祥图案，均少不了蝙蝠的
形象。金色光芒蝙蝠覆盖太阳寺和项目地，寓意金福呈祥，
把满满的福气传送到这片净土上。

八瓣莲花
莲花被佛教视为神圣净洁之花，并且极力宣传并倡导

学习荷花的这种清白、圣洁的精神。根据资料显示，八瓣
莲花也被视为心轮，而心轮有八条支脉，因此可将它观为
一朵八瓣莲花，它的作用在于开展我们的心智和灵性上的
功德，也就是觉性。所以项目地有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处
在群山环绕之中，犹如八瓣盛开的莲花，置身其中，顿生
崇敬之感，同时开展我们的心智和灵性、智慧和知识的提
升。

八宝结祥
殊胜的天界山碧蓝天空经常呈现吉祥八宝云朵 （海螺、

宝伞、宝幢、法轮、金鱼、吉祥结、莲花、宝瓶），象征
此方吉祥、圆满、幸福、智慧、财宝。

 

三重山
太阳寺本身是日月光辉的一重山，能量无可限量。香

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后面正好有一座山尖端，而
山尖端后面还有一座山尖顶，呈现三重山的锦天绣地。

气流能量
《简易经》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

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的建造地点在夜晚呈现天
地结合的气流能量，山雾缭绕，仿如弥漫在云间，是藏风
聚气的风水宝地。

· 大爱文化
某天达摩祖师在山脚下静坐时，突然看到腊普天界

山山顶上出现亮光，他相信定有能量的东西出现此处，于
是上山探索，发亮的东西来自一堆骨骸，这是三太子摩诃
萨埵的骨骸。达摩祖师拾起骨骸，将之供养在达摩祖师洞
的一座白塔内。

据说，当年一位叫摩诃萨埵三太子和两位哥哥出游
赏山谷，郊游狩猎，一行三人经由天界山，摩诃萨埵见到
一只母虎和 5 只小老虎饥饿难受，生命垂危，看到此景，
小太子内心有了一番考虑，决定牺牲自己救活这些小生命。
他陪着两位哥哥走了片刻，向两位哥哥说：“哥哥，你们
先走一步。我有一点儿事情要办，随后就来。”说完他独
自走入小径，回到刚才那几只饿虎停留的地方。他走到饿
虎面前，毫不犹豫地将身体投向虎口，不料，饿虎只朝他
望了一眼，却闭着嘴巴不吃他。看到饿虎的神情，小太子
若有所思，他早已下定决心舍身供养，为了实现自己的心
愿，小太子干脆找来一截尖锐的木头，往自己身上猛戳，
使鲜血汩汩流淌而出。一直咬着嘴唇的饿虎，看到鲜血，
立刻恢复了精神，吐出鲜红的舌头，开始舔食王子的鲜血。
饿虎喝足了血，又继续吃小太子的肉体。这是我们常听到
的佛教故事——舍身饲虎。

根据经典记载，摩诃萨埵太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
前世，而那只母虎和 5 只小老虎成了后来的大护法。

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中国古代商业

路网。根据文献记载，茶马古道大约形成在西汉时期，其
形成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茶马
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和边疆地区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
古代交通路线，分川藏、滇藏两路。茶马古道存在于中国
西南地区，是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
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
著名的西部国际贸易古通道之一。

顺转松树林
一个磁场好的地方，植物也会有所感应。藏传佛教

相信顺时转是因为有加持之力，像此地的松树林天然顺时
扭转，只要身处松树林就有如信徒们不停的在转经筒那种
力量，达至精神饱满和身心健康。

赞好手势
前往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的山路，依自

然环境顺势而开，巧妙的形成了一个竖起拇指的“赞好手
势”。这是成功和圆满的一个好征兆。

全球首创的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建立在腊
普天界山脉，也就是佛菩萨降临的圣地，这是一个磁

场殊胜的地方，如果把个人的 DNA 存放在设立于该博物
馆内的“香巴拉太阳时空仓”，便可隔空接收与振动频率
更高的能量场产生共振，源源不绝的吸收宇宙能量，提升
自身的能量气场，改善运气。这一期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有哪些地理因素让这片人间净土充满美好能量磁场。

腊普天界山
根据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提

供的资料，这里是最靠近香巴拉王国的位置，且腊普天界
山提倡 3 大文化，即是大爱、放下和感恩文化，每一个文
化的由来都有其典故。

·感恩文化
在天界山上有一座寺院叫太阳寺，是由息解派女密宗

大师玛姬拉珍建立的，她是达摩祖师的女弟子。太阳寺前
身是苍觉寺，是在 1,000 年前建立的，多年前毁坏，2008
年由青海玉树康国寺第 17 世转世活佛洛嘎活佛重修。这
里是绿度母的发祥地。据说，在很久以前，天界山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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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格 里 拉

蓝琉璃时空生基 ® 功能：
1. 有助改善身心、健康快乐
2. 有助提升智慧、创意自信
3. 有助加强人缘、婚姻家庭
4. 有助增强财运、荣华富贵
5. 有助增旺事业、生意兴隆
6. 有助稳定情绪、帮助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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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格 里 拉

全球首创香巴拉旅游小镇
地灵人杰 孕育能量磁场

香巴拉（香格里拉）被誉为“人间最后净土”，其地处地球脉轮中的“顶轮”之位，
能量磁场之源源不绝不在话下，在这么一个磁场殊胜的宝地，大自然就是最好的佐
证，在香巴拉周遭，有不少自然奇景，以及富有宗教色彩的典故记载，追求身心灵
及智慧的提升，又怎能错过这么一个地灵人杰的能量旅游小镇呢？

金蝙蝠呈祥

突然发出亮光，一直维持 3 天 3 夜，村民们感到好奇，于
是前往探个究竟，他们发现一尊绿度母金身，便交由一位
长者安放在其宗村的住家，这位长者就是洛嘎活佛的祖先。
安放数天后，绿度母金身突然不见了，天界山山顶上又出
现亮光。后来辗转安放在苍觉寺。玛姬拉珍大师拥有 18
万名信徒，她主要宣扬孝道，感恩母亲给予我们生命，便

教导村民一边诵经一边歌颂母亲的伟大。

·放下文化
达摩祖师的母亲是一位虞诚佛教徒，

终身吃斋。晚年双目失明，但其修行的
功德已使足下生起彩云。一日，一个妒
嫉成性的邻居将虾米当作瓜子，让达摩
的母亲食用，造成她杀生的罪过，死后
受着地狱之苦。很多人质问达摩祖师，
说他虽为一觉者，连母亲都不能解救。
达摩祖师为寻找母亲亡灵，便遍游中国
传法，当时，他所到之处，地方太平，
五谷丰收。

达摩祖师绕道南寻找来到鹤庆时，
找到了母亲的亡灵。他母亲亡灵化为一
只小虫，夹在鹤庆一家铸锌匠的模子中。

当人们往模子中注入铁水时，她就被烫死一次，等模子冷
下来后，她又复活过来，如此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所谓受“地
狱之苦”就是如此。达摩祖师便在他家当帮工，整整一年。
铸匠师傅说，这一年达摩祖师做了不少苦活，为他挣了不
少钱，问达摩祖师要多少报酬，达摩说，只要将那具模子
给他就行了。铸匠把模子给了达摩。

达摩祖师背着模子来到渡甬（藏语寓意为放下），由
于口渴，希望能够喝到一口水，突然地上就冒出泉水，就
是后来我们所认识的其宗神泉。喝水止渴后，选好时间和
地点，他便拔了一根头发，将模子划开，救出了变成虫子
的母亲亡灵。此又谓“地狱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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