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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人覺經》是後漢安世高西元二

世紀中所譯。

安世高出家後，想要出國去印證佛理，

所以周遊許多國家，來到中國洛陽安

住下來，專心深入研究華文，一段時

間後，通達華文，就開始翻譯。



本經經文和其他佛經稍有不同，
一般佛經開頭有「如是我聞」等六
成就，經後流通分有「信受奉行」
四字，本經都沒有。



《八大人覺經》含經題只有

三百八十一字，經文簡短扼

要，易於修學。



「大人」就是大士，觀世音菩薩
為「白衣大士」，「大士」、
「大人」都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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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講述《八大人覺經》
開示時間為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
迄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止。
上人於每月一次的慈濟委員聯誼會，
講述一種覺悟之道，為期一年共
十二場；



第二次講述《八大人覺經》開示
時間自二00二年十一月起，迄二
00三年元旦止。上人於每日晨語
時間，對精舍常住二眾、醫院志
工，共講述三十二場。



第三次講述《八大人覺經》
開示時間於二O一O年三月上人連
續八日於志工早會，對精舍常住二
眾、志工開示，因時間有限，內容
甚短，並未結集成冊。



修行的方法有八種，道理很深，但是
安世高用很淺顯、簡短的文句，讓我
們好讀、好背、好誦；就像大家看到
靜思語很歡喜，因為句子短，能用在
日常的生活中。



上人在本書語重心長的與大眾共勉
《八大人覺經》經文很短，從開始的苦
難，到過程的方法，一直到最後的解脫，
都不離經文中提到的八件事情。
大家若能背誦，好好受用、運用智慧度
化眾生，自然能夠福慧雙修、智慧如日、
慈悲如月，永遠光明，更能「令諸眾生，
覺生死苦」！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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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釋經題



「八大人覺」是八種修行的方法，
凡是要學佛者，都必定要行菩薩
道；要行在菩薩道中，就必定要
自我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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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育我們要有感恩心，
感「眾生恩」，也就是社會人人所
付出的恩；當然也要感「父母恩、
師長恩」，更要感「風王水土恩」，
就是風調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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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偈：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四重恩：父母恩、三寶恩、國王恩、眾生恩。
四重恩：父母恩、師長恩、三寶恩、眾生恩。
四重恩：父母恩、上師恩、國土恩、眾生恩。
四重恩：父母恩、老師恩、國家恩、眾生恩。
四重恩：父母恩、上師恩、國土恩、眾生恩。

-摘錄自網路-



三途(三惡道)
地獄——火途
餓鬼——刀途
畜生——血途



八相成道
八相為：一、降兜率。二、入胎。
三、出胎。四、出家。五、降魔。
六、成道。七、說法。八、涅槃。



第二章 至心誦念 八大人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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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

學佛，目的就是要成佛；成佛的條件，
首先要自覺覺他，一般人常說，先自
利然後利他，自己若不清楚，就無法
教育別人。



p33

世間苦在哪裡？苦在於「迷」！
迷是因為不覺，若能先自覺，自己在
迷茫中醒悟，再去分享心得，就是教
育，自覺以後再去教育他人，叫做
「自覺覺他」。



p33

眾生迷，心就亂，心亂則世亂，世間
就無法有善的循環。
佛陀是一位大覺者，他將自己求法、
覺悟的心得，再向人間宣說，所以除
比丘傳法外，其實普天之下，愈是智
慧高、根機好的人，他對佛法的教育
接受愈深、研究也就愈透徹。



p34

「八大人覺」是八種修行的方法，凡
是要求佛、學佛，或想要成佛者，都
必定要行菩薩道；要行在菩薩道中，
就必定要自我覺悟。
自我覺悟最重要有八種方法。



自我覺悟最重要有八種方法。首先要知
道器世間的無常，也要知道生命世界同
樣無常！「器」就是器具，就是物質，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所有看得到
的東西，都稱作「器世間」。人不可迷
在器世間的物質中，對器世間有形的道
理都應清楚瞭解，有瞭解就能破迷為覺。



接著要讓心靈透徹，萬物一統皆從心
造，一切煩惱苦難、人禍災害，無不
是從心起。這又讓我們深一層地覺悟、
瞭解，知道應該要如何修行，如何自
覺，如何再去覺他，這全都需要方法；
方法就在「經」中，知道方法才能夠
突破「迷」；能突破迷茫，才能解脫。



不論出家或在家，只要已經皈依，就
稱為佛的弟子；既然是佛弟子，必定
要時時依教奉行，此時此刻就要立願，
這麼短的文句，這麼奧妙的道理，怎
麼能不放在心裡？從這時候開始，
《八大人覺經》就是我們日夜、時時
要奉行的道法！

p36



雖然《八大人覺經》很短，每一段字
數不多，但是不論行住坐臥、舉步動
足若能時時應用，就會常常記得，所
以佛陀叮嚀我們，要「常於晝夜，至
心誦念，八大人覺」

p35



「常」就是不間斷，意即佛弟
子應該要晝夜不間斷；在日常
生活中，心要慇懃，時時誦念
「八大人覺」。



「晝夜」表示用功沒有間斷；「至心」
就是很虔誠。真正的虔誠，是道和法用
在心裡，有句話說「銘刻心版」，就是
將短而簡單的好句子，常常刻在心中，
這也是「至誠」。待人接物若能常常想
到刻在心版的這句話，哪怕心要被境轉，也會及時再轉回來。
也會及時再轉回來。



我們要精進，日常生活要用在分秒中！
只要一句
上人說「分秒不空過，步步踏實做」，
自然就除掉懈怠的心，再提起精進的
心，這就是「銘刻心版」。



學佛要上求下化，雖然在教育別人，其實
自己還是不斷在學。
《禮記．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得一善要好好把握、抱持著善與日常生活
並行，就是「拳拳服膺」。將我們所求的
教法，再普遍傳給別人，讓別人同樣能好
好把握著，依教奉行，就是利益人群。



慈濟人對內要誠正信實，對外要慈悲
喜捨，內外無不是大愛。
誠正信實就是自愛，慈悲喜捨就是愛人；
自愛與愛人，一定要自覺以後，才能
覺他，這也是學佛不能少的至誠。

p39



第三章 世間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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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乃覺者，一般人受了苦，才
會去追求樂，但悉達多太子享受
了天下一切的福，卻偏偏要去分
析人生為什麼不平等？苦難的眾
生是如何過日子？



所以他離開享受的環境，出家專
心探究。佛陀年輕時，與人不同
的地方就是在此！所以我們既然
為佛弟子，就要奉行佛陀教法，
時時用在日常生活中。



二千多年來，感恩歷代高僧、古德祖
師盡形壽探討佛陀教法，開拓人間真
理、覺性的泉源。使佛陀的教育能源
遠流長，直到現在，僧團生活、四眾
弟子的組織具全。我們要承擔使命，
在團體中互相研究、磨練，讓佛法永
住人間。



這個時代，佛法中稱作「末法」。
末法眾生垢重，因為眾生的煩惱垢穢，
造成時間劫濁、世間混亂；因為世間
亂、人心亂，變成多災多難，大地
不斷受破壞，所以大家要提高覺性，
開始來研究佛陀所說的
《八大人覺經》。



世間一切幻化無常，不是我們能掌握
住的，所以《八大人覺經》的第一個
覺悟是「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
苦空，五蘊無我」。



這段經文，應該很容易明白，只是平
時都疏忽掉了，佛陀希望我們時時警
覺世間無常，才能道業精進。若能覺
悟世間無常，凡事就不計較，自然就
不那麼執著；有「無常觀」，心就沒
煩惱，這是修行人要常常體悟的。



世間沒有一樣是「常」，沒有一物、
一刻是停住的，絕對是無常。
同樣在瞬間，也有無數的未來；瞬間
都無法停留，豈有常住？
學佛應要有透徹的看法，世間沒有一
樣東西是堅固永久的。

p44



p51

凡夫的感受，常常由不得自己，一天
到晚對境生心，剎那間感觸到的，假
使生起不歡喜的心，能左右它嗎？
對人對境，若能好好調整心態，調整
到一切感受都能應境隨心，能馬上解
開，就是修養的功夫。



p51

互相對境之後的感受，要思考是不是
有偏差？感受所表達的形態，在彼此
之間就建立了「緣」；好緣、壞緣，
好的結果、壞的結果，都歸入在
「藏識」，若能更用心，照顧好心念，
自然事事都是對的。



p54

常說「瞬間就是永恆」，瞬息與永恆
之間，只差在一點心念；修行就是要
使瞬息成為永恆。痛苦是短暫的，不
論幾年，總會過去。身體四大不調，
導致有病，難道因一點點病，就自我
放棄嗎？



心像一面鏡子，心鏡要好好地自照，只要
心靜，境動無礙。世界雖然那麼寬闊，有
時候用一個小小望遠鏡，貼近我們的眼睛，
看出去很遠、看到很多。道理也是如此，
收進來好像在芥子裡，放出去好像是天下
須彌。從這個角度言，要體解佛陀的教法，
不是說「已經聽很多經了，對我們有用嗎」？

最重要的，還是要將自己的心調理好。 p53



須彌納芥子



考古學家、地質學家不斷研究，證實大
地曾「移山為海，倒海為山」，所以山
會變成海，海也會變成山。世間土地，
無時無刻都在變動，幾千萬年前地殼變
動，現在所看到的大山，以前是一片大
海；現在所看到的大海，過去是一座雄
偉的大山，什麼都不常住。
p57



常常說要「自我祝福」，若每天在內
心啟發善與愛，自然與人互動就懂得
關懷，人和人互相關懷、彼此相愛互
助，就是造福，也是善的循環。造福
的動作叫做「福業」，「業」就是一
股氣，臺灣人說「福氣喔」！
福氣就是佛教所說的福業。 p59



為什麼有的人，會讓人看到起歡喜心、
起信心？因為他平時與人互動，不斷
付出、不斷累積修養。日常生活是外，
是別人看得到的；內在是自己要修養，
所以有修養的人會自愛、會愛人，自
愛愛人就是福。

p60



世間不斷在破壞，若不趕緊用福共聚
力量，會壞得更快。就如坐在同一艘
船上，風浪大的時候，除駕駛船的人
技術要好以外，坐船的人心也要定，
大家若亂動，反而會加速船在風浪中
翻覆。
p61



惡若較多，世間的動亂就會愈多；善
念愈多，穩定的力量就會愈大；要世
間全部都是善念，實在很難，但至少
要有多一些人，心中有愛！

p62



愛心要愈早培養愈有福，要常常覺悟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簡單的兩
句話，要常常放在心裡，時間不斷轉
動，凡事不要計較。要好好把握每個
時刻的一念善，就是「把握當下、恆
持剎那」；瞬間就是永恆，大家要顧
好這念心，必定要自我警惕。

p64



p32

「四大」是地、水、火、風。



p68

地是堅質的，就像我們身上，皮、筋、
骨、肉都叫做堅質，都稱作「地大」。
這些堅質的東西有傷害，就像大地被
破壞有傷痕，身軀破壞了，同樣也有
傷痕；會感覺到骨頭痠、背痛等等，
這就是地大不調。



p69

血液、痰、淚、唾液，都稱為「水大」，
慈濟常常在送髓。「髓」就是造血幹細胞，
一個人血液若不暢通，生命就有威脅；造
血的功能有它生理的變化，若沒有協調好，
同樣也會衰敗。血液對一個人的身軀非常
重要，生命的主流就是血，所以水大不調，
就是對生命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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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時時彼此協調，凡事才會順。同樣，
只要是有形的物質，四大因素必定要互相
調適，才能真正平安。在四大中間不調和，
身體就會互相衝突，會變成病。人的身軀
有暖氣，摸起來有溫度；若人往生了，就
是冰冰冷冷的感覺。所以說人體溫度若不
調和，就是病。叫做「火大不調」。

p75



風大是氣體流動，就是呼吸；呼吸從
體內吐垢納新：清新的氧氣吸進來，
體內的穢氣吐出去。

p77



四大假合無不都是歸於空，所以瞬間
就是永恆。
我們生活在大地，人倫道德不能有一
點點差錯，修行就要修大協和，要好
好利用時間，人與人之間要和，這就
是我們修行的目標！

p87

。



一輩子辛辛苦苦、勞勞碌碌，到生命
最後一天，到底「我」是什麼？
風歸風、水歸水、土歸土、火歸火，
一切散壞無遺；

p88



人生要如何保護自己的身軀呢？其實
多數罪業都由身起；為了身軀享受，
為了保護自己，人們做了很多損害他
人的罪業。若能把身軀看透徹，能
「盡此一報身」，就能為一切眾生求
安樂，就是「犧牲享受」，也是
「享受犧牲」。

p89



生命每天隨著時日、季節不斷運轉，在這
種危脆的國土中，天下萬物沒有常住的空
間；一切都是四大假合，只要其中一大不
調，就眾病叢生！
但是眾生共業，要求得四大調和談何容易！
必定要人人有和合的心態才能運轉，常常說
「運轉、運轉」，就是要隨著人心和合
來運轉。

p96



五蘊是色、受、想、行、識，也稱
作「五陰」，除了「色」是四大假
合的物質，其他的四蘊都屬於心靈
感受，看得到的一切都稱為「色」。

p97



除了身軀的「色」以外，就是「受、想、
行、識」。「受」是接觸剎那間的感受，
是日常的感覺，有了對待，才有感受；
感受是無形的，有的人身軀雖然健康沒病
痛，心靈感受卻是苦的，看到順眼的，感
受很歡喜、很快樂；一點點不順意，就感
覺捶心割腹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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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一樣，是接觸、感受以後，
再經過腦浮現的形象，深入心思考
慮的結果；是好是壞，是對是錯，
形象印在心裡，就成了「想」。

p97



「受、想」引出「行」動，行動後
累積下來的，就是業的種子，藏在
「第八識」，就是歸納業的地方。
感受大都來自人我是非，人與人之
間的感受。



世間無常，「行」是很微細的流動，時空
也是在無形中不知不覺流逝，從出生一直
到現在的形態，是哪一天在變形的呢？究
竟是哪一個時刻老化？這種不斷的變異，
我們全然不知覺，就是「行」。
非常非常微細，不斷地流逝、變動，就是
「行蘊」，天地萬物不曾離開過行蘊。

p100



受、想、行、識，雖然是無形的，

在生活中卻佔很重要的因素；

四蘊能引導我們，往正確的方向，

或是錯誤的方向！



正確的方向能導向覺道、進取精進、
利己利人、自覺覺他，不只此生今
世，同時也度向來生，這是永恆的。

p103



但是，佛法明明說：受想行識有變異，
為什麼現在又說是永恆呢？
因為瞬間的念頭，雖然無法在現實生
活中常住，但是若發願，就要好好把
握住，且依照願去實行，我常常說把
握當下，最重要的是恆持剎那，也就
是「瞬間是永恆」。

p103



再來是「識」，在「想」之外，還有
「思」，常聽到「思想」，想是粗相，
很多形象放在我們心裡，稱作「想」。
只有「相」放在心裡還不夠，還要有
「田」，要將田放在心上；我們說心地、
心地，心地就是讓我們放種子的地方。



種子放下去，因緣成熟，就會在大地現
形，就好像每個人將外面的境界收進來
之後，不斷在內心思考。種子落土，
隨著時日累積，現形在生活中，譬如我
們怎麼想，就會怎麼去行動。

p105



人生本就是「無方無圓，非變非異」，
但人們都有一種執著，在執著中痛苦，
在執著中閒得不耐煩，也閒得不快樂，
更夾在人與人的是非中生存；只有「大
智」與「下愚」的人沒有是非。
大智者已經超凡入聖，不受世間的利害
得失影響心思、心理，他的任務就是為
人群而生活。



常說釋迦牟尼佛是為救度眾生，為眾生
修行、為眾生成佛；人生要有超凡入聖
的心理，再苦再忙也不覺得累，即使閒
也閒得很自在，一點是非都沒有，為什
麼？因為心廣體寬，雖然身無一物，卻
一點是非也沒有。



所說的「身無一物」，不是不管世間的
事情，而是忙忙碌碌的事情很多，但拿
得起、放得下，就像手畫虛空，鳥兒飛
過，心無痕跡。

p108



人生本就變異無常，認得太真，執
得太過，這輩子必定閒也痛苦，忙
也是非，所以要心廣體寬，認真透
徹瞭解佛教教理，就可以「扮假成
真」。假的東西看得開，真的東西
能努力，真和假兩項形態能分明，
人生就快樂自在。
p110



人生為什麼會苦？就是真假顛倒，看
假為真去計較，看真為假不重視。
「生滅變異，虛偽無主」，這幾句話
若記著，就可以真假分明；能夠真假
分明，就會忙得很快樂，也閒得很自
在。忙的時候，悠哉悠哉；閒的時候，
沒有一點是非，就是真正在修行。
p110



日常生活，都在人我彼此的感受中，
我們對人的看法有所感受，別人對
我們又有什麼樣的感受呢？應該多
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修行要時時
用心，待人接物、舉手動足，無不
是彼此之間的感受。

p112



人總是去追求不可得的東西，得不到
的時候生起怒氣，或是埋怨，就造成
傷害。人生也是一樣，要瞭解人生是
四大假合、是苦空，一切的行為都出
自受、想、行。思想一有偏差，就容
易使行為偏差；行為偏差，就會累積
很多的業。



若不瞭解，則只為了四大假合的身軀，
勞勞碌碌、辛辛苦苦，實在很不值得。
道理若清楚，心就能平靜，就知道一
切都是生滅變異，沒有什麼實質的事
物；既然不實，一切虛偽，還有什麼
好主宰呢？

p116



佛陀來人間，就是要開啟我們的智慧，發
揮我們的慈悲。人生離不開苦難，為了人
生的苦，要啟發慈悲，才有辦法拯救苦難。
要去救苦，必定要先瞭解道理，所以學佛
最重要的，要先瞭解苦，常常自我警惕；
對一切境界，知道是無常，知道世間危脆，
凡事都不可執著。

p123



世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單獨運作，要
有很多因緣、物體因素和合；所有物
質以及人的身軀，都離不開四大，若
其中一項失調就會敗壞，敗壞以後就
是一場空。

p124



受、想、行、識，雖然對凡夫而言是無常
，但對聖者而言是永恆；只要發一念真心
，為天下人間的苦難而求覺道，這就是永
恆。不可以想：「什麼都沒有！」因為我
們所做的一切，後面還有一個「藏識」，
「受、想、行」主導這輩子，所做的完全
在藏識裡；藏識引導我們將來的去向，也
引我們再去的下一世。 p124



六識-眼、耳、鼻、舌、身、意。
七識-末那識(潛意識部分）
八識-阿賴耶識(藏識）
第九識-阿摩羅識(根本清淨識）眾
生本有佛性，有自我淨化、自我轉
換宿命的力量。



佛教是人生教育，對要求皈依
的人，我的條件是真正徹底認
清佛教，走出迷惘，走入佛門
覺醒境界。但是凡夫的境界，
就是無法好好自主。
。



經文說「心是惡源」，為什麼心
是惡源？因為心無定力。
常言「人之初，性本善」，人人
都有和佛同等的佛性、有善良的
心，只是心性不定，容易被周圍
的境界誘引去做壞事。

p126



有智慧看開人生的世相就有戒--
預防的心；有戒自然有定力，有定
力就不會被過去的業所轉。
修行、學佛要學什麼？就是學用方
法來洗滌心的迷惘；將凡夫的觀念，
轉入聖人的境界。



學佛，是佛教徒要走的軌道，比如搭
巴士總是比搭火車危險，巴士開在馬
路上，路面平坦，為什麼較危險？因
為沒有規則。



巴士想要越線就越線、要超速就超速、
遇到岔路閃來閃去，一不小心就互相
磨擦碰撞，反而不安穩；而火車走在
軌道上，就很安穩。人生就像走在無
軌道的大路上，學佛就是要學習走上
人生的軌道；有軌道，就不容易出軌。

p128



常常說剎那或瞬間就是永恆，雖然在
空裡面，感覺無主、很虛，沒有一個
實物，但是裡面卻有一個妙有，就是
「業識」。
業識若清淨，就是本性；一般人都說
到第八識，其實還有第九識，就是人
人本具的本性。



成佛就是憑著完全沒有污染、真正乾
淨的第九識。業識帶著人生一切的幸
與不幸，凡夫在第八識輪迴來去。
學佛，就是要學得去煩惱、歸清淨，
把造業的意識化為清淨，變成很深入、
很奧妙、很明亮、很乾淨的原來本性。

p135



常看到新聞報導驚人的案件，為什
麼有這些案件？
犯案都是因為人心看不開，不是傷
害自己，就是傷害他人；心是惡源，
方向偏差就造成一切的惡，就是
「形為罪藪」。
p136



「形」就是身形，有身軀才能夠造
作很多業；有思想，身軀若不去做，
儘管一直想，很恨、很氣，很想要
去毀滅什麼，但若沒有去行動，什
麼樣的罪業都不會構成。



有形的東西才會去行動，所以「形
為罪藪」，藪就是窟；窟是凹下去
的地方，像泥窟一樣，泥窟中有水，
很濕，但是水不多，黑黑、髒髒的，
另外一個名稱是沼澤，比較潮濕，



水若有若無，但是比較凹，累積很
多污泥，就像我們的身軀，凡是身
軀所做的動作，業都累積在這裡。

p137



「心是惡源，形為罪藪」，雖然是短短
兩句話，但是很重要，含藏很深的道理，
是修行者要常常警覺的。要記得，心如
何感覺，身形就如何表態，很多的罪就
歸納在這裡。走入佛門，要身體力行，
修身還要修心，能轉罪惡的心為佛心，
就能轉愚癡為智慧。

p138



懂得這麼做的人，就可漸離生死、
慢慢脫離六道，身心可以解脫，就
不會在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的
境界輪轉，心就永遠在淨土中，永
遠是覺悟的人生。

p142



第四章 多欲為苦



第二覺知：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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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8



「欲」有財、色、名、食、睡五欲，
修行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少欲知
足，如此才能輕安自在；輕安自在
的境界就是無貪無求。佛陀的教育
時時警惕我們，人生什麼都是幻化、
無常、苦空，計較的事不要太多，
有計較的心，就會造成身心的苦難。



第二個覺知的經文雖然很短，
但若能做到，就真正海闊天空！
心能自在輕安，對平常人來說，
好像很不簡單；不過對修行者
而言非常重要。

p148



有人為名欲而苦，也有人為貪欲受苦。
有財苦，沒錢也苦；有子苦，沒孩子
也苦；有名苦，沒名也苦！
人有種種無所不至的苦，佛陀說：
「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因「欲」，
所以心想要貪，就造了種種業！

p135



〈回向文〉首句是「願消三障諸煩
惱」，就是要消除貪瞋癡三毒。
心不可以「貪」，人的生死根源無
法斷，就是因為貪；貪欲多，求不
到，就容易發脾氣。

p158



為什麼不快快樂樂過人生，好好地
「我愛人、人愛我」，創造幸福的
生活？因為我們不懂道理，這就是
「癡」，學佛的人首先要求，將身
口意三業所造的煩惱障全部去除。

p158



「願得智慧真明了」，就是讓心清淨、智
慧開啟，看事情徹底明瞭。不要只求福，
還要求智慧；若有智慧，就有福業；若沒
智慧，所做的都是傻福。成佛要福、慧兩
項平行，福就是人緣，有人緣，到哪裡都
會受人喜愛、受人擁護；到哪裡都有人支
持，事業就有人幫助。



「普願業障悉消除」，還沒認識佛法以前，
開口動舌無不是業、無不是罪。
有時候「業」還沒現形，放在心底，卻已
經有了一個種子；有時候，會無意中說出
一句傷人心的話，或不由自己地走錯了路。
所以人在世間，沒有一個不在造業，希望
大家這輩子當人，能夠聽到佛法，能夠把
業全消除。



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世世常行
菩薩道」，要發願生生世世都來
人間，行菩薩道，因為在人間才
有菩薩道可完成，在天堂沒有菩
薩道可行。

p160



學佛，要學會如何理家，有名利時要
懂得運用；沒名利時，也不可計較，
若學會怎樣運用、不計較，就是幸福
的好人生。理財可以分成四份，
第一要供奉父母；第二要養妻兒，家
庭要安樂；第三要為社會做一些好事；
第四要留一份本錢，好好經營事業。



若無本錢，一直去借錢做大事業，是
很辛苦的事情，現在的社會就是犯了
這個毛病，有一分本錢想做十分的事
業，這樣會很痛苦，也很危險。

p164



有一欠九



有十捐一



只要有滿足的心就能得救，有滿
足的心就沒有追求的苦，所以
「少欲無為」，則生死自在。

p165



菩薩的生死都是由自己選擇，所以稱
作「生死自在」；要生死自在，首先
要少欲無為。我們來人間有一分使命，
就是要為他人來，不要為自己而來，
若為他人來人間，就是菩薩；若為自
己來人間，就是凡夫。因為是凡夫，
所以無法自由來去！



既然有福報得人身，就是正報；能
夠從過去生中，造得人道的因，被
業力牽引來人間當人。雖然是凡夫，
但是要很慶幸能聽到佛法，「人身
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
難得得到人身，難得聽到佛法，要
趕快向佛道去求。



名師難求今以求



但是聽而不行也沒有用，佛陀講經，
是指引道路讓我們走，「經」若只
是拿來念，就錯了；「經」要拿來
當路走。講經也稱作「講道」，道
就是路。

p166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
身」，已經得到了人身，也聽了佛
法，若不趕快利用身軀，好好精進
此生，把生死的煩惱斷除，要等到
什麼時候？哪一輩子才能再聽佛法，
才能再斷生死呢？

p167



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不向今身度
更向何處度此身



學佛要學正見，若虔誠念佛，多發慈悲心，
福是自己帶去，不用擔心往生後，子孫會
為我們做功德嗎？自己不念佛、不用功、
不修養，子孫做多少功德，都沒有用。總
而言之，自己修行最好，福業要自己造，
不要指望子孫幫忙；為社會、為眾生多做
救濟的工作，菩薩道就能完成。



學佛要向覺悟的道路去求，不可常
迷在一般的信仰，動不動就去求神、
求鬼；只要做好應該做的事，就有
善神護法保護著我們，所以不用怕，
要正心念佛。

p172



學佛，就是要學出「覺」；覺就是明朗，
不昏沉、不無明、不愚癡。
待人處事要用心，有用心才有感覺；佛陀
用很多種方法教育我們，有時候用很淺的
故事，譬喻世間有各類各形不同的生命；
希望啟發我們在無明、闇鈍、愚癡的心態
下，走出無明，提高覺性。
p174



一切無常危脆，若想提高覺性，就要
少欲知足。修行重在少欲，欲念讓人
墮落，讓人受苦，很多危機苦難，都
從「欲」開始。人若有貪欲，不只一
輩子苦，還有未來六道輪迴的苦。

p176



佛陀說這個法，是在教我們：欲念減
少，無明就縮小，減少無明才會自由；
無明不斷增長，就如被魔的境界拘束，
會殺傷慧命。因此要修少欲的行，去
貪念，滅無明，覺性才會提高，每天
少一分煩惱，就能增長一分覺性。
p179



第五章 惟慧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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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平平靜靜、安安穩穩地生活，是
人生最大福，所以清貧樂道，就是修
行者的心境；每天清淨無欲念，才能
沒有煩惱。守志於道，才能開啟智慧；
假若心不清淨，貪無止境，智慧絕對
生不起來，因為有貪就有煩惱。



學佛，覺悟警惕要很微細，時時
連接沒有間斷，如初一念，好好
堅持，才叫做「發心如初，成佛
有餘」。時間不斷流逝，日子減
掉一天，生命也就少一天，每天
晚課〈普賢警眾偈〉說：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要常懺悔，若前一刻鐘失掉初發心
的念頭，要像火燒到眉毛一樣，要
趕快熄掉；有錯誤或失去正念的地
方，要趕緊反省警惕。

p183



當勤精進 如救頭然



修行者首先要少欲知足，知足要守
於道業，守志於道。
若能夠恆持初念，不斷精進，修行
的道路才會開闊，才是真正行在菩
薩道中。



學佛要有正確的信仰，因為生命只有數
十年，慧命卻是無窮無盡！慧命需要佛
法潤漬，佛弟子要追求覺的佛法，凡夫
心常常不厭足，財產多還要求更多，先
生好還要求更好，孩子乖還要求更乖，
世人所追求的享受、享樂、欲望永無止
境，這就是「心無厭足」。
p184



有的母親對兒子用濃厚的感情控制，
兒子難免會反抗，一反抗起來，就容
易偏差。事業也一樣要適可而止，過
分追求名利，愈不可得。為了多求，
難免心起煩惱；心起煩惱，就增長
惡業。



要求愈多，罪業就愈造愈重，比如太
太若不甘願被先生欺騙，就要放寬態
度；若不甘願，一鬧再鬧，鬧到最後
不堪收拾的地步，就是兩頭分開，家
庭變成一盤散沙，孩子誰來照顧？
「惟得多求」會增長罪惡，事業也一
樣，要寬心、要知足。
p188



世間實在沒什麼好求，求來以後，
也沒什麼好快樂，社會因為貪無厭
足，造成很多禍端。人的心欲無法
看開，不斷多求，也是
「惟得多求」、「增長罪惡」。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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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無形，卻佔了五蘊中的四項
受、想、行、識，日常的感受、思想、
行為，一直到行為的結果、業種的完
成，全都是心所造作，心的力量會驅
使身體去做，身體的行為做出來，業
就定下來。

p194



除了少欲知足外，還要精進，學佛對
惡的方面要消極，應知足常樂；善的
方面要積極，要「惟慧是業」，追求
智慧，發揮良能，造福人群；不可以
消磨大好的時光，如此生活在人間才
有價值，才不會浪費生命。行菩薩道
就要歡喜「安貧守道」，



菩薩和凡夫的差別，在於凡夫的
心無厭足，菩薩卻是常念知足；
凡夫是惟得多求，菩薩卻是安貧
守道；凡夫是增加罪惡，菩薩是
追求智慧，這就是迷和覺的分別。

p197



若把開闊的愛縮小為對一個人的愛，
就會愈求愈辛苦，愈求愈造業，愈
求愈得不到愛。愛本來就無窮盡，
擴大可利益天下，縮小就自私損人，
菩薩與眾生的分界就在這裡，要培
養慧命，才能生活在快樂中。

p200



聽法，不要以為聽過就知道了；知道無常
又怎麼樣，有警覺嗎？在日常生活中是否
少欲、知足、精進？若只是聽，也許聽過
後很快就懈怠，所以聽法不只聽一次，要
時時不間斷。不要以為每天聽，只有一、
兩次沒聽會怎樣？也許真正啟發你的心，
就在那次簡單的一句話，可以叫醒心裡已
經昏沉的覺性。



不只聽法，啟發智慧，還要布施；布施有
財施、法施、無畏施，聽法以後，要懂得
付出；眾生的苦難，就是欠缺，欠缺就是
貧。貧與欠缺，有形的在物質，無形的在
心理。有的人是貧中之貧，物質上困難，
加上心智的低微，或心和物質長期欠缺，
又貧又低能，所以需要我們長期去救濟幫
助、陪伴照顧。



佛陀啟示佛弟子，要看清世間的道理；若
看不清世間的道理，就會常常在苦惱中。
現在社會由於人心不知足，構成了社會的
罪態、心理的病態，實都是為了「欲」！
要離開欲的煩惱，就要知足；知足就要常
常念在慧業，要怎樣開拓智慧？怎樣增強
精神、心理的建設？要時時刻刻遠離欲念！

p205



第六章 破煩惱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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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人覺經》裡，佛陀說的八種覺
悟，都不離「欲」；人生多災多難，
生死不能斷，都是因為多欲為苦。菩
薩之所以能稱為菩薩，是因為有智慧
和毅力，能去掉多欲的心，修少欲的
念，能知足、安貧守道。

p208



世間多數人都是為了「五欲」財、色、名、
食、睡而忙，多還要爭取更多，所以有
「得」就有「失」的痛苦。普通人財產愈
多，被人倒債的機會愈大，這就是得在先
失在後！若先得後失，會非常痛苦；反倒
是什麼都沒有的人，過著平凡、平淡的生
活，既沒有「得」，當然也沒有「失」的
痛苦。



學佛要把握時光，分秒不空過。
精進就是方向不偏差，一點偏差很快
就會墮落，所以思想正確、愛惜時光，
才是精進的人生；懈怠必定墮落！佛
陀教育我們要力爭上游，意志要堅定、
念頭要正確、時間要把握。



人在游泳時，水若往下流，人是逆水
向上游，因為吃力，所以要更奮力、
勇猛，一點都不能鬆懈，才能游到上
面的源頭；學佛也一樣，若找到方向，
必定不可懈怠、不能停息。

P211



人生本來就是苦，來到人間，去除欲念後，
要精進、要多修慧業。怎麼來人間？我們不
知道；怎麼來做人？更不得自主。怎麼做一
個真正理想的人？不知道。因為我們時時受
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起心動念，不順意的時
候，就發瞋怒心、發脾氣，或煩惱、啼哭；
順境時，就歡喜到睡不著。



我們為什麼會不得自主？為什麼會愚
昧、愚癡？就是因為受「境」擺佈、
受命運安排。其實凡夫才會受命運的
安排，聖人能安排自己的命運。要如
何安排命運呢？就是用智力、智慧！
用智慧破除煩惱的惡念，自然又會產
生智慧。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舉止動作是由自
己安排，心不受外面的環境安排？不
是！聖人能創造環境、製造命運，也
必定要很精進；精進才能「破煩惱
惡」。

P222



學佛，不一定要去寺院拜佛、念佛、
讀經，才叫做精進；拜佛，是表達佛
教徒的敬仰，所以入寺院要虔誠禮拜；
念經，是要瞭解佛陀所說的教育，讀
了以後，才知道道理。若不讀經，就
不知道佛陀有這麼好的話、這麼正確
的方向，要指引我們走。



讀經就好像走路前，要事先知道路的
方向往哪裡走；就如一個旅行的人，
要有一張地圖，才知道走的方向對不
對？讀經就像問路，所以佛教徒要讀
經。

P223



念佛，要念得佛心為己心；要有佛
的精神、佛的理念，瞭解佛陀的精
神在哪裡，要知道佛陀為救濟眾生
而修行。



眾生的苦難，有心靈的、有物質的，
我們必定要以教育輔導人心，轉凡
夫的心，為聖人的心；轉惡為善，
向正道走，從迷茫的人生轉為覺悟
的道路，這就是救濟心靈。

P223



總而言之，要有心理修養、精神
的訓練，若能破煩惱惡，才有辦
法「摧伏四魔」；「魔」讓我們
很惶恐，不能自在、不能明理，
讓我們的心常常在苦惱黑暗中。

P227



一、煩惱魔：指貪瞋癡習氣能惱害身心。
二、五陰魔：指色受想行識等五蘊之苦。
三、死 魔：指死亡能斷人之生存命根。
四、天 魔：指能壞人善事的天魔外道。

四 魔



第一 煩惱魔

p229



煩惱會障礙一切功德善法，稱作
「見思惑」。見就是見解，
煩惱魔是見思的煩惱，見解不正確，
思想不正確，就會導致心思偏差，
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等等，都
是一種擾亂的根源。

P230



天臺宗所立之三惑，何謂三惑？
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名為三惑。
凡夫、聲聞、緣覺、菩薩，尚未證成無上
佛道，因而擁有的一切迷惑。
見思惑是凡夫的迷惑，見思惑中的見惑是
知見的迷惑，如身見邊見等五不正見，思
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如貪嗔癡慢疑等五煩
惱，



聲聞緣覺行人若斷了此二惑，即能證
得阿羅漢果，出離三界。
塵沙惑是菩薩的迷惑，菩薩化度眾生，
如果不通達如塵如沙的無量法門，則
不能完成教化眾生的事業，故名塵沙
惑。無明惑即根據根本無明而言，能
障蔽中道實相之理，斷盡即成佛。



思比見的層次更深；思惑就是思想、
見解很衝動，不會往正確的道路走。
思想不只影響個人、家庭，甚至影響
社會、國家；有些人看起來堂堂正正，
但是他思想偏差，就會禍延國家社會，
這是很可怕的事！見解不斷偏差，也
會造成人世間的混亂。



第二 五蘊魔

p231



人除了身軀以外，還有受、想、行、識，
煩惱不離五蘊，所以四魔中有一個「五蘊
魔」。
「色」是眼睛看得到的物質，包括身體在
內的一切物質；「受」是感受，日常的生
活離不開感受，一早起來，在被窩裡很溫
暖，離開被窩接觸到外面的環境，感覺到
寒冷，也是「受」。



「受、想」是見、思的煩惱，造作之
後的結果，就是業的種子，
隱藏在第八識，「藏識」是業集中的
地方。



「行」是一切的動作，生與老之間，包括
看不到的新陳代謝，微細的生滅都叫做
「行」。其實太陽的光亮也在生滅中，
光的速度微細到無法覺察，讓我們無法注
意，才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地球在轉動，
身軀在新陳代謝，時刻在損滅、時刻在生長、
時刻在老化，我們全都不知道！



「識」就是前五識；讓我們最痛苦的是第
六意識，學佛，就是要學得轉「識」為
「性」，把我們的意識轉回本性。如此智
慧門就開了，到那時候本性就非常光亮，
有辦法把握自己的生死，控制自己的業力，
自然也就能創造命運，所以不會受三界魔
王將我們控制在欲界裡。

p233



總而言之，學佛就要學少欲，要盡
量修「少欲」的行，不要貪欲。貪
欲為苦，惟得多求，多還要求更多
，大還要更大；有求得的心理，一
定有失的痛苦。所以要破除欲，但
是不能消極。



不能說「我生來就是這樣，不要爭
取，也不要打拚，什麼都不要了」
。不顧自己的生活不去做福利社會
的工作，也不去開通自己的智識，
這樣是會墮落的！



第三 死魔

p235



有一項人人都害怕的，就是「死
魔」。人最怕死，偏偏有生必有
死。出生幾年後才會死？沒人知
道。是八十多歲？還是二十幾歲？
什麼年齡才是死的時候？沒有絕
對的標準，這是讓人最惶恐不安
的事情。



生命是有限的，時日又過得很快
，死魔一直潛伏在我們體內。
一輩子幾十年，能活上百年的人
很少。生命在呼吸間，不一定要
經過老才會死。死是人人必經的
，要時時警惕人生無常。



若能夠解開煩惱，自然能面對死魔；人
人都會死，若知道死是自然的事，就能
安然自在，沒什麼好怕的。我們要先打
開心門去付出、去愛人；心門若打開，
愛心啟發，對自己過去的錯誤能及時修
改，觀念一調正，菩薩道路就能行得很
穩當，走好菩薩道路，就能知道生死無
常而好好應用人生。

p240



第四 天魔

p244



天魔就是欲，人間也有天堂，就是享
受物質很豐富、壽命很長；物質多，
會引起名利欲心，心被欲一層一層蓋
住，埋沒了良知。有的人說：「哎呀！
你的良心麻木了！」為什麼麻木？
因為欲將心蓋住了；心若貪求享受、
追逐欲念，就叫做「天魔」。



天魔，更明確講，就是貪享受，多數人
都是貪在享受、貪在名利、貪在富貴等
等。修行學道，無非是要明理；外面的
障礙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內心的障
礙，所以自己要立定志向，發出虔誠懇
切的願。若能如此，不論是內心的魔，
或是外面障礙的煩惱都可以去除，所以
說天魔並不可怕。



自己內心就有四種魔在作怪，修行要精
進，就要內能自觀，外能體念向內自我
觀察，自己的內心是什麼世界；對外要
不斷體會，接觸人、事、物時，要好好
把心念照顧好，人要常常提起警覺，體
悟人生，要勤念正道。

p252



時間是成就道業、啟發智慧最重要的

力量，時日不斷過去，生命隨著時日

消逝，所以人生不能懈怠，要常行精

進，破煩惱惡，才能「摧伏四魔」。

p253



生死苦惱不受五蘊控制，就是真正
超脫的佛教徒。修行人更不能懈怠，
要跟時日競爭；時間能夠累積功德，
時間能夠成就事業，要把握時間，
趕快精進；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專心；
若不專心，事情永遠做不成。

p253



人生，多欲為苦，增長惡業，學佛
就是要看開欲、防止惡，要精進功
德，追求智慧；若能造利益人群的
福業，所做的就是功德。菩薩教我
們應該「常行精進，摧伏四魔」，
「魔」就是困擾，常常把我們纏住；



學佛要向聖人道路精進，遠離凡夫
的思想、欲念。
多一分道心、理性，欲念就能夠消
除一分；反過來，欲念若較大，理
性就會消滅一分。

p262



修行要去除煩惱，偏偏煩惱卻在內
心不斷孳生；儘管聽懂了、瞭解了、
也會說，但是要去除內心的煩惱，
要把過去的習氣改過來，真的很困
難。學佛最重要的是不可懈怠，懈
怠就是放縱自己。



聽法，就是要用來降伏自己，將偏差的道
路修正過來，將煩惱的念頭及時降伏，且
能降伏到很安然自在。
慈濟人說「假久也會成真」，因為過去人
生不是這樣，有人看到他的改變，就說：
「唉唷！不要假了，不要假了。」但是開
始修行的時候，要稍微假裝一下，儘管心
裡很生氣，也要歡喜接受，



煩惱破除，四魔才能降伏；若能降
伏四魔，聚集的煩惱就完全消除了。
這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不過心靈要
好好自我調伏，卻不是那麼簡單；
想要改變人事，若不從心做起，是
改變不了的。

p265



學佛，時時都要知道煩惱很苦；知
道道理，才能將宇宙萬物的虛幻危
脆、生老病死的色身，還有內心的
煩惱，一一破除，否則心中有陰霾、
有惶恐、有彼此之間的疑惑、有互
相對立等等。



這些人生所集的苦，讓人好像是在
心靈的牢獄裡面，所以我們一定要
努力掃除煩惱，這當然也要精進。

p266



修行就是要做到
無心的動作也能感動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