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1_「以前的種種，猶如昨日死」，以前的一切，好像昨天死了一樣。「以
後的希望啊，猶如今日生」，就啊，做這一些個有益的身心的事情，不要做
一些個沒有益身心的事情， 
 
602_他這個皮膚啊，好像那個銀子那麼白，非常的白，好像銀子，「賽霜欺
雪」。 
 
603_「老韃子看戲白搭功」了。老韃子看戲白搭功，這是中國的一個名詞。
中國叫蒙古人叫老韃子，老韃子看戲呀，就是 go to see movie，他看中國的
戲，他不知道是講的什麼？這叫白搭功 
 
604_李太白說啊，「人不知道廬山的真面目，只緣身在廬山中」，你不知道
廬山是什麼樣子，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身在那個廬山裏邊，所以你看不見；
你若走遠了，那個廬山什麼樣子你就看見了，往遠一點看看，就看見了。 
 
605_「非失似失，非忘似忘，非遺似遺」，本來沒有丟，啊，你好像丟了似
的；本來沒有忘了，你也就想不起來了。啊，這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本地
的風光，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不容易明白？因為無始來啊，這個生死的根本，
攀緣心太重；若沒有攀緣心呢，即刻你就明白你這個本有的這種佛性了。 
 
606_而我以心，推窮尋逐：而我，而字啊，是承上啟下，由上邊這個意思，
又接到下邊的意思，這叫承上啟下。因為上邊那個意思還沒有說完，所以呀，
就接著向下說啊，用一個「而」字。 
 
607_佛面猶如淨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 
 
608_出馬腹，入牛胎，閻王殿前幾度徊呀！「出馬腹」，啊，有的時候做馬
去了；有的時候又做牛去了，「入牛胎」。「閻王殿前幾度徊」，啊，在閻



羅王殿前呢，走來走去的，來回那麼徘徊，不知多少次？ 
 
始從帝釋殿前過，又到閻君鍋裏來。「始從帝釋殿前過」，好像昨天晚間我
講那個孫陀羅難陀，啊，佛帶他，說是將來他修行啊，升天，有五百天女服
侍他，他高興的不得了！這叫始從帝釋殿前過。 
 
「又到閻君鍋裏來」，啊，過了天福享盡了的時候，又要墮落啊，到地獄；
啊，墮落到地獄，要用那個油鍋炸起來，所以又到閻君鍋裏來。你說，這個
輪迴，輪迴路險呢！這個輪迴呀，啊，你一不小心就走錯路了；走錯路了，
嗯，那時候啊，就很不容易回來的。所以呀，我們現在得到人身呢，是趕快
猛醒啊！快覺悟吧！不要再好像阿難呢，認賊作子了。 
 
609_孟子說，「出入無時」，出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去？回來，也不知
道什麼時候回來？「莫知其向」，也不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為心之謂也」，
就說啊，大約就是這個心。他這個心說的也是這個妄想心，不是這個真心。
真心，又怎麼會有出入呢？沒有出入的，為心之謂也。 
 
又說，他說啊，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說這個人呢，有
這個雞，和這狗跑了，你說他就知道周圍去找，知道去找這個雞，知道去找
這個狗。他自己的心跑了，他不知道去往回找。這就是說這個妄想心呢，啊，
一天到晚打妄想，跑到東邊去，跑到西邊去，跑來跑去的，他不知道把這個
心，把它管一管，叫它不要跑這麼多空路。 
 
610_「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狂心呢，若休息了；休息，狂心停止了，這
就是你的菩提心現前的。 
 
611_「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呢」，人人都有過錯；那麼有過錯能改，這就是啊，
有智慧的人。說啊，「過則勿憚改」，有過錯的你不要覆藏著，不要掩護著過



失，不要遮蓋這個過失，你要啊，要發露懺悔，承認自己這個過錯；你承認
坦白，就沒有了。若是總覆諱過失，不預人知，不願意叫人知道，這個呀，
就好像黑暗的東西在裡邊，永遠不會有光明。不會有光明，也就是所謂不會
有智慧；有智慧就有光明，你若愚痴就沒有光明。 
 
612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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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_君子有三戒：「年少之時，戒之在色」，年少的人呢，要戒色，戒婬欲；
如果你若不戒婬欲啊，把你的身體呀，就弄的不健康了。「及其壯年，血氣
方剛」，你壯年的時候血氣方剛，要「戒之在鬥」，你不要盡找人去打架去。
人家打你嗎？你退一步，不要和人打架。「及其老也，血氣既衰」，這就像
波斯匿王這時候就可以說是血氣既衰了。「戒之在得」，什麼叫得呢？就叫
貪得無厭。不要生出一種貪心，老年人不要生出一種貪心，戒之在得。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
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614_「耄耆(ㄑㄧˊ)倦於勤」，因為他七十多歲了，也懶惰了，不願意去啊，
管理國家的政事，所以這叫耄耆，耄耆倦於勤，啊，很懶惰了。 
 
615_「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那個皮子啊，肉皮子，就像那個雞
那個皮似的，一個疙瘩，一個疙瘩的，這叫雞皮。鶴髮，鶴髮就是頭髮都白
了。 
 
616_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啊，把我就趕的也老了。 
 
617_紆曲而行啊，就是走路，走了很遠的路，不是走近路，這叫紆曲。 



 
618_「以文害義」，不要食骨不化；不要吃了，完了，吃下去不會消化了，
這要會消化的。吃下東西呀，你要會消化。這個經啊，這個文，也是這樣子。
你若食骨不化，哦，這黑月，大約是月亮黑了吧！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人，一
看見這黑月，喔，那《楞嚴經》上說還有黑月呢！月亮是黑色的！你說這弄
什麼地方去了？啊，所以呀，不要以文害義。 
 
619_無葉生枝，沒有葉子，它就生出枝子。這所謂：「節外生枝」，好像那
個樹啊，啊，本來那個樹葉在樹枝子上長的，啊，它沒有樹枝子，它又想生
個樹葉子，這叫節外生枝。 
 
620_「慈運無緣」，誰和你最沒有緣，你呀，應該對他最慈悲，這叫無緣慈。
沒有緣，同你不好，你應該用慈悲心來待他，這叫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啊，
我對你們講，我說，啊，一個人，就是一切人；一切人，就是一個人。那麼
這一個人，譬如你有困苦，我就啊，認為好像我的困苦一樣。所以我想法子
啊，無論如何把你的困苦艱難呢，給想法子消除了。 
 
621_「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這麼給他迴
向。說呀，你現在布施我，這個布施，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你想求什
麼，我一定滿你的心願，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故施，你要是因為啊，想要快樂的緣故，你呀，布施給我。後必得安
樂，將來呀，以後一定得到啊，這個安樂這種果報。 
 
622_「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缽；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你單知道修
智慧；說是我學習經典，來研究佛法，這不錯，開智慧。你又要做布施，又
要栽培你的福_慧，又要求福，種福，在三寶的面前。如果你不種福，這個羅
漢托空缽，你單單修智慧，不修福；不修福的話，這個羅漢你出去化緣，就



沒有人布施給你。為什麼呢？你在以前沒有種過福，沒有修過福，所以就沒
有福。 
 
修福不修慧，單單知道做好事、做功德、做善事，而不修這個智慧，不求智
慧，這將來怎麼樣呢？象身掛瓔珞，你托身做一個大笨象；象身掛瓔珞，在
那個象的身上掛很多這個珠寶、玉器、瓔珞。瓔珞是一種，也是一種裝飾品，
戴上好看的，那麼象身掛瓔珞。你看身掛瓔珞，這有福，但是沒有智慧，象
沒有什麼大的智慧。 
 
所以我們修道應該又要修福，又要修慧；內裏邊也要修，外邊也要修；內聖
才能外王，內聖，就是自己裏邊修的光明了，有智慧了，聖明了；外王，外
邊你也要去做好事。所以這要內功、外果雙管齊下，這才能得到這個道的相
應。 
 
623_在佛教裏頭，這個布施啊，是「捨一得萬報」，在《地藏經》上是這樣
講。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應該深信這種道理，對這個道理啊，不應該生
一種懷疑心。 
 
624_老子所說那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道可道，非常道」，你那個道，要是可以說出來的，可以呀，
講出來的，那就不是一個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若有一個名可以講
出來，那也不是個常名。所以他才說，啊，「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這是老子的學說是這樣子。 

625_「現燒香，現念佛」，「閒時不燒香，著急抱佛腳」，閒的時候啊，他
不信佛；等一有了災難了，喔！到這個廟上去進香，到那個廟上去叩頭，這
中國皇帝都這樣子的以前。 

626_「白水燉白菜，淡而無味」，也沒有加鹽、也沒有加油，用這個白水燉



白菜，淡而無味，沒有味道。 
 
627_「無在無不在」，它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所以它就沒有不是它的地方，
它是一個全體大用的。 
 
628_「因時制宜」，因為這個氣候的關係，因為地理的關係，因為人的習慣
的關係， 
 
629_「苦海無邊」，這個苦海呀，苦的海沒有邊，「回頭是岸」，你一把它
看破了，那你就可以了生死了。 
 
630_一脫人身，萬劫不復啊！你把這人身失落了，跑到那個畜牲那個身上去
了，再想回到人身上來呀，就不容易了！或者一生、兩生、三生、四生、五
生，乃至十生，到十生啊，都不一定回得來呀！到這個人身上，再做人。所
以才說啊，啊，「人身難得，佛法難聞」，這個人身不容易得的！ 
 
631、「其志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這種愚癡法呀，比不了，沒有人能比
得了。 
 
632、「學問深時意氣平」。你這個學問呢，若是深了，有學問了，意氣平，
你已經沒有火氣了。為什麼這個人有火氣呢？就因為學問呢，還不夠呢！你
這定力若夠了，就是這個地方啊，應該壞了，你都能感應好了。 
 
633、無漏呢，這是沒有這個無明了。沒有無明，這是啊，「諸漏已盡，所作
已辦，不受後有」，諸漏已盡，什麼毛病都沒有了，證到四果阿羅漢這叫無
漏，得到漏盡通，這叫無漏。那麼這叫啊，諸漏已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就沒有來生；所作已辦，所應該做的事情啊，他已經做完了；不受後有，再
啊，沒有來生這種果報身了，所以這叫啊，這個諸漏已盡。 



 
634、所謂：「舉案齊眉」。怎麼叫舉案齊眉呢？中國那時候，在古來有一對
夫婦啊，這個太太給這個丈夫啊，拿來這個飯菜來的時候，都舉到頭上，舉
到眉毛這，這恭敬。好像啊，就好像敬佛這麼敬。 
 
635、「不得其門而入，就不見宗廟之美」。沒有門，就不能到這個房子裏邊，
所以呀，要因門入，屋子是得著了，一定要有一個門，才能到這個屋子裏邊。 
 
636、「妄無不盡，真無不存」，這個妄都沒有了，完全是真的。這是啊，到
那個究竟的極果，也就是啊，成佛了。在這個時候啊，這由這個光明中所顯
現出來一種的明相；精純，一點無明煩惱都沒有了。 
 
637、「半仙之體了」，就是啊，有半個神仙的這麼程度，這麼身份。 
 
638、出家人呢，最初要出家的時候，都要學四句這個偈頌。這四句偈頌以前
我給你們講過，就是啊，「身語意業不作惡」，身呢，和這個語，和意，這
個這三業都不作惡。「莫惱世間諸有情」，不要啊，令這個世間一切有情的
眾生啊，生煩惱，這叫莫惱世間諸有情。「正念觀知欲境空」，要正念呢，
來觀察這個欲境空了。「無益苦行當遠離」，那個沒有益處，那個外道所修
那苦行啊，應該遠離的，這以前我給你們講過了。 
 
639、「因緣所生法」：由這個因緣所生出來這個法，「我說即是空」：我說
出來啊，這就是空的；「亦名為假名」：也啊，叫假名，給它起個假名，「亦
名中道義」：又名字呢，叫中道義。 
 
正講這幾句偈頌呢，大約舍利弗就來問，啊，說，你們說什麼啊？你們師父
是哪一位啊？所以馬勝比丘就對他說啊，「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佛
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他一聽就開悟了，這回去啊，就叫這個目連都一起



來皈佛了。 
 
640_不生這個心，就什麼事情也沒有；一生心，一動念，就發生了毛病了。
所謂：「開口便錯，舉念即乖」，啊，你動一個念呢，這個地方就生一個，
打一個妄想，就生出一種毛病。 
 
641_「三際求心心不有」，說在這個三際求這個心呢，沒有。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為什麼呢？你說這個過去，什麼是過去？過
去的已經過去了，已經過去了，過去心不可得。現在，現在的不停，現在，
你說這個是現在，哦，這個又過去了；你說這個是現在，這個又過去了，現
在不停，你現在心在什麼地方？未來心，這未來的還沒有來呢，沒有來的也
是沒有啊，所以這三際求心心不有，心沒有了；「心不有處妄原無」，心既
然沒有，心都沒有了，哪個地方有個妄想呢？ 
 
你若會得這種的道理呢，根本就沒有。在這個如來藏性上啊，什麼也沒有的。
所以呢，現在不過這個，這個修道的人呢，他生出一種執著！生出一種執著
什麼執著呢？計有計無，他不是啊，說有，就是說無，所以有邊論、無邊論。 
 
642_「莫道出家容易得呀」，你不要以為你出家這容易，說我這很容易就受
了沙彌戒了！你知道你以前受過多少的這個困難呢？受過多少啊，這種的磨
難呢？「皆因屢世種菩提呀」：你在呀，往昔生生世世都發菩提心，種這個
菩提種子。(華嚴經玄談) 
 
643_「無心無念福無邊，私欲雜念是罪愆」，你能到無心這個境界上，就無
所執著了。無所執著，這就啊，「體極」；你體會到這個極點，你明白到這
個極點了，這叫體極。啊，體極，體會到這個極處了，也就是啊，開悟了。
這一念開悟，這無心到極點，便契佛家，便呢，啊，和這個佛的這果位相契
合了，和佛這個道理也相契合了。這個契呀，是契合。便契合佛家，也就是



生到如來家了。 
 
644_「有心就是妄想，無心就是感應」。所以修道的人呢，你不要想做什麼，
你一想做什麼，那就是妄想。你到那個應該呀，做人天的師表的時候，那天
龍八部就把你推出來，你再想啊，不做也不可以的。 
 
645_「但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我啊，佛知道我就可以了。啊，你若一
想到佛知道你就可以了，那你若一動無明，佛也一定知道了；你一打妄想，
佛也知道了；你一生瞋心、貪心，啊，這個癡心，佛那都知道了！所以你不
能瞞得了佛。不要說佛，啊，普通的聖人你也瞞不了；啊，菩薩他都有他心
通，你也欺瞞不了。那麼既然這樣子，就不要打妄想囉！ 
 
646_「舉動行為管自己，行住坐臥不離家」，你不要盡給旁人呢，去洗衣服，
要啊，自己呀，把自己好好照顧一下，迴光返照。 
 
647_這空理呀，你證得這空理呢，啊，是煩惱也沒有了，是什麼，「亦無人亦
無佛，大千沙界水中漚，六和情空如電掃」，什麼都沒有了；啊，所以呀，
證得這空理是這樣子。 
 
648_「光風霽月，草木欣欣」，草木都笑起來，「怒雨疾風呢，禽鳥淒淒，故
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刻無喜神」。(註：菜根譚第六則，和氣致
祥，喜神多瑞，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日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
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649_我們修道的人，你能看佛，我們恭敬他；這個魔王呢，我們也不反對他；
這樣就是啊，冤親平等了；「冤親平等，佛魔一如」，要能看這個樣子，也無
憎，也無愛，也無善，也無惡，這個境界就差不多了。 
 



650_「諸葛一生唯謹慎」。 
 
651_「萬物並作原無事啊」：這個天地間的事，生生化化，化化生生，自有化
無，自無化有，這是本來的一種道理，也無所事事的，不是說頭上安頭啊，
故意造出個什麼東西來，原無事，這是無所事的，本來無所事的；「萬物並作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所以說，「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那麼天說什麼來著，這就是萬物並作原無
事，無所事事。 
 
652_「人在塵，心出塵」，人在這個塵世啊，那心裡頭啊，超出這個塵世了。
「井裡栽花不染塵」，好像在井裡栽花，它那個塵呢，都到不了，到不了那個
地方。 
 
653_「依教奉行知多少啊」：佛呀，苦口婆心來教化我們，那麼真正能以明白
的，依佛的教化，依教奉行的，這能有多少呢？知道有多少呢？還是迷的多，
是覺悟的少；聽的多，是行的少，聽佛法的人，很多；行佛法的人，很少。 
 
654_「智者見智是仁者見人，深者見深淺者見淺，各得其所」。 
 
655_「人轉境界，而境界不能轉人」，這就是啊，一個有功夫的人。那有功夫
的人，「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縱遇鋒刀，縱遇到這個刀劍，
來臨到身上，有人用劍、用刀要殺父，也很坦然的，一點也不憂愁，無憂無
慮。假饒毒藥也閑閑，你就有人呢，拿毒藥來給吃，啊，想要毒死你，啊，
毒死就毒死了，有什麼問題！ 
 
你這樣要一想，你說的，還有什麼麻煩，還有什麼問題？什麼問題也都沒有
了。啊，什麼問題沒有了，這就是解脫了。所以我們修行啊，要得到解脫，
把我們的一切的執著都破了；破一切的執著，即是解脫。你能解脫了，就是



自在；你能自在了，啊，就是寂靜快樂，就是常樂我淨。 
 
656_我們這萬佛城啊，是華嚴境界，注重華嚴經，華嚴的道場，這是所以叫
華嚴境界；華嚴經裡頭所有的境界我們這都有。楞嚴壇場，這是啊，也是修
楞嚴法的一個壇場；修楞嚴咒啊，不是要結壇呢，我們這叫楞嚴壇場。又修
這個四十二手眼的法門。這種法呀，在底下這個說了，安天立地，我們把天
也安了，地也給立住了；就是啊，沒有什麼災難了，天地都可以安天立地，
就是平的這些法。 
 
妙覺世尊，妙覺啊，就是釋迦牟尼佛啊，他證的妙覺的世尊果啊；等覺菩薩，
這個等覺菩薩就還差幾一步啊，就成佛了，只差一個丁點成佛。千百億化身，
他們都有千百億化身。變海為沙，他們都能啊，把這海一變，啊，變成山了；
啊，或者山呢，也變成海了。這都是很平常得一種那個神通。所以你們各位
呀，不要以為這是什麼了不起的，都很平常的。 
 
657_「分別名相不知休」，分別這個名相啊，也不知道停止。「入海算沙徒自
困」，就好像啊，算那海裡頭的沙子，啊，有多少粒沙子？恆河裡頭有多少粒
沙子？究竟你能知道有多少粒？你能算的完嗎？現在就是這個電腦，這個電
腦它也不一定算的出來，說是很準的；嗯，準，再準！它也不能一粒也不錯。
那個沙子，那麼樣子像麵粉那麼細，一粒不錯，這無有是處，談不到，怎麼
樣聰明的電腦，也算不出來恆河沙數。 
 
「覺者了悟離言說呀」：你等覺悟了，明白了，離言說相，離心緣相，掃一切
法，離一切相，才知道啊，分別名相這一些個事情，都是多餘的。你能明白
一切法，本來就是這樣子，還有什麼可說的？ 
 
658_「肚大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659_「施恩不求報，予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鬼神護之」。 
 
660_「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凡是你所遭所遇，一切的環境，覺得不圓滿，
你都應該迴光返照，問問自己。哎！我自己呀，大約是錯了！要這樣一想，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661_「佛如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眾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佛如清涼月，
眾生啊，會得到清涼，也得到自在，這啊，沒有啊，一點塵染這個思想。 
 
662_「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我們就吃一口粥，吃一粒米，你們也要想一
想這個來的地方，不容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就是一條線，一條
紗，也要啊，想它這個物質啊，不容易成就的，不可以隨便浪費東西，不可
以隨便把這個吃的東西，沒有吃了，就倒到垃圾籮裡了。 
 
663_用威德來教化眾生，降伏外道，他啊，離文字相，離言語相，掃一切法，
離一切相；能以呀，「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664_所以古人說啊，「過能改，歸於無」，過若能改呀，就沒有了。「倘掩飾，
增一辜」，你若是掩飾你的罪過，你呀，以為人不知道，把它遮蓋起來。可是
啊，這樣啊，罪上加罪，過上又增過。為什麼呢？本來你造的罪業，啊，你
能改過，能以當眾懺悔，這是啊，一種大丈夫的行為。 
 
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君子這
個過錯，像那個太陽太陰，哎，日蝕月蝕一樣，人人都看的見。及其更也，
等到他改過的時候，人皆仰之，人人呢，都仰望他，人人呢，都讚歎他。 
 
所以呀，古人又說，「過則勿憚改」，有過啊，就不要怕改。你一怕改呀，怕
人知道，這你就有一個覆藏的罪過，遮蓋的罪過。本來就一個罪，你這一呀，



存心一遮蓋，變成兩個罪了；兩個罪，你繼續繼續下去，就有無量的罪。所
以我們人無論犯什麼過錯，應該呀，隨時改，知道悔過，改過。以孔老夫子
這樣的道德學問，他都啊，要寡過！他都啊，要寡少他的過錯。我們這一般
愚癡的眾生，怎麼能沒有過呢？ 
 
665_「擇善而從，不善而改；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666_「人傑地靈」，傑，人若傑了，地就靈；就是啊，意思間就是這個人若
是個聖人呢，到什麼地方都是聖處。 
 
667_「魚在水裏躍，人在世上鬧；不知為善德，虧心把孽造；金銀堆成山，
閉眼全都撂；空手見閻君，悔心把淚掉」。 
 
668_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669_「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
座」。這個佛身充滿於法界，這就是法身；普現一切眾生前呢，這就是應身。
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這都是應身。這個佛身充滿於法界，這
是一；普現一切眾生前，這是多；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這是
非多非一。你說他多嗎？他有是隨緣赴感；你說他一嗎？他隨緣赴感；你說
多呢？他又是而恒不離菩提座。這就是啊，說這個佛的這個境界，佛身的境
界；那麼和這《華嚴經》啊，的境界，是一樣。 
 
670_「對境心不起」，對這個境界上啊，不動這種心，對境無心。 
 
671_「巧把塵勞為佛事」，巧啊，就是很巧妙的，把這個塵勞；塵勞，就是
這個世間上一切的境界，變成佛事，廣作佛事。 
 



672_「見有若無心自安」，你見到什麼美色，你見著了，心裏呀，就動了心
了！在你沒見的時候，你怎麼不動心呢？你見著這個美色一動心了，那就被
這個色塵所轉了。那麼你能遠離這個色塵了，所以就色所不劫，這個色呀，
它就不能來搶奪你家裏的財寶了。 
 
673_「水流風動演摩訶，七珍池花四色湧金波」，這個七珍呢，的池裏頭啊，
那花有四色。 
 
674_「反聞聞自性」：你反聞呢，聞自己的自性，「性成無上道」：你這個
性啊，就可以成就這個無上的道果。 
 
675_「掩耳盜鈴」，掩，把他自己耳朵堵上了，去偷那個鈴鐺；說是啊，自
己聽不見了，旁人也不會聽見。 
 
676_「善就一夥」，合夥那個夥。「惡就一群」，惡呀，他有一群的，什麼
人就找什麼人；做善的人，就和做善的人在一起；做惡的人，就和做惡的人
在一起。 
 
677_「君子謀道不謀食」，這個修道的人呢，只問我這個道業成沒成就，不
管吃的好不好。 
 
678_「洩則不住，住則不洩」，洩漏了你的來歷，你是哪一個菩薩化身呢，
你若洩漏了，那就趕快走，就趕快死去；若沒洩漏呢，還在這可以呀，逗留
幾天，為什麼呢？你若是啊，啊，洩漏了不走，那麻煩事情就多了。 
 
679_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說，「不食嗟(ㄐㄧㄝ)來」，不食嗟來是怎麼樣
子啊？好像那個人呢，沒有飯吃，他到你的門口去討飯吃，你拿著一碗飯，
給你了！啊，這麼樣子，啊，你給他了，還要罵他一頓，他啊，這個有若有



廉恥的人呢，就不吃這碗飯，寧可餓著，也不吃這碗飯，這叫不食嗟來。 
 
680_「生從順習」：這個生啊，是從順習，這個眾生都願意隨著這個生，「死
從變流」：死的時候啊，就是隨這個業報啊，變遷，而流轉，隨他自己所造
的業去流轉。 
 
681_「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眾生受了佛戒，就是入佛位了。 
 
682_為虎做倀(ㄔㄤ)，怎麼叫為虎做倀呢？這個是啊，這個山上有老虎，老
虎，人人呢，都不敢到這山上去啊，怕這個老虎吃了。這個他呢，他就變成
一個人形，在前面這走。你這一看這有人走路，就不怕了，就跟著他走。跟
著他走，一到山裏頭，到這虎的窩了，這老虎出來就把你吃了。他呢，就是
專門給老虎來騙東西吃的，幫著這個老虎騙東西吃，騙這個人呢，和畜生來
餵虎的，這叫為虎作倀。 
 
683_櫻桃拌豆腐，櫻桃啊，拌豆腐，有紅似白的，紅中有白，白中有紅，像
童子那個小孩子那面孔，你看，非常的看著油潤。 
 
684_「心照不宣」，心光啊，互相一照，你也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也明白你
的意思；你想要說什麼，我也知道；我想要對你講什麼，你也知道，就用這
個光來互相通的。 
 
685_「老而不死是為賊」，說人呢，若老了不死啊，就變成賊了，你看，何
況這個鬼呢，這鬼若老了不死，就變成魔了。 
 
686_「莫道出家容易得」，你不要以為呀，這個出家很容易就出家了，「皆
因屢世種菩提」，你要生生世世啊，都種這個菩提的善根，才能出家的。 
 



687_「誓願披精進鎧，持般若劍」，你看這般若劍多妙！你們把般若劍都忘
了。「斬殺六根之狂賊」，你們覺得這狂賊是你們的朋友，你們不願殺它，
所以也就不願意記著。我看你們今天學這個中文的，有一個人呢，一看就皺
眉頭！啊，這眉頭就皺起來；啊，就是啊，反對這個，不要殺這個賊，這個
賊是我的好朋友，怎麼可以殺它呢？ 
 
又說啊，「捉拿六識之陰鬼」，這陰鬼，哈，也不願意捉他！為什麼呢？他
好來給你通一個消息，啊，向你報告，因為看見了，你這還沒有參謀；沒有
參謀，這個事情就不能進行，啊，這就有個參謀！參謀，叫什麼？ adviser，
就來給你出主意了，去幹了！去囉！不要緊的，沒有關係！ 
 
啊，「掃除六塵之染魔」，這個染魔，也捨不得，啊，覺得他不錯的，幫我
很大的忙，所以也不願意掃除。因為這個，就完全不願意記他，都忘了，對
不對！ 
 
688_「圓滿果覺，歸無所得」，所以呀，在這個果海呀，是沒有什麼可說的。 
 
689_「開口便錯，舉念即乖」，你呀，本來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所說出來的，
都是沒有事情找事情幹。 
 

690_「移山填海真大地」，「旋乾轉坤變新天」。 
 
691_「說的是法，行的是道」，你說的好，說的妙；若不實行啊，就沒有道；
你這道，你若不去修行去。說我會講經啊，你會講經，你不會行經，你不會
修行，那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會修行。修行，怎麼修行呢？就是去毛病！你
能把毛病去了，就是修行。 
 
692_「故栽者培之」，你栽上的東西，就要給它培多一點土，不要幫助它長；



「傾者扶之」，它若倒下來了，你把它再掫起來，這才可以。 
 
693_「眼觀形色內無有，耳聽塵事心不知」，垢淨一如，一個樣子，心裏沒
有這個分別心；沒有說，啊，這是不乾淨的，那是乾淨的。 
 
694_「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不論講的粗的也好，講的微細的也好，
啊，都是合乎第一義諦。 
 
695_「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你這一念的瞋心生出來了，有八萬那麼
多的障礙的門戶，就都開開了，你看多厲害！ 
 
696_今天呢，來一個學醫生的，我對他講，我說啊，你就是怎麼樣醫生再好，
你自己死的時候，也治不好自己這個死病！那麼他的母親就說，這是人一個
應行的一種過程。我說，過去這個程，又怎麼辦？ 
 
697_「無是老死，無誰老死」，無是老死，這就是法空；無誰老死，這就是
人空；這已經啊，證得人空_法空，才能啊，證這個羅漢果。(華嚴玄談-第二
門-2013-02-22) 
 
698_「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這個法呀，它不會自己生出來的，要有這個
境界來了，啊，說這個法，這個法就生出來。「道不虛行」，這個道啊，你
修道，你修一分，就得到一分好處；你若不修呢，得不到好處，所以這叫道
不虛行。「遇緣則應」：遇到什麼因緣呢，它就有一種感應道交的。 
 
699_「深者見深，淺者就見淺」，有大智慧的人，就明白多一點的道理；智
慧小的人，就明白少一點的道理。(華嚴經疏玄談-第二門-2013_02_26) 
 
700_「圓人修法，無法不圓」，你大乘根性修啊，修什麼法都是圓的；那個



二乘的根性啊，就是，圓他也不圓了。大乘，是有智慧根性的人呢，不圓他
也圓了，所以叫圓教。這個圓人修法，無法不圓，就是啊，不圓的，他也圓
了，所以叫圓教。那不是圓人，就是二乘人，你就給他說這種圓教的法門，
他也不明白，所以呀，那個圓法也變成不圓了。 
(華嚴經疏玄談-第二門-2013_03_04) 
 
701_「看這三界如牢獄」，啊，看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就好像一個監
獄似。「視生死如冤家」，他看這個生死啊，這真是討厭，我一定要了生死，
一天不了生死啊，啊，我一天也不休息。 
look at the three realms, such as prison ", ah, look at the desire realm, 
colored circles, formless, like a prison like. "As life and death as the enemy," 
he look at the life and death, which is really annoying, I must be a death, a 
day not life and death, ah, ah, my day without a break. 
 
702_「灰身泯智」，啊，把這個身體呀，也像沒有了似的；智慧啊，也不生
了。 
"gray body to obliterate wisdom", ah, this body Yeah, like not like; wisdom, 
nor life,. 
 
703_「望望然趨之，望望然避之」，就望他一下，再望一下，就跑了。 
"looked at the natural trend of looked at the course to avoid the" look on him, 
and look again, and ran away. 
 
704_「道找一面，理論兩平」，這個修道啊，是找自己，不找人家的不對。 
"Road to find side, theoretical level", the monastic is to find yourself, find 
people wrong. 
 
705_「合則雙美，毀之兩傷」，要是合起來呀，講，他們都可以講的通，這



叫雙美；毀之兩傷，你要是譭謗它，那麼兩種啊，都受傷，都立不住。 
a "double the United States," ruined two injured, together if you speak, they 
can speak through, called dual US; destroyed and two injured, if you speak 
evil of it, then two, ah, were injured, are not stand. 
 
706_永明壽禪師說，「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作人師，將來作佛祖；
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若有禪呢，沒有淨土，就會走錯路了。 
Sun Life Life Jackson said, "Zen and Pure Land, like a tiger with an angular; 
secular ZUOREN division, the future Buddha; Zen and Pure Land, nine out 
of ten the wrong way", if Zen, Pure Land, it will go the wrong way. 
 
707_「圓人說法，無法不圓」，這個教也圓，是人也圓，人說出法來啊，條
條是道，頭頭是道，怎麼說怎麼對；啊，本來他沒有道理，他也講出個道理
來，令你還不能不信這個道理。本來不對的，他講，就講出很有理的。 
"round saying, can not help round" teach round is round, people say the law 
ah, all roads Road, clearly and logically, how to say how on;, that he was not 
justified, he also spoke a reason, you can not help but believe this truth. 
Would have been wrong to him, speak very rational. 
 
708_「焦芽敗種」，焦芽，就是芽子乾了；敗種，那個種子壞了，啊，就不
能生了。 
"coke bud abortion", coke bud, the buds dry; lost species, the bad seed, ah, 
can not be born. 
 
709_這個頓呢，就不需要一步一步的修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一發
心就成佛了，就這麼快！ 
the Dayton, you do not need to practice step by step, into enlightenment "," 
onset heart situation the heart of a Buddha, so fast! 



 
710_「一拍兩散」，就啊，我得不著好處，叫你也得不著。 
"blow up" on the, ah, I could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at you have not. 
 
711_由彼彼徧計，徧計種種物；此徧計所執，自性無所有。依他起自性，分
別緣所生；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 
times the Phi Phi over the various objects; meter enforcement times, since 
all. According to his own nature, respectively margin born; the Yuan Cheng 
implement in their, often away from the front. 
 
712_《八識規矩頌》，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為風；受薰持種根身器，
去後來先作主公。 
"eighth consciousness rules Chung, vast Sanzo non-poor, profound Seven 
waves throughout the wind; held by Kaoru kinds of root body, later first lord. 
 
713_亡言者可與道合，虛懷者可與理通，冥心者可與真一，遣智者可與聖同。 
death of the speaker can be together with the Road humbly with Li Tong 
Ming heart with Shinichi, sent the wise and St. same. 
 
714_「不二法門休開口啊」，絕對不可以開口的！「第一義諦莫妄談」，妄
談呢，就是人家問你一句，你就講十句，這講的，啊，沒有意思。 
"the only way to break the opening, must not opening! "The Absolute Truth 
Mo alone make" Absurd talk about it, they ask you something you say ten, 
which speak of, ah, no meaning. 
 
715_「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有相都是虛妄的；「若見諸相非相」，你若
能看見這個諸相，和虛空一樣，「即見如來」，你就啊，見到佛了，啊，你
就沒有所執著了。所以佛說：他由成佛以後，一個字也沒有說，眾生也沒有



聽，沒有說過法，沒有眾生聽過法；這就把這個一切眾生的執著破除了。 
"where all phases are false" phase are false; "seen relative to non-phase" If 
you can see the various phases and void, which see the Tathagata ", you 
see the Buddha , ah, you do not have the dedication. So Buddha said: He 
Buddhahood after a word did not say, beings did not listen, did not say that 
the law, there is no sentient beings heard method; This get rid of all sentient 
beings dedication. 
 
716_「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念的妄念死，許汝法身活」，你少說一句
話，就多念一聲佛；你若多說一句話，就少念一聲佛，這是一定的道理。 
"less a word, read more loudly Buddha; concept of delusion dead, Xu Ru 
Dhammakaya live", you talk a word, read more loudly Buddha; if you say a 
word, the less read out Buddha This is some truth. 
 
717_「三世互相見」，三世啊，你也能見到我，我也能見到你；啊，過去的，
可以見到現在，可以見到未來；未來的又可以見到現在，可以見到過去；啊，
不是糊糊塗塗的見到，「一一皆明了」，見的很清楚。 
 
718_「影隨像轉，影因像生」。 
 
719_「善人不怨人，怨人就是惡人；富人不佔便宜，佔便宜的是窮人；貴人
就不生氣，生氣的多數是賤人」。 
 
720_「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春、夏、秋、冬它輪著轉，四時，春、
夏、秋、冬。百物生焉，百物啊，都生，因為這個一呀，它才能生；若沒有
這個一，什麼也都沒有了，什麼物也沒有了。這個所以呀，世界上這個萬物
生，就是因為根據這個，依靠這個一，生出來的。 
 



721_「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這個地呀，因為得到一了，它才果寧了；
若不得到一呀，就沒有法子寧。那麼「人得一以聖」，人若得著這個一呀，
就是聖人，超凡入聖，可是你沒有得到；雖然沒有得到啊，但是可能啊，藉
著這個一的光，這個一，我們所以能生存，都是啊，由這個一來幫助我們。 
 
722_「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你若至誠了，才能化；不至
誠，就不能化。這是華嚴序重新聽 2103-04-22 
 
723_「口欲言而辭喪」，口裏想說話，可是這個言辭喪亡了，沒有法子說的
出來；「心欲緣而慮亡」，心裏呀，想要攀緣一攀緣，可是沒有法子能攀緣，
你就想攀緣也不可以；而慮亡，這種的思慮啊，都沒有了。 
 
724_「如鳥行空無有跡，如刀斬水水無痕」。 
 
725_「因該果海，果徹因緣」(這個緣呢，就是動靜因緣的那個緣)。因該果
海，在因地的時候，就包括這果地；果徹因源，在果啊，的時候，也就啊，
通徹這個因，和這個緣頭。 
 
726_一切眾生入不二法門，同證三覺地；百界諸佛上座千華臺，莊嚴萬德天。 
 
727_「依然瘦骨倚匡床」，還是這一堆瘦骨頭，啊，躺在這個一個大床上。 
 
728_「破微塵之經卷，顯無量之法門」，這魔術的，這個幻化師的，能以一
物，啊，化為種種物。 
 
729_「結伴南行十四僧，鬍子長老沙彌青；碧海接天天萬里，黑波逐浪浪千
重；法降妖邪舟未覆，輪逢聖助嘔方寧；喜抵滬海除饑渴，武昌正覺寶螺鳴」。 
 



730_「慈悲口，方便舌，有錢無錢都作德」。 
 
731_「即言遣言」。為什麼可以遣言呢？你若沒有話來說，也不能啊，表示
明白，那「沒有話可講」的道理。你若想明白那個「在言語而離言語」，你
必須要啊，用這個言語，再來呀，形容明白了這個「沒有言語的這個道理」。 
 
732_「言該本末」，這所說的話，啊，本來說的本，也該了末；本來說的末，
也該了本，本末不二，就是始終如一， 
 
733_這個佛呀，是具足萬德的，「德無不備，是障無不寂」，所以這個萬德
呀，是一個德的總的名稱。 
 
734_「法性如虛空，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735_老子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就是萬物之母了」。 
 
736_「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拔去你一個汗毛，對世界人有利益，你都
不幹的！ 
 
737_老子才說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也；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這說啊，天下的人，都知道啊，美好是美好，可是啊，他盡做一些個醜陋的
事情；都知道啊，善，善良是對的，啊，你若做善呢，一定會得善報；可是
啊，他偏偏不做善，偏偏要去做惡去；這就是眾生啊，這個生來的個性，也
就是這樣子。 
 
738_學道一年，佛在眼前；學佛十年，佛在天邊。 
 
739_「名雖出家，心不染道」心裏啊，和這個道不接近，啊，那麼不修行。 



 
740_「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真」你發願發的大了，你這個成就也就會
大，所以呀，修道的人應該發願。 
 
741_「陽春化雨」裏邊一樣；陽春，春天呢，這個陽氣盛；化雨，這個雨呀，
啊，所有一切的萬物，得到這個雨呀，都會生長了。 
 
742_「開謊花，不結果」謊花，就是單單開花，沒有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