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程  聖道收圓】 

 

第一回  因緣由来 

 

天道無私，唯德是輔，蒼生立世，萬物其間，造就人類世界，周而復始，

成就轉輪，生生不息，此為大道循環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先天中各有不

同含因，區分未來成果差誤，會形成極大分別性。 

 

上蒼並不因蒼生為惡，摒棄任何一位原靈子，萬物皆有靈性，此靈體乃天

地所化，只差在覺迷分野，因此上蒼盼望所有原靈皆能回返；有情蒼生由

無極降至人世間，初到人間皆無善惡分別。 

 

因天時、地利、人和之攸關，久而久之即形成各個結果，在結果中又形成

對錯、正邪，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各人成敗亦由此可知，又各人所

持之角度與方向皆不同， 上蒼亦不因此而責怪眾生，並設教普化眾生。 

 

設教普化作用，乃欲蒼生明瞭，在對與不對當中作研討，天道設教亦是如

此，由真理教化中一而再、再而三顯化，無非是引導蒼生由不知，漸知明

瞭而通徹，此為 上蒼之大德，就以真理教化引導眾生作行事準則。 

 

天道之大德，由教化中使蒼生能明瞭一切，再由蒼生觀點形成諸多縱橫交

錯，引發無數的緣由，緣由中再分別正邪、對錯、是非；因緣即由此來生

成，也在真理教化明瞭之後，方能有實際身體力行。 

 

各個行動有分別，在分別又有諸多因緣產生，環環相扣成為花花世界；因

緣果報之延續而成為現今人世，環境亦由因緣而成；此其間若不將因緣外

放，形成獨立個體，必在個體當中即沒有他緣可左右。 

 

亦不會因眾生善惡將自己包裹，不爭外緣即無以復加因由，不因外緣所引

導成「報」，「清淨無爭」在人性中是成就「佛性彰顯」最主要之因緣，此

種「清淨之道」就是彰顯佛性最主要因緣。 

 

若僅僅是自性清淨，因緣則無以成立，以修者立場則能獨善其身；其清淨

中無為引導他緣，成為兼善天下，才能成就大同世界，否則僅自己清淨而

已，如何能成就天地呢？因「清淨即無私」，其公能融合大眾。 

 

眾者為「公」，故而無為能引公，天地間才能有正氣而生，如此而言：對

人類能否離群族而居？不也！若能離群族，一切都要自己來承擔，天下蒼



生又何必要來那麼多呢？此種就要蒼生以無為而就公，方能成就世界。 

 

人之因緣是不可離群而居，尤以當今更甚，現今蒼生若獨往山川河海自居，

起居皆不便；試想現今已入資訊時代，文明科技取代過往，若人類能離群

而居，必有一番決心與挫折，方會如此而為之。 

 

上蒼見此欲引導蒼生在此時代當中，能回復先天原性，無非是要將內心之

「私」，來引導成為「公」而已；因此在因緣中蒼生必要明瞭，人與人是

環環相扣不可分離，道場渡化亦由此而起。 

 

 

 

第二回  人生真諦 

 

天道無私，平等公正；人倫間有傳延生生不息之因，在傳延中，人之善惡，

造就陰陽變化，變化過程會有成敗之因；在成與敗中，形成人與人一種牽

制關係，此種關係又形成人間不可分離的相繫。 

 

人與人能以互動結合而成為社稷；在社稷有者出類拔萃，有者鶴立雞群，

有者默默無聞，有者平平凡凡，有者則庸庸碌碌終其一生，對人間內各有

不同角色，每人所扮演角色亦不同。 

 

綜觀！人生從陰陽交合而成胎，在母胎孕育十月方瓜熟蒂落，哇哇大哭一

聲來此世界，不知不覺中來成長，又不明白從何而來？又為何要來？僅在

無明與未知的將來，見一步而行一步。 

 

自離娘胎，受哺乳三年，含辛抱養，數載之教育；最初由無知漸而明瞭為

人處世之道，只因落凡迷失先天，迷障原來本性，人間教育僅教導如何為

人處事，卻無法在心性上落實教化，欲歸返實則難如登天！ 

 

故而宗教本意，在於教導蒼生，如何由人世間行持一條歸返大路，人由天

而降，若只言天生地養而不教化，也僅在生活中打滾而已，應知運用短暫

有生之年，做好有利大眾之善舉。 

 

若以自己之私，其私利己而不利他，必會在此世中，有諸多不能達成圓滿

之境；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造業，又對造孽而不知者，造了業又不明瞭如何

改善；如此業因已成果了，下世又要受牽累，此乃蒼生易犯通病。 

 



人世間心性因果教化不足，必藉宗教來輔導；然而聖神仙佛亦是由人而修

成，只在宿世能符合天心德澤之作為，也因此在回歸後亦時以蒼生為念，

時而降凡又時而常駐人間；欲來解脫蒼生之病，盼能改過錯成其正道。 

 

如此在人世間要留有德徵，故能在德性之中，讓蒼生有一遵循與學習指南

方針之目標；又人間宗教亦因此能蓬勃發展，尤以現今萬教齊發，已進入

另一嶄新境界，因宗教發展，形成處處皆可學習人倫道德。 

 

然世人終日為生活而奔忙，縱使賺進天下財寶，皆歸自己所擁有，亦不過

日食最多七餐，夜宿最多八尺而已，為此已是多多了，然而成就越大、位

階越高，心靈也就越顯得空虛，這是現今眾生最大障礙。 

 

此刻當務之急，該如何提昇自己的作為？若所遇環境善知識眾多，各個皆

能利益蒼生，造福人群，如此可謂之大幸者；最不幸的是所遇環境缺乏善

知識，則成酒色財氣，又自私自利，如此如何替蒼生謀福利眾？ 

 

人類不能偏離族群，今世宗教教化，必能引導蒼生改惡向善；又當今世人

皆非常富足，為富足終日奔忙，很少能有一息休養之機會，又如何能有心

靈淨化的提昇呢？甚難的！  

 

在空閒之時就會往他方旅遊，唯感覺總是欠缺什麼，此皆內心中空虛使然，

又因若能有機會參加宗教活動，必能導引善念初發，就會在初發藉緣而引

緣，成為宗教之一份子，故而宗教所教化，必由此來逐漸引導。 

 

 

 

第三回  初生含因 

 

浩瀚宇宙，天地成因，無極未動之初，萬物皆藏，在無中已有過往「含

因」，因緣未熟，萬物難成，只待緣而發，其緣未至時，對所有作為皆難

以開動，期至萬物初動，無極化太極，一切含因才有起動。 

 

太極化分兩儀，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之分化，陰陽天地初始即由此而起，

人世間因陰陽而男女，兩性成因，時而更迭，兩性交合傳延後代生生不息，

又原始初動，初生原性純潔而無瑕疵。 

 

一絲善惡俱無，亦無分別對待，兩性初動後因食而成欲，由欲念再引動七

情六慾，此時原始初生最純真無瑕，因欲念動，始方有生息機會，在人之



初，未發原動之念為最純潔無瑕，即謂之初心。 

 

初生之念無分善惡，初動之念具有先天原性，慢慢失去原性而分善惡，在

學習教化與經驗，累積人之所為，應該與不應該，應為與不應為，教育與

學習，在前人承先啟後所教導而受益良多。 

 

然每個地方因時、因地、因風俗民情差異而立不同之規範，適應治理之道，

合乎當代所需，也在教育學習中，有諸多不足，僅能適應治理條件而已；

人之初動，由無而生有，由動中將人性付諸於日常生活的規範。 

 

因生活所需，日日演變而成習慣，故迷障本性，又人若能將習慣作用回觀，

即能在學習過程，將一切不適應的治理條件來摒除，摒除過程中，必要引

大智運用，方能有所作為，否則隨波逐流，又埋沒了自己。 

 

人類蒼生在學習與教育的治理條件下，也就規範適合當時的治理條件，如

此必要以治理之道，為蒼生來謀福祉，否則僅為治理而規範，即難成回返

先天條件。 

 

在修持上，蒼生入於宗教，承前人引導而初入道場，其原始本性皆無善惡

之念；亦在平常心中行持，又此時之心念是最純潔無瑕，甚且完美無缺，

然入於宗教必有治理規範與條件來束縛，如何可為？如何不可為？ 

 

必在可為與不可為之中形成對錯、正邪、善惡等分別觀念與行為動作，此

種行動即受宗教治理規範束縛，亦形成初生後一切作為開端；而後受善惡

所分判，又宗教教導能由學習與教育，漸漸明瞭對事情看法。 

 

如果宗教前人能以正導，必可在真理教育中分出原始本性；又假如宗教前

人僅在傳延教脈上用心思，又以當時治理所需而規範，就會對正道加以摒

棄，後來者因前人所承之私心，亦難分辨何者為正？何者為私？ 

 

此種！也僅承受前人所教育傳延，後學者亦難有分辨能力，故而能摒除前

人積習已深之不良規範否？此種甚難的！如此，初生之環境亦十分重要，

善惡因緣亦由此影響了往後修持正道的根據。 

 

宗教在教育初生門徒十分重要，因初生之徒並無宗教善惡之分辨；有謂修

習一年佛在眼前，修習兩年佛在天邊，修習三年佛已不見，此即在受教育

中，不能認清自己是來學習內觀清淨心性，卻把心向外觀而促成迷失。 

 



 

 

第四回  發心助道 

 

人之一生在於世間忙碌，心難以清，性難以明，又人類眾生即被生活一切

瑣碎事務羈身，就很難有片刻清閒，甚且都在「盲與忙」中過了一生，可

嘆！若能有短暫心靈清淨，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如果能入於宗教修持亦乃是前緣之福份延续，然而入宗教時，初發心是純

善無惡。對初入宗教一切皆無知未明，故而一切作為，宛如孩童天真般可

愛，無私無邪，給人感覺真是可愛極了。 

 

此種作為皆合乎天真天性，然而漸漸因宗教教條約束，使之能明白何者為

戒，何者為律；又此種在對宗教信仰者與修持者必要如此，也因為有戒律

就必要遵守，才會有良善的宗教規範。 

 

戒律約束：使天真純性有善恶分別，產生心中種種对立，很難將原性彰顯，

此時已蒙蔽天性良能；但在戒律教條約束下，能明白為人處世之道，此乃

宗教優點所在，亦能將原本不良、不好陋習改正，作為端正人生。 

 

所以社會風氣善良，也造就道場到處林立了，對初入道場，本性天真，戒

律約束就會產生一切非關本性之清净，在善惡理念下，道場戒律深植人心，

就比外界無修持眾生之行事作為，較能合乎天理良心。 

 

所行亦有端正作為，同外界相較之下，確實有一種可敬、可佩、可親的儀

態，給予無修眾生模仿、學習榜樣，道場能綿延而不斷，因修持有諸多戒

律的束縛，形成原本可為而不敢亂為，也比較減少很多造業機會。 

 

初入道場者未明宗教一切，時而常生歡喜、讚嘆心，若能將此心長遠而不

斷，成道足有餘，在修持者初發心能合乎天地自然法則，此種心初動，亦

能感動仙佛，成就善緣的成長，是對所有好因緣來提昇。 

 

初心宏效因人而異，有之因初發心，能因發心而成就道業，有之發心初動

無法長遠續持，而功虧一簣的，但在一段時間後，漸明瞭宗教道場一切作

為，又漸生怠惰懶散心，也就很難有昔時初發心。 

 

有之因在道場擔任要職，而生侮慢、驕傲、愩高心，以及後學所恭維影響

初發心之本意，發心也就大打折扣，如此在初入道場迨至一段時間後即明



瞭，何者可造之才？何者放牛喫草？何者造惡累積？即在此分判出來！ 

 

人有善願天必從之，亦要看發心者作為而論，眾生皆時常發心（善心），

但在發心初動，能彰顯心態作為，作為往後成就道業的依據，但在能以己

利造公利（無私），此種發心亦較能感動天地，也較能成就善業。 

 

發心持續，必是最主要目標，否則人生一世當中，時而發心、時而退志，

也就無法長遠，也不要隨便發心，避免有時造罪而不知，但必要持恆發善

心來行使，方是發心最主要的條件與目標。 

 

 

 

第五回  自然無為 

 

大道運轉天地，自然而無為，孕育萬物而生生不息，天地運轉一切皆秉自

然之道，此種運轉即是自自然然，不會因萬物善惡行使而有所差別，能造

就一切生命力來成長，對人類眾生就有生存必要性！ 

 

人生能受天地孕育，皆大道自然運行而不悖，累世中人之作為，造就善惡

因緣，無以同天地大道相提並論，天地不因人之作為而有所分別，皆在萬

物同其體，更同其份而眷顧之，所以天地於萬物之能仁，即在於此。 

 

聖人之治無為，庶人之行有求，此作為關係著人世間所有成就，形成與生

俱來不同緣分的因由，又人類所處之環境一直變更，古之「無為」迄今很

難被現代人所認同，皆在有有所求中來追求行動。 

 

人生即形成一切「有所求」就難以「無所為」，但在所求中若能以自己之

目標符合「無為就公」，天之大德即在此；因無為即大公，能以此作用提

昇為大公無私，即能為大道添加自然原動力。 

 

人類蒼生皆在有為環境，成就無為事業，也造就道場傳延不斷，這是一種

向上成長；所以宇宙創造在於自然法則，天地創造也在自然法則中運轉，

人生亦在自然法則來行使，此即是自然無為之道。 

 

人生中一切作為，皆要合乎天地自然法則運行？動植物皆具自然不變法則，

亦由因緣來造就生住異滅、生老病死，自然界以人為萬物之靈長，人有智

慧可思考也能分辨是非對錯。 

 



上智者即能為蒼生謀福而無所求，旨在利他而不思利己，因在利他已具有

利己功能，不求功利則功利自達，是以無為也無所求，對自己能有良善的

成長，也能提供自己與眾生，宛如天地運轉一樣德澤。 

 

中智者因己智，先利己後再利人，此乃有為之作為，因先利己，己達後方

能達人，己足後再能足人，此為道場修子所具有心態亦無不可，先利己再

利人後利人而無私，從中智而往上智行持者，按部就班依序提昇行持。 

 

下智者在利己後，即封閉不再往外而利他，此私難以就公，公私論中違反

自然法則，物極必反；又私利無公，公私中即顛倒，縱使能豐衣足食，往

後也因私過了頭，到後來要由私去補公，此為自然法則所具備基本條件。 

 

上智者因公而無私， 上蒼所補足即無為法理，不受私之欲求，對自然中

無為者，方為真理所認同。天地無為不因蒼生所祈求來改變自然法則，人

生只是在自然法則一個過客而已，夫復何求？求之能得否？不一定！ 

 

若違反天地自然法則，行為就違背！人世間因無為而有所作為，有作為方

能利他，在利他環境要具備本身基本條件，先要足己方能足他，先能利己

方能利他，此為人生基本條件，否則何來資糧成就利他的功能條件！ 

 

以有求作為中再修整為無為，則為現世道場應具備之條件，也在人類世界

欲達無為上智者，必要自己有足夠本錢，方能由中智之有為，達至上智之

無為境界，這是必要有的基本條件，才是如實向上來成長。 

 

 

 

第六回  含因演繹 

 

宇宙開創乃是無中而生有，又在無中已含有過往成因，雖然在無中而成有，

在其原因也早已種植了；故在成因中遇時空因緣成熟而啟動，星宿繁衍成

就發動之因，乃在星宿亦已成就過往因緣所應具備的條件。 

 

待時分已至，天地開創，宇宙形成，一時而動，漸由動中引出過往因緣待

時，僅待時刻將至，成就宇宙虛空延續演繹；天地萬物乃宇宙所化，天地

間由無中生有，在無之創造中，即按過往含因而接續。 

 

無之含因中有一切含緣，此時萬物皆靜無動，待時成熟，方有動之成因，

此為無之無中而生有，一切創造過程即在此種條件，天地間從無至有，此



過程累積億萬年多，待緣而發，在天地開創，也因時之成熟而一切就緒。 

 

此即天地開創由來；也是人類生存之由來，亦因天地萬物待緣而至；遠古

之際尚無衣裳遮體又生吞活飲，待進智慧漸開，漸能明瞭文明教育變更風

俗文化，才演變人類生存進化之道。 

 

遠古開創，無中而生有，有中而還無，有無不斷在交替中，春夏秋冬、生

老病死，成住異滅不斷更替，人生宛如草木一春，僅由數拾個寒暑連接而

已，若將人生之一世由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比喻為人之一生。 

 

即可讓眾生警惕，人類眾生若只有一生而已，又有誰敢為惡，而不為善？

人類一生是由無數個一年所組成，今年過了之後還有明年；若是今生過了

之後即無來生，如此有何人敢為惡乎？ 

 

生命一切開創，即在無中而生有，然而此並非全無，人生中所具備含因萬

緣開展，僅在待緣而動，受因緣成熟便能一拍即合，此種因緣已具備人生

創造機緣，時常執著於人之開創，也時常放心不下。 

 

心中常抱持著：此為自己所創造與開創的！也因此常受執著而束縛，殊不

知天地之開創、宇宙之開創乃自然無為，人生之開創僅在替蒼生謀福而已，

微小人類何不學習宇宙天地，開創人生福祉自然無為？ 

 

人類宛如草芥，何時歿度，又如何能明瞭？人之一生即在因緣中求生存，

如果僅為自己而活，即失去自然無為之道，其實人之一生都在替別人服務，

故有云：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只是自己不瞭解而已。 

 

創造演繹過程是要蒼生皆能明瞭，人生只有短短數拾個寒暑所連接而已，

能否放長遠的眼光？即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人生真是苦短，又無可奈

何的！想一想自己此一生是否也如此？能看清楚世相，就是大智慧者。 

 

唉！何不放下身段，替天地蒼生謀個福祉？亦能替自己造就無邊福報；雖

然創造過程是無為，就是在於無為當中，替自己有求後再無為，就能利他

又利己，可否明白其中堂奧？自己必要努力！ 

 

 

 

第七回  開創使命 

 



天地萬物生存，對人間創造皆在無為自然過程，其成因乃道之自然，而人

間立於天地自有其肇因，生生而不息，成就人類文明之延續；又每個人皆

有特殊使命，天生我才必有用，人之初生即擔負使命而來。 

 

如此一生，有者一帆風順，有者受苦受難，有者平平凡凡，其間不論任何

角色，皆離不開自己所擔負的責任與使命，人生中若能了結任務與使命，

既能離開生死，回返無極？  

 

一家之開創，在於陰陽兩性結合，陰之使命：乃在傳延人類生息，陽之使

命：乃在保護家之一切，使之而無憂，亦即能達到和樂圓滿境地，此種生

息所關係就能延續家庭命脈，而達至傳延目的。 

 

人類為此家，一生付出極大心血，陰陽兩性傳延，帶動社會結合潤生，天

地運轉皆無為自然之道，亦即人類開創的縮影，人之結合成就國家社稷，

欣欣向榮，對人類傳延也因此綿綿不斷。 

 

人能合群之功甚大，人與天地並列三才之緣由亦在此，又人類因開創而成

社會團體，此中即含有創造之能力，上古人類清純，開始較無創造能力，

經由上天演化，漸漸就因競爭創新中生出諸多人才。 

 

此種人才一生中窮於研究開創，形成一而再、再而三的探究，經過失敗中

檢討原因再改造，造就有志者事竟成，也帶動人類生活舒適環境，也因此

可造就有無量福祉於蒼生。 

 

人類一生中所受之苦難與折磨造就出清高品格，雖是很苦，但能在逆境成

就自己，也能成就蒼生，先成己家之利，再有公出而利天下，然而若不能

有公出，就有很多私傳沒落，亦有良多功夫因私心而失傳。 

 

此種條件，皆在不能公出而利益社會所關，人類眾生也就失掉造福人群的

諸多機會，現今時勢已難同於往昔，對所有可以公出，就必要能利眾也要

能利己，是讓自己可受益，也能受益眾生，方是開創無為之道！ 

 

 

 

第八回  演化修整 

 

天道演化無中生有，在無中已具成因，雖萬物皆由無而有過往含因，僅待

緣而成就，此種人間的演化亦因無中而生有，有中而生長，長中而成大



（壯），大而至老，老之而漸枯，枯中而至滅，此為人類演化過程。 

 

虛無飄渺中，雖看不見、摸不著、聞不到，但在虛無中已有過往成因，只

在無中待緣而成就一切，人世間所演化必要經過：生老病死，生住異滅、

成住壞空等重重過程。 

 

一切因緣皆由人類所延伸，而含因乃在自然而無為中待緣而生、待緣而發，

雖然  上天能控御自然生長之道，但只能依人之行善與作惡，而降禎祥或

災禍，演變成為人類未來福禍。 

 

此種雖然是 上蒼所能控御的，也因人之作為而有所改變；所以  上天演

化亦在此，即著重在成就蒼生之未來，又在演化過程能令 上蒼所器重，

是對宗教道場作為，能符合天心德澤，必能成就今生。 

 

宗教道場：本是代天宣化，因天無言地無語，乃藉人間宗教道場修持闡道，

成為道場之聖務使命，只因道場能提倡有關生命提昇之真理教化因緣，對

修持行善者也能利於蒼生，必在演化過程中，增加無數功德。 

 

利益蒼生乃 上蒼所樂見，能利蒼生行善修持有功者，能與仙佛同在，也

是菩薩行為，由此可知，代天宣化過程；可對人之行使能見未來佛果，如

此藉蒼生來渡蒼生，亦是演化過程的一環。 

 

此種演化，必要有仙佛心、菩薩行，方能成就真理宣化推廣，也因道場宗

教，是離不開人間一切關係，道場興盛皆與主事者和學生之用心有相關，

又在代天宣化中，學生未知無明甚多。 

 

宗教主事則負有承先啟後之教化責任，提供後學者在修持道路，化解人世

間所遇到的挫折橫逆，就能消除無明阻擋進道之精進心，給予堅定信心，

對盲點若不突破，將帶給後學者有一分失落感，相對！也阻礙人才培植。 

 

眾生因無明與未知進入宗教道場學習真理，若一直處在無明與未知中，就

很難有成就，如此遇阻礙而失卻長進機會，豈不令人惋惜？所以進入宗教，

要依靠聖神仙佛指引盲點，有時亦要有善智識者的提攜。 

 

但自己改變才是最重要，否則任由仙佛或善智識指引而自己不思改變，任

誰也幫助不了自己，就會難以提昇，修子必要明白進入宗教必是以真理學

習來改變自己，又在對道場演化能提供蒼生資糧源作依據來修整。 

 



如果！不能帶給蒼生有增進之資糧源，也就無法長遠提昇，又要如何將仙

佛教化，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亦要蒼生（學生）實際體悟，方能有精進

心長遠而持續，否則修行若與日常生活脫節，此能長遠否？試想即知！ 

 

大道演化乃無為，道場演化在有求，如何在有求中成就無為？必看蒼生及

道場主事作為而定，能創造、開創、演化，必要配合各方面皆有共識，方

能成就；否則何來創造與演化？實則蒼生在演化過程中度過而已。 

 

 

 

第九回  進化提昇 

 

天地萬物皆在演化過程，因時空轉換故謂無常，在無常中時光更迭，形成

累世的環環相扣，人類因長久處於演化環境，漸漸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

去？我本不欲生，突然生在世，我本不欲死，突然死期至。 

 

此皆非人類所能主控！所以人類無法如願所求，心中必時感罣礙與不順，

若人類所求能無私奉獻，在進化中即能歸於本位，又靈性之源頭於無極虛

空，能否歸返原本位？須看累世與今生的作為。 

 

進化目的，就要歸返原本位，在現世能由演化過程，經過改造與精進，即

能達至進化的初步階段，人類經過改造精進作為，形成一種心中「至明」

階段，就能漸漸達至原本，但離回歸本位尚有一段很長距離。 

 

如何修整作為來提昇自己？當務之急，人類進化方有創進動力，又創進本

質與目的，是增進眾生福祉，如果以宇宙開創無為而論，人類必要進化方

能達至造福目的，又道場乃以真理導引眾生，就能有修整作為來依歸。 

 

立聖規與戒律作為修持依據，對道場善眾不以利益自己為最終目的，而能

以眾生共同成就為共識，就因修持而己達，且更能達及他人，此種一人提

攜形成眾人成就，已超乎凡人所為，能達至菩薩行、仙佛心。 

 

私人成就，即受因果束縛；能成己利人，才不受因果束縛，但在人間修持，

時常落於受境而轉，私心導致易落於因果，故而能長遠保持菩薩心、仙佛

行，正大光明公正，方不受因果束縛，即能解脫。 

 

宗教環境，因開創之人時時唯我獨尊，視此宗教環境為我創造，時常受執

而不放，就會在利己行為上已成固化，縱使能成就道場因緣也無法長久，



也因為有私之認定就不能公出，又如何有良善福祉來施予！ 

 

開創之中欲成就德業，必要能開創而不執有，否則能長遠而不悖乎？執著

開創為己有，也僅是短暫的「曇花一現」而已，綜觀歷代道場能長存者，

皆在創造而不執持，開創而不佔有，方是長遠之道。 

 

進化目的，是以眾生福祉能提昇，在提昇中探求心中本源，探求過程中必

會生出諸多困惑迷茫，也造就無明障礙，必要眾生能點燃心中光明，回復

清寧本性，再以此來同天地無為大德相接，而達成回歸目的。 

 

否則！不能將心中光明點燃，又何來達至清寧本性？欲回歸本位，宛如登

天還難，只在累世中打滾而已，所以進化目的，無非將心靈歸至清淨無為

之境地。 

 

 

 

第十回  人生無常 

 

人間進化，就有人類造福萬物蒼生，方能成就欣欣向榮，萬物當中之一切

因緣就在進化而造就提昇；人之中若沒有進化，必會退步亦即守舊，若以

保守必難成進化，然而在人之一生中，進化是必要具備。 

 

進化過程：依於時空無常流逝，人從出娘胎就需要經過學習來進化，進化

中必有無常存在，每一環節與時段都在無常中流逝，故而無常方能造就進

化，正是兩者相存相依，造就人類演繹生存取向。 

 

人離娘胎後，必經過哺乳撫養，牙牙學語，長大成人後，再由教育明白生

存與為人之道，進而由學習中，漸漸進入社會，這是一個轉化過程，每一

時段皆不相同，所以人生就像一齣戲，每日皆在重複上演。 

 

每一個環節絕不相同，縱使能類似已很不容易了，所以在人生中，無常必

時時圍繞著我們四周；舉例：大道車流每一時段皆一種環節，經過紅綠燈

在前方所轉換，又是另一個環節（結）與空間在等待著。 

 

一條道路駛來，何者能類似所見人事物否？實則皆不同，就會在人生當中

時時有狀況出現於眼前，轉換時空也不同；若在早上八點出發，預定十點

到目的地，雖然道路相同其間所經過人、事、物景觀皆不同。 

 



正是人生如演戲一般，欲達到目的地，只在如何演好自己角色而已；又在

對每日清晨所食之物品，經過烹飪對每人所求口味不同，有人喜素食、有

人喜葷食，其間在各人所喜愛角度差異各有別。 

 

有人喜食清淡食物，有人非來個肉食不可，又一日所食，若早晨能較清淡，

可以帶給一日較有清新頭腦，思考力亦較敏銳，若肉食較多，清晨至翌日

思考力較遲鈍，在飲食方面清晨能以淡食，給自己頭腦有清新思考。 

 

清新思考帶給自己無窮福澤，人在無常中時因頭腦錯亂而錯失諸多良機，

若有清新寧靜思考力，就能替自己帶來很多機會；人間無常就像一齣戲上

演，每個人皆是主角，每人也是配角。 

 

生、旦、淨、末、丑，端看每人扮演角色，能帶給大眾歡愉和樂或傷感不

悅，全部都是給予自己能有一個演出機會，人類眾生觀螢光幕上所扮演角

色，時時刻刻都在在變化，上演各人不同角色。 

 

一齣戲：有時分成好幾段章回來演出，細思又有那一個時段能相同呢？若

將原版帶重新再播放一次方能相同，否則能類似已是難能可貴了，所播放

時段不同，人事物皆不同，時間亦不同，如此已是無常過往了。 

 

人生作為即是如此，在無常中何時歸返？即是一齣戲所結束，試問世人：

一齣戲結束，留給後人評斷是什麼？即觀現世所作所為而論，人類眾生皆

不願自己留給世人有不好評斷，故能以利人德澤於人世，方能名留千古！ 

 

 

 

第十一回  時空變化 

 

人的一生是由時間與空間相互交錯而成，人類因有時間流程，才能造就空

間所演繹，人生若無時間到臨，則沒有因緣和合造就一切演繹，所以在人

之一生，若無時間與空間相互結合，一切因緣必無法成立。 

 

也因時空相互結合方能成就，必在時空中不停進化，否則停頓一切是無法

開創改造；此種因緣法則，就由時間加空間方能達成，宇宙萬靈必處在不

斷變化中方有創進，而變化過程，只是留待因緣降臨再行改造。 

 

若無時空，也就無法達成因緣和合，舉一例：人相約定於何時、何日、何

月、何年、何地點，此約定時刻，必等到時間來臨時方可赴約，就因時間



已定，地點則是空間所選擇。 

 

兩者相加，必要時間加空間才能達成，還要有交通運輸工具來促成，方能

抵達目的地，否則必難成就相約。人、事、物，對時間加空間，方能造就

啟動一切過往含因來接續因緣果報。 

 

若是以聖堂教化與濟世因緣來論，先訂出時間和地點。地點空間加上諸賢

生參與約定，以及仙佛降臨，正在進行加持與真理教化之利人聖務。如此

人、事、物加仙佛，合成普化相互結合。 

 

若無時間加空間，还有諸賢生與仙佛約定共成一起，是否能成就真理教化

之神聖工作否？甚難的！就因有時間加空間，再加上諸賢生以交通運輸工

具代步，方能促成善因緣連結而成就「聖道真理系列天書」之教化因缘。 

 

又在時間加空間，能達成所欲求與相約的作為，人類所生存也就能代代傳

延了，又在此時空由夜間 19：30 分起，時間一分分經過，此為時間不停

留，也在第一段至今，已過 30 分鐘之時空消逝了。 

 

雖然人、事、物、地點皆相同，但是演出早已不同，此種時間相同空間中

所成就，就不是在是前言介绍了，待至教化闡述完成後，又是另一時段的

時空流程，雖然空間相似但時間已不同。 

 

又上回真理教化時間與空間而言，空間相同、時間相同，但又是一星期轉

換，而且仙佛也不同；待至下回次時空相同到來，但已是過一星期轉換，

然而加持之仙佛又不同，人生即如此，縱使能類似，也已成往事了。 

 

人皆在無常中度過時空流逝，又人生之中各有不同遭遇，古云：「恨命莫

怨天」，人人皆會遇到挫折與不如意，此段時空就會因人之作為，產生無

明障礙過錯怨尤，造成不如意與挫折。 

 

若能以過往作為借鏡，而不再犯，在於下次時空與事物來臨前，先作一番

修正，自然不會重蹈覆轍，縱有橫逆來臨，有時以反方向思考來面對，更

能成就眾生，也是一種逆增上緣所激發。 

 

若一味追求順境降臨，在人之劣根習慣下，時常會迷失自己，也因順境，

就容易讓眾生增加造罪業機會，所以逆境對修持者而言，是最有可能成就

的，又時下眾生觀點多有不同，必看眾生用何角度作應對。 

 



時也、命也、運也，此乃世人常聽聞之，而三者關係實不可分，因時間加

空間結合方能成就於因緣，若無時、命、運三者配合，必難有所成就，也

在人類善惡因緣當中，能否用『靜慮』思考體會、省修錯誤。 

 

人之思考加上正念，促使自己在警惕中行持，由經驗累積明瞭該如何作為？

如此正道而行，就能開啟人生光明大路；願蒼生體悟『大道真理天德』正

是以橫逆成就蒼生，若不經過一番磨練加考驗，如何能達至更高境界？ 

 

成果若太容易得之，必不善加珍惜，豈不是與大道自然運轉相互違悖？佛

言「淘沙始見金」祈望蒼生，不但能珍惜當前所擁有的一切，還要努力開

創未來幸福，造就世人福祉於永遠，大家願意嗎？ 

 

 

 

第十二回  因緣流程 

 

人類在於世上生活中，時空無時無刻皆在流逝中，時空流程就有諸多變化

改革，每一個環節轉換，人人都處在陰陽相互對立，如此才有因緣果報來

接續時空演繹，人即在對立中來成就善惡因緣。 

 

若只有時空旋轉無因緣促成，必難成就任何事務，又在人生中，因緣和合

是為重要環節，若沒有因緣促成，即沒有善惡因果定論；也在人之一生中，

因緣和合正是成就了：甘、苦、酸、甜、鹹、澀之過程。 

 

就會由業障考磨來臨前，因緣和合也就開演，然而對因緣之開端，亦是成

因所使然，其後也就是果報成熟；成就受報之過程，是好、是壞，皆按當

時心態觀念所決定，這就是因緣果報之關係。 

 

有時一件事務來臨，看似惡（壞）果，但在作為當中，若能以善德心作修

整與改造，又以感恩心來面對，看似惡果來臨，反而卻成就善緣，有時看

似善因，但若心態作為上出現邪念邪行，就會從善因演變成惡緣。 

 

經常是用不知情，互相猜忌與惡毒心來行使作為，善果亦會變成惡因，如

此好事壞事，好因壞因，皆看個人心態作為與應對而論，好未必是好，壞

未必是壞，該如何修整，用光明心態來應對才是正道？ 

 

好因成好緣、壞因成壞緣、好因成壞緣、壞因成好緣，不同分別來成就，

在人之作為中，該如何完成造就善德因緣？方法必要多花時間學習真理，



接近善德智識給予開導或蒙諸天仙佛加持普照。 

 

世人皆有趨吉避凶之本能，善喜吉祥、棄惡避禍，乃人之本能（經驗），

已具備如此觀念，甚且根深而牢不可拔，有時若遇惡運凶禍來臨，必至貴

人貴地求取解厄方法，平日有積善德功果者，就能早日脫離苦厄。 

 

若無善德因緣，又加上不明真理，事發必迷茫不知所措，也就造成心急亂

投醫，以致於引發一連串苦厄來磨此身心，又一樁接一樁的考磨，有時正

是在於自己「冥頑固化」、難以體悟所導致。 

 

就會由考磨過程，比別人來得更多，也來得更慘痛，時常造新殃而不自知，

如此真是可憐，在對時光無情，一分一秒皆在流逝中，又在考磨過程，有

時會對仙佛產生不信任感，有時會受考程而生退志。 

 

尤以道場修子，不明事理加上自己固化所致，在考磨期間不明事理，又無

善德因緣來培植，以致時空流程必較長遠，考之過程亦會較長，磨之銘心

也較刻骨，人生時空旋轉一瞬，即過了好幾年了。 

 

總覺甘甜順境較短，感嘆一生經常在苦厄中度日如年，現世即難以了脫，

人在現世時空中，現世報應的因緣過程也都加速幾十倍了，所以人之一生，

能有多久是處在酸、甜、甘、鹹、澀過程當中？ 

 

必看用何種心態處世與應對？在由無常變化，時時而不同，流程中亦是每

分每秒皆不同，綜觀現世車禍發生只在分秒產生，若能受到仙佛濟渡導引，

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逢凶化吉這是必要的。 

 

時空流程，如此轉瞬間成就各種因緣，人之一生只在時空轉換過程中修整

自己而已，若是毫無因緣，又事務能發生否？不也！必要把握人生方向，

當下即能讓心智成熟，又對所有一切過程，也只是人類心態的轉換而已。 

 

若能放得下、看得開，人生即可在歷史過程中，留下光輝的一頁，時空能

為自己停留否？甚難也！皆在時空流逝中，當須把握人生，立定光明目標

而勇往直前，如此方向才不會偏離。 

 

 

 

第十三回  陰陽相對 

 



天地萬物在陰陽相對中而立，相對而平衡，又萬物皆处在陰陽相對，方能

成就生命傳延，若無陰陽相對，必難達成生生不息的傳延，也在傳延方能

造就輪迴之生息，對人世間就有必要的修整循环。 

 

地球星系有太陽月亮相互光熱照耀，方能造就地球空間人類，給予大地有

欣欣向榮之機，白天有日辰之照，方能達到成長目的，若無日辰照射，天

地萬物必處於陰暗昏沉，而無生息之良機。 

 

萬物必以日辰照耀，方能促有成長空間，在日辰光明所賜，必為人類與萬

物所需要；人生中若無日辰照耀，就會處於沉悶而無生機，自然也就無光

明顯現，萬物因有日辰所照耀，方能帶給人世間有成長進步空間。 

 

日辰照耀乃光明世界，月辰之照乃陰盛世界，若僅有日辰照耀，而萬物在

動中必難有靜止休息時刻；也就無法持恆而達於平衡運作，所以日辰光明

陽盛，月辰黑暗陰盛，兩者之間相輔相成方有「恆常生機」。 

 

以日辰在白天運轉謂動之極（陽盛），動極必反而成陰，由陰而漸至陰盛

（極），以陰極為人類萬物靜止休息時程，在靜中雖不見轉，但在宇宙空

間而言，此時刻必會一一經過，如此乃陰盛而靜，非不動亦非靜止。 

 

只在人類肉眼可視，所感覺不到而已，所以對陰盛亦在人類與萬物，動之

極而休止，如此在人生中，若一味工作而無休息時間，勢必無法負荷，故

而有陰盛時空，方能給人類與萬物有休息空間。 

 

若人類萬物只知一味工作，而無休息之機，必成爭端不平世界，所以陰盛

給予人類與萬物，有充電與休息思考空間，來迎接明日挑戰之生息，易言

之：在陰盛來臨，給予眾生再出發「生命契機」。 

 

萬物相對，有男（陽）必有女（陰），兩者為生息傳延命脈，若無陰陽相

對，必因孤陽或孤陰而難以成長，但在陰陽能以相生契機，替萬物造福，

給予眾生有更豐富成長空間，這是很如實也必要的。 

 

若無給予萬物生存進步養分，必會保守而無法進化，所以人生是在一連串

不停創造進化過程來成就；綜觀人類萬物開創史蹟而論，因有人類之陰女

陽男，方能促成生長，傳延後代子孫舒適環境。 

 

尤以現今人類生活最舒適，遠古所沒有的舒適科技文明，而今都已能夠達

成，可謂現今眾生厚福，也就必要善加珍惜對此種 上蒼恩賜，方是為人



之道。眾生厚福在此世顯現。 

 

但仍有一些人具足現世文明福報卻還「輕身自殺」，如果不能替自己造福，

反而給予眾生留下不良榜樣；人身難得生於此世界，必要珍惜有生之年，

若業障深厚，經常就會有苦難與考磨。 

 

若能以反面觀察體會，對磨難與橫逆來臨，以感恩心來克服，必會增加人

身歷練，給予自己能有成長經驗，如此何樂而不為？果若一味以現世考磨

難挨，又難過而思惟，恐怕很難再造就提昇了！ 

 

試思其他國家尚有諸多食不著物、衣無蔽體困境，再反思自己衣食無憂，

甚且住行都非常方便，如此厚福豈可輕言『輕身自盡』？須知身亡之後就

會因壽年未終時，尚要監禁枉死城，受苦受難至壽盡為止。 

 

此種境况遠比現世苦難，還難挨百倍以上，並非一死百了就可解脫，此點

訛傳謬論應該糾正，避免屆時後悔已難再復人身，就會受苦無盡，如此又

何必？可嘆加悲哀！ 

 

 

 

第十四回  中道平衡 

 

宇宙乃大虛空所形成，才有萬靈演繹之成因與環境，在對宇宙而言，人類

所生存之地球空間，乃為滄海一粟而已；也因人世間所生存空間，就由萬

物陰陽相生而成世界，又在生活中成就生生不息之生命契機。 

 

人類生存空間世界，在對陰陽兩極，若無相對即無平衡；故言世界的基準

點在守中而已，若平衡不足必成為偏悖一方，若在偏之一方而論，必難有

陰陽消長之成就，此種相對過程，就常常體現在人事物境當中。 

 

有陰必有陽，若無陰陽，就難有相對來平衡一切，所以宇宙空間而言，也

不因具備相對之關連，又在宇宙他方世界就會因無相對，故能跳出三界之

外，若在於三界之內，仍屬陰陽兩極開端而已。 

 

然而！陰陽兩極之相對，必互以相生相長，相逆相剋來生滅一切，對人世

間與幽冥界正是相對而言，人世間是有日辰照耀，也有月辰寂光，兩者必

相輔相成，方能成就現今世界，就會比幽冥世界超越良多。 

 



以幽冥而言，雖有日辰之分，又日辰所照耀不足之處，即成陰冥世界，若

以「陽間與陰界」必是相對論，形成最終必是以「成就陽間、改造陰界」，

而有三界普渡之說，也就對「三曹普渡」總關鍵即在此。 

 

陰陽相對平衡點即在於守中，而守中要旨正是不偏悖一方，如此互相消長

過程，就可避免物極必反道理，守中本義：欲眾生能以物極必反之理，作

為修持準則，以準則作為圭臬，方能達於守中本義。 

 

就是能脫離三度空間，在於三度空間作根本了斷，也在了斷中必能脫出輪

迴苦磨，但在眾生就日常所觀，皆是出不了「相對性」又難以平衡，就是

不知足、不感恩，不知人生業障，正是由日常中所作所為而成。 

 

也就難以了脫困厄之磨，橫逆之阻，若是難以脫離業障桎梏，就會時常在

念識輪迴中打滾；此種平衡準則，就要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亦在日常中

以一日生滅作為人類生存延續。 

 

何人能脫離一日生滅否？甚難的！能把心放下，不知日夜陰陽與相互對待

所存在，人類眾生皆在陰陽對待中存在，鮮少能有脫離跳板，皆時時在相

對中，難以立於人生之守中，不論修持與否能將心境寄託於守中點？ 

 

必是不偏悖任何一方，也就能脫離三度空間，而達至另一境界成就，也對

平衡基準不偏悖任何一方而已，人類在平衡生活必要能時時知足、時時創

進，若只是知足不知創進，欲達至守中點，真是比登天還難！ 

 

平衡本質：就是以知足加創進，現世中能有成就機會，否則僅知足又不創

進，必是成守舊而非守中，守中必要創進方能達至成就，修持最高境界正

是「開悟」，對開悟過程必要能明理覺悟，「菩薩稱為覺有情–覺悟情」。 

 

守中要義：是欲眾生先「開悟」而後「覺有情」，即是菩薩行持，要將原

性（佛）彰顯，修持必以明理實行而成覺有情，進而達至佛性世界，此種

人類眾生也就不只是眾生，已是菩薩體與佛體。 

 

若不經覺有情（覺悟情）修持成長，就能達至佛性彰顯，則是胡亂瞎說，

人類切記不要被愚弄而不自知，修持長久時間才感知不對已太慢。人世間

覺有情（菩薩行）欲達佛性世界，必要按部就班一步步往上行走。 

 

該如何往上增長提昇，才是真正受益回獲，能有此種條件是作自己增長超

越，也對未來必可如實回歸。 



 

 

 

第十五回  眼色一識 

 

人類眾生每日所見一切，皆在「眼觀」而達成行為目標動作，此種眼所能

觀之一切，皆離不開人生因緣；又因緣造就是以過往『含因』為起始，就

會由眼觀色，來成為啟動因緣之第一步。 

 

每一天開始第一個動作，必將兩眼睜開，一切作為也就離不開「眼所觀」；

然而！眼所觀必在一日開始，才會形成當日緣由（因），就在緣起形成初

動，故而在一日初緣，若不經眼所觀，其緣要成果是不可能的。 

 

不論有修持之人與無修持之人，皆以第一識來生存：正是眼所觀，才會組

合成為『因緣和合』原動力，世人皆喜好艷麗美好一切，厭惡不良雜亂陋

色，然而良與否？皆不能脫離人類生存過程。 

 

人生一切皆在於「好惡分別」，也在相對難有平衡守中，正是離不開相對

陰陽準則；眼之觀色，在眼為人生之初動緣由，人生若無經過眼所視，好

惡分別必不成立。 

 

所以對一切因緣，必須透過眼所觀，方能再進一步而有所行動，否則必難

成立，人生中若以盲者不見（視障），造業機會也就相對減少，此種因緣

條件，人生何來有創進機會？ 

 

所以有眼之所觀，方能造就世界美好而圓滿，眼亦喜優美艷麗，此種在優

美艷麗之色中，人生必因喜好就會加速行動緣由，而艷麗優美本質，必透

過眼視而達成。 

 

世人喜好不一樣，也常在「眼色」作用中，會因各人喜好加以創進追求，

最後必將厭惡色澤摒棄，此種就會有創進改造，成為眼所喜好色澤，然而

眼之功能在視覺當中，必為人類觀視之前鋒。 

 

又在其前鋒：雖不必衝鋒陷陣，但在人身中，卻為人類生存第一要件，是

故人生必以眼為靈魂之窗，而所承受功用，正是人類生存本質原始要件，

此種也就是人世間必要條件，也造就人類每一天日常需要性。 

 

眼觀色為第一識，其後因眼所觀而傳至大腦，經由大腦思考，指揮其他相



關器官的功能作用，在人一生中因有「眼緣」產生出人與人之間不同的因

緣，古云「非禮莫視」，眼之功用可達成福禍緣由。 

 

古訓中：要將眼觀用於正當，而眼不視邪色，就會在初動中，因眼視而成

就一切，但在六識要透過眼視而傳至意念之中，來分判人間善與惡、美與

醜，也在人生若能善加利用眼視，造就人生幸福開端。 

 

以現今而言：若無眼觀色，又在仙佛降臨之時文章能成篇否？不也！此種

眼所觀之功用，正是由世人多看善書經典，多學習真理而能貫通運用，就

會有多聞達理來成就智慧、擴展視野，更能利世助人。 

 

眼在人身所擔負角色相當重要，若無眼界則成黑暗，不見光明來臨；眼的

功用即是光明前導，若在人身中不善加珍惜，會帶給自己無窮煩惱。眼有

光明神而謂靈魂之窗，人身若不以光明世界必陷入黑暗之中！ 

 

 

 

第十六回  耳聲二識 

 

人間生存條件，必要能眼觀色、耳聞聲，方能立足人世間，才不會因失兩

福而成體漏之人，體漏者也就是前因所促成，人若無耳聞聲功能，必在福

報中已減少一個福分，就是對人不能具足有「耳聽聲」之福分。 

 

人世間就無法聽聞美妙音樂，但在人世間也相對減少聽聞不悅言語，所以

人生若不具足耳聞聲福分，耳根清淨也就能減少與人爭執，對人有眼觀色，

方能促成色彩，形成繽紛亮麗彩色世界。 

 

人類生存，因有色彩而形成彩虹本樣，人世間必因色彩所形成，才會有五

花八門推陳出新來開創，眼所能觀僅是色彩與物品而已，其功能具備人生

六識之一，所以人類必要有雙耳，方能達成耳聞的原動力。 

 

耳識在人身體中具有重大功效，人之聲音若在正前方遠處時，所顯現僅能

觀「口動與唇齒」啟閉而已，也就無法傳達全部音量；又耳之功能是音量

波動，就由音量傳達至四周，對方即能具備接收功能。 

 

人之講話：正是達成溝通管道的功用，人之一生，若具有健全雙耳功能，

就是福分一樁，耳聞聲–在六識中，因有眼觀色所促成，就會因其他功能

相互促成，所以在人之身體上，必具有接收效益。 



 

人類眾生若於眼觀色而不傳達至耳，也僅在人體功能上各自為政，此種人

類必不具備意識傳導誘因。人之身體必須透過眼觀色，而傳至意識（大腦）

中，若由身體其他功用不能彰顯又難配合。 

 

少了眼耳配合，人在世上必難圓滿幸福，就會產生人類生存，必遭缺陷痛

苦而受折磨。又在人之耳能聞聲響，才能成就人類正常的生活，一般而言，

人在生活中較喜歡聽聞悅耳之音。 

 

也喜好聽聞別人給予稱讚與好言，人也趨向好拍馬屁，所以「音聲」在人

生中盡皆不同，尤以贊美與好聽言語。正是在有利言詞盡皆喜歡，比較不

喜別人批評責備，所喜好與厭惡的分別。 

 

就由耳聽聲促成生存因緣，所接收程度，成就善惡因緣，耳聽聲正是具備

接收功能，若不經由大腦（意識）的分判，在功能上僅具備接收效益而已，

就無雙向所傳導功用。 

 

也在身體各部有功效，必因耳之聲響，方能傳送至意識當中。大腦功用亦

能分別所接收，是否有利自己？若他人言語傳至耳中，會因人之意念作分

判，是否接收與摒棄作分別。 

 

人之一生耳常聞善音，就會摒棄不良誘因，也因常聞善良之音，必能改變

不良含因。耳之功能也會因人之選擇，而成就今世效益，也能成就今生，

耳聞聲是人生具有成因之原來。 

 

對人之成因若具備不善「含因」，必可經耳之傳導，亦能摒棄不接收，就

會在人之一生，能減少很多過錯與造業機會。現今耳聾者，造罪機會也就

減少良多。 

 

人若能不接收不良言詞，就能減少造罪機會，對良善有利言詞必要善加利

用，也改變接收程度可利己利他，成為善智又有用功能。若是聞他人投予

不利、不善言詞後，即暴跳如雷。 

 

此舉自己很難忍受，他人亦難以接受，故而耳聞功能，宜多接收善德智識，

充實自己而利己利他，方是人類在第二福報所具備的條件來受益。        

 

 

 



第十七回  鼻香三識 

 

人之身體各部器官，在生存當中就有很重要功能，人生若無身體支撐，必

無法達成因緣和合，在人顏面上各不相同；有人得善相、惡相、良相、劣

相，每個人面相絕不相同的。 

 

人之臉面主要由 眼、耳、鼻、口，而構成，分別有英俊、厚實、端莊、

陰險、凶惡…等等諸多面相，相貌於人無法更改，但能以後天德業累積改

變不良相貌，欲改變與否？端視人之念頭作為而決定。 

 

就會形成面相改變是大有人在，此種條件正是善惡與福禍之差別性。鼻在

相貌上就有正中功效，能聞嗅來辨別氣味，鼻之好壞能判別人之一生，若

鼻之優良，必有錦繡前程，若鼻之不正，則前程堪憂。 

 

看鼻子就能知道此人之一生福禍，人受鼻之蔭，必給人生帶來光明與歡樂，

鼻蔭乃前世累積而成，有時人之作為可得鼻正且豐厚，更能有聚財，提供

人類有良善生存空間。 

 

現今科技雖能改變先天不良鼻型，但是在氣色與相貌輪廓，無法長遠造就

不變的，此種與生俱來 上蒼所賜，絕非用科技所能移轉，鼻子若不良，

再加上氣色不佳，就可看出此人一生容易遭逢困厄橫逆所阻。 

 

此種僅觀氣色即能明瞭，足見鼻與氣色，絕非現今科技所能更改變化，又

因鼻在人相貌上，正是主導人類一生，福祿壽富貴所關鍵，就可明白鼻子

對人之財帛所具足之條件。 

 

人之相貌與先天有關，但在鼻之功能中，因鼻有聞香臭功能，在對香之氣

味、臭之氣味，皆可分辨清楚；人鼻具有通氣全身之功用，若鼻受阻塞，

氣貫全身若不通暢，思考能力必受影響。 

 

鼻毛亦是防止細菌感染，若鼻塞必需用嘴來輔助，必會造成諸多困擾，在

生活雖不會造成很大疾痛，間接也會影響人之思考與頭腦清新。所以鼻子

通暢，在人類生存中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鼻之功用不容輕視，若鼻息止呼吸不來，俗諺：「懶惰喘氣，即是死

屍一具」了，鼻之呼吸，因各人所漸漸習慣，有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覺其臭；有者入於芝蘭之室，久而不覺其香，皆被熏染習慣而不知？ 

 



此點！宛如宗教教化，剛入道門滿心歡愉，此種熱心騰騰，就會在一段時

間之後，慢慢生出懶散心態，對原來初心與熱心即消失，簡言之：在進入

宗教一段時期後，就原形畢露！ 

 

也難有精進心，原先之初心、熱心又早已不見，如果不知精進思考，形成

人云亦云，造下不良口業又障礙自己，如此是否會因宗教真理教化不足，

而難以轉化、先前初心與熱心也就漸漸蒸發了。 

 

鼻主導人之一生，在宗教中若批判人而造罪，尚且情有可原，其罪尚可轉

化，若考倒人之慧命，惡果就非比尋常，此點！希望現世宗教修子能謹記

在心，進入宗教必要將自己無明來轉化成智慧，而不是來造口業的。 

 

否則造罪又不自知，也就難以提昇超越的，表面看似道貌岸然，結果所作

所為皆背道而馳，原本可上天堂，反而墜入地獄受苦；對鼻之一息不來，

雙腳一蹬，就是無常來訪，一生也就結束了。 

 

人之鼻息乃空氣流通體內，每個人必要好自珍重，對人類必要善加保持鼻

之暢通，即能擁有清新頭腦及思考能力；方能成就有用人生，修道無他，

實行即是，大家皆可以拿揑掌握，只在自己能否堅志達成，未來就會有良

善成就。 

 

 

 

第十八回  舌味四識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有毀傷、孝之始也。尤以口之能言善道，更宜

慎言重視口德，口能言食，才能維持身體健康，代天宣化，做為有用之軀，

故必要保養身體，身體若不善加珍惜保養即難安適。 

 

此種身軀即無法在人之生存，能保有一個健康軀體，又人處五濁惡世若不

慎選食物，一味胡亂飲食就會帶給自己身體，由健康而變成不健康的，所

以對食物選擇方面，味覺是占了相當重要一環。 

 

口之能言以舌動為主導，又一切禍福皆在舌之言語起動；舌可嚐萬味，亦

能創造利益眾生之弘法傳道，實則能以真理教化眾生。人之一念差別能導

正與歪；故口之闡道非常重要，可以感化人們棄惡從善。 

 

又在每一個念頭，皆可造就善德與惡因，正是未來福禍之主導。故代天宣



化，方能造就善德因緣，舌能嚐萬味，一切食物以齒嚼成元素，由食道送

至胃加以消化，轉化成養分而滋潤全身。 

 

再將不良穢物排泄出外，食物經由口舌，分別酸甜苦辣，也對各人喜好加

以烹飪成佳餚而食之；也會有諸多口味讓眾生選擇，也就有色、香、味俱

全；觀現今素食餐廳、自助餐廳林立，可稱為比葷菜還來得更豐富。 

 

科技發達，人類欲求口味、色澤、造形十分講究，佳餚源源不斷推陳出新，

眾生口福拜時代所賜。綜觀現今葷菜食物，素菜也能仿其形狀加以改良，

尤以口味之佳更是一流，僅在物品葷中減少腥味而已。 

 

現今眾生福份深厚，然而在修行過程能入宗教者，還是少的可憐，又為何

會這樣？上蒼欲渡原靈歸返，為了讓眾生減少口業；而下化了素齋給予食

用，最主要功用在於能減少殺生，若還在食肉造業，真令 上蒼感嘆！ 

 

願眾生能減少殺生，改素齋食用，是為 上蒼所盼望；眾生勿以口舌之利，

逞一時之快。口業造成傷人僅在一念間，善惡即由此來分判。若是一味逞

口舌之利殘害他人，此舉天地不容，未來因果必自償受。 

 

人若可減少口業造罪，必能給予成就機會，人若不將口舌加以節制，將使

自己有更多造業機會，給自己往後留下罪孽；修子必要善加運用口舌善德

本能，造就自己、成就別人。 

 

現代宗教講堂師資，培養口德廣渡眾生，方是正道，以利己利他之真理言

詞，渡化眾生回歸，才是人生樂事。口舌是身體五官之一，缺一不可，若

能善加利用，作為代天宣化資本；一來渡己、二來渡眾。 

 

給予口德造就，否則禍從口出，又將自己推下萬丈深淵，奈何！祈望眾生

能多言好語，多講好話，多行好事，多作好德，多存好心，必能成就自己，

也能成就眾生；即能達成回歸之初緣。 

 

 

 

第十九回  身觸五識 

 

人之身體因有臉龐，五官分明，然人之臉龐必加以身體來支撐，才能成就

活動力。臉龐主導人體所有功用，透過身體方有行動作為，若不經過身體

起動就難有因緣，若能具備五官端正，身體四肢健全者，實為有福之人。 



 

然人若有微恙殘缺，就無法具足完整軀體，身體就比正常人少了一些器官，

就會在生存上比健全之人，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其肇因就是在前世有所虧

欠，形成今世不健全之軀體。 

 

又現今缺陷者，比往昔還具福報，往昔不健全者，就會生存在黑暗角落，

受人冷嘲熱諷；在心智與人際欠缺樂觀開朗，現今時代就能用科技文明加

以改造。可以驅使人生面向光明前途，不再躲到黑暗角落受人冷嘲熱諷。 

 

科技發達改造成為殘而不廢，有時會比健全者更出人頭地，皆在心智轉化，

相對所付出也比別人來得辛苦、來得更多。人在今世皆因前世所作所為，

為何會比正常人少了一些器官組織？ 

 

若不因殘缺而頹志喪氣，又能堅定信心奮力向上，就會比別人有更豐富、

充實人生，現今時代可提供殘廢者能殘而不廢，相當難能可貴。正是超越

自己，更不受外界所影響，努力開創人生光明面。 

 

人在：眼觀色、耳聽聲、鼻聞香、舌覺味、身動觸前導，轉入意念本識當

中，方能起動善惡因緣的造就， 身之觸：若不經由前四識主導，能有所

作為否？正是不可能的！ 

 

也因前四識各器官雖各自為政，但在人生必由身觸傳至念識，才能啟動造

就人生，是對前四識器官，各部門雖各自主掌，人類本能卻由意念來啟動

身軀。故在因緣的原動上，必要五識加五官，方能成就根塵所主導。 

 

身之觸：能感炎熱、寒冷、疼痛，然四季有別，軀體能感應身體冷熱來加

減衣服，若不經由身觸，僅憑前四識，能了解氣候變化分別？那是不可能！

故人之身體：就因身觸才能有所感覺。 

 

又在人類軀體受父母傳承，必要珍惜，並善用軀體造就人生圓滿因緣，也

以身軀藉假修真回復本來，即是落實真理。若不把握，下世能否再為人？

就看各人所作為，否則出生為三惡道眾生，實在得不償失。 

 

當下！人生宛如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才是生存根本，也由德性本

質作成長。 

 

 

 



第二十回  意法六識 

 

人有臉龐身軀，才有：眼、耳、鼻、舌、身之起動，由外緣傳至心性中，

就由意念來起動，再對外傳導，若無經過意念所傳導，必難以成就一切因

緣造就。故意念主導，方能與外界相互結合，也造就人生因緣初動。 

 

色、聲、香、味、觸屬於外緣，就會由外境而經由情、理、法作分判，成

就人生外緣，也因此即被五塵境來染垢。『識種』就會引發意念起現，引

發動作行為，成為生生不息之主要動源。 

 

人之因果論，皆由本身善惡意念來主導，才能成就一切善惡因緣，所以菩

薩畏因、眾生畏果，在因緣果報中，若不在因上作改造，成果即難以改變，

故必要在「含因」中，由因之初動即做修整改造，才是正道。 

 

人之本性如如不動，其心善良純真，經由塵世輪迴染著而改變初因，也因

此一層層往上堆積塵垢，如果蒙垢後能淨化清除，就能回復原始純潔本質，

亦即善良初心。 

 

若受蒙垢累積而成，即無法回復清明，也造就生生世世善惡輪迴，業報疊

疊層層，若無法改造人類思想觀念作為，即要一直輪迴受報，很難回復原

來清淨本質，在對意識觀念法則，必要明白透徹。 

 

必要明瞭「人之原來本質」又是如何？方能清除業障，回歸原來本位，

「認識法則」由意念來行使，造就外境結合，所觸之一切，即是五塵境，

外塵境入於意念，經由意識傳至心靈作分判。 

 

就會有念之應對再往外輸送，形成接觸相互過程，人類軀體經由意念起動

後，慢慢也就會捉摸不定，形成「心猿意馬」，同時也會跟外界，發生相

關連接的行為主導。 

 

人之心念若不經由真理教育來改變，很難經得起外界所誘導，而外界誘惑

就由「心念」分判接收與否，在接收程度，也就開創了善惡因緣本質來輪

迴。 

 

「心念」即是「意念」，念之動，心念相互結合，分判因緣造就與否？就

在人心起動就有不同行為動作。就由意念主導分別事務，也由意識觀念來

促成一切事務，故身體造就能與外境結合來成就事務。 

 



在對「心念」本身而言，皆由心之喜好所利而結緣，不好所惡就會排斥。

結緣中即在「因果法則」作善惡分判，若能依據真理讓心性作改造，達成

含因修整改變，就能趨吉避凶，走向光明。 

 

人之心念僅在第六識，來起現一切行為動作。由無知經歷體驗種種禍福過

程，成為改變不良含因，即在知錯能改，能低聲下氣作學習，又能謙虛教

化眾生，必由含因改造脫離輪迴束縛。 

 

 

 

第廿一回  末那七識 

 

人類於六識中，前五識為外境，對塵世所接觸一切分別，在於外境初動結

合因緣，經由意念所傳導而入心識，由第七末那識分判善惡喜好，再貯存

於思想總樞紐（第八識阿賴耶識）。 

 

前五識為「境外塵識」，第六識起為「境內心識」，就由外境染塵，直接傳

於內境而蒙垢。此內境蒙垢，正是難以淨化清洗的，也在心內境能明白為

人處世德性之根本，才能對內境染垢來淨化清除。 

 

內境染垢必以明白真理加德性作為，方能淨化外塵所沾染之習性，末那識：

即有分判功能，即意念識種，人之二心（計較比較）：正是末那分判善惡

喜好主因，末那轉識又稱眾生心識，為分判與督導功能作用。 

 

轉識為智主導功用：正是因外境染塵，直接進入第六識（大腦）中樞心念，

所以第六識思考，若沒有第七末那識來分判善惡喜好，即難成就任何因緣，

末那識乃人之煩惱根源，若不經由煩惱染塵，即無清淨菩提顯現。 

 

必要經過末那轉識分判善惡喜好，即能造就所有善惡因緣，在對末那雖是

煩惱種子來源，然就有主導外塵境關鍵起始功能。末那識亦稱為阿陀那識，

名稱雖不同但本識則同，也就是世人常言之「三心兩意」。 

 

又其中兩意分別計較比較，再入三心：現在心、未來心、過去心，就能以

含因善惡因緣果報來顯現，菩薩畏因，即在因上改造與斷除；眾生畏果，

卻只能在果報上無奈，必受惡果來磨苦楚。 

 

修子必要明白，何者能為，何者不能為之！必要在因上作淨化，若苦果惡

報現出，也就太慢了，必要了知如何淨化不良「含因」？正是由前世所作



所為不良惡因，先立下德性陰騭來防止不受惡果來磨！ 

 

防惡因之道即是改變不良含因習慣，以善心加善念，以明理加作為，以感

恩加關懷，以誠心加本心，即能以懺悔，功德迴向不良因緣果報的惡因。

故修子可在明真理、行德澤來預先準備，並迴向惡因來化解受報。 

 

意念接觸第七識之時，即要以分判善惡喜好，習性即會顯現直接反應來造

業。此種作用也是眾生造罪緣由；人類眾生在思考加分判，就會因人、因

地、時空差別與環境差別，所生出各種善惡因緣作為。 

 

如此在因緣相生相成，即是人世間所有演化過程。人生宛如一齣戲，從早

演到晚，從年幼演到老死，人類正是演繹出所有功果及善惡因緣；每個人

所演角色：皆是按自我導演、作為而定未來禍福。 

 

若能不思考、不分判善惡，光明正大，德性涵養，即能善演而定圓滿之果，

必要進入宗教學習真理，以六度萬行落實修持，方能改變不良含因所延伸

之苦磨障礙，而不受輪迴之苦。 

 

 

 

第廿二回  阿賴八識 

 

人在五蘊過程中，受到色、受、想、行、識，之影響，所造之善惡因緣果

報皆入於第八識阿賴耶識中儲藏，方能於累世中有因果輪迴相續。萬物各

具靈性，若無第八識所儲藏，必難以導入因果相生相成關係。 

 

故所有含因皆在因緣和合，時空環境中成熟，而達成含因之果報。若是果

報還未成熟，能以功德先迴向來化解，如此必在惡果來磨之前，就會減少

很多業障牽纏；也會讓自己有更順遂的人生。 

 

對人身外境所接觸，經由第六識來接收，加以第七識傳導分判善惡，即儲

存於第八阿賴耶識之中。儲藏功能即類似當今錄影機，遇時間、空間、環

境結合必能重新再現。  

 

即在第八識形成儲存各種含因功能；等待因緣和合成熟來促成，方能給予

眾生有成就與考磨經驗的機會。阿賴耶識所有含因，就會在因果成熟中，

一一顯現出來，也就是人生因緣造就所結合。 

 



若無第八識，即無人世間延續輪迴演化過程，就會由前五識：眼、耳、鼻、

舌、身–『自境根』，若同外界相互接觸的五塵：色、身、香、味、觸–

『外境塵』所結合。也就通過意法觀察及接收。 

 

再輸送至第七末那分判。皆在外塵境之染著，內塵境之接收，故必要淨化

前五識為–成所作智；在第六意識上轉化為–妙觀察智；方能將外境不良

誘因來摒除，再入於第七末那識，加以化成為–平等性智。 

 

即以平等心而無分別，乃在「守中道」，再將第八阿賴耶識中所儲藏，將

此種不良堆積，凈化成為–大圓鏡智，如此方能入於第九識菴摩羅識，真

如本體、佛性之彰顯，轉化成為–法界體性智。 

 

必要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真正修持，也要有很深切功夫方能達至。否則有情

眾生不入於第九識，即難以脫離輪迴，然人生必要經過一番深切修持，淨

化內性，行德於外，累世業了，方能了脫輪迴！ 

 

人類修持：因有我執、我見、我慢、我痴、我愛……來束縛自己，又在客

觀與主觀條件上，能否退一丈來思維，否則任憑固執、無知、無明思想觀

念又如何淨化自己，了脫因果輪迴？ 

 

必要先能渡回自己不要迷失，方能再向外渡眾生，否則自己無明又如何能

渡化眾生？上求自利，方能下化而利他，正是「普渡」最重要一環。若一

味貪求功德拉攏信眾，也就會給自己增加考磨機會。 

 

所以  上蒼「普渡」功能當中，也就必要先了「悟」自己方能「悟」他，

否則變成了「誤」自己，而再「誤」他，又誤導他人，雖表面上是渡化，

其實是誤己又誤人。 

 

防誤之因，必要自己先有能力多研習經典，多聞達理，多勘驗人生無常，

而使行為動作皆「無為犧牲奉獻」，如此本靈清淨，自然漸漸的就會有所

提昇。 

 

 

 

第廿三回  菴摩九識 

 

前八識受到外境所染，即入於內境儲存一切善惡因緣，能出生為人者，必

是因緣所造就，又人類於前八識所染著，若不入於第九識真如本識，正是



無法脫離輪迴，此種清淨條件必要具足，方能明白所有功用。 

 

菴摩羅識：是真如靈魂本識，此為無垢識，無垢識意味著無任何習性魔性，

無任何因果業障，一切皆圓滿清淨無為。故若想要彰顯佛性靈魂本質，一

定要入於第九「菴摩羅識」方是正確！ 

 

前八識染垢，該如何清除？端視各人有否用心研究真理！眾生皆有心向道，

又求助仙佛護佑加持，然仍舊無法達至佛性彰顯條件。若阿賴耶識所貯藏

的含因沒有辦法淨化，貯藏就會待緣而輪迴。 

 

所有善惡因緣皆存在八識田中，也就是「毘羅性海」善惡種子因。人間過

程：即如草木一春而已，由最初生長環境、生根發芽，經過日曬雨淋，漸

由小苗而粗枝，進而生出綠葉，轉而開花，而至果實累累。 

 

最後落葉枝枯，凋萎而沒，如此已成枯木，蟲蟻侵蝕，落地歸根，其間經

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助力，就會在成長過程：由芽、枝、幹、枯、而

滅、人生是否如此，由出生到長大皆是如此？ 

 

人類生存入於壯碩而老、病、衰、至死，如此人生真如草木，其中經過橫

逆、困厄、病殃、不如意、不順遂……種種諸般折磨，到後來又歸還於大

地，所以能掌握，僅短短數拾寒暑而已。 

 

如何真正有所作為？也都是替眾人服務而已，能替自己往後鋪路提昇者，

實在不容易；眾生皆喜好入於宗教修持，若以人類本質僅為福報平安而修

持，必難以了脫今生，自然無法彰顯清淨本質。  

  

修持者多如牛毛，悟性者如鳳毛麟角，人生真是「一齣戲」？端看自己用

心多少、努力改變多少而定！用心修持努力精進方能彰顯佛性。人之初、

性本善，在原性中是不具善惡，僅是如如不動真如本性而已。 

 

原性不受人之善惡、喜好所影響，必要自己精進用心於般若大智慧提昇，

方能達至彼岸，再由人間種種歷練、考磨，方能促成因緣，而達至「真正

開悟精義」，否則時而了悟，時而迷痴，真正有大智慧者實是少矣！ 

 

因此「般若波羅蜜多」所具備，必要眾生能真正達到清淨無為德性彼岸，

才是正確要義。人間就是含因改造界，前世所作所為無法得知，僅在今生

受報而已，但逝者不必掛懷，能否在有生之年修整淨化所有不良前因所？  

 



人間必要將清淨無為德性落實於生活，若不經由外塵境所染著，何來有開

展智慧本質？人世間由波折受難、困苦橫厄……種種不如意，就是提醒自

己，此生正是累世生命改造界，一切困厄所阻擋皆是自己所造。 

 

如何轉煩惱為菩提智慧，真理種因正是化解煩惱最主要的糧食；若不經由

煩惱又何來了悟？何來菩提種子生根發芽？所以「煩惱」相對「菩提種

因」，只是一體兩面，能否用平常心觀看？全部輪迴端倪即在於此！ 

 

修子是否能把握今生，修整累世不良含因，由日常修持經驗累積，點點滴

滴堆積而成；再經由『菩薩六度萬行』形成大智慧與大菩提，而達至彼岸

之法，必要按部就班一步步往上行，所有過程必會覺得相當辛苦。 

 

所換來果實，豐碩甜美，必在修整含因，今生淨化一切不良含因，可借鏡

於他人，再想想自己，縱使能得天下財富、物質為我自己所有又如何？此

過程害人害己！已種下來世再輪迴種子而已，又奈何！ 

 

知足感恩真理實行，必能了卻輪迴，就不必再來人世間受考磨，否則必難

了脫，而受生生世世輪迴所牽纏！人世間真是苦！苦！苦！苦！第一識及

至第九識之淨化，每個過程必經歷很長歷練。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眾生不要懼怕，若不經由一番歷練，何來脫胎

換骨達至彼岸？鼓勵修子勇往向前，眾仙佛會時時護佑，願在天上皆能看

到大家攜手同心回歸。  

 

 

 

第廿四回  水火風土 

 

世間萬物皆由「地、水、火、風」所組成，四大之中形成才有人類與萬物

生長，此種條件正是每一種都要有具備。在宇宙間也因有虛空，天地之間

方能容納萬物生息。 

 

地之堅實性，能鞏固萬物眾生來踏立，人身也因地之堅實，骨骼即能支持

整個身軀。若無骨骼支撐必難以行走，又對地之堅實性，亦能承載三川水

域、高樓大廈及其他各種重量。 

 

水在人身上流通，是通過血液循環疏導流通，若不流通必會引起病變苦磨，

所以水能滋潤全身，使身心清涼淨潔。「水」於大地，正是滋潤萬物生長



原動力，若無山川海域，萬物即無生長機會。 

 

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必要知道該如何善用之，水過多必成災禍，不足即

受乾旱之苦。人之身體亦同，每日必需飲食水，方能將身上過分熱度排於

體外，因此水之功用就會左右人體健康功能。 

 

火之主要功能：在於陰暗能給予光明，人生於世若不具備火之光明，便會

處於陰冷環境，有了水亦要火來調節，而在調適水火功能時，必要兩者皆

能適中，若是過火，人必定會發燒的。 

 

就會昏迷不醒人事，必會影響身體健康，人類身體僅能容於火之熱度四十

度左右，過了此熱度即是過火，必須減低火之熱度，熱度必要適中，人類

眾生就由三寸氣來呼吸，正是火之餘溫。 

 

又日辰照耀大地即能普照萬物生生不息，作為光明成長助力，人類眾生皆

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食物亦要通過火來烹煮，可將不潔細菌消滅，味

道也相對可口，同時保持身體健康，故火之功用是相當重要。 

 

風之流動：在於萬物中，因地之承載、水之流通、火之光明，水火藉助於

風，方能將火引燃，若無風之暢通，水（血液）即無法傳送到身體每一個

部位，由此可知：在風之吹動有相當之重要性。 

 

風於人身上乃鼻之呼吸，通過呼吸傳至全身，一旦不呼吸，其人能存活否？

甚難的！人在於身上各部器官，必須配合水火相互調適，再加上風（呼吸）

傳導。就能將血液循環，保持在適中環境。 

 

因有地（骨肉）所組合，加上水（血液）之流通，風之吹動，火之保溫，

方能將血液傳送，成就健康身體，欠缺任何一項，即成「破敗病痛」。四

大组合水火風土，過與不及皆不適合人類與萬物生長。 

 

酷熱沙漠因過熱，南北極冰山極冷，一般物種皆無法生存。人由四大組合

而成，四大適中，方有生存安適空間，大地承載重量，由地之堅實性，方

能達至負載萬物演繹之提昇目的。 

 

四大在生存環境上，因萬物萬靈皆需要「風調水順，地靈火合」，才是蒼

生之福，反之過與不及，則非萬物蒼生之福，因而四大組合對人類來觀，

正是具備真實性、而非虛假的。 

 



宇宙中，人因四大才具備生存改造真實性，若不能提昇超越，也僅是一直

循環，原地踏步而已；對提昇至真如佛性才是永遠的，所以彰真如、顯佛

性，正是人類所應該追求的！ 

 

 

 

第廿五回  四大假合 

 

人世間因有四大假合，方能成就天地萬物生長，就有因緣和合，如此人身

是為真實而非虛假，真實演繹修整未來一切不良含因之凈化。故每個人必

須具備此軀體，方能與外界結合而成就良善因緣。 

 

如此良善因緣即能造就欣欣向榮、多采多姿的人生，若不具備軀體就無法

修整改造一切不良，就要具備：地之骨肉、水之血汗、火之溫暖、風之流

動（鼻息呼吸），方能造就人之系統。 

 

若不經由地水火風，能謂之人否？不也！若僅有靈性而沒有軀體，是無法

成就一切善惡因緣。故人體若不經常愛惜，而一味踐踏，就會走上自生自

滅之途經，在修持而觀：必要珍惜此軀體來學習落實真理。 

 

但也不可對此身軀讓其過份享受、懶散。若不同外界接觸，宛如溫室花朵

一樣，難耐風霜侵襲，所以越要強化此軀體，就越要同外界接觸，必要練

就一番功夫，才能抵擋外界困厄與誘惑。 

 

以此軀體作「藉假修真」，四大假合之身軀，只在生時有用，方謂之寶，

一旦人身完成一世職責，人生旅程也就結束了，是否軀體能永遠長存不壞？

不可能的！人身之軀體，僅能活於百年左右。 

 

今生軀體也僅是此生有用而已，絕不能留待下世再用，故人類軀體之運用

時光，宛如過眼雲煙。若僅是為了生活，而不替自己修整不良含因成果而

努力，下世能否再重新做人？真是不得而知，亦不敢想像。 

 

必要善用此身，藉假修身（真），做為往後提昇資本，之人一生真是一場

好長好長的夢，一旦醒來，已是另外時空，世人能否珍惜此身，即看是否

能用心於學習真理，並落實此生。 

 

每個人皆有真如佛性，只是被外境迷惑而已，能否跳出此種桎梏？必是有

心之人。人類眾生必要學習真理，落實覺有情，行菩薩道，以己利而利他，



以己達而達他，就能有光明的前程。 

 

 

 

第廿六回  成住緣生 

 

天地間有成因存在，宇宙演化過程中，人生就在：成、住、壞、空過程中

不斷循環，「成」因所形成，形成時空演繹，方能成就因緣和合來修整一

切不良含因。是故必要珍惜時空來學習真理改變自己，方是正道。 

 

成–在人生來觀，未生之前是緣於含因，才能成就其因，僅待時日來臨，

而形成因緣成熟，如此「成」因，必在未「成」中待緣而已，待緣成熟才

能成就萬物因緣修整，故含因只要時間到來即能一拍即合。 

 

進而再形成「成」之過程，同外界來結合，達成外境所染塵，人生因五塵

境向外攀緣，轉入意識接收，也在外境一切，也僅是藉緣相生相成而已，

在「成因」作用就必要因緣和合。 

 

此種條件，方能成就一切外境向外結合，有「成」因，而入於「住」相，

在對外相所染著，就能成為智或識來分判一切，也形成一切善惡因緣。人

類成長必須借助「四大」組合，才能達至欣欣向榮之目的。 

 

未經風霜雪雨侵襲，就難有免疫能力，火（陽光）照耀，過分與不及皆不

利於人及萬物的。必要中道方能適合萬物生存，對住之本質若處中道，即

能適應環境，生活也能舒適無礙。 

 

住之成長–必因人身由幼而長、而壯、而老、而滅度，故軀體必要好好保

護，能在今世做一番利益眾生之作為，又對住之品質就能提昇，必要有利

益大眾福祉德澤，自己也能受益良多。 

 

「天生我才必有用」，人類眾生能在今世發揮自己力量，並且結合大眾力

量，共同造福人群萬物；就能發揮「住」之品質來提昇。若不能提昇生活

品質，即會落入苦難漩渦中。 

 

現今每個人都具足深厚福分，此種福分拜德性德行提倡所賜，然不可沉迷

於舒適生活，更要努力替自己及眾生，立下福澤，成住壞空轉眼便逝，人

類成住過程，僅是此世借看、借用而已，什麼東西是自己的？ 

 



眼一閉、腳一伸，一切都變成別人的了，所以人生求什麼？爭什麼？鬥什

麼？古云「三寸氣在千般有、一息不來萬事休」，人生真是感嘆呀！能將

此身作為自己未來修持實行，才是真正了脫者。 

 

 

 

第廿七回  壞空緣滅 

 

人類所處現世一切，皆在於成住過程，因有「成住」，故有「壞空」；人生

即在壞空過程成就人之一生；天地形成方有人類生存空間，人類必在中道

來淨化所有不良含因。 

 

四季更迭，造就春夏秋冬，組合一年又一年，又每年分別為十二個月。每

月三十日相互接替，又因每日初動，在陰之極（夜之深）一切都靜止，時

空接替陰動到陽至。 

 

清晨好比人之出生，一切都要從頭再來一次，至上午孩童一般。中午青少

年，下午壯年；日落黃昏老年，暗夜來臨宛如人之將亡，至深夜又變成壞

空之轉變；這就是人類一生，必要把握當下，改變不良「含因」。 

 

年月日時之接替，宛如人之初動，轉瞬即是中年，頃刻又至老年，就在

「成」因方有「住」之存在，在對「住」必會有「壞」之結果，也由「壞」

之結果，又回復「空」的一切。 

 

故言「成住壞空」即是一生之寫照，人生無常，又在「無常」中能守住

「中道」。簡言之：應在「無常中以觀其妙」，如何能將「無我」觀念淨化

七情六慾，此種就是內心明燈。 

 

唯有如此方能彰顯佛性；成、住、壞、空，每一個環節都一樣，天地循環

法則千古不變。一切演繹只是為了淨化不良含因，萬物因時空生生不息的

接替，不知能否將累世含因，必要由此世來加以圓滿了結！ 

 

「成住壞空」和「生住異滅」，即是蒼生生存寫照！「山河為主、人為客」，

萬物皆在無常變化過程中了結一生，山河大地才是主人，然而山河大地卻

能引災殃降於人世間。 

 

又在災難中才能藉此改變萬物所生存之空間，人類就在此種反覆改變中，

達至現今舒適生活，所以！人能與天地並列三才原因即在於此，正是人有



思想改造，可以藉由時空學習真理成就自己。 

 

若一切進入壞空了，人亦開始老化病亡，至此一切歸還於天地，又在另一

個世界展開新生，試問時空更替何人能倖免？自古至今皆無人可脫離，所

以當下必要提昇三寶（性心身）往上成長，才能了脫輪迴的。 

 

壞空本質是將萬靈帶入另一時空改造，有壞空方有新生開始，必要利用此

生（身）來改造不良含因，即能改變結果的。否則一年又一年、一生又一

生，也就姑息此身一切習性毛病，何時能了結？ 

 

必要把無常觀念深植內心，當下做一番利人利己德澤。改造眾生根本，萬

靈演繹目的就是改造凈化不良含因基準，能以真理教導眾生收圓來圓滿一

切，方能在於此世了脫人間苦磨輪迴。 

 

佛即眾生、眾生即佛，當下實行覺（悟）有情，久而久之，就能彰顯佛性，

此即是菩薩行基本作為，成住壞空、生住異滅，一切皆是借看借用借擁有

而已，如何把握當下改造自我提昇，是要精進努力的。  

 

 

 

第廿八回  行覺有情 

 

人與人之間所差別，是在於如何落實覺有情菩薩行，由作為改變累世不良

含因，必要實際身體力行，菩薩本質是以「無為」為目的，而成就菩薩行

於現世；轉變人間成為覺有情世界。 

 

又眾生迷於世景，就會受五蘊（色受想行識）所牽纏束縛。迷失自己又難

彰顯佛性，天天僅為生活而奔忙，如此皆難以入於「無私」作為，也就無

法落實菩薩行，眾生菩薩其實並無兩樣，僅在迷悟之間。 

 

人間必要覺有情（普渡眾生），才能成就菩薩果位，必要具備真理來「覺

悟」自己，更要「開悟」所有人間迷障；人類眾生皆是迷盲，菩薩無為而

為，不為己利，創造福澤，成就一切眾生而沒有自己。 

 

對菩薩來言：菩薩即眾生，眾生即菩薩，菩薩無為付出，眾生學習無為貢

獻，菩薩皆是由人修持而成，眾生以菩薩為榜樣，自然也能達到菩薩境地，

「上求自利、下化利他」，僅此而已。 

 



覺有情以至公、至正、至理、至情，不為己私而利天下，人由四大所組成，

萬物亦是如此，對「成住壞空」只不過是演繹過程而已，若能在演繹中學

習真理，落實菩薩行，必能由現世改造含因，而成其正果。 

 

含因所改造，也就不會入於五蘊，故而不受「眼」、「耳」、「鼻」、「舌」、

「身」、「意」六識接收，更不會入於「末那」分判，「阿賴耶」所儲藏，

如此善惡六道輪迴之含因皆已清空，自然能夠提昇回歸無極。 

 

故必要改變不良惡果，轉變成就良善因緣，自性不受五蘊牽纏，常常學習

真理並落實之，又受仙佛普照，進而將倫理道德融入現世生活，常常藉由

周遭因緣來行六度菩薩覺有情，如此自然能事事圓滿。 

 

一家組合若具備兩位菩薩（夫婦），同心共辦覺有情聖務，就能入於更圓

滿興旺境地，正是基本「無為」，真理推廣過程，子孫受「覺有情」薰陶

而不自私，皆因家庭成員無為付出心血勞累，亦不敢言辛勞苦楚。 

 

也就在「歡喜無為付出」過程中成就，以「慈悲喜捨」願力，甘之如飴，

不求回報，即是覺有情過程。子孫若能感念兩位菩薩辛勞，就能彰顯家庭

德澤，此乃「孝子賢孫」和菩薩所組成的幸福家庭。 

 

上天演繹，推廣德性就是要興旺家庭，覺有情菩薩行，落實家庭覺有情，

方能以先成全自己家庭，漸而擴展至全世界，每一個家庭都有兩位菩薩來

護佑，此種親情永遠都是血濃於水，不能切斷。   

 

 

 

第廿九回  六度萬行 

 

菩薩慈悲離不開眾生，故為覺有情，時而降至娑婆世界救渡眾生，冀望以

菩薩六度萬行，作為人間修持基礎，若能清淨無為而為，就能彰顯佛性，

了脫輪迴，此乃回歸無極所具備的基本條件。 

 

第一度 布施渡慳貪 

 

◎一、財施–財施本質，以福餘施捨他人，應付緊急之苦難，而非經常性

之救度，避免形成依賴性，突發困厄磨難乃人人皆無法預料，無常一到，

因無預防自然手足無措。 

 



故以己福餘來布施他人，救度他人化解短暫緊急困難，然不可長遠救度，

必要教導其脫離困厄方法，而非一味以金錢物質長遠救濟，故給魚吃不如

教其如何釣魚，給予米飯不如教如何耕種、故財施乃救急非救貧。 

 

◎二、法施–法施本質，是欲己利而利人，己達而達人。以真理教化眾生，

在法施能以邊落實真理，邊推廣真理來救渡眾生；一句言語，可利他亦能

害他，必要充實自己，能上求智慧，下化眾生而轉化成智慧資糧。 

 

◎三、無畏施–謙卑恭敬服務眾生，放下高傲身段，低聲下氣行持，幫助

眾生脫離苦難，不論任何高位，捲起袖子慈心服務，並以「無緣大慈，同

體大悲」來行持無畏、作為真正道場棟樑。 

 

必要以平常心行持一切，切莫居高而不具德。無為而不求名利、不求高攀

心念，作個小螺絲釘，人之行持愈高，愈容易見至不良一面，小螺絲釘才

是聖堂大棟樑。就是越能低聲下氣，越能見到平常心、菩薩行。  

 

第二度 持戒渡邪淫（邪行淫毒） 

 

◎一、律儀戒–以戒律作為人生修持標準，持戒乃觀察自己是否有逾界行

為，能遵守，不逾矩，長守條條戒律行持為準則，若是犯戒，必會造成性

心身之不良影響，只要遵守規制與戒律，三寶修持也自然能清淨無邪。 

 

◎二、攝善法戒–「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行功立德修持自己，以戒作

為修身標準，護持正法，不貪功好德，無為慈悲救渡眾生，給予人類作攝

持榜樣，日久行之，自然一切祥和。 

 

◎三、饒益眾生戒–「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作為行持標準，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視眾生如自己兄弟子女，先天下憂而憂，

後天下樂而樂，如此才能達至無為境界，是對整體就有提昇超越的效益。 

 

第三度 忍辱渡瞋恚 

 

◎一、生忍–一切橫逆無常阻擋，就能以身體忍受來化解，作為平常修身

準則，生忍乃身之忍，有形能見得到的貧、苦、病、餓等等，忍受身之磨

難，克服一切橫逆、困厄來臨，作為身體忍受之修持。 

 

◎二、法忍–法忍乃因緣造就，欲求過程中加諸於「心」之考磨，因心靈

之苦往往比身受之苦更難忍受。憂鬱、煩躁、不安等等，雖然見不到，但



卻是感覺得到，忍心之苦境，就能以真理來化苦境，迴向消業於無形。 

 

◎三、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是大乘修持，將生忍、法忍淨化一切外境、內

境，即不受任何影響，亦無任何牽掛，此「無忍之忍」，正是成道圭臬。

因無任何欲求，也就沒有忍之念頭。 

 

如此超越了忍的界限，世人常說百忍成金。皆在外境身體，內境心靈來做

忍受，故以「吃苦為吃補」，就能生出無忍清淨念頭了。布施、持戒、忍

辱，首先以此前三渡，作為菩薩行。 

 

往下尚還有：精進、禪定、智慧三渡，因此菩薩行必具備六渡，方能以現

世基礎改造而成，促成靈性成長。在修持之過程上，大乘菩薩行必先修小

乘因果迴向，因而六度之本質，能了脫一切覺有情。 

 

若不精於六渡萬行，而能直超菩薩果位者，鮮矣！故今日必要以謙卑低心

來學習真理，能以己利為出發點，作為來日利他資糧，正是點滴累積方能

達成，而不是一蹴可幾。  

 

 

 

第三十回  六波羅蜜 

 

菩薩六度萬行謂之六波羅蜜，能否以六波羅蜜到達彼岸？必須實際落實方

得受用無窮，為何稱之為萬行，就是要落實上萬次以上，一直到無為為止，

才真正具足真功實德。並非沽名釣譽修持。 

 

第四度 精進渡懈怠 

 

◎一、斷精進–斷精進是要快刀斬斷一切不良慾望習性脾氣，欲斷除此慾

望習性脾氣，必要以精進心進入修持淨化階段，尤以人較容易懈怠，就會

阻擋成佛之精進心力，持斷精進，自然能快速斬斷煩惱而進入清淨修持。 

 

◎二、修精進–今生能入於宗教修持乃是累世有修，能成為道場一份子，

必須具備有善良種子，以此殊勝因緣而推廣至他方，並廣渡眾生結善緣，

以至對修持進入修精進，不斷努力推廣方能達成。 

 

◎三、求化精進–求化精進是能以斷精進、修精進而真正進入智慧不輟境

地，要有具備上求智慧能量與資糧，方能充實自我含藏來下化眾生，能否



上求下化？只要精進累積資糧、願力、必可達成目標。 

 

第五度 禪定渡散亂 

 

◎一、心定–心定才能身修，作為修持依據，心若不定，必然心猿意馬，

而不能把持，故身體同外界相互結合，必不可受外界左右「心之清淨」，

因而心之定正是：禪定內緣。 

 

◎二、身定–身受於外境所驅使，方能成就身體各部之行動應對；也形成

身業障阻礙諸多良善因緣，而造下了惡業。正是接觸外境時，七情六慾全

部浮現，而壞了最初清淨本體了。 

 

◎三、意定–意定，要自在無垢，首先要清淨心靈，才能淨化意念。意之

動即念之動，亦是心之動，三者息息相關，必要留意五蘊之起心動念，待

人處事不可落入於計較比較，一切真誠無為清淨。 

 

心為內境，禪定就是要把「心、念、意」這三者合而為一，即能把心定淨

於無念之境界，成為禪定功夫。 

 

第六度 智慧渡愚痴 

 

◎一、生空智–人之修持經驗，學會運用如宜即是智慧成長，人有聰慧愚

蠢之分，其間同外界接觸，能真正以智慧修持者，稀也！皆是以盲引盲，

又無法真正入於修持境地。 

 

一般修子都只在口上言修，內心卻受外境污染，時常遇到瓶頸阻礙就怨天

尤人，其實一切皆在善惡因緣所造，萬法唯心唯物（己），生空智已能體

悟此生一切皆空，故不被任何人事物所影響，一切也只是時間過客而已。 

 

◎二、法空智–萬法乃對治不良心態所演繹。心若空，法亦空，以修持有

為法而能行無為法；一切作為能以大乘菩薩行者理念，作為一切因緣觀、

法性觀空，所有因緣皆自然法則，能否放下心？看開即是！ 

 

◎三、一切智智–真如本性即是佛體本來，眾生皆具佛性，能在「一切種

智」，入於「一切智智」。真如清淨無垢自在且無為，就有如實「大智智」

開展。智慧中的智慧，正是由菩薩道提昇至佛道所具備的條件。 

 

「六波羅蜜」所成就，達至「涅槃」本來，人生必須通過因緣法則，來成



就自己，更要成就眾生，提供對「六度波羅蜜」彼岸超越。行持提昇，以

小乘修持漸而入於聲聞、緣覺，再入於大乘菩薩覺有情。 

 

自求上智慈悲心，作為下化眾生資糧，；覺有（悟）情菩薩行，正是菩薩

救渡眾生慈悲之大願力，通過普渡眾生，覺悟世間一切有情，故以見、聞、

知、覺，來接引眾生回歸。 

 

彰顯佛性，必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往上提昇，才不會憑空入於「魔性」

虛幻，眾生若不具「頓悟資本」，必要按部就班來行持，對自己就會有往

上成長、提昇、超越，成長的效益。 

 

 

 

第卅一回  大乘菩薩 

 

菩薩行欲入於圓滿境地，就要有智慧經驗落實，通過淨化五蘊，「覺悟本

來」清淨無為，以自我修持成長而達至覺他，通過自悟悟他，再入於一切

因緣圓滿境界。 

 

大乘修持，通過真理學習，經驗累積，並真正落實在人世間，若沒有有情

眾生，又何來菩薩與佛？也就會在大乘修持改變含因來累積德性。上智者

對無為清淨能當下行持，中智者能漸漸落實，下智者必要按部就班。 

 

皆要一步一步如實作改造，必須通過現世落實德性經驗累積，而非逃離眾

生而孤獨修持；又對大乘修持過程中，必有酸甜苦辣經驗。如此！就能真

正實際了悟人生修持的過程。 

 

通過人間所有生存考驗，方能實際有引渡經驗累積，不只是嘴巴說說經典

而已，而是真實地感受一切過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點點滴滴都是體證

作為。如此通過考驗折磨，就能看透所有酸甜苦辣。淨化人生喜怒哀樂。 

 

若自覺經驗含藏不足，也就無法通過考程，亦會落入人云亦云之陷阱當中。

即非自己經驗也無艱苦承受，對覺他經驗則必然不足！若惡運橫逆來磨，

又如何化解？人生必須通過甘苦過程，才會轉煩惱為菩提。 

 

智慧若已提昇，再逢下次考磨來時，即能圓滿應對如流，而不受困厄苦磨

其心，大乘修子在遭逢逆境、困厄、橫阻仍不感到其苦，甚且將一切轉化

為菩提，藉苦磨提昇智慧，真正行持於人世間。 



 

菩薩普渡眾生，不求順境，專在逆境中成就自己，累積人世間種種苦楚，

而能低聲下氣來轉化成為菩提智慧，含因改造成為智慧，真正將德性落實

於人間，而達到回歸超越，圓滿乘越。 

 

覺他必要先自覺，通過學習真理，落實改變不良含因，覺他必要眾生有改

變提昇，又覺他過程，也由眾生所遇到種種問題，一一對治，八萬四千法

門，對治八萬四千煩惱，而成就八萬四千智慧。 

 

若不能經由八萬四千問題的產生，何來有八萬四千菩提的造就！覺行圓滿

正是通過覺他，通過智慧闡揚，將問題一一消弭於無形，人有肉身，而菩

薩（仙佛）則無，人類眾生知而不行，必阻礙菩薩救渡眾生宏願。 

 

眾生時感不順遂，遇到種種不如意之問題，就會時常要求菩薩與仙佛救渡。

然菩薩救渡，也要配合自己實際行持，否則菩薩苦心即成白費，必在求智

慧中能學習菩薩腳步，一步一步往菩薩道行持理念、智識與觀念。 

 

眾生不了解菩薩行苦之心，一味孤意而行差踏錯，試問眾生能有菩薩行否？

菩薩仙佛宛如自己親長一樣，希望天下眾生能效法菩薩的腳步，一步踏穩

再行一步，日積月累就能彰顯菩薩行覺有情。 

 

必要通過自覺覺他，入於覺行圓滿，圓滿必在心無所偏。在對每一件事務

都要求能圓滿、圓融。必要能看得開、放得下，才不會受物質情欲所束縛

羈絆，困擾著自己此一生。 

 

要了知：天下財物都是借觀、借用而已，生存之時能擁有，兩眼一閉又什

麼東西、什麼物品是自己的？夫妻、子女、財物、田產，一切皆不屬於自

己，也僅是背負著禍福功過而已！ 

 

若不珍惜現在所擁有一切來造福他人，而一味造罪求取財物，所有財物皆

是用它來成就眾生、造福眾生，又在財物與願力有密切關係，無為願力越

大，越能藉「無為之財」來成就、造福世人。 

 

「覺行圓滿」是覺有情菩薩行所具備的條件，菩薩能通過「十地」行持，

方能入於真如本性；「聖道收圓」即是要眾生皆能實際入於無為之菩薩行，

則是天之福，眾生之福，也是菩薩之福。   

 

 



 

第卅二回  真如佛性 

 

通過覺有情，無為普渡眾生，才能真正覺悟自己，彰顯佛性真如，必在實

地精進，而非歸空後才要落實，現世菩薩是以當下落實六度萬行，彰顯佛

性也是在現世當下之中來淬煉的。 

 

菩薩必須落實十行、十住、十地、十願、十智，而具足大願力、大智慧、

大悲心、大慈性、大福德，方能於十地行持中到達彼岸。六度萬行，是以

「萬法實行」、「萬緣皆通」過程，作為上求智慧，下化眾生。 

 

「無我真如」與「法性真如」兩者不相違逆；必會依持在「佛性真如」，

一體兩面。眾生受現世環境所蒙蔽，無法由佛性來彰顯，人類眾生即受五

蘊所影響，即污染了自己原來清淨的本性。 

 

故必要通過善惡因緣果報來體證人生，實際感受酸甜苦辣。才能體會到清

淨無為的真實效益。所以佛與菩薩：正是通過實際經驗考磨，以真理和經

驗作為教育資糧，就能成就殊勝正道因緣。 

 

否則若無現世考磨，就無法有親自體證過程，也因此必須藉用現世因緣組

合，才能有未來成就。眾生與佛、菩薩之分別，僅在真如佛性能否發揮出

來，開悟過程有深淺不一，「大悟、中悟、小悟」之契入。 

 

大悟澈大智、中悟澈中智、小悟澈小智，眾生每日皆在實際體證過程中開

悟一切、而累積智慧。必要實際落實真理，而非道聽塗說，有云「註解金

剛經、講解金剛經、聽聞金剛經、實行金剛經者」，何人能成佛？ 

 

僅有「實行者」方能成「佛」。 若是沒有通過學習金剛經，再來了解金剛

經的真實含義，又何來智慧作實行？因此在對「學習、聽聞、了解、落

實」，都必要有連貫，方能將經典作為實修落實之依據。 

 

人類是由經驗落實而成智慧累積，雖然無法即刻成就清淨真如，但必要常

守中心玄關，離開陰陽分別，對善惡兩造之間，若是偏悖一方，皆無法跳

脫三界束縛。 

 

故佛菩薩是通過種種因緣和合，累積守中本質，直到無分別對待心，方能

跳脫三界因緣困擾，人類眾生能否了脫，正是通過「菩薩六度萬行」，才

能有福慧雙修。佛性常保持赤子之心，才能真正長久行持。 



 

必要時時不斷精進落實，而非時斷時續，方能立於真如境地，人世間就有

諸多覺有情菩薩作為，以此來渡化周遭人、事、物，促成當下提昇超越，

而非寄望未來或歿度之後再來開展。 

 

通過實地落實，當下彰顯佛性，進入「覺有情」、無為普渡眾生，能有

「用心」即會成就， 「聖道收圓」已入於尾端了，祈願有情眾生都能共

修共勵，通過真修實練，在龍華三會，大家都能共同攜手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