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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法漫談一  卷02    透過語根修行 

 

跟各位提到的這個修行的這個要領，真言的修行要領，總持陀羅尼已經把你灑出去了！你自己

要能夠去掌握！法很殊勝，它必須要有人能夠認識，你要不認識這個法，那個法就沒用，師父只是

講過去而已！那你要是真的覺得這個東西很殊勝，那你就想辦法去掌握它，不要讓它流失，就只有

這樣子。   

我們常講說，這個很好，為什麼很好。它是“念珠＂它不是項鍊，對不對。像這一個就是項鍊，

項鍊這個是和尚的裝飾品，對不對？他要跟人家說大和尚嘛，就要帶二條嘛！小和尚就不要帶嘛！

它只是裝飾品，那你拿來念就不一樣喔，因為這個東西不是說你持別的加持，是因為你在這裡用功

過，所以它殊勝！那你要懂得它這用功方法在那裏。 

假設這一條念珠，經過你的用功，不是用功一百年，用功多久這個殊勝，不是，是在這個用功

過程當中，假設我這一條，假設啦！用功十年，十年可能也跟各位一樣一直打妄想，打了十年以後，

那它也不過只是叫做琥珀的念珠而已！只是這樣而已，那沒有什麼意義，那只有物理現象，對不對？

就跟一個世界美女一樣，你要她值多少？把她殺了秤看看一斤多少錢跟豬肉一樣，沒有什麼價值！

她的價值是在她曾經為這個世界奉獻多少，對不對？這個生命價值才有用啊！ 

同樣的，這條念珠不是因為它是琥珀，它是念珠所以有價值。不是，是在這十年的用功當中，

我曾經有一段或者是剎那中，我一念不生，那就不一樣啦！就不一樣啦！是因為透過它而產生一念

不生，而這一念不生曾經在這個上面發揮作用，那個一念不生可能五分鐘，可能十分鐘，可能一個

鐘頭，可能只有二秒鐘，那也不一定，那不管；那個一念不生的那一剎那間，它就有很大的威力存

在！是以這個部分它在殊勝的，你要看得到那一點，看得到那一點。   

我師父，我剛剃度的時候，他身上帶著這一串念珠，這個是感恩，五百顆的念珠，聽說ㄚ，我

不知道聽誰說，他念過一千萬遍，喔！很殊勝，老和尚的念珠，念過一千萬遍，你看看它多殊勝，

一千萬遍很殊勝，那二千萬遍不是更殊勝嗎？對不對？不是！是他在這個加持的過程當中，他曾經

有過我們簡單的講叫做瑞相的示現，那麼那個時候，以那一點在殊勝！那你要看得到那一點，你看

不到只看到一千萬遍，那一千萬遍有什麼殊勝！對不對？那你把它放在念佛機上面，那你看看，對

不對。那有什麼意義呢。不是那個意義！是在透過這種東西你用心的時候，那個殊勝！ 

同樣地你有很多寶，那個寶你要認識，對不對？不管是有形的，什麼翡翠、什麼鑽石這一類，

那是有形的寶，你要認識它，對不對。你不認識它的話，那綠珠子，綠石頭通通叫翡翠嗎？我看不

懂我看都差不多，對不對？鑽石跟玻璃我看也差不多！水晶在那邊比它還大，陽光一照，到處反光，

也不錯！那就差很多吶！你要認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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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你這樣一個人，你的生命本質有什麼特色，有多高的水平，那是你生命中的寶。你要知道，

修行訓練不是在讓你擁有什麼珠寶。而是讓你的生命，那種生命的品質能夠提昇，這個是寶！讓你

生命中的性德能夠突顯出來，這個是寶！修行的殊勝在這裏，所以我們佛經裡到處講寶，是這個

“寶＂。不是有很多珠寶，那沒錢買珠寶的人就不能學佛了嗎。不是這個意思，生命的性德突顯出

來很燦亮！燦爛！很璀燦！這個是“寶＂！生命的品質總體的提昇，這個是“寶＂！ 

總體提昇的部分就不叫單一寶，這個叫做七寶具足！摩尼寶珠，有沒有？就是指這個。七寶不

是只有七個寶，我們通常講七寶是講七菩提分，七菩提分使我們的生命質整個的提昇，關鍵在這裏！

在這地方！我們自己慢慢、慢慢的去感受，那慢慢的你自己去體會，生命在這個世間，它的價值，

它的意義在那裡。關鍵在這裡！ 

我們有好多人雖然是講學佛，學佛你弄清楚，有的人學到的是什麼、什麼佛？你知道嗎？叫包

裝盒，包裝盒你知道嗎？本來我們學佛是要使我們的生命去改造，去超越那個實質的部分，那就好

像說我買了這個東西，這個是實質，我是要買這個東西，對不對？這個東西賣給人家不是叫你拿回

去就好了，在百貨公司你還不能這樣拿出去。我到美國去買書，買一買它有一本沒有算到，結果一

大堆就帶出去了，「嗶嗶」叫，喔奇怪又找回來，怎麼樣哪一本？通通都再算一遍，再走出去又叫

了，為什麼？因為那一本它沒經過電腦掃描過去，就是沒有結帳，結果他再找奇怪兩次怎麼都這樣，

通通攤開來一本一本對，有一本，那一本要經過掃描，然後包起來，你帶過去那才行，你沒有包起

來，那還不行！ 

現在呢。我們因為佛教的文化跟雜訊流傳很多，結果我們沒買到這個東西，買到這個東西的包

裝盒。你知道嗎？你現在在學佛，你到底是學到生命品質的提昇、超越這個部分呢，還是只學到生

命本身的那些外包裝，有沒有。有些人威儀很好，威儀很好；那個心緊縮做一堆，那個臉七孔繃緊

成一孔，然後好像很威儀，那什麼威儀？那個叫包裝盒。 

修行是要把生命的那種火花給迸放出來，把生命的能量給蓄積起來！你現在學了一堆以後，都

沒有生命能量，乾涸的，像包裝的紙盒一樣！看起來很漂亮，對不對。因為你的威儀很夠，你的威

儀嘛！是不是包裝盒。那你內容、內在的呢。有沒有？各位！現在我們要學是內在東西。 

我再講一遍，有些同修可能聽過了，我說我們的心你注意看看，我們常常講自己也搞不清楚，

在常態下，我們凡夫，有沒有聖人在座？沒有啊，都是凡夫，所以我們講常態下是指凡夫的常態下，

那個心像猴子一樣，有沒有？到處爬，對不對？到處攀緣，很厲害對不對。那個心叫做常態，很像

猴子一樣，你會說捉都捉不住，有沒有，有沒有？這個心你認識了！ 

你再看看你的心，你的心一起作用，六根接觸六塵境界的時候，人家講一句話「你三八！你偷

人家的錢！你王八！」那你就：「我哪有王八！」對不對？「我哪有三八！」為什麼，你這個時候

的心像什你知道嗎？像一磚頭放在腦殼裡面，有沒有？你說「不要跟他計較！」「不要跟他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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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他就火大！」他那一句話跟你講三年，三年前跟你講，三年後，你只要遇到他，你又轉不過

來，有沒有？有沒有？這個時候心的作用，你的心的作用叫做“黏著性＂僵化了！你的心不起作用

的時候像猴子，有沒有？ 

現在我告訴各位，凡夫的典型就這兩種狀況，你的心就這兩種狀況，不起作用，常態中像猴子，

一起作用你的腦筋“頭殼硬水泥＂僵化了，就變磚塊，有沒有。你也知道「轉一下！轉一下嘛！」

不想轉沒事，越想轉就又越有事！越想越氣！為什麼變磚塊？修行在那裏你知道嗎。哈！剛好顛

倒，所以說末世眾生顛倒，怎麼顛倒。 

修行就是把你轉過來，平常在常態中，你的心安住，不能像猴子，最好像磚塊一樣，知道嗎？

那麼心要起作用的時候，才像猴子一樣，可以嗎？可以嗎？可以的話你就是聖人吶！你剛好顛倒

啊！常態的心要像磚塊一樣，心要起作用的時候，才像猴子一樣。可是我們心一起作用變磚塊，心

不起作用像猴子，你是不是弄顛倒啦，你看看！標準典型百分之百。怎麼樣來訓練這個部分啦。修

行啊！把它轉過來，轉過來很簡單！就轉過來，對不對轉過來，你去轉啊！   

很多人學了佛以後都會講大話，我們孔夫子講叫「狂狷之士」，講大話很簡單啊！「不要執著！

不要執著啊！」你憑什麼不執著，憑什麼不執著。你一定要有一番訓練，你沒有一番訓練你就做不

到。那麼要把這個像猴子的心，使它靜下來那這個叫安住，知道嗎？叫安住。 

用什麼安住？「提正念」「參話頭」，提疑情，守住那個地方心就不亂跑，任何境界一出現，馬

上就提正念，知道嗎？心就不亂跑，我們現在任何境界出現，你就是又顛倒了，所謂「任何境界」

是指你的心在攀緣的時候，趕快抓回正念這邊來。 

現在你是平常不抓回來，叫你做工作的時候「我在守正念」，所以什麼事怎麼做我都不會做，

因為我守住正念中！真的叫你吃飯，你怎麼不會守在正念中，你都會挑那個好吃的來吃，不好吃的

都退給行堂的同修，為什麼這時候不守正念？叫你做事你就守正念。奇怪！這個叫顛倒；一定要透

過守正念，提疑情，或者參話頭，把狂想心，那個妄想心安住在正念中。那麼你那個僵化的心，一

有境界就卡在那個地方動不起來，沒有人，我保證各位沒有那麼利害，說我在僵化時候說，我是安

住在這裏！安住在那裏。他罵我，我氣他，所以我安住在這裏！沒有！因為你沒有那麼活潑！你這

個時候不叫安住，你這個叫做“硬水泥頭殼＂，你有沒有辦法安住？不可能！不可能！ 

你用生氣安住在生氣中也很厲害，也是一個修法沒有錯，這個我們叫“非道行＂不教你，等你

是“勝熱婆羅門＂的時候，我再來教你。可是這種境界產生了，我黏著了，要怎麼讓它活潑起來呢？

要怎麼讓它像猴子一樣呢？不要再黏在那裏，這時候要用四無量心。 

四無量心這時候你用不上去，你平常就要修慈悲喜捨，你平常就要訓練好，大慈大悲大喜大捨，

這個境界你才能轉，你假如沒有這些資糧，這境界一來你就轉不過去，轉不過去，好多人我相信各

位都有，幾十年都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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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當你對這種境界轉不過來的時候，我告訴你，你的慢性病一定會產生，胃潰瘍、便秘、

痔瘡、失眠、什麼糖尿病、失憶症、容易感冒、有沒有？頭皮屑很多，我是隨便講講，萬一碰到你，

純屬巧合，這種人叫“陰沈＂，台灣話叫“陰沈＂，就是那個凡事鑽牛角尖，鑽得很深，自己一個

人一件事情，想幾十年還在想，這個都是心理上的病態、病態。 

最好趕快看心理醫師，不要找法師，找法師，法師倒霉，你去看心理醫師把這種心境解開。當

然修行是可以解決，可是你這種人就不能修行，不能修行，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修行，他凡事已經

都看偏了，這一點大家一定要很注意！很注意！   

這個「用心」，我們要認識心，你才會用心！你不認識你的心，你根本沒有辦法用心，所以這

個是屬於意根的修法。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所看到的，很多修密法的人，很強調觀想，有沒有？那

就是把語根跟意根混著修。 

真正修語根的人，不要觀想，不必觀想，因為語根我們剛才講過，是要去碰到你的生命核心，

有沒有？透過語言，語音應該來講是語音，語音去給你自己的生命定位，他不透過意識，你的心像

猴子這樣跑，不管它，我就一直守住這個，透過聲音一再的訓練，一再的訓練，然後找出生命的核

心來，你會在這個地方撞擊，知道嗎？ 

現在我們沒有這個。好多人會唱歌，梵唄什麼各樣都來都會唱，你生命沒有重心，生命沒有重

心，你是一個漂浮在海上的一條船而已，什麼時候要被淹沒，你自己不知道！你還是在生死海中，

要趕快定位！ 

透過語根來定位，可以！那我們很簡單，這個技術面很簡單，我跟各位講技術面就這麼簡單，

工程面是你開始在那裏相應的時候，我們才講工程的作用。你假如技術不能夠純熟的話，工程面無

效，無效。 

所以修密法的人，容易什麼講那神祕性的東西，越講越神秘，修密法一定要穿那服裝，帽子戴

大大的。大頭病啊！要戴大帽子的話，回教徒戴的更大！對不對？不是這樣子！不一定要那些，那

一些都是宗教儀式！我們剛才跟各位講過，宗教儀式不要太強調，有一點可運用就好，宗教儀式絕

對不要過度強調，那會害人的！會害人的！當然那些宗教儀式也很迷人，所以很多人也容易被它

害！   

我們現在跟各位談，一個應該來講，我們都應該要知道的，但是各位很少去知道，很少去知道，

我們在唐密裡頭這個叫“空海大師＂吧，把我們修行，就是一般所有的人，分成十種人叫做十種心，

它十種心叫十住心。 

這十住心它是從《大日經》跟《金剛頂經》裡面把它匯集出來，我們提一點給各位瞭解一下，

因為假如不談一點經好像不太有佛味，我們稍微把它佛理佛氣一下。這兩部經匯集起來，我們有三

種狀況，第一個喔就是凡夫，凡夫的部分，凡夫有三種，十個當中它占有三個部分，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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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就是異生下劣心，就是人雖然是人，長的人模人樣，但是呢，他的心很下劣，跟畜生差

不多，跟畜生差不多，這個叫愚癡心。那麼另外一種是貪心很重，貪心重，他有一個特色，就是佔

有慾很強，貪心就是佔有，愚癡是迷糊，人生來這裡是什麼。幹什麼都不知道，沒有目標，沒有方

向感，這是畜生。佔有慾望強的叫做貪心，這個是鬼道眾生。那個嫉忌心、計較心、瞋恨心，有沒

有甚至於說正義感很重的人，是非很清楚的人，這個都是瞋心，這個是地嶽心，感受地獄的，所以

這個叫做異生下劣心。   

佛法在講真理分類的時候，有時候你會覺得你不太認同，這個跟我當年一樣，正義感有什麼不

對？是非分明是正常的，對不對？有頭腦的人就要是非分明，沒頭腦才是非不分不明，對不對？當

官去貪污這個就是不對！那些當官貪污他不認為對不對那不是很麻煩嗎？對不對？所以呢，有一些

尤其是年青人，正義感非常明確的人，這些都是地獄心，我跟各位講，你不要以為這個講的你不同

意！不同意也不行！ 

我舉個例子，我們民國初年，章太炎，大家知道嗎？章太炎，國學大師，當時啊那個袁世凱要

叫他出來號召全國的知識分子擁護他當皇帝，人家已經革命了，他還想當皇帝，你看看！，這個章

太炎不同意，不同意啊非常氣他，就把他關起來，袁世凱把他關起來，不是他把袁世凱關起來，袁

世凱把他關起來，軟禁在那個叫什麼？碧雲寺，關在碧雲寺，他關在那裏無聊啊！叫他寫詔書，下

詔全國知識分子擁護這個洪憲，袁世凱不同意就把他關著，關著他無聊，氣歸氣，氣完要睡午覺。 

每天睡午覺都夢到地獄去，那些地獄裡面的鬼被打得要死，痛苦得要命，他就去找閻羅王，「他

們是犯罪是犯罪，不要那麼兇！」閻羅王也跟著他去看，沒有啊！地獄沒有幾個鬼啊！也沒有幾個

怎麼樣，可是他就一直聽到那樣，你想想看，章太炎國學大師，知識程度那麼高，涵養那麼不錯，

他幹嘛！他死後就是閻王殿的文判官，文判官你知道嗎？地嶽裡當法官，就是這樣的果報。 

他當然不用去受罪，他不受罪，可是他也只能在那邊當法官而已，這就是地獄報。你不要說，

喔他很怎麼樣，沒有錯，他不必下油鍋不必下刀山，但是呢，就是這個果報，這個因果律中所講的

微細處，那不是你那個很粗糙的心所能分辨的，了解嗎？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叫做愚童，愚童就是幼童，幼稚，小孩子，持齋心，愚童持齋心。愚童持齋，那這個

我們社會普遍的都是這些人，有沒有？吃菜念佛，聽過嗎？台灣話是“吃菜孤窟＂為什麼呢？愚癡

嘛！他愚癡的話，他吃齋他就會有分別心，你去注意看看，我舉個例子，我不知道對不對？ 

吃素的人，吃素的，在座是不是都吃素，我請問你，可不可以吃肉？不可以嘛，對不對？那麼

反過來，你看吃肉的人是不是不能吃菜？對不對？是不是應該這樣講，吃素的人不能吃肉，那吃肉

的人就不能吃菜，是不是這樣？那這社會只有兩種人，一個是老虎，一個是羊，對不對？老虎吃肉

不吃菜，對不對。什麼時候看過老虎吃菜？沒有喔，我們也沒有看過羊吃肉，愚童持齋！ 

所以你會看到吃肉的人來吃一餐素，「功德無量！」你會覺得很莫名其妙；吃素的人去吃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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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他要下地獄，莫名其妙！有沒有感覺到，為什麼如此？愚童！在持齋人的人“阿彌陀佛＂！稍

微把自己看清楚，學佛不要學到這個樣子，這個不是學佛，這個一般世間的小小的善人，小善人，

這種愚童持齋照樣會作壞事，會作壞事。  

 第三個嬰童，嬰兒喔，這個更糟糕，更小，嬰童無畏心，什麼都不怕，所以叫外道，外道就

是有修行的意思，那個剛才愚童持齋那根本不在修行，所以你看他社會上很多人說，他在吃素就是

修行，莫名其妙，這個嬰童無畏心，他在修法上很精進，所以我們跟各位講，很多外道修行比我們

更厲害，但是他沒有無漏智，不算，這個都是凡夫。三種心。   

第四個叫唯蘊無我心，他也講無我，這個是小乘，聲聞乘，講無我，它講五蘊。  

 第五個是拔業，把業拔掉，因種心，業的因都能拔掉的，不是只有無我而已。這個我們剛才

講的獨覺，緣覺心，緣覺的心，這五個。   

第六個他緣大乘心，這個很有意思，他緣攀緣，他緣，這個大乘心，法相，是法相宗，彌勒菩

薩為主，這是第六個。   

第七個就覺心不生心，他已經有覺性了，所以叫做法性宗，文殊菩薩為主。  

第八個一道無為心，如實知自心，這個部分這是跟天台的觀世音菩薩相應。   

第九個極無自性心，最高的境界普賢菩薩。   

你注意這四個，彌勒菩薩、文殊菩薩、觀音菩薩、普賢菩薩，四個菩薩，對不對？有沒有印象

在那裏出現過？這四個菩薩同時出現的？嗯！《八十華嚴》沒有，《四十華嚴》最後一卷，十大願

王最後導歸極樂。在極樂世界，在往生極樂世界的時候，彌勒菩薩、文殊菩薩、觀音菩薩、普賢菩

薩，就這四個菩薩，有沒有？即見阿彌陀佛，彌勒菩薩、文殊菩薩、觀音菩薩、普賢菩薩來

迎接，有沒有？你不懂得整個經典的思維模式是什麼喔，你就以為極樂世界是你想像的，不是，這

個不是極樂世界，這個是一真法界，這個”阿彌陀佛”不是那個”ㄛ彌陀佛”，這個“阿彌陀佛＂是無

量無邊的佛。這裡面的普賢、觀音、文殊跟彌勒，為什麼出現這四個？代表所有一切菩薩，不是這

四個菩薩。 

彌勒菩薩代表是所有法相菩薩，文殊菩薩代表的是所有法性的菩薩，觀音菩薩代表所有的性宗

菩薩，普賢菩薩代表所有的極位菩薩，最高的菩薩。所有菩薩通通到了！是這樣子，你想想看嘛！

一個修得那麼好的人往生極樂世界，總共五個人來接，阿彌陀佛、彌勒、文殊啊！對不對？觀音吶、

普賢就這五個，那有什麼殊勝嗎？不是，這五大類的無量無邊的佛，這個不是來迎接，有沒有？我

們常常講「阿彌陀佛遠相迎」，什麼遠相迎，狗屁不通！它是一種相應！一種相應！無量無邊的佛

全部出現，是這個樣子啊！ 

對於經典的語言模式、思惟模式不能瞭解的，你那個經典給你看起來，小人看圓，圓點亦小，

都縮小了！圓人看小乘經，小乘經典也圓了，變圓教的那麼得殊勝！你要看清楚，這裡已經交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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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這不是巧合，這個不是巧合。 

這個空海大師，應該是空海，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把《大日經》跟《金剛頂經》作一個總

結以後，是《華嚴經》最後的結論。《大日經》跟《金剛頂經》是所有密宗思想裡頭的最高指導經

典。《大日經》我們通常叫胎藏界，胎藏部，《金剛頂經》就是金剛部，這兩部綜合起來的結論，《華

嚴經》的結論，有沒有？ 

讀經要這樣匯通，這不是我們硬掰掰過去的，不是，所以你要了解這經典裡面在講什麼，在講

什麼。   

第十個心就是講“祕密莊嚴心＂，那這個《金剛頂經》跟胎藏兩部合起來的，其實這個是站在

真言宗的立場來這樣規劃，其實這個部分整個就是一佛乘的佛，佛，所以普賢菩薩在這邊叫做什麼？ 

“第二導師＂啊！第一導師是佛啊！有沒有？我們在哪裡？淨行品是不是講第二導師，對啊！就是

這個部分，普賢菩薩在第二導師，佛為代表。 

各位要瞭解到，我們站在佛法的修學中一定記得一個，法法平等，法法平等，因為你能夠出離，

出離三界免除輪迴，那個境界是完全一樣的，有沒有人出三界過？沒有吧！因為沒出三界所以我們

都在這裡面，我們都在世界裡，出三界以後所有的待遇是平等的，你要了解到，了解到，這聲聞出

三界叫“羊車＂，對不對？《法華經》上面講很清楚，緣覺叫“鹿車＂，所以我們在修行的時候會

有羊有鹿擺在那裏，給你觀想，說你是羊，你是鹿，但是沒有老虎，你放心，再來就是牛車，這個

很奇怪，這三個都吃素。 

但是出了三界火宅以外，三界火宅表示三界輪迴，出了以後沒有羊車，沒有鹿車，沒有牛車，

那都在三界裡面看有分別嘛，有分別有大小，出了三界以後只有陸地大白牛車，那就“一佛乘＂了，

“一佛乘＂。 

我們在三界裡，各位對一佛乘都體會不到，我跟你講多殊勝，你根本體會不到！你根本體會不

到！但是你只要照這個不管是小乘、聲聞、緣覺，或者六度萬行去修行，只要出三界，只要出三界，

阿彌陀佛，拜託只要你出三界就好，你所得到的殊勝的那一種果報，那就是陸地大白牛車。你說「我

只要羊車就好」，對不起！哪有羊車只有白牛車，大白牛車！沒有羊車，沒有鹿車，沒有水牛車，

只有大白牛車！「牛王的車」！ 

佛陀的慈悲就在這裏，他能夠運用善巧方便帶領我們出去，只要出去以後就一律平等，所以「法

法之間是平等的」。我們現在會造成這個小乘跟大乘衝突，這個真言宗跟大乘也衝突，跟南傳也衝

突，這個都是人的問題，不是法的問題，在法上沒有這種衝突。我們不會去把它圓融，是我們笨吶！

我們沒有智慧！你不能怪說法有問題。法沒有問題，我們固然會這樣劃分，劃分是從它所顯的相上

來講，基本上都一樣的，平等！平等的！各位要瞭解這一點。 

佛是因為眾生不同，講法不同，但是你只要達到目的以後，那是一樣的，一樣的，知道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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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不要以我們所修所學的法來否認別人。你說，哪個法比較好？你聽他講那當然好，他那麼笨！

講了老半天，我這個法不好，其實我這個法不好，那你去聽別人的法。你剛才就應該要講，我才不

要聽嘛！你講了老半天，到最後否認自己，這不可能的事。 

所以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派別，一定說他最好，這個沒有錯！這個沒有錯！現在問題是我們，

我們自己要肯定自己，這一點才重要！你不能肯定自己，那個法門對你來講都沒用！我們看《維摩

詰經》三十二式，講“不二法門＂，有沒有？各個都是“不二法門＂，那你去選好了，對不對？你

也只能選一個啊！你選三十二個幹嘛；那你只有“點落，點叮噹！＂一直點啦！你找不到你的囉！

《楞嚴經》二十五圓通，各各都稱圓通，都稱第一，你去找你自己要的才重要！對不對？ 

為什麼我們會有這種情況？現在就像大家所講，我找不到一位好老師來教！是啊！你找不到好

老師，每一個老師都說，我找不到好同學來教耶。怎麼辦？到底是沒有好老師還是沒有好學生。問

題就在這裡，就在這裡。   

我們懂得法法平等，隨著我們個人成長的背景、個性有沒有。各種狀況，你選擇你自己要的，

跟你相應的，那好好深入就好了。那個時間、那個機緣到，我們自然就出了三界以後通通都一樣！

通通都一樣！所以在修行中絕對不要產生那一種法執，那個法執絕對不要產生。有！我們知道每一

個人都有，而且要除掉法執更不容易，你知道嗎？ 

修行人有宗教信仰的人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你罵他不要緊，你污辱他，也不要緊，他會忍的

住「我是什麼什麼信徒」，對不對？「我是佛教徒」，不知道是佛教的信徒，還是佛教的叛徒，不知

道啊！反正都是徒，你因為是掛了這個標籤，所以人家欺負你，你會忍下來，而且也會很有涵養，

對不對？這看起來這一點很厲害！可是你只要去羞辱到他的法，他的宗教，有沒有？那他跟你沒完

沒了！他不會跟你怎樣，他會跟你拼了！為什麼？這就是法執！ 

很多人在爭這些教義的時候，你對他個人污辱，他都接受，但是他一定還要告訴你，我的那一

個是“踏＂不得，為什麼？法執！我們要避開。所以你在剛始學的時候，這個基礎要建立起來。 

我也可以跟各位講：「我們這個道場最殊勝啦！」對不對？「我們這個法最好啦！」「你不要再

找了，找到我算你的福報了！」可以嗎？「為什麼不這樣講。」「我可以在我頭上放很多的光環啦！」

是不是這樣？不對了！那是一種愚民政策，這個是欺騙眾生的，佛陀從來不這樣講，佛陀頂多是告

訴你說：「我是覺悟者我已經覺悟了。」他這樣就已經很不得了，對不對！我們現在你最好不要說

你已經覺悟了，你覺悟什麼。人家出二個題目，你就蹺蹺倒！你還覺悟什麼。 

我們還沒！我們可能有很大的什麼，憧憬！人生的憧憬，我也很想成就，像上帝一樣！或者是

像佛陀一樣！這是你的憧憬！那並不表示你的成就，那表示你的妄想很大！野心很大！這樣而已，

那要修行要經過一段非常嚴格的訓練！   

前面跟各位講過“願＂要去實踐，所以在我們的行法中叫做“行願＂，行在願上面，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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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行願或者叫願行，有願必須有行，有願不行的，不算！我們民間信仰是這樣，「佛祖！給我保

佑，我若賺五百，分一百給你，賺越多，你分越多，剩下看你了。」那你回去就當財神爺收錢就好，

收完以後，你當股東，對不對？分紅給他，佛祖抽紅就好，他做賭頭，信徒都去開賭場，不對！不

是這樣！你發了願，你要去做。 

民間信仰不是，他是發願，叫你替他去做，對不對？「你保佑我賺五百萬，我一百萬給你。」

那不是你要去做嗎。對不對？民間信仰，他跟你發願是叫你去做的，所以初一、十五，土地公都請

公假，有沒有？每個到土地公廟去，都“乖乖＂一包，對不對？ “乖乖＂一包，你看到了喔，「你

看到了喔，你要保佑我這個月賺錢」！你保佑我賺錢下個月就孔雀餅干一包。土地公承受不起，所

以初一、十五你不必去拜，他都請公假！ 

關鍵在這裡，佛法要你去做，要你去實踐！願你自己發，你不要發那麼囉唆！我一天要作功課

八個鐘頭！那你自己講的，你自己講的你自己去作，佛沒有叫你做八個鐘頭，你自己發願，我每天

作這個功課，做多少都可以，你自己發願，啊每天，你自己講每天，你要記得每天！往往每天你都

忘了！奇怪，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自己發願不算數！你既然發願你就要去作，把它作完就好了。 

所以我們常跟各位講，你不要多，不要多，要持之以恆，你那個願你要去兌現。我跟你講，有

人念大悲咒，我每天念“一句大悲咒＂，這個願我實在想不出來。他怎麼會發這個願，我每天念一

句，大悲咒八十四句，他老兄什麼願不發，就發每天念一句，我說，好吧！那你就念一句吧！結果

他真的每天念一句，我說你真的。昨天念第一句，今天念第二句，他說，不，我每天念第一句，我

實在搞不過他！輸給他了！真的輸給他。 

我就問他說，那你為什麼要每天念第一句。他說以前有個殺豬的，我聽師父講過，他媽媽教他

念大悲咒，他就是每天就只念一句，所以他去殺豬，到最後他掉入地嶽的時候，他剛好記起，南無

喝囉怛那哆囉夜耶！碰！你掉下去，那個油鍋被他摔破了，因為他快接近油鍋的時候，他那一句念

完了，所以油鍋的油乾了，把他摔下去，油鍋就破了，他又爬來走出地獄去了！所以我想我每天念

一句，我只要記住這一句就不會下地獄了！好吧！不會下地獄就好了！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每天唸！我想我們大概沒有人像他那麼聰明，那麼聰明的人僅以身免地獄

之苦，對不對。這麼一句可以有破地獄之功，沒有錯，但是你只能免除地獄而已，你在人間要受什

麼之苦，你不知道呀。貧窮下賤啊，不見天日，那個日子，有沒有？你不知道啊！你萬一生到邊地，

去當愛基斯摩人，不是說不好，大概你會很痛苦！會很痛苦！這個就是我們的正因、正報。 

各位一定要有那個願，願當然是越大越好，可是要你做得到，要一定要做得到，那個願就是你

要去把它實踐，去把它兌現出來，就可以了，那麼我們在密法的行持當中，他的願是從這個地方來！ 

現在跟各位講願在那裏？在你要去找到你這個音，音聲，這語言的音聲，你自己去訓練，要訓

練出它的韻來，這個我們來講，用四十二字母去選一個字母，其實你現在也不會選吶，你就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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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母輪流一直唱，唱到哪一天，你會發現哪一個字那個唱法，你願意，你能夠以它為準，為準，

那個時候它是“經線＂出來了，那個時候你的持咒，咒語像緯線一樣，這個相交叉的地方，就是你

生命定位的地方。 

你假如只有一條線，不管是經線或者緯線要去定位，你要在哪裡很難定，很難定，知道嗎？你

一定要二條，一個經線一個緯線，它交叉過去，那個地方是你生命定位的地方，你不要用意識去找

它，找不到，跟各位講，你真的找不到，我們只是在這樣跟各位作開導的時候，它是一個舉例，一

個舉例，生命中你用這兩個音聲的系統，自己去找一個交點，找一個交點，我這樣講是很清楚了，

你實際上在運作的時候沒有這麼清楚！沒有這麼清楚！那你只有真正的去修行，你才感受得到，你

那個所感受到的部分，才是你真正的生命的活水源頭。 

我們希望各位很快的把自己落實到這個地方，給自己做個定位，只有在這個定位當中，我們才

能夠真的找到出離的根本，出離三界的根本，當然出離三界的方法很多，不過你要運用真言宗的密

法來修行的話，這是個總持，這是個總持。 

我們把這個部分交給各位，這是你的，你的權利，當然你要讓你的權利睡著了，那與我無關，

我頂多下輩子再來一次，再一次嘛，對不對！你這輩子來了，我就跟你講過，你只要聽一堂課就保

證度你到成佛，你不願成佛，我就辛苦一點！只是你不要常常叫我說：「師父！你要早一點休息」！

因為大家都不成佛，我只好繼續再努力！ 

其實你運用這樣的一個方法去修行，因為這裡面跟意識無關，你知道嗎？他就只找兩個聲音的

交集，那個音韻，語言的音聲，你要去找到它的交集。各位可能不知道，我不知道你知不知道，我

是假設你不知道，我們假如對音樂，音感很敏銳的人，你會發現我講話的聲音是什麼調。你不要看

我講話聲音，你還是可以用Do、Re、Mi、Fa、So、La、Si去把它編出來。因為我是一個沒有音感的

人，人家說五音不全，可是我跟人家說，我五音不全，人家說，什麼！你那裡五音不全！我說，不

然是什麼？「你根本只是一音」！換句話說，我只會發音而已，根本就沒有高低音！ 

我相信各位假如你對聲音敏感一點，你應該很快可以找到，很快可以找到，假如沒有的話，你

好好訓練，照樣可以找到！因為我從小喜歡罵人，罵到都不會唱歌！唱到後來我只會唱「三民主義」

其他都不會；現在連“三民主義＂也忘了，因為大家都不唱，我也不會唱！ 

音是很好修行的，它沒有包袱，它沒有包袱。意識形態不一樣，透過意根修行你要懂得如何用

心，透過語根修行你只要懂得語音就好了。所以語音如何訓練變成我們真言修行的一個總關鍵。先

把這個份跟各位做個交待，我們明天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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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嚴寺各分會資料如下─ 
 
●金華園佛法院 
237 三峽鎮安坑里建安路129-1號 電話：（02）2668-1736 
 
●鹿 谷 
558 南投縣鹿谷鄉和雅村愛鄉路34-1號 電話：（049）275-5009傳真：04-92755793 
 
●台 北 
235 台北縣中和市中正路1180號4樓 電話：（02）3234-5945 傳真：02-32346951 
 
●宜 蘭 
265 宜蘭縣羅東鎮純精路二段226巷1號2樓 電話：（03）957-8198 
 
●竹 南 
350 苗栗縣竹南鎮營盤里22鄰南寶街62號 電話：（037）463-510 傳真：（037）462-541(蔡會長家的) 
 
●台 中 
408 台中市南屯路二段408號3樓 電話：（04）2471-0123 傳真：04-24710143 
 
●嘉 義 
600 嘉義市信義路115號六樓（新址） 電話：（05）2369911 傳真：05-2842902 
 
●台 南 
701 台南市東榮街78號 電話：（06）208-6527 傳真：06-2364554 
 
●高 雄 
密林：813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路80號3樓 
電話：（07）556-9629 傳真：07-5584011 
 
禪林：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路297號12樓 
電話：（07）285-5996  
 
福德：802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路42號 
電話：（07）721-1849傳真：07-7211851 
 
 

網址：http://newweb.huayenworld.org/huayen/

空庭書苑：http://store.pchome.com.tw/huayen/

 

你對大華嚴寺的活動感興趣嗎？想成為各分

會道場義工嗎？亟欲聆聽領略華嚴思想的博

大精深？無論您在海內抑或海外，歡迎您前

往！

 

大華嚴寺 

 

http://newweb.huayenworld.org/huayen/
http://store.pchome.com.tw/huay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