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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廣欽老和尚（1892～1986），祖籍福建省惠

安縣，自幼家境清寒，宿具慧根。稍長，投泉州承天

寺出家。三十六歲時，於瑞芳法師座下剃度，法名照

敬，字廣欽。民國三十六年渡海來臺；四十四年，板

橋信眾在臺北縣土城購地供養，後興建大雄寶殿，命

名「承天禪寺」。

廣欽老和尚自五十六

歲到八十四歲，只吃水

果，人稱「水果法師」；

平日常坐不臥，持不倒

單，至年近百歲，仍身輕

體健，行不拄杖；一生

踐履頭陀苦行，實修念

佛，堅毅篤樸，昭示修

行典範，度眾無量，乃佛

教界之國寶。其臨終偈言

「無來無去無代誌」，更

為佛弟子們傳頌不絕的智

慧之語。

修行─找回本來面目

•	我們學的是無形的心地法門，是「無上

法」。

•	出家修行是要找我們「本來的面目」

─父母未生以前的。這個你們還不知

道，智慧不開。就像月亮被烏雲遮住

了，光明顯不出來。

•	修道是為了得到解脫，不受輪迴，看能

廣欽老和尚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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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行

否修到五蘊皆空。

•	修道是要棄貪、瞋、癡，達到身、口、意清淨。

•	我們從無始以來，所造業障如山那麼高，而今出家修行就

是要消我們的業障。若不好好修行，反而造業，這座山就

越堆越高，永遠無法跳出生死圈。

修行的絆腳石

一、貪、瞋、癡

•	起心動念都是自己不對─這是因為還有個「我」在。此是

細念，一念始起，變相起。

•	總說別人不好，自己好；說好就高興，說不好就難過，就是

你我相。修行如有你我相，則修行不安。若存我相，每樣事

都有我，把我看得很重，分得很清楚，這樣對我們不利，而

且天天都有煩惱。

•	若著於色、聲、香、味、觸、法，則智慧不能開。

•	我們的耳朵總是喜歡聽，聽看看有沒有人在說我們壞話，眼

睛也喜歡看好的，這點對修行不利。

•	不棄貪、瞋、癡，無法開智慧。

•	只要貪一樣則多一樣，少一個念頭少一個業，多一個解脫。

•	不能存絲毫的瞋心，否則不能入道。

•	急性就會無明，丹田也會無力。

•	若還有我的父母、朋友、同事、親戚……愛情、愛別，千萬

劫也在輪迴這些。如有佛的種子，修行就比較快些。

•	不要拿那些壞東西放在腦子裡，很痛苦。不要愛漂亮，穿

我們這件衣服（指出家人三衣）直接到西方。如愛漂亮，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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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然的衣服穿，不用做的。有的還沒去的，就已經在裝

那個形了。

二、我慢

•	不要學固執。不要有我執，如有我執，智慧不開。

•	不能有貢高我慢之心，會障道。

•	不除你我相，則無法解脫。師父是教我們解脫法門，不是說

要收人才的。

•	較能幹的人，不好好修，就會想怎樣怎樣。修行是修香、

味、觸、法；粗衣淡飯，看能不能修得腦子清淨解脫。

三、善少惡多

•	心裡壞的力量比較強，好的比較弱；好的說：「我是善的。」壞

的說：「我是大善。」壞的每樣都要佔第一，這樣強欺弱，善的

終被惡的捉走（壓倒），這是最不好。

•	從無始以來帶的善念少，惡念多，所以我們的自性被蓋住了

發不出來，故有妄念、愛睡……無法與它抵抗，這就是業

障，故要做些事來調配；否則是到處聽，聽得亂糟糟，煩惱

多，沒觸通（覺性不顯）。

•	業障到則無明煩惱起，若無正念則邪念起。處處看人不順

眼，處處不順心，就是想離開道場，或覺得沒意思，還俗

去。其實一起煩惱，就是你不對，不管你有理無理。

•	怕不怕就是安定不安定；不怕就是安定，怕就是不安定。怕

是自己在怕，別人也沒在怕，是自己不利。自己無主就害

怕，怕多了就生煩惱，心不安定就會沒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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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行

修行正路

一、去相

問：師父！那做起來很不簡單。

答：不要說不簡單，要去行也很簡單。

問：我是凡夫，所以……

答：說自己是凡夫，也是執著。

問：我就是沒有修……

答：不要說沒有修。要有信心：我也可以成佛、我也可以做到，

這樣才會更精進。不要常說我，就是這個我在作怪。

•	要沒有分別才能去我相。如執我相，則修不到行，去我相智

慧才會開。

•	修行不能執著，執著即生煩惱。修道是要去除貪、瞋、癡，

達到身、口、意清淨。

•	棄我執，從粗衣、淡飯做起。

•	都是你、我在競爭，看能不能修到沒有你、我這個地步。

要修忍，修忍是我們以後修行的根本，如果不修忍，則徒

具出家人的外表。不要常以為自己做的都是對的，這樣不

能修心。

•	修行要沒有我相，不要說自己以前是什麼身分，否則就不能下

心修道。出了家就沒有身分、學歷高低之分，大家都一樣。

•	好也笑笑，壞也笑笑；好壞是分別出來的，不要分別。如

遇高興歡喜，則問是什麼人在歡喜？如遇煩惱，則問是什

麼人在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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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有煩惱或有什麼不好的念頭，就向阿彌陀佛說：又來

了，又碰到了；要念阿彌陀佛，說：煩惱快走，沒這回

事。以心治心。

二、捨分別心

•	修行的路程要越苦，才會開智慧。不是希望人家對我好，否

則就和世俗沒兩樣了。

•	修行就是要吃虧，才會有進步。

•	修行是做別人不做的，勇猛精進，不是和別人計較：這不

是我做的，和社會人一樣。做別人不做的，這才是「修福

慧」。修行不是算項，不是用算的、計較的。

•	好的撿起來學，壞的擱一邊，自己心裡明白就好，順此修忍

辱波羅蜜。修行不問是與非、有理與無理。

•	修行不說對不對，即使自己對，人家偏說你不對，你也要接

受。凡事承認自己不是，就不會起煩惱，否則，心不安，煩

惱即來。

•	修行道路上，是有很多和世俗不一樣的。不是爭「對與不

對」。以前有兩個徒弟打坐，一個坐得很莊嚴，一個坐得東

倒西歪，可是，師父拿起鞭子打那個坐得莊嚴的徒弟。若是

現在的人，馬上起瞋恨心煩惱，但那個徒弟很慚愧地請師父

開示指導。修行不是爭「對與不對」，而是要有這種功夫。

做對了人家說你不對，你也要能接受。

•	如果真心想修行，是各自的福氣，故應「福慧雙修」。每個

人如果把以前所帶的業障消除（方法是：拜佛、念佛，常住工作發心

做，不計較，如計較則生煩惱，即造新業），然後不再造新業，則我們

的福慧就會增加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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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堅固心

•	憨憨做、憨憨吃，多念佛。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什麼事都

不管他，這就有堅固心，這就是修行。若做是做，還打妄想，要

讀佛學院、要……，這還不是修行。

•	以後師父不在，不用煩惱，只要聽師父的話，念佛修苦行；於六

塵好與壞不用執著，要隨緣。

•	修行就是要低身。衣、食、住皆簡單，要粗衣淡飯；若過於考究

衣、食、住，則和在家人無兩樣。對這些衣、食、住看淡，才能

棄貪、瞋、癡。若凡事太充足，則慾望大，貪念則越高。若要低

身，當從衣、食、住著手。

•	凡是好壞皆不形於外。例如生病了，也不要讓人覺得你生病了。

像師父雖有病，但誰看到師父，都說師父很硬朗，也沒有人知道

師父有病。

四、照顧六根門頭

1.眼門

•	看到別人的缺點，不能起分別心，應先觀察自己。人皆有佛性。

•	不要光看別人過錯，要常常看自己有無過失，才不會與道相違。

•	凡事不要太著相。相貌好，起歡喜心；相貌不好，也莫起煩惱。

2.耳門

•	修行要自在，不要在乎別人對你的評語。說你好，說你壞，這

不是別人不對，而是你自己不能安定。人家在講我們，修就是

修這些。

•	修行是要有境界才有得修，自參自悟，煩惱即菩提，修行是在修這

些。當有人在刺激我們時，心中自然平靜不起煩惱，這就是了。不

是說，修我每天拜幾拜、念多少佛號而已，但這也是需要的助緣。

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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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已將地掃乾淨，師長硬說你沒掃乾淨，這時你若和他辯，

這就是在家惰性；若你能接受說「好！我把它掃乾淨」，這就

是修行。

•	修到有正念、清楚時，耳朵聽好音、壞音就會感覺到。不順好

音（不貪好音），把壞音拿來修。

3.口業

•	說話要精簡，不必要的話，莫多言。修行不講是非，不講沒影

（臺語：不真實）的事。

•	佛教中最怕是非，說是非的人就是是非人，造口業。修行就是

這樣修出來的，否則，也是三餐。

•	不說是非，說是非就失敗，說是非給人不安定。

•	要講別人之前，先和這個（指心）商量一下。

•	不要說別人不對，一說出來就是自己不對了。這個「口」很

重要。

•	每天訓練沒貪念，不亂說話。講話講佛法，求生西方。世俗的

種子已夠多，不要再講這些俗話、是非。

•	有的人說話令人起煩惱，不能安頓人的心，令人不知怎麼好，

又要別人聽他的。其實，他聽不聽別人的？結果這個人就在那

裡心煩悶，起煩惱，解不開。

•	不得二、三人交耳私語、結黨、背後論人是非等，否則易讓大

家不安，犯戒鬧眾。

•	修行要表裡一致，不要口是心非。

•	修行要注意口業，口好心就好；不要說「我口雖不好，心是好

的」。出家了，佛寺中也會有是非，但不要與人在那邊論是

非，不要一張嘴巴嘮叨。論人是非者，就是是非人。有時間就

拜佛、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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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煩惱時，不要和這個說、那個說。說來說去惹是非，最好多

禮佛解煩惱。

問：聽師父開示，有時不敢吃太多、太飽，但體力又差，該如何？

答：要吃飽！只要不貪、不著就好。不要說，好吃就多吃一點、不

好吃就少吃一點。不求香、味、觸、法。

•	少吃少睡，把精力用在修行上。

4.意業

•	起諸惡念時，莫執著，拍拍自己說：「你不要這樣子！」不

可用處罰的方式，如此無用，並會傷害自己。

•	有相看得到，無相要我們有堅固心。「是非」裝不會，不要

被度去（跟著走）。

問：帶業來怎麼開智慧？

答：多念南無阿彌陀佛。

•	心若在此學了師父的德行，則到別處亦可安定。

•	我們這個假體，難免有病苦，但這屬小病；有妄想─貪、

瞋、癡，才真是大病。有妄想，我們還要繼續輪迴，生死

就不能了。為了保持臨終的正念，我們平常就多服「阿彌陀

佛」的藥，否則死將何處去？

•	行住坐臥去悟，去體會這些佛道，才不會空過光陰。光陰很

快過，去體會，壞念頭才不會跑進來，否則無正念。口不

說，心在想，不要想那些有色相，要想這些無色相的。

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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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長遠心

•	修行談何容易？要想當一個修行人，不是那麼簡單。現在我們

只能說做苦工、苦修而已。我們貪、瞋、癡、慢、疑未斷，現

在只是磨我們心志，等斷了這些，絲毫都沒有，才入道。

•	修行非如豆腐干，拿來就可以吃。十年、二十年，一句佛號保

持下去，加上信、願、行，如此下去。

•	如有道心，慢慢修到了四、五十歲，無所罣礙，這才有點自

在，還不是很自在。若不悟道，雖然到四、五十歲，煩惱仍

在，且易成顛倒。

•	修行要保持中道，不急不緩，細水長流。修行要保持中道，「放

下」跟「看對功夫」。修行要粗衣淡飯，不著香、味、觸、法，

但要自然，不是刻意不吃飯、不穿衣服挨凍、不睡覺，想當一個

老修行，而是修到一個境界，自然不餓、不想睡。

•	勇猛精進地修行，到了衣、食、住都不需要了，再去住山閉

關，這才有保障、有成就，否則到後來都出問題了。

•	修行過程中，生了煩惱就不好，要沒有煩惱才好。

•	能在一天當中平平靜靜，念佛、拜佛、做事，沒有什麼事發生

地過就好，不要想要做什麼。

•	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能夠沒出毛病、念佛而過，就

要很滿足；明天來時，明天再說，不要去罣礙。

修行的好風光

•	除你、我相，修行就是要做到這個，這才是真功夫，否則，到

哪裡修也徒然。如修到這點，那你的功夫也就到家了。

•	都是有個你、我在爭，看能不能修到沒有你、我這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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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運而行，隨緣度日，任何事皆不擾我心。所有食衣住行、是非

榮辱皆冷冰冰放下，如此外緣清淨，心中智慧自開。

•	平常心是道，每天保持不起煩惱，不起歡喜心。對人，不好也不

壞，隨緣和人結善緣，不攀緣。時時刻刻注意起心動念，有壞念

頭要馬上提醒自己。

•	修行要修無礙的。像鳥在做巢（還有罣礙）。「野鶴無糧天地

寬」，牠飛到哪裡即停到哪裡，隨處也可飛行，是最自在的一種

鳥。修行就要處處無罣礙，心才靜，如如不動。

•	修行要修到動靜無罣礙。什麼叫做動靜無罣礙？就是在動時心不

動，不被轉動，而靜時也沒有靜之念。又，念佛掃塵埃，蓮花朵

朵開，就是得起正念。念佛要轉念，把惡念轉為正念。

•	對任何事都能放下，即放下功夫。平常即對任何事無罣礙，免得

臨命終時，妄念一到，就要繼續輪迴了。

•	修到要去的時候，不罣礙任何一樣，每一樣都無罣礙，只帶我們

的靈光，靈靈覺覺去。

•	修行，要到哪裡都一樣，都能自在，修就是要修這些。

•	要修到沒有刺激（不被外境所轉）。要注意自己的心，要的是內心裡

面起歡喜，不要外面環境好而歡喜。要照顧自己的心，不注意外

面境界，要修到「我沒有怎麼樣」。

•	修行要福慧雙修，修到老時福慧具足，則人人自然恭敬你。人若

修好的話，即使到哪裡，人家亦要找你，別人也喜歡和你講話。

•	要到正念自己跑出來那才好─有正念出來，才會去分別怎麼是

正確的，知道怎麼去行。

•	修行要自己修，修到有體悟，悟到娑婆世界的苦，輪迴的苦；悟

到一條，就是一條的智慧出來。

•	修行要修到有智慧，什麼事碰到都會，講話也要知道怎麼說才圓

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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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自己站穩了，別人也歡喜接受，也不造業。故我們要養慈悲

心，行菩薩行。要修到慈悲相，眼神讓人看起來很和藹慈悲。

•	如果有一人修得好，則其他人也會沾福，則人人也會起勇猛的

心向他學習；每個人都想修行，一起共修，大家互相勉勵。否

則，是非、嫉妒、愚癡心起，就不安定。

•	修行修得好，自然有人擁護，不是刻意強求來的。不要祈望施

主送東西來，不要依靠施主，只要努力修行，有了成就，天龍

八部皆會護持我們。

•	靜坐時若有好壞境皆不著，也不用說。佛法不著於境界─

樂、明、空。輕安則樂，妄念則少明，不生念則空。如著於樂

則欲界天，著明則色界天，著空則無色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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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講座｜

101年7月21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慧開法師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廳地下一樓會議廳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在親友面對末期重病乃至面臨生死的關鍵時刻，我們應如何判斷、

處置？專長佛教哲學與宗教生死觀的慧開法師，將帶領大家從「生

命的永續經營」觀點，來看生死的安頓，使社會大眾更瞭解「安寧

照顧」與「臨終關懷」的精神、內涵與實務，讓臨終病人與在生親

人，能夠生死兩無憾、生死兩相安。

生死兩無憾
─認識安寧照顧與臨終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