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程  聖道回歸】 

 

第一回  大道真詮 

 

大道無私，運轉萬物星辰，當中有其本因，眾生各具其靈，必要提引自性，才

能闡真理而得天地護佑，能於歸返中，自引而入無為之境 - 真如佛性，自性具

備是往內觀，而不向外求。  

 

弘先天之真詮：先天落凡後即迷於世景，難以提昇自己原性，也因此障礙自性

而不知，經常會以為自己所行皆善，也由各人作為，時常迷障自性，無法放下

私心，又無法清淨，故難以提引自己之「如來藏」。 

 

外在之境物，往往僅是曇花一現，又在眾生心性中，皆迷於物慾而向外求，也

就不在自性中向內求，往往迷失自己而不自知。法門平等，自性之清淨闡揚，

必要自己能提昇，并推廣大道真理於人間，建立人間淨土。 

 

否則要「弘先天之真詮」，是否可行？此種自我私利之存在，就是無法同天地

與大道融合運行，眾生皆具平等靈性：若要入於自性彰顯，必要提昇自己心靈

與業識轉換為清澈。也在於業識與含因中，眾生皆容易入於不著邊際。 

 

又常以：我執、我著、我愛、我惡、我有來行使一切欲求。也就無法提昇清淨

本性，是故心性迷障；皆和「私我」有關。修子心中沒有天地萬物與眾生，而

只有私我之所要，如此何能行持大道真理，反而會迷失自己。 

 

行天地之大道：是在於無私、無我之大愛中，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眾生能否

向天地學習其大愛，來成就萬物？在於 上天之真詮能弘揚，是在於提引大愛

而成就萬物，并同天地合而為一。 

 

必以大公無私來成就萬物，此乃真正行持菩薩道之覺有情，眾生以慈悲大愛之

作為來行天地之大道，必可同天地合而為一；眾生皆具佛性平等，若僅是求功

德而不入於「如來藏」本識，就難有提昇成長之契機的。 

 

必要修成清淨之『真如佛性』彰顯才能歸返，修子皆冀望仙佛能接引回歸，但

自性自渡，佛不能渡，若不行持內在自性闡揚，又如何達成歸返目標；因此修

子必要能行天地至公之大道，方能接引眾生回歸。 

 

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乃眾生皆知之教語，但能真正行持者，

鮮矣！知而不行謂「不知」，知而能行謂「正知」，正知而有實行者，必能達至

歸返之目的，能同天地合而為一者，必是自引佛性彰顯以達清淨。  

 



否則只在混世中輪迴打轉，下一世是否還能再重新做人，不得而知？必要能提

引無私、無為、無我、無執之觀念與作為，是真正同天地合而為一，而成就自

己也能成就眾生，如此真正行持大道而自返也。         

 

 

 

第二回  回歸規範 

 

立聖道之規範：古曰「私塾」，正是教導學子知識能明理尚義，進而知廉恥而

成就現世；又在於學子學習，不僅是教導做人方法，更在於了解為人處世倫理

道德之基本行持。 

 

能明白此生為人修持之道理，必須藉由宗教道堂輔助以竟其功，因而「宇宙真

理聖道學院」教導就有其必要的，讓學子遵循規範而不偏悖，使眾學子能有依

循指針，可做人世間所有為人處世，及修持準繩。  

 

立聖道之規範：是在現世中能有其德徵，宗教學院聖堂能帶給眾生立標竿，做

為宗教之教化本質，也在聖道所立之規範（聖道制度），就在於現世能有條件，

對學院教化來啟迪眾生，若不經由學院教導、滋潤，何來眾生明白真理準則！ 

 

學院乃古之「私塾」，即今曰：學校、聖堂等等。現今學校教育所能提供僅是

技能生活知識而已，也就沒有提倡「心靈至真」之學科；故而必要由宗教學院

教化方能達成，也要來廣大發揚利益更多之有情眾生。 

 

渡眾生之回歸：眾生落凡已六萬餘年，沉淪迷障自己，無法迴光返照，又不能

明瞭，今生為何而生？又為何而來？如此迷失自己，真令諸天仙佛同感哀泣，

更令 母娘倚閭哀傷。 

 

自性自渡，佛不能渡，人類眾生若自己無法反心自照，任憑諸天仙佛再如何慈

悲，也無法挽救修子本身之心性，因此 諸佛仙真方方闡教、處處開壇，無非

是要讓眾生皆能回歸。 

 

仙佛如此苦口婆心，一再顯化，要求廣渡眾生，但是眾生能否感同佛心？上天

顯化之目的，無非是要修子皆能彰顯清淨佛性，然現今時代科技文明，眾生追

求物慾刺激，此種必無法達至清淨佛性自顯，對一切皆向外求了。 

 

現今功利社會，萬教齊發，無非是要修子皆能回歸，然眾生皆是向錢看。不明

白內心所求？才讓神棍乘虛而入，欺瞞詐騙眾生。原本應是  上天之棟樑，因

被錢財所誘惑，造下惡業，變成地獄種子，真令仙佛感到無奈悲哀！ 

 



渡眾生之歸返：必要將：我愛、我執、我欲、我喜歡化成大公無私，利益眾生

而成就眾生，真正無為犧牲奉獻，才是傳道者必要具備的條件與作為，下世能

否重新來做人修整不足？實在不得而知！ 

 

若在欺瞞眾生造罪，能逃過因果討報嗎？！未來是否做牛做馬，償還今生所造

之冤債？必會在世世中作一了斷，有否做人之因緣？  上蒼要求教化傳道者能

以無私、無我大愛廣渡眾生，才是真正  上天棟樑才。 

 

否則掛羊頭賣狗肉，造未來地獄受苦之累積。此正是  上天所不願見到，故希

望眾生能光明正大，無我無私來為眾生付出，而不是空口說白話，冀望  宗教

修子，必要皆謹記於心，就是不可犯此過錯！戒慎之！ 

 

 

 

第三回  初心本性 

 

人生在世，因有初心，方能行動，原動中之初心，正是一切源頭，必須能以此

初心造就事務，而達成一切圓滿。初心乃心之源頭，而成就萬有緣起，人人皆

乃佛之本體，可依真理行事來成就一切，又對仙佛菩薩皆從人修而成就。 

 

人與佛之分別，只在迷悟之間，又一切源頭，皆從初心（初念）去成就事務。

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心即無善惡之念，若以初心動念，就能以此而成就萬

德莊嚴，也在人之初心上，必要能以內在求得清淨光明而非向外追求。 

 

人皆有初發心，初心是動源之母，而初心更是一切萬物之起頭，初之動是無善

亦無惡，就因人之初念，而成就一切服務，能把持好方向作行使，必可成為善

德之徵，若往不好方面來行使，必成為惡陋之徵。 

 

若無初心即無動之源，也就會形成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必看起何心，動

何念！又人在延續起心動念之時，必要將不良轉換為優秀，將惡徵轉換為善徵，

人能成就萬物行為動作，又對一切作為，是在往後當中即可明白。 

 

未來所呈現之善德、惡禍，即可明白當初，所起何心，動何念也，又是何作為。

人之初心原本無善無惡，一切皆以服務人群為念，也是一切萬事之緣起，然初

心在於念動之後，即成為善惡、好壞之分別。 

 

人之初心若能處中道而離善惡陷阱，既能趨吉避凶，也能成佛、成聖、成神、

成仙，初心即是本來。只在心念奔馳向外，就會因心不定，往往會造下因果業

報的，正是好、是壞分別。 

 



初心即本心，即原本之心，即聖佛之心，而非是私心欲念、七情六慾。人心善

惡即落入輪迴，故修持就是要修到：無私、無我、無誰、無聖、無佛。然凡人

眼中，有聖神仙佛，人我眾生六道輪迴之見，就會妄念不斷。 

 

故初心無分彼此，無分你我，即本來之心。初心可同天地宇宙融合，「其真心、

其真念、其真性」，就是為本源所具足之條件，也會由人類眾生起心、動念當

中，造就未來之因果報應。 

 

 

 

第四回  自性佛體 

 

大道者，無私無為，至公至正。彰顯自性清淨本來，方能提引佛性而成就眾生，

眾生落凡即迷失自己，又受凡塵假景而迷障自性，也失去了五神通之運用功能。

本性萬法具足，不假外求，然自性能否彰顯？ 

 

現今因科技文明，智識提昇，時間也就多出，而使得心靈亦較往昔來得落寞空

虛，故再寂寞中即向外求取歡樂欲求，填補心中落寞，卻將清淨本體污染，迷

障自己而不自知，因此迷昧了本性。  

 

一切皆向外追求刺激，然卻迷失了自己本身所具足的清淨自性。自性迷障，正

是無明導致，向外是否能求得到清淨本體？內性所具足之無為清淨條件，人類

眾生又如何明白？甚難的！  

 

自性是本性本來所具足之萬德之體，眾生因情欲而迷障自性，使得清淨之佛性

無法彰顯。又自性具足一切，也具足成佛、成仙、成聖之條件，因此：佛性、

仙性、聖性皆是同一自性而已。 

 

古往無分宗教，根本沒有佛性、仙性、聖性之分？經由後代世人分成：儒、道、

釋 (佛) 三教，而各教亦引自己教義來教化眾生，故而成就自性，若無宗教洗

鍊，能成就自性無為清淨否？ 

 

自性自覺。而非現今所言佛、仙、聖之性，對自性乃是本身所具足一切智慧，

因迷障情欲，故一味往外求，能求得到清淨無為否？眾生能否明瞭本身之清淨

無為之自性，即佛性、仙性、聖性。 

 

自己具足一切，外人無法影響，亦無法轉換，故言自性自渡，佛不能渡，僅在

於迷障中迷失一切所具足之本來，捨棄本性而向外求，能否得之？試思即明！

佛本眾生，眾生即佛，僅在迷悟分別。 

 



倘若人人皆成佛，那佛性又有何可貴之處呢？皆因向外看，不知向內觀，所以

佛即成了眾生，迷失佛性，也僅是眾生性體而已，眾生若能往內清淨自己；自

性就能具足一切，而本身所清淨的，能否讓別人也清淨？ 

 

正是個人吃飯個人飽。必觀如何回歸自己之清淨無為的本性！能了悟本來，即

可開悟一切：佛性、仙性、聖性，更在自性中具足一切， 在對眾生靈性皆平

等，每位眾生皆具足本來，不是外求而能得之的。 

 

希望眾生皆能將自性彰顯，將自己佛性、仙性、聖性來開悟，往內思察，即可

明白自己之本來，光明正大。 

 

 

 

第五回  落凡初因 

 

天道無私，唯德是輔，眾生本靈落凡，緣起於無極而降太極，理天而降氣天，

氣天再降象天，因理而氣而象，正是眾生落凡之初因；眾生落凡乃因在理天，

因漸漸產生垢識，故而降到氣天。 

 

久而久之，垢識累積越來越多越重，氣天亦難容，故而又降至象天，如此就有

了人世間修整演繹的時空了，眾生落凡迷失本來，無法彰顯原來本性，然降臨

人世間後，垢識更加嚴重，如此就無法回復清明本性。 

 

靈子沉迷五濁惡世，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了。長久累積，已

不求取恢復原來自性，皆是向外求取功名利祿，慢慢也就將無明來障礙，日子

久了，漸漸的忘記自己為何要下來？下來要做什麼？ 

 

把「我是清淨佛體，清淨佛體是我」，漸漸也都忘了一乾二淨，往昔皆無佛、

仙、聖之分別，亦無你、我、他之分別，僅在是否能融合宇宙天地之大德，下

凡輪迴的過程中，迷而更迷，也就無法歸返原來的故鄉。 

 

剛落凡時，靈子常仰天觀望，心中思念何時能回歸無極會見  老母親？如此日

復日、月復月、年復年，倚盼之心，變成無法達成。本心、本性因時空輪迴，

長遠污染，迷失了自己，自己期望心，漸而轉換成三毒，何時能回歸？ 

 

自己作為也漸漸脫離赤子之心。阻隔了回天之本質，累世輪迴中沾染了很多不

良的習性！一世世的習性累積成了頑固的秉性，形成了今日的個性，故無法回

復原來清淨無為的自性來回歸。 

 

靈子皆盼望能早日回歸，但是無極有無極歸返的條件，若對不良秉性不能棄除



之時，欲要歸返無極理天，無異於緣木求魚，歸返條件必要將自性回復清寧，

能以自性行事，不是用秉性為人，即能達到回歸之第一條件。 

 

眾靈子迷失先天，落於氣天，垢識污染嚴重導致無法適應氣天環境，故而再落

於象天，然眾靈子若心性不能回復先天，就無法有歸返之條件，初因若能明瞭，

即不可再受五塵境所迷惑，根塵相觸能同為淨化，即能達到回歸目標。 

 

修持過程中回復本來，往昔不良秉性漸漸淨化，從此不受自己無名秉性來拘束，

漸漸就能自由自在。靈子若能明瞭初因，求取本來，回復先天，再於象→氣→

理來追溯，自然能回歸於大道。 

 

必要按部就班，先將人道能圓滿，再來地道圓滿，最後天道滿圓，如此十方皆

圓滿滿圓，皆大歡喜就是回歸本質和契機。能以自性行事而淨化不良秉性，即

可了脫三界，回歸大道；從象、氣、理，直達理天而無誤。 

 

 

 

第六回  真假天命 

 

天無言，地無語，卻能運轉萬物，得天獨厚者，只有人與天地並列三才，乃在

人有思考能弘道，也能將過錯來改進，古云：一支草一點露，天生我才必有用，

可見每個人皆有特殊使命，萬物亦有不同使命。 

 

人得天地護佑，可運用智慧來思考創造、利益萬物福祉，促成萬物各有不同條

件使命，然眾生皆喜好比 誰家宗教天命 最高最大，誰家 宗教經典聖人 最優

最正，各自標榜我是最高旨意、昊天，無極、無無極、聖極、虛空，宇宙等等。 

 

上天絕無此分別：又宗教修子常常強調，誰是先天，誰是後天，而將其他宗教

貶為最低層次，卻不思真天命、真無極、真聖極、聖聖極當中如何來超越？其

實宗教如同一所學院，進入其門，只是來學習而已。 

 

在本身而言：有緣進入自己喜歡的道場，應該學習仙佛德澤施行，然而教化過

程中，常常皆是本末倒置，互相比較標榜，此不應是宗教修子所追求的！能否

以真理標準規範來成就自己，而不是往外察看探討比較他人之缺失。 

 

理應在自己過錯及毛病，來改進化除不足缺失，方是個人真天命所應具備條件。

每位眾生皆有天命，又天命大小全憑自己作為；大天命做大聖事、大使命。中

天命做中任務道程，小天命做小使命。 

 

家庭中亦可盡道，造化一家圓滿興盛。天命降於世人，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先



天使命作施行，又  上蒼慈悲德澤所下化，就是要改造人類往上增長提昇，若

無任何天之使命，何來眾生降凡做什麼？能明白此生的任務否？  

 

一、累世因果之償還。 

二、完成天賦之使命。 

三、藉假修真之還元。 

四、當代科技之乘越 

 

天命在眾生中每人皆具有，而非僅是宗教修子而已，也因此宗教有宗教之使命，

社會有社會之使命；每一個人降於世之時，天命早已註定了，何時能將此任務

來完成？就觀每個人所造就！ 

 

現世上若不能圓滿完成，下世必要再來輪迴！如此時間亦早已轉換跑道了，使

命（天命）之完成，必在此世中來圓滿成就，並非逃避責任、否則下一世必要

再來一回？到時能否完成使命，不得而知。 

 

如此何苦來哉，宗教之使命，是在能以真理教化眾生、不讓其入於迷蒙，又在

此種宗教清理時空，給予人類眾生能有良好思考機會，否則入於宗教之後又問

題叢生，絕非 上蒼所樂見之。 

 

天命真假，不在於天命之最高、最大、最優秀、最殊勝，而是取決於修持者本

身之心態和作為、方是正理；又主事者若一味網羅信眾，求取不義之財，受眾

生來供養，甚且也無法帶領眾生回復自性來增長超越。 

 

此種主事之天命使命，若人為因素無法讓眾生回復自性本來，主事本身又常受

供養心生高傲，此種乃是是造罪而非造福，故主事必須明瞭，如何帶引眾生回

歸自性本來？必要善自深思，能否有真正帶領眾生來回歸之真天命！ 

 

然若是一直提倡真天命、真無極、真聖極，又無法引導眾生回歸，如此領了最

高最大之天命，又有什麼用？只是在造罪而已。故真假天命不在寺廟之大小分

別，也不在人員多寡，亦不在眾生集合法會之大小。 

 

以上之資源（金錢和人才）多寡條件：也僅是因緣聚合而已，真正天命，取決

於宗教主事是否能帶動全體修子，自性佛體彰顯，圓融所有宗教，人道地道天

道皆能圓滿，如此自然能回歸於大自然中，同天地合為一。 

 

修持大道皆是盡心圓滿一切，盡人性之圓滿，也能盡物性圓滿，如此一切皆能

圓滿滿圓，就能融合天地宇宙共為至理而成就，亦同天地宇宙能合而為一。如

此已經不是凡人之境，而是聖神仙佛之真諦，才能將天命完成。 

 



必讓眾生能有實行於清淨無為之自性；天命沒有真假，僅在所承擔之使命如何

來完成？形成向心力來成就眾生，亦能成就自己。綜觀現今世道上：打著真天

命、真道場，我最大、最高、最優秀又最殊勝者，真是讓眾生眼花瞭亂。 

 

不知要信何教？信奉誰才是好？真是讓眾生苦惱萬分， 上蒼藉此清理期，棄

除劣頑之傳導者，去蕪存菁，否則任其宗教修子自生自滅，往往無法依循方向，

走了一大段冤枉路，才感知錯誤又奈何！ 

 

至此方知不對，時空已經過去了，又無勇氣決心來修改，或是轉換信仰途徑；

因此一錯再錯，實令仙佛同感悲哀，冀望眾生皆能入於真理實行中，才是真正

的修持者。 

 

 

 

第七回  初心了願 

 

人因落凡而至人間，輾轉輪迴，故漸漸不知天命為何？又如何完成天命？時常

迷障自己，因此 上蒼降旨凡塵，藉由仙佛開示闡教，借竅通達 聖意，通過

天筆生或竅手來傳達天音，故能明瞭  上天原意。 

 

亦在修子本身而觀：能完成 上蒼賦予各人使命，才能了願於今世，然靈子落

凡後，時常受外在誘惑之牽引，而迷失本性，使得自己不知如何來行使天命？

縱然有心，但對 上蒼所賦予使命也不瞭解，如此又能如何圓滿達成使命？ 

 

在對  上蒼不言不語，藉天筆生或竅手通達原意，方能成就各個宗教修子了願

之初心，在「了願」又不知該如何來行使？時常做了又碰壁，亦因自己智慧不

足、經驗未通之故，繞了一大圈才了知方向錯誤。 

 

因此 上蒼有時亦站在眾生的角度來理解包容！然眾生之作為與心態是如何？

若不經魔考來考驗其原來本性，又如何了知修子的功力層次？考驗中是考其

「智慧經驗」是否具足？若是不足者，必遭逢困厄橫逆，種種之阻撓。 

 

如此不合格者，就必須停留在人世間磨煉心性？能否真正為 上蒼，來代天宣

化，或只是濫竽充數，必觀整個考程就能明白。人人皆具天命，能否切實行使？

行使中真正融入於圓滿境地，才能通過 上蒼考驗。 

 

就要一關一關通過，並在此世成就眾生，完成 上蒼所賦予之天命使命。應把  

自己所立下之願力，運用智慧思考，步步為營，由浅而深，方能渐渐有所成就，

即是觀其心態與作為，是否符合中道公正！ 

 



然修子時常感到十分無奈，不知如何完成 上蒼所要求之目標，只是稍加一考，

遇到挫折打擊，時常會產生怨天尤人之念頭，又自己思惟顛倒錯亂，若不加以

修整改變，也就會越來越苦。 

 

「常謂之：吾修持良久，不曾做錯他事，為何要承受如此考驗折磨」？又對痛

苦挫折之事，就在道場中時能見之，正是對其根基能明白是何種境界？ 上蒼

考驗過程，乃觀其修持過程，能否常保初發愿力？ 

 

還是早已愩高我慢，自大驕傲，又眾生是否能體會初發心之可貴？一般皆是經

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忘卻初心，倚老賣老，種種個性毛病叢生，能否還具有

代天宣化之本願？還是讓其放牛吃草。 

 

即可明白此種過程，對宗教主事心態與作為，如果讓其自生自滅而不導正，亦

非  上蒼所樂見之事；眾生落凡之後早已將往昔在  上天所立下大願，忘記得

一乾二淨，推卸理由皆是冠冕堂皇！ 

 

如此代天宣化者，是 上蒼所要求否？下凡了願，應將一切不良毛病棄除；否

則全身皆是毛病，又如何歸返？自覺功德高深者，不見得能適應清淨無為之理

天淨土。就必要再下來磨煉一番。 

 

現今道場主事者，若有毛病快快修整，否則縱使功德高深，若垢心不除，內障

不明， 上蒼欲其下凡再來一次成就，是否願意？又再修子清淨無為之自性若

不彰顯，僅憑外在功德深厚，亦只是福報而已。 

 

福報愈高者，誘惑享樂越多，自性也就愈難明，故時常造業而不自知；福報深

厚者，亦要內性具足，方能於現世真正了願，廣渡眾生。福慧雙修，內外雙

修」，天生我才必有用，又何日了脫？何日了願？必在現世成就方是正理！ 

 

 

 

第八回  以假成真 

 

天也者：靈性之原處， 上天下化真理，是讓修子有依循之方針，恢复清明自

性來闡揚。然眾生業障累累，自性难以彰顯，真是令 上蒼無可奈何，故而能

賜予眾生的，早已下化了，不能給予眾生的，必靠自己来行持。 

 

人類眾生時常認假為真，一味向外追求名利，此種條件對自性根本都難以提昇。

真假之中，假必無法成真，真也無法变假。眾生往往將 上蒼所給予的，認為

是無所價值，故將 上蒼所賦予靈性清明本質，往往加以污染而不知珍惜。 

 



時常因外在誘惑情欲，認為才是真正有價值，因而往往認假為真，但清明本靈

自性卻是不假外求，即是每位眾生皆具備。故真假因人之定位價值差異極大，

也是眾生角度不同所導致。 

 

又真假對立分別，就會因眾生之角度、觀念、價值不同所致，真的「一切是永

恆皆不會改變，假的！僅是曇花一現，然眾生卻認假為真，人生即是在真真假

假中，渡過了此身，又一世世所輪迴，皆是人類眾生「認假為真」所導致。 

 

上蒼下化真理，主要目的，也是希望修子皆能「認假歸真」，「藉假修真」，方

能見到自性本來，亦在本來自性中已具足一切，就因眾生無法明瞭自己是佛，

而一味向外求神抱佛。 

 

又外在的佛僅是外在而已，自性自渡，佛不能渡，每位修子都要下足功夫來淨

化自性，然眾生皆視自性一文不值，這種價值觀念而已，就有很大差別性。若

不經由淨化第八意識，必難以進入第九識之清淨真如佛性，菴摩羅識。 

 

即由第九識–佛性之真如自性，如來藏之本來，若不經由此關來清除，能成就

自性？能否了解自己？甚難！真實自性本來，即看不到又摸不著，人類眼睛所

見，僅是有形物質而已。故才認假為真，認真為假。 

 

然有形物質僅是借看而已，宛如曇花一現，人類生存在一連串「曇花一現」之

過往，將組合連接而已，能否了解此種過程？靈性是為永恆，名利卻是無常，

無常轉瞬即消失，是對「山河為主、人為客」，就能明瞭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整體過程，即是為真假轉換，因此真真假假，只是自己定位，立場不同，是否

可以珍惜藉假修真的寶貴時光，必要明白人生一場，是以提昇自己本靈清淨為

修持目的，也讓自己之真如佛性來成就。 

 

 

 

第九回  真實虛幻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道者，自然無為，合和天地萬物而生

生不息；萬物生長皆相互輔助，也由自然本性，同外界相互扶持。本性亦是佛

性、仙性、聖性，三者皆同，此乃眾生最基本之靈體。 

 

「人世間」為無常組合，無常中具有實質實體，方能彰顯萬物本性。一切人事

物境乃是時間過客，亦在無常交替「繞止」過程，萬事萬物最终皆成虛幻過去，

然時空演繹流逝，一切又是真實，如此虛幻則作為人世間之記憶經驗累積。 

 



一切虛幻中皆是歷練本性，否則無常又何來歇止其過程？因此能同時間停留作

為註腳，亦在人世間及萬事萬物，有必要存在對無常–即是時間加經驗之累積。

倘若無真實人生，就無法達到經驗累積。 

 

眾生面對磨難時候，皆是怨天尤人，「時不我予」，心生不滿，又感覺為何事事

不順？殊不知：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聚，方達成因緣聚合。現世種種因

緣成就，形成一切世界萬物，若言虛幻，何者為真實？ 

 

一切因緣過程，都是經由時空演繹，而成為真實人生，又對永恆只是無常交替

之過程而已；人生是無常，宇宙亦是無常，所有時空皆無法停止演繹，時空交

替在虛與幻中，卻闡揚真正實在之人生。 

 

生命一世世輪轉交替，時空也不斷延續演繹，給以眾生累積一切經驗智慧。真

實人生轉瞬即逝，過往現在未來，正是一幕幕之組合，何者真實？又何者虛幻？

真實世界因時空輪轉而成虛幻，代代相傳，方有我之存在。 

 

然我之真實人生，很快又在時空輪轉之下，不久之後又變成虛幻了。人類眾生

皆知我有祖上之輩，一代代相互來傳承，何人又能見到，七代以上之老祖先？

往往由時空流逝，方有現今當下之我。 

 

又對以往祖先輩人之智慧傳承，就是真實累積經驗，方能傳承後代。祖輩所傳

承之一切，是否謂之虛幻？不也！是對人類眾生就有過去經驗智慧成就之累積，

方有現今一切之延續，往後曾曾孫輩，也傳承於我輩，正是相同道理。 

 

經驗智慧成就所傳承，成為世代交替，何者是謂真實？何者是謂虛幻？若無祖

上傳承一切，如何成就現今變異過程，故祖上代代傳承，即真實又虛幻，此種

循環過程，就是宇宙演化之真實過程。 

 

作為人類眾生，在生存經驗智慧之累積，方能造福後代子孫，給予自己有行功

立德之機會，能否了知個中奧妙又在何處？正是自己可以拿揑！也能提昇思想

觀念來成長超越。 

 

 

 

第十回  藉假修真 

 

時代變遷，現今社會眾生福報具足，拜科技所賜，一切生活皆來得即方便又享

受。也因容易得之，而較不珍惜。殊不知現世所享，正是累世所修，福澤於今

世享受，若能珍惜一切福報，必可延長福澤，更能再造福德於來世。 

 



眾生若能惜福布施，福報加添未來無可限量。正是一切福報皆由自己過去所成

就，而不是他方或仙佛賜予的，若本身福澤不足，欲長享福報，是謂不可能的，

也無法承受得起，轉換或撥轉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眾生皆不明瞭，現世乃承受前世所累積，而現今所作所為，亦存於下世來承受，

是福是禍，端視自己作為而定，若想下世具足福澤，必在此世廣積陰德。不種

福澤於下世，此生福報享用完罄，下世必墜苦楚之境地。 

 

此生必承前世，下世必承此生累積，如此即是「三世因果」流程。現世因、來

世果，若不知好好作為，下世必難有福澤享用，若是為非作歹，一旦果報來磨，

自身痛苦，又有誰能替代。 

 

可知自己吃飯自己飽，自己病痛自己醫生診治，一切因緣皆要自己了脫，方能

澈悟本來，現世若不能藉假修真，如何了脫一切苦楚與病痛？故必要自己行持，

才能了脫業障消？現今眾生皆受 上蒼德蔭，必要珍惜此生福報。 

 

必要真正入於修持，藉此世成就下世，方能達至目標。否則隨波逐流，福報用

盡，下世能否為人？倘若為人，亦為貧病痛苦之人。眾生皆不喜貧病痛苦，希

望早日了脫，故必要努力累積下世福澤資糧，才是真實。 

 

藉現世之無為服務，造下世之福澤享受，是否如此？然大智慧之人，亦藉現世

之假體，通過學習真理并落實之，既能成就萬年不朽之靈性，清淨無為之佛性。

以天地之大愛，宇宙之大慈來成就今生，則不必再來人世間受輪迴之苦。 

 

現世已證佛體，即回復自己本來，藉此世之假，成佛性之真，何人能了知藉假

修真？此乃真實人生行持，必要達成的目標。能成就於今世，又何必下世再來

一回？能了知天機，即可了知自己回歸有望。 

 

 

 

第十一回  真實修真 

 

人能出生中土，是謂福澤，因中土難生，又逢道運降臨，故而易於成就天機良

緣，正是累世中早已註定善德因緣。 「中華難生，真道難逢，人身難得，明

師難遇」，能在當今現世逢此良機者，是謂福澤具足之人，可言因緣殊勝。 

 

故修真之人，藉現今之假體，提昇自己「真實靈性」。此乃修真至理，人於天

地之間，其實也只是山河過客而已！生命僅有短短數十載時光，又如何同宇宙

長遠相互比擬，何者是真？何者是假？即可了知。 

 



若沒有身軀，又何來在此身行持？此種真實人身，不能謂之假，原因也在此，

生、老、病、死，就是讓人類眾生能有實質經驗累積，形成種種因緣牽連組合，

能謂之假否？人生若不經由此世磨練改造，又該如何能轉化業因？ 

 

各人業因不同，所生長之外緣也不盡相同，個人先天「含因」起頭皆是相同；

然降生於人世間，經過累世考磨，每個人所具足經驗與智慧，也就會各不相同。

所結因緣之善惡，成就不同累世。 

 

現今修行，可謂福澤所致，若能修持自己自性成長超越，即能回歸「無極聖

境」，眾生皆盼能歸返，但皆不知歸返條件，又該如何？修子雖明白修持目標，

但卻無經驗，故將種種不良之脾氣帶入宗教，形成負面作用，也就甚難超越。 

 

往往走了一大段冤枉路，到頭來能真正回歸者寥寥無幾，真令 上蒼感到無可

奈何，修真目的，就是提昇本性彰顯，佛性闡揚，自性顯露，方能同天地宇宙

合而為一，即是一真法界，萬物即我，我即萬物。 

 

宇宙天地之心，必在此世彰顯，而非寄望來世。不知眾生能否把握當下？若在

現世不能改變當下種種作為，而寄望來生是謂不可能；「修真」目的，必要能

彰顯各人清淨無為之本性。 

 

當下若無法改變自己，此生來做什麼？下世又來做什麼？為何生生世世不斷輪

迴？眾生能明瞭否？甚難的！修者是改變不良秉性，以天性行事；「真者」是

實實在在之行為。修真即是回歸原始初心，赤子之心，天真無邪。 

 

不能回歸於無私無我之赤子心，想要能同宇宙天地合而為一，實謂之不可能的！

因此修持者，即是真真實實行持，而不是走一大圈，仍不明修真之原意，還造

下批評他教的口業，而遭逢到種種橫逆阻擋及考磨。 

 

也就不一定可達至提昇超越，故修行就是要圓滿一切宇宙萬有，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即是宇宙。即無極虛空之心；人道、地道、天道

皆圓圓滿滿，即是修行真實之境地，即能回歸有望。 

 

 

 

第十二回  經驗智慧 

 

人生在世，經由生存，由無明無知過程中，方才有經驗智慧之累積，漸漸成就

做為人之基本。此種無知與無明，正是人生必學課題，通過聞、思、修三者，

方能獲得他人成功經驗之所作所為，而成為借鏡。 

 



然他人的成功經驗，每個人的福報、能力和學識皆是不同，能否適合我所應用？

然可謙卑學習別人經驗，作為自己之參考，來開拓自己之未來；人通過「多聞」

階段，就會有多方知識，方能在人間有豐富經驗，而避免無明挫折打擊。 

 

若是固化自己的成見，亦無法達至「多聞」，也就無法將別人已經經歷的種種

寶貴經驗，作為改進自己無知缺失之依據，也在通過他人經驗作借鏡，就能減

少諸多失誤和陷阱。故達至「多聞」，必要十足智慧。 

 

「多聞」乃閱讀種種不同成功人士的成功經驗與智慧，讓自己能夠在短時間內

做思想之改造，又在改造思想中，因有思慮才會有大作為，從吸取別人經驗累

積的過程中，思慮自己的錯誤在何處？ 

 

如此就不會在未來無名的過程中，經歷慘痛的失敗挫折橫逆？正是把別人成功

的經驗，讓自己先掌握一切來龍去脈，在經由多聞過程來思考，就能有趨吉避

凶之本領，而不受無名無知之凶惡橫逆來磨難。 

 

「思慮」為多聞依據，人類所行之每件事務，皆在思慮後方有行動，因此行動

好壞，即是思慮之後，才會有行持過程。「聞、思、修」正是相互連貫，才會

有經驗智慧開展，多聞即是多聽、多看、多增廣見聞，必可增加經驗智慧累積。 

 

「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應是在因上做改造，修持者能經由思慮後，即可了知

現在所思所行，未來是否得其善果，還是遭受惡秧，而修子經由思慮後，就可

選擇善惡所分別來行動。 

 

「聞、思、修」就是開放心胸，累積各種經驗，無論是宗教法門、事業、健康

和生活等等，絕不可閉門造車，而成為井底之蛙。故必要放廣心胸來學習參考，

方才有真正的智慧來開展。 

 

若眾生不具頓悟資質，可由不斷低心下氣來作多方學習，即可由「漸悟而達至

開悟」，即是一步一步來成就自己，亦可成就眾生，根器智慧累積成鋒利者，

開悟即可當下展現。 

 

故漸悟必須通過：聞、思、修而達成經驗智慧，鋒利根器正是大智慧者所具足

的。就由一步一步，來成就自己智慧彰顯與應用，然眾生鈍者較多，利者較少，

也在學習過程：上求智慧與下化眾生。 

 

修持者之條件，正是由「漸悟中來達至頓悟」。「聞、思、修」正是開展智慧最

好見證，在上求下化過程中，即可獲得智慧經驗，故宗教修子若能低心下氣，

好好學習參考不同宗教法門，去污澄清，現世即可由漸悟，而達至開悟之境地。 

 



 

 

第十三回  福慧雙修 

 

人生於世，正是累世中有善緣福報，方能得此人身，人能自由遊走四方；萬般

具備，然動植物就有所限制。是以人類經由智慧傳承，現今時代已具足無限福

緣。故而人類能具足善德福報，亦由智慧開展成就於現世。 

 

人若無福報具足，就無法享受一切豐盛事品，福報不足也就無福可享，人人之

間所處之各種關係，即在德性圓滿關係中才能成就具足一切。人有智慧思考，

一切事務起源，必須依賴各種因緣和合，才能形成食物鏈和事物鏈。 

 

故人之好壞作為，即在「食物鏈與事務鏈」，形成一切因緣開展，「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故而！累世福報所造作，累積一世世來加添或減少，每個人因各

己作為皆有不同福報？ 

 

演繹之初 上蒼給與每一位眾生皆是一律公正平等，即有相同時間、相同身軀，

但為何人人福報相差甚多？皆乃人為之因素，累世以來加加減減、乘乘除除；

造成每個人福澤添加或減少，形成現世為何有人福澤（報）能廣泛來具足。 

 

有人福澤又比較無法具足，有者連三餐都不繼，此種絕非  上蒼之不慈，乃個

人之所思所為不同而導致。然 上蒼宏恩頒賜，民運抬頭，君主沒落，現今時

代是比過去封建帝制時代更具足福運。眾生即可明白，該如何感恩？  

 

現今遠勝古帝王  平民更勝王侯宮 

庶民亦勝昔縣令  堪笑時代不同場 

 

在對福報所累積，就可知現世眾生福報具足，若不好好惜福添福，未來如何能

長遠享受？福報若不用智慧培育，福盡後就已失卻人身，困難人生，必先具足

智慧，再來具足福報，用智慧來開展福報，兩者相互輔助。 

 

如此不但不會造業，反而更能惜福，進而造福，福者有餘就能造福廣大眾生，

因此不論修持與否，智慧所具足又遠比福報來得更珍貴、若能低心學習真理培

養智慧，落實生活，不論經營事業、家庭、修持，種種方面也就皆能圓滿吉祥。 

 

當下福慧雙修，累積之後已非貧道，真正具足富道，眾生細察即可明白：「福

者慧之根，慧者福之本」，福慧雙修正現今修持者所應具備。 

 

 

 



第十四回  宗教理障 

 

眾生能有善德因緣，入於善堂宗教修持，可謂福緣具足，此乃累世中早已註定

之良善因緣，可入善堂同仙佛共研真理，實乃善德福報所趨使。然進入修持，

能否改變當下不良之命運。 

 

在對宗教啟迪，善堂之教化、仙佛闡述真理，皆以符合當今天下正道來頒示。

并提引修子融入真修，而宗教之主事者及領導前人，為了方便管理，就會因時、

因地、因環境之不同訂下規律，讓修子能和睦遵循。 

 

殊不知，前人領導者，為了爭奪人脈財務資源開發，有時也會落入偏差，在頒

訂的制度和教化，往往過份強調自己的聖佛經書，才是最正確，自己的天命淨

土，才是唯一的，自己的法力智慧，才是至高無上的。 

 

如此即會和其它宗教結下惡緣。也讓修子在排斥其他宗教中，造下無邊的罪業。

若前人主事能以真理教化，圓滿十方。既能在所處之宗教安定發展，也能和其

它宗教和睦共處。共為  上蒼三曹普渡在各己宗教因緣上而盡一份心靈。 

 

但是，往往不能圓滿人道關係，也無法了知如何真正迴向冤親來圓滿地道關係，

如此即形成宗教信仰修持之絆腳石，原本應是 上天棟樑種子，因唯我獨尊之

心態而與其他宗教修子爭執，即變成地獄種子。修與未修之間，差異極大。 

 

現今末劫之際，萬教齊發， 上蒼欲九二原靈皆能歸返。 無極皇母仁慈德澤

天地之心，亦是愛子心切之原故，現今四億佛子皆由五教淨土而被 上蒼派遣

下凡來，欲引九二原靈之緣而成道，是由四億引渡九二中來回歸。 

 

然宗教修子皆在計較比較於各教的天命、聖佛、經典，常常在各教之間引起法

門爭執，造下罪業，智慧難以彰顯，又迷惑於外在顯化，而不向內在「清淨自

性佛」來探求；更是盲目於跟隨外在名師，此明師不及自己內性清淨之明師。 

 

又何來明師？自己即是！上蒼派遣仙佛方方闡教、處處開堂，其實引導修子不

應跪求外在明師，應求自我內在明師；否則 上蒼慈悲，仙佛立下弘願欲廣渡

眾生，為何至今眾生仍迷於現世宗教瓶頸？  

 

在對外面明師，能否比諸天仙佛來得較高明？試思即明！又仙佛乃一團靈光，

也沒有實質軀體，眾生皆迷於外在虛假外相，而被假相迷障，無法彰顯自性明

師，欲要由此一世作回歸資本？實在是不可能！ 

 

真理亙古不變，放諸四海皆準，是確確實實乃圓滿不變法則，真理絕非道理；

道理是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定戒律，皆乃治理條件，約束眾生只能信仰一個



宗教，絕不可學習他教精髓，如此即成為井底之蛙，閉門造車。 

 

真理是不變法則，任何宗教皆是一所學校，所教化的內容無非離不開三綱五常，

四維八德，守戒不造因果，修改自己之習性毛病，并落實菩薩六度萬行。并還

要有真正天命仙佛老師配合，方有濟世化解因果能力。 

 

然萬教齊發，看似有理，實則不然，人間有云：爭理必氣死，理直一定氣要合，

才能有良善圓滿，眾生若不明瞭，何謂真理？又何謂道理？若能有智慧脫離宗

教治理條件而無所分別，必可在真理中闡揚自己智慧、彰顯清淨自性佛體。 

 

內則修持無為清淨、不分你我。外則修持德性陰騭，內外雙修，直到功果圓滿，

就能了脫三界輪迴所限制，不必再來人間輪迴，修成以後，更可藉緣而引緣，

廣渡九二原靈回歸。 

 

此種是為真正修子！所應具備的條件，所以真理亙古不變，道理因治理可變，

若明此理，即可不受宗教理障局限，放下為我獨尊之心態，虛心學習各教真理，

摒除名相爭論，即可圓滿一切，回復清明自性。 

 

理之障：正是現今修子時常會遇到瓶頸，如何突破？必要「多聞」！切莫被所

謂的外境明師長老所迷惑，能了悟人世間一切，由聞思修過程了解生存障礙，

必要先了解自己內在清淨明師，就可明白自己是自己「明師」，汝說如何？ 

 

 

 

第十五回  事障爭執 

 

修子在修持過程中，受理之障，觀念固化演变成爭執之事障，正是修子經常遇

到的困境，又如何了脫？必要有大智慧，觀察整體事務之來龍去脈；故云「退

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 

 

進入宗教修持，後學受到前人教導，才有宗教傳承。殊不知前人所傳承，就有

諸多因方便管理而建立規範和教化因素，主因也是為了開拓自己宗脈之聖務而

網羅資源，留住人力錢財。 

 

然此種管理之規範和教化因素，并非 上蒼真正旨意，往往前人主事為了留住

資源，無奈說成是 上蒼天命旨意，形成以訛傳訛，也讓理之障礙形成事務爭

議，如此又如何有回歸清淨的契機。 

 

然一段時間後，此種規範和教化就會形成宗教開拓之障礙，故是否能打破此種

局限，否則傳承此唯我獨尊之錯誤觀念，殊不知聰明反被聰明誤，也就無法提



引自己佛性，融合大道至公無為之天地德澤。 

 

如何才能打破訛謬，方能成就自己？也因理障演變成為爭議之事障，若不能打

破真相卻又一味遵循前人所誤導，就會給他人有造口業之機會，明知已經錯誤

了仍無法破除，也會造下毀謗他教的罪業，經常有諸多後進就是這樣！ 

 

自己真理未明，卻又歪曲 上蒼所傳達之旨意，領導若無大智，又不願向他教

學習，就會在一次次訛傳中，讓後進迷失修行的真實意義，正是相當無奈！必

要經由「普渡」過程進而能達至「收圓」階段，又收圓乃彰顯自性清淨本來。 

 

道理規章制度乃現今治理眾生的準則。真理是成就眾生本性來提昇；所以道理

可因時、因地環境、因國情風俗改變而制定。然真理從亙古至今，乃永恆不變

之準則與圭臬，眾生不明真理提昇本性為真，往往以天命管理制度道理為真。 

 

殊不知 上蒼宏慈，眾生在任何地方學習皆能回歸大道，大道中具備天道、地

道、人道之治理條件，若以三才治理條件，又是可以隨時變更，此種在「天、

地、人」三才，皆有不同規範與治理條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眾生往往無法無天，一味認為只有自

己而已，人道生存，國土民情皆不同，生活習慣也不盡相同，就會因時間、環

境、地點變遷而不斷修整改變。 

 

又在事務障礙，往往會認為自己所了知的，是絕對錯不了的。往往只向外求取

一切，如果！仙佛感應前來引渡時，若不具足超越本質，想要回歸本身又不具

德性，自性也無法達到無為清淨，如何能回歸否？ 

 

眾生皆迷於向外求取，殊不知自己本身，即是佛之清淨性體。自性清淨彰顯方

能成就自己，自性自渡，佛不能渡。否則仙佛早已帶所有眾生回歸也，故有情

眾生經常會在理障中演變成事障，如此能否回歸？試思即明！ 

 

又「事障」正是落入是非對錯之絆腳石，希望能明白而突破之！ 

 

 

 

第十六回  固化自縛 

 

眾靈原居無極天界，因染垢而降凡塵，故先天有其原位，降至凡塵後，又受後

天氣秉所污染，從此無法回復先天靈性，進而迷障自己，不知如何才能歸返

「無極」，雖然用盡任何方法，卻無法達至歸返之目標。 

 



因而上蒼仙佛方方闡教，處處開堂，期望眾生皆能學習落實真理，眾生皆因落

凡之後又無法能了悟，該如何達到回歸資格？時常下化各種法門，卻無法有實

際功效；但 上蒼有其歸返條件，但卻又不能明瞭，該如何才能真正回歸？ 

 

縱使 上蒼旨意降至凡塵，有時因時、因地之關，眾生能明瞭者，真是少之又

少；然能明瞭者，卻又私心作祟，時常受到自縛而迷惑，即自作聰明又「劃蛇

添足」，將原本單純歸返之條件，增加許多複雜來困住自己，就形成自我束縛。 

 

修子而言：受宗教啟迪後，應比無修之眾生來得較容易回歸，但往往因宗教管

理的規矩和條規來束縛了，遠比無修眾生來得更多理障和事障，而形成因唯我

獨尊而造下嚴重口業，成了地獄種子。 

 

很多修子皆謂：我那有自縛，那是別人無知無名而已！只因個人自縛又無法明

瞭，反說他人受縛而不自知，現今修子所應棄除籬笆，對各教法門皆要參考和

尊重。則可明白自縛若不打開此繩索，正是困住自己而不知道。 

 

若不經由自我反思，或由善知識引導開示，就會因自縛而枉費此生所修持。自

以為是的法門執念，應該打破才是正確，如果不能打破此種執念，不論宗教、

事業及家庭，皆無法同外在來圓融，就是又臭又硬的個性使然。 

 

眾生此種毛病，如何改變才能將自縛解開，其實只要將無形繩索割除，即不受

自縛迷障自己，能解開自縛就可同外界圓融，彰顯自性，必能展開人生回歸第

一要務，因此理障和事障所形成的自縛是修子及眾生之絆腳石。 

 

是否應該站在客觀的觀點，以開放參考的心胸，來學習各大宗教法門的優點，

并化除自己法門的盲點，才是正確，也不受固化束縛而不自知，故若能化除先

入為主的觀念，低心下氣來研究各種法門的優點，即可脫離自縛回歸。 

 

 

 

第十七回  魔難考驗 

 

天地自然無為運行，眾生處於天地之間，受天地自然護佑，生生不息，傳承萬

代；古昔人類受天地之德澤，知天地之恩惠，并常常思考如何成就眾生？現今

時代，萬教齊發，正是 上蒼早已註定之聖務。 

 

現今時代，眾生欲入道場修持，就比往昔容易，因此由治理教義來約束眾生，

也會因時、因地、因環境有所分別，現今修子，當今課程，即是要分辨何者為

真理，何者是治理教義？必要以真理來成就自己，切莫被教義分別來束縛自己。 

 



人類進入宗教修持，前人若能真理傳承實踐，既能彰顯自性佛體，倘若因治理

條件所約束，必因唯我獨尊而陷修子於不義。即形成「理障轉變事障」，此種

必會引發不同宗教法門的爭執，如此天魔修羅即出現在周遭考驗而形成魔難。 

 

尤其對宗教修子而言，時常會因陷入魔難而遇到諸多障礙，魔難並非 上蒼考

其根基，而是自己固化法門而自招？是故進入宗教修整改造，若不受魔難束縛

與困擾，是很困難的！ 

 

宗教法門爭執所產生之魔難，又如何替自己留個台階？也會將自己魔難比擬為

考磨，其實皆是由自己無明所導致，「魔難」是謂「考磨」，是由自招給自己考

磨，而非 上蒼考其根基與心性。 

 

眾生不明瞭考磨過程，往往無法了知魔難正是自己法門固化所感召，就在 上

蒼未出考題之前，自己已經出題把自己考倒了，在宗教法門平等這一關已經斷

送自己的道程。 

 

若是 上蒼考程，不外乎是：一、智慧 ，二、心態，三、作為，四、應對過

程，又此種條件經由人類心態觀念，即可明白 上蒼所考程範圍，若不在此種

範圍之內，必是自己考自己，其實！魔障經常都是自召的。 

 

考磨過程即能了解修子之條件根基，在對 自招魔考 或 上蒼考，兩者就有不同

過程，本身能否通過此種魔難，應對過程中，則形成未來好壞與福禍。正是磨

其心性，導向宗教平等，且互相尊重、并低心參考其他法門優點。 

 

考磨過程中，眾生皆無經驗應對圓融，所以必要謹記一次次之教訓，就會在下

次相同考磨過程中輕鬆通過。對考程及格與否？往往因心態作為，智慧應對，

造就不同結果，若能跳出理之障，不入於事之障，就不會受自縛而遭受魔難。 

 

理之障中，可了知一切魔難，正是因果循環；故跳空理障，不入事障；亦不受

魔難， 上蒼選拔賢良，只要考其「魔難」，就可明瞭往後肩擔責任依據。「人

有善願，天必從之」，就由「作為、心態、智慧、應對」而了知其根器。 

 

又 上蒼選拔賢良過程，所有不平等之爭執在受考後，就觀一切而定。是否為

棟樑才或濫竽充數？古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修道亦然，並非某某

有領天命，某某即無任何天命！ 

 

又對「磨」者–磨其心性；「難」者–時不我予求不得苦，在對魔難之時，必

要咬緊牙關克服困難，就能通過一次次魔難考程，若能通過：必有另外一番，

完整肩擔聖務責任使命之依據。 

 



不論在任何時段、任何年齡，皆在考的過程，此次若不能通過，就會在下次再

來一回，也由前次經驗來改進，就可以成為通過之依據，是否如此？ 人生不

如意十有八九，即言明「考程是不如意」。 

 

必要運用「經驗加智慧」來通過考察，否則「心魔」自生，欲突破魔難與考磨，

也就相當困難，因而疑神疑鬼，即失去原本十足信信，必要廣學真理，再來破

除『心魔與心磨』也比較容易。 

 

 

 

第十八回  我執考程 

 

修子進入宗教信仰之後，即會進入所知障和理障，續而演變成為爭執事障，又

因固化法門所關，也让自己執着而成為考之障礙，正是考自己內在心性所執著

固化之觀念想法！ 

 

能否在考之過程中來淨化自己，放下一切執念，才能通過考之過程，若無法淨

化，就會在考中無法脫離宗教藩籬束縛。故在考之過程，可藉由他教之經驗智

慧，加以轉換成考程答案，即在考程中能圓滿通過考之磨難。 

 

因此在考之過程，必要有實質經驗累積。否則，能在一次即通過考程，可謂相

當稀少！通過別人成功經驗範本之參考和借與，讓自己決定應該如何面對才是

正確。故在考之過程靠自己才能突破，方能達至一切困境的轉換。 

 

考在修子而言：要明瞭前因後果，但眾生往往皆無法了解，為何會遭逢此種困

境？就會在魔難過程，以圓滿之「心態、作為、智慧、應對」的圓融方法，才

能快速通過考局。否則！人類眾生根本都不能明瞭什麼是考？如何來圓融轉境？ 

 

在考之過程，理應站在不同的各種角度、經驗、智慧來化解困境；又對修子而

言：進入宗教修持，若不能低聲下氣學習他教法門，就很難在推廣弘揚中圓滿。

故修持貴在初發心，初發心毫無法門高下之分別。 

 

迨至一段時間後，以所知障、理障才漸漸形成愩高、我慢、自大、驕傲種種私

心自用。如此就會遭逢事障爭論之考程加諸於身，也在一段時間修持後，事業、

人際、家庭即漸漸遭逢困境與磨難。 

 

即可明白考程，有時並非 上蒼來考，而是自己固化所召的。細細來觀察必可

明白，能否改進自己之固化……，此種考磨：是否已失去修持之原來初發心？

古曰：「吾日三省吾身」。必要好好反省自己。 

 



宗教時間長久了，漸漸的蒙垢了。一切習性毛病也都顯露出來？先前虛心學習

宗教信仰修持的觀念和作為，也就漸漸不見了。自認有莫大功德，卻對基本禮

儀之【謙虛、無為、清淨、自在】毫無修持。 

 

僅憑外在功德福報，卻無內在深修功夫，如果欲想要歸返？實謂不可能！人類

往往會將外在一切認假為真，卻不了知內在【謙虛、無為、清淨、自在】之真

實本性，故受到考磨即無法脫離魔難，正是無可奈何！ 

 

經驗智慧不足，往往成為瞎子摸象！若不想遭受固化考程來磨，內觀無為自在

才是真實，對「自性真實觀者」，必以客觀角度，自我檢討，勇於改進錯誤，

也不要姑息養奸，就能達到圓滿十方的效益。 

 

 

 

第十九回  心性障礙 

 

宗教治理教規約束，時常會讓修子產生心理障礙，也因唯我教而獨尊，故在理

障、事障和所知障當中，修子無法開展清淨自性；又無法淨化心中慾望，就時

常會受到外在七情六欲所影響，故難以讓自己習慣於宗教修行。 

 

有云：「無修無事情，愈修事越多」，即在障礙中而迷惑自己，又因理障而成事

障，一再和他教爭執對錯，自縛了自我。因此在作任何事務，就無法照原定目

標方法，來達成成就，自己所學的，又成了理障，也難以破除愩高自大。 

 

宗教之【唯我獨尊】，常常污染了修子的清明本性，此種蒙垢原本是無可厚非，

但不知自己早已蒙垢，即習慣成自然；好比「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修子固化於宗教法門之無明，很難將清淨無為之本性來開展，加上無法淨化習

性蒙垢，也因戒律正是修子最難以遵守的，若能遵守戒律，即無任何惡果之再

造，如此也無業障來磨。 

 

魔障無聲無臭，亦無任何形式，僅是磨難心智而已，障礙之中漸漸失去信心，

也就不再精進學習，反而做為退道藉口；障礙是讓修子能有反面成就，自己該

如何來運用智慧來化解障礙？ 

 

障礙若無法突破，此種考磨就會退卻道心，若放牛吃草，即無法通過考程。若

能矢志不變，必可在阻礙過程中圓滿一切角度，即能通過磨難。正是讓修子有

更前進之原動力，是否如此？ 

 



如此考程通過，對心性又踏實多了。一次次考程障礙，即成就一次次之智慧經

驗。必由考程受苦難而見真章，就會比正面成就來得更刻骨銘心。因此障礙必

在自己運用智慧融合十方，而達至圓滿滿圓。 

 

 

 

第二十回  惑障化解 

 

修子入於宗教，受宗教啟迪，故能有條不紊來依據經典修持，由無修入於修持，

皆乃前世有善德因緣，然現世修持，是否能依據真理落實，來成就於今世，對

有修持的修子而言，是謂善德之徵。 

 

入於宗教若要引導眾生修持，必要有天命因緣，或大願力者，方有機緣。修子

入於善堂，若不能改造不良含因，此生必難以了脫離輪迴，故宗教修子必要淨

化人世間之物欲享受和七情六欲。 

 

入於宗教修持若不淨化垢識，下世勢必還要重頭修起，故要以真理落實來改變

不良含因，必要有大因緣來接觸正道真理，亦須自己落實真理，依據真理來身

體力行方能達至。 

 

現今萬教齊發， 上蒼欲要九二原靈皆能歸返，方方闡教、處處開堂。無非是

期盼眾生皆能回歸，又此段期間漸漸脫離普渡，而達至收圓之階段。科技文明，

資訊之傳播，已非往昔可比。若沿用舊法渡眾，試思是否過時了。 

 

現今網路螢幕發達，即可由宣講者，將宗教法門傳播世界各地角落。現今眾生

福澤比往昔豐厚，皆有機緣輕易即可入於宗教修持，在對 上蒼所訂下「三曹

普渡」之原意亦在於此。 

 

現今時代資訊發達，打開電視頻道，即可觀看傳法者在演說教義。然能否真正

弘揚宗教教義？有現學現賣者，亦有混水摸魚者！也有傳法者成事不足、敗事

有餘，又因自己學術不精，故而演說之教義，必會迷惑眾生。 

 

就有諸多修子，掛羊頭、賣狗肉！自己無明無知，卻又在演說中挑起宗教爭執，

如此必然無法圓融他教，誤導眾生宗教法門對待，往後必遭受下地獄之苦報。

所以宗教傳播者，必以真理為依據圓滿一切，方能帶引有情眾生回歸。 

 

惑障在於修子而言，時常皆會遭逢，本身若不具圓融智慧，更無法低心下氣學

習，并了知所有宗教法門之來龍去脈，如此不但在開拓上會遇到阻礙，亦會因

本身不具智慧，往往會產生迷惑自己，而成為迷障。 

 



在對問題化解，若不瞭解事情之來龍去脈，必無法脫離此種困境，更時常在疑

惑中障礙了自己，原來對自身所學之法門是自信滿滿的願力，然在開拓中過度

標榜自身法門，而不以客觀角度來分享，即會遇到他教法門相互排斥。 

 

遭逢疑惑若不能解開，就會大打折扣。即會產生退志之心，故在此世若無法圓

融，即難以達成回歸，下世就會再重來一次！因此「惑障」正是現今修子，所

遭逢修行瓶頸之最大阻礙，若無法圓融一切，即枉費此世修持。 

 

上蒼覩此，真不忍眾生沉淪，是以諸天仙佛能藉緣而引緣，無非要讓現今眾生

皆有機會重遇真理，落實真理而回歸。真理即能圓滿一切宗教，皆被所有宗教

所能接受。 上蒼廣渡眾生原意，亦在於此！ 

 

否則任其自生自滅，是否 上蒼不慈，如果眾生願意歸返， 上蒼即會藉緣而

引緣，使其能達至真正修持，能有大道真理而行，亦在於自己是否願意放下固

化法門之障礙，所以修子若不具大因緣大愿力，要長久修持，是否可能！ 

 

惑障問題若能給予真理解惑，就會更加深具信心，是對自己無明障礙作化解，

因此：大疑生大信，小疑生小信，不疑生不信；因此大疑者一旦被解惑，即可

大悟而成就自己，并產生大信心來成就眾生，而達至回歸超越。 

 

 

 

第廿一回  業障清償 

 

現今時代，每人皆有太多業障牽纏，能否此世將累世業障完清？若能清償，下

世就不必再來一回，有情眾生皆不知道業障如何來形成？業障來臨時，自己又

如何來完清？故化解冤債是現今必要了解的。 

 

業因形成乃承累世中有含因，而因緣成熟后既要承擔討伐業報，是由「苦中受

報」或是「福中受報」，皆由過去所做而定之。累世業了，秉性淨化，下一世

就不必再來一回。 

 

如果是在業報苦難中受報時，若能站在冤親角度來看，即了解過去是如何對待

對方，今日才有此報。如此必要以懺悔心來求對方原諒，并承諾改惡向善，再

用感恩心以功德來撥轉，求仙佛恩師做主公平迴向業障償清。 

 

如此必會在現世快速完清累世冤親。若不知懺悔感恩迴向，又引用不良之方法

來打擊業障。即會再造新業，新業又成果；就形成一殃未平，一殃又起，新舊

惡業兩者合併，受報更加困苦。 

 



故要在現今中完清業障，必要用懺悔心加上感恩心，并求仙佛老師做公證撥轉，

陰陽兩利，如此消業則是無比快速。人類眾生都不知業障起於何時？又無法了

知該用怎樣方式來消業？ 

 

自己未能明白，仙佛也無開示，任憑瞎子摸象而受報，如此必會亂找方式，花

了很多冤枉大筆錢，卻不知請了古朝邪神來鎮壓冤親，如此必會一殃再造一殃，

一果再造一果，因因業業的果果報報，又加諸自己諸多苦磨。 

 

有時可得冤親原諒，而用功德來雙方做圓滿轉圜，最怕是冤親憤恨難平，堅持

不接受迴向來化解雙方恩怨，必要對方親自承受相同代價來償還，也因此業障

就會阻礙人類眾生一切福運。 

 

故要經冥府仙佛經雙方談判開示，就能按報合理迴向，并陰陽兩利達成圓滿。

冥府仙佛若介入：必會使得討報困境減少良多，又因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若無

仙佛老師介入，冤親有時因恨意難消，獨自討報過頭了，也就變成冤冤相報。 

 

果報又成業因，也就變成反反覆覆，冤冤相報無了期，真是無可奈何！修子若

能受仙佛點化迴向，就能完清此世業報；必在此世中蒙受天恩加被，此乃修子

之福也是眾生之福，正是相輔相成提昇人類福祉。 

 

業障人人皆有，何時到來？又如何還清？眾生皆在消業中渡過此一生，又每時

每刻都在造下世業因，業因又成果，果報又成因，一次次反覆無常，將自己投

入無明又無知未來中。然入宗教能受仙佛親自點化，必不可再造業殃。 

 

必要學習真理來遵守戒律，不讓此世業因形成，如此就已斷絕下世業報形成，

即能替自己預留下世不受業障因果之討報，有時對問題雖然不能全然化解，然

仍舊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否則此世不了，下世連本帶利一一清償，把原本小報，變成大報；此乃天地因

果條綱規章，每一個萬物蒼生也都是如此。若是未受報前能真心懺悔請求原諒，

并由冥府做主，誠懇迴向做雙方圓滿化解，自然可以化解一切。 

 

若對方不能諒解，也可請求對方減輕業報牽絆。亦能減少受苦；又智慧之修子，

早已將業障討報之功德先寄存於冥府，俟因果業障來討報時，正是即刻請求冥

府仙佛替自己撥轉，還給冤親債主了。 

 

如此冤可解，業可消，修子是否願意做智者，還是愚者？就由自己決定，即可

由因果業障之討報，能清楚了解一切來龍去脈，就以懺悔心，感恩心，迴向心，

在加上冥府仙師來主持公道，如此要化解也就容易多了。 

 



 

 

第廿二回  所知障礙 

 

修子於真理教化，懂得分辨人事物境所形成之一切正邪、是非、善惡、好壞。

也就能漸漸明瞭，如何端正心態行使事務？正是在自己所應行、能行之聖務而

成就自己。 

 

也因智慧不足，迷障了自己，故要有「真理」做依據，才能將無明障礙來修整，

修子能以自己所知，而成為應行之事物，又因自己所知而迷障了本身之清淨，

就在所知對錯爭論當中，未能當機立斷站在不同角度來轉圜圓滿。 

 

自認為所做所為皆對。而他人皆非，又在於所知障中，就形成不願意去低心下

氣學習其他學問，如此即成為障礙，若不經一番苦磨挫折，也就無法改變自己

的看法與作為；因此，又在對「所知障」而自滿，是現代修子最常遇到障礙。 

 

常常把自己陷入萬劫不復境地，此乃現今修子最嚴重問題，若處於低心下氣不

斷學習不同法門來做不同角度的修持切入，如此一切皆未固化，也在客觀的角

度下可接受任何人的建議，如此即可做轉變思想，正是尚未固化於一個法門。 

 

所知障中的自以為是、自大和自滿，是修持過程最易犯到之毛病。修子承前人

啟訓，能入於宗教皆乃善德因緣。但又因前人教導，難防一切無誤，使得後學

者，無法了知何謂道理，何為真理，何為管理，何為平等？ 

 

即受前人訛傳，無法明瞭一切來龍去脈。一路往前開拓弘揚，直到面臨爭議挫

折橫逆來時，方知錯誤了，此時又無魄力及勇氣改變，也因此漸漸退志，埋沒

一生所修持；又在推廣自家宗教法門上頻受排斥而卻步。 

 

上蒼不忍見此，時而派仙佛啟迪教化。無非是讓「所知障」之修子，皆有改正

機會，  上蒼旨意與慈悲即在於此，就是要把各種法門觀念重新做修整改變，

成為任何宗教皆可認同的真理來融合圓滿一切。提供自己可以往上成長超越。 

 

上蒼鴻慈，天憐眾生，不忍不教而誅之。必要讓真修實行者，皆有回歸大道的

機會，也在自己所知障礙中，將固化之觀念來修整，如此眾生與修子能回歸，

也就是比較容易。 

 

否則一直強調認為，自己所處之宗教法門才是真正唯一正確的，如此經過一段

時間後，才發現自己已被所知障來障礙，再回首恐時光不再。故修子若能永遠

抱持著客觀角度來學習，即不會受前人誤導。 

 



故每個宗教皆會灌輸，自己宗教之天命、聖人、淨土和經典，是唯一可以信任

依據的，如此早已經脫離眾生平等、法門平等，即有分別自我狂傲之心。如此

必然深受自己虛榮心所累，而埋沒清淨自性。 

 

也因此必要了知「真理和道理」之分別，真理永遠不變，而道理只是應時應運

來治理而已，又在所知障礙當中，才不會形成自滿驕傲而排斥他教，如此即造

下無量無邊之口業，讓自己成為地獄種子，何苦哀哉。 

 

若不能保持永遠謙卑之學習態度，也就無法再容納其他宗教法門而形成固化，

在人云亦云中形成所知障，就是宗教主事及修子常易犯的毛病，如果能永遠保

持客觀學習態度，也就不受所知來產生愩高心。 

 

在所知自家宗教的法門過程當中，不一定代表自己永遠是對的，必要了知：人

類眾生自幼童開始起，都在學習過程，又有那一位，是天生下來什麼都會的？

知錯能改才是真理，知錯又無勇氣改變，必成為固化自己了。 

 

也就完全困在自己所預設的宗教法門牢獄當中，現今眾生也都是如此，有云

「自己當了父親，才來學做爸爸」，也成為每個法門之經驗累積，方法皆不同。

又有那一位國家元首天生即會自己來當元首？ 

 

每位在自己當上元首之時，才學習一切作為，推及思考來改進。經商、家庭、

考試是否都是如此？因此不受所知障來自滿，才能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而篤行。既能真實成就此生無為清淨自性來彰顯。 

 

 

 

第廿三回  因果了劫 

 

眾生因承前業，造就未来劫數困厄，而居於凡塵受報！又因無知無明，不知何

時受報？也無法預知如何避災解厄，了脫劫數？因此必要真心懺悔，感恩迴向

冤親，還要依靠仙佛點化，冥府仙佛為證，方能圓滿了結前業，陰陽兩利。 

 

眾生遇難之時，若能承蒙仙佛恩師指引化解圓滿，是謂有福眾生，然並非仙佛

不提前點化，因有些災劫來臨，正是冤親怨恨難消不願和解，故不能提前洩漏

天機，必要親自償受。故非仙佛不慈，此劫必要自己承受苦果。 

 

又眾生無功德來撥轉，就必要承受因果災劫，眾生往往無法禁得起劫難所帶來

的痛苦與折磨，  仙佛老師常以惻隱之心，暗中點化轉移。從中幫助眾生撥轉

其功德福報來了劫，并圓滿雙方。 

 



考磨過程，眾生有時受 仙佛慈悲感召，而生起懺悔心，加上真誠迴向即可減

少良多折磨，又眾生必要能真心懺悔廻向，便可消諸多災劫。是故如何了劫來

化災？正是現今修子或眾生，都必要清楚了知來通過考程。 

 

不論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累世因果之討報，修子必要了脫前業，方能在今生了劫，

若逃避災劫，下世必要再來一回，且連本帶利接受苦磨。有時會變本加厲討伐，

現世必要勇敢面對了劫，下世就不必再來一回，更無須再加利息。 

 

必要通過一次次，對因果災劫來臨所承受之痛苦與折磨，能否真的通過！倘若

不能真誠懺悔感恩迴向，正是自己無明無知導致，不能明瞭因果災劫所形成的

原因，形成怨天尤人，指天罵地，如此更會加重折磨痛苦？ 

 

災劫來臨，若一次不能通過，必要尋求學習真理落實，能以懺悔加感恩心來作

功德廻向，如此自然可以了脫劫難。由仙佛老師來主持公道，點化公正廻向，

可以因陰陽兩利而圓滿完消劫難，如此真令 上蒼及仙佛感安慰！ 

 

現今修子自認功果很多，往往自視過高，形成「愩高心、虛榮心、我慢心」，

三心已成，即無法通過因果災劫，尤其宗教主事上位者，造功機會多，造過機

會更多，就會比無修眾生來得較容易提昇，也容易墮落。 

 

上蒼選拔賢良，往往不看先前行事，必觀中間及最後作為。苦磨業報所形成皆

是自召，而非 上蒼仙佛考程，然修子皆言考程，殊不知考程皆是修子所作所

為而自召， 上蒼只不過將修子自身累世所造之業報，形成考程來考其根基。 

 

若是認為是 上蒼仙佛出考，此舉真令 上蒼仙佛老師啼笑皆非，無可奈何。

故對劫難是否是修子自召，或 上蒼考程，只要靜下心，對一切事務來龍去脈

瞭解透徹，就會明白一切皆是有跡可循。 

 

了劫必須通過懺悔心、感恩心、在有仙佛老師主持公道做功德廻向，就能陰陽

兩利而圓滿雙方。如此修子即能在了劫中完清業報、了脫輪廻。寄望天下眾生

及修子，皆能通過災劫了脫，真正成為上天棟樑才，回歸超越！ 

 

 

 

第廿四回  起心動念 

 

眾生在於人間，一切作為出自思考，各自皆有各己行持目標方向，就會形成未

來不同結局。此種方向目標之落實，必須要有成功經驗指引，才能促成自己應

如何行事，又該如何廣結善緣，形成諸多貴人相助？ 

 



一切萬緣起頭，皆源自于人心。人之初念起於心前，故在人間能行持一切緣起

目標，人間萬緣成就萬事萬物之準則，人之起心動念，攸關行持好壞善惡，就

由起心動念而成就善惡因緣。 

 

必要努力學習真理，落實真理，就能改變而有良善未來，人在萬緣中經由宗教

修持，可將不良因緣，改變成為良好因緣，也會在修子起心動念中做良善圓滿

之調整，正是在對一切因緣（源）開端，修整『含因起動圓滿』。 

 

起心僅是一個目標而已，動念則是思考如何達成目標，尚未形成任何因緣起頭。

然思考過程中，不論好壞皆受往昔經驗和因果，影響自己之作為。故修子由起

心動念中，即可明白一切，一旦向外發展就成就因緣結合。 

 

因緣結合必成果報，是福是禍皆是以起心動念和作為態度來評估了。古云：

「菩薩畏因，眾生畏果」，即在起心中來淨化念頭，斷除人世間善惡因緣果報，

而不讓它形成果報，更能將善德果實來萌芽發展。 

 

在於善因、善緣即由此開展，對人之起心動念，就對未來影響甚大。人類往往

無法明瞭，別人的起心動念，因電波念力就可影響自己周遭；在電波念力所形

成，不必觀原因，可由色澤能明白是善德或惡殃、是好是壞之分別性。 

 

形成人生在世，起心動念最為關鍵。世上好壞事務，皆由心念而起，人之善惡

目標方向思考，可造就眾生福澤，亦可禍害蒼生，兩者形成極大差異。故起心

動念中若能先斷除不良邪念，未來就能減少很多因果業障。 

 

也就可以有光明未來，心念可由真理教化思考來改變，一切緣頭開端之心念，

皆以真理為目標，就能預知一切聖務之良善結果；即可成就自己，也可成就眾

生，落實真理，今生成就圓滿一切因緣，就能回歸超越的。 

 

 

 

第廿五回  超性入理 

 

眾生入於道場修持，是謂 上蒼鴻慈，亦是本身善德具足，古云：「師父引進

門，修行在個人」，若欲一世修持，就必要提昇清淨無為之心性，否則任憑仙

佛老師如何加持提攜，皆無法達成「超性」。 

 

又眾生皆具如如不動之本性。然必要經由外在考磨及鍛鍊，再加上要有真正修

持，才能達至超性目標，古往修持難以遇見明師指引。故千里訪名師，萬里求

口訣，最後還必須靠自己摸索修持之路，千辛萬苦才能成就回歸。 

 



又現今眾生修持最具福報，就有諸多宗教主事領導，各自創立門戶和新新宗教，

皆稱自己是名師，給予現今眾生相當迷濛。也不知那位，才是真正明師與名師？

經常讓眾生不著邊際，究竟以什麼為修持依循指標。 

 

古云「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每一位宗教前人、主事、法師、師傅皆言自己

是：真天命、真道盤、真明師，然是否有真理教化眾生，進入真正修持階段。

甚難明白！殊不知，真正能回歸無極，是不用言語，也不必靠外在任何顯化。 

 

又對外在一切宗教法門，皆無法真正讓修子超越自我本性，試思即可明白！眾

生皆受 上蒼所疼愛，能否自性自渡，自己超越自性？必要淨化累世秉性，正

是現今眾生修持之功課。 

 

若只著重於顯化過程，卻不以真理教導眾生，又如何彰顯清淨佛性、又如何福

慧雙修，又此天地間任何一尊仙佛，皆是回歸自然清淨無為之大道！自我淨化

回歸超越，是現今眾生必要了悟的功課。 

 

不可僅靠外在顯化，又無真理學習落實圓滿因緣，又眾生常常迷失於顯化中，

就無法低心學習真理；天地間一切作為，皆在自然無為之大道當中，才能同天

地宇宙合一，即是清淨自性彰顯，亦是福慧圓滿一切因緣。 

 

所以「三曹普渡」道理，及整體過程亦是如此，仙佛老師所教導眾生，必能

「陰陽兩利」。若是自己不用功，又不能低心學習，一而再、再而三，就會在

無知無明中造罪，重新打入輪迴。 

 

三曹普渡過程， 上蒼大慈大悲，建立「宇宙真理聖道學院」，可以以功德來迴

向，保薦超拔祖先亡靈入學，能有一處修行學習最佳道場環境，此種因緣條件，

正是依靠後代子孫孝心感念劬勞、報恩善心。 

 

若祖先亡靈入學后不努力學習真理，就會被篩選重新打入輪迴，此種就非 上

蒼不慈，在對入學後，修持必須靠自己，而不是全靠後代子孫又要用功德迴向，

如此才是眾生平等教化。 

 

「宇宙真理聖道學院」承奉 無極皇母懿旨，開辦三曹普渡聖務當中，在 上

蒼感念諸賢生，大公無私之心態與作為，故由 上蒼特別懿命彙整「聖道真理

系列天書」，此種真理教化課程，就要廣渡祖先亡靈來回歸超越。 

 

必要祖先亡靈自己努力學習整理，為往後落實真理來作成就依據，未來即可成

就眾生，初步也就由後代子孫功德來迴向入學；然入學之後，未來成就必要靠

自己努力，超越自己，成就眾生，達成真正回歸無極理天。 

 



冀望「聖道學院」戮力同心完成聖命，所有仙佛老師皆期盼有情修子能有所作

為，亦在『宇宙真理聖道學院』修持之原靈，皆能成就自己回歸；就由真理教

導眾生能陰陽兩利，圓融十方，成就自己清淨本體，彰顯自己無為本來。 

 

 

 

第廿六回  淨靈化性 

 

古昔修子傳承 上蒼旨意，同時又以自己本靈，能同 上蒼宇宙真靈合而為一，

又在一切作為也皆由自己來完成，在修持過程若能得 上蒼肯定，即能通過種

種考驗，方可達至提昇超越。 

 

古云：「自性自渡，佛不能渡」。自我提昇並非依靠外力念佛加持才來成就，實

乃自己渡自己的心，而非依靠仙佛加持渡化，道理就在於此，人類自然無為之

本靈，在對 上蒼來觀，一切萬物眾生皆平等視之。 

 

若能為 上蒼引渡眾生，是為天命，亦在天命中，眾生願力高低與作為，必會

影響未來成就，對宗教主事而言，有些能真正廣渡眾生，也有掛羊頭賣狗肉來

充數而已，有些則自修真理來引渡自己。 

 

修成者，更能將自己所修，分享體證成就於周圍人群，如此一人成，眾人皆成，

正是由自己學習真理，落實真理成長來提昇的。淨靈是每位修子必修課程，亦

在能否淨化本靈，將心性本靈回復無為清淨。 

 

就以真理做依據來淨化自己，達到如如不動之「如來藏」，即是真如自性，人

類能否在淨化本靈中，提昇自我，超越自性？也在自我如來藏–即真如佛性；

又每一位眾生皆具佛性平等，和天命大小無關。 

 

此種自性自渡，就無法依靠仙佛來淨化，必要自性自渡（淨化），本靈即不受

外在善惡因緣牽絆，就能真正回歸於圓滿大道中，眾生能否在此一世當中彰顯

無為清淨本靈？即是淨化累世秉性，達至如如不動（如來藏）–即真如佛性。 

 

淨化過程就是將第八識–阿賴耶識的垢識（累世秉性和累世因果），全部懺悔

凈盡，感恩迴向圓滿一切因緣，清除淨化累世不良秉性，才能入於第九識–菴

摩羅識，正是自己本來具足，而非靠外力來具足。 

 

即可明白「自性自渡，佛不能渡」本意，即在於此；並非仙佛不慈不渡，正是

自己分內之事，又對淨靈過程，若不能清除第八意識內之垢識，欲彰顯原來清

淨自性、是謂不可能！ 

 



就會在垢識中，善惡因緣和合而拖累自己修持過程，因此就有很多修子，經常

無法淨化第八意識，由此明白：人生修持過程，必要自己努力提昇淨化才對！

每一個淨化過程皆是經驗智慧累積，淨化本靈才能同天地合而為一。 

 

否則欲回歸、本靈不淨化，即在垢識污穢沾滿第八意識，也就無法入於菩薩境

界； 淨化本靈是此世最重要的功課；能淨化本靈，即可同天地合而為一，回

歸即有望，冀望天下真修實行修子們！皆能回歸！祝賀之！ 

 

 

 

第廿七回  垢識淨化 

 

眾生於心性中，因有前六識，才能起心動念而分別對待，也因六識主導心之善

惡方向，方能成就人間一切善惡因緣，一則承前業來了今生；二則、又在現今

造下世之含因也；三則將累世不良習氣秉性，入於今生淨化。 

 

眾生能否在第八意識中，清除不良垢識，是為最重要的一環！不論修持與否？

每個人都是承累世前業習性入於輪迴，修行過程若不能清除第八意識的垢識，

不論修持學問再好，能量再高，也僅是下世輪迴種子因而已！ 

 

「阿賴耶識」之不良垢識含因若不能淨化乾淨，反而會成為修持的絆腳石，能

否經得起不良垢識所引誘而繼續造業？修子常被自己之理障、事障及所知障，

障礙了自己，正是現今修子最難突破困難點。 

 

倘若理障、事障與所知障不能棄除，必會因自滿自大而招魔考，如此今生欲成

無上菩提是謂不可能，修子往往積非成是，皆認為自己宗教法門才是最殊勝、

真天命、最高、最大、最優秀，如此早已脫離法門平等，自性平等之規範。 

 

修子經常會因爭執宗教法門之高下，而把自己陷入萬劫不復的境界。然在此世

中能否脫離障礙？即看是否有能力化除八識田中的垢識！正是先入為主之觀念

而產生對待批評排斥。也就無法了脫輪迴束縛。 

 

故有諸多修持眾生，常會第八垢識不能清除，即受輪迴再來一次考磨。現今眾

生處於萬教齊發，科技時代電傳視訊廣泛開展，又每一位傳道者、說法者皆言：

自己才是真佛法，真天命，真基督。 

 

眾生平等、自性平等、法門平等；修子時常受到電視傳法者訛傳所影響。也就

在宗教法門爭執中，造下了無量無邊之罪業。耽誤了此世成就之契機，若能保

持客觀，低心下氣學習各種法門的來龍去脈，即可不受單一宗教法門而固化。 

 



八識固化，即可以客觀的角度來化解，以學者之身份，研究各種法門之來龍去

脈，而不以先入為主之觀念。如此每一時刻皆在低心學習過程中，無時無刻都

在學習，尤以修持者更要如此；有道是，活到老、學到老。即是如此。  

 

縱觀天地聖神仙佛，每位成就方式皆不相同，但有一個始終不變之法則，就是

眾生平等，法門平等！能把這種不變法則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因不同方式

成就不同道程，佛魔一體兩面，又如何在心性中化除唯我獨尊，變成慈悲無為。 

 

皆看自己所努力的心態和方向是否正確，就在人間修持，起心動念，每個人修

持之環境皆不相同，所成就之道程也就不同。倘若能棄除第八意識的垢識，即

能在外在種種考磨中，低心應用真理智慧來圓滿一切因緣。 

 

是否願意做自己清淨無為的主人，還是受宗教法門唯我獨尊之垢識而左右？又

人世間即是「生命改造界」，此生即可清除累世業因，淨化累世習性，必在今

生能成就自己回歸超越、圓滿乘越。 

 

 

 

第廿八回  三曹普渡 

 

現今時代，修子能入宗教修持，是謂善德因緣，又本身有真正修持境界，才能

超越自己，就由自性必要自渡，否則若僅依賴後代子孫以功德金來迴向拔渡，

必不能長遠，如此欲要成就來回歸，是謂不可能。 

 

「自性自渡、佛不能渡」，倘若僅靠後代之功德金來拔渡者，那後代能否永不

退志？此種僅依靠後代所提拔，而被引渡者，若其後代能永遠於善道修持，受

拔渡者即可長享後代福報而不墮。 

 

倘若拔渡者心生異心，脫離善道修持時，受拔渡者即在天界亦將下貶凡塵，此

種就是受拔渡者福蔭，而受超拔者能否長享福報受超拔？必看超拔者所作所為

而受渡，此種就已脫離「自性自渡」的法則。 

 

就受他人及後代所超拔，正是不能長遠來保存，現今 上天廣開鴻慈，廣渡眾

生，若因受後代子孫拔渡之時，自己甚難有行功立德的機會，也就要廣渡眾生。

讓自己行功立德。 

 

此種能以自己所立之功德：即不受他人或後代子孫拔渡所影響，更能學習真理，

并運用真理來引渡自己，而非受後代子孫拔渡功德金所左右，又對一切作為，

即可來實踐菩薩覺有情，此種就是「自性自渡」來成全。 

 



就在自己學成真理之後，能夠獨當一面，代天宣化，成就自身福慧。如此也就

無需依賴後代子孫來護持功果；此種菩薩覺有情，才是現今修子所應了知的一

切，若本身功果稀少或不足之時，也就必要依靠後代子孫來迴向。 

 

如此僅是引緣而已；在本身條件必要用心學習真理，僅待因緣和合，而成就菩

薩覺有情之功德累積。現今萬教齊發，能真正實行菩薩六度萬行之道，稀也！

大都在自己意識形態高漲下，自我法門唯我獨尊所排斥，而將善德因緣來摒棄。 

 

真令仙佛同感唉嘆！同感悲傷！有者更深，造口業毀謗異己法門，殊不知天心

慈仁！天德恩廣！時遷法亦遷，能承天命者，必能行天之聖命，如此唯我獨尊

的排斥毀害，就會將自己之心性，固化在自我意識型態。 

 

不論祖先亡靈如何幻化勸說？如何顯現告知？如何夢示？又如何哀求？也無法

入學於「宇宙真理聖道學院」來潛修菩薩位階，也就形成過往先人根本無法得

到提昇自己的機會，現今修子，能真正行持圓滿於善德因緣者，稀也！ 

 

三曹普渡過程，過往祖先親人能在第三空間生存，自己若能願意選擇一所亡靈

學院來修持大道，并學習無上真理來行持提昇。必看自己的信仰和心態而定，

也讓過往祖先親人有機會，入於「宇宙真理聖道學院」來作真理學習修持。 

 

這提昇入學就讀於「宇宙真理聖道學院」的殊勝機會，正是在人世間甚稀少有

此種殊勝因緣。在對過往之「亡靈親人」能入於「提昇入學」，就有潛修菩薩

的位階，必經  上天仙佛考核認同，才能進入學院潛修。 

 

學院課程遠比現世大學教育來得嚴苛； 上蒼頒布每一階段，皆由不同之仙佛

老師降臨，所教導課程都不一樣的。必要認真學習真理，又要自我鞭策、自我

勉勵。同儕學習必要互相學習、互相鼓勵、互相教導。 

 

三曹普渡，入學學習過程，必要日日學習、日日進步，也就在對一位祖先親人， 

由懵懵懂懂，經由幾年真理來改造之後，才可能脫胎換骨，成為『代天宣化』

的菩薩。若能學成證得因地菩薩，往後就不受後代子孫拔渡所影響。 

 

後代子孫所能拔渡，僅在迴向自身的功德來報名上課而已；若祖先親人本身不

努力，亦會受自己怠惰而影響，遭到除籍，打入輪迴，真是無可奈何！如此又

要經歷一世世的反覆輪迴，遭受各種因果苦難而磨身。 

 

進入修持的靈修院學士，必要明白這一點，更加努力勤奮用功，期盼早日將仙

佛所教導課程，儘快來學習完成，而珍惜這得之不易的善德因緣。就能符合 

上蒼所要求的標準，即在學習中建立往後「代天宣化」的真理資糧源。 

 



必要達到 上蒼所頒訂條綱圭臬，作為往後成仙、成佛、成聖、成神的依據，

通過考核而後結業；再俟 玉帝頒旨令，依各自考核根基，是否派至各天或各

地行使神權，還是回歸於「無極理天」，再留學精進！ 

 

又在派任後，就不會感到「真理用時方恨少」，也都會在學習過程中，加緊腳

步實地修整與實習，各個皆能深入其中的堂奧！『三曹普渡』過程，既要轉化

眾靈子之不良含因，而成就菩薩思維。 

 

在對所有院修學士，所學各種聖務，往往即非凡人所能理解，自成之後，再化

他人，即是三曹普渡過程！但願天下祖先亡靈親人，都能受普渡而靈修精進，

再教化後代而長遠流傳！ 

 

祝賀聖道學院承天命設立–『宇宙真理聖道學院』。廣渡眾生回歸。吾等仙佛！

願助一臂之力，廣渡眾靈，回歸超越、成長提昇，又對這種殊勝因緣的條件，

正是  上蒼的基本條綱，下化有情眾生，可由一世人來達至成就。盼之！盼之！ 

 

 

 

第廿九回  真如自性 

 

現今時代，萬教齊發，各大宗教皆標榜著自己天命法門，是最上乘、最顯化、

最正确、最殊勝，然修子往往因智慧、真理、經驗不足，難免遭受到宗教外相

之名利權勢所引誘，經常造成盲目崇拜偶像。 

 

生命僅是數十寒暑；若走錯一步，步步皆错，想要回頭，已是另一時空，能否

有判斷力选择正道真理来修持？又自己判斷力错误，就会造成失去信心，而不

再入於宗教修持。促使自己，此一世無法修持成就回歸。 

 

每每帶著落寞蒼茫心境不斷處於輪迴中，實在無可奈何的！是否善德因緣不足，

還是智慧、真理、經驗與判斷不足之故？就會對未來之成就，造成很大障礙。

故入於宗教修持，並不能保證每一位修子皆能成就回歸。 

 

正在努力多少？用心多少？是否盲目跟從固化，是否因理障、事障和所知障，

造成修子相互矛盾？究竟何者是正確，何者又是錯誤？人間修持過程，難免良

莠不齊，三根齊渡。 

 

有些宗教主事則是乘機，掛羊頭賣狗肉，借仙佛之名濟世，大行其盜，將眾生

所布施之功德金，不是用在弘法建院上，也不用在眾生之濟苦救難，而是變為

私心自用，假公濟私，如此即會造下無邊惡業。 

 



此種造業宗教主事，原本帶有天命者，只因在本身修持一段時間後，在私心上

唯我獨尊，即變質了。能否再有機會改惡向上，重新作為 上蒼棟樑，渡化眾

生回歸？就可由心態作為來明白！ 

 

人類眾生皆具備清淨之「性體」，如如不動之真如，也是人生本具–真如自性。

必要本身自省的反觀，在第八意識中把垢識作清除，才能將真如自性來彰顯的 

真如佛性、聖性、仙性，皆是–本性。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故修行能否淨化外在之七情六欲？

芸芸眾生皆被外在引誘而迷惑，常常犯下諸多因果業報，然又如何將清淨無為

之真如自性，融合在生活當中呢？ 

 

就能給自己有清新自性的提昇，否則將外在情慾和物慾蒙蔽真如本性，又如何

能成就自己？又如何能成就眾生？人類在先天因落凡後，即受後天影響了，促

使早已失去了清淨無為之真我。 

 

人間一切，皆是借看、借用、借擁有而已，殁度後又無法帶走，在對因緣和合

所具足，又在於生活潤生中，若能時時刻刻融合清淨無為之真如，來成就自己

真如本性。即可當下成就真如自性、如來藏。 

 

眾生即是通過每一次輪迴之生滅，而達成每一次次來改造，又在改造中促使生

命之能量能生生不息；也不受外在所動搖，該如何彰顯自性而成就於今生？否

則下次再輪迴一次又是如何？能否有相同善德因緣再入於修持路程？不一定！ 

 

人世間必要通過生命改造，在時空的演繹中，不斷的淨化和靜化，就能將本來

自我真如、自性來提昇，更在提昇中早已是佛體、早已是聖軀、早已是仙種，

而成就於『聖道回歸』所教化，可觀諸賢生虔誠矢志，一同邁向光明大道路。 

 

 

 

第三十回  靈之三魂 

 

眾生承前業輪迴，才有今生，如此相應循環，生生不息，種種因緣和合。生活

中就有三尸神所督管，如同 IＣ微晶體，不論任何事情皆有紀錄，故不論起心

動念或行為動作，皆由三尸神記載於靈魂中。 

 

人之靈魂受三尸神所督管，記載著所有的心念和作為，才有下一世的善惡因緣

來審判延續，來承受各種所紀錄之善惡果報和含因秉性。靈魂又分為「主魂、

覺魂、生魂」，靈魂－亦在人類三尸神，每位皆有督管一方。 

 



人類軀體－覺魂，也就由五塵境之種種：眼觀色、耳聽聲、鼻聞香、舌嚐味、

身動觸所影響，促使覺魂，即感覺神經向外發號施令。才能成為身體動源，亦

在動源起頭發號施令者–就是意識本身（第六識－意念起）即為生魂。 

 

生魂具足意識所傳導功能，也具備分辨事務是非、善惡、好壞、對錯之能力。

就會形成陰陽相互對待，形成種種善惡因緣，故生魂於第六意識接收外在所有

信息，即在第七末那識分判作傳導。 

 

覺魂、生魂僅是當世存在而已，而靈魂卻入於生生世世不斷輪迴，故人死亡後，

若無法成道，三魂即會分離，生魂則留在墳墓，覺魂停留在神主牌，此二魂歷

經三十至一百二十即會漸漸消逝。然靈魂則帶著累世之記錄，到冥府報到受刑。 

 

故累世所作所為之一切，皆詳實記載入於人類靈魂當中，就是第八意識–阿賴

耶識所顯現，又因靈魂正是不受時空而抹滅，就會一直輪迴轉寄他方。所以人

必先通過覺魂，進而受到引動作為，再由「生魂」分辨接收促成「靈魂」儲藏。 

 

正是現今時代所言：IＣ微晶體，由「起心、動念」加上「入意、藏識」，就形

成接收外在訊息之「意識」，傳入分別對待接收之「末那識」，再輸送入「阿賴

耶識」儲藏累世種子因，也就變成遇因成緣，再影響所有因緣果報。 

 

人類自有善惡因果開始，就要承受累世種種含因果報，而有生生不息的作為，

佛曰「閻浮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因、無不是業」，這就是起心動念後，所

有的動作就會起現所有因緣和合，造就未來福禍之分別。 

 

會形成：好壞、善惡、是非、對錯，皆承受前業軌跡來影響；因此人類正是承

前業入於今生，此生又是下世造因者，靈魂本身則是一個公正的記錄體，將所

有是非、好壞、對錯、善惡皆記錄貯存。即是第八識－阿賴耶識所儲藏。 

 

善惡到頭、皆有報應、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此種靈魂記錄正是記錄著累世種

種的善惡因緣果報。又這種條件必要等到因緣和合成熟，才會再度延續果報和

含因。又如何清償所有累世業報，淨化累世習性？ 

 

靈魂正是永遠不滅，若能淨化靈魂所有不良含因業障，恢復清淨無為境界，累

積德性陰騭，即可達到菩薩境界，而不受不良習性業障垢穢所左右，又一次次

輪迴中，若不能淨化第八意識，靈魂即不斷跟隨所造之善惡因果業報投生他方。 

 

不論好壞、善惡、是非、對錯、福禍……，皆不會影響靈魂所儲藏功用，即

「阿賴耶識」之藏庫，可否淨化償還？今夜教化至此為止，有幸同諸賢生共聚

一堂，真乃心慰，更祈願賢生們皆能廣渡眾生而回歸！ 

 



 

第卅一回  真我自性 

 

眾生皆有真我自性（靈魂），然自性必受累世外在之情慾和物慾影響，能否在

此世當中了悟清淨無為之真我本性，但是往往就會受到累世氣秉（習性）所左

右，迷惑真我之清淨，不知如何達到清淨無為？ 

 

六根接觸六塵，在接觸中，如何轉識為智，即是由煩惱轉換智慧，才能達到真

我本性，又真我常受到外界引誘，即會失去了清淨真我，又真我形體，正是無

法用肉眼觀之！真我本來清淨，即是「如來藏」。 

 

人類靈魂落入凡塵中，受「三魂七魄」所左右，使自己在現世一切作為，受制

累世氣秉所影響，必要淨化不良之含因，即可在淨化過程中，慢慢彰顯清淨真

我；是否能靜下心，以平常心靜思反問：我是誰？誰是我？  

 

如何回復本來清淨無為的真我？眾生最麻煩的就是「我執」所固化，我的看法、

我的天命、我的法門、我的經典，此種即是「私心之假我」，也就有你我他分

別心，若無法打破此種分別，就會有「我所執著、分別心即起」。 

 

若無我執之時，就能彰顯清淨之真我。我執一起，就會困擾人生，若能靜思把

心定靜下來，再反觀自己之時，往往會替自己感到悲哀，對修子而言，時常就

因我執受橫逆阻礙而考磨，心靈受境而轉。 

 

不思善、不思惡，亦無分別對待，能常保一份心靈寧靜，『靜到極處』，即是真

我本來；有情眾生都欠缺這一分心靈寧靜，故而常因自我固化而受到外境困擾，

也就影響了真我靈性的清淨！ 

 

真我清淨自性正是人人皆可達成，真我靈性在時空的流逝中，很容易迷失自己，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年過往又是一年，每日凌晨初始，即輪迴開端，

孕育而生，待至清晨，一日輪迴又開始。 

 

初生發芽，陽光照耀，吸收養分，承受風吹雨淋，生命學習如何成長；幼童及

青少年之過程，一切都比較新鮮與懵懂無知。及至中午，此時已是壯年，所作

所為必要自己負責。 

 

至午後三時，正值人生經驗最豐富，處世也漸成熟；生存過程又是另一階段開

啟，此時福報就是有比較良好條件。待至傍晚，也已飽受風霜雪雨煎熬，此時

所作為必考慮較多，在人生阻礙相對比較減少了。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漸漸步入中老年階段，又種種歷練此時最為豐富，



又至夜晚來臨，一切作為都能按部就班來完成了，再來又是夜深了，入土為安，

後代子孫傳承一切，代代薪火相傳。 

 

真我常常都在時光流逝中而迷失了清淨，時常蒙蔽了自我–本靈，又不知漂往

何方；夜深了一切都靜止，一生如此，世代交替，凌晨、清晨、上午、中午、

下午、夜晚、深夜，又返回凌晨，反覆輪迴、週而復始。 

 

一日輪迴一次？一月輪迴三十次，一年輪迴三百六十五次，一生更是人生大輪

迴。即在每日與每月，加上每年次次反覆輪迴；是否皆在輪迴當中？作同樣事

務，能否淨化內性？即可由此了知！ 

 

真我本性靈魂，如何在輪迴過程，累積痛苦經驗而成智慧，形成一世世累積，

若受到外境左右，善惡因果前業種種作為，既要承受未來之果報含因。八識含

因乃累世輪迴所貯藏而形成業障與福報。 

 

人生承前業而受報，又不斷的累積業因，該如何停止，又如何淨化，能否了脫

業障，就要學習該如何轉換業報成就智慧福報？真我自性即本來，即靈魂，清

淨無為，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一切即是自然而無為。 

 

觀自在菩薩，如何往內深行，以真理反省自己。自己提昇，靜靜反思、靜靜檢

討自己內在心性，「聖道回歸」即在真我回歸，了脫自己、成就自己，即可明

白人生過往！由「自我」淨化心靈？也給自己有圓滿契合天地宇宙之契機。 

 

 

 

第卅二回  原性本靈 

 

古人云：「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佛法難聞、修真難行」。如今眾生皆具福報，

不受地域所限制，可自由學習任何法門宗教，而原靈由無極而降至凡塵，在凡

塵中經由生命改造，造就萬物生生不息。 

 

原靈皆具備降塵含因，故具足生命原動力，必須具備德性和福報，才能在現世

享受豐盛，若無福分，即會遭逢橫逆阻擋，也難稱心如意，現世基本生活條件，

正是自己所做所為來具足一切。 

 

本靈該如何讓自己累積福慧，給予舒適生活環境而清淨的往上增長？眾生本靈

原在無極理天，降至太極氣天，又降至凡塵象天，落凡後即受五塵境所蒙蔽，

促使自己本靈無法彰顯，又難以回歸清澈原靈（本靈）。 

 

即受到外在所引誘，入於凡塵後漸漸迷失？一切外境所引誘，皆由人心而起，



該如何由象天返回氣天，而再回歸理天？就由自己學習真理來具足條件！眾生

皆是 上天所衍化，天上即有自己本位，也因落凡後難以回復清明本性。 

 

正是自我本性–原靈（本靈），對人類眾生無法開啟回歸大道原因，也在於此。

該如何回歸先天大道？即由後天提昇到昊天，再由昊天將氣秉拋棄，回復先天，

就是無極本來。若無法清澈自己本靈，欲回歸無極理天，是謂不可能！ 

 

人生歷練過程，就是將『生命改造』來向上提昇，故必要通過生住異滅的過程，

遍嚐人生酸甜苦辣經驗歷程，就由痛苦經驗吸取了知識，再由知識轉化為智慧，

作為改善資本；藉由宇宙演繹過程，了解大道運轉的作為而已！ 

 

就能通過宇宙生命改造，求取回復原來本靈（原靈），再回歸無極先天，需要

由人類生存過程來做起，才能一步步的將人道圓滿、地道圓滿、天道圓滿、按

部就班作行使，也將自己本靈置於原始初地，即不動心不動性。 

 

真我自性如如不動。清澈而能觀照天地，不帶任何一點紗紋。只要任何一點蒙

垢，皆失去了自性真我，如此清澈，即是不動心、不動念、不動意、不動識。

即可在不思善不思惡過程中，大公至正行使一切菩薩德性而無一點私心。 

 

即能回歸於大道無極，回歸於本來佛性，欲回歸、欲輪迴，皆由自己所掌握！

任何仙佛皆無法替代，期盼『宇宙真理聖道學院』，更能拓展廣渡眾生，勤學

真理，回歸原來本位。 

 

 

 

第卅三回  真理平等 

 

萬物眾生世代傳承，生命力生生不息。造就人間有情世界，作為「宇宙繼起」

恆久傳承；又人之本靈來自無極，落凡後受外境迷惑，才使自己無法達成回歸，

也不知如何才能回歸無極？ 

 

有來必有去，來來又去去，即在當下一直輪迴；以致於受到外在所誘惑，一直

姑息養奸，就無法有回歸作為。故必要在現世作因果了斷，彰顯自我如來，以

達到回歸標準，就由人生行持倫理道德和六度菩薩萬行，才能符合回歸要件。 

 

不論貴為王侯或乞丐，自性皆是平等，必要「行持德性陰騭」，作為人生基準

點，才會達成回歸主要原動力；必要現世來改造，才能達至回歸原點。一切五

塵境所突顯，通過因緣和合，才會有因因果果來起現。 

 

善惡因緣果報，別人無法替代，又在五塵境（眼、耳、鼻、舌、身）污染之後，



即會引動第六「意識」，而入於「末那識」分辨輸送，再入於「阿賴耶識」儲

藏。所有分辨對待之好壞、是非、善惡、對錯，即會一一儲存在「阿賴耶識」。 

 

就有此種含因儲藏，才能以善惡因緣和合，成就人生種種善惡因緣果報。人皆

在生活輪迴累積經驗，也經由吸收生存知識作為改善人生的智慧，如果無法從

痛苦中吸取教訓，必會時刻皆陷入在橫逆困苦中，也會受到環境所左右。 

 

就會由一次次反覆輪迴之體證，才會對所作所為，因經驗產生正確的行事準則，

又在「如來藏本是佛性根基」，即是自我本性；也就時常受外界所誘導，將清

淨本體，受到情慾和物慾來引誘，也就無法開展人生如來佛性。 

 

一世世輪轉中，就是要慢慢具足修持「六波羅蜜、六度萬行」，所有宗教所教

導之修持條件、皆離不開此種真理要求；有情眾生每每將他教，視為外道，而

以自我標榜為正教，此種認知是否正確？ 

 

能否打破宗教唯我獨尊之觀念，來平等教化，以實際真理傳承？既要吸收他教

長處，來改造我教短處？就能由「他教即我教」作一個融合修整，若一味排斥

他教又標榜我教，即有分別對待心，如此勢必造下無邊罪業。 

 

就會在修持回歸的道路上，變成地獄種子，必要忠於我教的殊勝，亦要讚嘆他

教的殊勝之處；若所有宗教皆能互相融合各自所有殊勝而成為一體觀，這樣信

仰任何宗教不都是一樣的嗎？ 

 

必在宗教平等中能回歸本來，正是不可分別的，也不會入於不平等心，即是現

今所有宗教修子，所應具備心態與作為。六度萬行「布施，忍辱、持戒、精進、

禪定、智慧」，是每一個宗教的立教基礎，只是在各教名稱使用不同而已。 

 

對每一位修子若能了解真理含義，也就在改造方面，已經不受宗教文字所影響。

也就能力行六度萬行，置於自然無為之真我來提昇，達到如如不動之本性，更

在自我提昇條件，作為起心動念的改造。 

 

如何藉由現世之因緣和合，印證自己內性淨化成功，又在內性本質，能將外在

修持條件，做真正自我提昇的印證；如此就能回歸於原點。故當下必要很努力，

對「唯識學」來攝獵，就能如實提昇。 

 

 

 

第卅四回  菩提清淨 

 

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所禪示之六祖壇經，給予後代修子們，能真正體證提昇自我



本性清淨的彰顯； 六祖乃在累世中，早已根器相當鋒利，只要聽聞經意，即

能了知其中涵義？此種並非一世可達成！ 

 

故而不受文字障所左右，才能聞經開悟，正是根器鋒利，又宿世累積資糧，才

在當下此世能彰顯自性，不受文字左右，能得 五祖佛法傳承。所傳承就是打

破了外相「心傳、衣缽、信物」印證。 

 

六祖壇經心法傳承歷經千年，後代修子皆能以 六祖為典範，作為修持準則，

正是打破往昔「教外別傳」，是為：直接頓悟清淨根本。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正是 神秀大師所能體悟，亦在菩提種子由漸悟而行，了悟自己種種缺失，作

為改進要點，在對一切眾生若能具足， 六祖慧能大師頓悟資糧，可謂先天根

器鋒利。此種條件來觀，人類眾生皆少有具備這種根器。 

 

又在一切眾生若不具頓悟資糧，必要一步步按部就班，由漸法累積提高悟性，

漸漸達成「頓悟」根器。亦即 神秀所言–『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

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眾生皆言： 六祖慧能有頓悟資糧、鋒利根器，殊不知！此乃累積多少世之真

理資本，才能達成此種頓悟根基，也並非一蹴可幾；此乃先天含藏、先天資質

所累積的，倘若以現今而言，甚少人類眾生有此種條件。 

 

眾生由無極落凡後，即遭受五塵境影響而迷失清淨本體，又因現今科技時代文

明衝擊，在先天根基深厚者，本身又遭逢落凡所迷惑。若不經由改造，能成就

於今世是謂謬言。 

 

故眾生若不具頓悟資糧，就必要藉由學習真理，落實真理來改造累世不良含因，

必能在今世中成就自己菩提種子來更新，就有往上成長條件。真我正是靈魂不

滅，也是自己本來的自性、佛性、仙性、聖性。 

 

該如何完成落凡應行要務？又一切迷失若僅靠自己盲目摸索，必要經過一段很

長時間，又要在考磨過程，改變所有不良氣秉及含因，才能圓滿回復先天原位，

正是自己公正無為的清淨自性。 

 

公正無私，圓滿無偏，清淨無為，即能同三界、宇宙、天地合而為一。行之久

遠，既能當下了知一切宇宙天地玄機，能通三際（過去、現在、未來）遷流。

修子於此境界即已具足自性佛體。 



 

所思所做所為，皆能同宇宙天地合而為一，我即宇宙天地、我即萬物眾生、我

即自性佛體，如此心境早已脫離三界，提昇超越到達無極勝境。祈願大家：可

由「漸悟而達至頓悟」，「身似菩提樹」漸漸達成「菩提本無樹」境界。 

 

 

 

第卅五回  開悟覺性 

 

入於宗教修持，若欲達開悟境地，必以學習落實真理來累積智慧，由清淨真如

佛性開展一切聖務，才能有所提昇。修子若不能經由外在磨練而成就經驗，欲

得到智慧也比較困難，必由「漸修」來按部就班，才能達至「頓悟」境地。 

 

現今文明時代，就有諸多書籍、經典相互陪襯以供修子參閱，能達至開悟境地，

也比往昔來得較多；正是眾生具足福報，前世播種，今生收成。收成過程，是

否僅入宗教來修持而已？不也！ 

 

入於宗教修持，若是投錯師門，又不能修整錯誤觀念，皆是白費心血。清淨自

性不能彰顯，即難以達至開悟境地；有時必觀心態作為，心智應對，其關鍵就

在自己是否能了知一切，可否明白「迷悟」之間，正是修子時常遭逢的困境。 

 

開悟，即是一瞬間清澈覺醒，了解自身一直以來的無明錯誤，達至真正了脫錯

誤所導致的困境磨難，因此「開悟、錯誤」僅是一體兩面而已，開悟既能了脫

往昔無明障礙，又能以自身之覺悟體證來廣泛引渡眾生、成就眾生。 

 

至於錯誤體會乃會造成造業考磨，不僅讓自己永無翻身之地，也因自己錯誤理

解而造業，造成往昔所努力皆是白費了；  上蒼實不忍見於此，時而派仙佛暗

中點化，能否抱持永遠低心下氣之學習態度？不一定！ 

 

必要等到踢到鐵板，痛不欲生，才猛然醒悟，如此就必要重頭開始。故不論有

修與否？若能抱著低心下去來學習了解一切，既能在短時間內，智慧加經驗累

積，達至開悟之境。 

 

現今萬教齊發，若投向之師門及前人教導正確，相信每位修持者必能達至回歸

開悟境地！也可成就自己往上增長超越，但在對師門及前人教導若錯誤之時，

又無法用智慧扭轉，想要達至開悟回歸境地，也就不可能的！ 

  

開悟之後，內心即無任何牽掛負擔，心境平和寧靜，天地人，三才合而為一，

無論是身體、心靈，皆是輕飄飄的，即回歸於如如赤子之心，而一切舉動，給

予自己在心境舒適的開展，無任何宗教法門天命經典的執念。 



 

此種心境也就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用言詞來表達。得到之境界，心如止水、身

輕如雲，靈性中已無任何牽掛；心靈同宇宙天地合而為一：宇宙即我、我即宇

宙；天地即我、我即天地；眾生即我、我即眾生。 

 

此種自性開悟，並非人類所能了知的；眾生若不能通過經驗累積而成就，欲達

至智慧開展，開悟之境，是謂不可能！故要勤學真理，落實德性，也必要以真

如赤子之心來做人，如此回歸者比較容易。 

 

否則！若論一顆樹已腐爛，證明其根基已斷，又如何能枝葉茂盛？根基源頭即

是宇宙亙古之真理，此種真理亙古不變，已經造就無數古老仙佛聖真。是故必

要達成「赤子天性」來成就回歸。 

 

期望有情眾生皆能落實勸學真理，體證宇宙天地公正無為之德性，并落實來成

就大根器，開悟成就；也願祝『宇宙真理聖道學院』廣渡有情原靈回歸，成就

眾生回歸超越、圓滿乘越。 

 

 

 

第卅六回  明心見性 

 

修子能入宗教修持，正是累世善德所建立，也在於本身，必要做自己清淨的主

人，而不是被自己之七情六欲所駕馭。若不能做自己清淨無為的主人，就會隨

著外境輪迴而流轉。必要向內求取清淨自性，正是當今修子所要努力的。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如此自性清淨必要自渡，佛不能

渡，故明心中具足清淨，然眾生每每受外塵境所污染，促使本身無明，也就無

法開展智慧啟發清淨自性。 

 

修子必要明瞭自己本心原來清淨無為，才能明心見性，若不能明瞭自己本心，

欲要彰顯自性佛體是謂不可能；也因為在於本心中迷惑於外境名利權勢所誘惑，

又受物慾情慾污染，故而蒙蔽自性，造下因果業報，即造下地獄輪迴種子。 

 

根塵接觸，通過五塵境，如何轉化私慾來成就六波羅蜜「六度萬行」，將自己

清淨無為本性來開展；古言：不識本心，學法無益。故必要明瞭本心清淨，就

能明心見性。 

 

外在引動，借緣引緣成緣，因緣和合，成為現今源動；眾生皆具如來本性，然

墮落凡塵之後，迷於世景誘惑，人皆在向外計較比較，為了一點生存利益，往

往做出出賣清淨良心，損人利己，傷天害理之事，造下惡報苦磨。 



 

如此即無法將生存定位於清淨無為之原點了。現今眾生皆向前（錢）看，而出

賣自性， 更使自己的根本佛性越來越墮落，一味向外求取不義之財，如此無

明又無知，正是十分無可奈何，只以現今生存，作為下世輪迴流轉而已。 

 

明乎本心，見乎本性！又要明何心？見何性？正是現今眾生常會遇到瓶頸；經

常會受外塵境所引誘，若不能淨化自己，又如何成就本心來見性？甚難的！故

明乎本心清淨，行而久之，自然能開悟真性，就是自我改變的方針。 

 

現世中遭到困苦，都是由反面來成就自己經驗智慧之不足，或由正面具足智慧

經驗來成就自己，必須通過：聞、思、修的歷練，造就思想改造，修整作為，

經驗累積，成就智慧，自然困厄苦磨之命運就能改變。 

 

人生即由每次錯誤中，反省自己，懺悔自己，淨化自己八識之不良業種和習性。

再來無為落實倫理道德，菩薩清淨覺有情，如此即是對自己受益無窮；冀望賢

生們皆能廣開「三曹普渡」，接引眾生早日回歸。 

 

 

 

第卅七回  真性圓滿 

 

人類眾生在凡塵潤生，若欲彰顯清淨自性，必要通過開悟境地，故而「明心見

性」是以真修實練過程，導引無為清淨之自性，融合在潤生過程中，而達至自

在開悟之境！ 

 

人之經驗，必須經由外在五塵境所結合，作為本身反面思考模式，是故如何將

貧困修整為富足？如何將人際修整為圓滿？如何將病痛修整為健康？如何將障

礙修整為平順？如此必須藉由各種往昔經驗，作為智慧累積。 

 

故要以人道德行作為一切開端，能將善德因緣來圓滿，將思想置於自性清淨當

中，才不受一切外在所左右，更不受外境所影響和誘惑，此種條件是做為成長

必要性！又將清淨自性作為一切根基，必能回歸於本來。 

 

人之心受外在根塵接觸後，引動因緣和合，才呈現善惡，好壞，是非、對錯的

差異性。在因緣和合中分別一切，故善惡所有因緣果報，皆入於第八意識所儲

藏，因此自性受外界所蒙垢。 

 

因此欲見本心，明乎本性，必要了解如何在因緣和合中，一切造作過程以清淨

無為來圓滿，才能見至本性、明乎本心，否則欲要達至開悟之境，是謂不可能。

明心見性：見何性？對自己所具足只是原始真靈而已！ 



 

又在原始真靈不具任何污點，不受任何瑕疵所影響，而本心正是自己初心，只

因人類在於凡塵受到外界所引誘，就形成眾生原具本靈，就被外界輕易所左右

而失去了清淨的真性！ 

 

本靈來自無極–又降至太極，分兩儀再分四象，而一本散萬殊之關，所以人在

本靈所具足，也並非只是如此而已，尚有諸多先天本領，例如五神通又是本靈

所具足，更具不善不惡本質。 

 

只因落凡之後，人類所作所行一切被凡塵假景所迷惑，逐步改變了本靈思考方

式，才會有善惡、好壞、是非、對錯分別，也就因此眾生本具：自性、佛性、

聖性、仙性，是相同一體本質，能見於此才有真正「明乎本性，見乎本心」。 

 

明心見性必要掃除三心（現在心、過去心、未來心）兩意（計較、比較），在

對一切外塵境之誘惑，讓本心本性皆無法長遠具足光明正大無為清淨之本來， 

必要運用本心本性，來開展倫理道德，服務眾生，菩薩覺有情之種種聖務。 

 

若不通過外緣鍛鍊，又如何了知是否已經印證菩薩果地？人之思想觀念就會影

響當下作為。就從環境人緣種種作為中，可了知其層次境界。故人類眾生必須

經由現世來改造，磨難身心，在考磨中，引用經驗與智慧來圓滿一切。 

 

也經由外在鍛鍊，才能達至考磨通過，就會有刻骨銘心的感受。人生不如意十

之八九，如此不如意即是證明自己經驗所不足而導致，又事務來臨時，也不知

如何應對，即沒有智慧來扭轉困境局勢？ 

 

有言：失敗乃成功之母，藉由一次次的失敗反省，并低心下氣參考別人成功經

驗，如此對一切事務以他人與自己本身之豐富經驗智慧來成就圓滿，此種成功

條件才會達至智慧開展。 

 

所以智慧累積豐富時，就可作為開悟根本，明心見性，乃每一位眾生皆要運用

智慧來撥轉煩惱。久而久之，煩惱轉盡，智慧豐盛，清淨真我自然就會開悟顯

現。明乎本心，見乎本性，當下見性（清淨真我）。 

 

現世若不經由種種煩惱轉菩提之過程，欲達至明心見性之地，必難以成就！人

生過程，通過根塵接觸，正是可以改造自己往昔煩惱錯處，即可明乎自己缺點，

若再往內深觀，必能明瞭自我本來居處，又是在何處？ 

 

即可明白「玄關真我」之真實用處， 人世間乃生命改造界，故修子必要學習

真理，落實真理，累積經驗智慧。達到不斷開悟之境界，久而久之，就能明心

見性！今日有幸共著聖道回歸，願「聖道學院」普渡眾生，成就萬靈！ 



 

 

 

第卅八回  法界圓滿 

 

宇宙天地變幻莫測，天機奧祕，必須具備五神通方能參透玄機，若具備五神通

境，即能知曉宇宙真機，了知 上蒼原意，傳達 上蒼旨意。故能承領 上蒼

旨意，真正按照聖意指示，完成宇宙萬靈，三曹普渡之聖務。 

 

人類眾生皆具五通神境，然累世以來，迷惑於物慾享受，沉淪於因果業障，早

以失去神通力境，故現今能真正達至五神通境界，是謂少之！ 若以人類開拓

史來觀，處於現今文明科技時代，對當今社會而論，眾生可謂之福分深厚。 

 

然又因福分所影響，導致沉淪物慾享受，埋沒清淨良心，更無法彰顯過去所具

足之五通神境。也就必須藉由：靈媒、竅手及正鸞生、天才生才能了知 上蒼

之一切聖務，故修子修持能入於具足神通力境，就易於成就「覺滿」境地。 

 

必觀靈媒、竅手、正鸞生和天才生本身之定力、修持願力有多寡而定之，人類

總認為一切溝通力量，都是來自於 上蒼，對這些有領天命聖務者，能同仙佛

相互溝通訊息，倘若不具覺滿境地，欲成就正確之天訊，無異於緣木求魚。 

 

此種條件的靈通者，能否真正了知宇宙或 上蒼及仙佛旨意否？不一定的，完

全取決本身「覺滿」境界而定！又人類必由根塵相觸（五塵境：眼觀色、耳聽

聲、鼻聞香、舌嚐味、身動觸）來起現一切善惡因緣。 

 

就由「根塵」前五識所觀察，轉換成就經驗累積–達到成所作智的過程。人類

眾生思考模式，若不經由五塵境來轉化為–成所作智，必難以轉換第六意識來

成就妙觀察智。 

 

再以妙觀察智來轉換，才會產生人生因緣和合，正是由此來開展，若不經由因

緣和合過程，必難入於第七末那識所分別（善惡，對錯，是非，正邪，佛魔），

人類本具分判功能，正是每人皆具趨吉避凶本質。 

 

又如何在種種困境當中，來將煩惱轉至菩提，脫離困苦達至順境？即是第七–

末那識 轉化成為–平等性智，故將分別對待轉為平等，既能將困境轉變成為

順境。眾生平等，宗教平等，法門平等，又對「靈性」一律平等。 

 

原靈落凡後，開始之一切皆是平等的，然漸漸分別對待善惡，因而產生累世種

種不同善惡作為，故才有善惡因緣起現延續，導致現世福報厚薄不一而已。如

此就必要將末那七識轉為平等性智。 



 

平等即不思善、不思惡，中道無偏，光明正大，無我無私。若以平等心態及作

為而定，既能化解一切善惡因緣對待，如此必然能淨化第八識–阿賴耶識所儲

藏之善惡含因。 

 

阿賴耶本身是一切善惡因緣和秉性之儲存庫，將禍福善惡含因分門別累貯藏，

然一旦因緣和合，又具有將善惡果報含因，導引出來成就善惡因緣果報之延續。

能否清空淨化八識？必將阿賴耶識轉成大圓境智！既能圓滿一切因緣和合。 

 

若一直深陷在善惡因緣，一切作為必難有轉換餘地！若在平等性智具足中道思

想，就不用進入第八識–阿賴耶 儲藏成為善惡種因，而成為–大圓鏡智，每

一位人類皆具「真如與真我」之平等性，圓滿性，即可達至清淨真如佛性。 

 

眾生在輪迴中週而復始，若能將大圓鏡智來圓滿宗教法門，圓滿人道，圓滿地

道累世冤債，圓滿天道能量修持，如此即可進入真如自我，才能進入第九識–

菴摩羅識，也會轉換圓滿來進入–法界體性智。 

 

正是提昇智慧乃至於可以圓滿一切法界，提昇一切法界眾生，佛與菩薩皆是自

我真如發揮者，所能帶給眾生，正是無窮無盡的觀摩與學習，假如修子不轉化

為–法界體性智，又如何能圓融十方法界？  

 

如此！由「大圓鏡智」之人道，地道和天道之圓滿，在轉化更深一層的圓滿–

法界體性智，就可以使自我真如，如來又如去在任何法界而永不退轉；至此境

界已能不入輪迴，憑空撥轉福報、撥轉業因果報，彰顯自性佛體！ 

 

人生覺行圓滿，必須達至滿圓才能成就，若不圓滿，既有一關關之考磨（魔）

來苦磨自己， 必要將前五識，根塵接觸，轉化為－成所作智，再將第六意識，

轉化為妙觀察智。即是以苦磨經驗藉由反省觀察來改變困境。 

 

再將第七末那識之分別能力轉變成平等智，守住中道，不思善惡，公平公正，

不偏一邊，如此一切都能趨吉避凶，吉祥如意。就能淨化第八識－阿賴耶識所

儲藏，轉化為－大圓鏡智，正是入於清淨自我佛性彰顯。 

 

人道，地道和天道圓圓滿滿，最後再將智慧昇華，轉化第九識－菴摩羅識，入

於法界體性智，智慧圓融一切法界。則入不退轉境地。即能成就當今現世光輝

本性、無垢真我、圓滿真靈、覺滿真如，如來如去，自在灑脫，遨遊太虛！ 

 

 

 

第卅九回  自覺覺他 



 

修子必要「自覺」，才可覺他，若不能自覺，不論功德福報多麼深厚，亦無法

達至超脫自性之境，眾生能否自覺？自覺必要通過外在考磨與魔難之時，經由

經驗累積來轉換變成智慧，如此在現世中就有成就機會。 

 

人類生存必須通過經驗累積應用。就可以轉化成為智慧，修子若僅在為修持而

修持，為行善而行善，為作功德而作功德，經常會受到自己執念所影響，也只

作自己所喜歡事務而己，往往不能彰顯本來所具足之清淨真如。 

 

現今眾生能否不為修持，不為行善，不為功德？若能打破此種觀念？才是真正

對自我真靈清淨來提昇的，也由自覺而覺他，正是超越基本條件；人生過程宛

如旅行一般，如何能在旅行中，增加閱歷與見聞及知識？ 

 

即有智慧成就提昇，若將人生寄望未來或下世，往往就會落空；又對時間光陰

匆匆流逝，人類經常會因時、因地、因環境分差，改變自己原來初衷。輪迴時

空轉換，在當下都不能改變了，下世還有機會嗎？  

 

必要能真正進入無私無我、無分彼此，就要經由：菴摩羅識來成就－法界體性

智，才能真正如來又如去，逍遙法界，何等快樂。若僅在阿賴耶識、大圓鏡智

所停滯，也就無法真正如來又如去。 

 

眾生皆喜愛如來佛，但不知如來佛，也是眾生修持而成就，人類生存在法界，

一切因緣都是成就自己本質，必要由開悟，覺悟自己；通過自我檢定，自我內

省功夫，若僅靠外在功德，或是由外在因緣都不可能達到自覺。 

 

覺者：正是自覺之眾生，能自覺自己，即能契合萬物，契合天地，也能契合宇

宙；我即是宇宙天地萬物，宇宙天地萬物即是我，真正達到一真法界。佛能德

澤天地萬物眾生，人亦可學習之，如此兩相互照，即成就德澤於千古。 

 

必在漫長的宇宙演繹過程中，時刻自我反省，印證清淨真我、自覺了悟宇宙真

諦，就能真正達至成長，也因「佛即如來，如來即佛」，也就無任何掛礙，如

來又如去，必能廣渡眾生回歸。 

 

自覺必須覺滿，覺滿必須能滿圓，如何圓圓而滿滿，滿滿又圓圓，正是眾生修

持必要遵循目標；否則若能成佛亦不是佛，僅是弗而已，弗人也就是非人的意

思，若是加上人才有成佛契機。 

 

若佛離開於眾生，是否還是佛體？是否還有慈悲，是否還有大愛，所以在佛必

須要通過眾生因緣來展現慈悲大愛，才能成就於佛！否則；佛亦眾生，眾生亦

佛，是否如此而已？也僅是名稱及不同層次之有情眾生而已！ 



 

 

 

第四十回  圓滿滿圓 

 

修子在現世中修持，必要能真正彰顯自我清淨無為之本靈，入於法界體性智，

才能達至十方法界圓滿境界。在對眾生必須通過自我檢驗，自我改造，才能達

成自我圓滿，即可在滿圓當中成就自己、也能圓滿成就眾生。 

 

普化過程，必要清淨無為落實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

慧」；才能在現世中提昇自己來超越，即在自我檢定能真正犧牲奉獻，圓滿人

道，地道和天道所有之不足。達成此種境地，才圓滿而無缺。 

 

天不言、地不語，人能代天宣化闡揚真理，故於天地並列三才，若不能在此世

行使，欲成就自己也比較困難，又人生過程，就是以累積德性，福澤眾生為主

要任務。通過五塵境，根塵相觸，促使自己有經驗累積。 

 

經驗累積轉化成為智慧，藉由人生種種歷練，將知識應用成功即是智慧；修持

過程也是如此，人世中若不經由真理知識轉變成行動經驗，也就無法獲得智慧

的成長。此種！根與塵所接觸過程，能以扶塵根轉為淨色根來成就。 

 

每次由因緣和合所接觸過程，圓滿自己往昔業因來改造，人世間是「生命改造

界」，若不能由生活改造、成就自己，欲達至滿圓境地，是謂不可能！在對人

類習性、氣秉與信仰經常會根深蒂固，必要低心下氣學習轉變固化觀念。 

 

若能永遠保持謙卑學習心態與作為，必能由根塵接觸中，了知自己缺點在何處？

也可在學習過程，將一切不良氣習完全棄除，就會將原來「有稜有角」的個性，

磨（魔）成圓圓而滿滿，滿滿又圓圓。 

 

所以人生過程不應一直求取外在之種種慾望，應將精力落實于每一件人事物境

的圓滿滿圓。故修子必要建立真理正確觀念，以此清淨自性，將一切人事物境

達至圓圓而滿滿，不可因自己不良個性所使，致使無法圓滿與滿圓？ 

 

如此而為，即在人生欠缺諸多不足，又如何改進？也就要圓滿周遭一切人、事、

物和一切有情眾生，含括一切萬靈與動植物。所以不論生命長短、富貴貧賤皆

可彰顯有情世界的光輝。 

 

一切有情世界眾生，應不分彼此，行使大乘菩薩行覺有情作為，互相提昇，才

能彰顯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大願的有情世界。覺有情必要具備大慈、大

悲、大智、大慧、大願，才能彰顯佛性本質。 



 

上求智慧，下化眾生，自我提昇，不求福澤則福澤具足；不必祈求皆可具足一

切。達至此圓滿境界，不論任何事皆可在圓滿中達成，滿圓中來成就！人生是

否如此？「吃虧就是佔便宜」，即可通過一切圓滿。 

 

圓圓而滿滿，滿滿而圓圓，才是有情世界眾生，回歸於元（原）始初地，即是

真如自我，本靈真我、赤子之心、原靈，即如來藏的自性，也在現世當中已成

佛了，保持大乘菩薩行滿圓境界，而成為佛體。 

 

在對佛性：即可圓滿而無缺，也無垢穢能了無掛礙；達到此種境界，已真正回

歸大道，自然無為之清淨本靈，祈望諸佛子皆能深切體悟 上蒼廣渡眾生苦心。

聖道回歸之教化課程至此已全部圓滿結束。 

 

能滿圓即可圓滿，能圓滿，真能滿圓，如此本靈即已跳脫三界而直超無極理天；

逍遙於法界當中，正是如來又如去。聖道學院必要落實弘揚：天德、母德、玉

德、諭德、佛德！不分別：儒、道、釋、耶、回，五教皆同出一源。就可由現

世中來成就自己，也能成就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