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課程 聖道普渡】 

 

第一回  感恩天地 

 

大道肇始，陰陽定位，眾星拱道，天心已成，人道續緣其間，而成世界。人秉

天地日月星辰、得正軌而成大道。昊天罔極，慈心大開，龍華以慰 母顏。人

居世間而立，生生不息而傳延。 

 

自古至今，人能感天之覆，地之載，日之照，月之明，星宿五行貫乎天地。設

乎！人若不知感天恩，愚昧作惡沉淪，致黑氣瀰漫。諸天仙佛感其不德，立願

下凡方方闡教，處處開堂，以理啟化，務使眾生迷途知返。 

 

聖人知天感德，賢人知天敬德，庶人知天懼德，迷人知天無德。萬物生存其中，

受天地覆載。日月星辰定位放其光明，不因善惡貧富而私之。天之大德曰「好

生」，地之大德曰「養生」，即天生地養。 

 

萬物以人為靈長，卻不知積功培德，以報天地之覆載，而感其德蔭。上古之天，

人能配天合其德，故人性純善無惡。中古離天稍遠，人心半善半惡；至今已離

天更遠，人心極度奢詐，無復清明盛世。 

 

是以人心沉淪六道，不知感天之德。一味以善惡因果報應而謂之迷信，殊不知，

天時清算已至燃眉之急！ 上蒼覩此，不忍眾生沉淪於輪迴，故道劫並降。期

望有情眾靈，以聖道真理為學習，回復先天靈性清淨。 

 

科技時代，眾生皆迷於金錢財富所追求，又沉迷於娛樂之歡。卻不知如何將自

己靈性照明清澈，導致無法回歸無極，促成一直反覆輪迴。上天慈仁，屢差仙

佛以理渡緣，化解人間頑固魔性，回歸圓滿德性。 

 

然而迷子皆無感恩惜福之心，只要對自己有利，皆不擇手段而行之。致使因因

果果，原始德性遭受蒙垢，為得利益而不畏因果，不思感恩來服務人群。形成

險詐奢迷，添增惡業果報，致使一直難以了脫輪迴。 

 

人若不知感天恩、回饋人群，則無法有清明境地。聖人設教，以理啟化，天設

地立，眾生隨緣而渡。故人心啟教，必知天地感其德性，方為立身之本！當知

天地覆載，地心引力而吸之，天成其德而昇之，人人踏地而生。 

 

頂天立地，天不加其禍，亦不加其福，乃人倫道德自我行使，為非作歹自我作

為，而分別禍福。又以善惡如影，禍福各自隨之，皆人所召，非天地降下禍福，

能悟此理，感天地之德即明。 

 



世人不知天地中道無私，故昧於心求！造下無邊業愆，卻又難以轉圜。若共業

當下來臨痛苦，之後宛如過眼雲煙。不消一逝即忘警醒為戒，甚難自我警惕。

以為禍殃絕不會復加於我；又共業到來，佛能救之？神能救之？皆難！ 

 

各人因緣前定，果報今臨，諸天仙佛回天乏力！德業禍業，皆自己所為而成，

良善因緣能以回饋之心，感天地之大德，必能成就於今世，否則來世又如何掌

握？所以『知恩、感恩、報恩』，必能行使天地大德，而不入禍殃境地。 

 

 

 

第二回  聖道天德 

 

嗟夫！人受天地陰陽而成。自古迄今，無數宿世輪迴中，人能知天感德，合天

配德者，鮮矣！至今已入叔季盛世，人心不古。修德不復上古純善，皆受物慾

沾染，促使靈台污濁，層層污穢無法洗滌。 

 

心中時而產生矛盾，時而疑惑叢生，更知今生為何而來？為何而生？又如何面

對自己？心中時常顯現空空洞洞，心靈缺乏聖道真理滋潤，變成奢求欺詐，不

良心態層出不窮。此非 上蒼不慈，仙佛能教化者，必已全力成全。 

 

然屢屢教化，言者諄諄，但聽者藐藐。有似「鴨子聽雷」一竅不通。人心至此，

天心已灰，雖然如此，尚不能因眾生乖舛頑固，而不拯救！天之大德無與倫比，

大道運轉乃於自然之中。世人不明，若不啟迪真理教化，則歸返無期。 

 

大道運行至公至正、不偏不倚，不因累世善惡因緣影響而中斷。聖道大公至正，

運行自然之理，殊不明其理，正是單純天真。必要用心體會思考，宗教提倡正

道運行，大道乃中正無私來運作。 

 

迨今世代，黑風已將大氣污染，瀰漫遮光致使現世共業災禍綿延不斷。現今風

暴侵襲，已屬平常。有情眾生不明究理，僅知運作差悖。殊不知！人心險惡至

極，上蒼藉劫以警眾生。 

 

眾生共業成熟，天地災難來臨，並非天時不序，乃大道悖正偏斜，人心善惡因

緣確切所關。大道運轉雖能化劫，然非人力所能挽化。必以人之善德正氣累積，

增加福澤與善業，才能扭轉天地造化。 

 

如此方能善導風氣，而有鼓舞作用。又大道運轉乃自然，四時八節分明，眾星

亦得其正位，不偏不悖，陰陽順行而成宇宙，千古不變定理。天地造化皆有其

定數，何時降災？何時降福？皆因眾生所造共成有關。 

 



天能因人變易，地變乃人為所攸關。現今天運已變，科技生活與過往相比，正

是相差良多，現今世人最有福份。能明白大道自然運轉，人生宛如大道同理，

皆有定位作息不悖。天恩不加，天德不減，皆有其肇因，非天力所能牽引之。 

 

人有善德福份，必關天運之所然。如此「天地之大德」，必是人間所欽戴。天

能生人，地能養人，人以護生來報天地之德。天地恩澤，悠關累世善惡因緣，

必於今生來了願了業。 

 

天地之大德，人能合其德，才謂之三才。天加人禍而不慈，乃人悖德促使共業

形成，以此磨練消業，方能清明醒世。世人福份隨身則心喜；惡業加諸則怨天

尤人，然福禍乃人自召。有福享，必有禍當；有禍當。必要靠德行來解之。 

 

以德消業而遠禍，福報必隨之。此種三角關係鼎立而成。業因如此、福報如此、

德業如此，眾業息息而相關。大道肇始、宇宙形成，陰陽分判，則由一而生天

地陰陽二炁，續而三才鼎立，分四象，兆五行，形成一理而散萬殊。 

 

萬殊而歸一理，卷之於密，彌之而六合。七情六慾，必用八德–孝、悌、忠、

信、禮、義、廉、恥而克之。儒之四正與非，乃人為修正之標準，得一炁而修

之，其餘八德皆全備。古今聖道，皆不偏於此理。 

 

大道正炁於人身，一炁乃自然運轉。須知世人食五穀入口，自喉道而入胃，再

由小腸吸收消化，形成養份滋潤全身。之後將不潔廢物排除於外，形成糞便而

棄之，此乃自然運轉。若稍有偏悖，人身必受其殃、而受苦遭難。 

 

細思人身如一小周天，天地乃中周天，宇宙乃大周天。運行之理，符合人身之

構造，世人若明此大道運行，天德必備。人身修持，把營養全盤吸收，把廢物

排除於外。宛如修持過程，將聖道真理照單全收，把自身毛病與不良積習棄除。 

 

大道運行亦是如此，將不良摒棄，良善的再造變化，使其純純潔潔、清清明明、

回復運轉。聖道普渡，由自身做起，則有成效。否則天恩難加不善之人，天德

難救無善之心。人若契合天德，則人甚幸！萬靈甚幸！ 

 

 

 

第三回  天道奧義 

 

天地人三才鼎立，形成世界。天心慈善，聖道啟教萬物靈明性清，能歸者有先

天條件，不能一概而論。如能侍天，必能服地；能服地，必能侍人；能侍人，

必能救眾生，此千古不易之理。 

 



天之大德曰「好生」，地之大德曰「養生」，人之大德曰「護生」。能侍奉天地，

人倫其德善也！能歸行其道，能合天地必能合人群，能合人群必能侍鬼神。鬼

神者，精靈之正邪也。修其正則神，偏其正則鬼。 

 

鬼神若得其正，其偏必廢，就能有德澤，必教眾生學習真理。「聖道真理」，回

天之路也。行使不偏不倚，方是大中至正。此中乃天地根本，過與不及皆非中

道，形成宇宙運作之大道公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未

發皆中節，未發乃原始本性，不偏不倚合其正道。無善無惡、無增無減、無聲

無臭，乃原來如如不動之原始根性。 

 

真性如光之明、水之清，先天德徵能見透澈而無瑕疵。其德徵乃應大道之名，

不因原靈增減，不入原性分別，其靈皆有原來本位，必能將心性提昇至本來面

目，而致靈性不增不減。 

 

古言自然法則，今吾輩喜而分別，誰最大、誰最高！天道奧義原不在此，天道

乃最平凡之自然法則，也最不值得爭辯。因世人喜將自然簡單的道理，經過複

雜之影射，又變成遙不可及。 

 

給予眾生有高深莫測之崇拜情感，此乃今之謬言。人類生存，能明自然法則，

由自然中領悟天道奧義。則人世宗教，又有何爭端？皆在私心作祟，舉高、耀

心、愩高、我慢、夜郎自大等種種惡劣陋習。 

 

應將自然法則，用於生活當中來體悟。又天道原本自然具備，不求亦能自足滿

盈。天行運轉亦是如此，太陽是從東而升，由西而降，日日如此，月月如此，

年年如此，是自然法則，皆不悖正理。 

 

絕非今日東昇而西墜，明日西升而東墜，如此已偏自然定理。大道是自然中來

修持，自自然然來行使而已。經由後人畫蛇添足，也就增添朦朧神秘之感，致

使修子望而卻步，又裹足不前。 

 

聖道普渡以「德性」為要，如果無德，即如「銀行無有存款」，如何領取受用？

若以此論，人必修德，「德性能光輝靈性」。德乃萬福之原，無德即無福，也無

通貨金錢，又該如何修德？ 

 

正是符合自然法則：「德」者人之根本，一切「緣」之母。上古諸天仙聖佛修

德潤身，皆教人類修身養性。其間教化：「有德能司火，無私可升天」。有道無

德便成魔，有道有德可成佛。 

 



聖道不可離德，必要兩者並行，了悟人生無常。數拾寒暑中，扣除吃、喝、拉、

撒、睡、童年的時光，真正能入於修德的時間已有限，應要好好把握有生之時

光，理明見性方是真機，亦是輔助人生路途中，有清淨靈明之本來。 

 

大道運轉以德服人，周朝文王、武王，能成就數百年之根基，皆以修德而來。

人生亦是如此，誰家有德，誰家即能有福分。福德並行、福慧雙修，以德利益

天下眾生，德之得財者，乃天下公理。 

 

世人皆喜好「福德正神」！每逢初一、十五，必會叩求「福德正神」恩賜福德。

若自身有福德，能用於己，心不求福德，福德自隨之。反之，若己身無有福德，

「福德正神」能佑之否？ 

 

必要自身累積福德，能將福德提倡落實，即有福分隨之，德業臻之，人生就有

光明前程。天道如此，人道亦是如此。天道奧義，在德業中自然行使，必有正

確路程！祝願世人：真理渡化醒迷津，理明見性復原靈。 

 

 

 

第四回  公心內德 

 

天恩浩瀚，德配天地。往昔 三皇五帝以德服眾，真理啟教眾生，能悟心性回

真，明理究根而回歸無極。現今已入龍華三會， 母娘懿德倚門，盼望眾靈回

歸。但靈子仍舊執迷不醒，致使 娘心滴滴淚泣、傷心至極。 

 

奈何靈子無法回歸，諸天神佛不忍 母娘悲泣，慈心大顯再降凡塵，以理勸醒

靈兒，能體 慈娘悲泣之心。時時降臨聖堂，推廣聖道真理，拯救頑固迷群。

冀盼靈子能及時醒悟，歸返面見 慈母，則娘心喜悅。 

 

期盼眾生踏上慈舟，速返歸程，龍華聚首。心德自悟修己，勿迷世景誘惑，闡

善道以德布施。德者公心也，教迷醒悟以利眾生。公德心性內現，形於外為誠，

光明正大，公正平等，不偏不倚。 

 

心德能立千秋萬世而不朽，故「心德」可延伸出身德、正德、公德。德乃心性

本有，不是修來的，也不是做來的。實乃天真清淨自然之德性，如如不動之原

靈。若無此心德，即難成佛國世界。 

 

「人之初，性本善」，此性善乃德之本來，非外求所能得致。善人與惡人原性

相同，因環境分野而造就不同心性。故德之有無，兩者之未來分差巨大。眾生

若能靜心，其德皆同，心性平等。 

 



然心性原來相同，因各人所造之善惡禍福，導致環境生出不同，所遭遇之宿命

與運途也不盡相同。各人命運不同，並非 上蒼不慈，乃在先天心性與德性皆

平等，所賦予全部相同，僅差累世個人所行之善惡因緣，福禍增減所導致。 

 

迄今時空輪轉長遠，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善惡禍福，就有極大的差別，眾生

若遇橫逆來時，經常怨天尤人。殊不知 上蒼所賦一切公平，橫逆所阻乃自己

福德已盡，而導致禍殃隨之；順境乃德性增添所致，故有福享受。 

 

善惡禍福兩者所差別，乃宿世累積而成，一切皆由自造，又怨恨什麼！累世茫

茫然然皆不得而知，僅了知現世而已？也就無法明白：應以懺悔心感謝 上蒼，

能有機會磨此不良心性，而將業愆消除，禍殃自可遠離。 

 

各人所遭之禍殃，皆受後天所作之惡業影響，而生出諸多橫逆，一切皆乃自召。

修德養性者，必將福德累積，恢復原來。眾生平等無所差別，仙佛德業臻極，

方能有所成就，眾生德業已盡，故而墮之，兩者差別只在德業。 

 

仙佛仁慈，雖已成聖神仙佛，卻心繫眾生沉淪，親身下凡教化眾生修此心德，

將此心德落實於外，則成：正德、公德、陰德。如此己身「福德有之」，福分

即隨，再修「慧覺」提昇，兩者並行，則返天有望，能見慈愛 老娘親。 

 

心德真性靈明，人生方有立足根本，否則輪迴不休，何時能回歸返天？心中掛

礙若無法突破，不如靜下心來，口唸「上天慈愛老娘親、教引自己」三次後，

（再報姓名生辰、居地、所求與所遇是何困難，必要詳述清楚）。 

 

捫心自問，思前想後，就能與 母心靈契合，而悟出心德。期盼眾生悟此心德，

立此根基而不悖。萬法唯心，一正破萬邪，心中時而掛記 靈性老母，自有諸

多感應！希眾靈子深明，宇宙雖有千億萬顆星，然一念動則三千大千皆知。 

 

 

 

第五回  修持四正 

 

人者心之器，念正與否，全由自己！人能立心，必要「心正、念正、身正、行

正」，則四正端矣！蓋乎，人生於世，只在數拾寒暑。然却無時無刻，皆在心

猿意馬中，心猿無法栓住，心念十萬八千里之奔騰。 

 

心念中就有諸多心魔來擾，故念正之功夫，非常大矣。人之前因後緣，皆影響

心念之正，也影響清淨自性。心性中若無法「心靜」，本性隱而不顯，欲求百

出。故念念當中，心要有正定之修持。 

 



心擾之因，非一、二而已。現世生活所需，種種欲求念頭之轉換，故心無法定。

念正必要下一番苦功，方能有篤實之成效，即能行乎四正。念正功夫已立，再

行使用之，必有所獲。 

 

故此念未發之前，欲正欲偏，端看自己累世宿業，能「正」必有所成。「正」

顯於心性之內，而形於外則面有善相。就有諸多人因念正心善，將原本面目凶

惡猙獰，改變成為慈顏善相。 

 

能有慈善之相，仙佛樂見、人人樂見。如此心念之差別，在於「正偏」兩者，

就有極大差異。世人若具慈顏善相，也會因惡業造就來改變慈眉善目，惡念轉

換原本善相，變成窮兇惡極之相，以 上蒼而言：又失卻一佛子。 

 

故念正之功夫，必要時時立於心頭中，對修子之相若善，仙佛亦樂見，世人亦

樂於同其交往。念正關係世人，善緣廣結與否？若能念念正道，必能引導善念

出發。若起先無法訂立善念、可將賢哲道理善書，時時反觀行之。 

 

久而行之自然，就能有慈眉善相來呈現，必要時時生發善之念頭，心正而行之

一切，就能改變相貌眉目之初始。心正與善念，必需要時而導引、時而啟發。

善念心正就會影響周遭環境，可以化解未來災劫。 

 

故夫子言：「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曰：「知止而後有

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只要修子善念導

引，即可使人間黑氣轉變清明。 

 

現今世界戰事、天災禍劫連綿不斷。唯獨道德能有善氣沖天，故能轉頹風為善

風，移災而趨祥。念正、心善兩者是相互引用。有念正必能心善，能心善再加

力行，就有一股善氣，對軀體來眷顧。 

 

縱有災禍降臨，仙佛見之亦能改其禍殃。因善氣充身，而獲仙佛護佑，故而化

險為夷、屢屢可見。因此心念端正，善念隨身，人人樂見，仙佛欣見。期望眾

生，皆能以此為人生之出發點，由今日起試試即能體證。 

 

 

 

第六回  修身明理 

 

人秉天地而生，日月而明，立萬物之靈長，果若僅於日日而忙，夜夜而盲，皆

無法定下心來修靈性又難言修身。若無修身就會因身軀而造罪，若能入於修持，

必有轉圜之餘地，所以修身乃人生之一大課題。 

 



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可見修身之重要，身修必能家成，家

成必能和樂，若是如此仍未足，要明白修身只為人生第一課而已；由念正心善

而身修，此過程就要有真理知識教化作成長。 

 

人能修身必能養性，由性靈中作陶冶，再由陶冶中能修身，是比較容易的。也

就不會偏悖歪曲的，又一切事務有定必有「正」，其定在於「正」中，顯露於

外，修身則有果實。 

 

所云：「身修必要明理識物，知天地，禮神明」，宗教修持是立教化的第一步，

對宗教善導啟化，乃人倫第一要件，一切由此而行，能教善導迷必有其德性，

如果未能臻至此境界，必要時而勤習，學而用之、時而行之。 

 

人世間漸能有德性生出，方可能有闡揚；所以修身第一要件必從念正而起，若

無念正做基礎，所思則罔、所行則殆，必會產生惡果的；對修行者以念動時導

正，由正念中行之方有善行出來。 

 

若能加強善念行之，必會有一番作為，能成標竿而不墮；修身者能合萬物及世

務為自己，即無你我分別，以自己發揚，使成為修者第一步，世人皆謂「修什

麼？那是愚人之作法」，人世間經常是這種無明。 

 

殊不知，世人若皆不修，則成什麼社會？什麼世界？又「人異於禽獸幾稀」，

皆因人有智慧的靈長，人能思考也能轉境，但境有時亦可轉人，因人之不修，

形成境來轉人，其過程在於「未知與無明」所導致。 

 

故事理難以窮通，人若能明事理、究窮通，人能轉境，則境無法轉人；明此斯

理，當思人為萬物靈長，可異於禽獸其點在此。生生世世之宿業，而無法身修，

是無法超越自己，對未來成長就有很大障礙。 

 

一個國家若有半數國民能修持，其國家善氣充瀰，災難惡殃必遠離；倘若國民

皆不修，其殃則近矣，此關係修身動念之故，若僅修持無教化善導，就會形成

散漫不振惡因，人生就是此種所局限。 

 

宗教能導人於修身，各種不同之因緣，造就善惡因緣則互異，在修持關連也不

同；然而放諸四海來看，中土乃禮儀之邦，對修持過程更異他邦，又「佛教」

傳世有正確理念，故能善導眾生行修持（身）之故。 

 

能教導明人倫化惡俗，弘揚四海皆不悖，其準則乃在「修身」；再言「道教」

行修身則有不同，古時仙聖善導眾生時而顯化，迄今已入末法，修持過程雖不

似往昔，但仍脫不出其範疇。 

 



修持者，能漸融合「佛道」兩教的方法，彙集成一種標準；對今之真修實煉者

皆能有此標準，能傳播弘揚四方皆此準則；是以人之作為，改變所有不良困厄，

正是人類眾生可行必要性！才是正確的。 

 

修身：必要棄除所有不良習性，以及一切惡因思想，使善化能教導眾生，啓發

原來之靈性能有正確思惟，方能立修身為第一步。修身者若還脾氣毛毛躁躁，

何來言修？若不能將所有毛病棄除，哪能有修持路徑？ 

 

眾生皆有佛性，佛性則眾生必備，不假外求能入於佛性「於身修起」必有成就，

離大同盛世已不遠矣！冀望眾佛子能以此進入「悟性」世界，歸返則有望。 

 

 

 

第七回  徹理闡教 

 

修身者必要明理，方能有根基的標準，其準則必要能開悟，方能明理不悖正理，

是將理能徹能明，能立根性再以「理」為基礎，所作所為能合乎正道，以身修

將理運用自如成其效，正其身其行不悖，乃人倫之大端。 

 

修「理」者必先下一番功夫，理者「路」也，放諸四海皆準；彌古通今正確法

則，方能應乎天地合正道。若理偏悖，似是而非，如此其理有偏失「正」綱，

理能效能法也能行，放諸四海而皆準。 

 

再以理來修身養性，乃立人倫根本基礎，行其中正，方方圓圓不偏不倚，理之

正綱，若有偏其歪者，是理能導人亦能誤人。所云：說理闡教是為人生必修的

本份，加諸道程上「有理能走遍天下，無理則寸步難行」。 

 

古諺：「真理者公正不偏，方圓必正成其明，皆立人為大」所以持理在行，能

放諸四海之準則。理者乃修持之根基，修者能以真理面對宗教啟迪，必能觀正

偏，而不是以神通而引迷，若是如此，未來必入於難轉的局面。 

 

現今道場林立皆能以真理為正綱，修者應以真理為準則，否則人云亦云，盲者

導盲而不自知。所以今之「以真理闡教」，必能合乎當今現世人倫準則，果若

宗教領導者以真理為根本，教化為首要，甚且眾生能行此身德，則歸返有望。 

 

若無理為基礎，所言則罔；蓋理，非但要能合乎現今時勢，亦是「人倫大道」

之標準，方能正確無誤。對闡教方法各異，其理皆同，眾生迷者難悟，需先明

理使之不偏其行，就能合乎闡理原則。 

 

否則，一味迷於神通顯化，不思聖神仙佛在世時行為準則，皆能合乎大道真理，



歿度後其德性為人們榜樣；對眾生能學其德性，成神成賢成聖，在於現世中再

依大道真理為圭臬，依聖神步履修得此身，其樂無窮。 

 

說理端乎學，順乎自然，在心性中即有一片天地，順者得其正軌，乃自自然然

而無偏邪；又逆者違反自然之定律，自不得其正軌，則有所偏也！再論「真理」

加於心性修持來觀，天公至正其理無私，如人自身運轉而不悖。 

 

細思食物從口入於喉中，經食道再入胃及腸，自然循序漸進不受任何影響，並

能促進新陳代謝，正是理之端。又公正至理，理應教導迷者能知，轉識為智加

持己身，再用之利於眾生，大地皆能順理而成。 

 

天地之大德，長養生靈萬物，皆理正而不偏；四時有序乃天地陰陽大理，道途

必有正導功用，否則四時不順，人倫必遭其殃，若修子明理不悖真理，立天道

於無私，則眾生之大幸，宗教甚幸，修持甚幸！ 

 

 

 

第八回  修心轉念 

 

心轉念馳奔走四方，修心者能究原來之本性，若識本心皆無生，求得自性向天

行，修心之根本由自性中體會，又於體會中再行持，是對眾生皆盲於迷昧

（惑），亦忙於功利，但不忙於心性清淨之追求。 

 

迫使自性日日污染、又日日蒙塵，致使本性不但無法清明，也再造下累世冤愆，

此乃在心性中無法體會，人生在世是為了什麼？追求什麼？皆盲也！亦忙得不

可開交，實令仙佛徒感奈何。 

 

世人未醒，若論至此，真可令仙佛同灑淚流，真是可嘆亦可悲！又心是原來身

內之主器，在念識中，呼喚人之眼、耳是最外之原識，由原識所觀聞，傳達於

意識當中，再由心性向外傳呼手、足、鼻、口、身而有行動。 

 

即可成為善惡因緣，由善惡因緣造就生生世世，恩恩怨怨之業因，如能形成善

風，則天之大幸，若造下惡孽就會令諸天仙佛感嘆悲哀；必先教導識知「善惡

動發」，應用理智判斷，是否由眼、耳傳述進入意念中。 

 

正是現今世人言，要先經過大腦思考後再發號施令，何者該為之？何者該捨之？

可令人類眾生在「起心動念」之初，先有善念種子，又於種子因再發出善行，

人生將有美好之未來，就由心之起動而影響。 

 

心能主宰人之行為，此「心與性」同屬一體，但不同原由，「心動念轉時藏識



尚未發，心動念轉意識已明」。由心發令成為一切因緣原動力，必會有善惡念

頭初發，由行動再教身、口、手、足之行使，就變成人之行為。 

 

此行為中若能利益眾生、利益社會則為「公善」，能利益自己也能兼善顧之，

人生必有美好將來，否則將「善念壓抑，惡念生起」，只圖利益自己損害社會

大眾，所造惡行會轉成業因而發芽，未來果報必自償。 

 

再等時機成熟之時，惡果亦由自己承受，此乃眾生累世恩恩怨怨原由在此。在

對人類眾生的起心動念，正是此種行為動作，就由人所作所為，決定未來福禍

又是如何？會變成受苦與享受之分野！ 

 

天道設教，必教眾生「明乎善惡因果」，由「念動初始教化作改變」，能創造福

祉眾生及自己未來，設教目的亦是在此。但是此並非設教最終目標，必須教導

眾生循序漸進，按部就班，一步踏穩再進一步前行。 

 

如何提昇一步一步修？形成以啟教向道之前進，不再受業因惡果牽纏，萌生退

志。茲此 上天普化已邁入嶄新階段，正是往昔闡教方式而有所不同了。上蒼

仁慈，由眾生心中點燃起自己「心燈」，眾生未明心中燈光閉隱於內而不顯。 

 

若形於外，必與聖神仙佛豪光蓋頂則相同，只是眾生未明如何點亮「心燈」而

已？聖神仙佛亦由眾生修持而成，並非是一蹴可幾！此種作用，必令眾生徒感

修道無啥稀奇，將心燈點亮，端視眾生如何取捨與抉擇。 

 

 

 

第九回  大道心燈 

 

天道無私，輪轉萬代，已歷無數大小元會，但在於上古時心性純善無邪無惡，

因人心善良無比。屆至中古時，人心已漸而有善有惡，有私心而奔騰耶，於此

時代已失先天原來本性，心性知識已蒙蔽不似上古了。 

 

上天慈悲，差聖人設教，教化民心使回復先天原來，至今已進入科技時代，此

時民風智慧大開，對設教化人漸有所認識。但對修子來說尚能體天心，而一般

人類尚在啟迪教化中。 

 

對惡業牽纏、人心險惡之輩而言，根本不屑一顧的，如此就形成 上天普化一

大阻隔，此種阻隔在惡業形成的眾生來觀，自性仍是純善無惡，但在行為已偏

離正道者，正是難以回心，也難回復元始之先天。 

 

上天設教，亦要救渡此種冥頑之人，就觀因緣種子成熟與否？又該用何方法教



化引渡此輩？而教化引渡此種頑輩之人，就會比教化引渡善良之人，來得較不

容易，必定加倍心力，方能有所成效，藉緣而成果。 

 

端看此輩心性，如何將隱藏於內心之善性發揚出來；人皆有善性，端在於藏識

中，藏識中有諸多因緣皆隱而不顯，即同現今錄影機類似，錄其一生所作所為，

將其挑出播放即能映出一切。 

 

必能顯現一生風霜雪雨，因緣果報形成的原由；在對「藏識」尚未成熟之時，

也就無法發出，在此時是不受因緣果報所牽纏，亦無冤愆之糾纏，於此之前，

如何由藏識中先防止。 

 

能先迴向者，就會在未來果報當中，已有善應之前使？縱使有受之惡果，亦能

減少許多，如此迴向就有很大功效。眾生皆不明應如何行？只是生生世世中盲

呀忙呀，忙得來來又去去。 

 

佛說三世因緣果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現今眾生能明白：生從何來？又死從何去？能主宰自己命運與去處否？不也！

不知此世一切為何如此？又難了悟，也無法明白。 

 

今生為何而來？為何而生？為何而行？如此要令眾生能明因知果，能提引以此

為借鏡，以此藉假修真還元，方不會再造了下世業愆，心中黑暗未能明亮，又

如何能將「心燈」光芒來點燃？甚難的！ 

 

必要經過諸多考磨與印心，方能達至善完美，如何點亮此「心燈」照耀？行持

外功是必須要條件，但此又僅在功果福報而已，非但不能超越心性，甚且容易

在福報順境中，又再迷失了自己，更造下來生果報。 

 

必由「知」轉換為「識」，由「識」再變成「智」，由「智」再成就於「慧覺」。

「慧」即是經驗所累積，即可體悟人生一切無常短暫，徹悟今生應該施行修持

之路徑，來成長自己的受益。 

 

再由宗教的教化，聖堂聖書、善智識互相扶持下，便能調整自己的步履；再向

「心性」求取「覺性」的具備，「覺性」正是不因善人與惡人而有所差別，並

非藉外緣而成，是由眾生具有先天性體，也就是原來根性。 

 

「覺性具備」，由覺性向外逆觀，再行退轉為識，再向心發號施令，再外換：

眼、鼻、耳、舌、身行使，就有光明顯現，方有善性純潔環境，能以「覺」換

「識」再向外行使，必能了悟，可向心性中再求之。 

 

能渡脫此生回歸原來本位，正是渡化眾生最終目標，就是以「三曹普渡」為最



重要里程。『聖道普渡』以「修心」為眾生說法，願能深悟，眾仙佛皆樂於相

助。 

 

 

 

第十回  以和為樂 

 

聖門啟教以真理為重，宗教渡化眾生，必以儒學人道為根基，唯眾生心性中無

法了脫，人生是為何而來？為何而生？今生應做什麼？皆未能了悟，仙佛聖人

降臨每位眾生皆有感應，由感應中體會該如何作為？如何配合？ 

 

心性中已能明瞭，唯步調中因人所立角度各異，所以看法不同，也就造出層層

阻礙與困惑，此點立論而言，誰是誰非皆不定，有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

理；因之，仙佛若以眾生角度來看，必是一團糟。 

 

若以仙佛角度來觀，未必見得正確，所以任何事務只要能盡心盡力完成，致於

效果如何？就由 上天來安排！聖堂修心在啟教善化，應用真理闡述，非是執

於神權，昧於神靈顯赫而心生懼怕，此種已入迷，而非以理而論。 

 

真理教化能立萬民基準點，能渡化眾生使之明理，而不悖真理方是正確；對聖

堂非同於一般濟世宮堂，因聖堂負有 上天普化渡世之重責大任，「以真理渡

化」正是應該的，若僅執仙佛顯赫，而不以真理教化是難有成效。 

 

必讓眾生有感修心養性能渡脫此生，則教化之前提已立，進而能感神靈顯赫，

使心中時常有仙佛存在，其性能定與其心能堅，濟世渡化之效果則豐碩，善信

能成為聖門學生宗生，又增加生力軍，人多就好辦事。 

 

一切聖務若僅僅幾個人來做，是比較吃力的，若能把力量分配之後，再集合成

牢不可破力量，必能有所成就，更能發揮眾生之力，對堂運就可如日中天成長，

堂生入來後先教明「理」，再教以「禮節」。 

 

進退皆有序，長幼能分明皆是理之端，再於修持，使之能明乎什麼是「是」與

什麼是「非」？對「善惡因緣」再以善導知識循序漸進，達到潛移默化，進而

修持心性，必可明乎人道，則功果漸圓滿。 

 

人性漸融合，再「以心印心」而修之，學宗生皆能以聖堂聖務為重，縱使有些

差異的觀點，也能以「包容心」面對，以及「和樂心」相處，則堂之甚幸！亦

是眾生及仙佛所樂見圓滿和樂，就能有提昇成長。 

 

若能以此行之，非但是聖務而已，家庭與周遭之人事物亦同，必因修心而影響



四周善氣融洽，每人皆願同自己相處，必能再引進善德人士前來皆能同化，此

種就是以自己渡化他人，也以自己行功立德作依持。 

 

果若如此，能化善氣而成善因緣，人類眾生的心性皆明如復性初，則善功已成

就之。眾善生若不能明理，皆是角度不同而已，必要反觀自己所作所為，能合

乎天理良心否？合乎圓滿否？ 

 

設身處地為對方設想，角度互換，想想：若是換成我站在此種情況與角度，又

會如何？將心比心，就能消弭諸多紛爭與困擾。如此在修持路上，亦可減少許

多障礙，而能團結和樂，此乃人生之一大樂事的。 

 

 

 

第十一回  悟心了業 

 

人生於世，汲汲營營而生存，忙忙碌碌而活，皆盲於日常生活中，甚少有短暫

片刻清靈心性，人者心之主發，能印心、闡心而會心，皆由個人前緣與今生因

果所影響，仙佛及善書教化亦有諸多功勞，這是人類之福分。 

 

若有善知識導引，也能成就心領神會，古往今來世事多磨，皆磨於「心性」，

受外境形成人生種種歷練，又會產生於此心內；心者能千變萬化，於此念動中，

能將心猿攀緣於十萬八千里外，而謂之不可思議。 

 

起心動念：皆是我心而使之，皆有我心而用之，又此種心猿能縛住否？能絆住

否？實在困難！對人之心念最易受外緣而攀結，若以人心來觀，雖有此種功能，

但卻是於自己肉體中，無法有實際行動及功能效益。 

 

又此種功能已具人心萬變之源頭，因而此念動之，心即轉，已是方外之里程了，

又心猿若能把栓，必要下一番深切功夫，在汲汲營營中能停下用心把定？甚難

的！必要有一番「禪定」功力，才能將心猿栓定。 

 

是否如此？不一定！必要用心把定，徹悟此心功用，此種心猿（慾望習性）則

能乖順與能馴服，亦言將心內觀，是對明心易顯，但此必要能痛下決心方能有

所「攝持」，否則事端來臨心猿（慾望習性）又受動搖，所有努力也白費。 

 

悟心功夫，在起心動念時，能將源頭把住，勿使有分別心，勿使有對待心，能

將心源（猿）栓住、使之消弭，一切源頭皆無任何牽引，就沒有分別與對待；

人秉天地陰陽而生日月普照而明，生生不息皆在陰陽對待。 

 

也在分別心牽引，若能將「分別與對待」消弭殆盡，起心動念就沒有互相牽引



與觸緣而起，念頭轉換能將心源（猿）制止，能將「心」世界打開；眾生皆因

心念轉動而成業愆，起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因。 

 

善惡之業、如影隨形，行善作惡皆此心念，該如何將凡心轉換成道心？必看今

生修持如何而定？此生若無善德因緣又是虛度今生，若不能悟心反而再造業愆，

更能反觀己心，將源（猿）頭制止，一切事務必有一番作為。 

 

若能用心努力，才是此生應用標準與目的行使，以心來講，人心千變萬化，該

如何降服其心？若用先前方法，僅在於短暫中修整而已；若能時時迴心反照，

不用向外營求「人心」，就能將心性「佛性燈光點燃」。 

 

若能了悟自己所有缺失，對眾生皆將心外拋，如果不將心內蘊，已失本心，時

時就有罣礙，經常又很難放下，就會產生「陰陽對待」又形成事務對立，此種

內心不明本心已失，要往那裡能找回自我？皆難的！ 

 

人心中能時時反觀自己，反問自心越問越真，越觀越明「心燈」光芒四射，心

中能見本來，必能徹悟今生；唯此心用何所作為？就會變成心燈明亮不久，又

念頭己經轉化，也促使心中無光，或時有光明，時有昏暗。 

 

心中自有佛性光輝，僅在心中如何應用而已！能明白心之所為與所用，勿使受

牽絆而耽誤了今生；心呀心！能降服其心，必能成就今生回歸原來，但願人類

眾生皆能找回「自我本心」而回歸超越的。 

 

 

 

第十二回  公正闡理 

 

宇宙真理聖道學院：以大道為宗，真理為教，在真理行持方面有正確之理論，

方能立根基而不偏，必教人信服而依歸，必以「真理」而信服天下，四海皆準

而不悖；必在信念中有正確方針，能有依持正當信念的作為。 

 

「真理」若有缺失，即難以服眾，也就無法引渡善信，仙佛們亦感悲哀，如此

步調甚難讓人依歸真理，又真正之「真理」雖曰放諸四海皆準，但必依國情、

風俗習慣而定；有之用於此能信服善眾，放於彼則悖國情。 

 

往昔聖賢所立言論，能信服善眾，則民能依歸；在對「心」能有所覺醒，如

「真理」合乎地理風土民情，又國土民情皆能同感，理正確無誤方是「正理」，

對理者本身不具有何正邪，只在使用者「心智與行為」所認定。 

 

現今眾生而論，有時將一件事務以不同觀點而言，眾人見之已悖「理」而行，



雖然出發點在「善念」所使，但失去了公正平等也就難以合群成就事務；又因

「善念」所引發之行為欠缺公道，已偏失眾人觀點，惟獨其行已異。 

 

善念驅使形成理對本身之正偏，因各人角度觀點而有所差異。所謂偏與正，並

非以眾生眼光所看，亦非由國土風情而有所遵循，是以「公正平等」來善導，

若「理」有失公正而偏其行為者，必須自己承擔後果。 

 

能公正平等成就眾生「善因緣」，絕不可偏「理」，其成就必因公正平等善念，

而有所成長，所以理能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在個人立論正確或眾生觀感而定，

乃在善惡動念行使，才是正確。 

 

闡理教化，非因個人觀點與立論而成，能合乎仙佛立論而述以為圭臬，自然不

會背道而馳，仙佛能將各種理論印證，闡述在於聖書當中，必經一番深思熟慮

而成，是以大道為依歸，又以人倫為正確。 

 

先修人倫再影響四周，必能達潛移默化，使之成為正確無偏失；再「教」於理，

方能有所遵循，其理必能合乎現世人倫，方能教其合道，進而能以道合理、合

人心，此種談理方有根基，方能不偏悖又歪曲。 

 

真理：用於人倫而言，由教化了悟人生是從何而來？又為何生生不息？必可在

自然界中再以「理」印證，又歸向何去？此「理」者本身能深植人心，才能教

人信服，如此所闡之「理」方能合乎信仰根本。 

 

 

 

第十三回  境轉轉境 

 

人生苦短，各個皆迷於物欲沉淪，不知了悟甦醒，導致人生常被境轉，而無法

轉境，又迷於苦海而奔波，時而入於迷境嚐苦而痛膚，也時常困於心境而難轉

境；若能將真理來轉換心境，必能成為心之主人。 

 

但是若無法轉境，必被境來轉，致使內心痛不欲生，所之境轉與轉境，在人生

中實有必要來檢討一番；人生隨物欲奔波逐流，忙於日常生活中，為了生活時

時將心外馳又無法把定，也經常做出一些耐人尋味之事。 

 

倘能看開束縛自己一切，又時常遭受苦難而不自知，必要將心放下，必能將真

理所學轉換物境和心境，也能適應環境不受境擾，但人生真是何等無奈與困惑，

若能提出一帖真理良方診治此疾，也就不被境所困了。 

 

心境之轉換，無視物境之變遷，而物境無轉，心境已轉，一切事務方能迎刃而



解，也就不會被「境來轉」，故云：「境不轉而心能轉，心不轉而境已轉」，此

種境已離人生苦惱困惑，必能「悟心」而達平坦人生。 

 

心境轉換，是將事務看開不受影響，即能放下此心不被物境來轉；若心境時常

遭逢困厄，必定事務羈身又使身心圍困，遭受事務所影響，也就無法了脫束縛

所局限，這種問題眾生皆是如此，也就產生諸多困擾。 

 

濟世當中：所能了解事項皆是迷於此，人生任何一切事務亦同此方式，無法將

心「拿出來，放下去」，再怎麼教化亦是枉然；所之心境主導一切又迷惑於此，

也皆困惑於此，該如何將心拿出來，放下去呢？ 

 

眾生若遇事務來臨「何妨退一步路想想」，更能「退一尺看整個事務」來龍去

脈，能了解困惑在那裡？其癥結點在何處？能將事理（物）統籌應用，必能應

用智慧面對事務，轉心境又何妨？如此心境不轉也才怪！ 

 

物境來臨，必以心境面對，一切物境僅是隨緣促成而已，該如何將物境淡化？

人類生活中能有若干享受，又無享受亦能活得很高興，也會很欣慰與幸福。但

必要具備足夠智慧來扭轉，就能在物境與環境中不受影響！ 

 

若能不同他人比論高低，甚且能淡泊人生，何嘗不是爽心樂事一件？又何必與

人斤斤計較！人生一切事務也僅借看、借用、借擁有而已，那一個是你所具足？

又那些是你能長久保存呢？無常來時能帶走多少？甚難的！ 

 

啊！人生！人生！真是一場夢，一場好長好長的夢而已，待醒來時又已轉換到

另一個空間了，眾生欲求何事？計較何事？因果現前時，所有善惡皆自受，任

誰也不能替代，皆是各人所作所為必各自償受。 

 

所之，物境何嘗不是借緣而成就的，如果能做些有益人生之事回饋眾生，此種

必能有良好善境；物境與心境中兩者息息相關，人若能看得開、放得下，對一

切紛爭與困厄即能消除，也不會束縛與局限著自己。 

 

人生必要提昇自己的心性與作為，也就能成長超越，更能利益眾生受益，相同

自己正是早已受益了，也就不會遭逢累（下）世因緣果報，必能修得此身，又

心無罣礙而回返，你說如何呢？  

 

 

 

第十四回  教化傳承 

 

人生於世，除日常學堂啟教以外，尚有社會教育的薰陶，及傳播媒體宣導之影



響，然現今教育就無法提倡心性方面的行持，也無法教化道德倫理；雖然科技

一日千里，眾生福份所倚卻迷於倡新法、棄舊法，也將古風正俗拋除。 

 

拜科技凌世使道德淪喪，已難復古風正俗。末法之際！眾仙佛屢降聖堂方方顯

化，全在真理古風教化，務使能回復古風清流之境。現今眾生福分具足，往昔

人類前往他鄉必須藉車馬奔走，現今已由汽車行駛，就能縮短距離。 

 

然而卻更疏遠了人與人心靈提昇與道德觀念。世人皆忙於自己利益錢途，不思

如何為眾謀福利，將道德風俗重振，卻為了利益促使人與人之間時常猜忌與疑

心，稍一不慎者，因為利益爭執，又造成相互間之殘害。 

 

教化中使其明乎如何做人？如何在於「利」之前，也能思乎道義？又如何能利

益眾生，更能利益自己，亦能利大眾及國家社稷？做為真理教化第一課，就要

由人世間來施行要務，正是必要主導教化道德觀念。 

 

古之聖哲賢士皆以儒家禮運大同篇為傳世準則，更以大同世界為眾生目標依歸：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無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對社會有不同貢獻。 

 

現今教育只著重教導眾生利益自己，如何學習一技之長來潤生！卻欠缺教導如

何利益眾生與教化眾生，即形成宗教乃藉信仰彌補社會教育不足，填補國家法

律不足，對宗教教化眾生心性提昇，利益社會也利益自己。 

 

知識豐富對現今而言，能利益自己，亦要能以寬大心胸來利益眾生，「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必要以此心胸渡化眾生。宛如禮運大同篇：「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正是人道精華。 

 

此種「大同世界蓮花淨土」、何愁不能實現？何愁眾生不能渡脫回歸？真理教

化目的，必使眾生能明瞭此時代已非往昔，並非僅自己好而已，還要周遭的人

都能好，更要所有同胞都能更好，也讓這個社會變成更良好！ 

 

每個人存著感恩心相互面對，你感恩我，我感恩你，也就形成大家相互感恩，

社會即能充滿源源善氣，又能回復往昔聖境。對宗教教化目的已達，眾生何妨

放下私心，將公心拿出來，能顧己又能顧大眾，你說如何？ 

 

 

 

第十五回  三教合心 

 

聖堂啟教、傳佈真理，教人棄惡從善、改邪歸正，如此皆從善中引導眾生，於



真理中提醒良民，此即 上蒼設宗教之目的，宗教是以教化傳佈正理（真理）

為主題，由傳教使迷昧眾生能清醒行善。 

 

再以善德啟教眾生修持為依歸，教化心性為目的；中土自昔 孔聖立杏壇學院

傳佈正理，不以教門立說，又後世人類強以附會，尤以宗派更強名為教，在 

孔聖時代何來教派，以儒為「教」否？不也！只以「家」作傳揚。 

 

至於 釋尊時期亦是如此， 釋尊在世時，不以教門為主，又不以釋者為貴，

皆在教化如何修持？如何守戒而已！後傳者強名為「佛教」；留傳迄今，佛教

已演變成為很多宗脈了。 

 

以道來說， 老子（太上道祖）於函谷關，倒騎獨角青牛，留下五千言道德經！

三教中為了教派，形成汝攻吾訐之地步，讓聖神仙佛皆滴淚。何妨將此藩籬化

開，能贊同別人優點，改進自己缺點。 

 

所有宗教皆提倡個人心性，教化眾生，以大眾團結和樂相處為最終目標，對

「自性與靈性」來成長就會有很大的效益，對人為因素必要好好修整。三教聖

人不以教派為主，只是後傳之人為拉攏信眾。 

 

各教更是一而再、再而三標榜自己宗教最優秀，又對別人所信仰宗教貶為最差

勁，也就形成有分別心，更種下來生之果報，甚且無法容納別人，在對自己造

罪而不知。如此就違背了大道至公至正的本意。 

 

禮運大同篇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此自己之父母是父母，別人之

父母就不是父母囉！此種分別心就有失公道。試思：能以恭敬心面對他人父母、

親朋、子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符合眾生受益。 

 

汝能敬人三分，別人亦會敬汝三分，如此沒分別心，就不會造來生果報。然而

在對現世地獄受苦尚有諸多修持者，有云：地獄門前僧道多！就是因為持此分

別心而斷人慧命者。才落入受苦報之悲哀下場，是否能了悟。 

 

只要正門教派真理傳述，不論是汝所思所見，汝所見更以歡喜心讚嘆，這種

「隨喜功德」多麼微妙，否則一味排斥別人，亦遭受別人排斥，因因果果又走

一遭，汝排斥別人，也換成汝受到別人排斥，又作何感想？ 

 

三教同宗、五教同源，不同名乃因地緣之關，並非誰最大、誰最好，誰的信眾

最多，這些都已偏離正軌，甚且悖道而行。仙佛所樂見者，是大眾都能和睦相

處，同舟共濟，必為 上蒼普化盡心盡力。 

 

天時緊急，個業共業已成熟浮現，眾生那還有時間互相標榜、互相攻訐對方，



真令仙佛徒感奈何！能以眾生之因緣作成就，誰的因緣在那裡，誰就往那裡作

修持，又在各人因緣所關係，也都要祝福與尊重各人的選擇。 

 

誰跟哪個宗教派脈有緣，誰就能以此完成 上天所負聖命，這樣那怕眾生不能

渡脫？再言：天下眾生若只歸汝一個宗派而已，別的宗派全部退出，僅歸汝一

教，能將眾生全部教化？如此即會形成脫離現象。 

 

宗教示人以歡喜心讚嘆，以真誠心鼓勵普化，眾生又多一人（處）承擔使命，

讚嘆唷！就形成累積，減少一人為惡又增加一人為善，無形中增加兩人弘化，

才是 上天所樂見的，三教門中不應互相攻訐、互相排斥。 

 

要互相連繫、互相尊重，方能真正替 上蒼渡化更多良才回歸，理應以此種心

態，替自己、替 上蒼分憂，雖說是替 上蒼，因「天之無語亦無言」，實乃

是替自己創造上天堂之條件，資糧的依憑而已。 

 

先渡自己再渡他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因此「本立而道生」，何樂而不為？

也就不會再造來生之惡果，人類眾生應該提昇超越，必可作：回歸、超越、圓

滿、乘越，才是正道！ 

 

 

 

第十六回  藩籬拆除 

 

宗教主事就是法船掌舵人，因各人因緣不同，就會形成各人成就差異極大，能

渡化眾生必有其前因後果；「人有善願，天必從（助）之」，亦看每個人德行與

先天條件差異而定。 

 

每人都立下善願，而心不定、性不清，其願力就會大打折扣，因之立善願「代

天宣化」有殊勝條件，也並非每人都能成就的，又是何原因？是在持恆力道所

分別，其善念動，而意已明朗，又能如何？ 

 

上天已了知，再依願力與堅志而助其成就，完成所立之善願，今之法船掌舵者，

能否將公心來立世，不因所主掌之道門，屬先天與後天而分別，此種會形成只

是人類所認定觀念而已，造就各人認定不同觀念。 

 

在道場中必要能「合天之大德」，又以合眾教派，不分彼此，能立標竿教導眾

生，勿執何者最大、何者最高；所以形成：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

誰能了悟誰即能超生了死，依個人因緣與智慧而定。 

 

昔時 釋尊拈花微笑而渡 迦葉尊者，今人之因緣不同又開悟方法也不同，也



非是屬何教派？信何種仙佛方能成就？必觀各人有否下一番功夫，方能闡悟真

理精髓，以此條件進入來提昇，就離了悟之境不遠矣！ 

 

掌舵者必要將藩籬拆除，尊崇善道教化眾生，方是正確；人類眾生也較著重顯

化，而不循真理為依歸，促使掌舵者為拉攏善眾，又將籬笆圍起，教派中常為

了人力物力財力，產生互相攻訐與毀謗。 

 

此種條件就形成惡因循環，因因果果自償受，後傳者也不明真理，原本應是合

其德性，合眾派與眾教之力量而教化眾生，使之能了悟真理而修持，並非僅是

一味貪圖資源越多，又生分別、攻訐與毀謗。 

 

如此業因形成，惡業牽纏則難返天界，只因在世所行功果，僅為固執於此生分

別心，形成引迷再入迷，其殃自成無所禱而受困於地府。又：儒、道、釋、耶、

回宗教，乃一花五瓣之宗教，皆承先天德業。 

 

五教聖人立世開天下太平，傳至今已失原教義，又宗教戰爭於現今世界時生紛

爭，就有很多激進份子，打擊對方，犧牲了自己，而謂之「聖戰」；此乃不明

宗教平等教義所導致，經常置有情眾生於苦難中。 

 

必觀法船掌舵及主事之心態正邪與否？縱使在旁門左道，若能依善念正理而修

成果，也能受 上天肯定，若於正教門派而行邪徑，如此能回返否？試思即明！

能依正教門派而修，是對自己提昇來超越！ 

 

人類信仰宗教必要以「正念」「正善」「正德」「正心」「正行」來立德，功果已

立， 上天觀其正而使其回歸，故現世必依此「五正」來教化眾生，切勿執何

宗脈，更不分何教派修持，道場因眾生力量而落實真理，未來皆能成就正果。 

 

若能明乎 上天傳世歷經數千年變遷，至今已萬教齊發，因時、因地、因人、

因緣而教化，緣在何處即在何處修之？因緣能成就上進與效勞心，不可執持何

者為大？何者為先天？再依此渡化，相信功效能確立而無謬。 

 

 

 

第十七回  考程磨難 

 

修子在生活修持中，時常會遇到諸多困苦與難題，有之是 上天考其心志，使

之能藉緣而成道，就能成就無上法音；有之是自己心態與作為而自擾，又召考

磨，在對 上天來言：藉考成道，時而有之！ 

 

若不經此種條件是不能成就道基，無考不能顯現功力又如何？必須藉由考磨來



了知是何種層次？雖言如此，但能藉考而成正果者，果實則較實際，如果僅靠

子孫超拔，若子孫能長遠於道途修持行使，成就道基必穩固。 

 

假如子孫半途退志，道基則罔，雖有子孫助其全功而蔭祖先，但此僅是藉緣成

就而已，並非自己所成就的。倘若子孫能成就道基因緣，再加上自己修持得力，

兩者助緣之下相輔相成，果實亦較實在。 

 

給予眾生有十足信心作修持，則是上樑能正、下樑能效法之，因而成就道基，

必是自己為之較實際；然而其過程必有善因緣牽引，子孫方能於道場中更有成

就，過程乃在考磨的行使，若無考程，必難顯現功力是如何？ 

 

有修而無考，必不知考程如何？修為又如何？但在考之過程，就有順逆、顛倒、

病厄等等，無非在於心智與態度作行使應對，此種過程對各人因緣不同、習性

不同、環境不同、所造就也就不相同。 

 

考題亦是千奇百怪，又不一而足，總括為「心態、身體、智慧、言詞、應對」，

這五項為考題之過程依據，再於考程若不及格，或是無法通過之時，必可於下

次問題再加強考程，就會在於考中明晰如何作為？ 

 

所之考其心態，磨其身心，端看用何態度？是用何種心智作面對而已？考磨過

程會依個人根基的深淺，所出題目各異，就形成的答案也因人不同；然而考磨

過程，該如何運用智慧與心態來應答？ 

 

正是仙佛老師平常所教化的題目，以及個人所了悟認知一切因緣，就會衍生出

諸多考題的答案；又磨難對眾生習性，各人所習所言與所有問題，各種因由不

同，磨難也會因人而異？就有很大不同。 

 

必會在磨難之過程，看修子能擔負多少重責大任，就有多少磨難漸而加之，也

因各人所承受力量與考磨，又很難以同一標準，在磨方面亦是千奇百怪，此其

間就有一大原則，正是「心性與態度」及「應對與作為」。 

 

是給予「智慧」承受往後重責大任之依據，所以考磨可讓眾生脫胎換骨，進而

成就大業，如考不及格，磨又不通過，就會遭受淘汰；否則下次考磨，再給予

時機適時教導，適機而校正，使之棟樑能成器，能成才。 

 

就可符合 上天所要求之條件，才能通過考磨，願眾生能明乎考磨之過程？是

對自己有更高提昇超越契機，作未來成長依據，所以人類眾生，都是欠缺此種

成就主要因緣，又能如何？ 

 

 



 

第十八回  随缘消業 

 

眾生考磨，各人因緣不同，所產生問題業因也不相同，此過程無外乎：病痛來

磨、家庭不順、事業不順、金錢空盡、業愆纏身，乃至種種障礙等，就產生向

道心大打折扣，殊不知業因來時，考磨亦能藉此成全眾生。 

 

若能如此，眾生必感其德性，仙佛也樂助成就道果，累世因緣必要消磨方能成

正果，此種特殊大因緣，必因累世有修持大德方能為之，而今道場諸多修子能

具備此種功果與條件，然眾生業障不單只是如此而已！ 

 

有之因果業障來臨時，考磨程度則非常人所能忍受；在於累世中受怨冤親煎熬

迫害，生生世世無法化解怨恨，因已有領牒憑前來討債，故仙佛亦難護其身形，

僅能告誡切勿過分，避免雙方再造來世業愆。 

 

若寃親債主能了悟「冤宜解，不宜結」，受報者所受之困惑與折磨亦會較少之。

能以勤修功德迴向，相助業愆渡脫此苦，同修同勵，此乃 上蒼最樂見之事，

對磨不僅只在心性而已，也會產生很大的障礙。 

 

更在周圍環境產生，「時而不予，求而不給」種種困惑現象又怨恨難了，仙佛

亦難給予排解，因果必自受的，仙佛亦難替代承擔因果，眾生自種業因必要自

償果報，任誰都無法替代。 

 

因果論中自然法則，人能行善積功累德，或許稍可轉圜些微因果業債，亦有諸

多業愆難用功果迴向，必要個人承擔惡果方能完清，現世所見淒慘無比實例時

能見聞，是以警惕眾生不造來世因，方不會成為惡報。 

 

防因最好方法，即是「看得開、放得下」；雖然是簡短六字，然而欲行使正是

困難重重的，遇事端來臨時就會生出煩惱，加上無明火上升，阻斷般若（智慧）

之啟發，甚且蒙蔽良知，又事後再悔恨已遲。 

 

必要在平時痛下決心，將所遇事端看淡、看開，就能減少肇因之本源，世人時

常遇事端，無法用「平常心」定靜，觀看事端的來龍去脈，必產生諸多煩惱心

事，心不靜事端易生，心能靜事端無法發芽，惡果不會茁壯。 

 

事端總源頭在於「心」；「心」必要於平時中能時常馴服，使之勿動勿馳，遇事

方不會手忙腳亂，也不會造惡因；降伏心的方法就以「平常心」，又平常心雖

言簡單，事端來臨容易變得七上八下，也不知所措。 

 

加之無明火助勢所使，所有因果造就，皆是由此來突顯，所云：「平常心」必



要時常保持冷靜頭腦面對，思考一下該如何為之？如何行之？必有一番深思熟

慮，才不會因惱人而生禍端。 

 

考磨過程有之因業障促使，但其間亦有部分因各人作為及習性所感召，就會有

相當大的關連，所以必要先以此心作「定、靜」工夫，成就於耐力的堅持，是

將考磨當作一種「消業」方法，才會有成就的。 

 

人類眾生每日都在消業，自出生起至蓋棺論定為止，每日所面對也都是消業一

部分，父子、妻女、親朋及周圍種種一切，人際因緣皆在消業中，不信？試思

即明；每日所言、爭執又為何？其實只是消除業障一部分而已！ 

 

因緣際會正是如此，能體會嗎？能以此平常心作行使，即可減少諸多爭紛，此

世所承乃前世所作所為，今世能消業應以歡欣心態來承接完成，業果就能快速

的消失；如此必令眾生感到：心能平，心能靜，心態能平衡。 

 

就不會再造來世惡因，一切事端也無法再生，更能完成此世道業，冀望「眾生

都能高高興興來消除業障」，也要「歡歡喜喜完清業愆」，對「修持道路才能平

坦」。 

 

 

 

第十九回  聖道普渡 

 

天地人三界惟修惟德，積福德上超極樂淨土，行罪惡下墜冥府受懲罰；修子若

能在一生修持行功、了悟身心、圓明靈性，就不會再造來世惡因與不良的業愆，

若覩地獄眾生所受苦磨情況，足令世人警惕，不敢再造惡因的。 

 

現世社會因功利抬頭，僅宗教修子能明地府懲罰，一般眾生皆不明，也不信乎

於因果報應。在對地獄的原由，正是昧己心求又為非作歹、損人利己種種諸惡，

時常受利欲熏心所導致，而造下無邊惡孽因果。 

 

若無法突破此藩籬，今地府已增廣空間，容納造罪眾生。並非 上蒼不慈悲，

是世人不明瞭因果報應所致，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故以「聖道普渡」為題來

醒悟眾生，  上蒼普化亦要三曹同渡，現世眾生即不信又謂之迷信。 

 

宗教醒化人心而書之真實地獄現景，若不信，現世中可常見聞，生活於天堂與

地獄之差別，其間在內心與實境之分野，心正善德能上天堂，心邪造罪而下地

獄，此乃千古不易之道理。 

 

若不親身體驗而謂之迷信，若真實遭遇時，已失人身而懊惱，也無所追悔，早



知如此又何必當初；現世活景時而入睡夢以實例而醒眾生，冥王亦時常寄帖告

之，對眾生迷者還迷，醒者則以實例教化警惕，方是正道。 

 

「聖道普渡」以現世人間來觀：能修得一日遠勝地府修得千日！必要好好把握

此生，廣結善緣，多親近宗教善德修子，開啟今生福德善緣，以膜拜方式與仙

佛結緣，再行布施廣結善緣，兩者相行互用，能立今生。 

 

緣份已結，仙佛自然會來接引修持，再加之持續因緣不斷，即能以心印證，以

心修持，回歸即有明路；進道勇猛，遇疑問解其困惑加上信心，形成一股力量，

促成此生入於正道而不退，此乃普渡第一道程而已。 

 

眾生必要以人倫做初步引進，再教導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作修持，進而將自己

毛躁脾氣一一棄除。日日而行積年累月，漸漸能將己身毛病去除，外已圓，再

修內德，明乎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上天堂下地獄，唯此臭皮囊而已，又何來受此皮囊所束縛，而造今生業因？能

以此渡脫，將心性內觀，純純然然，行使對人世間所有不良因果的完消，給予

自己可以將因果來清償，以及對問題作化解。 

 

端正本性：即能顯露靈光自現，仙佛見之助其靈氣加持全身，內性道種已漸萌

芽，具足原本，再行於外，累積善功陰德，達成己立而再利他，行之久遠而不

背初心，功果具足，自己能化，普渡則能更進一步。 

 

眾生未明今生為何而來？為何而生？應行何事？若僅忙於生活奔波中，則難渡

脫此生，以普渡而言，此生不明，眾生罪苦，必須悟透應行事項：  

 

一、 累世因果之償還。 

二、 完成天賦之使命。 

三、 藉假修真之還原。 

四、 當代科技之乘越。 

 

此乃！人類眾生今生應行四大任務，眾生皆不離此，若能行此與悟此，普渡效

果能深遠而無礙，期望能明白此生應作何事？行何德？修何功？了何身？完何

果？祈求地獄早空， 地藏宏願能早日完成，共回極樂逍遙聖境。 

 

 

 

第二十回  收圓條件 

 

「三曹普渡」皆由無極來主宰，諸天界與聖神仙佛等協助，由四億佛子挽救九



二原靈，渡脫回歸龍華聖境，在對 無極皇母觀此倡新法，而定「三曹普渡」

原意，就是要渡回這些原靈子歸返本位。 

 

時序已入叔季盛世，在 釋尊涅槃後已歷二千餘年，前一千年為正法時期，第

二千年為象法時期，第三千年為末法時期。因期所限若僅待 彌勒下生共赴龍

華盛會，為萬教齊發總樞紐，還需等待上漫長的時空。 

 

收圓時日已漸明瞭，其間也因眾原靈善緣功德有所分差，是故未能按原時而定，

正確時間端看眾原靈子心態作為而提前與延後；對收圓於儒、道、釋三教而言，

比較有醒世作用，多屬中土炎黃子孫福分亦較深厚。 

 

上蒼旨意藉仙佛能即刻下達，以所得訊息亦較迅速，對修子條件與作為，亦較

能符合 上天之要求，正是中土修子善緣深厚所致，又對  無極皇母及 上蒼

亦能眷顧有所差別，所云：中土難生，佛法難聞亦是在此。 

 

次以耶、回兩教而言是離中土較遠，並非 上天有何偏差，在較無靈通示現，

又傳道人員有所不得所致之，故而訊息亦較薄弱的。此非 上蒼不慈，正是對

地緣所關，加諸原聖人立教，教義傳延至今，後傳者偏悖良多。 

 

又無法加以引導歸正，所之對其偏者，是較能理解與原諒；但所傳給予世人也

更較，儒、道、釋三教的教義，有過之而無不及，耶教所帶給世人，能導博愛

正道德澤於四方，正是其教能吸引人之處。 

 

現今「三教同宗、五教同源」，各教皆有優缺點，能將優點綜合歸納，形成五

教立世準則，取其長，捨其短，是對 彌勒下世主要原意，亦是蓮花佛國世界，

所必備條件與傳承目的。 

 

收圓條件必要各宗各教能打破不良習性，勿固步自封，勿汝攻吾訐，方不會造

下未來入於地獄緣由，其間各主導師者，能以大公無私心態來行使，能替眾生

與門徒造就萬年不朽基業，方不會引迷再入迷。 

 

切莫互相排斥以致入於無邊造罪之所，主導者必要能將心胸敞開，能容納各宗、

各派、各教長處，棄私心，立公正平等，宗教之間能得正軌而行，亦能廣收善

信與門徒，前來參加所信仰宗教、派門更能發揚光大。 

 

方不會因私心，又誤導眾生與門徒遭受訛傳，入於無邊苦海又造罪而不知；所

以傳承者，必須以善導正念之方式，教導後進與門徒方是正理，能得 上蒼暗

助，才是收圓第一課程，對所有原靈子來提昇。 

 

「收圓」在宗教中，是以將自己心性與毛病棄除，以平等心引渡眾生，勿持道



場大與小，人員與門徒有多少，勿執為先天或後天，更勿執仙佛聖神輩分大小，

只要端正自己心靈與習性，就能打破人與人之藩籬。 

 

共同為大道而盡心盡力，如此必能圓融外緣，加上在心性之修持，切勿以自己

觀點看事情，也勿以個人心態，衡量周遭的人、事、物，此點為最重要觀念，

以免產生矛盾現象，又會延伸諸多累世障礙。 

 

對各人角度與觀點不同，就會產生諸多困惑，使自心無法敞開，原來智慧又被

蒙蔽了，自性難以清明，必與個人業因來纏有關，也遭受考磨無法脫出困惑，

就會形成不信任，導致退志而生誹謗。 

 

然而！也就埋下地獄種子，真令仙佛徒感奈何！在對收圓第一過程，必將心性

先磨清，方能回歸原來自性，自性靈明就能有所體悟，又能時時保持「初心」，

此種成神、成佛、成仙、成聖就有餘。 

 

人世間就是要好好的行功立德，正是功果確立，來造就自己往上成長提昇超越，

圓滿回歸，又對回歸即已不遠，至蓋棺論定後，即能歸返無極，共赴龍華盛會，

屆時 彌勒已在等待眾賢歸返了。 

 

 

 

第廿一回  任務使命 

 

人生在世對因緣果報而言，每位皆有不同因果，相續而成業報與福德。人世間

皆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又如何了斷生死？如何來完成使命？致使累世不

斷造業，如此來來又去去，去去又來來。 

 

不知何時方能於「繞中能觀止」，「止中來觀繞」，人生真是悲哀，眾生受苦又

根性隨波逐流，日久也不見其苦，反而將苦視為樂事，甘之如飴，對生存取向

的生活，經常造成很大的障礙，仙佛見之真感哀傷！ 

 

眾生能明瞭此一世為生活奔波，為事業而逐流，真不知何時能有喘息之機會，

是否能替自己好好打算，讓自己好好發揮長才，人類眾生必要明白，今生為何

而來？又為何事？就有三項的使命與任務： 

 

一、累世因果之償還 

 

眾生落凡已六萬餘年，能了悟回歸為何有這麼多困苦？以福報而言，別人稍為

努力一下，即能得到富裕順遂生活；自己不論如何努力，皆難達順心所願，時

常生起不平心又怨天尤人，這是累世所造而成今生業愆。 



 

如今三曹普渡，累世因果大清算，冤親債主齊登來討，且領有依憑牒令來討伐

者，眾生若不知該如何還清累世冤債？就會形成困苦中加諸更多之不如意；有

之被考磨到生起異心，皆不明該如何還清累世因果？ 

 

這種眾生在當下，即無法承其智慧福分者，此間若有善德因緣教化，能明白因

果循環，應以功德迴向來幫助脫離困苦。然而有些冤怨嗔恨心強烈無比，又無

法和解，必令遭受同樣命運方才罷休、方能甘願。 

 

假如過分討伐，又形成下世惡因來纏；佛云：冤仇宜解不宜結，冤怨若能助其

依道而修，能「以德報怨」就不必由功德來迴向， 上蒼自有明定能助其脫苦，

如此眾生必須明瞭，今生所承受乃累世所積福德與業報。 

 

若「福德」能加以善用珍惜之，能利己利人，其福德方能長遠不斷，享福不盡。

「業報」來臨必以懺悔心作歸還與回饋，也能以歡歡喜喜心作歸還，加上功果

再回報，經由仙佛排解即能陰陽兩利，能達成所求之圓滿。 

 

二、完成天賦之使命： 

 

上蒼設教必有其用意，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勿謂自己力量薄弱，各人累世因

緣不同，各人修持與功德即有差異。今世降生為人，必有不同的任務與使命，

就端看各人所作所為而決定。 

 

每個人所賦之使命皆不同，站在任何崗位上，即有各個不同崗位之任務。淺例：

如為一家之主，即有責任與義務照顧家中妻小，應該奉養父母、孝順雙親，如

此做兒女孝心來孝親，此即是責任與義務。 

 

再言：生為丈夫者養兒育女，即有責任照顧妻小；生為妻子者即有義務照顧丈

夫、侍奉公婆、撫育子女生養教育，各人任務各人盡，各人所負職責各人擔，

任誰都無法來替代的，縱使有人願替代，亦要各人願意。 

 

各人所承擔任務若無法盡到責任或完成，下一世還要再來清償奉還的，所以應

該在今世歡歡喜喜來完成，又何必等到下世？那又是時空轉換，人生又如何？

能否掌握？能否完清？不一定的！ 

 

三、藉假修真之還原： 

 

眾生皆明此身乃假體，雖言假體，但於今世而言，卻是實實在在，不虛不假之

軀體，受到六識：眼、耳、鼻、舌、身、意所左右，是四大：地、水、火、風

所成軀體，風（呼吸）之不來即不能存活，只在一息之間而已。 



 

眾生不明瞭，人生不應只是為生活而奔波，不妨靜下心來，即能產生智慧「一

心不亂」即有神思，也能悟出人生的究竟與原來，以此行之，能持之以恆，久

而遠之，善（正）氣充滿全身，可現光明吉祥瑞相。 

 

如何將此身做最有用發揮，必要明瞭如何藉假體，修持完成此生回歸無極，必

要在此世行外功修內果，內圓外滿功果具備回歸必有望；能行使功德加備，善

光明能量引導自性而行，回復先天大道歸返無極，而究本原。 

 

 

 

第廿二回  起心動念 

 

累世因果今世如何来修整，人間受善惡念動所使，做出諸多因緣，有善有惡，

累世為善者得福而享今生，累世為惡受禍殃而苦今生；人間生存在於「心念」

有相當大之因由，念之初始未萌，因緣就不起。 

 

人類思惟未成果之時，在念動初始，心已發、因已種，因由即開展，所以人與

人之間必須廣結善緣，方能依循善緣而成就福田；又人之心念能成佛成仙，亦

能種下墜落地獄種子因，皆是由心念初始而發。  

 

在動發初始，心念已萌，形成因緣剛出而果未成，但在人與人之間，善惡因由

必由此而發，善善惡惡也變成累世好壞因果，輪迴皆於此念而出；今生受福而

享，必因前世所種因緣皆善，方能於今世與來世享受福報。 

 

若無善惡因緣，因果亦難萌芽，其因亦難成果，由念發初始能導正而行，必在

未來行乎善因而成果實，未來生能成其善緣成善果，此是善德之徵；眾生學習

真理落實將心念轉換成善因緣，不必今生或來生造成惡果所討伐。 

 

惡於念動時，其心已發其因未成，而果亦未結，若能於此時將惡念熄滅，即能

化消累世惡因而成果報。倘若惡念動時，其心已發而不熄滅，加之引火添油，

如此惡念已成因，果報於來世或今生必償。 

 

是在「含因」所動時，由自己所思而行，必藉人所為而定結果。若此念動時，

在「因緣果報」皆已萌芽，也僅待因緣際會時，而成為果報，此時候就形成自

己與他人皆受禍殃，未來變成損人不利己。 

 

善惡論對中，眾生皆不明「起心動念」之端，正是相當厲害，由心念起動因善

德所使而成福田，又惡孽所使就變成禍殃。祈望眾生於今世中，不要與人種下

累世惡因，才不致遭受今生或未來惡果。 



 

今之念動時，能把持而不發芽，佛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以此行之必能

有所收穫的，願眾生皆能成就此心念之根本，改變往昔缺失來修改，針對所有

不足、錯誤能改除，才有往上增長成就。 

 

 

 

第廿三回  念識導正 

 

人生於世，由眼、耳、鼻、舌、身、意六識，行使一切因緣。人類當中所用不

是僅止於六識而已，正是由六識傳乎行動，就會生出生生世世之因緣，亦即好

壞、良善、惡禍之由來，必在人類之心念中行乎此念識。 

 

皆在日常生活來求取生存一切，對念識中一切原由不只是如此而已，也在念識

作行使，一切能合乎正道、正理，方能有善德原意；否則任其自由的發展，眾

生又有幾人能依念識來行使正念？ 

 

如此必讓眾生心無所歸，累世業因惡愆也由此而生，仙佛者能在念識中有善應，

有正直公正而無私，眾生會在自己思想觀念打轉，皆不能為對方來設想，是否

也能為天下眾生福祉而著想？甚難的！ 

 

倘能有良善正確觀念行乎事情，一陣熱潮過後即又冷卻，如此三分鐘熱度又形

成持而不久、心而不堅，必加強良善心念行持，由念識來鞏固對過去認知經驗，

促成對未來行為動作的依據，這就是福禍所分別。 

 

心念中導正是主題，在由正道中必須還要善念扶持，才會有長遠不斷善因緣根

深蒂固，就會在往後善動，必能成就無上法喜。有情眾生於因緣必要法喜，而

加強於善德之驅使，就能成就今生與來世。 

 

眾生能在善因中成就，不會受其惡殃，對此應明乎如何為之？否則在事端來臨

之時又無法放得下，看得開，未來所承受必是惡緣之果，又今生所受必是如此，

一人導善，眾人皆感同身受，承受感召來成就善業。 

 

在念識中若能將惡念壓抑，加強心性之提昇，惡「念」無法展其所長，就不會

受「識」來左右，形成善業所原因亦是在此。眾生在於念識，行乎正道法則，

加以善念而行，人生就能有美滿生活。 

 

念識由：眼、耳、鼻、舌、身前五識，透過根塵相互接觸入於第六「意識」之

接收，再傳乎於第七「末那識」之分判，再入於第八「阿賴耶識」的儲藏，遇

因緣和合而成就一切果報。 



 

啟乎因果投影或現證，形成業因與善緣，必以前六識所作所為而定之。也由末

那識中，是現今所行所作來分判作用，若無法超脫因果業報之糾纏，亦是「菩

提智慧」與「煩惱愚迷」之分野。 

 

「末那識」僅在今生所思所用而已，而「阿賴耶識」正是一切儲藏之場所，遇

緣成果無好無壞，亦在善惡種子所含藏，能成就無上菩提來超越自己，又如何

彰顯「佛性真如」？是由此進入人類思惟所有堂奥。 

 

人類只在宗教修持而已，很難體悟人體功能一切是如何？必要進入於「如來藏」

的清淨識，也就是第九識「菴摩羅識」，在對宗教經典所了知，過去又很難明

白的一清二楚，若能將心靈淨化，現今時空人生必能成就道業果實。 

 

「菴摩羅識」的根基，亦為成仙作佛的原本，由此可看出人之一生，必有豐盈

善果，佛性亦能彰顯，若僅在修持中亦能得之。但若僅有內功而無外果之時，

就無善功果來培持，以利修持過程，人生也就會阻礙良多。  

 

若能加持善功果修德，能成就無上道果，亦是相當可觀的，不可執持所有作為

是有功有德的，就非菩薩行所應具備之心態，只由人世間所應用。「意識」接

收來傳乎「末那識」分判，入於「阿賴耶識」儲藏。 

 

引導「菴摩羅識」顯真如彰佛（自）性，此生必能超脫人生輪迴，達開悟境地，

以此同眾生共勉之。 

 

 

 

第廿四回  以盲導盲 

 

修道者在宗教場中，皆具有先天善願與善緣，此種善緣與善願，以無語蒼天借

仙佛之筆，傳述仙佛語意或流傳經義，體悟聖者所傳原意；就因各人悟性參差

不齊，及智識與業因之關，其作為與所悟原意皆各不相同。 

 

此種因緣，就會形成現今道場一切事端所爭論，若以修者來觀：善願與善緣能

成就道場渡化，引導眾生進入修持階段，功果亦能豐碩與肯定，在於行為往往

為求廣納眾生，以及招收門徒必會不擇手段。 

 

雖言為善願，但已失卻善願之原意，形成損人而不利己，也種下未來惡因源頭。

對修道者因心念所差，行為亦有偏失，若形於外，必使眾修子盲目不知所從，

再鼓吹也就形成拉攏善信與門徒，來增門面而已。 

 



不造惡因尚可，若是造就惡因了，必會在未來不知如何行使？修子可在深夜捫

心自問，無愧於天地乎？無愧於大道乎？雖是善願所有成全，但於善願中行使

惡因，必誤導門徒與善信，又入於無邊造罪處所。 

 

己身毛病無法棄除，雖言道業愿力引導眾生，必要時時點醒，如此作為，合乎

大道否？合乎人倫否？合乎渡化否？修持以「師」而言，應在入於道之先，其

善願足以成就無上道果，又為何難達至成就何原因？ 

 

修之一段時日，因受後進稱頌、褒賞之中漸生愩高、驕慢、自大，如此還不要

緊，也因未發動損人行為，若在心性中始發而出，必受心念始動而成行為；躬

逢其外，若損他利己者，必是種下地獄種子。 

 

修持者切記：勿愩高、驕慢、自大又受自己優越感所作祟，縱使盡其全功，但

已不利於他人，大道謂之「正」導，能利己亦能利他方是合乎正道，倘僅利己

而損他已悖正道，回天之路阻隔，地獄之路自開。 

 

愩高、驕慢、自大在眾生時常能見之，就是教化者念識中不正所關，傳承者亦

不體弊端又強加附會，也照單全收所致之。所以教化必依「真理」而行，必依

「正道」而發，方不會引盲而不自知。 

 

毛病所發，皆在人之生活行為動作來引出，先天中沒有帶來，是在現世中受後

天習性所染，受環境而引；古云：「修道一年佛在眼前，修道二年佛在天邊，

修道三年佛已不見」此種毛病若不棄除？必難圓滿今世一切。 

 

修道子必要時常捫心自問，無愧於天地良心，不損他人為前提，才是現今修子

應具備的，亦是教化所應有的態度，否則自己不察，誤導眾生其罪難脫，又善

化時常與仙佛溝通，時時反省自身，方能立正確觀念無所誤導。 

 

 

 

第廿五回  善惡因緣 

 

宗教闡教是  上天應運方便法門，廣開普渡導引眾生修持，在末法修心悟性作

此生行持功果，是以上求佛道理諦，下化眾生修持為前提，合乎 上天「三曹

普渡」，也為收圓盡一分心力。 

 

善緣必因善德牽引而入善堂，藉此醒迷教導，不再造罪而入輪迴，化解下生之

苦。人生於此若僅為現世生活而疲於奔命，正是無法靜下心來，替自己衡量此

生究竟為何而生，為何而做？ 

 



唯此靜思，才能在今生減少造孽的機會，所以聖堂宏開教化原意即在此。又在

教化中以因果實例來闡述，此其間能引證實例而教化之，必能讓善眾心中，就

有一分恐懼感，而不敢為惡。 

 

在觀累世因緣中所受苦報，皆以受苦、磨心、遭難而醒世人；若以福報善德加

持，必讓眾生有一遵循路徑，又對因果輪迴苦難的實例，漸能廣收宏效，此其

間佛、道兩教前人及仙佛苦心教化也就沒有白費。 

 

此種引例闡教，眾生已漸明白因果實例，又世人不知現世中所遭逢苦厄與困境，

亦同前世因緣有關，今生方逢苦厄來磨也有很多實例，人類眾生很少觀察入微，

亦有者以不信態度，排斥為無稽之談。 

 

殊不知今生所有福禍與善惡，皆前世及累世所種植，才於此世種種因緣際會，

成就果實與業報，善德福報果實於今生來言，眾生所享之福分，亦較往昔深厚， 

上天先前所幻化法術，於今世來觀已收回甚多。 

 

古代之人能騰雲駕霧，今人坐飛機能飛越更遠實境，古人能有天耳通，今人能

在極遙遠之地以電訊影像、電話傳達與連繫。古人出外皆步行或騎馬，今人出

外有機車有轎車，況且尚有冷暖氣可吹，亦有動人音樂可享。 

 

此種條件！在對現世眾生福報，可謂相當深厚的，比之古代遠勝帝王家生活環

境，皆眾生福分所臻及 上蒼所賜。若能善加利用此福分，多替眾生深謀福利，

避免福報享盡時，再造下世惡來因。 

 

惡運來磨，乃前世及累世所種，以現世而言，「往者已逝，來者可追」，眾生不

明究理，時常怨天尤人，不知「我難必我行」，「我運必我解」。不要逃避，勇

敢面對，應自己承當，化解困難，承當厄運，完消業障。 

 

任誰都無法閃躲與代替， 上天亦會暗助幾分，必令眾生有一轉圜餘地；天無

絕人之路，人若逃避不敢承當業果，永遠都無法改變業果的存在，今生縱能逃

脫一時，下一世必會連本帶利加以償還，真是得不償失。 

 

善惡因緣，乃不變之定理，今生種何善因，來世必承何福德；今生種何惡因，

來生必承何惡厄，絲毫不爽的！因因果果中無法改變之時，必先以德業來消惡

業，功過若能相抵，方能再造善德。 

 

又有之：功過不能相抵時，業因果報必要自己償還，善惡有絕對定數。佛云：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雖是短短八字，含義中有極深之體悟，何者為善？何

者為惡？簡言之，有利天下大眾福祉者，為善之本。 

 



有損天下蒼生之事者，為惡之徵；行乎前，先定己心性分差，善惡僅隔一層薄

膜而已，能為善者而不為，必於來生種下不良之因；為惡者能知善改，必於來

生種下善之因，兩者相距差異極大，善惡對論原意亦在此。 

 

此種心境轉換，又是另外一個時空，能否完全來清償又是另一個問題。累世下

來何時能了脫呢？唉！人類眾生真是苦呀！苦得令仙佛同灑淚泣！又現世「善

惡對論」當中，是在眾生本具佛（善）性。 

 

此善性中因時空環境之不同，各人觀點也不同，所以每件事務都有褒貶、毀譽

參半，只要不愧於天地良心，即是可以安適來生存，其實對所有事務能做到盡

善盡美，不分別各種問題來出現，也就有圓滿達成。 

 

每一件事務都能依正理而行，善動而發揚，公道自在人心，功效因各人之觀點

不同，就會生出諸多答案。褒貶毀譽不因各人觀點而定，能立於天下方為正綱，

對功果亦由 上天分判與評定。 

 

 

 

第廿六回  真心懺悔 

 

人人每日皆在生活中奔忙，對心性甚難有機會作研究探討，上蒼給予眾生什麼？

眾生又回報 上蒼什麼？人生皆是在日日當中汲汲營營的爾虞我詐，為自己的

利益造下諸多冤怨，也形成生生世世受因果循環，就無法脫困。 

 

眾生心中很難理解灶君德性，正是最接近眾生的日常生活，若無司命之火德，

何來點燃眾生日常生活之必需？眾生很難理解 九天司火之德澤，不知火德司

命整天都陪伴著眾生，不因貧富貴賤皆同等對待。 

 

日常三餐爐火、照明電燈及心中原始心燈，皆  九天司命火德所掌，又生活與

自己最密切和息息相關，日常所作所為皆難脫離自己「三尸神」監督，每家又

受司命所管轄，日常所作所為，皆受 九天司命真君（灶神）所督管。 

 

故而作善者降以禎祥，為惡者招以災殃，如果眾生能時時警惕自己行為，就能

不受司命所督管；又眾生皆迷於名利所追求，尤以現今科技昌明，人類一切事

務皆「向錢看」，形成心中僅有錢的份量而已。 

 

所有功果、善緣、道德則擺在一邊，經常造下無邊罪業而不自知，形成生生世

世因果牽纏，造業而不警醒，真令 上天不忍不教而誅，故而時差仙佛顯化，

或以宗教之啟蒙，皆期盼能喚醒眾生之良能、良知。 

 



就以善德道業培植今生，勿令造下無邊罪業，追悔不及；眾生迷昧時以自己為

中心，以利益為目的，不知自己之外尚有廣大人類眾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一切事務僅以自己為利益而傷害他人，良心即蒙蔽，善念即難展。 

 

因此能不造罪、結冤否？甚難的！對仙佛聖人時常以實例闡現，無非是要教導

眾生減少造業機會，有情眾生每人能減少一分造業之機，眾善必增一股善風，

然造業中有者有心為之，有者無心為之來作分別。 

 

前者是明知故犯，業罪加倍必自當承，惡果亦加倍而自償還，後者因無心而不

自知，此無心之為罪業則減少，雖言減少必也因果自承的。若以此來言， 上

蒼必定提供教化加以警醒，對眾生罪業能以「懺悔」心來行使。 

 

業果來臨，應以功德迴向完清因果，今生必能將自性提昇，又懺悔是對眾生的

造業，致使惡因來磨。試於清夜捫心自問，今生承何業因？承何惡厄？必因今

生及累世所種惡因，形成當今因果現前，方逢此厄必要完消。 

 

佛云：「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

悔」，若能真心懺悔，惡業便可消，至誠懺悔，惡果會快速完清，這是由真心

來懺悔對自己錯誤，作修整改變。 

 

眾生能於每月朔望之日，及每年臘月二十四日，在對司命回天前，於灶前（現

今少灶，可於瓦斯爐前亦同），是將今年最近所作惡業吐露於碗中，發誓不得

再犯，越真誠就越能得  灶君（灶神或灶文公）所感應。 

 

故而  灶君（司命）告知世人能懺悔便能消業，懺悔必要用真心，真心可以感

動天地。如此惡業必能消除，祈願天下有情人類眾生皆能真心懺悔，化除往昔

因果業障，而成就清白的今生，歸返極樂。 

 

 

 

第廿七回  消災解厄 

 

人因造業常常無法脫困，若能真心懺悔前非，可將良心拿出來，將黑心換洗變

成潔白紅心，必使眾生在於今世不再造惡孽，就能消災解厄，惡運不臨身，善

性由此而發福運即來，能享福報，不入造惡深淵。 

 

故此而言，能否消災？能否解厄？非是眾仙佛可頂替與排解，皆由眾生自己行

持與消除。若能有「紅心」，今生必有諸多善功與福德，眾生未明如何有「紅

心」？如何捨棄「黑心」？也將「紅心與黑心」作闡述。 

 



「紅心」者善良，福分之表徵，對人生中充滿善心、善氣、善相顯現在頭上，

仙佛喜見之，鬼神亦敬之。為何能有此紅心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利益自己，

也能利益眾生，行事不為自己，只為眾生考慮。 

 

行之久遠，「紅心」漸而出現，一切合乎天理道德，鬼神見之能擁護，災禍則

遠離。若「黑心」者，一切行為皆利益自己又損傷別人，此種也就是眾生習性，

以此而觀雖說是沒錯，卻是人生中阻礙進道絆腳石。 

 

只知自己利益而不思利益眾生，又如何體天行道，替眾生謀福利？私心自用久

而遠之，原來紅心漸漸的變成黑心了。黑心者，面相顯現黑光暗淡無亮，鬼神

見之，唾棄而怨惡，至於身衰逢運低時，厄運即來臨。 

 

就有人謂之「因果無報」，然而「非是因果無報」，因果定律乃不變之理，時運、

福德、祖德，前生、今世所作為皆有關係的，時空轉變藉緣而成果，非是因果

無報，現今世代『因果報應，已經縮短十六倍了』。 

 

往昔於下世及累世所能見之實證，皆在今生可見之，在對人類世界所有因果討

報，是非常可怕的，種好因得好果與種惡因得惡果所分別，「誰人作事誰人當，

誰人吃飯誰人飽」，又任何人皆難替代。 

 

災難的主因，就是眾生業因牽纏而成果報，又善德因緣而享福報時，不妨多積

些福德陰功，待惡業來臨時，可作為消災（功德）本錢，又此本錢必要先行善

布施，先做功果迴向，就可防止災厄來臨。 

 

若等惡業來磨時才要消災，此時所能消災也僅是極小部分而已，可讓眾生明白

「不造惡來因，免受惡來果」，正是如此而已，至於其他惡業來臨時，此時對

一切業因顯現必要眾生自己擔承，自己受苦，任誰人亦難代替。 

 

有時仙佛亦會暗助幾分來消災，必令眾生心理上有所依循，而不再造惡來因，

方是消災的原意；又解厄當中消災已有前因，但厄運非現世所為，有之累世已

種，有之共業所擔承，也有今世所為的現世報應。 

 

上蒼經常以實例警醒世人，就要眾生皆能警惕，在對仙佛慈悲亦會提前暗示警

告，但眾生仍我行我素，屆時若遭逢因果現前時，後悔已太遲了；人類眾生都

可明白，因果所形成原因是什麼？不一定的！ 

 

也就不能明白該如何防治？如何消弭？又如何不造惡殃？必要眾生能將心拿出

來看一看，究竟自己「紅心」有否遭受污染？那麼要解厄不必靠仙佛啟化，自

己就能化解，故云：「我難必我解，我厄必我消」。 

 



現世宗教提倡懺悔消業，要將不好的良心，拿出來清清洗洗，將污染的黑心用

善德布施，必以功德法水來洗一洗真心懺悔，便能消災回復紅心，此種能解厄，

再加上真心一片承當果報來磨，災難苦磨必能速速離身。 

 

人類期盼仙佛消災解厄，仙佛期盼人類真心懺悔，先替自己消災解厄，再由仙

佛居中調解，必定圓滿和樂！  

 

 

 

第廿八回  行善賜福 

 

善德為人心初發根本，人因行善而賜福，原由在一念之間，內心初發形成善動

而成善因，此種善動出自於心之原來謂之「善之本」；若善能轉為行動而成為

果，則人生必有善因之由來，造就今生善緣與福田。 

 

眾生皆喜善而棄惡，善果人人愛之，善的福分亦是人生修持必備功果。由善而

發，行善與作惡乃在心中能否放得下、看得開？在對「行善與作惡」僅是一念

分別而已，此種起心動念就是未來福禍的分差。 

 

行善是由心中本原而起，作惡亦是由此而發，善德日日增長，添加德業累積滿

盈時分，善之原必轉換成福分，今生必因福分深厚而享福報，亦能成就道業果，

又可由福分中再求智慧，兩者皆備，此生必有大作為。 

 

上善之因乃前所發德徵，「上德」者不求己德，「中德」者執於善德，「下德」

者施小恩而念念不忘德，此下德僅能轉成福分而已，無法再加深，行善必以

「無為」做之，方能有更大福分可具足。 

 

能了脫今生還清累世業債，必能清白走完人生路程，是對上德者能有真正陰騭

來加添，對上德施行就有很多福德具備，上德不執德，故福分隨身；中德者執

德，時常為之，福分雖有，但必須時常加添方能得之。 

 

下德者施小恩而不忘德，乃在有心為德（善），故福分較少，若是不來接時即

中斷，福分即枯竭，但此為善之根；下德者以此而進，久而久之必能不思己之

為德，再進入中德者，離上德已漸近。 

 

上天亦喜如此而為之，又善德已具，則離惡遠矣，能減少一人為惡，必可增加

善德一人，兩者為一體兩面，僅在「方寸」之中而已。福田必由現世人生中行

使，方能較有成就的，這是人世間基本作為。 

 

如果等待歿後再為之，已失人身，想要再來行善，端看個人造化而定，逢今生



能為行善立基礎，必於來世常有善種的顯現。此善種必時常立於意念，雖善未

發，始動行之，必因時常思善立於意念，漸能轉換善氣與善相。 

 

為惡造作亦是如此，時能警惕自己，能以善德成就福田。人之心念公正為根，

若以善為本，也就不會偏離人生正道，此善德必是人生具備與追求，善德深厚

業因也就無法來磨，加以功德迴向陰陽兩利，皆大歡喜。 

 

又善德深厚，非一步登天可得，乃在世間中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眾生時常羨慕

有福者，殊不知，福報正是由行善累積而來，以善德者為學習榜樣，以仙佛為

模仿對象，一步一步腳踏實地而行，有朝一日必能福德滿盈。 

 

所謂「有捨即有得，明裡去暗裡還」，如此行善滿盈即能造福人生。行善獲福

是眾生所追求，獲福必要行善方能得之，欲得福必先問自己，行了多少？成就

多少？陰騭滿盈，福財必降臨。 

 

再以福德利益眾生，能利益眾生，即是利益自己，有時先前業因來磨，業債未

消，又福德未滿，故尚無法滿盈時，不要灰心也不要退志，再加緊努力，必能

福德滿盈。 

 

仙佛老師也願助大家一份之力，給予信心來行持善德所施與，祈望人類眾生皆

能福德滿盈，更能無私無為也無所求，就有真福德具備，汝等說如何？ 

 

 

 

第廿九回  化性合道 

 

天地人三才並列，人居天地之中，萬物之首，以生生世世傳延人倫道德，以齊

家、治國、平天下為大同之世；由於科技文明資訊發達，至今時空眾生智慧大

開，人皆能有主張與信念，也有自己所認知的觀念。 

 

時至今日，知識雖能喚醒世間，濟化人心，但在物質享受之下，人心趨向浮華

及險詐，如何挽醒？必由宗教中能教化眾生，以道理啟發。於「真理」作為前

提，古代名言迄今，有諸多難以適應現今社會潮流所需要。 

 

故而 上蒼啟教掌新法，務使眾生在沉迷環境中，能有依循，如此眾生能否將

己之心，用於「化性」的階段？即能渡脫此生；人秉天地陰陽而生，靈性在先

天純善無惡，因落凡受物慾引誘，又輪迴生生世世。 

 

受因果拘束與牽纏，而無法脫出其桎梏，又在於自性一而再、再而三沉淪輪迴

漩渦，每日相同的輪迴，何時能有停息？願眾生點燃心中那盞明亮心燈，照出



本性於四方，能使眾生由自性中，體會自性之清淨無為。 

 

該如何回歸本性原位？對本性無善惡，並非由外物引誘及作為而分判，在自然

中早已存在，今生歿後又寄生於他方，他方歿後再輾轉相寄，反覆形成人生是

由何而來，此由來必因自己功過（果）作為加減有關。 

 

否則若無關，眾生何必可行功立德及行善？又自性當中，必因自己行持功果及

先天條件，善者加添功果，惡者減少德行，「善惡」如影隨形，而成天堂地獄

之分判；人類眾生所行之善惡禍福，而造就輪迴種子因。 

 

善功滿盈福報已具，如不再將自己心性來超越，必由福報當中而缺少智慧，在

累世中又迷失自己；如此眾生只知植福，而不求心性的超越，也只是輪迴的種

子而已，想要有提昇正是相當困難。 

 

渡脫此生，必於本身中求懺悔，行持戒律中求內觀本性，並在日常生活中求其

過錯能改正；眾生皆求「理」之顯出，但「理」者以公正無私則為「道」，眾

生皆在理中依各人角度而觀，不以客觀角度看事端之來龍去脈。 

 

但事端全盤，必要以道之本體，作為問題之依歸，如此一件事成敗與否，能見

之端倪。否則若以眾生角度，正確否？所言心性超越，必要在一件事端的過程，

找出各人優點再影響，必成「心之坦然」方能心悅誠服。 

 

「眾生求理不求道」此理雖正確，不只要觀己之非，要能將過錯改於無形。因

其：道是在低處，不在高處；低處中道充彌；高處中遙不可及；加上人頂多七

尺左右之軀，又少有再高；對 上天之道眾生難以捉摸與體會。 

 

眾生立地而行，必要在於低處下，方能得其真道，如此真道當中，方能造就

「化性」的要件；又化性：是在每件事務都要能合乎道，而且都能盡道，五倫

皆合道而行，若是背道，禍殃與病痛必加諸於身。 

 

有情眾生可觀周遭，就能明白此非謬言，事事若能盡「道」必能合「理」；道

與理相輔相成即能化性，若眾生一味只在「我」字上爭，「爭必氣死」，所以言：

真理者方為正統，不偏不倚而謂之。 

 

眾生能明白針對所有事務體，必在於「道中求理」再以「理中求道」，能盡道

方能合道；人道盡，地道還，天道歸，化性則容易；切勿在於「爭」中求，只

應「理」中取，如此離『化性』已近。         

 

 

 



第三十回  戒律約束 

 

宗教啟化教導眾生，就有先天條件，昔時五教聖人皆不以「宗教」為名，皆因

後傳者強加附會，形成宗教戒律的行持，教條可讓後來者有依循之路徑，造就

未來宗教信仰提供人類所選擇。 

 

必要使修持者，在戒律中行持與警惕，甚且能自律其身，因教條在心性中，能

使修持者棄除毛病改正己身，成為標準修持模範者，在對宗教戒律就有安定人

心，以及社會功用，理應加以提倡，並使大家共同遵守。 

 

戒律對修持者，就是一種標準依循，藉此依循能對眾生在修持中，有一種模仿

與見習目標；其目標是要眾生以此身作修持磨煉，勿使犯戒律，又形成有修無

戒之警惕，依修持者本身來觀，戒律正是約束自己的準則。 

 

古聖前賢而定，由戒律做為修持目標的依歸，在歸路中，必要眾生由生活上作

警惕自厲，方能以自己管理自己，也以自己來要求自己步向仙佛之腳（旅）程，

學習仙佛在世之所作所為，做為模範榜樣。 

 

一步一步向前而行，以仙佛在世言論作為圭臬，不以戒為律，而是以犯戒為懲，

並以戒為師。若以戒來觀，時常會犯錯又時常改進，對改進又時而再犯之中，

經常是跳入又跳出，造成自己也無法定心下來。 

 

又對依戒律而言，別人無法加諸要求於汝的，必要自己要求自己，方能符合宗

教信仰戒律，也就形成在「戒」與「律」兩者有所差別，造就宗教信仰與修持

者，正是必要遵守所信仰宗教「戒律」。 

 

「戒」是眾生入於宗教中的依歸，糾正點醒自身毛病的要求，若於戒中勿犯與

勿入。戒中提供修持者在心性有所警惕與有所作為，並作為成仙成佛與宗教學

習的圭臬；戒律於修持者，依各宗教派脈而定，各有不同。 

 

「律」者在戒所犯中有所懲罰，眾生皆有寬己之心，恕己之過，並且經常有姑

息作為。以律來言犯戒有律，就不會再犯相同過錯，犯戒律要懲罰，方能警醒

下次，勿再犯相同錯誤，可避免又甚難改變之。 

 

就可讓大家會因信仰、修持環境亦有差別，然而能否成就者？皆因各宗教所制

定，亦難以定論，必依各教修持為依歸，此種戒律方能達其效果，人類眾生若

不逾越於戒律，就會有良善受益，必要好好努力！ 

 

 

 



第卅一回  先求後修 

 

上天普化一以貫之，渡化良多善緣進道修持，主要是在心性中求取道之真髓，

又求取者眾，想真修者亦良多，這其間 上天普化在成全眾生進德引德，求道

而修為，此種過程實為天之驕子。 

 

因緣難遇，機緣難逢，又宿世累積福緣方能得之，對三曹普渡：就由人曹來開

始作起，人能今世求得天道，正是累世早已種下之含因，方能於此世中來得之，

其間善德居多，但真修實煉者則少之。 

 

是在引導者以人情拉攏，形成愧對與不好意思，真正能進入實修階段尚有一段

距離，若以人數多寡而定功德，實乃謬誤；求道過程，會因 上天慈仁不分教

派，以期渡化九二原靈回歸，今之普化又進入新階段。 

 

此期所要眾生由求道過程，明心悟性，以悟己心性，再求渡化眾生，在求取者

若僅執一指天堂掛號，地獄除名實為差矣！天道設教以真理渡化眾生，歸道為

準則，又歸道若僅一指能登天，其間累世因果循環必無可證之。 

 

此其中應求取道之真髓，眾生皆視他人之非，而不思己之過錯，若僅看他人之

過而不思己之過，則他人是為借鏡的，在對求道過程不必往外觀，身外求無道，

真正之道正是由「自性」中來求取。 

 

上古人！為何能成為聖賢？乃能觀己之非（罪），而不是觀他人之罪過，正是

如此應將己非提出來真心懺悔， 皇天是不加悔罪之人，因而聖賢乃能於過錯

中，改正而不再犯，人亦能成賢成聖的原因亦在此。 

 

眾生皆謂聖神仙佛賢哲遙不可及，不知自己即是仙佛種子，僅在「悟與迷」之

間；悟者仙佛聖神賢哲，迷者是眾生凡夫而已。悟與迷之差別，仙佛與眾生亦

在此分出，求道後外功必備而內果更應兼具，應以外功培內德。 

 

若只言：培內德，也僅止修身養性，就難脫出輪迴，輪迴當中眾生已具善德，

無般若（智慧）是否累世只有善德而已，無法以善德引導內性「格物」此一生；

在對「格物」方能見原來本性，並非是一指能登天。 

 

果若一指即能登天，世人即不必修持外功內果，僅要一指就能脫離  閻王的束

縛。眾生即可大膽胡作非為，大家試思此理行得通嗎？是對累世因果業障，必

要今生來完清償還，才是符合因果循環所討伐。 

 

求道中先得後修，實乃 上蒼宏慈，眾生貪迷若不經一指，不得觀內性而了悟，

只須經一指即能登天；這只是世人迷於著相，認為若不經此一指，則謂沒得到



（道）；殊不知，得道乃要由自身「格物」而致之。 

 

人身何其微妙，此身能走能動又能言種種，這是大道發展之源頭，以自身思考

「格物」道之真髓，合天之大德與萬物之良性，必有微妙道理存在。明悟後半

夜睡夢都會歡喜也偷笑，真要感謝 上蒼造物之精巧。 

 

「天生我才必有用」，對 上蒼給予眾生皆是公平，沒有說對那個多、對那個

少，眾生皆平等，世人若少了一隻眼或手或腳，那才是不公平，若能有，又因

累世自己所作為，加減乘除後形成的因緣果報。 

 

眾生中若有多一隻眼或手或腳，那更不公平了，是否形成怪人而與眾不同呢？

如此要嗎？仙佛也是同眾生一樣具備靈軀而已，也沒有說仙佛，就會比眾生多

隻眼或手或腳，可見 上蒼是公平公正。 

 

大道之初，乃人之源頭，不必向外求道，是要向內求道方能得到，倘若向外求

得『先天大道』而自己又沒道，如此，己不立，道何來生？因而求道過程，先

反觀自己於「起伏心中之平靜」，「思考心中來降伏」。 

 

「性明則天清，心靜則地寧」，如此就能合於大道，則大道即生，人人格物，

道之真理（真髓），就能明心見性，真道即出，就能有真正體悟，在於「性體、

心體及軀體」所分別性，已非一般有情眾生了。 

 

 

 

第卅二回  善德齊家 

 

天道演教，拯救民心，期望眾原靈能回歸超越，現今叔世之秋，民心已泯，良

心難現；又異端邪說傾巢而出，引誘人性沉迷難以了脫；故 上蒼屢差聖神仙

佛，開宗立脈化民，提倡闡教「真理」教化人心拯救萬民。 

 

然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眾生迷於世景，又難脫人生之糾纏，而有諸多業障與

困擾，有者就同前業相關，有者今生為之引迷入迷，何時能渡脫此生？可憐悲

哉！天道教化以萬民為重，依天、地、人三曹，亦由人曹先修。 

 

再教人世行持五倫五常，振作人心以教化之前驅，如此教化眾生，全乎人倫道

德先行持，入於盡道境地，若能盡人倫道德家必定和樂，內心必定祥和，個個

皆能以家為重，放私心於無形則家能齊。 

 

上能正，下必效之，因而上正下效，方能以正軌而行道，不偏不倚向家庭之道

前進，又何愁人倫中難有正行？所以家庭之道，必由長上面先行作為模範，再



以潛移默化配合言教、身教，如此一家能齊，必一家和樂。 

 

一家和樂則心心相印，以家齊為家和之原動力，夫婦為陰陽之道，家能齊須要

夫婦（陰陽）互持，能調和也能導陰陽為正綱，夫與妻必要同心合力，為家庭

和合盡心盡力，也做為子女模範。 

 

今之夫婦處在現世環境，受物慾所引誘，又喜與人相比與計較，致使人比人氣

死人，別人為何能有好命？能嫁到好老公，娶到好老婆；為何自己卻難如願？

皆因前世因果業障有關係！ 

 

今生因前業來消業與完結，若能以歡悅之心、和樂之念，為家庭當思感謝 上

蒼賜予我，如此夫君與妻子，正是「點燈籠難再找到」條件，又是自己福報，

也只有這些而已，爭什麽？求什麼？計較什麼？ 

 

人皆以夫妻婚姻之間，相互觀看他人過錯，不思自己過錯與毛病，一味要求對

方。必要明白：夫妻之間以和為貴，幸福為重，不要想要改變對方，先思如何

改變自己為主要，做為：夫君心目中賢妻良母、賢媳。 

 

正是以妻子心思中，該如何改變作為：賢父、良夫，如此於家庭必然和樂，現

世環境因小家庭居多，已較難同長輩居處，唯仍要時而探望，如果能同長輩居

處，能克盡孝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相當難得！ 

 

必在人道中相傳相承，點點滴滴落於還原；居善室，處善道，同善心，行善德，

合善家，就會在家中引各人來行道的境地；又人道中眾生皆難盡人倫，只知道

「己為」為先，不知「盡責」為要。 

 

盡責並非只是求取舒適生活，享受無缺而已，必要教以「孝道行仁善」為前引，

方能把家引入於道德路徑；又能以『道德興家』就不會產生惡孽子孫，居善室

以善為啟教，以德為依歸，何愁家庭不能興旺？  

 

若僅知物質享受而不教以善道，「飽暖思淫慾」就容易入於享樂迷化心身，產

生墮落心志，造就不法子孫，在於居家生活當中，應教導子孫以善道行持，才

能生善德子孫來興家長遠而綿延；有一偈同眾生共勉之： 

 

戒殺放生  體天地有好生之德 

廣積陰德  願世代子孫更如是 

 

祈願每家，皆能生善德子孫於綿遠流長。 

 

 



 

第卅三回  行孝報恩 

 

人倫道德點點滴滴傳承於道理，並教化民心能思長遠而至當下；古代祖先傳嗣

至今方有我之存在，枝葉相承，春秋交替轉眼又一春（生），人生迅速消逝，

宛如：春發、夏長、秋收、冬藏，是曰一年時空。 

 

但在於人生來觀，也就印驗「人之一生」，人類眾生所生存短暫，實令人感嘆！

又在歲月更替，要思及人類生存，每年一歲又一歲來增加，也就是一歲又一歲

的減少，每年增一歲，人類生存就少了一歲。 

 

初生幼童轉瞬已至年老，老而歿空之後，來春（幼）又生，人類一生更迭僅在

轉眼間而已，如何了脫此生？如何替後代子孫留下傳承光輝？端看祖德是如何！

此種因緣必要祖先有德，方能產生優秀的後代子孫。 

 

祖宗祧嗣乃傳家至理，中國由古至今，能傳承此種點點滴滴就在「孝道」，又

以中土民心能將孝道傳延，但是在傳延即今已到受時代衝激，孝道漸偏離往昔；

對尊親孝養也漸式微，幸好！仍有眾多孝子賢孫來維繫。 

 

在於宗嗣繼承孝道傳承，對宗族能給予肯定，端看大宗族就有祖先宗祠敬拜，

正是「飲水思源」的源頭，試看簷前滴水，點點滴滴於地，毫無差錯久形成一

孔，此種點滴簷前，宛如宗親祖先辛勤所種，後代方能見之。 

 

傳承「點點滴滴看簷前，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汝若敬祖十六兩，

後代兒孫還一斤」，又此種孝道還原法，奠立中國孝道的繼統，所云：「若欲生

何子，看如何敬親」，正是中土炎黃子孫的根本。 

 

孝道不虧人生，人生以「孝」為根本，即以「百善孝為先」。教孝於子、敬孝

於親，正是世人必要明瞭的一課；「思妻兒、遠雙親」已離孝之正道，今生能

敬親多少，後代兒孫方能還汝多少奉養。 

 

否則一味於物質生活讓子女享受，做個現代孝子（孝順子女），到後來兒孫所

歸還，又難達理想作為，不妨於人生來教導子女，應以孝道為根本，亦能見子

孫行孝，眾生可於周遭見到諸多實例，作為模範。 

 

在雙親一生辛勤，累積田產財富傳承後代子孫，又有幾個能感恩雙親所付出辛

勞，發揚雙親恩德？皆難的！有之將財產分配給子孫，後來至老亦難分得一碗

飽，此種後代子孫汝要嗎？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又對孝道已虧，往後必生敗墜子孫來磨難，正是了消不孝罪孽，古云「在世敬



親一粒豆，勝比死後拜豬頭」，慎終追遠已難再復父子雙親之景，這是相當悲

哀！也就是當今人類在孝道中，必要改變的缺陷。 

 

人類眾生皆容易犯錯，何妨由現在起先行做起，身體力行孝親，再教導子女行

孝順，往後嫁娶才能順敬翁姑，就能行孝順親，必能和睦兄弟、妯娌無爭，

「爭何財產，得之失之」，無常來時能帶走嗎？ 

 

錢財！只是借看與借用而已，只有能孝親、順親，以身作則子女亦復如是，點

點滴滴歸還，如此比遺留財產，給後代子孫不是更好嗎？相信「孝道」不虧人

世間道德倫理規制，在對人類也是如此的！ 

 

孝道中先由己身作起，再教以妻行孝，而妻以夫貴，能行孝必能齊家，不以媚

妻又棄雙親於不顧，倘棄雙親不顧，縱使是「因果循環之討報」，亦已虧人道；

如此人道已虧家必難齊，往後必受不孝而磨，這樣划得來嗎？ 

 

人能行孝，天不虧汝，天亦加賞孝道子孫，不使衣食有虧，但能真心行孝，勿

虛心假意，敷衍了事只作表面功夫，應以真心誠意，思前枝何來今葉宛在！如

何做？必以真誠體親，在對孝道無虧，方是孝順的子孫。 

 

古之廿四孝傳承於今，世人應加以發揚，天之加賞多以逆境而來，可謂諸多靈

異，又此靈異正是 上蒼所顯化點醒眾生而為；天之靈異有時用科學邏輯，很

難加以理解驗證，當思真心誠意「金石為開」，如此所得之。 

 

以此教導兒孫行孝順，天必加賞「真心」為之，歿度之後，能以盡孝道而歸入

天界；但願眾生皆能行孝盡道，必能顯親揚親不誤親與辱親，願眾生皆以『孝

親』為人生根本， 吾等願助眾生來行孝，替眾生赦罪與消災。 

 

 

 

第卅四回  廣結善緣 

 

眾生能入道場修持，就是前世所種善緣，皆為仙佛渡化及善德接引而來。雖人

生短暫能以短暫之機，立萬世不朽基業與福份提昇超越，乃在「含因」種下善

種子，方能在此世入於修持路徑。 

 

人類眾生現世終日迷於物質享受，不思如何能了脫今生，忙碌中迷而再迷，也

很難有一絲喘息之刻，仙佛亦不樂見於此。盼望眾生能在忙碌中，把心中靈性

靜下來，好好思考與體悟，人生真的只忙於生活嗎？ 

 

有情眾生，人人都有前因業果所牽纒，「天雨雖大，難潤無根之草，佛門雖廣，



難渡無緣之人」；人生中必先立善德種子於未來，以廣結善緣方法同眾生結善

緣，此絕非一朝一夕可見功效。 

 

現世中能先立善德種子，未來因緣際會之時，善根因緣能有良善發展，能以善

緣培善德，再以此來行持，入於宗教皈依宣誓；修持路徑善緣必能廣結，又以

善緣來發芽，善德已入於善之徵，往後能以此成就善德因緣。 

 

必能導人生正軌，不入於三惡道中，倘僅是入於宗教修持，又難以達至功果圓

滿境界，就要「己立而能立他，己達更能達他」，攜手並進共成修持道侶，和

樂且祥和，在對未來修持可以造就良善好因緣。 

 

廣結善緣，就是宗教修持必要具備條件，眾生均具善性亦皆有佛性，僅是未發

與未悟而已，在宗教修持者，若能由累世與現世同眾生多結善緣，若能愈廣則

力量愈大，也能有人多好辦事，成就善德因緣。 

 

一人能成就，眾人也成就，相互相攜，共為創造宗教發展而努力，現世佛道兩

教修子，已漸能打破藩籬可容納他教，正是宗教修持必備心量與胸襟，融合五

教優點，取長捨短，各宗派所涵容，能入無極蓮花佛國世界。 

 

若能涵容必能將己心敞開，各教派間就沒有汝爭我奪之事，如此就是眾生之福

分，正是 上蒼所樂見；宗教派脈當中，若為拉攏善眾而將籬笆高築，必產生

間隙摩擦與衝突，久而久之必會有諸多隔閡，且滋生弊端。  

 

如果在宗教，已形成自我「意識形態」高漲，就很難和樂，若由自己成見及善

眾多寡而定，是否香火鼎盛及玄虛浮耀？如此就已脫離修持正道，專事拉攏善

眾充其門面而為，在對宗教修持者，必要以真理而引入道。 

 

若持自我「意識形態」而修，就因各人角度立論不同，所生出諸多紛爭必要以

真理再入於道，合道者必能見真髓的，合道理還須加強於思考格物，見事原本

也能見始末，必能增廣見聞，也在由事端用良智面對。 

 

能讓自己導入一片祥和心境（性），就能將靈、體分隔，自性闡揚，再求渡化

眾生；自性闡揚必由每件事務，以心合道必不爭，在理中能導引「正偏」不致

知，若能合道，必可發揚自己心靈的突顯，勿往外求。 

 

就由敬業當中思考，每件事深處必能舉一反三，觀前思後能見真章，把心靈佛

性引出，人類皆謂仙佛難求，殊不知，每日都有一位仙佛陪伴自己，是否已經

發現？若發現，就已進入「化性」位階層次。 

 

不必 上蒼要求，就能了悟天機成為自己提昇。祈願人類眾生皆能早日「化性」



成就自己、渡化眾生。 

 

 

 

第卅五回  福慧雙修 

 

天道演化顯現人間，眾生同德善心顯現，形成人間樂土，即今人心已偏離正道，

上天演化警醒人心，就是以渡化迷蒙，又在時際叔季末法時期，異端邪說齊出，

似是而非之論調頻揚，看似正理，細思則非。 

 

此種因緣條件，是引導眾生必入迷而效偏，也展現各宗派的紛爭紊亂，所之人

立於天地間，能否依正道而行？就是倡導正理不偏邪，此為現今眾生最迫切追

求目標，在對所有人類信仰與修持，就有很大關係。 

 

以理闡化，也因主觀與角度各異，就難以客觀立場而觀，若循真理必是永遠不

悖，如果以爭執而論之，概因人之心念而發，形成個別互異與對立，必須在修

持中以智慧判斷，是否合於「正道」、合乎「正理」？ 

 

修道者，不外乎能否渡回此身，修者本身必須具備大智慧，方能依事理而評判，

端乎事實的始末。在末法眾生對各人因緣與前業有關，能在今世入於道場修持，

除本身必具大因緣外，自己心念亦十分重要。 

 

人類眾生皆寄望於此一世，自己修持能回歸上天，但各人前緣不同，也就缺少

般若智慧，甚且難以步入佳境，在對修持者所依附宗派教化不同，各人收穫也

就會不同的，回歸差別性，又難以相同。 

 

若以今世修者而論，每個人前緣與業因不同，雖能導引入修持路徑，但無法保

證每個人都能回歸，必要具有正確路徑與大智慧者，方有成望，這種條件就必

要有很大努力空間，才會真正得到！ 

 

天道演繹，眾星拱道，人立善極而成為萬物靈長，皆在今世能否修持，進入明

心見性境地？倘若無法達到此種境界，僅在於今世種下來世再修之前因，是故

每思於此，真令眾仙佛同感哀傷！ 

 

並非仙佛不慈，在現世「人類最大的敵人，並非是他人或外物，乃是自己」。

由於自己放蕩不羈，形成姑息自己、寬恕自己，累積於迷失自我原來，眾生能

否時時警醒自己，鼓勵人生，加以捫心自省，變化氣質。 

 

必要以一己成就而成就他人，能以一己之力合眾人之力，共同攜手共創明心之

境，就能由心性痛下一番功夫，體悟人生無常，超越自己即能達至開悟境地，



讓自己能有如實受益，在對提昇超越也就是成就依據。 

 

眾生迷於現世生活，若以福報而論，現世眾生已不亞於古代帝王生活，因緣殊

勝成就今生，也越顯得眾生較易得之，反而就較難把定，能否珍惜現今所擁有

一切？因此較易得之，亦較易失之。 

 

得與失之間，即有陰陽分判與事務的對待，把對待與分別心擱置，不因此入於

輪迴，又分別與對待皆在於五行中，難以脫出提引心性，能否跳出此籠龕？可

將心性內觀，引自性發揮。 

 

明心悟性後，若能長遠保持不變初心，丹書下詔可脫離輪迴束縛，逍遙無邊，

如此立眾生為標竿，必須先引導眾生突破瓶頸，方能有所成就，若僅迷於現世

福分享受，智慧（般若）難顯，就無法將心性外顯。 

 

心燈原始難發，必會漸偏離明心境地，如何了脫？端看求福分之後尚須求智慧，

若以智慧培養福分，又以智慧增長福分是為修道基準，今生必有所成就。 

 

祈願眾生皆有福分與智慧，就能福慧雙修，則修持路徑較平坦；否則修智慧而

不修福分，人生必因業障來磨，路程較難平順而生退志，冀願眾生都能福慧雙

修。 

 

 

 

第卅六回  圓滿和樂 

 

上蒼啓教：必使眾生由修持來棄除障礙、困境，在修持條件方法，給予宗教有

全新局面機緣，故而眾仙佛亦樂見於此；又在任何一件事務皆有起頭與結尾，

此種因緣是累世中所結果實，而今是否能圓滿？ 

 

眾人亦要能同心合力，共為大道而盡心盡力，作為眾生準則所回應之示現，能

明乎此種願力，起事於波難中，完事於圓滿裡，其間雖有諸多外因，皆因各人

觀點與角度立論不同，眾生皆能打破藩籬形成共識。 

 

一件事務不能以目前眼光而觀，應以長遠有利於眾生福祉而為，又其前因與後

果，亦非短暫時日能有所回應，就會在未來歲月：一、二年或一、二十年之後，

方能開其花朵，成其結果的，就有良善功能效益。 

 

如此眾生眼光能放大於宇宙間，即能合於大道，若僅執著於我見之中，必因狹

隘而產生諸多論端，此種角度則非眾生之福，應以長遠而不彌，瞻前顧後方是

正確，諸事中能求圓滿即能合道。 



 

每個人前業與修持不同，願力與使命亦不同，智慧與觀點也難以相似，如此必

會產生諸多立論，誰是誰非，誰對誰錯，並非依各人角度而定之，應以事之前

因與後果而有所分判，就有圓滿結局。 

 

任何事務能求圓滿即能合道，能合道必能盡道，「人道圓，地道圓，天道亦圓」，

天、地、人三者所圓融亦能見於此，若能事事皆圓滿則沒有紛爭，也沒有你我

分別，又不會產生諸多困擾。 

 

此種圓滿中能以自己心力，不爭不奪，能成就無上道業，眾生應知圓滿人生，

必能圓滿家庭，圓滿家庭必能圓滿四周，圓滿四周則一里圓滿，眾里圓滿，一

國圓滿，眾國（宗派間）皆圓滿，則天下太平，圓滿無缺。 

 

圓之能合物，圓之不損物（尖或方皆損物），修道亦然，能先圓融自己，就能

圓融自性而無礙，道中收圓之要義亦在於此，也造就：你能圓，我能圓，大家

都能圓，圓圓而滿滿，自性即能「滿圓」。 

 

但願眾生任何事務皆能圓滿，滿中有和樂，圓滿中見自性，圓滿是修持者必備、

必修之道程；大道心燈以圓滿作為結束，祈願眾生能於未來事事，皆能圓滿與

滿圓，家庭甚幸！修道甚幸，也就必要好好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