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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利用《金剛經》來修行(22-9) 
       --第十九品 法界通化分                       釋善祥 阿闍黎  主講 

                                          (2009.02.15 講於 法爾禪修中心) 

 

四、金剛經經文解釋 

第十九品法界通化分 

   (五)如何用金剛經來修行(續) 

 

 2.「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上一次講到第六頁講義，第十九品第二段。世尊在問須菩提，如果有人以三

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的世界裡面的七寶布施，那褔德多不多？須菩提就說，以此因

緣得褔甚多。上一次我們在講，一切法都是因緣果報，修行人就是要能夠先洞悉

因緣果報。雖然沒有宿命通，你對什麼事情都要先想到因果，有因當然緣成熟了

就成果報。菩薩學佛法懂得因果的道理，所以處處行為都不要造新的惡因，連新

的善因做了都不要執著，一執著就會有果報。一般所作所為都是先想在前面，自

己的事、家裡的事，或者一個團體、一個國家一樣，處處小心。我們比較積極一

點的對因緣的看法不是只有預防，積極的去求未來世在五濁惡世中如何來求得比

較好的因緣。 

 

 上一次講到要三妙行因緣，所謂三妙行就是：時間、地點、跟眾生之間的關

係。第一個時間，第二個地方、處所、空間，第三個眾生，所以一切的因果都離

不開這時空跟眾生。那這裡所謂妙行就希望能夠得到比較好的期望的，當然你說

你在修空觀、修無相觀、修無所求，不起心作意，那為什麼要有三妙行？大菩薩

是空掉一切，或者還沒空要求空。昨天上悉曇課，順便提一下，今天的網路上列

了菩薩名、明王的名字，都離不開名字中有大空音，也有涅槃音，也有兩者都有

的大空涅槃音。菩薩因為還不究竟，所以祂會有現這種名相中包含著大空音。我

們找了很多資料，只有一個，昨天看到一個如來祂是有大空音，也有涅槃音，其

他的佛很少用到大空音、涅槃音。因為佛是究竟，空也要空掉，不能追逐一個空。

還不成就的中低階的菩薩，當然還是要學習心清淨、解脫，所以在因緣上還不能

夠把握住，才要去求什麼妙行，如果能夠把握的話，就不必求妙、不妙了。 

 

 什麼妙？所以這個佛理有時候連小孩子都懂，我們大人都還搞不懂。最近我

提過一個十四歲小孩子，他接觸外道、接觸不好的道場，身體有境界，但是他的

知見上，他問起來也是像大人在問的，像學好久的人，所以這個過去世也是菩薩

再來的。我說你要把家庭背景跟我講，讓我認識你，我才好好教你。想借機會要

認識他什麼來歴。如果他看到這個：「為什麼要三妙行？菩薩無所求，空啊，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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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妙、不妙？」因為不究竟才要妙！ 

 

    一切的因果離不開時間、空間、跟人物，你在某一個時間點、在某一個地點，

跟誰結了怨、結了善緣等等，然後以後在哪一個時間點、哪一個空間點又相遇了，

再產生果報。過去的因變現在的果，現在的果又變未來的因，這樣無始劫一直在

輪迴，因果就是這樣子。所以只要我們有一點私心，難免都會犯上，處處得咎就

是這個意思。沒有人，時間沒有意義，空間也沒有意義，所以有人就有事，有事

就是因緣。 

 

 每個人修行難就難在說，你默默無聞還好修行，有一點虛不實在的名聲或怎

麼樣，就會慢慢忘記我是誰，然後我慢心就會起來，你沒有警覺的話就被這些埋

沒掉了。人跟人的相處，你不要等它真正發生了才在預防，尤其出家師父要特別

注意，你要修到心先感知每個人的心，哪個人心裡不痛快、哪個心裡怎麼樣？哪

個怎麼樣？哪個會不會作怪？哪個心不正，哪個怎麼樣？不要給弟子騙三五千萬

去了，才說我認人不真，你根本修得不好，所以認人不真！開始邪因緣在攪的時

候，你還搞不清楚，到最後結果都是沒有辦法挽回。 

 

 上一次講到有些法師要入滅了，然後弟子就不讓他入滅，他不送醫也要硬被

送去醫院，然後再去受苦。都好心啊，因為你們看不破生死，有時候把好心變成

這些出家師父，痛苦不講，有時候連名聲都搞壞了，再加一樁，無知的人說：「唉

呀，師父修得這麼好，還會生病、還會死啊？」哪一個師父不生病、不死掉的？

不死掉是仙人，佛法不講說不會死的，佛法是說不怕死，不是說不會死。 

 

於「時」因緣中：菩薩能生於五濁不增時，則一切有情具有大威德，好修諸

善。於彼時，菩薩自無諸濁惡，其人雖不樂為妙行，而亦自然能行。 

 

 我們為什麼要追求三妙行？如果你大菩薩說我不必追求三妙行，那沒關係，

出生哪裡就哪裡，隨緣，那當然比這個還要好。那小菩薩要追求三妙行，怎麼追

求？先把時間抓住。第一個、菩薩能生於五濁不增時，我們這娑婆世界人壽是變

動的，人類出現水準最好的時候，人壽八萬四千歲，每個人沒有夭折。那時候沒

有五濁惡世，五濁是依我們的五蘊起無明，到大概是人壽四萬歲、二萬歲的時候，

慢慢的五濁就開始出現，所以起了貪瞋癡慢疑一個一個一直上來。所以你說我不

來則已，一來就一定要在五濁還沒有開始發生的時候，我就來受生，那這個大家

的道德水準很好。 

 

 一切有情具有大威德，好修諸善。那時候的人每個人都客客氣氣，每個人也

沒有貪心，也沒有瞋心，也沒有疑心病，我慢心也沒有。當然根本無明是在，如

果沒有根本無明就成佛了、成阿羅漢了，就不再來三界裡面了。你出生在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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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五濁還不增的時候、還不現的時候，大家都是道德水準很好，所以你就跟大家

一起會修善。 

 

 這個在經典裡面講得很清楚，在劫初，開始有階段性的人類現的時候，那個

土地都是平的，所有五穀是自然生長。像未來彌勒菩薩再下生成佛的時候，也是

八萬四千歲的人壽，所以那時候的道德水準是最高的時候，所以你說我這中間不

來受生，我一定要八萬四千歲的時候再來受生，這是時間的祈求。那八萬四千歲

那時候彌勒菩薩下生成佛，祂成佛修行很快，沒有幾天祂就成佛了，釋迦牟尼佛

要修六年，每個人的因緣果報不一樣。 

 

 彌勒菩薩在無始劫以前，八個太子，八個只剩下祂還沒有成佛，其祂的藥師

佛、釋迦牟尼佛，跟我們比較親近的這幾個佛，都是很久遠以前的八太子，一起

出家修行。彌勒菩薩就比較逍遙自在，也不修苦行，也不修布施，不修什麼，但

是祂唯識的心很強，祂對這個心，眼、耳、鼻、舌、身、意，這個“意根“，祂認識

很清楚，所以從識、從心下手的，這智慧比較高。當然成佛以後就一樣了，不是

說在因地的菩薩之間智慧比較高，比較高但比釋迦牟尼佛晚成佛，晚多久？晚了

五億七千多萬年。 

 

 我們人壽八萬四千歲，每百年減一歲，這不是數學那麼死板板的，好像有間

距那麼樣。這個劫初、劫末，你網路上的文章要看、要懂。人壽八萬四千歲的話，

人類吃喝拉撒都很自在，為什麼？你開始有東西要吃飯，就是外面自然長，五穀

豐盛而且很美妙，自己要吃就摘，摘回來吃了，吃了就要屙大便，屙大便就跟印

度人一樣，出去外面就屙了，屙了以後要不要沖水啊？不用！土地自然裂開，把

這個污垢埋進去就平了。有一些經典講的，你有時候會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這

樣嗎？你沒有修到你心的靈力，怎麼會有這麼變化來變化去，你沒有到那個境界

不會相信。你到那個境界，我起心動念都可以現一些異相，而且不是那麼虛幻不

實在，是真的。那時候你就知道，我們連這種小小小算不入流的菩薩，起心動念

都有這個能力，那過去那些道德水準高的人，你會相信！釋迦牟尼佛祂所講的經

典，祂不是無中生有講，祂的智慧、祂的神通、祂的觀察能力是無窮盡虛空，時

間、空間都沒有限制。 

 

 我要講為什麼會墮落？開始這個心地不好的時候，就開始要墮落了。第一個

懶惰就開始了，為什麼天天要吃飯就出去拿再回來吃呢？為什麼不一次去吃就拿

三五天的量回來，那我就不要每天出去啦！你們如果有這種貪小便宜的就開始要

墮落的時候，人性就開始要壞了，所以第一個人是這樣子。既然你要吃就有，出

去拿就有。像有一些聖地，它無意中在哪一個山洞裡面就冒出很多的米、這個什

麼東西一直冒出來。今天有多少人要來吃，它就完全供應你多少量。那不是很好

嗎？就夠了。偏偏有人貪心，「只有這樣而已啊，怎麼不多出一些？」就拿東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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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攪到最後不出了！為什麼不出？一個人心開始壞的時候，你就沒有那個褔報，

你就享受不到自然界裡面那種東西。 

 

 你既然五榖豐盛，你要就可以吃，也不必栽種，就因為你一下子懶惰，想出

去一下子就三五天的份拿進來，一個人這麼做了，另外一個人看了他這樣做，很

輕鬆啊，有道理啊，為什麼我不能這樣做呢？一個人這樣做、二個人這麼做、四

個人這樣做，有樣學樣，初步開始墮落！一墮落以後，五穀愈來愈少，東西少了

吃的人多當然就有爭，有爭就有問題，你多我少，這個瞋心就來了，瞋心一來，

從八萬四千歲就降到四萬二千歲。然後不夠了怎麼辦？去偷啊！我偷你的，因為

你已經把幾個月的份量都拿回家了。那我没有，沒有我去偷啊，就起了貪心去偷，

你一偷人壽降到二萬歲，所以人類的衰敗滅亡都是道德水準變差。 

 

 現在在減劫，到人類滅亡，還有六千多年，這是必然的趨勢，不是你做什麼

環保救救地球。地球不是因為你做、保養，它就不會壞，它照樣壞，時間到了要

壞，不過這個壞的時間還太久，也不因為你不做而就會壞掉。當然鼓勵人家做善

事是好的，但是你要懂因緣果報。那麼多人在製造垃圾，幾個人在那裡收一收，

看起來是有成果，但成果都有限。追根到底大家都不要開車，不要生活那麼富裕，

每個人都走路，每個都住一個小茅屋，幾根柱子搭一搭就好了，這個地球自然就

會美好。這都是天方夜譚，對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所以會一直衰敗、衰敗。 

 

 然後科學愈發達就發明一些什麼武器，以前都是拿刀拿槍這樣打來打去，再

怎麼殺也是那十幾個。現在不是，現在核子彈、什麼彈，一下子就幾萬個、幾十

萬個、幾百萬個，丟幾個就好了。這末法時期，六千多年以後，我們是這麼滅亡

的！如果你很怕說我下一次再來不是很不好？如果碰到不好的時間，那我不要來，

因為再六千多年人類都要滅亡了嘛，然後再很久很久的空窗期，光音天的天神下

來，亞當夏娃又下來。祂們會飛，飛飛飛，下來觀賞，這個地球蠻漂亮的，因為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高高低低，那麼垃圾什麼一大堆，垃圾掩埋場大概都化掉了，

時間過了很久了，這是幾億年，當然恢復到很光彩，植物都生長得很好。現在天

天在破壞環境，自然那時候就恢復到原來的殊勝。天神一下來還是起了凡心，天

神一樣不究竟，所以還是有凡心，祂一看到這麼好的東西、這麼好的花，摘摘花、

吃吃水果，一跟地球結緣就飛不上去了，本來會飛的，飛不上去了，亞當夏娃是

這麼來的。 

 

 有時候講起來，你說：「唉呀，這個迷信啦！」你要看佛經裡面很多不可思議

的！有一個仙人在洗澡，突然間精液就灑出去，凡心還有嘛，一隻母鹿在水裡面

洗澡，結果跑到牠生殖器裡面去了，這異類授精，就出生了也有人的樣子，也有

動物的身。像這種好像古代的神話，封神榜裡面才有的故事，在現實非常不可思

議的。人壽很高的時候，這些事情很多。所以你要去讀經典，擴張你的視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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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你才哦原來是這樣！亞當夏娃，你說上帝創造的──不是

上帝創造的，是那個天神下來，起了凡心墮落了，回不去了！ 

 

 如果你也不去西方極樂世界，然後你有菩薩種性，但又怕墮落，你說：「希望

我下一世來的時候，在五濁不增的時候來」，那時候是彌勒菩薩下生的時候，剛好

是好時間。彌勒菩薩下生祂講經三會而已，釋迦牟尼講了幾百會啊？很多！因為

那時候道德水準高， 每個人褔德不錯，所以三會就度了好幾十億人。那你如果出

生在那個時候，你也最少會證阿羅漢果，脫離三界。 

 

 「於彼時，菩薩自無諸濁惡」，你就不會有什麼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

命濁，這五濁惡世，眾生濁就是我們這裡講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其人雖不樂

為妙行，而亦自然能行。」你如果程度比較低，不能去行殊勝微妙佛法的這種修

行，你的行為不能規範得嚴謹，人家這麼做你自然就這麼做。每個人在行善，你

自然就會行善；如果每個人都在比壞、比不好，你當然也是跟人家墮落，這是一

定的。為什麼孟母要三遷？也是希望他兒子在好的環境裡面熏習好的。當然那個

比較不能夠完全達到目的，但總是對一個人的生長有幫助。這是時間選擇出生的

妙行。 

 

於「處」因緣中：菩薩願能生於「中國」，地球之正中，以現在言是喜瑪拉雅

山附近，印度周邊各國。生此處人其性聰敏，志意調柔，能修善業，不生邪見，

其人雖不樂為妙行，亦自然能行。 

 

 再來地方啦，你如果還沒有修到能夠擴展到其它世界的能力，你輪迴來輪迴

去還是在娑婆世界這裡。你要有能力跨越到一千個世界，或三千大千世界，那已

經都是菩薩級的了。菩薩到各個星球去行菩薩道，那是很高的菩薩，那我們生來

生去還是在這娑婆世界。昨天劉果明說他看到一部經(梵網經)說：世尊在娑婆世界

出生八千世，那其它的時間就是出生在別的星球。我問哪一部經看的？如果經典

講的，那當然不會錯，因為釋迦牟尼佛講的。你還沒有到一個菩薩境界的話，轉

來轉去還是在這個地球，這一次黑人，下一次白人，再下一次黃種人…。所以你

過去出生在哪裡，也可以看出樣子。如果出生在西藏的，看他樣子就西藏臉、西

藏臉，個性跟喜愛跟穿著，無形中就會露出來，你喜歡披肩或什麼，很多都是印

度、東南亞、阿拉伯國家的。所以那你怎麼選擇呢？ 

 

 我們在介紹釋迦牟尼佛，祂成佛的時候，祂為什麼要在忉利天內院就先觀，

因為祂有神通，觀過去世哪個母親是祂的母親，因為祂要成佛，所以母親一定要

忠貞、沒有淫欲、不邪淫，褔報要很好，看來看去又看上祂母親。這個母親不是

這一世才母親，過去無數劫都是祂的母親，而且祂的母親都是做王妃，這個甘蔗

族的媽媽，是我過去的媽媽，我現在還是選這個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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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族選完了（祂媽媽選完了），第二個選地點，那這個地點，哪個國家比較富

裕、道德水準高，當初的甘蔗族就釋迦族，道德水準很好，他們自稱貴族，是沒

有錯，這種族不錯，他媽媽又是淨飯王的太太，這個可以，就出生這裡。再來選地

點，就是迦毗羅衛國確定。 

 

 為什麼會迦毗羅衛國？迦毗羅衛國就是在地球的中心，我們地球的中心是喜

馬拉雅山，喜馬拉雅山的周圍都是算地球的中心。一般人說哪一個中心，北緯幾

度幾度怎麼算，這是人間的看法。我們以佛法、以世界，世尊的神通看法就是在

尼泊爾、印度，喜馬拉雅山的南面這裡是地球的中心。所以你要成佛一定要出生

在那附近，迦毗羅衛國剛好就在那附近。迦毗羅衛國是古代的尼泊爾，那時候屬

於印度比較北部，靠近喜馬拉雅山山腳。你要行菩薩道是各個地方都可以去，世

界的各地都可以出生；你要成佛一定要投胎回去那裡。所以地點因緣之中，菩薩

願生於中國，這中國不是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所有國的中間的那個中國，也就

是地球的中心，地球的正中，就是我剛剛講的喜馬拉雅山的南面。以現在來講就

喜馬拉雅山附近，印度周邊各國，以前五印度就是北印度這附近。 

 

 菩薩生此處的人，他的個性聰明，意志柔軟，能修善業。心太強的人我們說

好像很有志氣，很有志氣正面來講是不錯，如果學佛法來講就是負面的，就是心

不柔軟，心不柔軟就很容易跟人家結怨。所以你修行在修什麼？看《金剛經》、聽

《金剛經》，就在修行？在調你這個心，伏心菩提，調伏這個心。為什麼要調伏？

因為個性習氣毛病很多，所以要調伏。怎麼調？調讓它柔軟，這一次被駡了，三

個月不痛快，駡一駡，下次變兩個月，再駡一駡，下次變一個月，慢慢縮小，到

被罵的話不痛不癢，沒有感覺。如果表面沒有感覺，心裡面還有一點嘀咕嘀咕，

也不對！所以講起來心柔軟好像很容易，不簡單耶！所以菩薩心是豆腐做的，很

柔軟，你要他怎麼，他都好。我們說看一個人的修行，不是他有什麼通，你不認

真修有什麼通？心地柔軟、清淨，你才會有神通現起。如果你用念力去訓練你的

能力，要讓木頭發火、要讓什麼事情發生，這種有為法啦，你把修行導到這方面

去的話，那是外道。 

 

 像日本我們早期常常看到這個“忍者”，忍者龜打得過去就打，打不過就縮到烏

龜殼裡面去，這打打殺殺的都不是真正的。武俠小說我們看多了，和尚也會打架，

好像理直氣壯在度眾生，這就不是菩薩。菩薩都是不能動刀動槍的，心地柔和，

用忍辱心克服困境。所以意志調柔，讓我們心柔軟，這樣也好、那樣也好。 

 

 學佛不是學聰明，學佛是學笨，不要起心動念，不要佔人家便宜，不要有怎

麼樣、不要有怎麼樣。所以難啊，要調柔這個心很難。但難對啦，你要慢慢去做，

要有人來管你、駡你，你才會柔軟。如果你在家裡都是老大的話，那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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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修得不好！因為兒子也不敢講你，太太也不敢講你，先生也不敢講你，爸

爸媽媽也愛你，不敢講你，你是最大，怎麼辦？學不好！佛法永遠學不好就這樣

子！所以你要懂得修行都是在柔軟這個心。 

 

    好，這個地方的人，意志柔軟能修善業，不生邪見。你說那印度那邊的人都

好人囉？不能這樣講，因為末法時期哪一個地方都有好人、哪一個地方都有壞人。

因果、因緣關係之間很複雜，不能說絕對是什麼，不是絕對什麼，不能這樣講。

你看同樣都是在釋迦牟尼佛時代，佛法是很興盛的，還是有很多的外道，就是跟

佛沒有緣，他就不想學真正的解脫法，因緣接觸都是婆羅門教的，後來演變成耆

那教。這些是因緣的關係，不是說哪個人行、哪個人不行。不正知的見解就是邪

見。 

 

 其人雖不樂為妙行，亦自然能行。你生在哪一個地方，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

子，也許你在台灣還會丟垃圾，車子開著開著，車窗搖下來垃圾啪的一下就丟出

去了。如果你去美國，你敢不敢？如果你去新加坡，你敢不敢？每個台灣人去都

很快，講好聽是入境隨俗，講不好聽就是環境好你就好，環境不好你就不好，沒

有自主的力量。所以你生在那個地方，人家心性柔和，多修善業，你當然跟著人

家做。雖然很被動，當然這是小小菩薩，地前菩薩才會這樣。 

 

 你要知道在好的環境裡面就學好，小孩子考上建中，起碼建中的學生一定考

上大學的。好壞不用講，好壞就是因果的關係，一定考上，為什麼？大家用功。

如果考上比較差一點的學校，那當然就會考得有好有壞。你說這個不公平，不公

平的中間的公平就是因果，所以有時候你很無奈，孩子會不會讀書，不會讀就是

不會讀！我兩個小孩子都不會讀書，我不是很會讀書，但是我就心平氣和，比較

安份當學生的本份，不會偷懶，該讀就讀。以前我都不太喜歡講話，也是喜歡聽。

從小被教--囡仔人有耳無喙（小孩子有耳無嘴），大人講小孩就聽，不可以插嘴。

心性也有關係，心性也不喜歡講話。到後來開始出社會了，當了主管了，開會就

要講話，現在講經說法更要講話，所以以前沒有講的，這一次又補回來了。所以

一生要吃多少東西、要講多少話，都差不多的，那滿了就要再見了！ 

 

 好，這是地點。所以不管時間、不管地點，跟因緣有關係，那因緣有關係你

要求、要發願，你就會得到，這妙行是從你願求來的。那你真正要求解脫就不能

有什麼願求，隨它去！生哪裡就哪裡，反正你的個性、習氣能夠穩住的話，去哪

裡都還是好人一個、修行人一個。 

 

於「眾」因緣中：眾者補特伽羅因緣 pudgala，能依此「眾」學有妙行之眾

生，不依止不妙行眾生。此「眾」為「眾生」意，眾因緣者眾生(補特伽羅)因緣，

依止此業緣有柔順、妙行之眾，其性和雅，能修善業，如常住律儀。菩薩能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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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妙行之「眾」因緣，自己個人雖不樂為眾善，亦自然能入妙善、妙行。 

 

    再來講最複雜的「眾」因緣，「眾」就是眾生，這個眾在梵文來講叫做 pudgala， 

它翻成補特伽羅。大悲咒裡這個「特 te」，這裡也翻做「特 da」，如果 daga 比較

難唸，轉個音 ta.ga 就比較能夠轉過去，所以這有一點變音，不是依它本音唸。如

果本音唸，這個 da 一定寫得很清楚的，因為 da 的音，它那個漢字都是固定的，

這些聖人翻譯不會分得很多。所以這裡會用「特」，有一點轉音。我們講中陰身也

就是這一個字，因為中陰身是跟眾生之間的因緣。過去我們都嘗為六親，都在這

個世界，生來生去，無始劫那麼長的時間，這一世跟這個結緣、那一世跟那個結

緣，一直在兜圈子。所以有時候你在夢中夢到了，夢裡面誰是誰、誰是誰，其實

裡面就是你有宿命通你都不知道，你可以從那裡面去觀，為什麼這些人會湊在一

起？原來在哪一個時空裡面，你們也相處過。那如果比較合得來的就是善緣，如

果比較一看就討厭的，那就是惡緣。善緣修行也盡量平淡，不要善緣就黏啊黏，

黏到下一世再來，搞得不好變成夫妻，黏得更緊。那惡緣就趕快化解，不要說你

不理我，我也不理你，永遠兜不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氣，你像有的人很聰明，聰明不一定要打坐，他的腦筋、

他的悟力是累劫修來就是這麼聰明，聰明的人看到你辦事情就是這麼笨笨的，都

沒有按邏輯，不按規劃的，就看你這個人很差勁耶，亂七八糟，所以就看不起人

家啊。會不會？你會不會這樣？「我以前也很會規劃！」「我以前也很會設計！」

學佛法都要推翻掉，這隨緣。我們有幾位同學也常常：「趕快！唉這件事要辦了，

趕快規劃.....」。如果心開的話，那種規劃的能力更強，你要打妄想的這種世間智慧

非常強，一件事情來了，你馬上可以轉一下，三、五秒鐘就已經十幾個步驟好了，

第一個要做什麼、第二個要做什麼，啪啦啪啦已經排好了。你如果不知道捨棄這

個功用的話，完了！這是你自性熏習的天性，天性的能力，那你還是脫離不了三

界。佛法為什麼要捨掉這些？可以證、可以體會，但要捨掉、不求。 

 

 我們早上誦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一法可得，無少法可得。如果燃燈佛，

世尊在那個時候有學到一法，那就不是佛法。如果這樣世尊有學到一個法，燃燈

佛也不會跟祂授記，你未來會成佛。所以你要學什麼佛法？沒有法可學！聽歸聽，

把心一直空掉一直空掉，這就在學佛法。那一天在睡覺的時候，突然怎麼自己要

動了凡心，開始在寫偈語，吐詩，所以沒多久就寫了一首偈語出來，好久沒有寫

法語了，妄想心動的時候就出來了。修行連這個都不要，你寫這個看得懂就看，

看不懂的就看不懂，講這些有什麼用？這種心念如果你不是講真正的釋迦牟尼佛

成佛講的那個法，也不必講太多。你碰到有緣的，來求法、來問，你才跟他講。 

 

 這次幾個參問的都很好，第一個那個是保留很多，有一些私人的問題他不喜

歡公開，他說本函不公開，我趕快跟他講，重要人事物不談，我改這樣你同不同



 9 
 

意上網？他看一看勉強同意，好吧，你上網吧，反正我看破了，這是一個進步。

那些來 mail 問的，心不正常的，不要看到你人，看到你寫的文句就知道這個人不

正常── “本函不想公開”，不想公開就表示心裡有病。很多有問題的都是心裡有

病的，不能處理所以才來問，問了又怕給人家知道，愛面子。世界五六十億人，

誰知道你是誰呢？是吧？所以這就心理有病。好不容易他看破放下，所以你們才

可以看到這一篇文章。我說那麼久的時間，很少有人進入那種狀況，我說你這是

很好的教材，給人知道修行是這個樣子。當然他是糊裡糊塗的進去了，每個人都

糊裡糊塗進去，那怎麼走出來才重要，沒有一法可求。也許那個偈語是對這個人

在講也不一定。 

 

 修的過程就這樣，你要去修啊，修修修，無所修，把心休掉，休息的休；把

心休掉，就把心空掉，休掉休掉，你要無所求，《金剛經》都在講這個道理。剛剛

講三妙行，比較有智慧的人會問：「我為什麼要求妙行？我什麼都無所求啊！」那

你是大菩薩，你是已經悟了。我們那十四歲小朋友，人家講什麼什麼什麼，他馬

上有另一個思維：「這個不對！」這智慧很高。就像這個妙行一樣，你為什麼求妙

行？應該無所求啊，你要求什麼妙行？小菩薩所以要求妙行，你如果大菩薩就不

用了。你也不能說哪一個對、哪一個不對？都對！ 

 

 於「眾」因緣中：眾者補特伽羅因緣 pudgala，這補特伽羅以前把它當做中

陰身，中陰身你出來的時候，跟這個人有因緣，這兩個心就搭在一起，跟這個人

有因緣，這兩個心就搭在一起，沒有因緣或者因緣比較淡的，這個緣拉力不強，

所以你會一直輪迴就是這個眾緣。那你修怎麼解脫？就是你有這個能力可以感召

虛空一切因緣的時候，你要安住自己。要安住自己你怎麼可以怕這個、可以怕那

個、可以要求什麼、不求什麼？沒有！都一直安住這個心。你安不住怎麼辦？那

就求第二個法，趕快用佛所教的一些偈語破解它，就是你自己呼口號：「放下、放

下！」，「觀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或者是「一切法都虛幻不實在！」 

 

 你要多用啊，有一些不來這邊聽法的人都不知道怎麼用，只會在那講說：「哦

我閉著眼睛還看到什麼東西、還看到什麼東西……」看到什麼東西有什麼關係？

你不要把它當真就沒關係啊！偏偏你又很相信你所看到的，壞就壞在這裡。所以

因緣是很複雜的種種因緣，你只要心擴展到虛空去的話，這更複雜，不是我們在

這平面的這短短幾十公尺以內的因緣，都是互相感召。所以，一個在台灣、一個

在美國，你心在出問題，你馬上警覺這個人有問題，不必看他講什麼話，不必看

他做什麼事情，心不對就是不對。可怕啊！你輪迴就是這樣子。你如果放不開，

給你知道這個人怎麼樣、那個人怎麼樣，又放不開，那你不就整天頭很痛。所以

學佛法不學不感召，感召懸絕。好了，感召懸絕不可能，那有感召安不住，安不

住就學怎麼安住？要做到感召懸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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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感召嗎？不行！一定會感召。又不是石頭，石頭你敲它，它一樣會有

反應，何況是人的這種心，一定會反應。所以我們知道我的反應是我自己的佛性，

那反應以後如果執著好壞，避重就輕，或者是不要，或者是要，那是你的習氣。

所以我們那天才講到《解深密經》的三性，遍計所執性（凡夫）、依他起性（聖人），

依他起性每個人都有聖人的種子，為什麼你不行？你也會反應，但反應了以後你

執著，有你自己的個性習氣毛病好惡，所以才要修。聖人祂也有反應，但反應祂

不執著，所以依他起性，到回到圓成實性是真正的佛性。 

 

 昨天我們還在談有的出家眾，談到了依他，他沒有寫起性。依他就在講依他

起性，這個是在講自性。他講依他，就在講這個 pudgala。如果大的框框來講，也

可以勉強這麼講，因為你的習性感召因緣，這是不好的。依他起性沒有這個，依

他起性只有感覺，沒有說要、不要，這才是自性。你要、不要，那是你的習氣，

他也搞不懂這一句話在講自性。自己能夠應緣產生的那種動力，就是自性。那為

什麼要應緣？因為因緣來了，你要應緣，每個人都有應緣。如果依他這樣講，他

下面寫一個趣生，這六道要趣生，把這個依他起性變成一種補特伽羅，兩個名詞

混淆。他也是在電視上講，所以有時候我們都無意中造業，當然每個人知見都是

慢慢學習沒有錯，你也不能去說他不對，過了十年、二十年也許他看多了，知道

我以前講的是不對的，因為沒有看《解深密經》，也沒有讀唯識把它搞懂。所以唯

識是很難懂的，你如果沒有在裡面混過的話，你不知道自性是什麼？我是什麼？

妄想心又是什麼？分不出你我，怎麼修行啊？所以這個身體不管怎麼樣，一定要

讓它有成就，讓它真心現起來，才可以知道我這個心都是假的，那怎麼來管它才

是在修行。 

 

 「能依此「眾」學有妙行之眾生，不依止不妙行眾生。」那麼多的芸芸眾生，

跟我過去有因緣的眾生，總是有一些好的嘛，所以你要選擇眾生。眾生裡面當然

選好一點的，末法時期沒辦法，選跟你有緣或者選特好的。那特好跟你沒緣有什

麼用啊？你兜不上去；跟你有緣的，如果境界不高、體悟不高，那要教你什麼？

如果你過去修得不錯，菩薩再來，我講實際的就是，禪宗就是比較跟實際修證有

成就的人，如果你去跟一個沒有成就的人，過去世沒有成就，今生也沒有再突破，

你去跟他學什麼？ 

 

 好久沒有講這個例子，再講一次，很多人沒聽過。在去木柵那個山洞裡面，

再彎過去有一個叫做什麼 XX 山莊，那邊有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他身體修修修

啊，已經進入那種魔相，有一種色受陰魔相，如果嚴格講起來，她有悟心。然後

去問他師父，他師父是妙字輩的，那師父傻了就說：「你有病啦，你去把病治好再

來跟我！」你當人家師父，人家就是因為有病所以要來找你，因為他不是走這條

路的，他沒有開悟，要怎麼辦？你當人家師父，你不要這樣子，當人家師父就是

要處理這種事情，不是在這裡講一講耍嘴皮子說佛法，那個沒有用！就是碰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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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實彈的時候，你要幫他化解。後來她的運氣還不錯，她的姐夫就是我大舅子的

客戶，我大舅子當然不知道我修得怎麼樣，他說：「你要不要幫她看看？」好嘛，

既然有緣嘛，能夠出口就是有緣，我就去了，去那邊，她瘋瘋癲癲，所以開悟跟

神精病差不了多少，你知道嗎？ 

 

 真正開悟的人，他這個心也是一樣很敏感，但是他行為很中規中矩，他不讓

它化為真正的行為，也不去講，也不要顯在行為上。如果你不知道說這個心可以

感召很多事情，又是真真假假，每一件事都把它當真，那就是神精病。如果你懂

佛法，一切都虛幻不實在，一切都是無所有不可得，放下、放下，不要執著、不

要執著，你照樣起居生活，沒有人知道你在幹什麼。如果你顯現得不大正常，有

怪異的行為，人家說你這個阿達阿達。為什麼？因為精神有問題的人，他是很敏

感。精神有問題的人過去世都有修行，所以今生來就比較敏感。如果今生你再不

學習佛法，明瞭原來修行就是安住這個心，然後馬上好好去做的話，你也是搞得

神經兮兮的。 

 

 你既然是敏感來的，所以都比較敏感，鬼神走過去，人家沒有感覺，你感覺

了。你到二號殯儀館，人家過去都沒事，你車子過去就感覺整個心臟蹦蹦跳，要

跑出來了。你有感覺不是說不好，你不能安住，問題就在這裡，就是沒有修行，

所以安不住！要修到說最後沒有感覺，如果你從頭到尾修了幾十年還是有感覺，

那是不對的！你沒有進步，所以永遠都在那裡。到最後什麼都沒感覺，沒有感覺

你又知道很多事，那是觀心，要用心觀心，很自然可以感覺的，不必你去觀。 

 

 時間、空間是沒有距離的，但是你感覺了當做不知道，沒有這回事情，要這

麼去做！所以這樣你才會像諸佛菩薩一樣，每個人的心起滅，祂都知道，為什麼

祂沒有罣礙？你也在練這個功夫，大智若愚，真真假假不要當真。後來我去了，

她說：「我那個師父多行多行，以後我還要做他的徒弟！」不知死活，現在搞成這

樣了，你以後還要做他的徒弟？所以有時候無明就是這樣！那個大師父釋迦牟尼

佛不去找，找那個凡間師父！你們目標要放大一點，諸佛菩薩當本尊、當師父，

不會錯的啦！後來去兩次，總是把事情解決了。怎麼解決？你要自己有經驗，學

很多法就這樣。心能夠安住，他就能夠安住，然後安住了不再把自己的心念當真，

慢慢慢慢就會正常。 

 

 這個補特伽羅，中陰身也好，我們能感召眾緣的心也好，很敏感，你們自己

都有這個能力，哪一個人在氣你，一定心裡都知道，哪一個人在怪你，你也知道。

你說你沒有神通，我不相信，問題神通有什麼用？他不愛你、氣你，你還是沒辦

法啊！你也轉不了他，問題就在這裡。所以你安住自已、修自己很容易，你要轉

眾生的心，難就難在這裡。那麼簡單的事情──放下！兩個字不是很簡單嗎？看

破！他就看不破、放不下，你要怎麼辦？所以沒辦法自在。那我們說我體會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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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他生氣嘛、他不妥協，怎麼辦？你也沒有辦法，那只有先安自己的心再講，

讓時間去解決，人跟人之間就是那麼複雜的事情。 

 

 那你要找有妙行的、有德行的去依止，不要依止不妙行的眾生。當然每個人

都要依好的師父，為什麼你所看到不正當的教派，很多人在跟呢？講來講去還是

因緣果報，勉強不了的。如果他有緣，看到我剛剛講的這一次上網的文章，那個

去鬼神道繞一圈的，那個有佛緣，所以他看法爾網站，欸！我不對喔！我這樣走

這個鬼神道去宮(廟)替人家辦事，好像做善事，這種不對喔！對自己修行沒有幫助。

鬼神當然在幫助別人解決問題，我們要的是解決他的煩惱，智慧增長，下一世要

出生更好，智慧更大一點，這是培養人家的慧命。 

 

 我們修行在學慧命增長，這壽命是隨年紀大了會死掉的，果報完就完了，這

慧命是累劫一直累積下來的。所以有的時候我很洩氣說，這個人應該可以做的起

碼我講一百，你們就做到二三十也不錯啊，為什麼都不想做？你也很無奈！光急，

皇帝不急，急太監有什麼用？所以講起來，因緣就是這樣子，勉強不來。有一些

人我說：你可以提早修行，來灌頂修法。他還是如如不動，鼓勵他，他如如不動，

這不知隨緣。如果隨緣的話，巴不得人家講這一句話，鼓勵我來修行、來灌頂。

人家說你來灌頂啦，你還是如如不動！為什麼？怕痛啊！灌頂了就要修法，修法

腳就要痛。不痛你就轉不了你的業力，所以你還沒有開始要修的要趕快修，已經

修的你要趕快打坐。能夠打坐一小時，你要變二小時；能夠雙盤打坐二小時，變

四小時、六小時。現在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居士可以雙盤四小時以上，這個可以跟

如禮師父稍微拚一下！像這種人他的情況進步得很快，不要我講，你們自己都看

得出來，那個心裡面的清淨心就出來。以前是氣很旺，整個身體亂七八糟，心就

不清淨。現在知道修行在修什麼，氣能夠修到心地裡面去，然後耐過你的痛點的

話，整個心都出來。 

 

 所以哪一個師父如果你看他仙風道骨，這個人就是沒在做事，你不要很佩服

他，這個人一定不做事的。什麼叫不做事？沒有用心在做事，沒有用他的能力投

入弘法利生的工作。天天就是有供養、然後吃飯、悠哉悠哉，頂多早上誦一支香、

二支香，誦完了悠哉悠哉，十六七個小時過去了，這種人當然仙風道骨啊！普通

當真菩薩的是很勞累的，勞心勞力，當然他們也不覺得辛苦。所以不管你依止誰

都要因緣。今生我學佛法，我要依止當然是以釋迦牟尼佛、幾個大菩薩為第一個

選擇，不要再選那個人間的師父，心中有佛最好。出現在人世間的，當然只是透

過祂們的加持讓會講的人講，你聽多少用在心裡，心中還是以佛法僧三寶為主。 

 

 此「眾」為「眾生」意，眾因緣者眾生(補特伽羅)因緣，依止此業緣有柔順、

妙行之眾，此「眾」就是眾生的意思，眾因緣者眾生因緣，眾生就是 pudgala。依

止此業緣，好的、妙行的眾生，他是有柔順、有妙行之眾。妙行很廣，如果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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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是戒律清淨，再來就是心。如果有菩薩心，他心行秘密，他心可以為眾生做

事，如果再學下去，心更清淨就會現神通。在三地的時候就有一個應化身，五地

有三個應化身，八地就更多，十地以上如來地的話就千萬億化身。一個時間化出

那麼多的應化身。每個你依止的當然不一樣，你皈依了三寶，當然心中以佛為主。

你依菩薩當然也很好，菩薩是入世間的。你修行一定要跟佛學，有智慧；你要行

菩薩道，要依四大菩薩、五大菩薩，這是祂們的願力，所以你會學很多的法、很

多的咒語。早期我比較喜歡佛像—釋迦牟尼佛，現在你也會喜歡觀世音菩薩像，

當你真的跨入菩薩行的時候，你自己就以祂們為目標。祂們為什麼會大慈大悲？

是希望利益每一個眾生。那佛先教你解脫，你先把解脫學好，解脫學好了，你要

入世去度眾生，你才有那個能力去做度眾生的事情。 

 

 其性和雅，能修善業，如常住律儀。律儀這裡要加一個「善」律儀，普通律

儀就是戒，戒有善戒、惡戒。律儀當然有不好的律儀，不好律儀就是惡戒，所以

我們要學善的法。菩薩能親近此妙行之「眾」因緣，自己個人雖不樂為眾善，亦

自然能入妙善、妙行。你不想做善事，也要跟人家一起入妙善、妙行，因為人家

都這麼做。所以這一段三妙行就是講，時間要找對，五濁惡世還沒來之前，你投

胎去出生那裡最好。地點，那個地方的人民都非常柔和、非常的溫馴，喜歡學佛

法，就在印度那地方。如果擴而大之可以講東方，所有的聖人大概都是出現在東

方。東方東到中國，西到阿拉伯那個國家，中東嘛，都可以講東方。所以你看耶

蘇、穆罕默德、釋迦牟尼佛，我們中國的聖人，老子、孔子，莊子等等，大概都

是在東方。西方，美國那邊的西方，還沒出現什麼大偉人。所謂偉人都是宗教家，

等於是真正的菩薩一樣。 

 

 

 所以菩薩最好是如是發願，依此三妙行而發，願能結此三妙行因緣。非

妙行眾生之有情，其罪業深重，輪迴生死，難得人身，不為我們所依止，故佛說

十種補特伽羅不好眾生差別相。據《地藏十輪經》卷五載，十種補特伽羅即： 

(1)不種善根：指諸有情於宿世中及現在世，不種菩提善根，唯有作惡行者。 

(2)未修福業：指未曾修習布施、持戒等福德之業，而有多諸惡行者。 

(3)雜染相續：指為貪、瞋、癡等三毒雜亂染污，相續不絕者。 

(4)隨惡友行：指隨順惡友，習不善之惡行者。 

(5)不畏後世苦果：指但造惡業，不知或不畏未來生死苦報者。 

(6)猛利貪欲：指貪求諸欲而無厭足者。 

(7)猛利瞋恚：指於逆境忿怒瞋恚，不知止息者。 

(8)猛利愚癡：指於一切境迷惑不了，起諸邪見，蔑裂正法者。 

(9)其心迷亂：指心無所主，迷惑狂亂，作不善業者。 

(10)守惡邪見：指不信如來正教，堅持外道邪見者。 

 



 14 
 

 所以菩薩最好要這麼發願，你說修空、無相、無願，三三昩，所以不能發願，

因為這是小菩薩來講，所以你要發願。有的人很會發願，我下一世再來人間，我

父母親一定要學佛，要皈依佛的，你有這願力真的就這樣。當然他怕迷失掉，希

望出生在佛教家庭，爸爸媽媽都信佛，所以一定錯不了到哪裡去，這個願力到時

候就會成就。有時候你在避重就輕，怕人家駡，你不要隨便發誓，隨便發誓講出

來的話都變真的呢！你看經典很多都是馬上依你的果報在呈現。 

 

 我們去舍衛國，那個孔博士他不是常常講那個嗎？那個叫妙行，他名字也剛

好叫妙行，妙行菩薩。她怎麼妙呢？她前世就是去做人家的大老婆，然後她先生

娶了一個小老婆，這個小老婆一進來馬上就懷了孕，馬上生了一個男寶寶，生了

以後，小孩子這邊有一個囟門，她就拿根針把它插下去，插下去就死了，死掉了

針埋下去也看不到。這個小老婆就說是這是他大老婆幹的好事，大老婆就發誓證

明她清白，自己就發毒誓如果我做這件事情的話怎麼樣怎麼樣…。她發什麼願？

她說──如果我做這件事，以後我所嫁的先生都會死掉，我的兒子會被老鷹抓走、

被蛇吃掉，我自己會被活埋──發這個願已經夠毒了吧？你還不相信我清白啊？

當然她丈夫沒話講啊，連那麼毒的誓都發了，你怎麼不相信她呢？姨太太知道她

心裡有鬼，也沒有辦法，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結果果報要來了，死了然後再出生，出生到剛好釋迦牟尼佛那一世，所以你

看她嫁了一個丈夫，他還是婆羅門弟子，嫁一個不同階級的丈夫，她丈夫去山上

砍柴，真的被蛇吃掉了。她帶了兩個兒子，一個剛出生，一個比較大，然後要去

找他先生，這個小兒子就放在河邊，先把大兒子送過去，結果送到一半看到老鷹

把小兒子抓走了，被鷹吃掉了。然後大兒子，因為媽媽在喊老鷹，一不小心大兒

子又被水沖走，小孩子死了。一天死三個，然後他父母親那一天也死掉了，所以

一天死了好幾個。 

 

 後來她又嫁人了，嫁一個不曉得是商人還是有官位的，嫁了不久也死掉了。

你自己發的願──我所嫁的先生都會死掉，所以嫁了二三個都死掉。印度有這個

習俗，先生死掉這個太太要陪葬，所以先生死掉了，活活給她埋下去，那還好陪

葬而已，每一次都沒有死掉。有一次這個狗想吃人肉，就去挖挖挖，兩三天悶在

裡面還有空氣，就把她挖出來了，沒有死，連埋了二三次。後來釋迦牟尼佛才示

現，才教她不要再做壞事了，趕快修行，那一世才證到阿羅漢果，叫做妙行菩薩，

這過去世的因緣。所以做壞事就壞事，坦白承認，人家駡就駡了，這守不妄語戒。

所以話不要亂講，這個很可怕的。你發願我未來要怎麼樣、怎麼樣，大概都會實

現。 

 

 

 如果非妙行的有情眾生，業障深重，輪迴生死，有時候連人身都難得，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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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依止。人都依止不了，有的人就拜鬼神、依止鬼神要想悟道，那根本不可

能的！如果是說他們修得好的話，也不會墮落到鬼神道。你自己不懂因果，碰到

障礙就去宮去廟拜，如果它們那麼靈的話，世間因果就沒有了，不會的！所以你

們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就是說，不用到哪裡去拜，心中有佛，等待時間，天天用

功，誦經就誦經，唸佛就唸佛，然後沈得住氣，不好的日子時間一直過去過去，

因緣果報完了，事情就解決了。也不必急，急不來的！要花多少時間才會好，你

急也沒有用！我的牙齒要痛到哪一個時候？你急也沒有用啊，就隨緣！大痛沒有，

小痛，吃東西還痛，慢慢來。 

 

 你們的事情也是一樣，尤其病痛的事情，要有很強的信心，心中有佛、有菩

薩。有時候跟同學討論，為什麼一有事情你就迷糊？這邊問、那邊問，不然就去

算命，這些都是信心不夠，沒有堅定的信仰。你要沈得住氣的話，一切因緣法無

常，所以不管是一天、一個禮拜、一個月或一年，總會過去。每個人的流年都照

輪的，你如果是沈不住氣的話，隨你的因緣這麼在起感覺好壞，那你會覺得很煩

惱，所以自己平常心，這也是在修行。信心以外就是要沈得住氣。 

 

 

    下面講到十種 pudgala，這十種你不要依這個不好的，你要依好的。 

 

(1)不種善根：指諸有情於宿世中及現在世，不種菩提善根，唯有作惡行者。 

 

 不種善根的人，你就是眾生。指諸有情於宿世中及現在世，不種菩提善根，

你說修行就是在做善事，真正修行不是在做善事，不要看到這個「善」就好像都

是做善事一樣──修橋補路、撿寶特瓶、撿破瓶子──是培養你的「菩提」，這兩

個字要加進去。菩提是什麼？是智慧。什麼智慧？一加一等於二這種智慧啊？不

是啦！是你看破事情的智慧，是你看破事情不要相黏的智慧，是有看沒有到的智

慧，是有聽沒有進的智慧，這就菩提智慧，學佛法就在學這個。所以菩提菩提，

從開始學佛就已經知道菩提兩個字，很多人搞不懂菩提是什麼。如果他真有菩提，

也不會落到這個學佛學得那麼痛苦，很簡單的事情。 

 

 當然如果你真的超智慧的話，我記得楊某某那個小傢伙那時才二三歲，他說

師公超智慧，那時候「超」我還不會用，他就會用「超」智慧。你的超菩提智慧

就是──我的身體病了就讓它爛，都不理會它──這種智慧不要，這種不是真智

慧。你有病就要去處理，你不處理就會爛，除非你想早一點入滅再見，那你就用

菩提智慧觀它無所有不可得，就早一點再見。你如果要行菩薩道，或者要趕快學

佛，身體還要保持好一點。我時間是不夠用，不然就寫一本對僧伽有用的這些營

養學的，讓每個人好好照顧身體。這種都是可以先預防的，為什麼都不去做？他

只會讀佛法、讀大藏經，世間的智慧都不去學。如果一個真菩薩，雖然我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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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算命、不去學什麼，排流年排什麼，但你本身的醫學、自然療法、民俗療法、

經絡學。經絡學是中國比較獨特的，印度還沒有，印度古人有神通觀你的經絡怎

麼轉怎麼轉，它是有，但是他沒有到中國的醫學每個穴道他都能夠懂、能夠治療。

你知道所有正經十二脈、奇經八脈是掌握我們身體血脈的運轉，能夠運轉得好，

你身體一定健康；你不運轉得好，就是局部哪裡塞住，哪裡塞住就是腫瘤，好一

點的是良性的，不好的就變惡性的，那你要不要用世間法讓它能夠保持正常運轉？ 

 

 我們昨天還在講，有些人尤其是護士、醫生應該懂得很多吧？沒有，都懂一

半。為什麼？因為他們都相信書本上所講的。書本上所講的不是說不對，是對一

半，但你要懂得另一半。你的身體會講話，你東西吃下去好不好還不知道嗎？如

果你缺 B12 貧血了，我們昨天還在講阿丁，她說我有補充 B12，我說補充 B12 妳

怎麼會那麼累？你吃幾顆？一顆！一顆對書本來講已經多少了？十倍夠了吧？不

是呢，一百倍。因為書本上講維他命的需求只有 5mg，那我吃了 500mg，不是一

百倍了嗎？那是三、四十年前的資料，那是三、四十年前動物裡面有的含量，當

然現在動物還含量那麼多。好了，那是一般人吃肉的，你又不吃肉，魚也不吃，

有時候連蛋也不吃，更嚴格的素食，那根本接觸不到 B12。我說我每天吃兩顆，

勉強夠了，哪一天忘記吃就覺得不舒服，你吃一顆怎麼夠？當然要提高用量。提

高多少？你身體會講話，你吃得夠了，它自己就活跳跳，不管是付出多少時間工

作，不會說很勉強。等到坐久了才知道酸痛，不然你意志力還是很強，心平氣和。 

 

 有的看到抗生素好像看到蛇一樣好怕，你會用它就是好，不會用就不好。上

一次牙齒痛，我很少吃到五百，我們張牙醫師他說你吃兩倍(五百)，吃三天，結果

奇怪腰怎麼開始酸痛？我說不行了，不能再吃了，再吃下去腎臟要報廢。它講話

了，你要敏捷一點，正面的效果要體會，負面的效果也要體會，不要一直吃到出

紕漏了。當然我現在不吃了，你（牙齒）要痛到哪一天好就哪一天好！就不吃了！

所以就是說你什麼東西都要試，不要人家講，有沒有效你自己本身吃了就會感覺，

有補氣的作用、有精神比較好。 

 

 你要懂得它的基本性質，如果水溶性的話，你知道吃多了就會排掉，那維他

命吃多有什麼關係？寧願吃得過多，不要過少。我每天吃維他命吃很多，如果以

一個醫生、護士來講的話，我應該早就死掉了。吃太多了應該中毒了，引起其它

的毛病。阿丁說眼睛一直盯電腦愈來愈老化，我說你吃多少？二顆！我吃三顆都

不夠了，你還只吃兩顆？看你用眼睛時間，如果你是做粗重的，天天要拿鋤頭的，

你吃哈利巴一天一顆就夠了，不要吃太多，甚至於善存裡面的單位已經夠了。你

整天在看書、看電腦，那個消耗很大耶！所以有一天我如果忘記吃維他命 A 的話，

我眼睛就一定不舒服，很敏感，吃那麼多還在缺乏。 

 

 你說吃多了，肝藏會堆積，一定會死掉。有沒有肝藏問題？你可以從食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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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現在煩惱就在這裡，沒有一樣不好吃的，人家煩惱這個不好吃、那個不好

吃，我是煩惱吃不下，因為牙齒痛，不然就是吃了肚子受不了，沒有一樣不好吃

的。所以你五臟都有需要維他命，你鞏固好的話，你怎麼會有身體不舒服？何況

我們一天八、九小時在操。所以你有時候要改變觀念，自己去體會。很多人這種

不該有的病，常常惡性循環，一直再來、一直再來。你覺得超智慧，就不管它，

不管它最後會很不好。我只要是大小便，有一天大便不上，我就要想辦法，二顆

氧化鎂就塞下去，然後吃幾天，要讓它大便化軟，能夠每天排泄。你不要讓它三

天一次、五天一次，尤其女孩子都無所謂，你要叫她不發其它的腫瘤才怪。你自

己上面塞，下面拉都管不住，你還叫她身體運轉正常？ 

 

 你身體已經過去造成的不正常，你要想辦法去化解。有人說高血壓，她吃了

黑木耳很好，總是要找一條路啊，要改善你身體的狀況。有的人生理期一來就痛，

佩服她超有菩提智慧，都不理它，搞了一二三十年還是這樣，總是要想一個方法

解決，什麼方法？昨天我們還在討論，有的人說 B12 兩顆，還有加什麼什麼，它

就不發作了。有的人說兩顆太多了吧？1000mg。你都還沒吃怎麼知道太多、不太

多？多、不多由你身體來講話，如果你吃下去可能還不夠咧！所以維他命 B12 吃

素的人不能夠吃太少。你在法爾上課才會跟你灌輸這種觀念，如果你不能學進去

的話，你身體沒有辦法改進。這是菩提智慧，把它觀念導正，一切法不要太執著，

但是對於身體你要用它，你稍微不舒服就要處理，不要等到大病不能收拾了才要

做，能挽救有時候也是已經很慢，那有的不能挽救就麻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