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1.「人在塵，心出塵；井裏栽花不染塵」。這個人呢，雖然在這個世界上；

可是啊，這個心，超出這個塵世了。好像啊，在那個井裏栽上花似的；不染，

沒有塵埃可以到得了。 

 

502.「大山崩前而不驚」：你再大這個山，在前邊呢，崩塌了，也不生一種

恐懼心。「美女當前而不動」：人最容易犯的是這種淫欲的魔，無論你是男

人、女人，對這淫欲的魔啊，來了，你就啊，不容易定得住。 

 

503.「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你跟著什麼人，

就會學什麼人。 

 

504.緣覺聖賢，孤峰獨眠；春花秋謝，十二連環。春天呢，萬物發生了，這

個緣覺的聖人呢，在這就看這種啊，「春觀百花開，秋看黃葉落」，他覺悟

到啊，這一切的事事物物，都有自然的一種生滅，所以呀，他就觀這個十二

因緣。 

 

505.拜佛是啊，功德無量的。「佛前頂禮，罪滅河沙」，你佛前呢，拜一拜，

你恆河沙的罪業都滅了。「捨錢一文，增福無量」。 

 

506.「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你把這個人身呢，失去了，一萬個大劫，恐

怕也再得不著人身，所以這是很危險。啊，不可以呀，啊，好像作戲那麼樣

去啊，作一作這個戲。 

 

507.「不知以為知，不能以為能」。這種人呢，我告訴你，是最愚癡的人，

是最愚癡，最笨的人才這樣子！啊，自己不知道，那麼就冒充知道。 

 

508.「上士無名，下士好名」。願意做個上士，也可以；可以做個下士也可

以，全憑你自己去。 

 

509.「內秘諸佛行，外現菩薩身」。內秘，內裏邊呢，是諸佛的一種行願，

諸佛的一種行為。外邊呢，現出來啊，這麼一個菩薩的身。這是觀世音菩薩，

所以他可以現佛身而為眾生說法，並不是冒充佛啊，來欺騙眾生，他是已經

成佛的。他看這個眾生啊，應該用佛身來度他，他就現一個佛身，為這一類

的眾生說法。 

 

510. 「能供一飢，不能供百飽」，中國人呢，說，我供你一頓飯吃可以，你

要是啊，天天吃啊，那我不能供著你的，這不能供百飽。 

 



520.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與

天地合其德」，天的有多大德行，我有多大德行；地有多大德行，我也有多

大德行，這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這個太陽啊，它的光明嗎？

我和太陽的光明是一樣的；月光光明嗎？我和月光的光明也是一樣的，與日

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這春夏秋冬有四時的這個時間性，你這個修行要到虛空

的那個樣子了，到春夏秋冬的時候，也就它有這種的時間呢，的表現。春天，

能有與四時合其序。就萬物發生；夏天，這萬物生長；秋天，就萬物收割；

冬天，萬物就藏了。所以呀，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啊，鬼

神呢，所知道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這與鬼神合其吉兇，你看這妙不妙！ 

 

521.我們修道的，無論哪一位，都要「舉動行為管自己」，常常管著自己，

不要管其他人；「行住坐臥不離家」，你無論行住坐臥，都要啊，照顧自己

的自性，這叫啊，「調善身心」。 

 

522.「體性至順」。體性，就自己呀，這個本體；性，自己的這個光明妙性；

至順，至順就是不違背一切的理，也不違背一切的法；一舉一動，都要合法，

都要合理，絕對不障礙其他的人來修行；也不障礙自己的修行，這叫「賢而

有德」。你能賢，就會有功德；你若不賢呢，就沒有功德。 

 

523.「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願意的事情，不加到旁人的身上去；

行住坐臥都要迴光返照，反求諸己，約束自己的身、口、意三業清淨。 

 

524.捨己為人，捨了自己，為其他的人。 

 

525.所謂：「魚目混珠」，不可以拿著那個魚的眼睛，就當珠子來用，當珍

珠來用。 

 

526.魚子奈摩羅，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魚子，就是啊，

所有的魚到春天呢，牠會啊，下這個蛋，下這魚的蛋。那個魚蛋呢，啊，又

可以變成小魚子。但是牠下這個魚的這個蛋呢，是很多很多的，可是啊，其

中不能每一個蛋都變成魚。 

 

有的蛋呢，變成魚；有的就不會變成魚。有的就啊，變一半魚，啊，牠又乾

了，又啊，那個魚就死了，這是魚子。奈摩羅，奈摩羅啊，是一種奈摩羅果。

這奈摩羅果呀，開的花最多，花開的最多；但是那個果實啊，它結那個果實

啊，是很少的，這是啊，奈摩羅果。 



 

527.「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你修智慧，啊，研究經典，講經說法，

不去做好事，不去利益其他的人，偏重於啊，這個智慧；你等啊，你證果的

聖人的時候啊，也沒有人供養，就是不結人緣呢！「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

珞」，那個大象啊，身上掛一個瓔珞，你說這有什麼用呢？啊，牠也不太懂，

象身掛瓔珞 

 

528.莫道出家容易得，皆因屢世種菩提。閒時不燒香，著急他抱了佛腳了！ 

 

529.「泥菩薩過海，自身難保」呢，到了海裏，被那海的水給化了，不能立

得住。 

 

530.「一草一木，不忍折橫」，一草一木啊，也不忍把它無緣無故就把它毀

壞了。「一蟲一蟻，不忍傷生」，就是一個蟲子，一個螞蟻，也不忍把牠傷

生了。 

 

531.這個修道的人，「身邊無愛物，自無煩惱生」，在你身上啊，沒有什麼

可愛的東西，沒有什麼可放不下的東西，自然呢，就沒有煩惱啊，生出來了。 

 

532.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533.所謂：「千日打柴一火焚」，你做一千天的功德，發一次脾氣，把這功

德呀，也就都燒沒有了。所謂：「星星之火，燒去功德之林」，因為這個，

不可以發脾氣。 

 

534. 儒教講，「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

肢，四體不言而喻」。 

 

535. 「到無求處便無憂」。你「知事少時煩惱少」，你知道事情少啊，是是

非非的知道少了，也沒有煩惱。「識人多處是非多」，你認識人多，啊，那

個麻煩就來了。這個說你對不住我了，那個說我對不住你了，那個又說你對

不住他；你我他這裏頭就有很多文章寫出來了，啊，很多麻煩就現出來了。

「知足常樂，能忍自安」，就沒有苦了。 

 

536.「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就是啊，好像曬太陽；一天呢，曬太陽；那

麼十天呢，把它放到雪櫃裏再凍上它，這叫一日曝之。 

 

537.警眾偈：「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



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538.「中道自畫，半途而廢」，走到一半，就自己呀，說，我已經夠了。走

到一半，已經啊，就要休息了，要停止了。你若精進呢，就不是。他也不休

息，也不停止。你不疲倦，才有功德；你若疲倦，就沒有功德了。 

 

539.「鐵樑磨繡針」，用一根呢，這個鐵，來呀，磨作一個繡花針，「功到

自然成」，你的功夫到了，自然就會成，所以說則事無難者，沒有什麼事情

啊，是做不到的。又說「誠摯以致，金石為開」，你精進呢，也就是因為有

誠心；你若有誠心呢，啊，就是金子、石頭都會啊，變化的，都會開。 

 

540.修行就怕站，你若天天呢，來修行，就會有啊，成就；你若是一天不修

行，啊，就拉的很遠。所以說，「站一站就二里半」。你修道也是，你呀，

天天修行，天天修行，不間斷的修行，這個時間久了就會成功的。你若是一

股一股的修行，一股勁修行，一股勁又不修行，這個就啊，不會成就的。所

謂：這個「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學佛法呀，就像在那個逆水，

不是順水，逆水行舟，你若不往前進呢，就是退步了；它因為逆水嘛，就向

後退了。 

 

「心如平原走馬呀」，這個心呢，就像那個野外一個那麼曠野一個地方啊，

像那個野馬似的，也沒有一個龍頭，也沒有一條韁繩，啊，「易放難收啊」，

你把牠呀，放開的時候啊，是容易，你若想把牠抓回來，不容易。所以呀，

我們修道的人呢，啊，一定不可以疲倦的，一定要精進的 

 

541.常認自己錯，莫論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體名大悲。 

 

542.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他

這個三省，省什麼呢？他說，為人謀而不忠乎：我為人做什麼事？是不是我

不忠心對人呢？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我對啊，朋友，我交朋友，是不是一點

信用沒有呢？我是不是天天呢，欺騙朋友呢？我是不是啊，盡轉彎抹角來騙

朋友呢？我是不是盡想啊，利益自己，而損害他人呢？這叫，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 

 

傳不習乎：說我師父教我的這個佛法，這個世間法，所有的我的師父教我的

東西，我是不是溫習過呢？我是不是啊，好像耳邊風似的，吹過去就沒有了

呢？我是不是，啊，聽了之後，我到家裏呀，我啊，再加以研究呢？這叫傳

不習乎，曾子有這麼三省。那麼我們這個做人呢，學佛法，也常常要這麼省

察，要省察。 



 

543.「畢竟西湖六月中，春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盡，映日荷花別樣

紅」。畢竟，這是啊，究竟啊，這個西湖在六月的天氣裏頭，所以說「畢竟

西湖六月中」，這是我們中國杭州啊，有個西湖，在六月的天氣。「春光不

與四時同」，這種春光啊，是特別美麗，特別的好；不與四時同，他說啊，

這種春光，和這個春天、秋天、冬天，和其它的時間呢，不同。 

 

春、夏、秋、冬這是四時啊，那麼這個六月啊，也不是正式夏天，夏天因為

要完了；又要到秋天了，這時候，春光不與四時同。「接天」，在西湖看上

來呀，那個接著天了！因為西湖很大，一看這個湖，那個水和天連到一起了，

接天。「蓮葉」，這個蓮花的葉子，這個西湖裏有蓮花，那蓮花的葉子啊，

「無窮盡」，不知啊，這個有多少這個碧綠顏色這個蓮花葉子。「映日荷花」，

那個蓮花呀，也映著這個太陽，「別樣紅」，啊，蓮花本來就紅啊，用太陽

一照著，這個紅的顏色更特別了，別樣紅。 

 

544.「金銀堆成山，是閉眼全都撂啊，空手見閻君，悔心把淚掉」。金銀堆

成山：金子、銀子堆的像山那麼多。閉眼全都撂：啊，空手而來，空手而去，

眼睛一閉，腿一伸，什麼都沒有了。金子山也不跟著去，銀山也不跟著去，

只有孽隨身，這個孽障可要跟去了。「空手見閻君」，空著兩個手啊，去見

閻羅王，那個時候後悔，遲了！啊，「悔心把淚掉」，閻羅王說啊，你現在

哭也沒有用了，這太晚了。所謂：後悔遲啊，你看多苦！ 

 

545.那個魚啊，在水裏頭躍上躍下的，所以「魚在水裏躍，人在世上鬧」。

人在世上啊，就是這麼好像開玩笑似的，做了很多，啊，不聰明的事情，自

己呀，還給自己做這個辯護律師！啊，說是啊，這不是你的過錯！自己明明

做錯了，還自己要給自己講道理，所以人在世上鬧，就在這鬧，鬧鬧吵吵的。

「不知為善德呀」，不知道做善做德。「虧心把孽造」，虧心呢，儘造很多

孽。 

 

546.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痛苦，縱有千

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547.「沒有內虛，不招外感」，你內裏頭若沒有病啊，外邊的那個病啊，它

也進不來。因為你防守的很嚴的，外邊那個賊呀，它也進不來。 

 

548.「修道之人心莫疑」，你心裏呀，不要生一種疑惑心，「疑心一起便途

迷」，你一生疑惑心呢，那個前邊那個路啊，你就不認識了，你就迷失正當

的路途了，會呀，入這個歧途了。 



 

549.「酒色財氣四垛牆，許多迷人在裏藏」，這四面呢，都好像牆似的；這

個人呢，都在這個酒，喝酒；色，貪這個色；財，貪財；好氣，啊，修道的

人呢，往往對這個氣，也放不下；有什麼事情啊，就發了脾氣了；這酒色財

氣，這個好像四邊呢，這個四邊牆一樣。很多這個迷的人呢，都在這個牆裏

邊來藏著；在這個裏邊，就是被這個酒色財氣來好像監獄似的，把他關到這

個監獄裡。「有人跳出牆兒外」，如果有人把這個酒色財氣都把它看的破了，

放下了，跳到這牆外邊去。啊，「就是長生不老王」，就會呀，能了生死了。 

 

550.孔子也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老百姓對這個皇帝一定啊，

要有信心來擁護這個皇帝。 

 

551.事來則應，事去則靜。 

 

552.「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類呀，就是同類的，人同類者為朋。 

 

553.有心，是妄想；你有心求它，這就是妄想；無心，才是感應。所以說，

「談到無心便是道」，你若講到這個無心了，這就是道。那麼可是啊，這不

容易；因為不容易，所以我們一定要來把它做到了它，要很自然的來做到了

它。打破一切的困苦艱難，無論什麼逆境，我們都要把它打破了它。打破一

切逆境，那麼你一定會成就這個佛果的。 

 

554.「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那個苦海沒有邊，你若回頭了，那就到岸上。 

 

555.「無我無人觀自在，非空非色見如來」，你說空嘛，又不空；你說有相

嘛，又沒有相；見如來，這是啊，如來真正的教義，啊，這是無上的布施。 

 

556.「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各類的眾生都會明白你所說的這個

妙法，都是它那個本類的那種語言，那種音聲，它都聽的懂。 

 

557.「真認自己錯，莫論他人非」，我們真認自己錯啊，就把自己這個黑暗

掃除去。莫論他人非，我們不把他人的黑暗，來啊，遮蓋我們自己的光明，

莫論他人非。「他非即我非」，他人的不對處，就是啊，我們自己的不對處。 

 

一方面，你可以說，他的不明白，因為我沒有把他教化明白了，所以說他非

即我非。那麼一方面，說他和自己大家是一體的，是一個的；那麼既然是一

個，就不應該啊，看他的不對，他的不對就是我的不對，我們要啊，儘量去

改善去。所以說，「同體名大悲」，這個把眾生啊，看成一體了，這就是一



個大悲心，這就叫「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558 「真空無人我，大道無形相」，無人、無我、無眾生、無壽者，啊，心

也空，法也空。這個心也空了，法也空了；心空，我執沒有了；法空，法執

沒有了，沒有一切的這個執著了，那麼這樣子啊，啊，這就是寂靜。 

 

559. 「上山擒虎豹，入海斬蛟龍」，到山上去把那虎豹給斬了牠，給抓住牠；

到海裏把那個蛟龍，拿出智慧劍把那個蛟龍也給頭給砍掉了牠，這才行呢！ 

 

560.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你想要望一千里嘛，望得遠一點嘛，就

再上高一層樓，就看遠一點。 

 

561. 「智者就見智」，有智慧的人，就看見很多智慧；「仁者見仁」，那個

仁慈的人呢，就研究出很多仁慈的道理，這各人所見不同。 

 

562.菩薩出家的時候，啊，他明白一切都是無礙的，明白一切無常，就願意

修無礙法，心裏啊，得到一種啊，真正的自在、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無憂無

愁、無罣無礙、無人無我、無樂無苦。在這個心裏頭啊，「超出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啊，這種的境界啊，是掃一切法，離一切相，心裏時時

都是快樂，時時都是啊，自在的，時時都是解脫的。 

 

563.「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這叫三界。

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這三界呀，沒有一個地方是平安的。 

 

564.「爭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生四相心，由何得三昧」。所以呀，我

們修道的人，就是啊，受一點委屈，我吃一點虧，也不要和人辯論，不要和

人爭，啊，吃虧啊，就是德行，所以不要啊，不能吃虧。 

 

565.所以佛啊，這是「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這是啊，「如來」兩個字

的另一個解法。 

 

566.「多者就為貪，少者就為慳」，那麼你適可而止，比如我們能吃多少，

恰到好處。 

 

567. 我們為什麼沒成佛呢？在無量劫到現在啊，都是躲懶偷安，才把自己呀，

耽誤了。到今天呢，趕快要啊，猛醒，要啊，明白我們過去的懶惰的，怠惰

自甘的，沒有什麼進步。我們現在再若不勇猛精進呢，那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才能了脫這個生死啊，超出這個輪迴呢！所以現在啊，不要等到啊，「莫到



老來方學道啊，孤墳都是少年人呢」！ 

 

568.所謂：「直心是道場」，處處都用這個直心。直心在下邊再加兩點，這

就是個真心。啊，用真心、直心，不要用那個彎曲心，不要用那個假心。 

 

569.「諍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生四相心，由何得三昧」，你一爭了，

就不能得三昧了；不能得三昧，你就沒有真正的智慧了。 

 

570. 所謂：「道並行而不相背」。 

 

571.什麼叫一味之法呢？這一味之法，也就是啊，佛乘，這個「唯一佛乘，

更無餘乘」，這種啊，成佛的一種法。 

 

572.「慈悲嘴，方便舌」，所說的言語，都是不離啊，道德這個理論。 

 

573. 「諍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和這個道理呀，是相違背的。「便生四

相心」，就生出啊，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了，生出這四相心。「由

何得三昧」，你有這個爭心，就沒有法子得到三昧了；所以呀，這個沒有法

子得三昧，那就不能修道。那麼離乖諍法，要把這個法離開。 

 

574. 報恩，人有這個受恩呢，就要報恩，誰對我們有什麼好處，我們要啊，

「受人點水之恩」，就是一滴水那麼一點恩，「當思湧泉之報」，好像湧泉

呢，我報答這個人呢，要像湧泉那麼樣子多一點，來報答這個人，要報恩。

所以父母生我們這個身體，我們要報父母恩，因為我們這個身體是父母的分

靈啊，所以要報恩，報答親恩。 

 

575.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大家聚會到一起了，說，一點正經話也不說，

就說這個是是非非的，說這個沒有意義的話。 

 

576. 「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你若能常在定中，那煩惱自然就都沒有

了。 

 

577. 「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缽；修福不修慧呢，象身掛瓔珞」。那麼所以

呀，我們人修道，又要修慧，又要修福。修慧，就是啊，常常讀誦大乘經典，

這是修慧；修福就要做種種的功德，這是修福。 

 

578. 「有狀元徒弟，沒有狀元師父」，我的徒弟呀，都是狀元，我這個就是

這一個做師父的，是一個還是白丁呢！ 



 

579. 「人窮志短，馬瘦就毛長」，人窮了，志氣也就沒有了；馬若瘦啊，那

個毛也就顯的很長的。所以人一貧窮了，人窮啊，這就沒有骨頭了，就這個

變了。 

 

580. 「君子無德怨自修」，自己呀，迴光返照，一定是沒有道德，沒有修行，

沒有這個智慧，人家才不恭敬我。 

 

581. 「誇一誇，你就上房笆」了；不要人家一恭敬你，你就覺得自己是老天

爺了，是個天主了，不能這樣自滿。 

 

582. 「天眼通非礙」，這個天眼通的人呢，他能看見呢，天上人間，那麼人

所看不見的，他都能看見；通非礙，它沒有障礙的。「肉眼礙非通」，這個

肉眼呢，它能看見有形有相的東西，無論是鬼神呢、菩薩、佛啊，它都能看

得見的。「法眼唯觀俗」，這個法眼呢，是觀這個俗諦理的，觀這個世間一

切的俗諦理。 

 

「慧眼了真空」，這個慧眼呢，是啊，觀這個真諦理的；真諦，是觀出世法

的。「佛眼如千日」，佛的眼若開了，就好像一千個太陽似的。那麼「照異

體還同啊」，它照的是不同的，但是它那個本體呀，是一樣的。所以呀，這

個若開這個五眼呢，那他才能啊，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所不聽、無所不

聞、無所不明瞭，有真正的大智慧，這叫無礙眼。 

 

583. 「為善如登百尺竿」，我們給它改了，「修行如登百尺竿，下來容易上

去難」，下來就很容易的，上去就很困難的，這個我們要在這個百尺竿頭重

進步啊，重進步啊，十方世界才能現全身呢！ 

 

584. 「一歷耳根，是永為道種」。一經啊，一聞這個諸法，就啊，那麼立刻

就解了，能受持，還能就不忘了。 

 

585. 「過能改、歸於無」，過能改了就沒有了，「倘掩飾，增一怙」，你若常

常掩飾，掩飾自己的過錯，掩飾，那就啊，過錯越積越多。 

 

586. 「狂心若歇，歇即菩提」，說你那個狂心呢，啊，你那種啊，那個狂妄

自大的心呢，你那種好高騖遠的心呢，你那一種啊，看不起人的心呢，你那

一種只知道有我自己最聰明了，只知道有我自己比誰都好，啊，本來他長的

像個醜八怪似的，你說他想，哦，我真美麗啊！你說這個執著到多大了？本

來自己是醜，他還說自己是美麗，啊，這都是一種執著。 



 

這種啊，如果你這種執著，狂心若歇，若啊，把它休息 休息住了；歇即菩提，

你這個狂心一休息，這就是菩提。什麼叫菩提？就是覺道，就是開悟了；開

悟，就離成佛不遠了！啊，你若能把狂心休息了，那就是你的好去處啊！ 

 

587.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拔去一根毫毛，要是對天下人都有利益，

他也不幹的。 

 

588.「因人施教，是因病下藥」。因為這個人呢，來給他說法，這叫因人施

教。因病下藥，這個看每一個眾生有什麼毛病，就給他一副什麼藥吃。這叫

「觀機逗教，因人說法」，那麼這種的都叫攝持所化機。 

 

589.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休使惹塵埃」。有的人呢，

就說這首偈頌啊，是不對的。那麼我呢，說這首偈頌是對的。為什麼呢？這

個身，是個菩提的一個種子，菩提樹，就比方菩提樹一樣；這個心呢，人的

心呢，就好像一個明鏡，明鏡一樣；所以他說時時勤拂拭，時時勤拂拭就是

叫你呀，常常的修行，時時都要修行。休使惹塵埃，你不要叫它掛上塵埃。 

 

所謂：「今日擦是明日蹭，擦來擦去如明鏡」。你呀，把這個塵土都擦去，

那個明鏡光就現出來，就沒有細惑。所以呀，就時時勤拂拭，休使惹塵埃這

也對的。這是在沒有開悟以前的人，應該呀，遵守的這種的道理。 

 

590.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他說啊，菩

提本無樹，沒有一個菩提樹；明鏡亦非臺，那個明鏡啊，就是明鏡，沒有臺；

本來無一物，你本來就沒有塵土，你何必又去擦了呢？何處惹塵埃呢？什麼

都沒有了，你塵埃又惹到什麼地方去呢？所以這個偈頌呢，它是啊，開悟的

人呢，所知道，所應該知道，所遵守的。 

 

那麼這所謂啊，「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忽動被雲遮」。你這一念不生啊，

那個佛性就現前了，那個定也就現出來了；你六根忽動啊，你要是在這眼、

耳、鼻、舌、身、意六根門頭啊，去做主啊，那就是好像虛空裏頭生出雲彩

來了似的，被雲遮了。 

 

591.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一稱南無佛，

皆共成佛道，這是說啊，人呢，到這個塔裏邊和廟裏邊，人到塔裏邊，廟裏

邊去拜佛，心本來要誠，專一的，要有一種誠心；可是這個人呢，他沒有什

麼誠心，就到這個廟裏邊呢，啊，就念南無佛，他沒有什麼誠心，你就這麼

一念南無佛啊，將來就成佛的。 



 

592. 「未結菩提果，先結眾生緣」。沒有到成佛以前呢，必須要先和眾生結

緣。與眾生結緣，怎麼樣結法呢？就是要對所有的眾生都好，以好心對待一

切眾生，以好事來待一切眾生；力量能做到的事情，就應該儘量去做好事，

所以這都是大乘菩薩的發心，不要做那個小乘、羅漢、自了漢，只顧自己不

顧他人。 

 

593. 「欲結菩提果，廣結眾生緣」，就要啊，對眾生啊，要結緣。為什麼呢？

眾生就是佛，你對眾生好，就是對佛好；你若對眾生不好，那也就是對佛不

好。所以呢，你能看一切眾生都是佛，眾生見到你也是佛；你若見眾生啊，

都是魔王，那個眾生看見你也是魔王。 

 

594. 「習焉不察」，你染成這種的風氣，不知道覺察，人家抽菸，你也抽菸；

人家喝酒，你也喝酒，就跟著人家跑了。跟著人家跑，自己身上就養成一種

的毛病，這叫毛病！ 

 

595. 「朝秦關，暮楚闕」，跑來跑去，這總也不定。 

 

596. 「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信呢，是道的根源，功德的一

個母親；它能以呀，長養這一切的善根，長養一切諸善根，所以呀，這個信，

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597. 「佛法如大海」，佛法，就像那海那麼大似的。「唯信可入」，這個海

呀，你用旁的方法是進不去的，你只有用這個「信」字，才能可以到這海裏

邊去；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所以這個信呢，是最要緊的。 

 

598. 「不越貧而從富」，不能說呀，不向這個窮人呢，來乞食，而去啊，向

那有錢的人家去乞食。「不越賤而從貴」，不能說是啊，這個家庭啊，非常

卑賤，我不向他化緣，我啊，要到那個尊貴的家庭去化緣去，不能的，要平

等乞食。 

 

599. 「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身」，內裏頭啊，都是菩薩心腸，外邊呢，他

所行的是小乘法，他心裏所存的，都是大乘的根性。 

 

600. 戒經上說，說「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眾生啊，受了佛戒，就是

啊，有成佛的這種的資格了，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這個他等到啊，

也開悟了，「是名真佛子」，這就是佛的兒子。 

 



在這個《法華經》上又說，說是「從佛口出，從法化生，故名佛子」，因為

啊，是從佛口出，怎麼叫從佛口出呢？是佛教化出來這些個人，都開悟了，

這叫從佛口出；從法化生，是從這個佛法裏頭啊，另生出來的。好像你們皈

依三寶，在皈依那個時候，我說你們現在啊，是一個新的生日，一個新的生

命，這也就是這個意思。你們既然皈依三寶了，這就可以也稱的佛子，佛的

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