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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慈悲心出來時，你自己一定是第一個得到好處的受益人，

而被你服務的那個人其實是第二個得到好處。

然而我們現在以為被服務的對象是第一個得到好處，

這就錯了，如果是這樣的概念，

表示我們不瞭解真正的自然法則。  

弘聖上師 法語

朋友，甚至是左鄰右舍。除了可能是人，它也有可

能是一種事情或是一種物體。所有存在與你相關的

人、事、物就是這一股能量變現出來的現象。這個

現象於你會有一種力道的作用，這個作用有正、有

負，當然，你們遇到的是負的比較多，以致於你們

難受的那一面、不如意的那一面就會多。

▌萬化由心造，要從根本處去解套！

那麼既是不如意，它更需要去化解，所以你得

要先理解這些，當你慢慢瞭解了之後，你是從根本

的地方去解套。

什麼是「根本」？萬化由「心」造，那一顆心

就是根本！當然，那顆心不是指我們的肉團心（心

臟），也不是我們這個會思考的心，我們現在的認

知：「若不是肉團心，是不是就是會思考的那個叫

心？」其實「會思考」的狀態也是你的心變現出來，

意思是說你的精神世界跟物理世界統統是你的心變

現出來。可是這一個心我們現在的人很難理解，我

們都用我們的「識」——意識形態在定位那個心，

以致於也定位錯了。

我們換一個說法好了，那是你們生命的本體所

產生的一種妄見，這個「妄」開始了就是你們講的

「心」，但這時候的心是真心哦！真心兌現出來的

形形色色不會有負作用的歷程，是「識變」才開始

有，所以從「識」來講也是某一種心，那就是「三

心二意」的那個心。因此，你得要瞭解，既然是從

我們的根本處兌現出來的形形色色於我不如意，當

然必須要拉回來根本處去琢磨，所以「根本處」必

然要瞭解，否則你琢磨不了。

剛剛講到「業力」，以負面居多，我們產生不

了另外一股正面的業力，而正面的業力一旦對等於

負面的業力時，你的感受和動力就不會有問題，你

就有一種持續力，我們會匱乏是因為我們持續力不

足。所以，拉回來在這個狀態的時候，你瞭解人生

酬業——討債、還債、報恩、報怨，如果要讓未來

人生更輕安，就必得要花把勁把現在這個業力給化

解掉，所謂人家講的「消業」嘛！

▌「消業」憑何而能消？是一個人要對，他

就等於消業

那「消業」憑何而能消？不是你多努力就能消，

一個人努力不等於能消業，是一個人要對，他就等

事，那這時候你就會懂得什麼是「得失從緣」。得

失從緣，你就不會因為所有時間、精力的投資而期

待要有一個結果，也就不會有什麼退轉的問題了，

那時候就可以保持恆常。然而我們現在就是眾生都

有「得」的概念，一旦隨著時間越來越看不見那個

「得」的時候，心是不是就開始憔悴、低落、失望

了？然後精神不濟……等等這些狀態，到最後如何

呢？因為這一些心態是錯誤的運作，它就會產生一

種錯誤的物質，最後變成是我自己生病，我們現在

很多人是這樣啊！

一個真正服務眾生的人是不會「真正」地生病

的，你要聽好，把「真正」兩個字括號起來，那我

們現在很多人服務眾生都生病，對不對？因為那是

假的！假的啊！你必須要去瞭解那個理路。

所以如果我們在做這一件事情時，對待的過程

裡面我們得不到「心的喜悅跟開闊」，表示我們要

調整我們的價值觀，因為我在服務於他一定是錯，

照顧是服務嘛，對不對？一定有很多參數是不對的，

包括硬體參數、軟體參數不對，以致於老是沒有很

明顯地大幅度改善的原因在這邊，你懂嗎？我這邊

有錯了，所以我得要去調整，價值觀的概念是儘管

去服務、得失從緣，不要有得失的設定。你看，得

失的設定叫做「錯」哦！你沒有設定是「對」哦！

所以你們這一個世間要學習改善人生並不難。

這個世間有對法的概念，雖然「對法」是不對的，

然而超越對法的概念你們無法理解，那是要契入空

性，那一種更有效率，可是你們接不上，你們可以

稍微用「對法」的概念。譬如我剛剛講「有得失心

於消業。只要對了，不一定要很努力，知道嗎？你

們工作也是一樣，努力等於賺大錢嗎？（師父笑）

現在多少孩子長大後怨父、怨母，因為父母告訴孩

子：「努力就會賺大錢！」孩子打拚一輩子也賺不

到錢，努力錯了啊！所以，你只要努力對，你很輕

鬆也可以賺大錢，這個概念用在我們人生生命的對

待亦復如是，你只要努力對了！努力對了，事實上

也就不叫做「很努力」了啦，因為它對了就對了。

其實一個懂得「對」的人就是直接把心放下，既然

是酬業嘛，那「業」你要平等看待，我們現在為什

麼會努力錯？為什麼會無法持續？就是我們不平等

看待！我現在講到極處，你們不平等看待「快樂」

跟「痛苦」，你對大家做個問卷，大家都要快樂，

哪有人要痛苦的，對不對？當然，如果你兩個都不

要，你就平等了，我不是叫你要「痛苦」喔，你如

果懂得兩個都不需要、都沒有必要性，那你的心就

平了，你的心一旦平了，自然應對事情就是恆常，

那是自然的事情，是求不得的，那一種恆常心你想

要求是求不來的。

所以，看待這件事情就變成什麼？你要用一個

平等的態度，「唉呀，遇到了這一股業力，這股業

力有他的部分也有我的部分。」對不對？

▌提升人生最高度價值觀，事情就又簡單

了！ 
這時候如果一個人能夠體解到人生最高度的

價值意義，它又簡單了！什麼是「最高度價值意

義」？我生來做為一個人的最高度價值意義就是「服

務」——服務一切蒼生，那麼現在遇到這事情只是

我人生當中一件需要服務的事而已，但是這一整個

狀態涵蓋了。如果你常常做如是觀、這樣去想的時

候，你那一個動力就又會上來，就會很輕鬆地看待

哦！因為你不會有得失，你只要有「服務」的概念

就不會有得失。由此可見，現在多數人服務都不是

真的服務的概念，都是建構在自己自私想要欲求得

到某一種嚮往而付出的，他把那一段付出當作是服

務，其實不是！你看，導因為果、導果為因的概念

就出來了，這時候叫做「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所以你要真正把「服務」的概念建構起來。

什麼是「服務」？我不因為自己、不為了自己

所得而去做任何一切「眾生應對我而他們需要」的

是不對的」，人家告訴我們這樣，沒有得失心才對，

那我就訓練不要得失，不斷訓練、不斷提醒。然後，

我做了會煩是不對的，所以當我會煩的時候就要告

訴自己：「不要煩，因為這是不對的。」放下「煩」

嘛，那你就提起「不煩」了，你一樣會去面對！這

個過程你一次、兩次、三次……一直累積上去，這

叫做「訓練」，「訓練」兩個字就叫做「修行」。

這麼一個訓練的過程你就在真的修行，如果你是「真

的」修行，「真的」又括號起來，你必然可以得到

「真的」人生美好的境界。你的境界一旦是美好的，

當然你服務的對象也會跟著往美好的境界去提升。

這個理路要瞭解，不能傻傻地一直做，像無頭

蒼蠅一樣地只管一直做一直做，這樣會有盲點，這

就是佛家所告訴你們的「有行無解，增長無明」，

無明一來，你當然很多生命狀態就潰堤了。那麼「有

解無行，增長邪見」，所以解、行要並濟，你所瞭

解的就要用上去，你要試。那一般為什麼要「就事」

跟「訓練」？因為一般人帶來了過去生的習氣，他

不可能一明白就做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從以

前到現在……當然我年紀不大，講這個好像也不太

公道，我本來要講「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一個聽到

人家說了就馬上做得到的」，沒看過半個。可是，

我有看過那種願意咬緊牙根去這樣試試看的人，這

一種人每個都有改善。一改善之後，他又越輕安了，

再加上保持，最後都改善到徹底，我見過很多，在

我們會下學修的，無論是自己生病或別人生病的案

例都有。

（文萃編輯小組節錄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協談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沒有「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件事！

● 弘聖上師開示

閱讀全文

提問

協談者：師父好！去年我先生腦栓塞以後，我

就面臨了要更多照顧他身體的考驗，到現在將近一

年了，覺得自己已經遇到瓶頸了，原先很努力、很

高的一個戰鬥力都下降了。我要如何調整自己去克

服這個瓶頸，讓自己更可以用平常的態度，趨向比

較好的狀態？

師父上人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人生酬業

老祖宗跟我們講「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一種

話不是在咀咒我們人，可是卻在形容一種你們現今

認為的自然周律，我現在特別強調是「你們認為的

自然周律」，其實真正的自然律裡面沒有這一件事

情。為什麼我加個「你們認為的」？就是說這是我

們大家認為的自然周律，那是因為我們錯解了「生

命的對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人在對待任何人

事物時，所憑藉的都是一種情感，情感就會延伸很

多，於好的一面叫做「情懷」式的，於不好的一面

叫做「情緒」式的。那麼只要是情感的運作，在佛

家有一句話叫做「情識」，它加個意識形態的「識」，

情識作用剎那生變，它本來就會變！如果我們沒有

去瞭解生命真正的自然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

所以「變」並不是你的專利，這大概是你們七十幾

億人口統統這樣。

那麼你想要克服它的話，你就得拉回來「怎麼

訓練回來真正的自然律」。所以你就要瞭解在這種

生命的對待——討債、還債、報恩、報怨的理路裡

面，我們來到人間多數永遠都只是一種「還」，老

祖宗講的一句話叫做「人生酬業」——酬償業障。

我通常不太用「業障」這兩個字來對你們講，用「業

力」，因為「業障」大家聽起來不好受，「你們的

障礙」聽了不好受嘛！「業力」是一種力量，一種

「業的力量」，換言之，那種就是你們生命無始無

明以來所創造出來的能量，那一股能量叫做「業」，

而這一股能量有作用，它叫做「力」。

所以你們來做人就是在酬償這一股力量而已，

而這一股力量會兌現出你人生的形形色色，可能是

你的父母、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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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慈悲心出來時，你自己一定是第一個得到好處的受益人，

而被你服務的那個人其實是第二個得到好處。

然而我們現在以為被服務的對象是第一個得到好處，

這就錯了，如果是這樣的概念，

表示我們不瞭解真正的自然法則。  

弘聖上師 法語

朋友，甚至是左鄰右舍。除了可能是人，它也有可

能是一種事情或是一種物體。所有存在與你相關的

人、事、物就是這一股能量變現出來的現象。這個

現象於你會有一種力道的作用，這個作用有正、有

負，當然，你們遇到的是負的比較多，以致於你們

難受的那一面、不如意的那一面就會多。

▌萬化由心造，要從根本處去解套！

那麼既是不如意，它更需要去化解，所以你得

要先理解這些，當你慢慢瞭解了之後，你是從根本

的地方去解套。

什麼是「根本」？萬化由「心」造，那一顆心

就是根本！當然，那顆心不是指我們的肉團心（心

臟），也不是我們這個會思考的心，我們現在的認

知：「若不是肉團心，是不是就是會思考的那個叫

心？」其實「會思考」的狀態也是你的心變現出來，

意思是說你的精神世界跟物理世界統統是你的心變

現出來。可是這一個心我們現在的人很難理解，我

們都用我們的「識」——意識形態在定位那個心，

以致於也定位錯了。

我們換一個說法好了，那是你們生命的本體所

產生的一種妄見，這個「妄」開始了就是你們講的

「心」，但這時候的心是真心哦！真心兌現出來的

形形色色不會有負作用的歷程，是「識變」才開始

有，所以從「識」來講也是某一種心，那就是「三

心二意」的那個心。因此，你得要瞭解，既然是從

我們的根本處兌現出來的形形色色於我不如意，當

然必須要拉回來根本處去琢磨，所以「根本處」必

然要瞭解，否則你琢磨不了。

剛剛講到「業力」，以負面居多，我們產生不

了另外一股正面的業力，而正面的業力一旦對等於

負面的業力時，你的感受和動力就不會有問題，你

就有一種持續力，我們會匱乏是因為我們持續力不

足。所以，拉回來在這個狀態的時候，你瞭解人生

酬業——討債、還債、報恩、報怨，如果要讓未來

人生更輕安，就必得要花把勁把現在這個業力給化

解掉，所謂人家講的「消業」嘛！

▌「消業」憑何而能消？是一個人要對，他

就等於消業

那「消業」憑何而能消？不是你多努力就能消，

一個人努力不等於能消業，是一個人要對，他就等

事，那這時候你就會懂得什麼是「得失從緣」。得

失從緣，你就不會因為所有時間、精力的投資而期

待要有一個結果，也就不會有什麼退轉的問題了，

那時候就可以保持恆常。然而我們現在就是眾生都

有「得」的概念，一旦隨著時間越來越看不見那個

「得」的時候，心是不是就開始憔悴、低落、失望

了？然後精神不濟……等等這些狀態，到最後如何

呢？因為這一些心態是錯誤的運作，它就會產生一

種錯誤的物質，最後變成是我自己生病，我們現在

很多人是這樣啊！

一個真正服務眾生的人是不會「真正」地生病

的，你要聽好，把「真正」兩個字括號起來，那我

們現在很多人服務眾生都生病，對不對？因為那是

假的！假的啊！你必須要去瞭解那個理路。

所以如果我們在做這一件事情時，對待的過程

裡面我們得不到「心的喜悅跟開闊」，表示我們要

調整我們的價值觀，因為我在服務於他一定是錯，

照顧是服務嘛，對不對？一定有很多參數是不對的，

包括硬體參數、軟體參數不對，以致於老是沒有很

明顯地大幅度改善的原因在這邊，你懂嗎？我這邊

有錯了，所以我得要去調整，價值觀的概念是儘管

去服務、得失從緣，不要有得失的設定。你看，得

失的設定叫做「錯」哦！你沒有設定是「對」哦！

所以你們這一個世間要學習改善人生並不難。

這個世間有對法的概念，雖然「對法」是不對的，

然而超越對法的概念你們無法理解，那是要契入空

性，那一種更有效率，可是你們接不上，你們可以

稍微用「對法」的概念。譬如我剛剛講「有得失心

於消業。只要對了，不一定要很努力，知道嗎？你

們工作也是一樣，努力等於賺大錢嗎？（師父笑）

現在多少孩子長大後怨父、怨母，因為父母告訴孩

子：「努力就會賺大錢！」孩子打拚一輩子也賺不

到錢，努力錯了啊！所以，你只要努力對，你很輕

鬆也可以賺大錢，這個概念用在我們人生生命的對

待亦復如是，你只要努力對了！努力對了，事實上

也就不叫做「很努力」了啦，因為它對了就對了。

其實一個懂得「對」的人就是直接把心放下，既然

是酬業嘛，那「業」你要平等看待，我們現在為什

麼會努力錯？為什麼會無法持續？就是我們不平等

看待！我現在講到極處，你們不平等看待「快樂」

跟「痛苦」，你對大家做個問卷，大家都要快樂，

哪有人要痛苦的，對不對？當然，如果你兩個都不

要，你就平等了，我不是叫你要「痛苦」喔，你如

果懂得兩個都不需要、都沒有必要性，那你的心就

平了，你的心一旦平了，自然應對事情就是恆常，

那是自然的事情，是求不得的，那一種恆常心你想

要求是求不來的。

所以，看待這件事情就變成什麼？你要用一個

平等的態度，「唉呀，遇到了這一股業力，這股業

力有他的部分也有我的部分。」對不對？

▌提升人生最高度價值觀，事情就又簡單

了！ 
這時候如果一個人能夠體解到人生最高度的

價值意義，它又簡單了！什麼是「最高度價值意

義」？我生來做為一個人的最高度價值意義就是「服

務」——服務一切蒼生，那麼現在遇到這事情只是

我人生當中一件需要服務的事而已，但是這一整個

狀態涵蓋了。如果你常常做如是觀、這樣去想的時

候，你那一個動力就又會上來，就會很輕鬆地看待

哦！因為你不會有得失，你只要有「服務」的概念

就不會有得失。由此可見，現在多數人服務都不是

真的服務的概念，都是建構在自己自私想要欲求得

到某一種嚮往而付出的，他把那一段付出當作是服

務，其實不是！你看，導因為果、導果為因的概念

就出來了，這時候叫做「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所以你要真正把「服務」的概念建構起來。

什麼是「服務」？我不因為自己、不為了自己

所得而去做任何一切「眾生應對我而他們需要」的

是不對的」，人家告訴我們這樣，沒有得失心才對，

那我就訓練不要得失，不斷訓練、不斷提醒。然後，

我做了會煩是不對的，所以當我會煩的時候就要告

訴自己：「不要煩，因為這是不對的。」放下「煩」

嘛，那你就提起「不煩」了，你一樣會去面對！這

個過程你一次、兩次、三次……一直累積上去，這

叫做「訓練」，「訓練」兩個字就叫做「修行」。

這麼一個訓練的過程你就在真的修行，如果你是「真

的」修行，「真的」又括號起來，你必然可以得到

「真的」人生美好的境界。你的境界一旦是美好的，

當然你服務的對象也會跟著往美好的境界去提升。

這個理路要瞭解，不能傻傻地一直做，像無頭

蒼蠅一樣地只管一直做一直做，這樣會有盲點，這

就是佛家所告訴你們的「有行無解，增長無明」，

無明一來，你當然很多生命狀態就潰堤了。那麼「有

解無行，增長邪見」，所以解、行要並濟，你所瞭

解的就要用上去，你要試。那一般為什麼要「就事」

跟「訓練」？因為一般人帶來了過去生的習氣，他

不可能一明白就做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從以

前到現在……當然我年紀不大，講這個好像也不太

公道，我本來要講「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一個聽到

人家說了就馬上做得到的」，沒看過半個。可是，

我有看過那種願意咬緊牙根去這樣試試看的人，這

一種人每個都有改善。一改善之後，他又越輕安了，

再加上保持，最後都改善到徹底，我見過很多，在

我們會下學修的，無論是自己生病或別人生病的案

例都有。

（文萃編輯小組節錄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協談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沒有「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件事！

● 弘聖上師開示

閱讀全文

提問

協談者：師父好！去年我先生腦栓塞以後，我

就面臨了要更多照顧他身體的考驗，到現在將近一

年了，覺得自己已經遇到瓶頸了，原先很努力、很

高的一個戰鬥力都下降了。我要如何調整自己去克

服這個瓶頸，讓自己更可以用平常的態度，趨向比

較好的狀態？

師父上人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人生酬業

老祖宗跟我們講「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一種

話不是在咀咒我們人，可是卻在形容一種你們現今

認為的自然周律，我現在特別強調是「你們認為的

自然周律」，其實真正的自然律裡面沒有這一件事

情。為什麼我加個「你們認為的」？就是說這是我

們大家認為的自然周律，那是因為我們錯解了「生

命的對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人在對待任何人

事物時，所憑藉的都是一種情感，情感就會延伸很

多，於好的一面叫做「情懷」式的，於不好的一面

叫做「情緒」式的。那麼只要是情感的運作，在佛

家有一句話叫做「情識」，它加個意識形態的「識」，

情識作用剎那生變，它本來就會變！如果我們沒有

去瞭解生命真正的自然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

所以「變」並不是你的專利，這大概是你們七十幾

億人口統統這樣。

那麼你想要克服它的話，你就得拉回來「怎麼

訓練回來真正的自然律」。所以你就要瞭解在這種

生命的對待——討債、還債、報恩、報怨的理路裡

面，我們來到人間多數永遠都只是一種「還」，老

祖宗講的一句話叫做「人生酬業」——酬償業障。

我通常不太用「業障」這兩個字來對你們講，用「業

力」，因為「業障」大家聽起來不好受，「你們的

障礙」聽了不好受嘛！「業力」是一種力量，一種

「業的力量」，換言之，那種就是你們生命無始無

明以來所創造出來的能量，那一股能量叫做「業」，

而這一股能量有作用，它叫做「力」。

所以你們來做人就是在酬償這一股力量而已，

而這一股力量會兌現出你人生的形形色色，可能是

你的父母、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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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慈悲心出來時，你自己一定是第一個得到好處的受益人，

而被你服務的那個人其實是第二個得到好處。

然而我們現在以為被服務的對象是第一個得到好處，

這就錯了，如果是這樣的概念，

表示我們不瞭解真正的自然法則。  

弘聖上師 法語

朋友，甚至是左鄰右舍。除了可能是人，它也有可

能是一種事情或是一種物體。所有存在與你相關的

人、事、物就是這一股能量變現出來的現象。這個

現象於你會有一種力道的作用，這個作用有正、有

負，當然，你們遇到的是負的比較多，以致於你們

難受的那一面、不如意的那一面就會多。

▌萬化由心造，要從根本處去解套！

那麼既是不如意，它更需要去化解，所以你得

要先理解這些，當你慢慢瞭解了之後，你是從根本

的地方去解套。

什麼是「根本」？萬化由「心」造，那一顆心

就是根本！當然，那顆心不是指我們的肉團心（心

臟），也不是我們這個會思考的心，我們現在的認

知：「若不是肉團心，是不是就是會思考的那個叫

心？」其實「會思考」的狀態也是你的心變現出來，

意思是說你的精神世界跟物理世界統統是你的心變

現出來。可是這一個心我們現在的人很難理解，我

們都用我們的「識」——意識形態在定位那個心，

以致於也定位錯了。

我們換一個說法好了，那是你們生命的本體所

產生的一種妄見，這個「妄」開始了就是你們講的

「心」，但這時候的心是真心哦！真心兌現出來的

形形色色不會有負作用的歷程，是「識變」才開始

有，所以從「識」來講也是某一種心，那就是「三

心二意」的那個心。因此，你得要瞭解，既然是從

我們的根本處兌現出來的形形色色於我不如意，當

然必須要拉回來根本處去琢磨，所以「根本處」必

然要瞭解，否則你琢磨不了。

剛剛講到「業力」，以負面居多，我們產生不

了另外一股正面的業力，而正面的業力一旦對等於

負面的業力時，你的感受和動力就不會有問題，你

就有一種持續力，我們會匱乏是因為我們持續力不

足。所以，拉回來在這個狀態的時候，你瞭解人生

酬業——討債、還債、報恩、報怨，如果要讓未來

人生更輕安，就必得要花把勁把現在這個業力給化

解掉，所謂人家講的「消業」嘛！

▌「消業」憑何而能消？是一個人要對，他

就等於消業

那「消業」憑何而能消？不是你多努力就能消，

一個人努力不等於能消業，是一個人要對，他就等

事，那這時候你就會懂得什麼是「得失從緣」。得

失從緣，你就不會因為所有時間、精力的投資而期

待要有一個結果，也就不會有什麼退轉的問題了，

那時候就可以保持恆常。然而我們現在就是眾生都

有「得」的概念，一旦隨著時間越來越看不見那個

「得」的時候，心是不是就開始憔悴、低落、失望

了？然後精神不濟……等等這些狀態，到最後如何

呢？因為這一些心態是錯誤的運作，它就會產生一

種錯誤的物質，最後變成是我自己生病，我們現在

很多人是這樣啊！

一個真正服務眾生的人是不會「真正」地生病

的，你要聽好，把「真正」兩個字括號起來，那我

們現在很多人服務眾生都生病，對不對？因為那是

假的！假的啊！你必須要去瞭解那個理路。

所以如果我們在做這一件事情時，對待的過程

裡面我們得不到「心的喜悅跟開闊」，表示我們要

調整我們的價值觀，因為我在服務於他一定是錯，

照顧是服務嘛，對不對？一定有很多參數是不對的，

包括硬體參數、軟體參數不對，以致於老是沒有很

明顯地大幅度改善的原因在這邊，你懂嗎？我這邊

有錯了，所以我得要去調整，價值觀的概念是儘管

去服務、得失從緣，不要有得失的設定。你看，得

失的設定叫做「錯」哦！你沒有設定是「對」哦！

所以你們這一個世間要學習改善人生並不難。

這個世間有對法的概念，雖然「對法」是不對的，

然而超越對法的概念你們無法理解，那是要契入空

性，那一種更有效率，可是你們接不上，你們可以

稍微用「對法」的概念。譬如我剛剛講「有得失心

於消業。只要對了，不一定要很努力，知道嗎？你

們工作也是一樣，努力等於賺大錢嗎？（師父笑）

現在多少孩子長大後怨父、怨母，因為父母告訴孩

子：「努力就會賺大錢！」孩子打拚一輩子也賺不

到錢，努力錯了啊！所以，你只要努力對，你很輕

鬆也可以賺大錢，這個概念用在我們人生生命的對

待亦復如是，你只要努力對了！努力對了，事實上

也就不叫做「很努力」了啦，因為它對了就對了。

其實一個懂得「對」的人就是直接把心放下，既然

是酬業嘛，那「業」你要平等看待，我們現在為什

麼會努力錯？為什麼會無法持續？就是我們不平等

看待！我現在講到極處，你們不平等看待「快樂」

跟「痛苦」，你對大家做個問卷，大家都要快樂，

哪有人要痛苦的，對不對？當然，如果你兩個都不

要，你就平等了，我不是叫你要「痛苦」喔，你如

果懂得兩個都不需要、都沒有必要性，那你的心就

平了，你的心一旦平了，自然應對事情就是恆常，

那是自然的事情，是求不得的，那一種恆常心你想

要求是求不來的。

所以，看待這件事情就變成什麼？你要用一個

平等的態度，「唉呀，遇到了這一股業力，這股業

力有他的部分也有我的部分。」對不對？

▌提升人生最高度價值觀，事情就又簡單

了！ 
這時候如果一個人能夠體解到人生最高度的

價值意義，它又簡單了！什麼是「最高度價值意

義」？我生來做為一個人的最高度價值意義就是「服

務」——服務一切蒼生，那麼現在遇到這事情只是

我人生當中一件需要服務的事而已，但是這一整個

狀態涵蓋了。如果你常常做如是觀、這樣去想的時

候，你那一個動力就又會上來，就會很輕鬆地看待

哦！因為你不會有得失，你只要有「服務」的概念

就不會有得失。由此可見，現在多數人服務都不是

真的服務的概念，都是建構在自己自私想要欲求得

到某一種嚮往而付出的，他把那一段付出當作是服

務，其實不是！你看，導因為果、導果為因的概念

就出來了，這時候叫做「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所以你要真正把「服務」的概念建構起來。

什麼是「服務」？我不因為自己、不為了自己

所得而去做任何一切「眾生應對我而他們需要」的

是不對的」，人家告訴我們這樣，沒有得失心才對，

那我就訓練不要得失，不斷訓練、不斷提醒。然後，

我做了會煩是不對的，所以當我會煩的時候就要告

訴自己：「不要煩，因為這是不對的。」放下「煩」

嘛，那你就提起「不煩」了，你一樣會去面對！這

個過程你一次、兩次、三次……一直累積上去，這

叫做「訓練」，「訓練」兩個字就叫做「修行」。

這麼一個訓練的過程你就在真的修行，如果你是「真

的」修行，「真的」又括號起來，你必然可以得到

「真的」人生美好的境界。你的境界一旦是美好的，

當然你服務的對象也會跟著往美好的境界去提升。

這個理路要瞭解，不能傻傻地一直做，像無頭

蒼蠅一樣地只管一直做一直做，這樣會有盲點，這

就是佛家所告訴你們的「有行無解，增長無明」，

無明一來，你當然很多生命狀態就潰堤了。那麼「有

解無行，增長邪見」，所以解、行要並濟，你所瞭

解的就要用上去，你要試。那一般為什麼要「就事」

跟「訓練」？因為一般人帶來了過去生的習氣，他

不可能一明白就做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從以

前到現在……當然我年紀不大，講這個好像也不太

公道，我本來要講「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一個聽到

人家說了就馬上做得到的」，沒看過半個。可是，

我有看過那種願意咬緊牙根去這樣試試看的人，這

一種人每個都有改善。一改善之後，他又越輕安了，

再加上保持，最後都改善到徹底，我見過很多，在

我們會下學修的，無論是自己生病或別人生病的案

例都有。

（文萃編輯小組節錄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協談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沒有「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件事！

● 弘聖上師開示

閱讀全文

提問

協談者：師父好！去年我先生腦栓塞以後，我

就面臨了要更多照顧他身體的考驗，到現在將近一

年了，覺得自己已經遇到瓶頸了，原先很努力、很

高的一個戰鬥力都下降了。我要如何調整自己去克

服這個瓶頸，讓自己更可以用平常的態度，趨向比

較好的狀態？

師父上人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人生酬業

老祖宗跟我們講「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一種

話不是在咀咒我們人，可是卻在形容一種你們現今

認為的自然周律，我現在特別強調是「你們認為的

自然周律」，其實真正的自然律裡面沒有這一件事

情。為什麼我加個「你們認為的」？就是說這是我

們大家認為的自然周律，那是因為我們錯解了「生

命的對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人在對待任何人

事物時，所憑藉的都是一種情感，情感就會延伸很

多，於好的一面叫做「情懷」式的，於不好的一面

叫做「情緒」式的。那麼只要是情感的運作，在佛

家有一句話叫做「情識」，它加個意識形態的「識」，

情識作用剎那生變，它本來就會變！如果我們沒有

去瞭解生命真正的自然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

所以「變」並不是你的專利，這大概是你們七十幾

億人口統統這樣。

那麼你想要克服它的話，你就得拉回來「怎麼

訓練回來真正的自然律」。所以你就要瞭解在這種

生命的對待——討債、還債、報恩、報怨的理路裡

面，我們來到人間多數永遠都只是一種「還」，老

祖宗講的一句話叫做「人生酬業」——酬償業障。

我通常不太用「業障」這兩個字來對你們講，用「業

力」，因為「業障」大家聽起來不好受，「你們的

障礙」聽了不好受嘛！「業力」是一種力量，一種

「業的力量」，換言之，那種就是你們生命無始無

明以來所創造出來的能量，那一股能量叫做「業」，

而這一股能量有作用，它叫做「力」。

所以你們來做人就是在酬償這一股力量而已，

而這一股力量會兌現出你人生的形形色色，可能是

你的父母、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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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慈悲心出來時，你自己一定是第一個得到好處的受益人，

而被你服務的那個人其實是第二個得到好處。

然而我們現在以為被服務的對象是第一個得到好處，

這就錯了，如果是這樣的概念，

表示我們不瞭解真正的自然法則。  

弘聖上師 法語

朋友，甚至是左鄰右舍。除了可能是人，它也有可

能是一種事情或是一種物體。所有存在與你相關的

人、事、物就是這一股能量變現出來的現象。這個

現象於你會有一種力道的作用，這個作用有正、有

負，當然，你們遇到的是負的比較多，以致於你們

難受的那一面、不如意的那一面就會多。

▌萬化由心造，要從根本處去解套！

那麼既是不如意，它更需要去化解，所以你得

要先理解這些，當你慢慢瞭解了之後，你是從根本

的地方去解套。

什麼是「根本」？萬化由「心」造，那一顆心

就是根本！當然，那顆心不是指我們的肉團心（心

臟），也不是我們這個會思考的心，我們現在的認

知：「若不是肉團心，是不是就是會思考的那個叫

心？」其實「會思考」的狀態也是你的心變現出來，

意思是說你的精神世界跟物理世界統統是你的心變

現出來。可是這一個心我們現在的人很難理解，我

們都用我們的「識」——意識形態在定位那個心，

以致於也定位錯了。

我們換一個說法好了，那是你們生命的本體所

產生的一種妄見，這個「妄」開始了就是你們講的

「心」，但這時候的心是真心哦！真心兌現出來的

形形色色不會有負作用的歷程，是「識變」才開始

有，所以從「識」來講也是某一種心，那就是「三

心二意」的那個心。因此，你得要瞭解，既然是從

我們的根本處兌現出來的形形色色於我不如意，當

然必須要拉回來根本處去琢磨，所以「根本處」必

然要瞭解，否則你琢磨不了。

剛剛講到「業力」，以負面居多，我們產生不

了另外一股正面的業力，而正面的業力一旦對等於

負面的業力時，你的感受和動力就不會有問題，你

就有一種持續力，我們會匱乏是因為我們持續力不

足。所以，拉回來在這個狀態的時候，你瞭解人生

酬業——討債、還債、報恩、報怨，如果要讓未來

人生更輕安，就必得要花把勁把現在這個業力給化

解掉，所謂人家講的「消業」嘛！

▌「消業」憑何而能消？是一個人要對，他

就等於消業

那「消業」憑何而能消？不是你多努力就能消，

一個人努力不等於能消業，是一個人要對，他就等

事，那這時候你就會懂得什麼是「得失從緣」。得

失從緣，你就不會因為所有時間、精力的投資而期

待要有一個結果，也就不會有什麼退轉的問題了，

那時候就可以保持恆常。然而我們現在就是眾生都

有「得」的概念，一旦隨著時間越來越看不見那個

「得」的時候，心是不是就開始憔悴、低落、失望

了？然後精神不濟……等等這些狀態，到最後如何

呢？因為這一些心態是錯誤的運作，它就會產生一

種錯誤的物質，最後變成是我自己生病，我們現在

很多人是這樣啊！

一個真正服務眾生的人是不會「真正」地生病

的，你要聽好，把「真正」兩個字括號起來，那我

們現在很多人服務眾生都生病，對不對？因為那是

假的！假的啊！你必須要去瞭解那個理路。

所以如果我們在做這一件事情時，對待的過程

裡面我們得不到「心的喜悅跟開闊」，表示我們要

調整我們的價值觀，因為我在服務於他一定是錯，

照顧是服務嘛，對不對？一定有很多參數是不對的，

包括硬體參數、軟體參數不對，以致於老是沒有很

明顯地大幅度改善的原因在這邊，你懂嗎？我這邊

有錯了，所以我得要去調整，價值觀的概念是儘管

去服務、得失從緣，不要有得失的設定。你看，得

失的設定叫做「錯」哦！你沒有設定是「對」哦！

所以你們這一個世間要學習改善人生並不難。

這個世間有對法的概念，雖然「對法」是不對的，

然而超越對法的概念你們無法理解，那是要契入空

性，那一種更有效率，可是你們接不上，你們可以

稍微用「對法」的概念。譬如我剛剛講「有得失心

於消業。只要對了，不一定要很努力，知道嗎？你

們工作也是一樣，努力等於賺大錢嗎？（師父笑）

現在多少孩子長大後怨父、怨母，因為父母告訴孩

子：「努力就會賺大錢！」孩子打拚一輩子也賺不

到錢，努力錯了啊！所以，你只要努力對，你很輕

鬆也可以賺大錢，這個概念用在我們人生生命的對

待亦復如是，你只要努力對了！努力對了，事實上

也就不叫做「很努力」了啦，因為它對了就對了。

其實一個懂得「對」的人就是直接把心放下，既然

是酬業嘛，那「業」你要平等看待，我們現在為什

麼會努力錯？為什麼會無法持續？就是我們不平等

看待！我現在講到極處，你們不平等看待「快樂」

跟「痛苦」，你對大家做個問卷，大家都要快樂，

哪有人要痛苦的，對不對？當然，如果你兩個都不

要，你就平等了，我不是叫你要「痛苦」喔，你如

果懂得兩個都不需要、都沒有必要性，那你的心就

平了，你的心一旦平了，自然應對事情就是恆常，

那是自然的事情，是求不得的，那一種恆常心你想

要求是求不來的。

所以，看待這件事情就變成什麼？你要用一個

平等的態度，「唉呀，遇到了這一股業力，這股業

力有他的部分也有我的部分。」對不對？

▌提升人生最高度價值觀，事情就又簡單

了！ 
這時候如果一個人能夠體解到人生最高度的

價值意義，它又簡單了！什麼是「最高度價值意

義」？我生來做為一個人的最高度價值意義就是「服

務」——服務一切蒼生，那麼現在遇到這事情只是

我人生當中一件需要服務的事而已，但是這一整個

狀態涵蓋了。如果你常常做如是觀、這樣去想的時

候，你那一個動力就又會上來，就會很輕鬆地看待

哦！因為你不會有得失，你只要有「服務」的概念

就不會有得失。由此可見，現在多數人服務都不是

真的服務的概念，都是建構在自己自私想要欲求得

到某一種嚮往而付出的，他把那一段付出當作是服

務，其實不是！你看，導因為果、導果為因的概念

就出來了，這時候叫做「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所以你要真正把「服務」的概念建構起來。

什麼是「服務」？我不因為自己、不為了自己

所得而去做任何一切「眾生應對我而他們需要」的

是不對的」，人家告訴我們這樣，沒有得失心才對，

那我就訓練不要得失，不斷訓練、不斷提醒。然後，

我做了會煩是不對的，所以當我會煩的時候就要告

訴自己：「不要煩，因為這是不對的。」放下「煩」

嘛，那你就提起「不煩」了，你一樣會去面對！這

個過程你一次、兩次、三次……一直累積上去，這

叫做「訓練」，「訓練」兩個字就叫做「修行」。

這麼一個訓練的過程你就在真的修行，如果你是「真

的」修行，「真的」又括號起來，你必然可以得到

「真的」人生美好的境界。你的境界一旦是美好的，

當然你服務的對象也會跟著往美好的境界去提升。

這個理路要瞭解，不能傻傻地一直做，像無頭

蒼蠅一樣地只管一直做一直做，這樣會有盲點，這

就是佛家所告訴你們的「有行無解，增長無明」，

無明一來，你當然很多生命狀態就潰堤了。那麼「有

解無行，增長邪見」，所以解、行要並濟，你所瞭

解的就要用上去，你要試。那一般為什麼要「就事」

跟「訓練」？因為一般人帶來了過去生的習氣，他

不可能一明白就做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從以

前到現在……當然我年紀不大，講這個好像也不太

公道，我本來要講「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一個聽到

人家說了就馬上做得到的」，沒看過半個。可是，

我有看過那種願意咬緊牙根去這樣試試看的人，這

一種人每個都有改善。一改善之後，他又越輕安了，

再加上保持，最後都改善到徹底，我見過很多，在

我們會下學修的，無論是自己生病或別人生病的案

例都有。

（文萃編輯小組節錄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協談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沒有「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件事！

● 弘聖上師開示

閱讀全文

提問

協談者：師父好！去年我先生腦栓塞以後，我

就面臨了要更多照顧他身體的考驗，到現在將近一

年了，覺得自己已經遇到瓶頸了，原先很努力、很

高的一個戰鬥力都下降了。我要如何調整自己去克

服這個瓶頸，讓自己更可以用平常的態度，趨向比

較好的狀態？

師父上人開示

▌真正的自然律～人生酬業

老祖宗跟我們講「久病床前無孝子」，這一種

話不是在咀咒我們人，可是卻在形容一種你們現今

認為的自然周律，我現在特別強調是「你們認為的

自然周律」，其實真正的自然律裡面沒有這一件事

情。為什麼我加個「你們認為的」？就是說這是我

們大家認為的自然周律，那是因為我們錯解了「生

命的對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人在對待任何人

事物時，所憑藉的都是一種情感，情感就會延伸很

多，於好的一面叫做「情懷」式的，於不好的一面

叫做「情緒」式的。那麼只要是情感的運作，在佛

家有一句話叫做「情識」，它加個意識形態的「識」，

情識作用剎那生變，它本來就會變！如果我們沒有

去瞭解生命真正的自然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

所以「變」並不是你的專利，這大概是你們七十幾

億人口統統這樣。

那麼你想要克服它的話，你就得拉回來「怎麼

訓練回來真正的自然律」。所以你就要瞭解在這種

生命的對待——討債、還債、報恩、報怨的理路裡

面，我們來到人間多數永遠都只是一種「還」，老

祖宗講的一句話叫做「人生酬業」——酬償業障。

我通常不太用「業障」這兩個字來對你們講，用「業

力」，因為「業障」大家聽起來不好受，「你們的

障礙」聽了不好受嘛！「業力」是一種力量，一種

「業的力量」，換言之，那種就是你們生命無始無

明以來所創造出來的能量，那一股能量叫做「業」，

而這一股能量有作用，它叫做「力」。

所以你們來做人就是在酬償這一股力量而已，

而這一股力量會兌現出你人生的形形色色，可能是

你的父母、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同事、



● 學習分享

拜佛～很有感！   
文：林秀如

自從在《明覺講紀》與「明覺法堂」上聽聞 弘

聖師父上人開示時，都曾提到關於拜佛的優點好處

後，末學就很想嘗試體驗。在此簡述一下 師父上人

的開示──

拜佛是最好的運動，外動內靜，具有多方面功

能。大部分的人拜佛時習慣在心裡念佛，所以內靜。

外動則氣血會循環，而且這是一個緩慢的動作，又

可以消業障，很多功能一併完成。

生活作息、飲食習慣，加上情緒緊張生氣，容

易導致體寒，體寒是一個現代文明病的主因，熬夜

也會體寒。我們身體內有寒、濕、毒、筋傷，這四

個是導致身體疾病的物理性原因。筋傷就是經絡受

傷，讓你的熱能不暢通，會導致警報器響，就是癌

細胞腫瘤，來提醒你趕快改變生活習慣、飲食、個

性等等……

對於上述 師父上人提到的身體現象，末學真是

一樣也沒少。又因小時候右腳骨折過，造成身體有

輕微長短腳；加上後天長期的姿勢不良，更導致脊

椎內彎，形成胃凸；還有肩頸、肩胛骨也容易痠痛

緊繃……等等。這些狀況很希望能藉由拜佛這麼好

的方式來改善保養身體，只是先前有些因素，末學

遲至今年六月初，才開始將拜佛加入自己平日的學

習功課中。

剛開始拜佛時，妄念紛飛很嚴重，總不由自主

會想到工作、生活上的事，也會有因工作疲勞、睏

倦就急著想交差了事的念頭，自然就越拜越快，如

同 師父所說的趕業績！當發覺到不對，才又邊拉回

思緒、邊提醒自己這樣的態度是不好的。此外，每

當拜佛約莫 10-15 分鐘後，就開始流鼻水、流鼻涕

（心想體內到底有多寒啊？），心裡開始掙扎要不

要起來擦乾淨？試過一次中斷去擤鼻涕，但想想這

樣豈不是又更不專注了？像這樣邊拜佛邊流鼻水鼻

涕卻不是感冒而只在拜佛時才有的現象，好像持續

約兩個多月左右，才終於減緩停止了。

一陣甘露落

大地離塵垢

身軟色純白

一道金光落

聖者出佛音

七彩寶蓮座
 （波芽老師接偈，敘述 弘聖師父上人送媽媽往生極樂之情境。）

我們敬愛的太師母 蔡張月雲老夫人，於中華民

國 107 年 4 月 1 日歲次戊戌仲春晚上 7 時 30 分，

於元和妙音及念佛聲中安詳往生蓮邦，享壽八十歲，

子孫親眷隨侍在側，日夜執持彌陀聖號，親視含殮。

師嬤生前最喜愛聽聞「元和妙音」（佛音），

日夜不斷薰修，尤其身體若有不適，每每在妙音的

● 信而有徵

孝敬是大根大本

為了迎接師嬤回家，原本全是花苞的蘭花，

在 4 月 13 那日清晨一下子全開了！

隨風搖曳時，像似整串鈴鐺……

噹～噹～噹～訴說著歡迎之意

師父說：把它拍起來給大家看！因為真的很神奇！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敬】

敬愛的師嬤，也給了我們一個大表法──信願

具足！師嬤與師父上人是「亦師亦子」，師嬤一心

尊子為師，聽從 師父法教持名念佛與拜佛。臨終時，

對 師父的信願全然具足，沒有任何疑慮，依持 師父

的引導以及諸佛菩薩的加持，而能往生極樂。在往

生之途，師嬤相信的是師父，不是兒子！因此她老

人家得到 師父上人以及佛菩薩的他力加持，生命境

界一躍而上！所以，全然的信願是大大關鍵！

【易行道】

在一覺元，有許多是家人一起學法，看到師嬤

往生極樂世界，很多人心生歡喜也很欣羨。師父上

人多次說這念佛法門是易行道，是最適合老人家的。

師父開示：「念佛法門是易行道，為什麼呢？因為

它求生淨土，它可以帶業往生，其他的一切方法門

徑，你必須要在你的這一輩子斷煩惱。那麼念佛法

門不需要斷煩惱，你只要能夠把煩惱伏住，那就可

以了，在斷氣臨終的那一剎那，有「信、願、行」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念，你就可以往生了。」

師嬤她老人家晚年在世所契入的就是這念佛法

門。記得在晏菱師姐的臉書裡曾經分享師嬤的念佛

紅豆：「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

佛時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

的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的

話，真的做到了！」

這場告別式，是一堂殊勝的學法課──孝敬，

真是大根大本！感恩 師父上人！感恩 阿彌陀佛！感

恩 師嬤！ 

末學 素慧 合十感恩 

一堂殊勝的學法課           
文：顏素慧

2018 年 4 月 13 日，末學南下高雄參加敬愛的

師嬤蔡張月雲女士的告別式，心中有許多感懷與學

習，分享於下：

【孝】

師父上人在師嬤往生極樂告別式上的開示，讓

末學想到「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的事蹟。經典

說，當年摩耶夫人在生下佛陀七日之後，就往生到

天界的忉利天宮去了。記得 師父上人曾說，在天界，

只有兜率天內院可以聽聞佛法，其他地方都無法聽

聞佛法。所以佛陀成道後，為報母恩，特別升到忉

利天為母親說法，給予法藥，因而讓母親摩耶夫人

的生命提升，永離輪迴，證得出世解脫。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

是我們世間認知的盡孝，但是即便如此盡孝，也難

解父母於命終後，隨業流轉輪迴三界之苦。因此 佛

陀以身表法──唯有讓父母永斷煩惱苦樂、證得解

脫，才是真正報親恩！師父上人曾教導末學，只要

不明理──不真正明白宇宙生命的真理，即便是做

盡了世間人所謂的孝順，也是慈悲多禍害，沒有利

益到父母，反而有虧損。師父這番教導，隨時鞭策

自己一定要努力明理學法。三千年前，有 佛陀升至

天界為母親說法讓母親證得解脫的至上孝親表法，

而我們更幸運～親見 師父上人在娑婆世間送師嬤往

生極樂淨土，實是太殊勝太殊勝了！

（左圖）

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佛時

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的

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

的話，真的做到了！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右圖）

師嬤日常的念佛紅豆，後來裝進了一個個小福

袋，在今年五月，與有緣的同參結個佛緣。

弘聖師父上人開示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所以諸佛興出世，

為說彌陀本願海。

眾生迷惑、造業、受苦，之所以佛興出於世，為開佛之知見、示佛之知見，惟令爾等眾生能夠悟佛

之知見、入佛之知見！

生命本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並且也無從去來，無奈乎生命的迷執讓我們起妄想、起分別、起執

著，墮入六道輪迴苦海，求無出期。之所以佛令爾等眾生能夠覺察身心，以令智慧覺醒，能夠了透一切

宇宙真理，（師父說天語）能夠以自我本然之「自性清淨圓明之智慧」，了脫一切生命的束縛。

諸法本然如是，故佛陀告訴我們——「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可證得，

若遠離妄想、執著，則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證得。」

來到這一個娑婆世界，實稱「堪忍」，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能夠依持古師大德教誨我們的方便易行

之道往生極樂，實屬福中之福。在晚年能夠去契及所謂的易行之道——彌陀本願威神加持力的照護，（師

父說天語）也是萬幸之中的萬幸。

（師父說天語）所謂大勢至菩薩所言——「憶佛念佛，當來現前，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眼前即是佛，眼後亦是佛，眼中亦是佛。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師父說天語）總是啦，

我們亦有這個機會契機回歸所謂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

（師父說天語）畢竟佛道是師道，師道奠基在孝道的基礎之上，（師父說天語）如果能夠讓我們做

孩兒的有這個機會禮踐無上的孝道，也是彼此共成之事。也當願來世能夠倒駕慈航，回歸娑婆，引領未

來苦難眾生成就無上佛道。

佛言——「假使頂戴歷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實則無有報恩者」，感謝！（師

父向母親頂禮叩頭三拜）  

加持之下，便覺身心舒暢。師嬤育有三子，第

三子明峯自小沉默寡言，體弱多病，身為母親

難免有世俗的掛念。不意，三子明峯年紀漸長，

智慧天啟，了悟佛道，修證有成。不僅病弱之

軀恢復健康，更不疲不厭奔波海內外弘法利生，

學人敬為上師，法號 弘聖。聞法、請法者絡繹

不絕，師嬤與三子之間對待亦師亦子，欣慰之

餘，亦感受到佛法的諸多好處，而升起了對佛

法的信願。

尤其，這人間難得一聞的梵唱，正是文殊

菩薩為娑婆眾生所揀選的「觀世音菩薩耳根圓

通」，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之殊勝妙法因緣，立

其假名，方便稱曰「元和妙音」。而此妙音不

僅是師嬤的最愛，她也親證、體會了妙音諸多

不可思議的妙處。因此，師嬤心心念念要將元

和妙音的好處分享給大眾。而 弘聖上師也演繹

了最圓滿的孝道──自覺覺他，將最親愛的母親

送往極樂世界，免受六道輪迴之苦。

在 4 月 13 日師嬤告別式的莊嚴時刻，弘聖

上師捨悲從喜，基於為人子的孝思，及眾多求

法者心中的企盼，特別為大家唱誦元和妙音並

法音開示。 

師嬤與 師父上人「亦師亦子」。每年大年初一法堂，師嬤都會向 師父上人頂禮感恩與新春祝賀。

某月，有一晚從高雄參加共修回到家，梳洗完

已經凌晨 2點多了，這時心裡開始猶豫要不要拜佛？

本想偷懶不拜的，但心裡覺得有點不妥，想想自己

做不到為法忘軀，晚些睡總還做得到吧，就這樣完

成了拜佛後才就寢。想不到早上起床並沒有比平日

晚，而身體竟有一種疲勞消除殆盡、精神很好、關

節舒暢無比的狀態～太驚訝了！

拜佛至今不到半年，最近發現身體的胃凸竟有

些消了，肩頸、肩胛骨原有的痠痛緊繃也舒緩了，

真的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說拜佛會有舒筋打骨的好

處，身體體質有明顯地趨好轉變。拜佛時的動作速

度與應有的態度心境，末學也都還在漸漸修正調整，

末學會持續學習，希望往後能更深入去感受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教導的拜佛的真正精髓！

感謝波芽老師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的示範

感恩 師父上人無盡的慈悲引導與冥冥中的照護教化

                                           愚生 秀如 合十叩首

（編註：觀看「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示範影片，請上網站：

「靈覺智慧網」－課程－行門）     



● 學習分享

拜佛～很有感！   
文：林秀如

自從在《明覺講紀》與「明覺法堂」上聽聞 弘

聖師父上人開示時，都曾提到關於拜佛的優點好處

後，末學就很想嘗試體驗。在此簡述一下 師父上人

的開示──

拜佛是最好的運動，外動內靜，具有多方面功

能。大部分的人拜佛時習慣在心裡念佛，所以內靜。

外動則氣血會循環，而且這是一個緩慢的動作，又

可以消業障，很多功能一併完成。

生活作息、飲食習慣，加上情緒緊張生氣，容

易導致體寒，體寒是一個現代文明病的主因，熬夜

也會體寒。我們身體內有寒、濕、毒、筋傷，這四

個是導致身體疾病的物理性原因。筋傷就是經絡受

傷，讓你的熱能不暢通，會導致警報器響，就是癌

細胞腫瘤，來提醒你趕快改變生活習慣、飲食、個

性等等……

對於上述 師父上人提到的身體現象，末學真是

一樣也沒少。又因小時候右腳骨折過，造成身體有

輕微長短腳；加上後天長期的姿勢不良，更導致脊

椎內彎，形成胃凸；還有肩頸、肩胛骨也容易痠痛

緊繃……等等。這些狀況很希望能藉由拜佛這麼好

的方式來改善保養身體，只是先前有些因素，末學

遲至今年六月初，才開始將拜佛加入自己平日的學

習功課中。

剛開始拜佛時，妄念紛飛很嚴重，總不由自主

會想到工作、生活上的事，也會有因工作疲勞、睏

倦就急著想交差了事的念頭，自然就越拜越快，如

同 師父所說的趕業績！當發覺到不對，才又邊拉回

思緒、邊提醒自己這樣的態度是不好的。此外，每

當拜佛約莫 10-15 分鐘後，就開始流鼻水、流鼻涕

（心想體內到底有多寒啊？），心裡開始掙扎要不

要起來擦乾淨？試過一次中斷去擤鼻涕，但想想這

樣豈不是又更不專注了？像這樣邊拜佛邊流鼻水鼻

涕卻不是感冒而只在拜佛時才有的現象，好像持續

約兩個多月左右，才終於減緩停止了。

一陣甘露落

大地離塵垢

身軟色純白

一道金光落

聖者出佛音

七彩寶蓮座
 （波芽老師接偈，敘述 弘聖師父上人送媽媽往生極樂之情境。）

我們敬愛的太師母 蔡張月雲老夫人，於中華民

國 107 年 4 月 1 日歲次戊戌仲春晚上 7 時 30 分，

於元和妙音及念佛聲中安詳往生蓮邦，享壽八十歲，

子孫親眷隨侍在側，日夜執持彌陀聖號，親視含殮。

師嬤生前最喜愛聽聞「元和妙音」（佛音），

日夜不斷薰修，尤其身體若有不適，每每在妙音的

● 信而有徵

孝敬是大根大本

為了迎接師嬤回家，原本全是花苞的蘭花，

在 4 月 13 那日清晨一下子全開了！

隨風搖曳時，像似整串鈴鐺……

噹～噹～噹～訴說著歡迎之意

師父說：把它拍起來給大家看！因為真的很神奇！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敬】

敬愛的師嬤，也給了我們一個大表法──信願

具足！師嬤與師父上人是「亦師亦子」，師嬤一心

尊子為師，聽從 師父法教持名念佛與拜佛。臨終時，

對 師父的信願全然具足，沒有任何疑慮，依持 師父

的引導以及諸佛菩薩的加持，而能往生極樂。在往

生之途，師嬤相信的是師父，不是兒子！因此她老

人家得到 師父上人以及佛菩薩的他力加持，生命境

界一躍而上！所以，全然的信願是大大關鍵！

【易行道】

在一覺元，有許多是家人一起學法，看到師嬤

往生極樂世界，很多人心生歡喜也很欣羨。師父上

人多次說這念佛法門是易行道，是最適合老人家的。

師父開示：「念佛法門是易行道，為什麼呢？因為

它求生淨土，它可以帶業往生，其他的一切方法門

徑，你必須要在你的這一輩子斷煩惱。那麼念佛法

門不需要斷煩惱，你只要能夠把煩惱伏住，那就可

以了，在斷氣臨終的那一剎那，有「信、願、行」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念，你就可以往生了。」

師嬤她老人家晚年在世所契入的就是這念佛法

門。記得在晏菱師姐的臉書裡曾經分享師嬤的念佛

紅豆：「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

佛時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

的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的

話，真的做到了！」

這場告別式，是一堂殊勝的學法課──孝敬，

真是大根大本！感恩 師父上人！感恩 阿彌陀佛！感

恩 師嬤！ 

末學 素慧 合十感恩 

一堂殊勝的學法課           
文：顏素慧

2018 年 4 月 13 日，末學南下高雄參加敬愛的

師嬤蔡張月雲女士的告別式，心中有許多感懷與學

習，分享於下：

【孝】

師父上人在師嬤往生極樂告別式上的開示，讓

末學想到「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的事蹟。經典

說，當年摩耶夫人在生下佛陀七日之後，就往生到

天界的忉利天宮去了。記得 師父上人曾說，在天界，

只有兜率天內院可以聽聞佛法，其他地方都無法聽

聞佛法。所以佛陀成道後，為報母恩，特別升到忉

利天為母親說法，給予法藥，因而讓母親摩耶夫人

的生命提升，永離輪迴，證得出世解脫。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

是我們世間認知的盡孝，但是即便如此盡孝，也難

解父母於命終後，隨業流轉輪迴三界之苦。因此 佛

陀以身表法──唯有讓父母永斷煩惱苦樂、證得解

脫，才是真正報親恩！師父上人曾教導末學，只要

不明理──不真正明白宇宙生命的真理，即便是做

盡了世間人所謂的孝順，也是慈悲多禍害，沒有利

益到父母，反而有虧損。師父這番教導，隨時鞭策

自己一定要努力明理學法。三千年前，有 佛陀升至

天界為母親說法讓母親證得解脫的至上孝親表法，

而我們更幸運～親見 師父上人在娑婆世間送師嬤往

生極樂淨土，實是太殊勝太殊勝了！

（左圖）

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佛時

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的

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

的話，真的做到了！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右圖）

師嬤日常的念佛紅豆，後來裝進了一個個小福

袋，在今年五月，與有緣的同參結個佛緣。

弘聖師父上人開示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所以諸佛興出世，

為說彌陀本願海。

眾生迷惑、造業、受苦，之所以佛興出於世，為開佛之知見、示佛之知見，惟令爾等眾生能夠悟佛

之知見、入佛之知見！

生命本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並且也無從去來，無奈乎生命的迷執讓我們起妄想、起分別、起執

著，墮入六道輪迴苦海，求無出期。之所以佛令爾等眾生能夠覺察身心，以令智慧覺醒，能夠了透一切

宇宙真理，（師父說天語）能夠以自我本然之「自性清淨圓明之智慧」，了脫一切生命的束縛。

諸法本然如是，故佛陀告訴我們——「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可證得，

若遠離妄想、執著，則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證得。」

來到這一個娑婆世界，實稱「堪忍」，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能夠依持古師大德教誨我們的方便易行

之道往生極樂，實屬福中之福。在晚年能夠去契及所謂的易行之道——彌陀本願威神加持力的照護，（師

父說天語）也是萬幸之中的萬幸。

（師父說天語）所謂大勢至菩薩所言——「憶佛念佛，當來現前，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眼前即是佛，眼後亦是佛，眼中亦是佛。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師父說天語）總是啦，

我們亦有這個機會契機回歸所謂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

（師父說天語）畢竟佛道是師道，師道奠基在孝道的基礎之上，（師父說天語）如果能夠讓我們做

孩兒的有這個機會禮踐無上的孝道，也是彼此共成之事。也當願來世能夠倒駕慈航，回歸娑婆，引領未

來苦難眾生成就無上佛道。

佛言——「假使頂戴歷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實則無有報恩者」，感謝！（師

父向母親頂禮叩頭三拜）  

加持之下，便覺身心舒暢。師嬤育有三子，第

三子明峯自小沉默寡言，體弱多病，身為母親

難免有世俗的掛念。不意，三子明峯年紀漸長，

智慧天啟，了悟佛道，修證有成。不僅病弱之

軀恢復健康，更不疲不厭奔波海內外弘法利生，

學人敬為上師，法號 弘聖。聞法、請法者絡繹

不絕，師嬤與三子之間對待亦師亦子，欣慰之

餘，亦感受到佛法的諸多好處，而升起了對佛

法的信願。

尤其，這人間難得一聞的梵唱，正是文殊

菩薩為娑婆眾生所揀選的「觀世音菩薩耳根圓

通」，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之殊勝妙法因緣，立

其假名，方便稱曰「元和妙音」。而此妙音不

僅是師嬤的最愛，她也親證、體會了妙音諸多

不可思議的妙處。因此，師嬤心心念念要將元

和妙音的好處分享給大眾。而 弘聖上師也演繹

了最圓滿的孝道──自覺覺他，將最親愛的母親

送往極樂世界，免受六道輪迴之苦。

在 4 月 13 日師嬤告別式的莊嚴時刻，弘聖

上師捨悲從喜，基於為人子的孝思，及眾多求

法者心中的企盼，特別為大家唱誦元和妙音並

法音開示。 

師嬤與 師父上人「亦師亦子」。每年大年初一法堂，師嬤都會向 師父上人頂禮感恩與新春祝賀。

某月，有一晚從高雄參加共修回到家，梳洗完

已經凌晨 2點多了，這時心裡開始猶豫要不要拜佛？

本想偷懶不拜的，但心裡覺得有點不妥，想想自己

做不到為法忘軀，晚些睡總還做得到吧，就這樣完

成了拜佛後才就寢。想不到早上起床並沒有比平日

晚，而身體竟有一種疲勞消除殆盡、精神很好、關

節舒暢無比的狀態～太驚訝了！

拜佛至今不到半年，最近發現身體的胃凸竟有

些消了，肩頸、肩胛骨原有的痠痛緊繃也舒緩了，

真的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說拜佛會有舒筋打骨的好

處，身體體質有明顯地趨好轉變。拜佛時的動作速

度與應有的態度心境，末學也都還在漸漸修正調整，

末學會持續學習，希望往後能更深入去感受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教導的拜佛的真正精髓！

感謝波芽老師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的示範

感恩 師父上人無盡的慈悲引導與冥冥中的照護教化

                                           愚生 秀如 合十叩首

（編註：觀看「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示範影片，請上網站：

「靈覺智慧網」－課程－行門）     



● 學習分享

拜佛～很有感！   
文：林秀如

自從在《明覺講紀》與「明覺法堂」上聽聞 弘

聖師父上人開示時，都曾提到關於拜佛的優點好處

後，末學就很想嘗試體驗。在此簡述一下 師父上人

的開示──

拜佛是最好的運動，外動內靜，具有多方面功

能。大部分的人拜佛時習慣在心裡念佛，所以內靜。

外動則氣血會循環，而且這是一個緩慢的動作，又

可以消業障，很多功能一併完成。

生活作息、飲食習慣，加上情緒緊張生氣，容

易導致體寒，體寒是一個現代文明病的主因，熬夜

也會體寒。我們身體內有寒、濕、毒、筋傷，這四

個是導致身體疾病的物理性原因。筋傷就是經絡受

傷，讓你的熱能不暢通，會導致警報器響，就是癌

細胞腫瘤，來提醒你趕快改變生活習慣、飲食、個

性等等……

對於上述 師父上人提到的身體現象，末學真是

一樣也沒少。又因小時候右腳骨折過，造成身體有

輕微長短腳；加上後天長期的姿勢不良，更導致脊

椎內彎，形成胃凸；還有肩頸、肩胛骨也容易痠痛

緊繃……等等。這些狀況很希望能藉由拜佛這麼好

的方式來改善保養身體，只是先前有些因素，末學

遲至今年六月初，才開始將拜佛加入自己平日的學

習功課中。

剛開始拜佛時，妄念紛飛很嚴重，總不由自主

會想到工作、生活上的事，也會有因工作疲勞、睏

倦就急著想交差了事的念頭，自然就越拜越快，如

同 師父所說的趕業績！當發覺到不對，才又邊拉回

思緒、邊提醒自己這樣的態度是不好的。此外，每

當拜佛約莫 10-15 分鐘後，就開始流鼻水、流鼻涕

（心想體內到底有多寒啊？），心裡開始掙扎要不

要起來擦乾淨？試過一次中斷去擤鼻涕，但想想這

樣豈不是又更不專注了？像這樣邊拜佛邊流鼻水鼻

涕卻不是感冒而只在拜佛時才有的現象，好像持續

約兩個多月左右，才終於減緩停止了。

一陣甘露落

大地離塵垢

身軟色純白

一道金光落

聖者出佛音

七彩寶蓮座
 （波芽老師接偈，敘述 弘聖師父上人送媽媽往生極樂之情境。）

我們敬愛的太師母 蔡張月雲老夫人，於中華民

國 107 年 4 月 1 日歲次戊戌仲春晚上 7 時 30 分，

於元和妙音及念佛聲中安詳往生蓮邦，享壽八十歲，

子孫親眷隨侍在側，日夜執持彌陀聖號，親視含殮。

師嬤生前最喜愛聽聞「元和妙音」（佛音），

日夜不斷薰修，尤其身體若有不適，每每在妙音的

● 信而有徵

孝敬是大根大本

為了迎接師嬤回家，原本全是花苞的蘭花，

在 4 月 13 那日清晨一下子全開了！

隨風搖曳時，像似整串鈴鐺……

噹～噹～噹～訴說著歡迎之意

師父說：把它拍起來給大家看！因為真的很神奇！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敬】

敬愛的師嬤，也給了我們一個大表法──信願

具足！師嬤與師父上人是「亦師亦子」，師嬤一心

尊子為師，聽從 師父法教持名念佛與拜佛。臨終時，

對 師父的信願全然具足，沒有任何疑慮，依持 師父

的引導以及諸佛菩薩的加持，而能往生極樂。在往

生之途，師嬤相信的是師父，不是兒子！因此她老

人家得到 師父上人以及佛菩薩的他力加持，生命境

界一躍而上！所以，全然的信願是大大關鍵！

【易行道】

在一覺元，有許多是家人一起學法，看到師嬤

往生極樂世界，很多人心生歡喜也很欣羨。師父上

人多次說這念佛法門是易行道，是最適合老人家的。

師父開示：「念佛法門是易行道，為什麼呢？因為

它求生淨土，它可以帶業往生，其他的一切方法門

徑，你必須要在你的這一輩子斷煩惱。那麼念佛法

門不需要斷煩惱，你只要能夠把煩惱伏住，那就可

以了，在斷氣臨終的那一剎那，有「信、願、行」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念，你就可以往生了。」

師嬤她老人家晚年在世所契入的就是這念佛法

門。記得在晏菱師姐的臉書裡曾經分享師嬤的念佛

紅豆：「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

佛時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

的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的

話，真的做到了！」

這場告別式，是一堂殊勝的學法課──孝敬，

真是大根大本！感恩 師父上人！感恩 阿彌陀佛！感

恩 師嬤！ 

末學 素慧 合十感恩 

一堂殊勝的學法課           
文：顏素慧

2018 年 4 月 13 日，末學南下高雄參加敬愛的

師嬤蔡張月雲女士的告別式，心中有許多感懷與學

習，分享於下：

【孝】

師父上人在師嬤往生極樂告別式上的開示，讓

末學想到「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的事蹟。經典

說，當年摩耶夫人在生下佛陀七日之後，就往生到

天界的忉利天宮去了。記得 師父上人曾說，在天界，

只有兜率天內院可以聽聞佛法，其他地方都無法聽

聞佛法。所以佛陀成道後，為報母恩，特別升到忉

利天為母親說法，給予法藥，因而讓母親摩耶夫人

的生命提升，永離輪迴，證得出世解脫。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

是我們世間認知的盡孝，但是即便如此盡孝，也難

解父母於命終後，隨業流轉輪迴三界之苦。因此 佛

陀以身表法──唯有讓父母永斷煩惱苦樂、證得解

脫，才是真正報親恩！師父上人曾教導末學，只要

不明理──不真正明白宇宙生命的真理，即便是做

盡了世間人所謂的孝順，也是慈悲多禍害，沒有利

益到父母，反而有虧損。師父這番教導，隨時鞭策

自己一定要努力明理學法。三千年前，有 佛陀升至

天界為母親說法讓母親證得解脫的至上孝親表法，

而我們更幸運～親見 師父上人在娑婆世間送師嬤往

生極樂淨土，實是太殊勝太殊勝了！

（左圖）

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佛時

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的

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

的話，真的做到了！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右圖）

師嬤日常的念佛紅豆，後來裝進了一個個小福

袋，在今年五月，與有緣的同參結個佛緣。

弘聖師父上人開示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所以諸佛興出世，

為說彌陀本願海。

眾生迷惑、造業、受苦，之所以佛興出於世，為開佛之知見、示佛之知見，惟令爾等眾生能夠悟佛

之知見、入佛之知見！

生命本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並且也無從去來，無奈乎生命的迷執讓我們起妄想、起分別、起執

著，墮入六道輪迴苦海，求無出期。之所以佛令爾等眾生能夠覺察身心，以令智慧覺醒，能夠了透一切

宇宙真理，（師父說天語）能夠以自我本然之「自性清淨圓明之智慧」，了脫一切生命的束縛。

諸法本然如是，故佛陀告訴我們——「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可證得，

若遠離妄想、執著，則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證得。」

來到這一個娑婆世界，實稱「堪忍」，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能夠依持古師大德教誨我們的方便易行

之道往生極樂，實屬福中之福。在晚年能夠去契及所謂的易行之道——彌陀本願威神加持力的照護，（師

父說天語）也是萬幸之中的萬幸。

（師父說天語）所謂大勢至菩薩所言——「憶佛念佛，當來現前，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眼前即是佛，眼後亦是佛，眼中亦是佛。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師父說天語）總是啦，

我們亦有這個機會契機回歸所謂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

（師父說天語）畢竟佛道是師道，師道奠基在孝道的基礎之上，（師父說天語）如果能夠讓我們做

孩兒的有這個機會禮踐無上的孝道，也是彼此共成之事。也當願來世能夠倒駕慈航，回歸娑婆，引領未

來苦難眾生成就無上佛道。

佛言——「假使頂戴歷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實則無有報恩者」，感謝！（師

父向母親頂禮叩頭三拜）  

加持之下，便覺身心舒暢。師嬤育有三子，第

三子明峯自小沉默寡言，體弱多病，身為母親

難免有世俗的掛念。不意，三子明峯年紀漸長，

智慧天啟，了悟佛道，修證有成。不僅病弱之

軀恢復健康，更不疲不厭奔波海內外弘法利生，

學人敬為上師，法號 弘聖。聞法、請法者絡繹

不絕，師嬤與三子之間對待亦師亦子，欣慰之

餘，亦感受到佛法的諸多好處，而升起了對佛

法的信願。

尤其，這人間難得一聞的梵唱，正是文殊

菩薩為娑婆眾生所揀選的「觀世音菩薩耳根圓

通」，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之殊勝妙法因緣，立

其假名，方便稱曰「元和妙音」。而此妙音不

僅是師嬤的最愛，她也親證、體會了妙音諸多

不可思議的妙處。因此，師嬤心心念念要將元

和妙音的好處分享給大眾。而 弘聖上師也演繹

了最圓滿的孝道──自覺覺他，將最親愛的母親

送往極樂世界，免受六道輪迴之苦。

在 4 月 13 日師嬤告別式的莊嚴時刻，弘聖

上師捨悲從喜，基於為人子的孝思，及眾多求

法者心中的企盼，特別為大家唱誦元和妙音並

法音開示。 

師嬤與 師父上人「亦師亦子」。每年大年初一法堂，師嬤都會向 師父上人頂禮感恩與新春祝賀。

某月，有一晚從高雄參加共修回到家，梳洗完

已經凌晨 2點多了，這時心裡開始猶豫要不要拜佛？

本想偷懶不拜的，但心裡覺得有點不妥，想想自己

做不到為法忘軀，晚些睡總還做得到吧，就這樣完

成了拜佛後才就寢。想不到早上起床並沒有比平日

晚，而身體竟有一種疲勞消除殆盡、精神很好、關

節舒暢無比的狀態～太驚訝了！

拜佛至今不到半年，最近發現身體的胃凸竟有

些消了，肩頸、肩胛骨原有的痠痛緊繃也舒緩了，

真的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說拜佛會有舒筋打骨的好

處，身體體質有明顯地趨好轉變。拜佛時的動作速

度與應有的態度心境，末學也都還在漸漸修正調整，

末學會持續學習，希望往後能更深入去感受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教導的拜佛的真正精髓！

感謝波芽老師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的示範

感恩 師父上人無盡的慈悲引導與冥冥中的照護教化

                                           愚生 秀如 合十叩首

（編註：觀看「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示範影片，請上網站：

「靈覺智慧網」－課程－行門）     



● 學習分享

拜佛～很有感！   
文：林秀如

自從在《明覺講紀》與「明覺法堂」上聽聞 弘

聖師父上人開示時，都曾提到關於拜佛的優點好處

後，末學就很想嘗試體驗。在此簡述一下 師父上人

的開示──

拜佛是最好的運動，外動內靜，具有多方面功

能。大部分的人拜佛時習慣在心裡念佛，所以內靜。

外動則氣血會循環，而且這是一個緩慢的動作，又

可以消業障，很多功能一併完成。

生活作息、飲食習慣，加上情緒緊張生氣，容

易導致體寒，體寒是一個現代文明病的主因，熬夜

也會體寒。我們身體內有寒、濕、毒、筋傷，這四

個是導致身體疾病的物理性原因。筋傷就是經絡受

傷，讓你的熱能不暢通，會導致警報器響，就是癌

細胞腫瘤，來提醒你趕快改變生活習慣、飲食、個

性等等……

對於上述 師父上人提到的身體現象，末學真是

一樣也沒少。又因小時候右腳骨折過，造成身體有

輕微長短腳；加上後天長期的姿勢不良，更導致脊

椎內彎，形成胃凸；還有肩頸、肩胛骨也容易痠痛

緊繃……等等。這些狀況很希望能藉由拜佛這麼好

的方式來改善保養身體，只是先前有些因素，末學

遲至今年六月初，才開始將拜佛加入自己平日的學

習功課中。

剛開始拜佛時，妄念紛飛很嚴重，總不由自主

會想到工作、生活上的事，也會有因工作疲勞、睏

倦就急著想交差了事的念頭，自然就越拜越快，如

同 師父所說的趕業績！當發覺到不對，才又邊拉回

思緒、邊提醒自己這樣的態度是不好的。此外，每

當拜佛約莫 10-15 分鐘後，就開始流鼻水、流鼻涕

（心想體內到底有多寒啊？），心裡開始掙扎要不

要起來擦乾淨？試過一次中斷去擤鼻涕，但想想這

樣豈不是又更不專注了？像這樣邊拜佛邊流鼻水鼻

涕卻不是感冒而只在拜佛時才有的現象，好像持續

約兩個多月左右，才終於減緩停止了。

一陣甘露落

大地離塵垢

身軟色純白

一道金光落

聖者出佛音

七彩寶蓮座
 （波芽老師接偈，敘述 弘聖師父上人送媽媽往生極樂之情境。）

我們敬愛的太師母 蔡張月雲老夫人，於中華民

國 107 年 4 月 1 日歲次戊戌仲春晚上 7 時 30 分，

於元和妙音及念佛聲中安詳往生蓮邦，享壽八十歲，

子孫親眷隨侍在側，日夜執持彌陀聖號，親視含殮。

師嬤生前最喜愛聽聞「元和妙音」（佛音），

日夜不斷薰修，尤其身體若有不適，每每在妙音的

● 信而有徵

孝敬是大根大本

為了迎接師嬤回家，原本全是花苞的蘭花，

在 4 月 13 那日清晨一下子全開了！

隨風搖曳時，像似整串鈴鐺……

噹～噹～噹～訴說著歡迎之意

師父說：把它拍起來給大家看！因為真的很神奇！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敬】

敬愛的師嬤，也給了我們一個大表法──信願

具足！師嬤與師父上人是「亦師亦子」，師嬤一心

尊子為師，聽從 師父法教持名念佛與拜佛。臨終時，

對 師父的信願全然具足，沒有任何疑慮，依持 師父

的引導以及諸佛菩薩的加持，而能往生極樂。在往

生之途，師嬤相信的是師父，不是兒子！因此她老

人家得到 師父上人以及佛菩薩的他力加持，生命境

界一躍而上！所以，全然的信願是大大關鍵！

【易行道】

在一覺元，有許多是家人一起學法，看到師嬤

往生極樂世界，很多人心生歡喜也很欣羨。師父上

人多次說這念佛法門是易行道，是最適合老人家的。

師父開示：「念佛法門是易行道，為什麼呢？因為

它求生淨土，它可以帶業往生，其他的一切方法門

徑，你必須要在你的這一輩子斷煩惱。那麼念佛法

門不需要斷煩惱，你只要能夠把煩惱伏住，那就可

以了，在斷氣臨終的那一剎那，有「信、願、行」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念，你就可以往生了。」

師嬤她老人家晚年在世所契入的就是這念佛法

門。記得在晏菱師姐的臉書裡曾經分享師嬤的念佛

紅豆：「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

佛時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

的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的

話，真的做到了！」

這場告別式，是一堂殊勝的學法課──孝敬，

真是大根大本！感恩 師父上人！感恩 阿彌陀佛！感

恩 師嬤！ 

末學 素慧 合十感恩 

一堂殊勝的學法課           
文：顏素慧

2018 年 4 月 13 日，末學南下高雄參加敬愛的

師嬤蔡張月雲女士的告別式，心中有許多感懷與學

習，分享於下：

【孝】

師父上人在師嬤往生極樂告別式上的開示，讓

末學想到「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的事蹟。經典

說，當年摩耶夫人在生下佛陀七日之後，就往生到

天界的忉利天宮去了。記得 師父上人曾說，在天界，

只有兜率天內院可以聽聞佛法，其他地方都無法聽

聞佛法。所以佛陀成道後，為報母恩，特別升到忉

利天為母親說法，給予法藥，因而讓母親摩耶夫人

的生命提升，永離輪迴，證得出世解脫。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

是我們世間認知的盡孝，但是即便如此盡孝，也難

解父母於命終後，隨業流轉輪迴三界之苦。因此 佛

陀以身表法──唯有讓父母永斷煩惱苦樂、證得解

脫，才是真正報親恩！師父上人曾教導末學，只要

不明理──不真正明白宇宙生命的真理，即便是做

盡了世間人所謂的孝順，也是慈悲多禍害，沒有利

益到父母，反而有虧損。師父這番教導，隨時鞭策

自己一定要努力明理學法。三千年前，有 佛陀升至

天界為母親說法讓母親證得解脫的至上孝親表法，

而我們更幸運～親見 師父上人在娑婆世間送師嬤往

生極樂淨土，實是太殊勝太殊勝了！

（左圖）

一顆紅豆一句阿彌陀佛，陪伴師嬤無數念佛時

光，答、答、答……是紅豆從她手中掉落盒子的

聲音，每顆紅豆落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是 師

父教她的方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她聽 師父

的話，真的做到了！ （摘自晏菱師姐臉書）

（右圖）

師嬤日常的念佛紅豆，後來裝進了一個個小福

袋，在今年五月，與有緣的同參結個佛緣。

弘聖師父上人開示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所以諸佛興出世，

為說彌陀本願海。

眾生迷惑、造業、受苦，之所以佛興出於世，為開佛之知見、示佛之知見，惟令爾等眾生能夠悟佛

之知見、入佛之知見！

生命本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並且也無從去來，無奈乎生命的迷執讓我們起妄想、起分別、起執

著，墮入六道輪迴苦海，求無出期。之所以佛令爾等眾生能夠覺察身心，以令智慧覺醒，能夠了透一切

宇宙真理，（師父說天語）能夠以自我本然之「自性清淨圓明之智慧」，了脫一切生命的束縛。

諸法本然如是，故佛陀告訴我們——「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可證得，

若遠離妄想、執著，則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證得。」

來到這一個娑婆世界，實稱「堪忍」，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能夠依持古師大德教誨我們的方便易行

之道往生極樂，實屬福中之福。在晚年能夠去契及所謂的易行之道——彌陀本願威神加持力的照護，（師

父說天語）也是萬幸之中的萬幸。

（師父說天語）所謂大勢至菩薩所言——「憶佛念佛，當來現前，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眼前即是佛，眼後亦是佛，眼中亦是佛。

（師父說天語）所謂是「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師父說天語）總是啦，

我們亦有這個機會契機回歸所謂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

（師父說天語）畢竟佛道是師道，師道奠基在孝道的基礎之上，（師父說天語）如果能夠讓我們做

孩兒的有這個機會禮踐無上的孝道，也是彼此共成之事。也當願來世能夠倒駕慈航，回歸娑婆，引領未

來苦難眾生成就無上佛道。

佛言——「假使頂戴歷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實則無有報恩者」，感謝！（師

父向母親頂禮叩頭三拜）  

加持之下，便覺身心舒暢。師嬤育有三子，第

三子明峯自小沉默寡言，體弱多病，身為母親

難免有世俗的掛念。不意，三子明峯年紀漸長，

智慧天啟，了悟佛道，修證有成。不僅病弱之

軀恢復健康，更不疲不厭奔波海內外弘法利生，

學人敬為上師，法號 弘聖。聞法、請法者絡繹

不絕，師嬤與三子之間對待亦師亦子，欣慰之

餘，亦感受到佛法的諸多好處，而升起了對佛

法的信願。

尤其，這人間難得一聞的梵唱，正是文殊

菩薩為娑婆眾生所揀選的「觀世音菩薩耳根圓

通」，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之殊勝妙法因緣，立

其假名，方便稱曰「元和妙音」。而此妙音不

僅是師嬤的最愛，她也親證、體會了妙音諸多

不可思議的妙處。因此，師嬤心心念念要將元

和妙音的好處分享給大眾。而 弘聖上師也演繹

了最圓滿的孝道──自覺覺他，將最親愛的母親

送往極樂世界，免受六道輪迴之苦。

在 4 月 13 日師嬤告別式的莊嚴時刻，弘聖

上師捨悲從喜，基於為人子的孝思，及眾多求

法者心中的企盼，特別為大家唱誦元和妙音並

法音開示。 

師嬤與 師父上人「亦師亦子」。每年大年初一法堂，師嬤都會向 師父上人頂禮感恩與新春祝賀。

某月，有一晚從高雄參加共修回到家，梳洗完

已經凌晨 2點多了，這時心裡開始猶豫要不要拜佛？

本想偷懶不拜的，但心裡覺得有點不妥，想想自己

做不到為法忘軀，晚些睡總還做得到吧，就這樣完

成了拜佛後才就寢。想不到早上起床並沒有比平日

晚，而身體竟有一種疲勞消除殆盡、精神很好、關

節舒暢無比的狀態～太驚訝了！

拜佛至今不到半年，最近發現身體的胃凸竟有

些消了，肩頸、肩胛骨原有的痠痛緊繃也舒緩了，

真的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說拜佛會有舒筋打骨的好

處，身體體質有明顯地趨好轉變。拜佛時的動作速

度與應有的態度心境，末學也都還在漸漸修正調整，

末學會持續學習，希望往後能更深入去感受體會到 

師父上人所教導的拜佛的真正精髓！

感謝波芽老師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的示範

感恩 師父上人無盡的慈悲引導與冥冥中的照護教化

                                           愚生 秀如 合十叩首

（編註：觀看「音流瑜伽淨心舒展功法」示範影片，請上網站：

「靈覺智慧網」－課程－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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