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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師佛二開示  8/27–8/28/2011 於美國南澤西念佛會  

 

8/27/11 

諸位法師、田會長，諸位蓮友，大家早安： 

（大眾）阿彌陀佛！ （師父）請放掌！ 

今天想要跟諸位共同來研習小淨土文。這篇的文就是我們課誦本裏邊有的回

向文，是宋朝慈雲懺主遵式法師所作的。那麼，我們先唸過這個本文，然

後，一一的來加以解釋。它的本文這麼說： 

 

【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願以淨光照我。慈誓攝我。我今正念。

稱如來名。為菩提道。求生淨土。佛昔本誓。若有眾生。欲生我國。至心信

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以此念佛因緣。得入如來大誓海中。

承佛慈力。眾罪消滅。善根增長。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

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佛及聖眾。手執金臺。來迎接我。於一念頃。生

極樂國。華開見佛。即聞佛乘。頓開佛慧。廣度眾生。滿菩提願。】 

 

就這段的文。那麼這篇的文是非常好的。是宋朝慈雲懺主遵式法師所作的。

我們先來介紹這位法師。這位法師的生平事蹟。遵式法師他的字叫做知白，

是台州臨海葉氏子，他的母親王氏，乞求觀音，觀音菩薩，那麼她就作夢，

夢到美女用明珠給予她而吞下去，那麼就生了遵式法師。生了七月，經過七

個月，他可以隨從母親來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稍微長大，他就前往天台

東掖山，依止義全法師出家，他年紀二十歲，前往禪林受具足戒，明年習律

於首初律師，接著又入於國清寺，菩薩像前，就燃了一指，誓傳天台的教

道，於是就參禮四明寶雲寺，依止義通法師，學天台的教觀。他歡喜苦行，

常修懺法，諸多如同方等三昧、 法華、大悲等等，又曾經行過般舟三昧。

這種的三昧是要行、立經過九十天，不能坐，不能睡的，只有經行能夠站

立。但是有開緣，開緣的時候就是吃飯可以坐著，大小便也可以坐著，除了

這個之外，不可以。 那麼就是九十天不是經行就是站立，或是稱念阿彌陀

佛的聖號。他行這個法積勞嘔血，他就嘔血，兩足的皮破裂，他就以死自

誓，用死自己發誓，這個行法不成就，他寧死也不退轉，就是這個意思。忽

然就看到觀世音菩薩，垂手指他的口，觀世音菩薩垂下手來指他的嘴巴，就



引出幾條蟲來。又從指端，觀世音菩薩的指端，流出了甘露灌灑他，他就感

覺身心非常的清涼，那麼所病患的情況，頓然就失去。不久他的頭頂就高了

一寸多，聲音講話好像洪鐘，辯才無礙。到了宋朝大中祥符七年，聚集同

道，專修念佛三昧，回向往生西方。後來他前往西湖復興天竺寺，專做淨土

懺，金光明三昧等懺儀，依照他這個懺法去修，屢次都有徵驗，他的德行，

就聞於朝廷了。被朝廷都知道了，知道他的這種德行。所以宋真宗乾興二

年，賜一個尊號給他，叫做慈雲。明道元年十月初八示現有疾病，他就不要

再吃醫藥了，人家拿藥給他，他也不要吃了，仍然為眾隨機宣說法要，使令

其他人請阿彌陀佛的聖像來，那有人就請著觀世音菩薩到來了。後來他就禮

拜，拿著香禱祝這麼說：「我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

同住實際」,我觀照觀世音菩薩，前際不來，前際就是過去，過去也不來；

後際不去，後際就是未來，未來也不去；那麼十方諸佛，共同安住在真如實

際的這種境界。「惟願受我一炷之香，諸佛證明，往生安養。」後則有人就

請問他，所往生的境界是那一個土？ 他就回答說：「寂光淨土」，寂光淨

土不得了是佛的淨土。到了晚上他就坐脫了，坐著就往生了。很自在，年紀

是六十九歲。有人就看到大星隕落於靈鷲峰，紅光赫然。他的著作很少的，

現在留存有「往生淨土懺儀」，還有「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還有

「天竺別集」等等。那麼到了宋徽宗崇寧二年，追諡他稱為「法寶大師」，

宋高宗紹興三年，照諡他，叫做「禪慧法師」。那麼這個就是解釋作者，他

的生平事蹟。接著我們就解釋本文： 

 

「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這什麼意思呢？「一心歸命」，就是將此身心性命，全部依靠極樂世界的阿

彌陀佛，更沒有疑貳之心。那麼極樂世界就是依報的莊嚴，阿彌陀佛就是正

報的莊嚴，講到正報的莊嚴也含攝了說法的莊嚴。所以，我們要一心的歸命

喔，不要三心兩意的不肯歸命。我們修持淨土法門的人，要專心一意的，將

整個身心性命，全部依靠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這個就非常要緊。全部依靠

之後，怎麼樣呢？ 接著他說道： 

 

「願以淨光照我。慈誓攝我」 

惟願用清淨的光明來照注於我，慈悲的誓願攝受於我。講到「淨光」，就是

阿彌陀佛根本的智光，它是本自清淨，普遍法界的。講到根本智，也稱為無



分別智，這種的智是不依於心不緣外境，能夠了知，了達一切諸法，當下就

是真如，所以，這種境界跟這個智慧，能觀照的智慧，所觀照的境界，沒有

差異。就好像一個人，閉起眼目來，外頭就無所分別一樣，由這種的無分別

智，它就能夠生起種種的分別，所以它就叫做根本智。乃至真正證得二空，

我空法空，所顯現真如的理體，這個叫做根本智。所以阿彌陀佛根本智的光

明，本來自己是清淨，普遍整個法界的，這個叫做淨光。那麼什麼叫做「慈

誓」，慈誓就是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阿彌陀佛在因地的時候作法藏比丘，

對著世自在王佛發起四十八大願，所以慈誓就是指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

慈誓攝我，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能夠攝照於我，我們眾生無始劫以來，煩

惱有漏的業、惑業，已經太久，太堅固了，假若不求阿彌陀佛淨光攝照，冥

冥的加被，我們怎麼能夠伏住煩惱呢？ 所以，我們要發願阿彌陀佛用清淨

的光明照注於我，慈悲的誓願攝受於我。那麼講到淨光，觀經上頭也這麼

說：彼阿彌陀佛的圓光，就如同百億三千大千世界，在圓光當中有百萬億那

由他恆河沙化佛，「那由他」翻做中文叫做千億，也就是百萬億的千億的恆

河沙數的化佛，化身佛。一一的化佛，原由眾多無數的化菩薩做為侍者。無

量壽佛也就是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

一好中各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所以，我們假若要念佛的話，都蒙受阿彌陀佛放光來攝受，放光攝受。這是

講到了「願以淨光照我。慈誓攝我」。接著下頭的文這麼說： 

  

「我今正念。稱如來名。為菩提道。求生淨土」 

這個就是說明求佛的緣由。念佛而能夠消除雜念，這個叫做正念。那麼，講

到煩惱道，它就會廣泛招感生死。我們有煩惱的話，眾生都有煩惱，往往都

會招感生死之苦，這種苦報是無窮無盡的。而現在能夠稱如來名，為菩提

道，菩提道是無上的覺道，它就去除一切的煩惱。所以菩提道能夠融入於無

生的真理，既然入於無生的真理，微妙的快樂就難思，難可心思口議的。所

以我們想要達到無生真理的這種境界，我們必須由這個菩提道。 那麼稱阿

彌陀佛的聖號，就可以成就無上佛果菩提，因為往生淨土之後，他就不退

轉，一直修修到成佛。所以說「我今正念。稱如來名。為菩提道。求生淨

土」 所以念佛這個法門非常的殊勝，為什麼？ 因為其他行門的功夫，就

好像螞蟻上了高山一樣，螞蟻要跑到高山上去，也不容易喔。牠跑來跑去，

轉來轉去，又跑到高山去，不容易。那我們修念佛法門就好像風帆揚於順水

一般。風帆，有風有帆船，是吧！帆船遇到順風，那就很快到達目的地。所

以，阿彌陀經它就說明了七日念佛都能夠得到一心不亂，就可以往生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就接引我們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所以這個法門非常的



殊勝，非常殊勝。這個就是我今正念，稱如來名，不懈怠，專心一意，安住

在阿彌陀佛的聖號上，不打其他的妄想。心也不生起雜念，這個叫做正念。

稱阿彌陀佛的名號，就是萬德洪名。為了成就無上佛果菩提的聖道，而來求

生西方的極樂淨土。 

 

「佛昔本誓。若有眾生。欲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

正覺」 

這段的文跟無量壽經所說的第十八願的文，稍微文字上有一點不同。我們先

將無量壽經第十八願的文念給諸位聽。它這麼說，「設我得佛。十方眾生。

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

法」這個本文這樣子。它是，「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

國」它至心信樂是擺在前面，欲生我國是擺在後邊。「乃至十念。若不生

者。不取正覺」這個一樣的，後邊沒有講兩句就是「唯除五逆。誹謗正

法」。「佛昔本誓」，就是阿彌陀佛過去本來所發的誓願，也就是四十八

願，當中的第十八願，祂就這麼說，說「設我得佛」，假設我能夠成佛，將

來能夠成佛，「十方眾生」，十方世界的眾生，能夠至心信樂，所以我們這

一段就根據無量壽經的原文解釋給諸位聽。十方世界的眾生，能夠至心信

樂，至心是什麼心呢？至心就是至誠懇切，專至誠實的心，也就是至誠專一

的心。信，就是有信的資糧，信心。樂，就是好樂，樂就有願的內涵；欲生

我國，更有願的內涵，想要生到我極樂的國土，所以要至心信樂，欲生我

國，至誠懇切，專至誠實的心來信仰好樂，想要往生到我阿彌陀佛的國土，

這個就是信願都有了。兩種資糧都有了。接著「乃至十念」這個就是行，乃

至十念就是行。「乃至十念」什麼意思？也就是說，這個乃至就是超略之

詞。就好比他從小孩子，就聽聞這個法門。像我們裡邊也有小孩子，是吧！

年紀很小，小孩子，沒看到！那麼就從小孩子，他就開始聽聞了這個法門，

然後他也相信，然後就發起願，就努力的念佛。一直念，念到譬如他活到一

百歲才往生，那譬如他從小孩子七八歲，七八歲就聽聞了這個法門，然後一

直修，修到一百歲，一生就修了九十多年了，然後就往生了，就往生了。那

有的人就不一定了，是不是！有的人活的壽命不一定，或者活到九十歲，活

到八十歲，七十歲，而他聽聞的這個法門，不一定是小孩子才聽到，他有時

候三四十歲才聽聞這個法門，有的到了五六十歲才聽聞了這個法門，各人都

不一樣。但是還有最低的限度，他以前都不曾聽聞念佛法門，也不知道念佛

了，那也沒有學佛，但是病的快要死了，就躺在床上，就要等死。他遇到善

知識，就來開導他說，你快要死了，還不肯修，趕快發心修，現在告訴你一

個最殊勝的修行法，就是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然後告訴他，娑婆



世界怎麼的苦，怎麼的苦，極樂世界多麼的殊勝，多麼的快樂，那你要厭離

娑婆，要欣求極樂，對這個法要深信不疑。你現在快要死了，還不信你就沒

有救了，然後娑婆世界怎麼苦，極樂世界多麼的殊勝，生起這個厭離娑婆欣

求極樂的心。那要去，光有信有願還不行，要怎麼辦？ 要好好的念佛，你

現在就跟著我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或者念四字，「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要至誠懇切的念喔，一心求生極樂世界。他念不到十

聲，往生了。你看人家這樣也可以往生喔！以前都不曾學佛，以前都沒有念

過佛，遇到善知識，這麼開導他，他就相信，就發願要求生極樂世界，就肯

念佛。那麼這口氣斷了，第八識離開了，他能夠往生極樂世界。或者說，既

然到臨命終念十聲，就可以往生了，那我平常就不要修，等到我快死了，念

十念就求往生。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喔。你平時不好好念習慣，到時候連阿

字都念不出來了，何況整句的阿彌陀佛。所以我們平時要修習慣，心心念念

都是阿彌陀佛，所以古德他就比喻了，比喻說一棵樹往西邊倒，生存的時候

生長，它是往西邊歪的。被人家鋸斷，當然倒向西方，是吧! 那我們心心念

念都想要求生極樂世界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當然往生了、命終就往生極

樂世界去了，這是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們心念什麼，心就是什麼。通常心不

超出十法界，我們平常所念的這個心，不超出十法界，十法界是什麼？ 

「四聖六凡」。四聖就是佛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這是四

聖的法界。另外，有六凡的法界，就是六道。六道：天、人、阿修羅、地

獄、餓鬼、畜生，合起來就是十法界。而我們平常人，一般人，起心動念，

想到壞的比較多，想到好的比較少。想到壞的，那三塗的就很多，地獄餓鬼

畜生，那個將來墮入地獄餓鬼畜生機會就多，三善道的很少，地獄餓鬼畜生

就很多。因為我們這念心，生起十惡業，想要造作十惡業。上品的十惡業，

當下的心就跟地獄法界相應；中品的就是餓鬼；下品的就是畜生。那麼假若

我們這念心，跟五戒相應，就是人的法界；跟十善相應，也有一點禪定功

夫，就是天的法界；他雖然修五戒十善，但是內心有一種貢高我慢，跟人家

比賽勝負的這種心，就是阿修羅的法界；他這念心當下，以無我之心跟四諦

法相應，就是苦集滅道─知苦、 斷集 、慕滅 、修道相應，那麼當下就入

於聲聞的法界；這念心，假若以無我之心跟十二因緣相應，就是緣覺的法

界；十二因緣是什麼？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

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

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這個就是十二因緣，有流轉，還

滅這兩門的。能夠體悟這種道理，當下就入於緣覺的法界；我們這念心，假

若能夠發起菩提心，想要廣修六度萬行，當下的心就入於菩薩法界；我們這

念心，能夠跟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好好稱念阿彌陀佛的聖號，當下的心，



就入於佛的法界。所以，我們的起心動念都超不出這十個地方。那問問自

己，將來到那個地方去？ 不必問別人，自己最清楚。看心裡平常，平常每

一天，心，自己的心，跟那一個法界相應比較多，那就可以了知我們將來到

那個地方去。所以不必問別人，說我的功夫怎麼樣了？ 我將來到哪裡去

啊？ 不必問別人，自己最清楚。所以說，念佛非常殊勝，它直接契入佛的

法界，不到其他法界。你假如念佛，又生起瞋恚心，想要造作惡業，當下由

佛的法界又跑到三塗的法界去了。它就跑來跑去了。天天都是跑來跑去，所

以，我們講究念佛，淨土法門，很殊勝，就是使令我們的心都安住在佛的法

界。那你的心平素安住在佛的法界比較多，習慣成自然了，將來命終了自然

就生到佛的法界去嘛，就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了。所以，不要說，我們到臨命

終說才念十念就好了，這個可不保險喔。你臨終才念，平時都不念，你沒有

遇到善知識，而且家親眷屬哭哭啼啼的。你要死，他不要你死。而偏偏要

死，就沒辦法。那你三心兩意的，心裡亂七八糟的，做不了主，你佛號念不

住，那就沒辦法往生了。所以念佛就靠平時，平時養成，念習慣，習慣成自

然，念念都是將來要求生極樂世界，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成就的。所以這裡

說，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假若不往生的話，我就不成佛。「唯

除五逆，誹謗正法」唯獨除去犯五逆罪的。五逆罪是什麼？ 是弒父、弒

母、弒阿羅漢、出佛身血 、破和合僧。這個是最重大的罪業。把這個除

去，你假若不犯到這麼大的罪業，念阿彌陀佛都能帶業往生的。你到臨命

終，伏住惑，正念分明，就能帶業往生。帶業往生，到極樂世界，慢慢再將

這個惑業斷盡，乃至成佛，到最後就成佛了。所以這一段就是說，佛昔本

誓，若有眾生。佛過去本來發起的誓願，假若有十方世界的眾生，想要生到

我極樂的國土，能夠至心信樂，至誠懇切，專至誠實的心，有信仰，有好

樂，乃至十念，這個就是行。假若不往生極樂世界的話，我就不成佛。 

 

「以此念佛因緣。得入如來。大誓海中。承佛慈力。眾罪消滅。善根增長。

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 

「以此念佛因緣」，用這種念佛的正因助緣，自己好好的稱念阿彌陀佛的聖

號，沒有其他的妄想，也沒有其他的雜念，這個就是正念為因，這個是正

因。阿彌陀佛慈悲的誓願的接引，這個就是助緣，所以叫做以此念佛的因

緣，那麼就得以進入阿彌陀佛廣大誓願的這個大海當中。大誓海，也就是四

十八願，願願都周遍法界，就好像大海無邊無涯一樣的，能夠承蒙阿彌陀佛

慈悲的力量，阿彌陀佛慈悲的加被，就可消除我眾多的罪業，增長我眾多的

善業，等到這個時候重罪就會消滅，善根就能增長。等到臨命終的時候，自

知時至，自己就知道時間到了，時間到了，然後就很歡喜的跟親友們去告



別，告別。那麼這次我們講一個公案給諸位聽，什麼公案呢？王打鐵的公

案，給諸位聽。宋朝有一位王打鐵，他一家有四口人，天天都打鐵為生，一

天不打鐵，那生活就無著落，所以蠻辛苦的。但是他很有善根，也想要好好

的學佛，依照佛法來修行，那麼，可是往往感嘆自己都沒有時間到寺廟裡頭

去，請教師父佛法。那麼，有一回喔，有一天，有一位行腳的師父就從他的

店門經過 ，他就很好禮來招呼師父，請進來奉茶，說師父請進來奉茶。師

父就進去了，然後他就請示師父，說弟子平時都很忙的，為了一家四口的生

活，天天很辛苦的打鐵，這麼過日子，都沒有時間到寺廟去，請教師父的佛

法。那麼今天很幸運啦，遇到師父的慈駕光臨了，那麼有機會請教師父，那

麼弟子現在就好好的請教師父要怎麼修？有沒有一面工作，也一方面修行的

這種方法，因為他天天要工作，不能將工作放下，專門去修行嘛。有沒有一

面工作，一面修行的這種方法。師父就告訴他：有啊！淨土念佛法門就是

了。你一方面打鐵，一方面可以念佛嘛。你在拉風相，煨鐵的時候，同樣也

可以念佛啊。你在打鐵，在煨鐵，都能念佛。同時為他開示，極樂世界怎麼

好，你就好好念，你在打鐵的時候，就一聲“阿彌陀佛”，打一次就一聲

“阿彌陀佛”，你拉風箱，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這樣一直修下

去，主要不要間斷。不要間斷，你就會有所成就的。他聽了師父的開示，就

非常歡喜，就依教奉行，然後，他太太看到他一面打鐵，一面念佛，一面拉

風箱，一面念佛，就告訴她先生說了：「某某人，你打鐵就夠辛苦，還要念

佛，不更辛苦嗎。說過去打鐵，說手很酸，現在，念佛下去，不知道酸了。

過去在火爐邊拉風箱，很熱，現在念佛下去，不感覺熱了。好了好了，隨你

去吧，隨在你修。」他太太就不管他了，就隨著他努力的這麼修。修到有一

天，說我要回家去了。就給他太太說，我要回家去了。這不是你的家，你要

回到哪裡去？ 這裡是假的家，極樂世界才是我真實的家鄉。我就是要回到

極樂世界。那才是我真實的家鄉。這是假的家，不是真的家。我真實的所在

是在極樂世界。今天就要去了，妳請隔壁識字的來，某某先生識字來，我有

一首偈，請他幫忙寫。他不大識字，但他要講偈。這個隔壁的先生過來了，

他就告訴他說，“叮叮噹噹，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去，打下

去，站著，去了。人家站著走的，很自在的這麼走的。「叮叮噹鐺」，打鐵

就叮叮噹鐺。「久鍊成鋼」，鐵就把它鍊成鋼。將鐵把它變成鋼，這就是比

喻念佛的功夫越來越精純，越來越念佛，越念的精純，精純就沒有雜念了，

不打妄想。我們最初念佛，感覺妄想很多，雜念很多，但是功夫越來越進

步，就比較精純了，不會再打妄想，不會再生起雜念。能夠淨念相繼，這個

就非常好。所以說他就叮叮噹鐺，久鍊成鋼，太平將近，「太平將近」就是

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時候快到了。「我往西方」。我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去了。人家就站著走的。一面工作，一面可以念佛。那你們回去也一樣啦。

一面工作，一面也可以念佛。一面掃地，一面都可以念佛；一面煮菜，一面

可以念佛，是吧！一面洗衣服，一面也可以念佛，都一樣的。那譬如先生出

去做事，有時候吃頭路，吃頭路也有空閒的時候，我們就好好念佛，不要空

閒的時間就講閒話，做沒有意義的事，做這個妨礙眾生的事，惱害眾生的

事，我們不做。一有空就念佛。心心念念就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要這樣

才容易成就。不要心裡頭，我們學了佛，心裡還和普通的人勾勾倒倒，都想

要佔眾生的便宜，要惱害眾生，我們學佛的人就不如此了。我們要給眾生佔

便宜，好事與他人，惡事向自己。這個就是菩薩的存心。諸位也要發心受菩

薩戒了。菩薩就是如此，就是自利利他的。所以一切不好的事情，但是只要

利益眾生的，我們都拿起來做，人家不喜歡做的，我們就拿起來做，只要能

夠利益眾生的話，我們就這麼做。不計較我們的辛苦，我們心心念念就是為

了求生極樂世界。那麼這樣子累積我們的福德智慧資糧，我們萬善回向西

方，將來個個都能往生極樂世界。那就非常好。所以，這裡就說到，「若臨

命終。自知時至」自己知道往生的時間到了。「身無病苦」，你看人家站著

走的啊！哪裡有什麼病苦。沒有，心也不貪戀，人家心心念念要回到極樂世

界的家鄉嘛。這裡是假家，夫妻也是暫時的和合，一世而已，到時候各自要

分飛的，都不究竟。時間個人不同，要去的時間不同，壽命不一樣，不是丈

夫先去，就是太太先去，時間不一樣。所以作夫妻，也是暫時一種的結合，

到時候生離死別都要分開的。所以我們要好好修，這才究竟。不要眷戀家庭

眷屬，難以棄捨。我們能夠好好如法的做人，慈悲利濟眾生，生活過得去就

好了。好好的濟助需要的眾生，萬善回向眾生。那麼身體也沒有病苦，心也

不貪婪留戀，意也不顛倒，不會顛倒。不會到了快要死了，本來持齋，持齋

好多年喔，快要死了說，把身體養好，喔！殺眾生，要吃眾生肉，就顛倒

了。不如此。人家來幫他助念，他趕人家回去，不要助念，不要為我助念。

說這樣等於快快使令我要死去一樣的。他就顛倒了，是不是！所以不如此。

時間到了，我還沒講完。沒講完，沒關係。明天還有機會講。晚上還有機會

講。是罷！那麼這裡把這個小段落說完。「意不顛倒」，就好像入於禪定，

你看多麼好，是不是，人家這麼的自在，就往生了。這個就靠平素的修持才

能這樣子。是不是，所以是太好了。那麼這段的文還沒講完，我們有機會繼

續講完。講完之後再講其他。今天，我們上午就說到這，接著我們就要上

供，要準備上午供了。 

 

8/28/11  

 



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請放掌。我們接著昨天說到的部分，就是小淨土

文，我們說到了，「以此念佛因緣。得入如來。大誓海中。承佛慈力。眾罪

消滅。善根增長。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

如入禪定」 昨天就說到這裡。接著我們就接今天的文， 

 

「佛及聖眾。手執金臺。來迎接我。於一念頃。生極樂國」 

那麼這段就是能夠招感阿彌陀佛的接引。佛就是阿彌陀佛，以及聖眾。聖眾

就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清淨大海眾菩薩。因為正念的人。世緣既然

止息了，淨緣就能夠成熟。淨土，往生淨土的緣就能夠成熟。所以在命終的

時候，自然就見佛。手持金臺跟諸多的聖眾，有非凡天樂共同來迎接，在一

念頃那麼短的時間，就能夠往生到極樂的世界去。那麼講到手持金臺，在往

生傳記裏邊提到有一個公案，叫做誓取金臺，其他的臺來，他還不去，必須

金臺來，他才去的。這是誰呢？唐朝有一位的懷玉大師，他是持律，持戒很

精嚴的，日中一食，而且常坐不臥，他誦彌陀經有三十萬遍，每天念佛五萬

聲做為日課，也常常行懺悔之法，忽然看到聖眾遍滿虛空中，有一位就拿著

銀臺來迎接，那麼這位法師他就說: 我一生念佛，發誓是要取金臺的，怎麼

不如此呢？ 那麼聖眾於是就隱藏起來，他就加倍的精進，到了三七日，持

臺的人他又來，這麼說：法師因為您非常精進辛苦的緣故，得以生到上品，

你應當趺坐等待阿彌陀佛前來。所以經過了三天，奇異的光明就充滿整個房

室。法師他就說，假如嗅聞到奇異的香氣，我的果報將要窮盡了。他就寫了

半首偈，這麼說：「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說一生都持苦

行，他持戒很莊嚴的，而且日中一食，又能夠常坐不臥，念佛又是很用功，

所以說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永遠就離開娑婆苦惱的世界，能

夠回到極樂淨土去。那麼說過這個話之後，香氣就充滿整個虛空，聖眾也是

遍滿虛空，佛跟兩位菩薩共同拿著金臺來迎接，然後他就含笑而逝，他就往

生了。含笑而往生。這個就講到有關金臺的事。那麼有人或者會問，說我們

娑婆世界跟極樂世界互相的距離有十萬億的國土，怎麼一念就能往生呢？ 

回答說：「依據事相來說，雖然是很遙遠，但是就著理體來講，唯獨在一念

之間」，因為它也不超出我們真心範圍之外，我們一念就到了，所以，十萬

億土，就好像一個彈丸罷了，很快就到了。因為我們去是第八識去，不是我

們走路去的。走路去要走到什麼時候，我們也不認識路，也走不到，所以不

是走路去的。是我們的神識去的。那麼這段就說過。接著 

 

「花開見佛。即聞佛乘。頓開佛慧」 



這個就是「花開」，開本有心性之花；「見佛」，就是見到我們自性彌陀；

那麼即聞佛乘，「佛乘」即是一佛乘，也就是法華經所譬喻的大白牛車，即

聞佛乘，頓開佛慧，「佛慧」也就是佛權實的兩種智慧，也就是法華經，開

示悟入佛的知見。因為極樂世界，他可以帶業往生的，其他的世界它就不如

此的。然而往生的品位有九種，又如同上上品，他在命終的時候，就看到自

身乘著花，那麼這個蓮花就不閉起來，不閉合起來，能夠見到阿彌陀佛的報

身，八萬四千相，一一都是明明了了的。也廣泛聽聞一佛乘，頓然開發佛權

實兩種的智慧，那麼其他的八品就不如此。就如同上中品，雖然見佛的報

身，拿著花，蓮花來迎接，自身也乘著蓮花，但是蓮花它還是閉合起來的，

經過一宿蓮花才開的，才能夠聽聞一佛乘，又經過七天，對於無上菩提，能

夠得到不退轉，又經過一小劫，能夠證得無生法忍。那麼其餘品類的情形，

就如同觀經所說的，這一段就是講到「花開見佛。 即聞佛乘。頓開佛

慧」。那麼有人就問到，說: 蓮花它還會合起來，那麼身體會不會顯得比較

狹窄了?  回答說：花是從心所現的，它是廣大沒有障礙的。然而自己的

業，假若還不能夠清淨，所以，似乎就是有閉合起來的情形，那麼真佛微妙

的佛法，雖然等待花開才能夠見聞，然而花內化身的三聖說法，他也能夠隨

機常常聽聞的。那麼講到蓮花，它是廣大無礙的情形，怎麼說廣大無礙呢？

這個蓮花它大的情形是像輪王的金輪，大的四十里。四十里這個姑且是舉出

最小的來說，假如根據觀經以及無量壽如來會，大小實在不可限量的。因為

同居淨土，有凡夫，有聖人，所以他的身相不等的緣故。那麼有人又問: 蓮

花大小為什麼相距那麼遙遠呢？ 回答說：因為十方世界，念佛的眾生，功

夫的勤惰不相等，有的比較精勤念佛，有的比較懈怠、懶惰，所以精勤懶惰

不相等，所以所招感的蓮花大小就不一樣了。譬如現前有一位的眾生，聽聞

宣說淨土法門，他就發心，然後信願持名，信願念佛，在七寶池內這個時候

就產出生長出一個蓮蕊，那麼就將他的名字標在上頭。假若他精進念佛，蓮

花一天一天的大起來，光明色澤一天一天的比較鮮豔。假若中途又退心，或

者另外學其他的法門，那麼蓮花就逐漸的枯萎。倘若他一生修持到底，那麼

臨命終的時候，彌陀接引往生，他就生到這個蓮花，標他名稱的這個蓮花上

頭，這個叫做托質蓮胎。所以九品蓮花為父母，都是清淨所生的，花開而能

夠見佛。那麼蓮花來比喻作車輪，輪王的這個車輪的情形，不但是形容蓮花

的形狀，而且也表示蓮花的這種德能，因為輪有運載的意義，像這個車輪

子，它有運載的意義，譬如汽車、火車,乃至飛機都有輪，有運載的意義，

而這種的蓮花的輪，花輪，能夠到達十方世界，接引眾生出離苦海，往生極

樂；它可以做為彌陀的大願船，普載眾生，同赴蓮池海會。那麼這種蓮花，

這種花輪，它飛得快的情形，比現在外太空飛碟還快得不得了，不能夠相比



的。飛碟就很快了，但是這個花輪比它更快，所以到十方世界接引念佛的眾

生，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接著最後兩句： 

 

「廣度眾生。滿菩提願」 

這兩句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到他的無上菩提的願，已經能夠圓滿。因為

佛慧既然能夠開發，就能夠成就初住法身的真位，初住的菩薩，圓教初住的

菩薩，他就可以在百佛的世界分身作佛，應機度化眾生，二住就千界，三住

萬界，如此四十一位，隨類現形，應機說法，每一位，每一位都加倍來算

的。這時候，返照最初發心，他發起什麼願，前面說，為菩提道，求生淨

土。那個小淨土文，有的寫菩薩道，有的寫菩提道，那應當是菩提道才對

的，為菩提道，求生淨土，這樣子，到這裡才滿我的願，所以就感覺非常的

慶幸暢快了。那麼小淨土文，我們就說過了。 

＿＿＿＿＿＿＿＿＿＿＿＿＿＿＿＿＿＿＿＿＿＿＿＿＿＿＿＿＿＿＿＿ 

 

接著我們再說一段：就「念佛示要」又另外一個題目。 古德這麼說： 

「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恆沙七寶塔，寶塔究盡碎為塵，一念淨心成正覺」 

這什麼意思？一念淨心就是菩提。說了，我們想要找菩提，菩提在哪裡找？ 

不是在我心外找，就在我們心裡找。而心有染污心，有清淨心。菩提就在一

念清淨心那裡找。一念清淨心，當下就是菩提。菩提，是舊的翻譯叫做道，

新的翻譯叫做覺，因為它能夠覺悟法性的緣故，所以一念淨心，好比我們念

佛的時候，當下沒有妄想，也不起雜念，心心念念就是阿彌陀佛，每一念就

是一念的淨心。所以念佛，也就是成佛最好的方法。觀經說：「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是心作眾生，是心是眾生，迷了這念

心，就是眾生；覺悟了，這念心就是佛，所以念佛就是是心作佛，是心是

佛。能夠保持一念淨心，就是菩提。假若我們念佛又打妄想，又起雜念，又

想到其他去，就不是菩提了。所以要常常安住一念的淨心。我們心就在菩

提，心就是菩提。所以無上覺道在那邊求？ 就在我們心求，不在心外求。

心外求，求到？ 求不到。心外沒有道，菩提就在我們心裡。所以一念淨心

是菩提， 「勝造恆沙七寶塔」，勝過創造恆河沙數的七寶塔。一座的七寶

塔，就不是普通我們富貴人家所能成辦的，何況恆河沙數的七寶塔，那更不

得了。但是這些的七寶塔都是有為生滅之法，生生滅滅，究竟會怎麼樣？ 

粉碎，粉碎變成灰塵。所以說，「寶塔究盡碎為塵」，寶塔到最後都粉碎變

為微塵。「一念淨心成正覺」，我們能夠好好保持這念清淨的心，那就成就



無上正等正覺。所以念佛也是成佛最好的方法。我們一旦往生極樂世界去，

他就不退轉，而且無量壽，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一直修修到成佛。所以念佛是

成佛最好的方法。一念的淨心就是無為法，不生不滅之法。所以勝過這些恆

河沙數七寶塔有為生滅之法。不生不滅之法無為法勝過有為生滅之法。 

 

古德也這麼說：「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 

什麼叫做「一念相應一念佛」？ 我們在念佛的時候，能念的心，所念的

佛，一如了。心佛不二，就是一念相應，一念就是佛。念念能夠相應，念念

就是佛。所以《大集經賢護品》也這麼說：「求無上菩提，應修念佛禪三

昧，若人稱念彌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即是不生不滅

法。」《大集經的賢護品》也這麼說：求無上佛果菩提，應當要修念佛禪的

三昧，假若修行之人能夠稱念阿彌陀佛，就叫做無上甚深微妙的禪法，所以

不要小看念佛法門。能夠至心，專至誠實的心，想像見佛的時候，就是前面

的那首偈：一念淨心，當下就是不生不滅之法。所以我們要痛念無常。用心

要真實懇切，朝也阿彌陀，暮也阿彌陀，假饒忙似箭，不離阿彌陀。（早上

阿彌陀佛，晚上也是阿彌陀佛，假使我們平時忙碌像射箭一般，都沒有離開

阿彌陀佛。所以也要說幾句台語，不然我們老菩薩聽不懂） 

 

古德又這麼說：「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竹林很稠密，但是不妨礙流水經過；山很高，難道阻礙白雲飛過去嗎？ 不

會阻礙。這個就是比喻，我們雖然很忙，但是不妨礙我們念佛，所以要善用

其心，不要說我事情很忙啊，都沒有空念佛，這是不善用心的。善用心，不

妨礙。你越做事，越念佛，做事越做做得精詳。很精密很詳細不會漏掉，你

越念佛你的心越細密。細緻很精誠，做事不會這個也落下一些，那個也忘記

一些，做不好，不會。越能夠念佛用得上功，做事最好。像那個王打鐵，你

看人家也不妨礙工作啊，他一面念佛，人家站著走的，那麼自在。所以念佛

它有正功夫，跟助功夫。正功夫我們分四點來說明： 

 

第一：心存恭敬，如來的法身是周遍一切處，不但在我們的佛堂有佛，佛堂

上有佛像我們才看祂是佛。其實一色一香，沒有不是佛的妙色妙心的。如此

的話，對於我們所處的環境，一一都做佛的觀想，那麼，我們的言行自然就



恭敬。不再懈怠。恭敬乃是趨向無上菩提的秘訣，所以印祖說學佛在恭敬中

求。誠敬，至誠恭敬當中來求。（講我們學佛，要在恭敬當中來求，這句就

聽懂了。）所以第一步就要心存恭敬。 

 

第二步功夫，念佛要怎麼念？ 放下萬緣，繫心彌陀。不要一面念佛，一面

想，我什麼事還沒做呢，還沒做，牽掛得不得了，念不下去。你這樣子的

話，佛也念不好，事情也做不好。所以真念佛要放下萬緣繫心彌陀。將我們

的心和阿彌陀佛的聖號好像綁在一塊一樣的。（我們念佛要放下萬緣，一心

一句阿彌陀佛，將我們的心和阿彌陀佛好像綁在一起一樣。） 

 

第三步的功夫：三輪轉法，什麼叫做三輪轉法？ 自念自聽，字字要靠緊，

不要使令打失一句。就意根，至誠恭敬念出，舌根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

清清楚楚。無論出聲默念，都要聽得清清楚楚，這個叫做三輪轉法。 

 

第四步的功夫：心聲佛光，交融一片，我即彌陀，彌陀即我。這是什麼意

思？ 我們念佛的時候，心聲佛光，先說明心聲，心裡的心，聲音的聲。佛

光，佛的光明。我們念佛要息想定慮，止息妄想，安定我們的思慮。不要想

東想西，徐徐念去，慢慢念出來。必要時，念佛的聲音，合乎我們能念的

心，能念的心，也要隨著念佛的聲音。念久了，自然諸念就澄清了，諸多的

妄念都澄清了。那麼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能夠覺澈，也就一如了。就能夠

證入念佛的三昧。那怎麼說心聲佛光，交融一片呢？ 這個就是說，我們念

佛的時候，不論口誦，口念出，或者意持，在我們心裡頭執持，應當使令完

全沒有雜音，單存佛號之音。然而，因為，阿彌陀佛的法身是周遍一切處，

所以阿彌陀佛的光明也是周遍一切處，所以我們念佛的時候，有我出心聲，

心聲入於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入於我們的心聲，如此心聲佛光交融成一片。

那這樣子，我即彌陀，彌陀即我。這個我，不是指我們的身體，身體是虛假

的，它是五蘊假合的，照見五蘊皆空，它是假合的，四大假合的，地水火風

四大假合的，這個是假的身體。那麼什麼才是我們真的身體？ 心是我們真

的身體。這是另外一個名相來詮釋它，我們的真身就是真心。這個才是真

身。四大假合的，那是假的身體。真的身體就是我們的真心。那麼我們念佛

是什麼在念？我們的心在念。心在念。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一心



念阿彌陀佛，你的心跟阿彌陀佛合一了。分不開，不二了，一如了。所以我

即彌陀，這個真我就是彌陀，彌陀就是真我。這個我，是真我，不是假我。

假我是身體，真我是心。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是第四步的功夫。

到這個就非常殊勝了。正功夫說到四步。助功夫，我們就講三個。講三個。 

用什麼作助功夫： 

 

第一：我們要常常懺悔。身口意三業，在一天裡頭，所犯的所有過失，我們

常常要慚愧懺悔，生起慚愧心，生起懺悔心，看到人家在作功德善法，我們

生起隨喜心，慶喜心，不生起嫉妒障礙心。然後萬善回向西方，那懺悔的功

德也可以回向西方。不是說你作惡直接可以回向西方，不是的。你作惡懺悔

的功德可以回向西方，那麼隨喜，是隨喜一切的善法，不是隨喜人家的造

惡。不是。造惡，我們不隨喜，造善我們就隨喜。是這個意思，所以隨喜是

隨喜功德善法，不隨喜惡法。而懺悔是懺悔我們的身口意三業的罪惡，這個

可以回向求生極樂世界。懺悔可以的。所以萬善回向西方。 

 

第二：欣厭之法：第二種助功夫，欣厭之法，什麼叫做欣厭之法，對於娑婆

種種貪瞋污穢厭離它，對於極樂世界種種觀想作非常清淨，而欣喜羨慕它。

我們有厭離心，那麼對於娑婆世界的一切就沒有貪戀之心。有欣羨之心，自

然就增長我們求生淨土的誓願，等待我們心念到極點，那麼身體雖然還居住

在娑婆世界，已經不是娑婆之久客。雖然尚未能夠登上極樂世界，已經早列

蓮邦的嘉賓了。這個就是欣厭之法。 

 

第三，方便伏惑之法：方便伏惑的方法，這個過去，李老恩師，果清的恩

師，李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果清過去跟老人家學過，前後差不多十年的

光陰，在家的時候，就跟老人家學過淨土法門，老人家他曾經說過八句的

偈。這麼說： 

「一念毒心生，急壓一聲佛。惡言不出口，損人事莫作。久久成自然，往生

可帶業；是名伏惑法，真實秘密訣。」 

「一念毒心生」，一念貪瞋癡三毒的心生起，「急壓一聲佛」。我們要趕快

用一聲阿彌陀佛壓伏住它。這個就是意業清淨了。「惡言不出口」，不好的

言語不從我們的嘴巴說出來。不講惡口，妄言，綺語，兩舌，不好的話，惱



害眾生的話，不從我們的嘴巴講出來，這個就是口業清淨。「損人事莫

作」。損害人的事不要做。損害眾生的事不去造作。這個身業就清淨。以上

四句，就身口意三業都清淨。「久久成自然」，我們久久的都這麼樣子，它

越起貪瞋癡，我們越用阿彌陀佛的聖號壓伏住它，它不起，反而我們忘記念

佛，它越起，更提起我們念佛之心。所以久久成自然，功夫久了，成為習慣

成自然。將來往生可以帶業，我們煩惱雖然未斷盡，但是可以伏住惑，帶業

就往生。這個叫做「是名伏惑法」，這個就是伏惑之法，伏住煩惱的方法。

「真實秘密訣」，這是真實秘密的訣竅。以上所說的就是念佛示要這個題。

那麼就說到這。就可結束。 

 

最後回答幾個問題： 

 

（問）請師父略述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的意義？ 阿彌陀佛。他這麼寫。 

（答）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是不錯的。我們放蒙山，放蒙山最初怎麼念？

（大眾）「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出

在這裡。 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法界性是什麼？ 法界是什麼？ 法界通常事

相上來說，就是十法界，在理體上說，就是一真法界。十法界就是四聖六

凡，四聖六凡，每一法界它的當下的理體都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

佛性，就是真如本性。理體都一樣，眾生皆有佛性。所以我們這念心，它能

夠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不變就是一真法界性，都不變。地獄道的眾生也有

一真法界性。佛法界，佛的佛法界，當下也是一真法界性作它的理體。地獄

當下也是一真法界性作理體。所以十法界都是以一真法界性作為理體。一念

心不出十法界，這個我們前面也曾經說過，好比你這念心生起造作十惡業，

上品的十惡業就跟地獄法界相應；中品的餓鬼；下品的畜生；你這念心生起

五戒，五戒的心，想要守五戒，當下就是人的法界；你這念心想要修十善，

而且有禪定的功夫，當下就入於天的法界；你修五戒十善，但是心裡有這種

貢高我慢，喜歡跟人家比賽勝負的心，就是阿修羅的法界；你這念心以無我

之心跟四諦法相應，就是聲聞法界；這念心跟十二因緣相應，以無我之心，

跟十二因緣相應，就是緣覺法界；這念心，發起菩提心，廣修六度萬行，你

當下的心就是菩薩法界；你這念心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能夠念阿彌陀佛

的聖號，就入於佛的法界。所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的。都是由我們這念

心造出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眾生。是心就是眾生。看你要作什

麼。你要入於那個法界，都是我們這念心造作的。這個就是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所以它不變而能隨緣，隨緣就是隨十法界的境緣。不變就是指一真法界

的佛性。它是不變的。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隨著十法界的境緣，但是當下



都是不變。真如佛性都不變，一真法界都不變。這個叫做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好，接著 

 

(問) 有緣聞法甚幸，師父這幾天的觀察我們有些地方不如法，請師父指

正，如與法師的應對，禮佛的行儀，海青的穿著等等。。 

（答）你們客氣了。你們都表現的不錯了，那明天我們也有穿海青，搭袈

裟，請師父來表演表演一下。示範給諸位看，還不會的就可以學一學。至於

你們的禮節都很好的。都不錯。 

 

（問）請問如何壓制或化解怒氣？ 

（答）這個，好，就告訴你一個方法。你就觀照，能發脾氣的人，五蘊也皆

空，照見五蘊皆空嘛，是不是。被發脾氣的人，五蘊也皆空。你所罵的，為

什麼生起怒氣的，這個東西，它也是緣生性空，虛空跟虛空，空打虛空。哪

會發脾氣？ 就不發脾氣了，是不是。生性都沒有了，你脾氣依附在哪裡？

就無得依附了。所以修行真的能夠照見五蘊皆空，真的度一切苦厄。一切苦

厄，包括了分段生死，變異生死。一切苦，歸納成為兩種大苦，就是分段生

死，變異生死。分段生死是六道凡夫眾生的生死之苦。變異生死是三聖聖

者，他還沒有成佛，那境界的轉移，就好像假名生死的情形，叫做變異生

死。要成佛，就是究竟兩種生死都消亡了，那我們兩種生死還都有的，所

以，還免不了有時候會發脾氣的，還是免不了。但是我們有方法，剛才李老

師不是教的，「一念毒心生，急壓一聲佛」嘛。「惡言不出口，損人事莫

作」一念怒氣生起，趕快念佛，壓住它，這是方法。另外再教一個方法，什

麼方法？ 觀想對方，是我們過去的父母，也是未來的諸佛。既然是我們過

去的父母，我們應當孝順他，怎麼對他要發脾氣呢？ 既然是未來諸佛，要

尊重他，怎麼可以對他發脾氣，不恭敬呢？ 用這三個方法，自然就消了。

你照見五蘊皆空，什麼都消了。什麼煩惱都消了，還有怒氣嗎？ 接著 

 

（問）請師父慈悲開示，第一，何謂三昧？ 

（答）三昧就是梵語，三昧就是正定，翻作中文就是正定。好比念佛三昧，

就是念佛的正定。正定，真正的禪定。三昧就是正定的意思，念佛三昧就是

念佛的正定。 

 

（問）何謂相應？ 

（答）比如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到沒有能所的分別，能所一如，心境不二。

心佛不二，就是相應。 



 

（問）第三，怎麼樣才不會打妄想？ 

（答）這個不容易喔！古德這麼開示，「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不怕妄念

生起，唯獨恐怕覺悟太延遲。太延遲，你就隨著妄想轉下去，一天光陰空空

浪費。你要覺悟快，要覺悟快。沒有妄想，成佛就不打妄想。眾生因為妄想

執著，所以流轉生死之苦，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

得。假若能夠去除妄想執著，無師智、自然智、無礙智，自然現前，所以成

佛了，就沒有妄想。我們未到成佛，都難免會打妄想，那怎樣才能不會打妄

想？妄想一起，趕快念佛。趕快覺悟，趕快念佛。逐漸就會少了，乃至沒有

了。 

 

（問）第四，今世的事業和工作和前世的因果有否關連？ 

（答）應當有關連。我們佛家的因果是通三世的。「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

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我們要想知道過去的因修因是怎麼樣，我們

現在所受的就是。所受的包括我們現在的事業，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這個果報體本身，而跟過去所造作的業有關係。所以欲知過去因，今

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啦，我們假若感覺現在的果報環

境不好，那我們就努力的止惡行善，廣度眾生，你的果報自然好。深信切

願，努力念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將來果報就在極樂世界。自然好。 

接著第五，他就沒有寫。他寫到第四。第五，只有寫一個五字一點。所以他

沒有寫出來，我就不知道他問什麼。 

接著最後一題， 

 

（問）慾，各種貪慾比如心理等等，如何化解？ 

（答）各種的貪慾，貪慾，各種就包括財色名食睡，或者色聲香味觸，所貪

慾的對象不外這些。就個叫做五慾，五慾。貪財，世間人要生活，這個，世

間人很多都是愛財的。貪財。接著，色就是男女之間的美色，也是眾生習性

帶來的。食色性也，食，飲食；色，貪求色慾；是習性帶來的。名，貪名；

貪食，飲食，貪睡，這些都是貪慾的內涵，所以我們佛家講究少慾知足，少

慾則少苦惱，知足則常樂。要這樣的。那麼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些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都是有為法。

都是生生滅滅之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好像作夢，在夢中好像真

的，醒來，沒了，沒有這回事。如幻，好像魔術師變戲法。如露亦如電，好

像早上的露水，太陽一出來就乾了。好像閃電的光明，一閃就消失了。一切

有為法就是如此。哪裡值得我們貪慾呢？所以這些我們儘量看淡。有的我們



尚且要施捨出去，越施捨越富有，就好像將財物放到堅牢庫一般，你假若不

肯捨，作守財奴，到時候，死的時候，一毛也帶不去。唯有業隨身。  

 

我們就說到這。那今天我們就到這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