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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确的修學觀念和態度（第一集） 

蔡禮旭老師 2016/11/15 檔名：16-001-0001 

 

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我們這兩天跟大家一起交流的題目「以師志為己志」。

《了凡四訓》當中提到「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我們立

了志，修學就有方向、有目標。那有志還要有行，就像阿彌

陀佛發了四十八願，發完願，每一願他都得要完全去落實，

他才能成就圓滿的國土、圓滿的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無量壽經》當中有一品是很重要的，「積功累德

第八」，他怎麼修行之後才能成就國土。佛門說的，「依報隨

著正報轉」。正報是他的心，依報是他所處的環境。所以有

這麼殊勝的西方極樂世界，根源在四十八願完全落實了。 

而佛門常講「信為道元功德母」，依報隨著正報轉，我

們相信嗎？那這個信就會很有力量。相信依報隨著正報轉，

從此以後不會再向外去指責、去攀求了。因為一切外相都是

自己的心變現的，那就會從根本來轉變起，我們的心轉了，

境界就跟著轉。所以體會到依報隨著正報轉，這個修學就很

正確了，是內學、向內求，所以佛門叫內學，不是向內的變

成外道了。那像我們當前事實上就可以體會依報隨著正報

轉，我想很多學長學習傳統文化過程，可能本來家庭不是很

和睦，但是學了之後，從他自己改變起，我也有聽到有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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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改變了，連父母離異都受到他的感動最後復合了。包

含他所在的鄰里鄉黨看到他的轉變，都對他刮目相看，也開

始對傳統文化有興趣。你看他的家庭跟他的故鄉是不是依

報？也是隨著正報轉。 

像這個時代災難是非常多的，但是共業當中有別業，雖

然全世界災難很多，但是哪一個地方人心善良，哪一個地方

有真修行人，那個地方也不遭難。這都是我們眼前可以去觀

察佛所講的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多觀察體會就深了。還是

大家善根太厚了，從一開始學佛沒有起一個懷疑的念頭，說

因為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佛不會騙我們。看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接觸就沒有絲毫懷疑，

我有點講不下去了。大家善根比較厚，但是善於去觀察體會

就深，因為道不遠人。佛法在哪？在當下，在眼前的境界，

都能體會到！ 

你看今年的颱風特別多，這幾年颱風也很厲害。但是今

年好幾次颱風都撲向福州的方向，結果快到的時候就轉向

了，這個都不是偶然的。大家冷靜自己去觀察，因為福建現

在整個佛教的一種學習還是比其他的地方盛，所以佛菩薩加

持也給福建人信心。在座福建人請舉手一下，比例不少，等

一下，我也得舉一下手。請放下。 

當我們感覺到光榮的時候，接著還要加一個期許，假如

光榮沒有期許，容易自我感覺良好。所以我們像以前在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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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時候，他表現得很好要給他肯定，接著還要給他期許，

不然他會覺得我好像已經很好了。所以給我們福建的學長

們，我們共同的期許，因為遇到這個大時代，明主在世，是

整個正法復興的大好時機！正法能復興，必能轉變人心，帶

來國家跟世界、人民的幸福。而福建在朱夫子那時候，他來

到福建講了一句話，說「此地古稱佛國」，宋朝的時候。他

來了很感動，甚至於他是大儒，他看到佛門在吃飯，幾百、

上千人那個威儀讓他很震動。因為儒家本來是講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他到佛門來很佩服，佛門持戒精嚴，所以他感嘆

說，「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所以福建應該是要成

為佛法興盛的龍頭，剛剛舉手的人，OK？其他人是不是聖人

我們不管，我們在這裡發願，以後我們一定是做表率。 

所以當初禮旭記得有一次，都能體證這些道理，你說一

個地區行善有這樣的感應，甚至於是一個真修行人都有這樣

的感應。所以師父常講說，這裡有一個真念佛人，這個地方

不遭難。你相信嗎？我們有時候一聽，真的還是假的？禮旭

體會最深的就是當時候在澳洲學習了五個月，當時候澳洲剛

好遇到百年旱災，非常嚴重，都沒下雨，森林自己就燒起來

了，太陽光太大了自己燃起來了，有一些植物它是有油脂的。

所以師父也指導我們在一方要感這方的國家恩，所以每個禮

拜都做三時繫念迴向，希望化解這個旱災。 

禮旭那個時候剛好去學習，每個禮拜都做三時繫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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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得出來，我還去打那個三時繫念的那個，噹，那個叫鐺，

不是磬，引磬是那個叮叮叮，我只是噹噹噹，我的級別還沒

有到，那個維那層級比較高，）我還去練習，然後每一個禮

拜都去參與三時繫念。很靈感，因為畢竟我們還是善心去做，

每一次做完就有烏雲飄過來，然後滴了幾滴雨就沒了。禮旭

當時候體會上天還是很有感應、很慈悲，這滴幾滴雨的意思

就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它也要隨喜一下。 

結果因為那個時候師父上人已經常常參與聯合國的會

議，所以禮旭記得那時候到韓國、到日本，到不少地方。所

以反而禮旭跑到澳洲要去親近老法師，結果老法師很多時間

都不在澳洲。這個時候不要執著，時時要安住自己的身心，

該來的就會來。禮旭記得第一次跟師父見面是跑到新加坡

去，是要去感謝師恩。結果一到，工作人員說師父出國了，

他問我：你什麼時候離開？我說哪一天離開，他說師父在你

離開前一天會回來。我就每天算日子，看能不能提早一下回

來。結果真的到了，他們一傳消息說師父到機場了，要到居

士林來。我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眼淚就一直流，止都止不

住，結果哭哭哭，突然有人說師父不來了。又不來了，怕師

父太累不來了。他說明天按照慣例師父是不來的，把我的執

著打破了。我終於知道我這次來的目的就是打破執著。 

突然想起一個故事，就是佛陀從忉利天宮講完《地藏經》

回到人間，有一個法師衝在最前面，然後他就說道，我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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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見到佛陀的。佛陀告訴他：你不是第一個見到我的，須

菩提是第一個見到我的。「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他執著在相上的見。你真正心同佛、

願同佛、行同佛，這個才是實質。其實當這一位法師他講說，

我是最先見的，他講這句話要幹嘛？他要反思了，不然他怎

麼見如來？他自己的心已經被名聞利養染著了！所以佛陀常

常在一些事件當中，啟發弟子就是要破執著。包含佛在最後

還講到，佛遺教三經其中有一個重點，原文禮旭不記得，意

思就是說：弟子就在他的身邊，不能受持他的教誡，終不能

得道，哪怕一輩子都跟著他；而有弟子離他千里之遠，奉行

他的教誨，必能成就。你看這些教導都是讓我們破執著！ 

結果真的師父不來，我突然轉個念頭挺高興的，高興什

麼？不要執著，「神光，不要太執著」。所以最後一天反正師

父不來了，我已經放下這個執著，身心也很安定，趕快整理

整理，該歸位什麼、該洗什麼，善始善終，不要給人家一個

不好的一個表法，就在那整理東西，在廁所裡洗東西。那因

為我每一天都去問，我盼奇蹟出現，每一天都去問師父回來

沒有，所以整個辦公室的人大部分都認識我了。 

那一天師父突然來了，所以好像有兩個人都跑到廁所找

我：師父回來了。他們很慈悲，看我很想見去通知我。我就

趕緊到辦公室見師父，一見也挺激動，我就趕快跪下去拜。

師父說不拜不拜，我還是拜下去了。結果因為心裡想，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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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對師父的恩德，所以一拜完第二拜又拜下去，師父又說不

拜不拜，然後我拜完師父又轉身要坐了，要引我們坐，結果

我第三拜又拜下去，師父又說不拜不拜。結果師父也給我們

勉勵，完了之後旁邊的法師就說了：你呀，禮太過了，拜師

父拜一拜，拜佛才拜三拜。我也很感謝他給我的教導，學到

了拜師父拜一拜，拜佛才拜三拜。但是我心裡也很清楚，因

為我是要補那個拜師，要補拜師，拜師要三跪九叩。所以他

對，我也沒有錯，佛法是圓融的，我們不要常常在對錯裡面

打轉，也不要去太在乎別人怎麼看。為什麼？你自己的心自

己清楚，更重要的你的心要用對就對了，更不能自欺去欺人

就對了。 

所以有時候很多境緣可能都不如我們當初的設想，但是

不能去生煩惱，也不能去產生執著點，因為我們是堅信發了

願佛菩薩安排，那應該什麼情況都是佛菩薩安排。師父剛好

沒有來也是佛菩薩安排，不然我們嘴上講說相信佛菩薩安

排，事實上在境界當中，該怎麼分別、該怎麼煩惱，還是依

然故我，那這句話對我們就沒有受用了。 

那禮旭對這一句是非常相信的，澳洲雖然去了，也本來

想要辦居留，就在那裡十年好好修學，緣不成孰也不要強求。

那當時候有五個月也是很好的修學機會，當時候法師們講

《無量壽經》、講《普賢行願品》、講《阿彌陀經要解》。禮

旭修學這十幾年來，真正完整靜下來聽經就是那五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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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老師、教書，好多事一天忙不完。從澳洲回來又帶班一

學期，之後又到海口，到現在十幾年也是很忙。因緣都是一

個接一個，挺有意思的。比方說你看人那個舉重，舉重選手

拉起來，哎呀，我終於可以舉八十公斤了，是吧？他才起個

念頭說，哎呀，終於可以舉八十公斤了，馬上八十五公斤就

下來了。然後他好不容易把八十五公斤再撐穩了，九十公斤

就下來了。這是禮旭自己的經歷，跟大家分享課程，我說，

哇，我這一次居然講了五天，結果馬上十天的任務就來了。

結果十天，我想哎呀，我這一次居然講了十天，一個月的就

來了。 

但是大家放心，佛菩薩派的任務絕對不會把你壓扁的，

都剛剛好把你的潛力給激發出來，所以這個才是佛菩薩的智

慧。再來，我們還不行的時候，佛菩薩不會給我們派任務，

為什麼？我們能力不行，願力不夠，派任務給我們，做到半

路耍賴皮，我不幹了，還在地上不玩了。那佛菩薩這個時候

怎麼辦，你又進不了、又退不了，那不是添亂嗎？所以佛菩

薩不幹這個事情。我們真的不行，會安排讓我們好好學習進

修，除非我們自己去攀緣，想做這個想做那個，「不究自心，

但求外務」，就一直向外攀緣，「或好利養，或好名聞，或貪

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為邪」。 

其實佛菩薩往往派任務給誰？給那個安住當下敦倫盡

分，全心全意盡本分的人。然後派給他任務他還不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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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覺得自己不夠，推呀、推呀，推到最後不得不做。

怕自己不夠的人，他在心態上還有自知之明；拍胸脯，我沒

問題，往往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斤兩，幾斤幾兩不知道了。

所以有時候你愈不做愈讓你做，你愈想做愈不讓你做。 

你看佛陀講經，你執著有，他就給你講空；你執著空，

他就給你講有；你空有兩邊都不執著了，他就引你入中道了，

連這個中道的念頭都得放下，真心一法不立，所以佛菩薩真

的都是以種種方便來救度我們。 

所以當時候我們做三時繫念都滴幾滴雨，結果老法師一

回到澳洲，下好幾天大雨。我當下就體會到：功夫是差很多

的！人有沒有修行這個看依報是非常非常明顯，但是不要難

過，隨時要記住一句話，「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

致」。禮旭是常常以所見所聞這些來鞭策自己。 

你看大舜當時候在歷山耕田，人家大象來幫他耕耘，那

個鳥還來幫他插秧，有沒有？你看那個感召，孝德的感召。

結果禮旭在廬江的時候，一出門經過一個小樹林（庭院），

每一次我經過的時候所有的鳥都被我嚇跑了，我就想起舜王

為什麼可以這樣？可能我過去肉吃太多，或者太浮躁，還有

殺氣在，這依報都可以勘驗自己。 

所以剛剛跟大家談到，其實一句經教都給我們很大的受

用，依報隨著正報轉。我們時時用這一句來勘驗就很受用。

時時我們不忘所發的願，師父的願就是我弟子的本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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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願。 

諸位家人，我們是彌陀的弟子，是吧？不是到西方極樂

世界才是彌陀弟子，right now，現在就是的，是吧？這個

念頭就是不分別不執著。讓我往生西方以後，我才怎樣怎樣

怎樣，那個都是分別執著。時空是真的嗎？哪有說我要當彌

陀弟子，往生以後再當。當下就是。當下就要跟阿彌陀佛同

心、同願、同德、同行，所以當下就要莊嚴佛淨土，就要莊

嚴西方極樂世界，不是往生才莊嚴西方極樂世界。所以那個

期許就不一樣，我是彌陀弟子，我現在要為人演說，處事待

人接物都要做表率，幫阿彌陀佛招生，是吧？當下就是極樂，

當下就是法眷屬，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法眷，因為我跟阿彌陀

佛同願，阿彌陀佛就是希望一切眾生一切皆成佛。所以我都

要護念一切有緣的眾生，哪怕他現在不是信任我，我給他做

表率我也在護念他。我每天給他迴向，希望他早聞佛法也是

在護念他，都要有這樣跟阿彌陀佛同樣的心。所以我們在境

界當中把分別執著看清楚，然後把它放下，看到自己的執著

分別，把它打掉。 

而且我們在境界當中，隨順經典教誨，不再隨順自己的

執著、煩惱。那隨順經典，我們看到經典當中都告訴我們要

發願，佛門四弘誓願就是一個修學的次第，因為這一節課是

跟大家談建立修學正確的觀念、心態，就是建立正確的正知

正見，指導我們修學，才不會走偏。佛在三十七道品有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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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道，第一個就是正見，第二個就是正思惟，所以我們正

確的觀念、知見、態度非常重要。 

四弘誓願第一就強調「眾生無邊誓願度」，這是發願了，

發了願以後，更重要的從哪裡開始，「煩惱無盡誓願斷」，這

個時候就談到自己的修行了。「假令供養恆沙聖，不如堅勇

求正覺」，這個經句也是告訴我們，要利他首先要什麼？成

就自己，不然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所以我們看修學的基礎是三福，淨業三福。第一福人天

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第二福

小乘，「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第三是大乘，「發

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你看前面總共十個項目都

是自利，要成就自己，最後一個「勸進行者」，利他。所以

成就自己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礎，才談得上能利益他人。這個

是佛家修學次第，「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你

能夠以無量善法對治自己煩惱，又能夠協助眾生對治他的煩

惱，你有種種的善巧方便，「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

願成」，這個是四弘誓願。 

儒家也是告訴我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明明德於天下」就是願。所以修學的目標在佛門講「眾

生無邊誓願度」；儒家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這個就是修學的目標。其實禮旭常常感嘆，

真的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經教太難得遇到。你說我們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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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典以前，什麼是人生的價值，真的是沒有方向目標。可

是你看經句一句就寫得清清楚楚了，什麼是人生價值？在明

明德，「明明德」是恢復自己的本性。「明德」，明是智慧，

德是德能。明明德，明德是本性，第一個明字就是恢復，你

一恢復，你無量的智慧、德能、福報就自在可以享用了，何

期自性就能生萬法。所以明明德就是自覺，成就自己；「在

親民」，覺他。你看儒家跟佛家講的一不一樣？完全一樣。「止

於至善」就是明德、親民都做得圓滿了，叫止於至善。明明

德，自覺；親民，覺他；止於至善，覺行圓滿。所以修學的

目標我們就很清楚了，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就是明明德、

親民、止於至善。 

再具體一點，目標達到什麼？儒家講禮運大同，經由我

們的努力可以達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佛家達到什麼？「佛所行處，國邑丘聚，彌不蒙

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禮旭曾經去過斯里蘭卡，他們

的老百姓雖然物質生活不是很寬裕，但是他人民因為都信

佛，非常善良，第一次去印象也很深。坐電梯都是他們主動

跟我們打招呼的，他也不認識我們。然後一下飛機坐在遊覽

車上，剛好遇到小學生下課，我們坐在車裡面，有點塞車，

那小朋友一看到你都跟你揮手，都跑到很近的距離來跟你揮

手，非常和善。這個就讓我們可以感受到，有佛陀教化地方

呈現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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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法師也有做傳統文化的實驗，這個應該李越老師下

午會跟大家講。那禮旭回想起一件事，二 OO 五年三月剛好

到澳洲跟師父住在同一棟樓，那一年的十月禮旭要到廬江去

了，那時候就要開始學習培訓人了。禮旭是三月在澳洲見的

師父，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師父是接待那個導演，禮旭是全

程都在場，那個導演非常受到師父感動，就皈依佛門。最後

一天，隔天禮旭就要到悉尼去了，好像是墨爾本，要去墨爾

本，結果剛好跟師父談，就談到《禮運大同篇》，談著談著

師父也很歡喜，其實當下禮旭也感覺那是老人家對我們的期

許，因為知道廬江不久之後就要開始培訓了。結果師父講完

了也已經比較晚了，禮旭隔天又走得早，老人家也很早就起

來了，準備吃完飯送我們走。 

結果早上見師父的時候，師父就拿了一把扇子給我，上

面就寫著《禮運大同篇》，用楷書寫得工工整整。禮旭可以

感覺到師父的慈悲，當天晚上回去寫的，可能時間比較不夠

了，另外一面師父就是用行書寫的。我感覺師父每一次送我

們弟子法寶都有很深的意義。我記得有一次也是當時候我的

考驗比較大，有點壓得喘不過氣來了，我感覺師父真的就像

爺爺一樣，很理解我們，我已經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是又不

敢表現，你知道嗎，因為師父已經夠辛苦的了。結果然後師

父就走過來，拿了兩本墨寶，那個折疊的那個墨寶：給你給

你。我就拿起來，一打開來，眼淚就止不住了，就是後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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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話。突然好像師父這個墨寶就給我們正能量，給我們鼓

勵。 

所以真的是很珍惜師父每一次給我們的叮嚀，所以當打

開那個扇子也是很感動，一面是《禮運大同篇》，一面是講

到，「儒的根是《弟子規》，道的根是《太上感應篇》，佛的

根是《十善業道經》，捨根本而求花果，不亦愚乎。」那是不

可能的。所以我們雖然有很遠大的目標，要往《禮運大同篇》

邁進，但師父時時提醒我們，從根本修。 

所以，我們修學一路以來都是伴隨著師父的指導，所以

善知識太重要了，不能離開善知識的教導。所以佛在《阿難

問事佛吉凶經》開頭就講，「從明師受戒」，你跟著他學經教、

受戒，「專信不犯」，不懷疑不違犯，而且聽了以後要怎麼樣？

你不能只聽啊，不做不行，「精進奉行」，不只是奉行還要精

進，不能三天捕……，不能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我為什麼

臨時講這個，因為本來要說，三天捕魚兩天曬網，不過捕魚

不好，趕快把它收回來想另外一個詞。對不起，我常常會出

現這種狀況。比方說我曾經也講的說，人睡不著在那轉來轉

去，本來要說像煎魚一樣，可是煎魚阿賴耶識又落一個印象，

馬上說煎餅。有時候都要考慮得到，有時候一句話的影響是

不一樣的，人就要敏銳，對自身心理是什麼影響，對他人。 

我感覺師父時時都在教導我們，師父一聽西方說「人本

主義」，師父馬上講經的時候說「孝本主義」，有智慧啊，師



 

14 
 

父可以洞察這一個詞語的流弊。人本主義，請問所有聽到這

個詞的人，這個人本，他這個人他想是誰，那這個詞不就讓

人增長我執嗎？權利義務，請問大家先想什麼？對呀，所以

你看現在民主社會走下來，有哪一次遊行：我們的義務、我

們的義務、我們的義務！一次也沒有。每一次都是：我的權

利、我的權利！所以，沒有智慧治國，很可能把國家帶到萬

劫不復的地步，沒有辦法扭轉，方向錯了。 

所以之前跟大家提到，沒有智慧，善心會行惡事。我們

台灣有一個公認最愛國的人、最愛人民的一個好官，我都讀

過他的自傳，都流眼淚呀。結果他老年看到台灣青少年犯罪

率這麼重，流眼淚，在媒體前面哭，很難過，他懺悔。他說，

我那個時候當行政院院長，重視整個經濟發展，確實台灣的

經濟在他手上蓬勃發展，可是我忽略了教育，現在台灣的下

一代變成這樣我很難過。可是問題很多事情是後悔不了的，

是扭轉不了的，偏得時間太長，會積重難返。所以大家知道

不論現行要論什麼？流弊啊。 

所以諸位學長，你們要到英國漢學院以前必須經過十八

銅人陣。你們沒有聽過十八銅人陣？福建的同胞你們聽過

嗎？聽過了。十八銅人，那個少林寺要畢業，你得要打出去

才能畢業，是吧？打打打，打到一半不通過，回來，不行繼

續練功。可是講到這裡，你們說我才剛要讀書而已，就要打

十八銅人陣，哪有這個道理？大家細細想一想，這一次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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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一跨就是幾萬里的英國，是吧？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你們

到了英國坐在地上說不玩了、不幹了，還得我去把人帶回來，

這種事我可不幹，而且跑那麼遠。 

你看，人家大學破例，依老法師的理念設計，一個時間

只學一科，「教之道，貴以專」。那個學校要頂著他教育部跟

很多不能認同的壓力。所以我們這第一屆、第二屆的，個個

都是十八般武藝，個個最起碼什麼？德行要表得了法。所以

告訴大家，有時候人家對你很嚴格的時候，說不定是很慈悲

的，我當然不是說我了，我只是 For example（舉例說明）。

你是去表法，表不好因果很重，「老法師的學生都是這樣

嗎？」那老法師的威望、整個漢學的因緣受我們影響，這個

業不能造。所以我是把關的，我是十八銅人其中一尊而已。

哎喲，這一段話講完，可能很多人都不想跟我打招呼了，就

看我好像挺苛刻的不好過關，生起了難受的心。 

所以有時候看事情不能憑自己的感受，得看長遠，得顧

大局。你們要換一個角度想，我們把這個關容不容易？有時

候半夜都不好睡覺呀，是吧？這個假如批錯了，半夜他的祖

先會不會來找我？這真的是這樣，一人得道九祖升天。有時

候要批下去的時候，怎麼有人按住我的手了，說不定是他祖

上積什麼陰德，有神明來「且慢」。你們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嗎？有一個人被人家誤判死刑，但是他以前救了很多蒼蠅，

他是幫人家看酒的，結果後來他被人家誣告要判死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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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判官最後要下定論的時候，很多蒼蠅不讓他寫。這古人

都知道這個感應的道理，其中必有緣故，去調查，果然還他

清白。 

所以大家要換一個角度想，你們挺難的，我們也不容易。

幹這種事是吃力不討好，有時候一個批下去了，不知道得罪

多少人。一來得罪他；再來得罪後面他推薦的人；三來連他

那個地區，都得罪了。 

所以人煩惱從哪裡來？「煩惱起於愛憎」，喜不喜歡，

你喜歡這樣，結果是你不喜歡的，馬上那個情緒就上來了，

很難冷靜想一想。其實假如我們根基不牢，一下子我是英國

漢學院，我又是碩士、我又是博士，有可能我這一批批下去，

是把你批到阿鼻地獄去了。人的修學是有時節因緣的。 

禮旭今天可以跟你們聊這些，禮旭已經走過太多慘痛的

經驗了。他的根基不牢，慢心還沒去掉，你讓他上講台又講

得非常好，掌聲太多，底下的人稱讚又特別激動。這都是真

的。他一下來：你真的是孔子在世！你說年輕人聽這樣的話，

聽第一次戰戰兢兢，聽第二次誠惶誠恐，聽第三次有點習慣，

聽第四次真的是這樣。那個都要人呵護的，不容易呀。所以

諸位學長，護念自己修學跟護念一個人的道業都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所以師父常常感嘆：現在要找一個好老師不容易，

找一個好學生更難。 

當然禮旭也是聽到大家分享，也是很感動，因為你們的



 

17 
 

根性比禮旭好很多。很多的家人，你們是從小因為有父母的

教導，從小就開始學佛、學聖教。像禮旭是已經是二十五歲

染著厲害了才有機緣遇到師父的經教，所以對你們來講是我

們的希望。你們的根基比我們好，所以我們是要做鋪路石。

你們再付出，比你們小的再下一代，甚至他從胎教就開始，

他們慢慢就整個可以把傳統文化全面復興。 

所以為什麼這一堂課要跟大家交流，建立正確修學的觀

念態度。他觀念正確了，他就不容易迷失方向，最後去求名

聞利養。修學最重要的要了脫生死輪迴，心要清淨，而不是

去求世間這些東西，一樣也帶不走。所以很可能有一些家人

都會覺得，禮旭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好像佛家的東西挺多

的。因為禮旭覺得佛門這個心法的根基不牢，儒家的經教有

時候怕力度不夠。因為儒家雖也有講來世，但是畢竟講得少，

孔子雖然有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是有靈魂、是有

來世的，但是比例太小。但佛家講三世，我們得為來世著想，

都不容易。都只看眼前。 

甚至在英國，老人家講到一句話，禮旭印象也很深。老

人家說：「知止而後有定」，怎樣才能「知止」呢？大家有沒

有去領悟過？「止」把我的妄念止住。來，什麼方法可以把

我的妄念止住？讓我不貪、不瞋、不痴、不慢、不疑。比方

說我們喜歡吃餅乾，喜歡穿好看的衣服，是吧？請問黃學長，

餅乾完全止住了嗎？昨天晚上吃了。你這樣回答我有點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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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講，止住了跟有沒有吃沒有關係，是心上放下不是事上放

下。你看師父就遇到那個居士跑來，師父啊，我婚也離了，

我工作也辭掉了，我什麼都放下了。師父，接下來怎麼辦？

師父說，我叫你心上放下，沒叫你事上放下。有時候很執著

很麻煩，我們在師父身邊有時候看到一些景象印象很深。「老

法師，今天你不幫我剃度，我就不走了。」就跪在那裡。師

父說，「好，你不走，我走。」師父沒有執著。所以你說幾個

人真的相信佛菩薩安排，你幹嘛那麼強求呢。 

夏蓮老有一句法語非常好，「繩鋸木斷，簷滴石穿，水

到渠成，瓜熟蒂落」。「矜躁狐疑」，「矜」就是自以為是，「躁」

就是很急躁，「狐疑」就是開始想一大堆懷疑、擔心了。「欲

速轉遲」，你起這些念頭跟你的目標剛好適得其反，又何必

強求呢？安住當下多好！你看人家那個達摩祖師的老師，人

家也不強求。跟三王子談完，「我看我今生與佛無緣。」「那

就一切隨緣。」我們都沒有學到，講得人家口吐白沫了，還

一直要讓他聽，人家已經聽著聽著有點不耐煩了，你還一直

talk、talk，這個都是執著。人都要在跟人相處的時候看到

執著點。 

所以剛剛跟大家講這一句法語，也是禪宗僧璨大師講

的，「煩惱起於愛憎」，喜歡不喜歡很強烈；「愛憎起於分別」，

你假如什麼都不分別，什麼都好，什麼都逆來順受，那就分

別淡了，就不會有愛憎的執著了。所以《無量壽經》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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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遍遊佛剎，亦無希求不希求想」，就是沒有要不要、好

不好了，一切歡喜，隨緣盡分，「亦無彼我違願之想，捨離

一切執著」，才能「成就無量功德」。我們一大堆愛憎，跟我

們一起相處的人沒有不生煩惱的，看起來好像在做服務眾生

的事，事實上我們身邊的人我們都給人家壓力。那我們還不

知道，那不是在自欺欺人？ 

所以格言裡面有一句話講得好，「近處不能感動，未有

能及遠者」。多少修行人夫妻關係他都沒有認真去對待，都

在外面做義工，人家又讚歎他，回來看到另一半都很不耐煩，

人家都讚歎我你盡挑我毛病，都察不到這些問題。所以為什

麼修學這些正知正見很重要，修學次第就告訴我們，「身修

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我們現在看起來自己可以利益

社會，事實上我們家都沒齊。誰肯老老實實依照次第修行？

現在要找老實依次第修行的人也不好找。 

所以人真的不明這一些正知正見，愈學愈執著是絕對

的。為什麼說絕對？他每天六根接觸六塵這麼多境界，他要

不就是歷事鍊心愈來愈提升，要不他就每一天遇到的事又產

生新的執著點，這是必然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有

沒有哪一個修行人跟你說，我今天沒進步也沒退步，那不可

能。 

跟大家舉一個例子，當初老法師讓大家都學《弟子規》，

到澳洲學十天。結果一報名人數非常少，大家想一想師父說



 

20 
 

讓學《弟子規》，怎麼報名的人很少？這一個情況就顯現出

來，顯現出什麼？「《弟子規》小孩子學的，世間法。我是

念佛法門，是大乘佛法，是徑中徑又徑呀，是簡易直捷方便

究竟第一稀有，我怎麼去學《弟子規》呢？」沒什麼人報。

師父很慈悲，寫了一封信寄到全球的淨宗學會，希望大家來

學，最後師父落款寫了兩個字「頂禮」。他老人家頂禮，結

果大家收到不敢不來，後來報了好像一千人左右，才來學。

學了之後才感受到，原來《弟子規》是落實「孝養父母，奉

事師長」，淨業三福第一福前面兩個重點。 

那從這裡看得出來，我們在修學的過程當中，慢慢慢慢

的，那一天李越老師也有講：學了兩、三年了，本來引我們

入佛門的、本來指導我們的，我們兩、三年之後變成在教訓

他了，好像自己懂了不少。其實大家都要冷靜，今天你修學

的時間愈長，感恩的心愈深這才是學對了。哪怕那個引你入

門的人是不識字的，他經教也不大懂，可是就因為他，你對

他的恭敬感恩愈來愈深，這我們是學對了。假如你懂得多了，

看到他也有輕慢心，那整個完全這個心就壞掉了。今天你有

地位了，今天你出名了，面對當初你落難當中，很照顧你的

人，你那個語氣已經帶點官腔了，覺得他賺的錢比你少，那

你就整個人都毀掉了。所以人在這些人事境緣都要勘驗。 

而其實師父在講經的時候都有講，禮旭是感覺我們現在

聽經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看起來是聽師父講經，事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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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順著自己的意思在揀別：這一句我要，那一句不是講給我

聽的，那一句我不要。看起來是聽師父在講的，事實上跟誰

學？跟自己學。師父讓學《弟子規》，還有其他念頭，那是

跟自己學了，應該師父說《弟子規》好，我就學，雖然我現

在還不懂師父的深意，但畢竟師父是修行過來人，反正我聽

過來人就沒問題，我鐵定可以慢慢就知道師父的含義在哪。 

確實禮旭自己也是感覺，走過來的路再回頭看，哦，原

來師父的用意在這裡。也是慢慢知道的，我們智慧哪有那麼

高。甚至於面對因緣走過來了，一看，哎喲，真的是佛菩薩

安排。不然我請教大家一個問題，全中國的大都市那麼多，

《弟子規》、傳統文化第一站在海口，你們想得到嗎？誰想

得到？一般想北京、上海，不然西安、廣州，怎麼是海口？

海口以前是讀書人被流放的地方，是不是？說不定因為那流

放的都是忠臣，他們去了以後在那裡教化，有哇，我去海口

就有五公祠，其中就有蘇軾蘇東坡也到那裡報到，還有海瑞

也從我們海南來的。 

所以真的，你想不到的，可是為什麼呢？因為整個國內

大都市都已經接受了只讀沒有強調落實的這個理念，所以其

他已經先入為主了，剛好海口正要開始，結果師父讓禮旭過

去了解這個因緣，結果就把師父強調解行相應、強調落實的

理念跟大眾分享，大眾也能接受。所以積累了一些經驗才到

深圳去。深圳我們交流的都不是理論，我們做了哪一些事情，



 

22 
 

孩子有什麼轉變，家長什麼轉變，都是跟他們談實際上做的

心得，他們也能接受。你講理論深圳有很多大學專家，你也

講不過人家。所以禮旭假如第一站就是北京，鐵定怎麼樣？

鐵定一看，這個人三流大學畢業的，是哪一根蔥，還在這裡

幹什麼？我就收拾行囊就回台灣老家去了，是吧？所以你看

這些因緣都是真的冥冥中佛菩薩安排，尤其師父是過來人，

他必有重要的指導。 

而事實上師父都講過，為什麼我們沒有重視？還是自己

在揀別，沒有每一句我都是當機者去納受。師父就講了，不

先學小乘後學大乘，非佛弟子。這個是佛在經教裡面講的，

所以小乘在中國唐朝後來就式微了，只剩大乘八宗，但是真

的沒有小乘了嗎？那我們沒小乘怎麼學大乘？因為中國的

儒、道取代了小乘，而且儒道很多教誨的心量超過小乘人，

又是我們自己中國本土的，一下子中國人的儒道就取代了小

乘這個根基，那你不學儒道那就沒有學小乘了。所以我們謹

記師父這些教誨，不能自己挑著去學佛，這樣不妥當。句句

都領會，句句依教奉行，這樣對事理的明白才能圓融。 

好，這一節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