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垢與換塵的上台靈們我去拂輕輕，它

，將遇初話的家雋慧智些這與們我當

1 機要的新份啟開，慧智的新段一注:恭命生為它望希

區到

悟師父聞示/自頤記

早早

諧、莊間蔽，所謂「誠於中，形於外」'這
鯽
(
上
接
第
三
版
)
頭又到了東京 Ei--' 一念一今芷滅遷流， 到阿彌陀佛的世界，這已經是容易到極限
從臨終尚能知道十 也是行者應該學習的重點。而困難就在
這曲就叫做妄想散亂、心。我們的心晝夜奔了。以我個人的看法
美往
麗的只
間知社會來說，人們6往
馳，妄念紛飛，無法止息，佛勸我們是要 念的人，這不是少善根一祖德國緣可以成辦識、一看淫、行為的筆握與取捨問﹒要
腳表
包達
裝外圳闕，用動人誇張的話詞，
的，因為要有參少眷屬追問友的助緣，再加個人知見是相當不易的。
爛來誘發消費者的購買慾，均忘了
上自己不昏迷、不顛倒、不失念的殊勝自
虛雲老和尚開示錄中，會提到他在巾云南
間產品的品質內容、售設服務、知
緣，對現代的人而言，這是何其不易啊!
雞是山的剃度弟予兵行法師出家前後的略 酬己知彼才是更重耍的保護。不妄

我們覺察，既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 L

••

比一一什麼?﹒

有太多的灰沙。因此，澄清的方法是用清

的被分割，忙中倫閒'二六時中行住坐臥

總之，淨土法門的修持是不論僧俗、智
史，具行法師在未出家前又是煙又是酒，
瞞
語
還
有
不
說
粗
魯
邪
惡
語、挑撥離
愚、男女、責臨、土量工一商人人可行，不嗜好很多。常老和尚興建問肌甜苦寺時，且〈行悶戶一蒜、心口相官Q因
胸
話此，一不妄
拘動靜、處前，尤共忙碌的現代人，時間 法師全家入口都在寺裡當小工，後來因老
繃語戒正是對治社會雌誇風氣的良
和向前州花，全家人都山了家，尤其法師的 叫槳，也是提昇人文素質，確保社

.•

、大小涕淫、無時無處無不是念佛的好機 嗜好也全都放除了。他-初出家峙，不識字
鵬，
會繁發、進步的根本因素。
「師父!為什麼您 水珠，佛號就如清水珠，投於濁水中，濁
F 曾經有位居土問我
「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 耳患重聽，於是求人口授，字旬以心一起， 瀰互、「不飲酒」意圳的不按合酒精
~耍一直念佛，為什腔又說末法時代最簡易 水不得不清，佛號納於亂心，能心不得不 緣。白居易說
陀，縱饒吐似箭，不鹿阿彌陀。」它的安 用功至極，六時禮誦、普門口問等經咒，不爛、毒品等麻醉品腐蝕我們清明的
的怯鬥是彌陀注門呢?」現在我以同樣的 偽。念佛法門是促使故們有力量來控制我
二年，全能背誦。白天為大血來師種菜執勞
腳
智
慧
。
一
個
人
如
果
忱
迷
在
這
比一一物
問題問大家，我們是不是也常聽到這句話 們的亂心，這就是用功，否則妄想一起， 持，是何其普通和街易，但如果你輕忽了
役 ll 築牆、蓋房、挑石、挖土、一惱掃、
人口
身了
邊的健
糊口問峙，不但成吐ω一
，不管是在佛經上或古來高僧及現在弘揚心就隨著它在生住具誠種打轉。如今我們 它的簡易，而不信用心深切信仰、殷重發
願、一心念佛，簡易的法門也就在我們放 炊餐、沒有一刻開暇;夜裡別人休息，他 叫戚，嚴重的史會做出種種非誼、
佛怯的大德?都異口同聲的說這句話 i 彌 念佛，要真要切，否則要從心裡產生功力
逸二忍忽、經慢的心態下成為最困難的。 不貪睡眠，就是拜經、拜佛，還常替大眾
蜘非法的行為，這個我們在古今中
陀法門是未法時代了生死的筒易法鬥'可 ，還距離很遠。
簡易的關鍵是收斂，身心、交佳念佛，一心 師糙補女仗，一面縫補一咽念佛，糙一針
轍外的歷史記載中)接見不鮮。結果
是當我們拼命念，認真實踐這個法門的時 由此，念佛的方法看似容易簡單，即使
' 針針不空過 呵呵不僅是損了他人，造成社會混亂
相應即能超越十篤憶國土，一念相怯即是 入勾心一句「均無觀世音菩L薩
候，你感覺它真的起簡易嗎?它簡易在什 孩童也可一教即會，並無任何寄特處，奈
啊，同時，也終將使自己身敗名裂
，別人喜 做
4 他，他不理會，別人厭惡他，
恆地方?若果是不問甘甜的，最好把它找出 何它的難，雖是八十老僧還念不好，只因 見佛，這種法門你品是即將還是必?
他也不理會，閃為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棚、家破國亡!
在未得一心不亂前，工夫總未成就。因此
來，這是要經過行組忠惟修持的。
、心師文開示
呵呵所謂「菩薩畏崗，眾生畏呆」
我們今天用功，不要以為稍有輕妥，使生
保討一句這個問蟬，首先我們要知道末法的
後來花了八年的時間報體四大名山，再 酬，在我們做一件事情之前，先清
修學情況。在修學的過程，有所謂「信、 台借、放逸、懦慢，那是不知慚愧，應看
/見融記
μ
凹到巾一舟
月，當時老和尚正在興建雲攘寺，
欄楚它可能招來的禍患，符一個行
解屯行、證」的陪次，政們常一說求法時代 住心念，提高警覺策勵自己，生起時間一小可
前幾天我到倉庫找東西，找了好久，幾 他還是行苦行，山市住大事、小事都傲，什 喻為單伺它的俊采與影響力的，佛
學佛的人，在「佑」和「解」方面是馬馬 入，輸迴路險的出雄心頤，把我們的身心
交給佛菩薩，同時對著阿彌陀佛發願，在 乎翻遍了倉庫，才在一個角落裡發現了它 麼都承擔，臨命終時，將所有衣位、用物 叫札似的業力就、業報說，並不是單
虎虎?「行」阻(「改」更談不上;像法就
，原來不知是在把它獨立放在另一頭了。獎賞了打齋供血來，一切料理妥當後，跌坐蜘純的某一行為，某一心念把感行
是有「解」、右「行」，但沒有「證 L; 我們有生之年，或行痘蔽，喜捨奉獻，為
於乾未桿上，于執引齊木魚，端坐安然焚 向麼果報而已，它還牽涉著什麼因
住生淨土儲備資糧，對此法門，整個身心 雖然是找得汗流放背，折騰了半天，但也
正法是有「解 L 、有「行」三位「修」、
化走了。
麟、什麼緣，才導致什眩結果，一
有「譜亡。正挂的特徵強調的是「證」' 都踏踏實實地鑽進去，堅定、區毅，不因 由於這番功夫，給了我一個發現 發現同
•.

「入中心痛」了，諸位同修是否在這當于生
體心
取如水，現在妄念紛跤，就如同情水中

種說不出的苦盔，已經不是「念佛」而是

'彌陀法門的簡易就在這裡 l| 直干以開
今天是佛七第三天，大家很認真的念佛
，但是我看部分同修對於打坐腿痛，有一 彌陀佛的雪號來取代我們的妄想心，這是
以念正念的攝心法門。蓮治大師曾花 眾

軍團

甸的問世

.•

••

兵佛性自然頌頁，「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困難是我們的心，一直在外頭飛馳蓉
9

，人坐 在 星 哩 ， 一 剎 那 飛 到 台 北 ， 一 個 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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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對
活的人，不但能侏右→門心的寧靜
不是鼓勵我們造五逆十惡，等到臨命輯們時 謂「愛護常住物如護眼中珠」。其實，修 大家在日用尋常、動靜語默的生活中，應
喇安然，同時也是為生命關拓了一
才入中心佛，而是說即使是五逆于惡最頑劣的行是內心的修錄提昇，而相互依存的依報 進退的執作中，血事的研討中肘心去觀熙
呵呵條通往幸福的大道。
世界環境，也要與我們心靈世界一援的和 的。
根器和罪障，只要臨終具足于念，也可以

靠帖清涼劑。一個過著持戒生
爛要
的一
對於相互依存的濃揖世界也要愛惜，吉德 械可及的，內在決斷力的長聾，一一這是

糊糊

朝一滴益大師來投﹒﹒他在七歲時便翻個人的行為不是個人性而已，它
修們對於物品如何整壇、分類，使它能很 再學 mm
為順逆揖而有間斷，不見彌陀，不生淨土
像法「證」較少，但至少還有「行」'末
開始眩素，十一一歲出外就學，聽聞聖賢立 間還是社會共肉體的一份于，因此
法的琨象則是信一小切、「不求甚L解
' 縱 絕不放棄，如未能這樣，我想不會沒有反 整齊、很興顯地方便取用，還沒有仟細去
A
疋佛
裡，使希望自己成為天下第一等人，慨然 蜘共影響力是社會的行前三 -U
使有「解」，但在臨了行」和體「證」上 就的，為什麼呢?無量壽經第十九願-﹒「關照到。整個倉庫被這裡一堆梅子，那學
塞得滿滿的，舉步維艱，儘 以于古自任，發誓消滅佛茗，並開始吃葷 呵呵陀制定一切或律的睿智啊!
一堆掃把
是關如的，也「信、解、行、證」的差異 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態，至心發頤
管儲有這麼多東西，等到要用時，部又酒
不，作閉關佛老論數十篇，傳遍鄰里，極力
，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
，末法指的是佛被度後干年的時間問題，
叫
提倡儒學，狂飆洋一惱的氣勢銳不可當，
但回清明的出路
知道從何找起，往往放棄重新購置或重新
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同一位中艾
還是另有共他意義?
等
到十七歲時，因為閱讀了蓮池大師所作
納
載
「共有至心願生彼盟，凡右三輩 ll 訂製'這就是→種「浪費」，再說廠污
其次，從實踐的行持來看彌陀法門的簡
師明白了「攻」並一小是束縛，而
的日知錄與竹窗隨筆，大受感動，深深懺 齡是一切善法的具體呈現，我們應
垢，也帶來老鼠、蟑螂乘緣繁殖。
『其上輩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發菩提
易，就以目前大家安持彌陀鑒號來說，念
昨天我請了幾位同修一起到倉庫去，利
悔過去謗佛的過矢，於是將既有闢佛的論
撇一該進一步去支戒、學或、持戒，
佛是三根並日夜、利鈍皆收，當生成就，一定 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頤生
理
全放焚毀，也因為他父親往生的因緣， 叫才能得到域的清涼功德。再說，
萬人修萬人去的法門，主要是放於阿彌陀佛 彼國』;「其中輩者，雖不能行作沙門， 用一天的時間，把平常要翻箱倒櫃的整著
使且
他閱讀了地減經，一股波恩周報的韋思 耐心唯有透過「受戒」的儀式，才能真
一個就緒，現在的倉庫是較前清悠，而
的願力所成。但既謂簡易當然不屬於拿著 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薩之心，一向專〈中心
與世闊無常的觸麓，他出家了，從此專士心 爛正將我們內心的善法引發出來，
A心
-許呵?一方面講話、
-z由招珠，或念了一
無旦旦壽佛，多少修善，奉持齋戒，起立塔空山很多空間出來了。在整理的時候，庫
在當 妥持佛怯，並且盡焚窗稿三千餘篇，一心 叫成為美苦行為的落實，倘若知而
ll捨
句，可以招四、五顆有口無心的那種類型 相，飯食沙門，懸繪然燈，敏一華燒香，以頭師告訴我，他的學習了如何取
下要有一明確的審盧、判斷和決定，什一
麼意做佛門弟子。
糊不行，就如同一個人光研究食譜
從要
力留
主闢彿以至於焚毀文稿、深信佛法
呵呵均不親自執行，這樣是永遠也體
是一該留下的，什眩是該撞棄的，並且留
的 會不出烹調的整個過程，更枉論
得物盡其用，比如廢棄的床鋪角架就可，
拼履踐佛法，議益大師表現了尋求真理間
棋力，取與捨之間沒有絲毫苟且隨便，一
湊成克難的架糧，可以堆放箱子，想想真
蜘
基本除饑或享受美除一兒小可得。
般人在取拾之間常是學摸不定或互相拉扯
有意思，竅不起眼的廢物居然可以發揮它
撇儘管社會上有太多讓人造瑟的
側目緣，而人又是那麼容易在慾念
有殼的功能﹒，而確定實在毫無用處的，
長尤
物其是現在傳播媒體充斥，一有空間就
是電視充耳、充眼、充腦，都由電視教出胸中迷失了自己，但是，消極的人
，我也捨得丟棄了。
外在世界的條理， 來同三個看怯，人云亦云，到處扭著起哄
潮隨波逐流.，積恆的人如邱會設法在
白這件事使我想到
叫
，沒有個人的看法，或對看法的「擇善
固當中找尋出一條清明的山路，而
不正是我們內心世界的呈現嗎?戒律制定
執但
」堅忍不拔的知見。當然三道都不是一
酬「戒律」無撓地，正是熱惱人生
行者三衣一錯，雖然行囊中別無長物，
.•

謂之間易。諂珠一定用來計數 9吉德也有計 此回向，願生彼國』;『其于輩者，雖不
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
數念佛，而他們獲致成就的亦不在少數，
一樣的招珠念佛，不同的是要獲得真參質
意，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顧生共國，
學的安舟，一定是真誠懇切，佛號刻骨銘 若聞深法，歡喜信樂，不生接惑，乃室一
心地打進心中，它簡易到只要我們為「南 念，念於彼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皆
無阿彌陀佛」 9確確實實地在我們心中安
能得生彼佛世界」。由上面的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歸納 要往生淨土，最重要的條
奉了信仰與願力的位置。
現在，大家坐在這裡念佛，入中心佛法門是 件是發菩提心，一心專念願生彼園，即得
往生，這是給我們很大的信心。甚主在阿
佛陀親口宣說，要我們將娘、耳、鼻、舌
、身、意六根都收攝起來，淨入中心相繼，稱輝陀佛的願中有說
雖造五逆于惡，在臨
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到美寂心室，本 命終時，共足十念亦得往生。當然，佛跎

.•

有常
，來下銀言己著試當們我，動感的心我獲深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