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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敏上師告別式上寶像莊嚴。

圓覺宗弟子夾道恭送 智敏上師靈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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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華上師告別式上千祥雲集。

圓覺宗弟子護送 慧華上師最後一程。



4

圓覺宗弟子恭送 慧華上師匯歸法界，祈願上師乘願再來。

圓覺宗弟子於 智敏上師告別式禮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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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敏‧慧華金剛上師開示錄】

發善提心及願行

鍾政佛、黃海佛整理

成佛正因

圓覺宗首重發菩提心，蓋菩提心乃成佛之正因。 華藏祖師曾云：

「若不能控制生滅心，則不能發起菩提心」。又云：「喪失菩提心，

是紅教無上密之根本大戒」。《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

法，是名魔業」。假使不肯發起菩提心，不論廣造多少善業，廣行多

少善行，都無法了脫生死。以解脫道而言，不能解脫之業，亦等於是

造魔之業。蓋若不發菩提心，則所造之善業乃屬有漏善業，最多只得

人天福報，福報享盡，依然還須下墮。故一切善行，都須為「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而行善。

諸佛於因地發心時，與我們凡夫一樣。但祂們與凡夫不同之處，

在於祂們能廣發菩提心，繼而精進修持菩提行願，直證究竟圓滿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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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密乘行者之所以能即身成就，亦是在起修之初，即發菩提心。

因為日後的一切成就，乃依最初的發心而證。是故 諾那祖師開示云：

「眾生與佛，原本不二，其修證有殊，由於發軔之初，發心大小不等，

故機有大小，教有深淺，果有高下。譬如發自度心，未計其他，此小

聲聞發心；我先成佛後來度生，此大聲聞發心；我法教如舟，我及眾

生，同舟共濟，此小菩薩發心；我誓拔濟無餘界，一切有情諸苦難，

三世所作諸福利，皆施予諸眾生，令彼速疾成佛，彼所作罪障，應墮

三途者，我皆代受無餘，如是發心，乃為上乘，可謂之大菩薩發心；

若夫無上乘金剛乘之教義，儼同華嚴一乘實相，即『心佛眾生，三無

差別，實相現前，如如不動』數語為本。唐譯《金剛經》八句，最堪

玩索：『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彼如

來妙體，即法身真性，法性不可見，法體不可知』。」執相見佛，所

見為化身佛；而如來之真身，乃法身真性。法性非肉眼可見，佛之妙

體亦非人類之思想所能擬議。此即發菩提心。

祖師又云：「密宗行人，第一須發大菩提心，及守持密戒。蓋發

心為因，證佛為果，有多大因，即結多大之果。所謂大菩提心，即安

樂利益眾生，視十方眾生猶如自身，猶如慈母之愛子女。普願十方眾

生一切業障苦惱等，均歸我代受；我之一切功德，均普施十方眾生。

眾生都去成佛，我願入地獄為眾生受苦。視成佛與入地獄，為平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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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一切為眾生，不為自身。觀世音菩薩、地

藏王菩薩之誓願如此。若如此發心，便是大菩提心，便與觀音誓願相

合，我即是觀音，即是彌陀，即是十方諸佛。」

發菩提心

菩提是什麼？菩提就是覺、就是道、就是佛。所以「發菩提心」，

簡而言之，即是發究竟成佛之心，發度盡眾生心，發「為度眾生願成

佛」的心。而其真義，菩提心即是不動心、真如心、大悲心。故「發

菩提心」，即轉眾生之生滅心為諸佛之不生滅心，先證菩提心體，再

起菩提心之大用，以廣度眾生、建立報化二土，成就二報莊嚴。亦即

自覺覺他、自度度他，度盡眾生而不住相。此即無上瑜伽部大圓滿心

中心法要之修持：「一切法本在菩提心中，圓滿具足，無為本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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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本得，無修亦無證。」故發菩提心者，恆為三世諸佛之所護念。

《華嚴經》云：「菩提心燈，以大悲為油，大願為火，大智為光。」

因此，悲心與成佛之間，兩者關係極為密切。

行菩提道

我們人生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菩提道，一條是輪迴道。循眾生之

情見而行，謂之輪迴道；發菩提心，依願修持，謂之菩提道，亦即解

脫道。菩提道可以引導我們得證佛果，輪迴道則是引導我們墮入六道

輪迴。

我們在輪迴道上已經走了無量劫，在六道當中頭出頭沒。諸位莫

以為做人亦有樂趣，要知死後墮下三道者如大地土，再生為人者如爪

上泥，一失人身，千劫難再，是故永生永劫部是在六道當中沈淪。如

今諸位能學到密法，曉得有另一條道路可走，這條道路，就是走向成

佛之路，故諸位應抓緊時問，力求解脫。欲求解脫六道輪迴，必須行

菩提道；欲行菩提道，必須先發菩提心。好比諸位欲求得學位，必須

發起求學之心，並且上進修學；若欲求取財寶，則須發起求財之心，

而後經商營利。至於求菩提者，欲求成證佛果，即須先發菩提心、修

菩薩行，廣修六度萬行，而後始能證到菩提果位，究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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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與佛之差別，除了所行輪迴道與解脫道之不同，其差異之關

鍵，在於「現前一念」，從每一個「一念」下手。此「一念」即生佛

同體處，亦為生佛分界處。凡人皆有念，故當善用每一念。若能念念

皆如 諾那袓師所說，安往「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實相現前如如不動」，

即是成佛之念。次焉者，亦要學大菩薩之發心，誓度盡法界一切眾生，

若有一眾生不成佛，我誓不成就，如觀音、地藏諸大士然。再次者，

如小菩薩之發心，我與眾生同舟共濟，一同成佛。下焉者，但求自度，

亦能了脫生死。總之，念念念念之間不忘菩提願心，隨自己修持與願

心之層次，任一層次都可成就，只是發心不同，成就之果位亦異。

諸位既知循眾生情見行輪迴道即要再墮輪迴，行菩提道即能出離

輪迴，但為何還不能堅持行菩提道？縱使能行，亦難以念念相續不斷。

為何行菩提道如此之難？只因我執為礙，只因眾生念念為我。倘使我

執一破，不須勞心，自然念念念念皆住於菩提道中。眾生念念都是為

我，故從來走的都是輪迴道。如今雖知有菩提道，亦知有出離輪迴之

法，知須放下我執，然而知易行難，以眾生無始以來習氣深重故，要

放下我執，實非易事。是故諸佛以種種有相之方便，如前五度等，令

眾生依之行持，則能使我執漸薄，以至破盡。以持戒例之，佛所制戒，

條條皆為令眾生放下我執，故循文檢義，持守不失，行之久久，我執

自破。眾生最不容易守的戒，是心口不能如一 , 口裡講的一套，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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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一套，以為無人知道，卻不知多少護法、鬼神、三根本三寶都歷

歷如見，騙得了別人，騙不了三根本三寶，騙不了一切鬼神。是知眾

生何其愚癡！

生命無常，光陰似箭。故密乘行者，須將自己僅有的資糧，去做

最有價值、最為了義的投資—皈依佛教、精進修持、廣度眾生。

發菩提心的功德

凡是虔誠堅固菩提心永不退轉者，即是菩薩。而此堅固菩提心永

不退轉的菩薩，其智慧光明，能進入眾生煩惱心中，洗滌清淨眾生無

始以來的無明及罪障之黑闇。故若人以滿微塵數量剎土之珍寶供養諸

佛，其功德遠不及堅固發菩提心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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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法界的三寶三根本，都曾於過去無量劫前，發下菩提誓願，

護持發菩提心的行者，除卻菩提道上的障礙，幫助行者頓證無上佛果。

因此，發菩提心的功德，窮盡虛空，亦難述說。

發菩提心的種類

發菩提心分為世俗菩提心與勝義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就是發願：「願為度盡一切眾生而求究竟成佛」，

因為唯有究竟成佛，才能廣度有情。但此願心，乃以人類六識所想之

菩提心，並未真正證到菩提正智，亦未能任持覺智。以我凡夫之心作

是緣想：「我要度盡眾生，要究竟成佛。」但自己賁未成佛，眾生亦

猶未度，此名世俗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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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菩提心，是於「為度盡一切眾生願成佛」之上，更進一步了

知：「實無眾生可度，亦無佛可成。」所謂度盡一切眾生，此眾生非

眾生，是名眾生，僅有假名。因眾生是人生大夢中之眾生，實際上並

無眾生可度。此不僅是意識了知，且實際通連體性，實際證到：「一

切眾生都是自性所現，故都是假相，都如夢幻，故實無眾生可度。」

豈僅眾生如此，乃至三根本、三寶，亦皆體性如幻所現。乃至所有淨

土、穢土，莫不都是體性如幻所現。若能實證此覺智，即能真實的「如

幻度眾生」。此名勝義菩提心，是已真正證到菩提心之本體，再起菩

提心之妙用，如幻度眾生。此須證到初地菩薩，即已證見道位，見到

本來，才能生起此勝義菩提心。

發菩提心的基礎

發菩提心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基礎。能令眾生回歸

體性而究竟成就，故稱無量。慈悲喜捨四心，能召引無量的福德，並

感得無上的佛果，故稱四無量心。為了如實生起並開展勝義菩提心，

必須長養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用四無量心增長善念，令四無量

心廣遍法界，自能感得無上的功德、智慧、力用。諸位修持密法的目

的，不外是明心見性、證悟本來，後由體起用，廣度眾生，同證圓覺。

若不於「慈悲喜捨」下功夫，則無法圓滿六度萬行。福德智慧資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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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集聚，想要證悟，實如煮沙為飯，根本不可能。

六道眾生沈淪於輪迴的生死苦海，如何才能令他們得到永恆的安

樂呢？唯有令眾生圓證究竟的佛果，唯有令眾生成就無上的菩提，方

能讓眾生真正離苦得樂。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若想享受永久的安樂，

即須廣植利樂眾生之樂因；若想遠離世間的痛苦，即不該再種損人利

己之苦因。最後悉令眾生捨棄分別，安住於體性的平等大捨，捨掉慈

悲喜三心而不住。三世諸佛最後圓證的境界，就是「無所得」。

我們修持四無量心，並非僅為自己了生脫死而修，而是為令眾生

離苦得樂而修。倘為自己而修，僅具一分功德；若與眾生同修，則具

無量功德。修持無上密法的行者，從皈依上師三寶開始，起心動念、

言行舉止，皆須以度盡眾生為己任。修持任何法門，念誦任何密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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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作任何觀想，必須心涵法界、心涵眾生。因為眾生無量，心涵法界

眾生，功德自然無量。有如是廣大的心量，修持功德才會廣大，方為

如法了義勝行。故當我們面對皈依境發四無量心時，須將心量擴而展

之。整個法界皆是六道眾生，思惟如何興無緣慈、如何運同體悲，而

令其離苦得樂、令其究竟成就？

此四無量心之修持，亦即是《法華經》中的開佛知見、示佛知見、

悟佛知見、示佛知見。茲分述如下：

一、慈無量心

願諸眾生具足樂與樂因，是慈無量心—無緣大慈，令眾生得究竟

之妙樂。乃開佛知見，開顯大圓鏡智，成就如來金剛堅固身，為普賢

菩薩所修的三摩地—大慈三昧。

住於慈無量心，諦觀一切六道四生，莫不因分別、愛惡、取捨、

執著，進而造業受報，墮入六道輪迴，沉淪生死苦海，以致無法證到

諸佛的真如體性。所以我們應當發願：願以三世所修一切功德，迴向

一切眾生；思惟種種的方法，令其離苦得樂，罪滅福生，乃至得到究

竟的解脫，恆登快樂的彼岸，一齊安往大慈三昧，證到普賢菩薩的果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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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無量心

願諸眾生遠離苦與苦因，是悲無量心—同體大悲，拔除眾生一切

苦難。乃示佛知見，開顯平等性智，成就如來福德莊嚴身，為虛空藏

菩薩所修的三摩地—大悲三昧。

住於悲無量心，諦觀一切六道四生，莫不因分別、愛惡、取捨、

執著，進而造業受報，墮入六道輪迴，沉淪生死苦海，以致無法證到

諸佛的真如體性。故我們也當如前發願：願以三世所修一切功德，迴

向一切眾生；並思惟種種的方法，令其離苦得樂，罪滅福生，乃至得

到究竟的解脫，恆登快樂的坡岸，一齊安往大悲三昧，證到虛空藏菩

薩的果位。

三、喜無量心



17

願諸眾生常住無苦康樂，是喜無量心—妙樂大喜，喜見眾生個個

成就。乃悟佛知見，開顯妙觀察智，成就如來受用智慧身，為觀世音

菩薩所修的三摩地—大喜三昧。

住於喜無量心，諦觀一切六道四生，莫不因分別、愛惡、取捨、

執著，而造業、受報、輪轉生死，無法證到諸佛的真如體性。我們再

次如前發願：願以三世所修一切功德，迴向一切眾生；思惟種種的方

法，令其離苦得樂，罪滅福生，乃至得到究竟的解脫，恆登快樂的彼

岸，一齊安住大喜三昧，證到觀世音菩薩的果位。

四、捨無量心

願諸眾生證怨親平等覺，是捨無量心—平等大捨，令眾生究竟圓

成正覺。唯有住於體性的明空之中，才是真正的平等。故願一切眾生

皆證入體性，匯歸法性，究竟大成就。此乃入佛知見，開顯成所作智，

成就如來隨類應化身，為虛空藏菩薩所修的三摩地—大捨三昧。

住於捨無量心，同樣諦觀一切六道四生，莫不因分別、愛惡、取

捨、執著，而造業、受報、輪迴，不得出離，故無法證到諸佛的真如

體性。是以我們同樣為其發願：願以三世所修一切功德，迴向一切眾

生；且思惟種種方法，令其離苦得樂，罪滅福生，乃至得到究竟的解



18

脫，恆登快樂的彼岸，一齊安住大捨三昧，證到虛空藏菩薩的果位。

在此捨無量心中，特須注意「捨分別」，此是真正的證量，沒有

愛惡取捨，沒有能所對待，沒有是非善惡，沒有人我得失，安住不取

不捨的中道實相。諸佛圓成正覺，眾生淪落六道，其差別只在「我執」

為礙，故體性無法現前。當我們修持之時，若能捨棄一切心念，又能

清楚明了覺照，體性就能自然現前。修行佛道的行者，多如虛空的微

塵，難以計數，但真正證悟者，卻猶如鳳毛鱗角。其實真心並不難證

悟，其最難修證悟解者，莫過於認為真心為己所有，故不肯放下我執，

不曉得真心就是佛心，不知覺與空相契就是佛。眾生心中所思所想、

所言所行皆是為我，認為真心是自己所有，不曉得心就是佛。因此，

經歷累劫的修持，受盡種種的艱辛，卻無法成證佛覺。究其原因，只

為我執為礙。因為，有我執就有能所，有能所就有對待，有對待就有

分別，有分別就有愛惡，有愛惡就有取捨。如此，則無法直顯中道，

直證佛覺。放下一切的執著，則真心自然現前。

「證平等」，亦是親證之現量。諸佛菩薩證到冤親平等的覺智，

故能尊重每個卑微細小的生命，以慈眼悲視法界有情猶如己身。即使

是卑微細小如螞蟻，亦與諸佛菩薩平等無二。法身境界乃是絕對的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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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菩提心的四門

發菩提心分為信菩提、願菩提、行菩提、證菩提。

一、信菩提：一心淨信，為信心門。分四階段：多疑少信、半疑半信、

少疑多信、斷疑生信。

二、願菩提：發菩提心願，即發「為度眾生願成佛」之心，為發心門。

於密法之修持上，可分為平等發心及利他發心，利他發

心又有自他相換發心與出入息相稱稱心。

三、行菩提：常修淨行，為修行門。乃於行住坐臥、見聞覺知之中，

修持六度萬行，行菩薩道，利益一切眾生。以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五度為前方便，以智慧度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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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菩提：證三摩地，亦名三摩地菩提，入世為菩提門，出世為涅

槃門。乃於修途證菩提心體，而於證途起菩提心用。菩

提心之大用，分普賢行願與普門示現。

發菩提心的次第

發菩提心及願行有三個次第：前行、正疔、結行。

一、前行：發願，即願菩提心。發願為度一切眾生願成佛，而精勤不

懈地修持：為一切眾生做任何善事、修任何法門、持任何

密咒、作任何觀想的菩提心。於行住坐臥、見聞覺知之中，

不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是利益眾生。這是初發心，還

未起修。

二、正行：即行菩提，真實的行持。依願而行，如幻修持六度萬行，

廣度一切六道有情，至離能所、分別，安住體性明空之正

定。正所謂：「行如幻佛事，度如幻眾生」。

三、結行：究竟成證。證到第七、第八地，此時不管任何情境，自心

不動，任持法性，此時乃真正能廣度眾生，起度生之大用。

然則在我捫尚未證悟本來、乃至徹證體性之前，要如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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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呢？就是功德迴向眾生。將三世修持的功德，迴向法

界一切眾生，圓滿自他福智資糧，同沾諸佛法露加被，徹

證無上究竟佛果，度盡一切眾生究竟成佛。或願自己修持

之咒音、咒光，周遍法界，令一切觸此光明、聞此咒音之

眾生，都能蒙佛力加被，同登覺岸。

菩薩的四威儀—行菩提心

1、菩薩的行：

菩薩行走之時，具足悲眼大行，行菩提之大道。視一切眾生猶如

己子，思惟種種方法，廣度一切眾生，脫離六道輪迴之苦，恆登清淨

妙樂之彼岸。這就是菩薩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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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以大悲之眼，慈視一切眾生。慈視眾生之時，既不作眾生之

想，亦不作非眾生之想，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住

於體性平等，不著一切相。

菩薩於念念之間，思惟如何拔眾生苦、予眾生樂。菩薩行利益眾

生時，了知一切佛事如夢如幻，畢竟空寂，了不可得。建如幻道埸，

行如幻佛事，度如幻眾生，成如如之佛。

菩薩視己身如無雲之晴空。於行走時，目不斜視，不左顧右盼，

不回頭轉腦。不偏中道，正行而行，徐徐前進，走在地上如同走在虛

空。倘若必須回頭看時，則必猶如象王，將全身一起迴轉，而非以頭

迴轉，以目顧盼。

二、菩薩的住：

菩薩住定之時，都是住於體性大定，居法界之廣居。諦觀自身，

猶如虛空；諦觀身體的器官—頭目腦髓手足等，猶如虛空之浮雲；諦

觀身中氣息，猶如虛空之微風。這就是菩薩的住。

菩薩於根塵之中，既不定，也不亂。為什麼呢？因為畢竟空、本

來空故。菩薩照了自己的色身是幻猶如鏡中影像，如夢中人，如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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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如水中月。了知自己真正的身，乃體性大空，不生不滅，不增不

減，畢竟空寂，無障無礙，而非質礙的血肉之身。此即菩薩觀照自身

的方法。菩薩如是如實觀照自身，故於一切法隨明住定。此所謂「法」，

涵攝法界的一切情器時三世間，涵攝根塵相接的一切境。因了知體性

本空，故取而不取；因了知同體大悲，故捨而不捨。如是於一切法不

取不捨。

三、菩薩的坐：

菩薩趺坐之時，住於體性大定，坐法界之正坐，住於體性本空本

寂之廣居中入定。廣居就是指法界大空。這就是菩薩的坐。菩薩念念

安坐法界正坐，住於體性大定。菩薩猶如虛空一樣，任運自在地安住

在法界。

日常生活的修持，於行、住、坐、臥四者中，「坐」最為安穩。

故菩薩於居法界之廣居外，必須以色身跏跌而坐，住於毘盧七支坐，

如是得趨三昧。行、住、臥三者很難入定，常有動亂而散失。唯有毘

盧七支坐，身體正直，容易入定。法界光明大定現前之時，即是坐法

界之正坐。

四、菩薩的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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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睡臥之時，雖身睡臥在床，心卻是住於法界。了知體性不動

不搖，常寂常照。這就是菩薩的臥。

因此，眾生與菩薩最大的不同，在於眾生於本空本寂的三昧中，

如幻沉淪於生死輪迴的六道，夢幻生死，流轉不斷；菩薩於本空本寂

的三昧中，如幻往來於生死輪迴的六道，廣度有情，度生無量。

證菩提心

本門著重於實修實證，故在皈依之初，即須發成佛利他的菩提心，

然後三密相應。真正修持三密相應，身結印、口持咒、意觀想，必須

時時刻刻、朝朝暮暮，恆常無間。唯有如此，才能就此父母所生的血

肉之身而證本尊。身結印、口持咒、意作觀想，此仍僅是世俗菩提心

之三密相應。勝義菩提心之相應，則須時時住於法界之空性，法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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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即是自己本寂本空之真身，遍滿法界，是為法身；報身即是自性光

明，時時不忘法界光明，即是自受用報身；化身則是大悲遍顯，廣度

眾生，安住明空當中，念念利益眾生。

念念利益眾生，此點極為重要。因為成佛的目的，乃為度眾生。

是以《華嚴經》云：從初地至十地，每一地皆是以大悲利生為主。又

我們之所以要度眾生，乃因法界所有眾生，都是自心所現，一切眾生

不出自心之外，都在我們自己的心中。此心非肉團心，而是法界之心，

法界即是我們的真心。現在大家或有所疑，不信自心即是法界。但待

諸位成證之時，自然實證法界的明空，彼時，並無一個「我」證到「法

界」，而是「我」即「法界」，法界明空即是我，不二；乃至淨土即

是我，心土不二。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境」，能所一如。

既知境智一如，心即法界，故法界一切眾生，即皆是自心如幻現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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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欲求成佛，就須度盡自心眾生，然後乃成正覺。所以今後的昇墮，

乃至成就與否，每一位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貼切的講，是掌握在

自己的心中。

諸位欲證菩提果位，有一先決條件，就是「無時或忘」。不曾一

時，暫時忘失自己的菩提心。菩提心者何？菩提心即是佛性。佛是什

麼？佛就是法報化三身：空、明、本尊。故無時或忘菩提心者，即是

任持法身空、報身明、化身本尊，任持不失。假使我們忘記自己是本

尊，忘了自己的法身是空、報身是明，就不能達到此成佛的目標。成

佛乃是騖天動地的無比的大事業，顯宗必須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第一

個大阿憎祇劫是到初地，初地到八地又需一大阿僧祇劫，八地至究竟

成佛，復經一大阿僧祇劫。諸位何其幸運！得入此無上密乘之門，能

即此父母所生之肉身，而證無上菩提。其所憑者何？全憑發菩提心，

全在無時或忘。我們苟能精勤不懈地修持，無時或忘：不論世俗的菩

提心之修持—身結印、口持咒、意如法本而觀，無時或忘；或是勝義

的菩提心之修持—安住體性明空，大悲遍滿法界，現本尊身，利益法

界一切有情。苟能如是，以自己的毅力堅持不退，無時或忘，才是真

發菩提心。但這樣還不夠，須更進一步，實證法報化三身，才能真正

發起勝義菩提心，乃至究竟圓證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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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要能堅持不退、無時或忘，亦非易事，必須與自己無始習

氣相鬥爭。而眾生無始以來習氣，既久且深，要想一生之間，對抗無

始習氣，全賴決心與毅力，將自心恆常安注。若無法安住，即依法結

印、持咒、作觀。手結法界定印，法界定印是體性大悲之定印，結此

印即易契入體性。口持任一本尊之密咒，因諸佛菩薩之密咒，都是由

體性所現，平等無二，不過願力不同、功德不同。持咒之時，如法觀

想上供、下度，令一一眾生成本尊，令一一本尊化明點、歸明空。如

是安住，自能證入勝義菩提心。

此法極為直接。我們所修在此，所思在此，最後所證亦是在此—

自性的明空與本尊身，法報化三身同證。諸位宿根何其深厚！擭此法

要，甚堪慶喜，更莫愧對自己。華藏祖師開示：「玄奘大師歷經十七

年艱苦路程，遠赴印度求法，所得僅是唯識，而非心法；諸位如今不

勞漫長的年歲，不勞長途跋涉到印度，卻能在此即得到究竟的心法。

倘若不修，不僅有負自己，且辜負傳承。是以諸位為自身之成就，須

下苦功。莫去想世間六塵緣影，將身心安住不動。若不能安住體性，

妄念紛陳，則修世俗菩提心，手結法界定印，口持本尊心咒，意念安

住明空，或者上供下施。修此世俗菩提心，最後也是歸於勝義菩提心，

不起於座而成正覺，何其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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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時時住於明空，而不管眾生苦難，是亦不成。地球上有四分

之三的人不能溫飽，或因天災地變，或因戰亂刀兵，或多少人貧病交

逼，流離失所，要求一口延命的糧食也求不到？更有無名疫癘造成的

病苦、死亡、與恐懼。間接影響者，則造成經濟炎難，亦令百業蕭條，

民不聊生。故發菩提心者，既要安住體性明空，亦須廣行布施，救助

貧病，賬濟災難，或者放生。如是則不離本際、不捨大悲，不僅安住

體性以自修證，亦不忘失菩提大悲。

勸進勵行

我們每次法會我都講這些，有些人心中會想：「師父講來講去都

講體性！」唉！我自己也覺得講得自己都有點厭煩。無奈，我雖每次

講，諸位仍舊修不到。我每次都講，所為的是什麼？是希望提醒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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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又能精進修持。但眾生修持總是起伏不定，精進數日，即又退失

了。所以我才每次都要不辭厭煩地講。

有些人修行，遇到世事不順，即便灰心失望，怨佛不加祐，而懈

怠修持。諸位當知：佛是諸位自性的明空，佛之本懷是要你們成就，

究竟離苦得樂。若只令你們暫時獲得世間法如意，財富增長，恐怕諸

位都要忙於世間法，而荒廢修持了。是故真修行者，一定要在艱難當

中，事事碰壁之時，還堅持不退；若所有門都關起來，旁邊還會有窗

打開；世間法無路可走之時，還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走向成佛之路。

倘若耽於世間之樂，則將再墮輪迴道中。

我們在輪迴道中，生死的次數，猶如虛空中的微塵數量。每一次

的生死，從會思想開始，朝朝暮暮，所思所計都是為自己，或為其家

人；若心量稍廣，則如國父，能為老百姓計。但不論是為自己、為國、

為家、為天下百姓，都有特定的目標。唯有菩薩的念，卻是大悲普遍，

怨親平等，普利一切。我們行菩薩道，就要學菩薩的普利一切。菩薩

如何念？如何思？如何言？如何行？我們一一如之，才能入道。縱使

無法學菩薩施捨頭目腦髓，則學菩薩利益眾生。其實利益眾生是很快

樂的，人生最快樂的事，就是讓眾生快樂。這就是菩提道上的的資糧

啊！若能如菩薩普利眾生，積聚廣大的資糧，福智具足，則契入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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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好容易，忽然之間就契入了，預先毫無徵兆，忽然自心就自然開

展了。若是言行不一，心口不相應，雖是佛門弟子，卻與佛菩薩背道

而馳，則縱使千生萬劫勤苦修持，亦不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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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繽紛】

淺談華嚴修學體系

趙心佛、釋明坤

《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佛子，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

回翔不去，以清淨眼，觀察海內諸龍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鼓

揚海水，悉令兩辟，知龍男女，命將盡者，而搏取之。如來應正等覺

金翅鳥王亦復如是，住無礙行，以淨佛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眾

生，若曾種善根，已成熟者，如來奮勇猛十力，以止觀兩翅，鼓揚生

死大愛水海，使其兩辟而撮取之，置佛法中，令斷一切妄想戲論，安

住如來無分別無礙行。」由此可知，若將諸佛喻為金翅鳥王，止觀二

法則為鳥王之雙翅，可見其于佛法修學中的重要地位。現依華嚴宗杜

順大師的兩部著作《華嚴五教止觀》和《華嚴法界觀門》對華嚴修學

體系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華嚴五教止觀》—華嚴止觀次第修學的教理

《華嚴五教止觀》常被視為華嚴宗判教的著作，不可否認，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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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確包含了對如來一代時教小、始、終、頓、圓的判斷，但從另一

角度看，文中內容闡述了由淺入深的止觀修學次第教理。例如，若沒

有對真空法義的正解，便無法深入理事無礙；若無理事無礙這一橋樑，

便無從入事事無礙的華嚴三昧。因此，五教止觀，後後勝於前前，前

前則為後後之根基，從而構成華嚴止觀修學的完整次第。

小教法有我無門，唯論我空未談法空，主要破小乘人執我之病。

五停心觀中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數息觀皆以我見為體，而界分

別觀能止我見，故偏論界分別觀。分十八界為內、外、中三界，以名、

事、體、相、用、因六義一一解析，破眾生之我執。

始教生即無生門雙辨人法二空。此門先分析名相，說明名乃假名，

相乃假相，名相為種子所生，屬意識所攝，並非實有。以此而入無生

觀與無相觀，所謂無生觀者，指法無有實在自性，藉緣而有，生乃無

自性生，故說無生。無相觀者，觀緣起法無實在自性，唯有緣起之假

相，假相即無相。修習此二觀可得法無我智。

終教理事圓融門開顯空有融通義。理事圓融觀中心真如門指不生

不滅的理，心生滅門指生滅的事。緣起有是假有，一切念想思慮皆息，

此名為止。緣起有當體是自性空，自性空即是緣起有，故能于所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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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思維簡擇，此為觀。緣起有非自性有，則離常見；自性空非斷滅空，

則離斷見。空有不二，互不相礙，圓融一際，故而止觀雙運、悲智相

導、生死涅槃不二。

頓教語觀雙絕門則明空有絕待。此門中空有互奪，則空非空，有

非有，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如是離有相、空相、非空非有相、亦空

亦有相。能言所言如如不二，同一法界，故言語道斷，能觀所觀如如

不二，故心行處滅。觸目皆真，動念即如，唯真如智契真如理，故名

為語觀雙絕門。

圓教華嚴三昧門，超越於空有關係而更深地辨析有與有之間的無

礙—事事無礙。緣起法空無自性，由無自性故緣起的幻有方成，是故

緣起法即無性而不礙幻相的存在。任一綠起法都圓滿地體現了空性，

空性是無為法，不可分別，緣起法雖有大小之別，而空性無不圓滿，

一切緣起法皆依于圓滿的空性而得以成立，是故全以彼法為此法。性

不礙幻相，所以一法中具多法。雖彼此全體相收，不礙彼此差別的存

在也，是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此即是大綠起法界也。隨順於此法

界實相者，即是智慧。若能如實見之，即悟入大緣起法界。若不能者，

先當一一詰問凡夫在緣起法上所起的妄見，令一一蠲除，令悟自性執

是凡夫輪迴之根本，緣起法當處無生，斷眾生之有執，而後示之以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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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法相，斷眾生之空執。最後從離一切相以簡除情執，即一切法以直

顯法界之德，這兩個方面，顯示法本離言絕解，令悟入法界緣起。

緣起性空是佛法的根本教義，也是《華嚴五教止觀》的思想基礎。

五門止觀從五個不同的層次闡述緣起性空思想，由起點不同，隨其高

下，五門中所呈現的緣起性空義理亦有淺深之別，但綠起性空思想是

其共同的理論基石。法有我無門唯論「我無」，緣起性空義理僅顯現

了一分。生即無生門不僅論我空，更辨法空，緣起性空義得到充分的

展現。理事圓融門尚談因果，立次第，著眼於緣起性空之間的關係，

說空有圓融。語觀雙絕則不立次第，說空有絕待。華嚴三昧門之法界

緣起思想即是緣起性空思想發展的極致。

杜順大師將《華嚴經)中法性不可分別的思想提鍊而為華嚴三昧門

的理論基礎。「性既無為不可分別，隨其大小，性無不圓。」事法皆

依理性而成，理性周遍融通，無有分限，不可分別，所以一一事法皆

能不壞其相而一一隨理性融通，所以一多相即，事事無礙，此即是大

法界緣起，這是本論非常獨特的思想義理。

二、《華嚴法界觀門》—華嚴止觀次第修學的方法

如果說《華嚴五教止觀》的重點是闡述華嚴止觀次第的見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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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法界觀門)則建立了華嚴止觀有次第的觀修體系。《法界觀門》中的

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和周遍含容觀分別對應於《五教止觀》中的生即

無生門、理事無礙觀和周遍含容觀；《五教止觀》中語觀雙絕門的觀

修方便則相應於《法界觀門》的真空觀的泯絕無寄觀。

在作為三種觀門基礎的真空觀部分，具體的觀修分為以下四個方

面：

１.會色歸空觀

⊙（１）色不即空，以即空故。何以故？以色不即斷空故，不是

空也，以色舉體是真空也，故云以即空故；良由即是真空故，非斷空

也。是故言由是空，故不是空也。

⊙（２）色不即空，以即空故。何以故？以青黃之相非是真空之

理故云不即空。然青黃無體莫不皆空，故云即空；良以青黃無體之空

非即青黃故云不即空也。

⊙（３）色不即空，以即空故。何以故？以空中無色故不即空，

會色無體故是即空；良由會色歸空空中必無有色，是故由色空，故色

非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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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色即是空，何以故？凡是色法必不異真空，以諸色法必

無性故，是故色即是空。如色空既爾一切法亦然。

２.明空即色觀

⊙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斷空不即是色，故云非色；

真空必不異色，故云空即色。是故要由真空即色故令斷空不即色也。

⊙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以空理非青黃，故云空不即

色；然非青黃之真空必不異青黃故，是故言空即色。要由不異青黃故

不即青黃，故言空即色不即色也。

⊙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空是所依非能依，故不即色

也；必與能依作所依，故即是色也；良由是所依故不即色，是所依故

即是色，是故言由不即色故即是色也。

⊙空即是色。何以故？凡是真空必不異色，以是法無我理非斷滅

故，是故空即是色。如空色既爾，一切法皆然。

３.空色無礙觀

謂色舉體不異空，全是盡色之空故，即色不盡而空現；空舉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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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色，全是盡空之色故，即空即色而空不隱也。是故菩薩觀色無不見

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味法。思之可見。

４.泯絕無寄觀

謂此所觀真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法

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回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

是謂行境。何以故？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

關於此四觀之間的關係，社順大師言，若不洞明前三觀之解，無

以躡成第四觀之行；若不解第四觀之行法絕於前三觀之解，則無以成

其正解。若守前三觀之解不舍，無以入第四觀之正行。是故行由解成，

行起解絕也。筆者認為，杜順大師之「行由解成，行起解絕」這一關

於「解」與「行」之間關係的重要開示，不只適用於真空觀，而應是

整個佛法止觀的指導原則。

周遍含容觀是華嚴觀行的核心，《法界觀門》分十個方面對此進

行觀修：

１.理如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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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真實，體無不現。此則事無別事，

即全理為事，是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為不即理。

２.事如理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異，故事隨理而圓遍，遂令一塵普遍法界。法界

全體遍諸法時，此一微塵亦如理性全在一切法中。如一微塵，一切事

法亦爾。

３.事含理事無礙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本一事而能廣容，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

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剎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是故俱在一塵中現。如一

塵，一切法亦爾。此事理融通非一非異，故總有四句：

（１）一中一。

（２）一切中一。

（３）一中一切。

（４）一切中一切。

各有所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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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通局無礙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令此事法不離一處，即全遍十方一

切塵內。由非異即非一故，全遍十方而不動一位，即遠、即近、即遍、

即住、無障無礙。

５.廣狹無礙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不壞一塵而能廣容十方剎海。由非

異即非一故廣容十方法界，而微塵不大。是則一塵之事即廣、即狹、

即大、即小、無障無礙。

６.遍容無礙門

謂此一塵望於一切由普遍即是廣容，故遍在一切中時即復還攝彼

一切法全住自一中。又由廣容即是普遍，故令此一塵還即遍在自內一

切差別法中。是故此一塵自遍他時即他遍自，能容能入同時遍攝無礙。

思之。

７.攝入無礙門

謂彼一切望於一法，以入他即是攝他，故一切全入一中之時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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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還復在自一切之內同時無礙。又由攝他即是入他，故一法全在一

切中時還令一切恆在一內同時無礙。思之。

８.交涉無礙門

謂一法望一切有攝有入通有四句。謂：

（１）一攝一切、一入一切。

（２）一切攝一、一切入一。

（３）一攝一法、一入一法。

（４）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

同時交參無礙。

９.相在無礙門

謂一切望一亦有入有攝，亦有四句。謂：

（１）攝一入一。

（２）攝一切入一。

（３）攝一入一切。

（４）攝一切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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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交參無障無礙。

１０.普融無礙門

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普融無凝，

准前思之，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令現在前也。

行人若能依華嚴法界觀門的次第，按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

含容觀由淺入深地觀修，由解起行、行由解成、行起解絕，則定能深

入華嚴境界之大海。

三、發菩提心和普賢行願—兩種華嚴行門

華嚴會上，菩薩行門姐無量，發菩提心和普賢行願兩種行門則為

眾多法門之綱要。

《華嚴經十住品》中法慧菩薩言：「佛子，云何為菩薩發心住？

此菩薩見佛世尊，形貌端嚴，色相圓滿，人所樂見，難可值遇，有大

威力，或見神足，或聞記別，或聽教誡，或見眾生受諸劇苦，或聞如

來廣大佛法，發菩提心，求一切智。此菩薩緣十種難得法而發於心。

何者為十？所謂是處非處智、善惡業報智、諸根勝劣智、種種解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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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種種界差別智、一切至處道智、諸禪解脫三昧智、宿命無礙智、

天眼無礙智、三世漏普盡智，是為十。」這裡，作為菩薩發心所緣之

如來十力的真實相貌如何？《華嚴經初發心功德品》對此進行了深入

開顯，例如，「佛子，菩薩不齊限但為往爾所世界得了知故發菩提心，

為了知十方世界故發菩提心。所謂欲了知妙世界即是粗世界，粗世界

即是妙世界；仰世界即是覆世界，覆世界即是仰世界；小世界即是大

世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廣世界即是狹世界，狹世界即是廣世界；

一世界即是不可說世界，不可說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說世界入一世

界，一世界入不可說世界；穢世界即是淨世界，淨世界即是穢世界；

欲知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別性，一切世界中一毛端一體性；欲知一世

界中出生一切世界，欲知一切世界無體性。欲以一念心盡知一切廣大

世界而無障礙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由此可知，菩薩發菩提

心所欲了知的世界，並不是眾生所感知的世界在範圍上的簡單擴充，

而是世界與世界之間、世界與微塵之間搆成的事事無礙、重重無盡的

因陀羅網世界。不但菩薩發菩提心所欲了知的世界如此，所欲了知的

劫、解、根、欲樂、方便、心、業和煩惱等亦均為劫網、解網、根網、

欲樂網、方便網、心網、業網和煩惱網。若無前行方便，行人直接修

此發菩提心法門，難免有高不可攀之感。華嚴法界觀門正好為行人提

供了修持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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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世界網的了知為例。若行人通過對周遍含容觀的修持可以認

知到，由於諸事法與理非異非一，某一事法的形態不必被破壞便能廣

容一切法，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其他事法乃至無邊法界，由此

一塵之事即廣、即狹、即大、即小、即妙、即粗、即染、即淨、即多、

即少，無障無礙，如是便有「妙世界即是粗世界，粗世界即是妙世界；

仰世界即是覆世界，覆世界即是仰世界；小世界即是大世界，大世界

即是小世界；廣世界即是狹世界，狹世界即是廣世界；一世界即是不

可說世界，不可說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說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

不可說世界；穢世界即是淨世界，淨世界即是穢世界」之說。

如《法界觀門》云：「一法望一切有攝有入」、「一切望一亦有

入有攝」，不但世界、劫、解、根、欲樂、方便、心、業和煩惱等法

各自相互攝入形成世界網、劫網、解網、根網、欲樂網、方便綱、心

網、業綱和煩惱網，這些網與網之間亦相互攝入，搆成一個空間、時

間、色法、心法、煩惱法、覺悟法周遍含容的因陀羅幻化網。真實菩

提心的體性乃是「此初發心菩薩不于三世少有所得，所謂若諸佛若諸

佛法、若菩薩若菩薩法、若獨覺若獨覺法、若聲聞若聲聞法、若世間

若世間法、若出世間若出世間法、若眾生若眾生法，唯求一切智，于

諸法界心無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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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之不於佛、佛法，乃至眾生、眾生法少有所得者，正是般若

波羅蜜多無所得之根本法義；唯求一切智者，乃是為利益眾生於事事

無礙、周遍含容之華嚴法界中成就如來十力。

此菩提心修持有何功德？《初發心功德品》明言：「以是發心當

得佛故。應知此人即與三世諸佛同等，即與三世諸佛如來境界平等，

即與三世諸佛如來功德平等，得如來一身無量身究竟平等真實智慧。

才發心時即為十方一切諸佛所共稱歎，即能說法教化調伏一切世界所

有眾生，即能震動一切世界，即能光照一切世界，即能息滅一切世界

諸惡道苦，即能嚴淨一切國土，即能於一切世界中示現成佛，即能令

一切眾生皆得歡喜，即能入一切法界性，即能持一切佛種性，即能得

一切佛智慧光明。」此具一切智助道之法的總持法門—華嚴菩提心法

門—並非法慧一菩薩所說，十方各萬佛剎微塵數法慧佛亦說是法，一

切諸佛悉如是說。十方各萬佛剎微塵數法慧佛時刻護持此菩提心法門，

並發願令未來世一切菩薩未曾聞者，皆悉得聞。與此法門有緣的行人，

在華嚴法界觀門的輔助下，由此「初發心即成正覺」之道入不思議解

脫境界絕非天方夜譚。

普賢行願對於大乘行人的重要性不用筆者多言。提到十大顆王，

人們常以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功德、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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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回向言之，此十種行

頹，諸經廣說，為一切菩薩的共同修學之道，何以在華嚴經中獨被稱

為願王？筆者認為，普賢行願被稱為願王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禮敬諸佛

乃至普皆回向等心行，而在於修持此諸行願的慧見—華嚴法界觀。行

人若有修習華嚴法界觀的基礎，與普賢行願相應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以禮敬諸佛為例，該願修習的對境首先是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

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借助如下華嚴法界觀門可以幫助行

人達成對此境的觀修：（１）了知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中有無

量佛，每一佛剎中皆有如來教化眾生。（２）了知所有佛剎皆由極微

塵構成。（３）通過「周遍含容觀」中「相在無礙門」的修持，行人

勝解：多法望一法時，多法可攝一法。由是，於一佛剎所有極微塵中

望該佛剎之佛，則每一極微塵中皆攝有佛世尊。（４）一佛剎如是，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亦皆如是—每一微塵中皆有如來

端坐，而極微塵未大，佛世尊未小。在行人方面，每一佛前皆要示現

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對示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麈數身

的觀修可參考上面的方法—以不可說不可說佛剎之所有極微塵望行人

自身，則每一極微塵皆攝行人自身，行人頓現于所有微塵之中。不可

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與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互望，便有

「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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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這樣華嚴法界觀下的禮敬諸佛。其他諸願的觀

修與此類似。

另外，有緣行人亦可嘗試利用華嚴法界觀門將當下修持的一念與

過去、未來所有劫中之一切念相望，便可了知，當下之一念修持與過

去、未來念念修持，無二無別。此中之甚深法義，行人慎思之。

最後，筆者需要指出的是，華嚴法界觀門並非指導行人無中生有

地觀想出一些奇妙的境界，此觀門之所緣皆是法爾如是的諸法實相，

如杜順大師于《華嚴五教止觀》中言：「法即如是，智復如何，答智

順於法。」—能隨順諸法實相者即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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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

無常總是比明天先到—母親往

生記實

李融佛

《地藏菩薩本願經利益存亡品第七》云：「無常大鬼，不期而到。」

只要一想到那位迅雷不及掩耳又詭譎莫測的無常大鬼，總是比明天先

到，就不禁毛骨聳然，不寒而僳。

二○○三年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是我錐心泣血的日子。雖然我人

正躺在台大醫院長青樓病床上，接受第四個療程第七劑的化學治療，

心中卻惦念著可憐的母親，她正在慈濟醫院受病魔摧殘，生命垂危。

我頻頻打電話問同修：「母親的情形如阿？」同修說：「老媽正在輸

血中，鼻胃管仍不停地出血，一直拉肚子，排出黑色糞便，血壓逐漸

下降，心跳很不穩定，口吐白沬。」我心急如焚，多麼盼望今天趕快

過去，明天快點來臨。因為只要明天中午，我就可以把這些治療癌症

的類固醇、抗過敏劑、鎂離子、止吐針、利尿劑、化學藥品等點滴全

部滴完，那時候我一定要馬上出院，回去給阿母「惜惜」，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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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著阿母的手，做夥念佛，給阿母拍拍背、擦擦澡，讓阿母舒服一點…。

時間正在倒數計時中，好期待。

李融音師兄與母親在動物園合影

正當我想得出神，突然間「呤！呤！呤！」手機響起，正是同修

打來的。我的心忐忑不安。同修說：「師兄！你要冷靜喔！我們老媽

剛剛兩點三十九分已經往生了，你安心把化療打完，不用急著趕回來，

這邊助念的事，我會安排，放心喔！」我頓時愣住了，心正在滴血，

吶喊著：「啊！為什麼那麼快？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無常總是比明

天先到？」我心裡好難過，不敢相信這事實。「無常是那麼的迅速，

母親就這樣走了，以後再也不能孝順母親了…」我傷心地一面哭，一

面按鈐告訴護士：「我母親往生了，我要立刻出院，回去幫母親助念。

麻煩帑我拔掉點滴，拜託你們成全。」一方面我急忙整理行李，問班

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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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心似箭的我，在思源樓門口坐上計程車往松山機場，搭飛機到

嘉義，下飛機後，搭上醫院接駁車，直達大林慈濟醫院，而後直撲地

下室二樓助念堂。好不容易，終於回到母親身邊，看到母親身上正蓋

著往生被，靜靜地躺著。令人感動的是雲林助念團、嘉義助念團的金

剛同學們，還有慈濟功德會的蓮友們，以及我的家人們，都至誠懇切

地在母親身邊同誦阿彌陀佛聖號，幫助母親能夠提起正念、安住一心

念佛，祈求阿彌陀佛慈悲加持，接引母親往生極樂世界。我心中充滿

感恩，感謝這麼多的居士大德們慈悲地幫母親助念。我們家人幫母親

助念到翌晨五點，才把母親從慈濟醫院接回家中。當時，我親自幫母

親脫下病房的衣服，穿上母親平時穿著舒適的衣服，再穿上海青，蓋

上往生被。母親全身柔軟，容貌很慈祥，彷彿睡著了，使我覺得很安

心，母親似乎已離苦得樂。佛菩薩加持力真是不可思議。

李融音師兄（左二）與家人在老家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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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二月四日那一天，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早上去永和耕莘

醫院助念，中午到仁愛醫院助念，卻不知道兒子適逢軍中休假，已和

女兒悄悄地約好在台北陪我過生日，女兒也從台東的家鄉北上，兄妹

倆正在誠品書店為我寫生日卡。不料，到傍晚時，突然獲悉母親病危

的消息，我急忙要他們兄妹陪我南下看阿嬤。我們搭統聯客運，到嘉

義慈濟醫院已經深夜了。弟弟說：「我送母親到慈濟急診室時，母親

心跳只有二十，昏迷不醒，立刻急救，打了強心針，還緊急洗腎，並

送加護病房插呼吸內管，完全依賴呼吸輔助器呼吸，才勉強救回來。」

我聽了心如刀割，好想見母親。好不容易，等到早晨六點半，拜託護

士答應鑲我們探望病危的母親。我看見母親依然昏迷不醒，被插呼吸

內管、鼻胃管等，罩著氧氣罩。我心疼地安慰母親：「阿母惜惜！安

心做治療，心中默念阿彌陀佛，我們也會幫您念佛，並迴向您遠離病

苦！」

中午我問李大夫：「我母親是什麼病因，導致心跳降至二十？」

李大夫說：「阿嬤因為長期高血壓、糖尿病，引起電解質不平衡，造

成心律不整，幾乎休兗。診斷為高血鉀、急性腎衰竭、菌血症，嚴重

的是病人無法自己排尿。能急救到目前這樣的效果，已很值得安慰了。

不過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喔！」我馬上問李大夫：「我母親適合用 DNR

嗎？我捫捨不得母親再被插呼吸內管等急救的痛苦，如果母親病危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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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NR，我們願意放棄急救，讓母規莊嚴回歸自然。」李大夫問：「你

具家屬代表性嗎？」我說：「是的，我是病人的女兒，我代表兄弟妹

妹幫母親簽 DNR同意書，我們有共識，不讓母親承受急救的痛苦。」

於是我當場簽 DNR同意書。李大夫再問：「那到時候是送助念堂，

還是送回家？」我說：「先送助念堂，我們要幫母親助念十二小時，

圓滿之後，再送母親回家。」

二月七日早晨，我告訴兒子：「我要去照顧母親。」兒子說：「你

要去照顧你的母親，那我也要去照顧我的母親！因為你的身體去照顧

阿嬤是負數，會把身體累壞的。我們輪流，我照顧晚上，你照顧白天。」

在醫院，兒子問母親：「阿嬤！你認得我是誰嗎？」母親說：「阿

城啦！我的金孫，你不是在做兵？哪會來看阿嬤？」兒子說：「阿嬤！

過年我放假啊！阿嬤惜惜啦！你要趕緊好起來喔！」

護士告訴我們說：「你們每兩小時要來給阿嬤翻身、拍背，這樣

痰才容易咳出來。每四小時灌牛奶一次，要先反抽鼻胃管出來看看有

沒有消化，才能再灌。要注意呼吸的聲音，有痰就得找我們來幫阿嬤

抽痰。要記錄輸入和輸出的時間和量。」呼吸治療師也交待我們：「要

小心照顧，阿嬤的痰很濃稠，很深，不容易抽，你們又不讓阿嬤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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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注意呼吸的聲音不一樣時，就得請護士抽痰化痰，否則阿

嬤可能被一口痰噎死。」我們都小心翼翼地照顧母親。

隔天，護士通知有健保床，於是我便和護士一起為母親轉床。因

為母親血氧濃度偏低，一直依賴氧氣，轉床時必須拔下電源，沒有氧

氣。途中，護士緊張地問：「阿姨！你到底有沒有在出力啊！快一點

啦！阿嬤嘴唇部發黑了，很危險喔！」我膽顫心騖，心中一直念佛，

也請母親念佛，求佛力加持。我已經使盡了全身的力量，為什麼這短

短的一段路竟是那麼遙遠？沿途沒有人伸出援手幫助我們一臂之力，

又得排除路障。好不容易推到門口，才發現原來的床還在裡面，得先

推出來，才能把母親的床推進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母親轉

床定位，急忙插上電源，幫母親帶上氧氣罩，這才鬆了一口氣。這完

全是仰仗佛菩薩慈悲加被，才能化險為夷。而早已累得筋疲力盡的我，

全身關節隱隱作痛，整個人癱在陪伴床上，動彈不得。只好打手機把

正在休息的兒子找來收拾殘局，要他把阿嬤的棉被、行李等都搬過來，

重新歸位。兒子怪我：「要推床為什麼不找我來？真是不自量力！以

後你要再來照顧阿嬤，一定要等我休假，和我同一組，不可以逞強，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九日，母親的胃出血愈來愈嚴重，由全奶至半奶，最後無法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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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胃管還有黃色的液體和食物殘渣逆流出來。問過大夫，大夫說：「黃

色的是消化液，正常應該是由下身排泄出去，由於病人消化功能不好，

才會逆流鼻胃管。胃出血有可能是腫瘤，也有可能是潰瘍或是發炎。

依病人現在的情況，連照胃鏡都非常危險，有可能照到一半即休克。」

由於擔心照胃鏡的危險性，又捨不得母親受苦，只好和大哥、大嫂商

量。最後為了方便治療，找到出血點以便對症下藥，就徵求母親同意，

安排隔天照胃鏡。

由於兒子要收假回營報到，而我也要回台北做化療，所以當天中

午大哥從台東載來同修和大嫂，接班照顧母親。傍晚我和兒子一同搭

車北上。我十點多抵達台北後，又到位於汀州路的三總助念。

十日，母親在同修的陪同下照了胃鏡，大夫說：「哇！這麼嚴重！

胃和腸全部都是潰瘍和病變，好多黑點，以後再也不能進食了。」每

當母親說肚子餓時，同修就安慰母親：「媽！惜惜喔！你的胃腸攏總

壞了了，不能再喝牛奶了，醫生有給你打營養針。我們來念佛，佛菩

薩會保佑你，你就不會感覺那麼餓了。」由於插鼻胃管和抽痰一直刺

激喉嚨，使得母親喉嚨非常疼痛。我問護士：「有什麼藥可以止痛嗎？」

護士說：「阿嬤腎衰竭，不能吃止痛藥，也沒有藥可以擦。」我只能

給阿母惜惜。阿母說口渴，也不能喝水，因為怕吸入性肺炎，所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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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水沾沾嘴唇。每當看到母親咬著沾嘴唇的棉花棒不放時，就心疼

母親一定很渴、很餓。打利尿劑也無法排尿，大夫就控制點滴減量輸

入。可憐的母親！

到了十二日，同修在電話中告訴我：「老媽的心跳起伏不定，血

壓也逐漸下降，大夫用最好的胃藥也無法止血，每天必須輸三包血，

仍然惡性貧血，病情愈來愈危急。」大夫問我同修：「要不要送加護

病房？」同修問：「送加護病房會好嗎？」大夫說：「也不會好，就

這樣子而已。」同修回答：「那就不用了，在這裡靜靜地就好了。」

護士聽了，對同修說：「阿伯！你們都有學佛喔！阿嬤好有福報！」

十三日，廖師兄來關懷母親，陪母親念佛。同修在電話中說：「老

媽血壓愈來愈低，心跳也急速變化，而且口吐白沬，似乎在四大分解。」

同修也叮囑阿母：「媽！要放下世間一切，一心一意念佛，不要停！」

過不多久，母親就安然捨報了，時間是兩點三十九分。醫師馬上吩咐

將母親送到助念堂助念。

母親從病危到往生，值僅九天而已，卻恍如隔世。我心中很不捨，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好無奈！無常現前，一刻也

留不住。明天未到，無常卻早已來臨。太可怕了！感恩母親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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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寶貴的生命，示現人生無常，要我們精進修持，了生脫死，如

救頭燃，勿蹉跎歲月。我一定要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將來才有機

會在淨土跟母親重逢相聚。

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也許有所遺漏，請海涵。感謝雲林、嘉

義兩地助念團的金剛同學們、張師兄、朱師兄，屢次關懷母親的廖師

兄也幫助母親做了「一念蓮華」臨終關懷，台北師兄們則幫母親中陰

身共修，也要感謝全省幫母規迴向的師兄們，以及慈濟的蓮友們。

最最要感謝的，是具恩根本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由於 上師

大慈大悲推動「一念蓮華生命關懷」，成就眾生的慧命，母親才能眾

受「一念蓮華」的利益。在此代母親叩謝 恩師的大恩大德。

謹以此文微末功德，供養具恩根本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歷代

傳承祖師。並以恩師開示：「勤修無常，此生必能成就」的金玉良言，

與大家互相勉勵，共證菩提。再迴向母親往生淨土，蓮品高昇。

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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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

推動一念蓮華的前奏—雲林榮

家關懷活動

張美佛

九十二年間 恩師希望由台北榮總蘇督導長到各地榮家協助推展

生命關懷系列之演講，於是便聯絡雲林榮家，獲得同意之後，隔天便

前往榮家拜見輔導室主任，史主任一聽更是欣喜，希望我與他同往拜

會家主任（因家主任上任不久，尚未見過面），家主任得知可以幫助

伯伯們，馬上要我儘快訂下時間，榮家全力配合；當晚即與王師兄連

繫，配合蘇督導長的工作，訂定了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演講〈銀髮族如

何過得健康自在〉。雲林榮家住家榮民約四七○人，住院約一○○人，

臥床約一○○人。當天，連同工作人員近二○○人，坐定中山堂等候

聽講；蘇督導長及王師兄一到，家主任便接待至主任室；演講開始，

蘇督導長不改其親和本色，至中場後，王師兄配合講解穴位按摩，並

準描了按摩棒，於是人手一隻按摩棒，全場頓時動了起來，更有伯伯

發問，請教頭痛、便祕…等等問題，蘇督導長也請伯伯將按摩後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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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台上與大眾分享，此時更多的伯伯有回應，原本一小時的課，

上了快二小時，伯伯才準備去用餐。

雲林榮家舉辦第廿十七屆榮民節園遊會時，主任（右）頒獎感謝本宗

推廣廣「一念蓮華」，由張美祝師兄（左）代表接受

課後，家主任帶著我們參觀榮家，並一一解說，輔導主任更有感

而發的告訴我，我們到醫院去看伯伯及舉辦這樣的活動，效果非常好，

希望我們常去幫助他們。此時家主任更邀請王德紋師兄，前去為他們

的醫護工作人員上課，幫助臥床的伯伯，王師兄當場答應會安排時間

過來。王師兄告訴我，伯伯們年紀大了，已經沒有時問等；的確，每

次去關懷伯伯，看到被截肢、插管，均感內心不捨，卻又無可奈何，

只能陪在一旁念佛，請他們放下。王師兄安排一月十六、十七日兩天，

至榮家為工作人員上課，護工及伯伯們認真學習，王師兄亦將穴位及

治療症狀，詳實解說；並到每個堂隊，為伯伯們義診，經上師加持，

加上王師兄多年經驗，許多伯伯們的症狀，在王師兄下了針之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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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便獲得改善；例如有位伯伯拉肚子，已全身無力，在下針後半小時，

便能起身走動，精神愉悅。另一位伯伯耳朵聽不見，下針後、已可聽

到我們說話的聲音，又有一位伯伯雙手抖動，無法控制，師兄下針後

數小時，已經可以手握杯子，還有更多伯伯，膝關節退化、疼痛不已、

雙腳無力走動，師兄一一下針後，均獲得改善；頓時伯伯們爭先排隊，

希望王師兄能解決他們身上的疾病；兩天下來，時間不夠用，還有許

多伯伯等待看診，但是師兄無法留在雲林，只好請伯伯們依症狀按摩

自己的穴位。雲林榮家感念王師兄義舉，特別頒贈了感謝獎牌，並希

望師兄有機會再來榮家。

過了一星期，主辦此活動的楊輔導員，要我問王師兄能否再安排

兩天時間，許多醫護人員及伯伯，希望再來上課；慈悲的師兄答應再

來。此次有台南永康榮民醫院護理主任，亦報名參加課程（後來得知，

王師兄在永康榮民醫院，幫助一位病患，病情恢愎良好），兩天四堂

課，伯伯們用心聽講，到了吃飯時間都捨不得離開，圍著師兄給他們

看病，榮家亦有許多職員，找師巴幫他們解決身體的疾病。

借由此次義診，伯伯們深知，我們對他們的真誠關懷；更有伯伯

得知雲林道場，就在榮家後面，遂獨自散步到精舍，要我教他禮佛，

還有伯伯前來道謝。這一切都要感恩兩位 上師加持，使弟子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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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順利圓滿；感謝王師兄勞心勞力全心協助，這將是與伯伯們拉近距

雜的好方法。

這幾年來，伯伯只要看到我們，個個面露微笑與我們打招呼，更

有許多個案在長期關懷後，有了唸佛的概念，憂鬱症狀改善，並獲得

伯伯猶如親人般的信任，至今榮家每年在十月三十日榮民節，都頒贈

紀念獎牌，感念我們對伯伯的付出。

於此祈願圓覺宗法脈常住世間，樂利一切有情眾生，所有同壇金

剛同學，效法兩位 恩師、悲智雙運、業障消除、福慧圓滿、早證菩

提，以及法界一切眾生，不受地、水、火、風所生災變之苦，願一切

大圓滿、大吉祥！

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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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

神識衝頂梵穴開—鄒朝興居士

大現往生瑞相

鄒坤佛

頂禮具恩根本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頂禮三世諸佛菩薩緣覺聲聞眾！

頂禮十方法界龍天護法海雲眾！

生死繫於呼吸間

經教云：「人生無常，生死事大。」任何人都會面對生死問題，

但一般人對無常生死來到，不是手足無措，就是急亂就章。對亡者而

言，能否順利往生，關鍵在於家屬能否鎮定念佛、正確處置。末學家

中未曾發生生死之大事，幸好由於平常依止 師父教誨參加助念，才

能在碰到時臨危不亂，配合精舍助念團正確導引助念。

猶記得去（95）年元月十七日，家父往生前，曾跌倒而腳部受傷，



61

須住院動手術更換腿輪骨。當時幾乎每二天進行復健，復後健康尚稱

良好，後因背部長出脂肪瘤，遂再次進行開刀，將膿皰擠出。末學眼

看家父身形日趨痀僂，身心備受煎熬，不禁思量，萬般苦楚不知是今

生糾纏複雜業力使然？還是過去生中業力使喚？所謂萬般將不去，唯

有業隨身。業力實在可畏，造如是因必得如是果，絲毫不爽。在復健

治療過程中，家父行動遲緩，須人攙扶，他老人家卻不願家人為他負

擔。元月中旬，家父突全身站立困難，恰巧家母與鄰居醫師友人聊及

家父近況，醫師則建議可注射骨髓硬化劑，強調按經驗法則，施打後

不久即可恢復站立。因緣使然，不料經注射骨髓劑後，竟傷及下肢神

經，下肢幾乎癱瘓失去知覺！事隔二日，家父突然住進加護病房，未

經一日，竟心肺衰竭，雖經急救，然已回天乏術。短短數日之間，轉

變如此之大，讓人意想不到；末學接獲消息，頓時驚惶失措，趕忙連

絡宜蘭助念團洪朝吉及施瓊梅師兄，請他們連繫台北助念團師兄前往

醫院，先行為父親導示助念。末學隨即收拾細軟並匆忙地攜帶佛舍利、

金剛砂、轉經輪、文武百尊等法寶趕回台北，一路上瓊梅師兄關懷協

助，並帶著師父法衣特別前往加持，堅信 師父法衣彌足珍貴，一經

配載必得大利。行前師兄還特別購買蚯蚓放生，祈請迴向家父順利往

生，對師兄之悉心協助，末學實銘感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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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寶助緣不思議

宜蘭助念團除專職助念外，對當地師兄照顧有加，經常適時伸出

援手解疑紓困，值得讚揚，洪師兄及施師兄更發心出資購屋，建立清

淨共修處所，使師兄道業得精進，實發大菩提心，助念團二位師兄悉

心耕耘，成員雖不多，但對當地助念法務推展不遺餘力，非常難得，

實為末學等之表率。家父臨終處理過程中，助念團師兄盡心協助，居

功厥偉，乃家父往生之增上緣，更因師父悲願深切，實為往生之正因，

均令末學感念無比。佛度人無偏廢，無論有學無學，有情無情，一律

平等視之。末學相信，唯有一心深信無上密部難信之法，落實平時師

父教誨，則行者必得逢善緣即生取證，亦可求生西方，逕登不退。家

父若沒有師門法寶加持，真不敢想像其後果如何？幸有師父法寶不可

思議願力加持，始是家父往生之最大關鍵。

助念往生在一心

末學到醫院已下午五時許，家父經拔管後即轉往太平間繼續念佛，

台北助念團當時也安排臨終八小時排班助念，太平間佛號淨念相繼，

彌陀聖號滿溢一室，寧靜而莊嚴，父親的臉頰隨著佛號聲，逐漸從張

口僵硬變為臉色紅潤微閉，似有微笑之神情，可見念佛之殊勝功德，



63

而師兄們虔持佛捷，亦為此瑞相之表徵。《地藏經》云：「未來現在

諸眾生等，臨命終日，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一辟支佛名，不問有

罪無罪，悉得解脫。」因此臨命終時，得聞彌陀聖號，是累世修持的

福份啊！父現生前雖已皈依，但並無修持習慣，終其一生敦厚善良、

老實一塊，做兒女遵守十二小時遺體不動，作八小時臨終助念，故感

得臨終念佛成就，又有佩帶 師父法寶之增上緣，使助念過程順利圓

滿。次日上午七時許，家父遺體送往板橋殯儀館，途中依舊念持佛號，

看著父親嘴角微微緊閉，似有笑容可掬之神態，心想唯有念佛才有如

此殊勝感通。

中陰共修入華藏

稍後，台北助念團專職來電細心叮嚀，說可安排三天半後中陰身

共修，此乃往生一大助因，末學當下即欣然接受。當晚下著毛毛細雨，

夜雨茫茫，視線模糊，巷弄挾窄，很擔心師兄找不到住所，但相信有

諸佛菩薩普降甘霖，必能順心圓滿，於是內心保持莊嚴寧靜，耐心等

待。等師兄陸續坐畢，末學雖無明妄想紛擾雜亂，但在師兄帶引出的

祥和氛圍中，內心似也止靜，不隨干擾，接著莊嚴肅穆氣氛充滿室間，

此寧靜片刻是家裡未所曾有。師兄們接著帶領共修，齊聚共修助念儀

軌，讓家人難得享受片刻寧靜，織塵不染，似乎同入一真法界，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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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不散。

火中生蓮出舍利

元月二十六日，告別儀式結束後，下午四時即驅車前往板橋火葬

場進行火化。家父終究到達人生終點，心中有多麼不捨，也都須面對。

辦妥火化相關手續後，選好爐位，在火化前，特別向葬儀社託請火化

執事人員，希望將火化後之遺骨儘可能完整留下，因經法寶之加持，

必定有相當之舍利花可資供養。看著一排將近十個火化爐，氣氛寂靜

且肅穆，加上等待心境，如擔著大石頭，一時倍感壓力；當火爐打開

那一剎，心裡極為震憾，熊熊紅焰熒燒整座爐間，熾紅的火舌吞噬整

個爐座，看來驚心動魄，當家父遺體推入爐內那一刻，整個火舌瞬時

吞沒，燒盡無剩。末學畢竟是凡夫俗子，眼淚奪眶而出，只希望未來

也能與父親在極樂相逢。人生何其短促，每個人必經過這爐火焠鍊，

有人燒後是粉白一色的骨灰，有人是五彩繽紛的舍利花，唯思有朝一

日，一個呼吸不過來，末學也將面臨爐火無情的吞噬，將來往生何道，

全由今生所造之業，或修持功夫而定。

經過二個多小時火燒等待，終於推出寫有父親姓名之頭蓋骨及碎

靈骨，眼前還可感受到烈火焚後餘溫，淺白近完整的頭蓋骨，夾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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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狀骨灰、骨塊，黏附著五彩舍利花，令人除驚奇外就是讚歎。撿拾

舍利過程，最重要須事先辨識骨灰與舍利之差別，幸運地，有台北鄭

師兄及宜蘭洪師兄指導，如何揀擇舍利子及舍利花。鄭師兄強調，以

過去經驗，經過師門法寶加持火化後，一定可燒出很多舍利子及舍利

花，師父度亡功力如是成就。果然，眼前為數不少各色舍利花，末學

心中頓時欣悅起來，口中盡是嘖嘖稱奇，從此可驗證，一位未經修持

之普通人，經過本門助念、共修、灑金剛砂、佩帶法寶之加持功德，

竟可燒出為數不少之舍利子（花），以及出現各種殊勝瑞相。

鄒坤晃師兄父親鄒朝興居士往生火化後，頭蓋骨上梵穴開孔，骨灰中

佈滿舍利花與舍利子

師父常開示，一般顯宗要修持一生，才能薰修出戒定慧三學圓滿

所生之舍利子，而本宗之殊勝，在於無上密部傅承加持力，及諸佛咒

力不可思議功德力，而師父度亡功德更是佛教界翹楚，末學慶幸這一

生能接觸到無上密法，有此勝緣使家父蒙受恩惠，其火化所存留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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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足以證明為往生淨土之表徵，並足以深信，謹依 師父平日所教

奉行，解行並重，今生必有成果。

頂骨洞開極樂路

記得家父在出殯前，特別請葬儀社將金剛砂、文武百尊、師父法

衣置於家父胸前黏貼穩固，火化前並一再確認，以師門法寶為勝緣，

乘師父加持力，家父才有往生之殊勝瑞相，除舍利花、舍利子外，另

保有頂蓋骨，更驚訝的是，發現接近頂門位置有一裂洞，頂蓋骨幾近

完整，頂蓋骨裂開小洞，恰如神識衝開頂門之殊勝瑞相，這是經過上

師三寶大力加持，才會有的不可思議的現象，為此末學深感 師父德

澤，讓末學生起信心，作為精進修持之最佳明證。

致謝

助念期間，特別感恩。

師恩廣被慈悲攝受，除向所有協助之師兄大德致上謝意，特別感

謝洪朝吉師兄及施瓊梅師兄鼎力幫忙，有台北助念團連續八小時助念

功德圓滿，又有發心師兄趕忙加中陰共修，增長殊勝之功德因緣，另

有台北潘師兄連繫葬儀社協助處理，使後續法事無後顧之憂，而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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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百忙中親自前往板橋火葬埸耐心等候，指導鑑別挑揀舍利，使父親

往生過程順利圓滿，一併向以上師兄致最深謝忱。

迴向

願將家父往生淨土功德，上供上師三寶，正法久住，法輪常轉，

二師不捨大悲，安住本寂體中，乘願再來，廣度群迷。迴向同門勇猛

精進，佛慢堅固，剋期取證。迴向六道一切眾生，罪滅福生，見者生

信，信者生願，發願生西，皆登阿鞞跋致，永不退轉，共成佛道。迴

向身心受苦之有情，未往生者，病苦消除，福慧增長，往生極樂；已

往生者，蓮品增上，乘願再來，早證菩提。迴向十方法界有情，乘諸

佛菩薩大悲願力，往生淨土，圓成正覺。

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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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

一縷法衣千葉蓮—我父黃天發

居士往生紀實

黃建榮

頂禮具恩根本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圓覺宗所有師兄，嗡阿吽，梭哈！

建榮自於台北皈依上師後，一直沒有精進修持，卻蒙上師大力加

持，幫助家父順利往生，實銘感五內。此處借《華藏世界》一角，講

述父親黃天發居士往生始末，聊表感恩之心於萬一。

父親一生辛勞，於九十三年智敏上師圓寂後二日往生，得年八十

二歲。父親生前最後十年，因摔跤受傷，年老體衰，長年臥床，並逐

漸出現失智現象，腦袋不清楚，不大會講話，不大認得人。父親生前

未多接近三寶，僅方便皈依上師。

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到台北參加 智敏上師的告別式，當

天晚上返回花蓮家中後，父親即感不適，發起高燒。家姊與我將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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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慈濟醫院急診室，但病情持緒低迷，院方隨即將父親轉入加護病

房，醫師告以須進行氣切、電搫，方可能延續短暫生命，遂決定不施

急救。到十四日清晨院方通知病危，便將人連氧氣包一起帶回家，依

照傅統習慣鑲父親回家往生。

黃天發居士火化後得綠、白舍利花與白舍利子

父親返家時已近彌留，幸好當天花蓮分舍辦放生，眾多師兄參加

法會，師兄們遵行上師推動「一念蓮華」的大願，當即進行臨終導示

與八小時助念，幫助父親往生。劉聲新和葉秀明師兄最先到場，其他

師兄也陸續前來助念。九時卄五分，父親停止呼吸，建榮剪下慧華上

師一小段法衣，置於父親胸前，並將上師所贈法貨掛上、灑上金剛沙，

蓋上陀羅尼經被，師兄開始八小時助念。劉聲新師兄從頭念到尾，建

榮感激不盡。傍晚六時，八小時念畢，葬儀社人員前來更衣、辦理後

事，將父親遺體置入冰葙。此後建榮每日在家中冰箱前誦經迴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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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見父親面透粉紅，容貌莊嚴。後來入殮誦經時，拍攝的照片出現了

明點咒輪。

三天半後，由湯金月師兄帶領師兄中陰共修，繼續為家父助念。

十一月卄四日上午，舉行火葬，施瓊梅師兄特地從宜蘭前來花蓮

幫助撿骨、拍照，撿得許多綠、白舍利花與白舍利子，最大的舍利花

出現在胸口上師法衣加持處，約四、五公分。頭骨內呈粉紅色，多舍

利，但未取出。當時隔壁爐中亦有骨灰燒出，但呈現碎碎、帶黑的骨

灰。

黃天發居士得上師法衣加持，火化後頭蓋骨內成粉紅色

父親以未修持之身，竟得如此往生瑞相，令建榮慚愧無比，感恩

不盡，謹以此文聊表寸心，迴向十方三寶三根本恆轉法輪，普利法界

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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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

把握最後一念，超脫生死幻象—

一念蓮華的省思

新竹分舍一念蓮華推廣小組

因果業力的呈現，是包括過去與現在身口意的造作，當下的因果

也是影響我們最直接的結果，而在身口意中又以意業為主導，故必須

先有空性的智慧，才能展現真正的慈悲。因為在輪迴的實相中，天堂

非真，地獄亦非實有，而在業力的幻相中呈現的重病或死亡，種種痛

苦，也都如夢幻。但如果不明白輪迴的幻相，那我們將會永無止境地

重演而當真；只有親證實相後，才能不被夢幻所惑。否則一生又一生、

一世又一世，輪迴不休，也只是枉受虛妄之苦。明白這一切後，自然

開展真正的慈悲，救度眾生，令眾生了知輪迴之幻，出離虛妄之苦，

引導他們往生極樂世界。其實法門有許多，這一切都是應眾生的因緣

而生。

雖然在知見上，我們想不被無明所惑，但未實證這個夢幻的身心

世界時，卻也只能任由這因果業力所擺佈。如何由此中超脫？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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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推廣「一念蓮華」的目的。本來「助念」的含義，是沒有任何

時空因素限制，只為提起自他有情的正念。但一般人的觀念認知，多

將「助念」視為幫助亡者念佛的儀式，其實這些學習必須在生前點點

滴滴的累積，因為死後的助念效果比較微弱。再者，有些人在生前自

殺或意外死亡，根本沒有臨終前及捨報八至十二小時的助念因緣。由

於死前對現實世界充滿了怨恨、恐懼及不安等種種負面情緒，因此下

一生就與三惡道相應，當這位有情在生死交替最重要的一念迷惑時，

他就進入這個虛妄的身心世界，而有了下一生的生命現象，此刻我們

能夠幫助他的力量就很小了，只有具證量的上師，才能令他走出此生

的迷惑。而「一念蓮華」的推展，正是要幫助眾生，掌握臨終最後一

念，使我們出離輪迴的幻象。而如果我們心量開展，亦能齊度三界六

道眾生。

如果此刻我們未能感受到臨終捨報的痛苦，則應把握現在的因緣，

積極的造善業，在佛行事業中積聚福慧資糧，以期早證菩提。否則墮

入畜牲道、愚癡現前時，或者因重病而身心痛苦煩惱時，又如何有能

力理解、學習佛法呢？而學佛的行人在煩惱現前時，則更應努力修法

念佛，否則僅有隨業流轉，不斷地輪迴受苦。寧願現在咬緊牙根面對

煩惱，切勿未來枉受無窮劫的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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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點，值得大眾共同研討：當我們認為人身是修行度登彼

岸的舟筏時，便容易著重在色身的調養上，尤其當自身健康狀況不佳，

或者經由醫師證實這些種種的問題時，更會執著於如何攝食才對的心

態。在此我們共同來思維，如何才能真實改善身心的問題？有人因過

去善業的力量，天生體質就很好，有人體質雖在百般苛護下，仍不免

問題叢生，原因是我們欠缺內在的力量，這力量就是慈悲。而蔬果其

實正蘊藏了長養慈悲的成份。尤其在體認法界一心時，這世間的一切

感受都如同自身，當自身產生疾病而不舒服時，要明白這些都是為了

維護整體安危的措施，心中宜無限地感恩這些默默付出的生命（細胞），

若一味地想摒除這些疾病的問題，反而無法真正解決引發疾病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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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

最後的幸福，最美麗的祝福

宋依澄

「善終」是人生最後的幸福，也是最美麗的祝福。

二○○六年八月中旬，母親因八公分肝腫瘤引發腹部劇烈疼痛，

住進內湖三軍總醫院，當時我已感覺她將不久於人世。從身邊許多學

佛的師兄姊們那裡得知，人往生後最好八小時內不要碰觸她，也不要

在地面前掉眼淚，並且家人要隨侍在側助念，幫助亡者往生西方極樂

世界。因此內心即暗暗下定決心，母親一輩子從未享過一天清福，一

定要讓她擁有人生最後的幸福—善終—並將這個想法告訴母親，她也

非常贊同我的建議，請我為她安排一切的身後事。

八月二十七日晚上，母親在最後一次昏迷前，告訴我：「乖女兒，

我目前所有的心願都已完成，現在我是全世界最快樂的人，如果我再

一次昏倒，請你們不要再救我了。」母親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因血糖

過低，再度漸入重度昏迷，我們再次將母親送入醫院，經過積極與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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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腸胃科主任討論，並與血液腫瘤科主任會診後，母親於八月二十九

日得以順利住進專為癌末病人打造的安寧病房，也讓我真正見識到安

寧病房對癌末病人的幫助是有多麼的深遠，其中最重要的是，那裡擁

有一群不辭辛勞，隨時協助家屬照顧病人的師兄師姐們，另外，即是

安寧病房專屬的佛堂（往生室）；我知道在這裡，我可以達成對母親

所做的最後承諾。

在這裡我認識了『諾那‧華藏精舍』的師兄姊們，在母親長達二

十四天的昏迷日子中，每天都有不同的師姐們，來為母親洗頭、協助

擦身、陪同念佛號等，並提供許多資料（一念蓮華）等，讓家屬了解

許多往生時及往生後可以為親人所做的事情，讓我們惶恐的心無疑吃

了一顆定心丸。

九月十八日上午，母親生命跡象出現不穩定的狀況，我們兄弟姐

妹五人隨侍在側，以接力的方式，在母親耳邊陪同念佛號及不斷重複

做導示，並遵從師姐們所說，在母親的眉心、喉嚨、胸口三處，灑上

『金剛明沙』，另外胸前再戴上一個金剛明沙寶盒，並以往生被覆蓋

於胸腹部。二十日上午，為母親安排洗頭、擦身及更衣之後，母親於

晚上八時七分，安詳往生於安寧病房的佛堂，地沒有癌症病人臨終的

種種不適症狀，如：腹水、劇烈疼痛、吐血、流體液等。身體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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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盈、柔軟、乾淨，接大體的禮儀師都嘖嘖稱奇，母親往生後，很快

的『諾那‧華藏精舍』來了三位師兄，以接力的方式協助我們為母親

助念及做導示，他們白天都有一份工作，卻願在此深夜時刻，故棄自

己寶貴的睡眠，這種大愛的精神真是令人佩服！母親因為這些貴人們

的協助，而擁有了大善終。

在醫院時，我將『一念蓮華』及往生須知等資料拿給不曾接觸佛

教的兄弟姊妹們看，他捫深入了解後，也都非常認同，使我們在為母

親做身後事安排時，都能達到意見一致，並且，在母親往生後七七四

十九天中陰身階段，都能在靈前或家中唸佛號及誦經迴向給母親，協

助母親往生無障礙，並祈求蒙佛接引至西方極樂世界。

在此，特別感謝『諾那‧華藏精舍』的兩位上師，所推廣的『一

念蓮華生命關懷』，還有在母親病床前陪伴的所有師姊，及為母親往

生後助念的三位師兄們，由於你們無私的奉獻，讓我們所求皆如願，

對於母親，我們除了深深的不捨外，真的是了無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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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2月，台灣師兄到沙巴分舍推廣一念蓮華，於佛堂共修。

2006年底，台灣師兄拜訪加拿大多倫多分舍，推廣一念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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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台灣師兄至香港分舍推廣一念蓮華。

2006年 12月，台灣師兄在汶萊分舍示範臨終助念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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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宗弟子於新竣工的五台山上師舍利塔四周繞塔禮敬。

五台山上師舍利塔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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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上師舍利塔於 2006年 10月落成開光。

圓覺宗弟子於五台山新建的上師舍利塔前修蓮師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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