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净土法门丛谭  

   

开示佛七的意义 

 

一、佛七的意义 

 

    今晚与各位讲讲佛七的意义，佛七的来源。为何佛七念佛七天，不念五天、六天、或八天、九

天？但可以念一个七天、两个七天乃至七七四十九天？佛七的七天是後来的祖师所创立的，但却渊

源於释迦牟尼佛。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佛法，都是佛内心所证验到的，从他的智慧的心，慈悲的心

流出来的。後来各宗的祖师根据佛经或经论设立了各种的佛七，如弥陀七、观音七、法华七、楞严

七等，而以禅宗的禅七和净土宗的净七为最普遍。禅宗、净土宗的道理都是佛讲的。禅宗的起源是

这样的：昔日佛在灵山讲经说法，有一位婆罗门教徒手持一朵毕波罗花来供养佛。佛把花接过来，

用手举著，当时听经的人很多，虽然看见佛手里举著花，但都不懂佛的意思是甚 ？其时只有大弟

子迦叶，破颜微笑。佛就知道这一大群人都不懂禅宗的禅意，只有他懂得，就开示大众说：「我有

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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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嘱摩词迦叶」。此法门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在经典以外的，所以禅 宗每讲到道理深的

时候，就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来形容，因为文字经典 ，不是禅宗「向上一看，千圣不传」

的最高的妙理。  

    佛讲了三藏十二部经，其中净土宗的经典，亦有无问自说，即没有人请问 ，佛自己讲的。许

多经都是天人、弟子等问佛，佛答覆他们才成一部经的，而 净土宗的经典最初并没有人请问，佛

为甚 自己又要讲出来呢？因佛观机说法 ，看到这些众生的根机可从听净土宗的经典得到好处，

就无问自说，讲了弥陀 经。  

    念阿弥陀佛的就是佛七；参禅的就是禅七。禅七又是怎样来的呢？当 时佛在菩提树下证道。

经过三七思惟（做工夫用功思惟，思惟叫做禅）， 对一班上根利智的菩萨说了一部华严经，乃菩

萨之法，过後，才陆续讲了阿 含经及其他的经典。因此，考察起来，佛三七思惟二十一天讲了华

严经， 可以说是最早的禅七。禅宗在印度并没有甚 禅七，传到了中国，唐朝以前还 没兴丛林，

也没有甚 禅七，佛七的。佛法传到了中国，早晚用甚 功呢？在印度 佛陀的制度，初夜七点、



八点、九点、十点坐禅；中夜十一点、十二点、一点 、二点则睡眠；後夜三点、四点、五点、六

点则诵经。诵经即是作工夫，所诵 的有四十二章经、法句经、遗教三经。在中国，一早则诵四十

二章经、八大人 觉经等。後来，马祖兴丛林，百丈禅师把丛林的清规建立起来，就规定早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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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诵的工夫。早晚课诵，有显教密教，显密双修。其中楞严咒、大悲咒、十小 咒、及其他的咒都

是密教的；阿弥陀经、心经及其他的都是显教的经。後来， 慢慢的才有参禅、坐禅的禅七。在七

天内修禅定，希望能够做到「明心见性」 。心就是妄心，性则是真性，每人都有真性，为何真性

会不见呢？心要明，心 为何要明？因心被无明烦恼所障，故不能明，假如说我们坐禅或者念佛，

使心 清净，脱离了这无明，佛性就见到了，明心见性就是达到了学佛的目的，获得 解脱。所以在

打禅七时，有很多祖师来开导，在禅七期间作很多功夫，有坐香 、参禅、跑香、开示法要。坐禅

的人不一定要在晚上才讲开示，白天也可以开 示，开示後再坐一枝香，下来有什 问题，或者坐

香的经过如何，或者心里有 什 感触，或者有什 预感，或者见到佛菩萨，或发现前世的事，或

者身体动 摇起来，摇摇摆摆的，为什 ？没参禅前是不懂的，所以请主七的和尚或其他 法师、斑

首师父来开示，指点迷津，当问题来了，解释这问题是主七及助理和 尚或其他斑首的责任。这是

禅七的一般情形。  

    禅七在晚唐时就有了，到了宋朝，逐渐的衰微。明朝时，净土宗很兴盛， 净土宗是念佛的，

由禅七慢慢的转过来念佛，故禅七就衰败下来。念阿弥陀佛 就叫弥陀七，念其他佛亦可以，念观

音菩萨叫观音七，或在七天内念其他的佛 号七天，也可以叫做佛七。现在我们的叫做佛七，一方

面念佛，另一方面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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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如今还有精进佛七，恐怕功夫不够，如功用行，得以快点成功，故叫精 进佛七。精者精而

不杂；进者进而不退，专门做念佛的功夫，希望只有前 进而不退转，故谓精进佛七，也是七天。

从前我们在宁波观宗寺，由谛闲老 法师及慧根和尚领导。打过四十九天的佛七，亦叫「生死

七」，希望能在这四 十九天内了脱生死，这些都是由禅七转过来的，从坐禅改过来变成静坐念

佛， 跑香改为坐香，这就是禅七和佛七演变的关系。但是禅七有跑香坐香，而净土 宗只有念佛，

没有跑香，这跑香是怎样来的呢？在清朝南京有一座宝华山，是 现在律宗的门庭，从前亦是参禅

的处所。当时有一位玉琳国师，他的师父天隐 老和尚有一个半徒弟，一个是玉岚，半个则是玉琳

自己。玉琳年纪轻、有智慧 ，办事能力又强，每个人都欣赏他，而他的师兄玉岚四五十岁，每天

吃了睡， 睡了又吃，甚 都不作，他人就认为他很懒散，没有功夫。有一天，有人来访 他的师



父，问起他有多少个徒弟，他师父答有一个半徒弟，玉琳听了心里想： 「我是一个徒弟，师兄一

定是半个徒弟吧」？那人就问那一个半徒弟是谁呢？ 师父回答：「玉岚是一个徒弟，玉琳是半个

徒弟」。玉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自己这 聪明勤劳，为何是半个徒弟，师兄天天吃饱睡觉，反

而算是一个徒弟 ，因此他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他并不知玉岚的工夫绵绵密密，做得比他好，在 行

住坐卧中，无时不在作工天。後来玉琳离开师父，到处参访用功，工夫大有 进步，连顺治皇帝也

拜他为师父，所以叫做玉琳国师。雍正曾出过家，对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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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研究，有人说他已见性了。他著有一部禅宗的语录。雍正皇帝见玉琳这一 派的佛法很昌盛，

所以就寻求他的衣钵传人。有人推举宝华山天慧禅师，他 是玉琳国师的法嗣，比较有功夫。雍正

就把天慧禅师请到皇宫去，试试他的禅 悟程度。雍正对他说：「听说你是玉琳的高徒，得法的门

人，到底玉琳所讲的 宗旨是甚 ？这一派的作风又是怎样」？天慧听後不明，抓抓他的癞痢头，

意 思似说宗旨就在癞痢头。禅宗有一公案，有一禅师在织麻布，有人来问佛法是 甚 ？他就答

曰：「麻三斤」。这麻三斤，会得就是佛法了。这种随问随境而 答，随机对答没错，就得到好

处。但雍正皇帝是个有功夫的人，当他问天慧、 玉琳国师的宗旨是甚 ？他只是眼光光，摸摸癞

痢头，皇帝就知道他功力不足 ，还未见性，於是威吓他说：「我斩了你的癞痢头，又怎样」？他

面红耳赤答 不出来。雍正怒曰：「君无嬉言，言出必行。现在限你七天在宫中接受供养， 要你参

禅用功，找出玉琳的宗旨，若找不到，到时就要斩却你的癞痢头」。他 听了很害怕，当天，送饭

者来时，就提醒他：「今天是第一天了，你赶快加紧 参禅吧」！他无心饭食，只是坐了又跑，跑

了又坐。跑到了第六天，送饭者又 讲：「今天是第六天，限期快到了，找到了国师的宗旨没有，

顾住你的脑袋， 明天就要搬家啦」！到了第七天，他跑得更快了，不自觉知地把头撞到殿柱上 ，

「碰」的一声，撞得他开悟了。於是，他就很高兴的去见雍正，雍正一看到 他，就知他已经得法

见性了。由此可见印证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懂得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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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念佛开悟的，参禅见性的，当他一看到你，只须看到你的模样，或透 露一句半句，就知

道你是否开悟了。否则如未见性，即使你讲了很多话，仍然 还是门外汉。故说：「威音王」以

前，功夫可以不须印证，「威音王」以後， 若不经过见证者，尽属天然外道，不是佛法正宗。所

以见性是很难讲的。譬如 有一个人从香港来到南洋，遇到一个香港人，一讲那里有什 ，他一听

就晓得 你是熟悉香港的。见性不见性，只从你一句话就能体会出来，这就所谓印证是 甚 一回

事。那时天慧禅师一边坐一边跑，碰到大殿的柱子才见性。自从天慧 禅师以後，禅者在禅堂里，



就流行半坐半跑的制度，不似以前的专坐而不跑 了。  

    以净土宗来讲，本来只有念佛而没有跑香的，後来到大回向也有跑香了， 而且还越跑越快，

也叫做「跑西方」，快点跑到西方去，是这样得名的。故净 土宗的佛七有念佛、坐香及跑香，这

就与禅宗有些关系。佛七也叫做打七，何 谓打七？相信有些人也知道，打七就是继续不断念阿弥

陀佛七天，执持名号， 至七天一心不乱，七天之内克期取证，规定一个时间去妄取证，临命终时

一心 不乱，自由来去，这就是打佛七的意思。  

二、佛七为何又叫「打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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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佛七在法相唯识宗来讲，打七就是打死你的第七识。因人有八识，最坏 、最怪的就是第七

识，就以念佛的工夫扫除第七识的我执烦恼，把烦恼贼打杀 了，就是你念佛的成功。八识者即眼

耳鼻舌身意六识，第七是末那识，华译意 根，因意是看不到的，看不到者就是第七识，第六识叫

做意识，第七识叫做意 ，即是意根，意根是通为前六识所依，或者言前第六意识所依的根。根为

物质 ，是有生灭的。我们眼睛依之而看到外面的色尘。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 触法，是六根

对六尘的境界，当根看到境时是无知觉的，如眼根对色尘是没有 分别的，可是在中间生起一个眼

识出来，识以了别为义，有了识才知道所看到 的是甚 色，若眼识不生起，就分辨不出是甚 东

西来了，耳鼻舌身亦复如是 。意识如何起来？意识要起来就要等意根先生起。还有第八根本识，

生命的根 本，普通人不晓得讲就叫做灵魂，学佛者须知有灵魂则有一个我，是假的，佛 法讲无

我，那有甚 个体的灵魂呢？所以这个是虚妄的灵魂，在唯识叫做妄 识，即是阿赖耶识，华译藏

识，能含藏万法种子。比如库藏能藏物，此识藏了 前七识的善恶种子。前七识有生灭，若人去

世，则前七识就没有了，而第八识 生命的根本识。还在那里仍末离去的，所谓「去後来先做主

翁」。人死以後第 八阿赖耶识最後才离去，把你一生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带去，善业者去向好的地 

方，恶业者则下堕地狱。故此识保藏善恶种子，因果不失，若无此识，你说因 果，究竟因果在那

里呀！死了则没有，当前七识死了，第八识还未死，它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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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根本，做凡夫时叫做识??阿赖耶识，是妄识。若将来我们听经闻法，身 口意清净了，闻思修

三慧修成，得到戒定慧後，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破烦恼 得菩提，由生死证涅盘，那时一切好的

果报全部现出来了，就是转八识成四种 智慧，实现了佛法的慧命。故佛法讲生命，现在的生命是

有的，是父母生我的 生命，在这一期之间就死了，来世投胎再生，又是一期的生命，这都是虚妄

的 生命。如大海的波涛，一起一伏，起起伏伏不停，但水的性是不动的，永定的 ，那就是阿赖耶

识。当阿赖耶识转成佛果时，就是大圆镜智。我们人以妄识 为生命，到了佛果时，以智慧为生



命，所以无量寿、无量光，智慧是会发光的 。阿弥陀佛华译是无量寿、无量光，不只阿弥陀佛才

有，每一尊佛成了佛後， 福慧庄严，都有这智慧的光明，都以智慧为生命。凡夫的八识是虚妄

的，能造 业，使众生轮转生死，第七识执我，执我这个身体（五根身），是阿赖耶识变 出来的身

体，阿赖耶识的种子（心识），当众生造了业，有了这业力就变了， 叫做「内变根身」，把虚妄

的根身现出来（因造了业）。我们凡夫看不到，以 为身体是实有的真的，执假我为真我，为了假

我而起贪爱，爱我所有的生命财 产，我所有的眷属儿女，一切东西因为有我才有争执。我是五蕴

所现出的假相 ，五蕴即是法，法都是空的，不是有实质的。众生不知这法是阿赖耶识在上面 所幻

现的，虚妄的假法，是由阿赖耶识的功能，「内变根身，外变世界」而来 的。在内面讲身体是见

分，为第七识所执，执以为我。外变器界，多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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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的影子，都不是实在的。若不懂佛法的人是讲不通的，听闻 佛法者才理解此道

理，明明是有为何是没有？明明是空为何是有？茶杯、播音 乐都是有的，为何说空呢？懂佛法者

知这法上面有个我是假的，法的本身是因 缘所生的，也是假的。故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

即是空，亦名为假名， 亦名中道义」。这是说当阿赖耶识执持的我相空了，法相也空了，我法两

空， 就是打破了阿赖耶识的执见。执见就是烦恼之贼，烦恼障；法执是所知障，智 慧把妄想打破

了，所以我们才修行成功。但是念佛与八识有关系，如现在我在 讲经，你们听了佛法心则清净，

若无听经，相信大家的心一定在外面攀缘，连 自己也不知道，如今我们聚集在一起听闻佛法，有

些人听後入定，有些人讲经 讲到入定，要看个人的根机是否成熟？当我们每念一句南无阿弥陀

佛，就把一 粒种子种下去，多闻薰习，如理作意的用功，把心识薰变得清净了，因阿赖耶 识执持

之後，要受第六意识的支配，所以第六意识就好像经理，前五是伙记替 他奔走的，当我破了，法

破了，主人把烦恼贼杀死了，更由观佛念佛之力把 执我的第七识打死了，所以叫做打佛七，不叫

做打佛六或者扛佛五，就是这个 道埋。  

    打佛七就是要念佛，要精进念佛，念佛有多种，简单言有二种：一是散心 念，一是定心念。

一种人念佛是妄想多，心很散乱，看到人家在念佛，他也才 跟著念，或手持珠则念，不持珠则不

念，乃至忘得乾净，佛早已去西天，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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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散心念佛。散心念佛有无功德？有功德，只不过效力不强，因你是断断续续的 念，功效则差。

有一法师讲个譬喻，散心念佛如我们煮开水，半煮半停，永难 煮成沸水，散心念佛亦复如是。  

    定心念佛：专门息妄想来念佛，讲堂向来是七音念佛，很少用五音念佛， 到转快板时才用两



音念佛。现在你们的念佛是跟台湾的念法相同，念快快的也 有好处。在中国祖师们有十种念佛，

可以说是追顶念，念一句追一句，密密的 追，下面的妄想插不进来。我们念佛、打佛七规矩有多

方面不同的，如南方念 与北方念不同，大同小异，像天童寺、育王寺、观宗寺、七塔寺的四大丛

林各 有不同的念佛。念佛有十八声，有抑扬顿挫慢慢的念，慢慢拉一句，几百人绕 三匝才念十八

句，有这样的作风。故念佛的规矩及作风各有不同，所以当一个 人到甚 地方，一定入乡随俗，

先看看他的作风如何，不能一到就言人的不好 ，他有他的作法。若到外国去，学了他的方法，回

来後又改过了，若去多几个 国家，就改多几次。所以我们自己有方法，就要依自己的去作，不要

依他人而 改自己的，自己学的东西一定有个章程，不要随便改变自己的章程。现在「追 顶念

佛」，念到入定了，在定中也能念，故叫定中念佛，力量比较强，如煮开 水，不断的加火，水很

快就煮沸了。精进佛七是要我们精进，把电力加足，快 点把开水煮滚，勇猛精进的加工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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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斋堂为何要供奉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佛在世时出家的比丘，地藏菩萨亦现比丘相，在唐朝时来到中国。此两位菩萨皆现

比丘相，其他的菩萨都是现在家相的。弥勒菩萨在中国五代时，化身在浙江宁波童奉化县的玉琳

寺，现布袋和尚身度人，若人布施吃的或玩的东西，他全都装进布袋里，故有人把他的布袋叫做乾

坤袋，乾坤是天地，布袋虽小，却能容纳乾坤在里面。他不修边幅，衣冠不整，样子疯疯颠颠的，

但脸上却时常挂著笑容。当他的布袋装满东西後，就坐在地上。小孩儿们都爱亲近他，喜欢跟著他

走。他也把他袋子内的东西分给大家吃，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好不高兴。 

    有一次，布袋和尚从宁波宏法下来，来到天童寺。在浙江的四大丛林有天童、育王、观宗和七

塔。天童寺乃最大的丛林，他常常去挂单赶斋。甚 地方有供斋，他都不会错过。在佛教里有一句

话说：「三十里不赶斋是个懒罗汉」。意思是说，若在三十里内有寺庙供斋，一定要去应供，不去

赶斋是个懒和尚。布袋和尚每天东奔西跑的去赶斋，吃斋时又不修边幅，衣冠不整他亦不在乎 

，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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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斋堂中，身为纠察的职事师，在过堂以前一定要到斋堂巡一巡，看看行 堂者有否把全部东

西放得整齐有序，然後大和尚才来登座过堂。有一天，天童 寺又有斋供，纠察师看到布袋和尚又

来了，他心里早就很讨厌布袋和尚，不过 既来赶斋，又不能不给他吃，所以只好由他。 这一回，

布袋和尚竟然毫不客气 ，大模大样登上大和尚的座位，当起大和尚来啦。纠察师看不顺眼，况且

平日 对他已有成见，就立刻过去，叫他下座。可是布袋和尚怎 也不肯下座，这下 子可把纠察师



惹火了，趋上前去，动手拉他的耳朵，一拉拉到几尺长，回头一 看，吓！他竟安然不动的坐在那

里。当纠察师把拉耳朵的手放开，耳朵又缩回 本来的样子，这一切的情形，刚好被进入斋堂的方

丈看到了，知道这位仁兄 功夫如此，决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圣人化现，便叫纠察师不要拉他下

来，任 由他坐在上面，然後吩咐行堂在他对面另放一张桌子，和他对面过堂。所以凡 是丛林过堂

时都安放弥勒菩萨，而不安放教主释迦牟尼佛，这是有一段来由的 天童寺过堂时，多放一张桌子

给弥勒佛，这风气传开了，现在一般人过堂 ，虽没有另设桌子，可是在大和尚的桌前一定有安放

一尊弥勒佛的圣像，原因 就在此。当释迦牟尼佛进入涅盘之後，世间的佛法和众生都交给地藏菩

萨去宣 扬教化。在弥勒菩萨未下生前，中间这段好长的时间，都是由地藏菩萨来教化 众生的；待

地藏菩萨度脱阎浮提众生的机缘完了，弥勒佛才下生，所以弥勒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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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的责任是很重的。虽然他现在尚未下生，但时常化成布袋和尚来度人。布袋和 尚在五代是很出

名的，其他的化身我们不知道。弥勒菩萨在玉琳寺临终时讲了 一首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弥勒菩

萨，偈曰?「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 时以示人，时人皆不识」。弥勒是真的弥勒，化身是从

体起用，从真的体现出 来，化身千百亿种，时常都去度化世人，但世人都不认识他，从这首偈就

能体 会到菩萨的功夫是不可思议的，为何弥勒菩萨会坐在斋堂呢？就是这个原因。  

四、五观常明千金易化、三心未了滴水难消 

 

    中午过堂吃饭，维那师父念完供养咒後白词：「佛制弟子，食存五观，散心杂话，信施难消，

大众，闻磬声，各正念。」佛制弟子本来是「佛制比丘」，佛在世时，在家众很少与出家众在一起

用功和吃饭，平时讲经坐禅，都是比丘为多，在家众很少，故以比丘为主。但是现在打精进佛七，

在家人多过出家众，如八关斋，都是为在家人开示的法门，故改为「佛制弟子」。弟子包括四众，

弟子们吃饭时要用功，若不用功「信施难消」，即吃了饭也不会消化的。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只园精

舍讲经时，知弟子们有些很用功，有些威仪很差，讲话的人亦多，吃饭时动作又不大整齐，有些则

懒惰不精进，佛看了这情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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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精进的道理。四众弟子，不论出家在家，一定要持戒用功，要有整齐的威 仪，不可以不修边

幅。一个人在家庭如果努力工作，经济状况一定是好的，生 活也过得快乐。经济是我们人的生命

线，若不精进努力，经济有问题，就会影 响到家庭生活。学佛的弟子亦复如是，耍精进为道，修

行用功，一方面研究佛 理，一方面依佛理修行作功夫，同时也要利益大众，教化社会，道业才容



易成 功，若马马虎虎作功夫，道业就荒废了，不易成功。平时行住坐卧都要有威仪 要用功，连吃

饭时也不可随便讲话，不可让光阴空过，故说「食存五观」，吃 饭时要修五种观想，修好五观，

这吃下的饭就能消化，若没这道念观想，吃下 的饭则不会消化，所谓「施主一粒米，重如须弥

山，吃了不了道，披毛戴角还 」。此道理是对出家人讲的，警告出家众吃饭时亦要用功，修这五

种观，生起 惭愧心，功夫就会进步了。五观是：  

    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计算自己所用的功是多是少，多就好少就不对。 量是量度、推

想。「彼」字是指我们所吃的东西如米饭粮食等到底从那里来的 ，是从农夫辛苦种植而来，知其

来处不易，若吃了饭不用功，试问好意思吗？ 过得去吗？古人言一粒米，一粒饭，得来都不容

易，所以要用功。  

    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忖是忖想，忖忖自己所作所行是否正常？想想自 己的道德行为好

不好，功夫作得好不好，作得好受了供养就心安理得的吃，作 不好吃了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因

工夫作得圆全，应该受供养，工夫作得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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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吃了自然有些问题了。全缺、依我个人讲法，还有一点其他的意思，当 吃斋时看到素菜美

味就吃得开心，若菜差一点不好吃，心中的烦恼就来了，这 是自己道心欠缺是不对的。无论好的

菜或差的菜我一样的吃，一样的应供，不 去分别，分别打妄想，功夫便失照了。在佛教把吃晚饭

叫做「药石」，肚饿是 病，身体就坏了，吃了饭医好身体就有精神，支持这身体工作，但不要拣

好吃 的才吃，不好吃的就不愉快，要以无分别心去吃饭才有工夫。  

    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预防这虚妄的心，烦恼的心去造业，造业就要受 苦。心有两种?一

是真心--真如之心，每个人都有，好像每人都具有佛性一 样，佛性在那里还没有现出来，被烦恼

污泥盖住，真心未出故作众生，当妄心 去了真心现前，你就是佛了。现在我们做人，都是虚妄

的、烦恼的心在用事， 飘渺不定，虚妄不实，故产生种种的分别，都是在造业，功夫作不成功，

是因 我们烦恼妄想多，所以我们要离开过失，有过失就有烦恼造业，故要预防虚妄 的心起来造

业。「贪等」、即贪、瞠、痴、慢、疑、恶知恶见等六种根本烦恼 ，又从根本上生出很多枝枝叶

叶的烦恼，有二十种随烦恼。以上所言的烦恼都 是以贪为大本营，这营里蕴藏了很多贪得无厌的

东西。若人无智慧就会贪人的 东西，本来物各有主，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当我们应该要吃的就

吃，不要贪 心去作过份的追求，因贪不到不能达到目的了就会起瞠恨心。这在修六度菩萨 道里以

瞠最严重，一念瞠心起，八万障门开，所以瞠恨心很厉害，不论你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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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法门或五戒法门，当瞠恚心来发脾气就火烧功德林，所以要降伏瞠心就是要 忍。你忍得住就不

会瞠，忍不住就起瞠心，真是心瞠火炎炎，烧尽菩提之林，故 在用功方面以忍为最重要。佛在遗

教经言；「忍之为力，持戒苦行之所不及」 。时说持戒是很难得的，若忍得好，持戒及苦行也不

能及；若功夫修得好，如 不能忍，什 功德也被瞠火烧完了，故瞠必须以忍来对治。我们造业以

贪瞠痴 三毒等为主力的，故要防心离过，才能远离贪瞠痴的烦恼，道业才容易成功。  

    四、正事良药，为疗形枯：如人体生病，乱投药石是无效的，要对症下药， 病才会痊愈。现

在我们以观想治心内的心病，这便是良药。吃饭也是良药，它 能治疗我们的身体，使身体饱满，

精神充足，才能修道，故说正事良药。  

    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观想作为佛弟子，责任要修行度人，修行要成功 不能半途而废，

我们为了要修成佛陀所证的无上菩提之道，应该要吃这饭食， 如此观想心则清净，吃饭时味道就

更好了。  

    这五种观法启示我们初步用功的人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都要作观，是佛陀 勉励我们要精进用

功，故说：「五观常明千金易化」，这五种观若在吃饭时观 想成熟不散乱，那 即使你吃下千金

也易消化掉。从前清朝有位龙裤禅师，皇 帝知他有修行功夫，看到他所穿的裤破破烂烂的，就把

自己所穿的皇帝裤送给 他，并封他为龙裤国师。他讲过一句话：「老僧一枝香，能消万担粮」，

意思 说他只要用一枝香的静定功夫，就算是你送万担的粮食给他吃了，也很容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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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因他有功夫就不怕，五观常明，有五观有惭愧心，惭愧心是道，如此道心 就增强了。  

    「三心未了滴水难消」：在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即过去心不可得，现在 心不可得，未来心

不可得，那 心到底在那里？若找不出来（未了），就是对 这三心之理未懂，那 你吃了施主的

一滴水也不易消化，这也是警策之语。在 宋齐梁陈隋唐六朝时，分作南北朝，南朝宋齐梁。梁武

帝时，印度达摩祖师西 来，梁武帝虽听了祖师的佛法，但不能领解其中道理，尤其是禅宗的哲

理。武 帝问祖师：他做皇帝以来供僧结缘，度生布施，到底有多少功德？达摩乃是明 心见性的禅

行者，武帝以有相之法问他，故答曰：「并无功德」。又问：「何 谓真功德？」（真圣人）？答

曰?廓然无圣，没有圣人，也没有功德。因真功 德是「净智圆明，体自空寂，如此功德，不以世

求」。清净智慧是圆明的，净 智圆明是无为无漏的功德，真正佛法是无为无漏的功德，你现在布

施一点东西 给人或拜佛等有相的功德是有漏有限量的。故以「净智圆明，体自空寂，三轮 体空，

如此功德，不以世求」，不在世间法中所求得到的。空了没有人，也没 有物，一切都空。武帝至

此，问曰：「一切都空了，没有了，那 现在对著我是甚  人呢」？达摩答以「不识」，武帝不

懂达摩连自己也不识，真是「话不投机 半句多」，因此达摩便一苇过江，由广州转去嵩山面壁九

年，结果见性成功了 。那时南方的禅宗很兴盛，北方各宗的佛法都是讲有的，禅宗是讲空的，真



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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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不在文字语言，一切文字语言不是真的佛法，传到北方去，有本事会讲 经说法的法师很

多，他们认为文字语言整体都是佛法。  

    关於三心有个故事：在北方有一姓周的修行人，天天诵金刚经，得名周金 刚，道理懂得很

多，後来出家，取名为德山禅师，还是专门研究金刚经；著青 龙疏钞一百卷，在长江以北的地方

流行。德山禅师听到南方有人讲空的禅宗， 专门破坏有的佛法，便指南方佛徒是魔子魔孙，非去

破斥他们不可。於是他把 金刚经担著去南方，要把那些魔子魔孙消灭。他从湖北至湖南，辗转南

下，来 到广东岭南一带，赶路多，肚子饿，见一卖点心的档子，就向一婆子买点心充 饥。婆子问

他背上担的是甚 经书？德山谓金刚经疏钞。「你把担子停下做甚  」？老婆婆问道。他回答：

「想向你买一点点心来充饥」。婆子又问：「你 有研究金刚经吗」？德山就告诉她，如无研究，

如何写出这一百卷的疏钞？婆 子又进一步问道：「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若答得好，我把点心供

养你；否则 我的点心是不随便卖给人的」。法师就叫她问，她说：「金刚经内有三个心， 过去心

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都不可得，现在你要点心 ，到底是点那一个心

呢」？满肚经论的德山法师被她这 一问，当场呆住，答 不出来。婆子说：「我的点心不要卖，

你去别处买吧」！德山原以为南方修禅 的都是魔子魔孙，没料到这老婆子却这 厉害！婆子对他

说：「你的机缘在龙 潭禅师那边，你到龙潭後可能另有一种新的境界出来」。於是他又担著疏钞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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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龙潭禅师，到了龙潭，只是空空的，既没有龙也没有潭。德山在庙旁边碰 上了龙潭禅师，双

方谈论佛法的问题，一直谈得晚上。禅师对他说：「天已黑 了，请到隔壁去休息吧」。以前无电

灯，只点油灯，禅师点好油灯，叫德山拿 去。当德山要拿油灯时，禅师却一口气把灯吹熄了，四

周顿时变成一片黑漆漆 的，看不到，德山想回头走，那知门已关闭了，结果他把头猛撞到门上，

痛得 他当下就开悟了。第二天他把百卷的青龙疏钞烧掉，感觉这文字障碍著禅功， 以後也成为禅

宗的祖师。  

五、愿我临终无障碍   

    佛七发愿文：「愿我临终无障碍，阿弥陀佛远相迎，观音甘露洒吾头，势 至金台安我足」。

此发愿文在净土宗是很重要的，打佛七时，跪下来慢慢的念 ，要抑扬顿挫，要悲悲切切，才能感



人。古来念此十四句颂时，最後念到有感 应，见到佛菩萨，或梦中见到阿弥陀佛放光，开示他，

得到好的境界。我们因 打精进佛七有九枝香，时间不多，故念得很快，若念慢点是非常感动人。

念到 悲伤处，感到我无始生死以来所做的恶业，所受的痛苦，到今天，才听到佛法 知道佛法的好

处，心中想起来，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声音这 悲切，因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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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佛了，佛的力量则加被我们，指点我们种种的情形，故就得到好处了，功 德也就有了。  

    「愿我临终无障碍」，现在我上面回向见到佛了发愿，愿我临命终时无障碍， 因有障碍西方

生不去，无障碍则往生去了。佛经说人的障碍很多，颠颠倒倒的障 住我们，平常人有四种颠倒。

如说常乐我净是涅盘的四德，我们凡夫没有这种 功德，也没有这种清净境界，故无常计常，世间

都是无常的，迷人却在无常中 计执有常，妄造诸恶。世间原无快乐，迷人却非乐计乐，世间之法

都是苦空无 常无我的，迷人多贪世间法是快乐的，不知快乐乃是短暂不能长久，所以无常 计常，

无乐计乐。人身色即是空，本无有我，迷人即无我计我。身体是臭皮囊 不净的，但凡夫执我造

业，不净计净。身体本不清净，我们却贪以为净，生起 我爱和我所爱，种种造业，其他的种种执

著造业也都来了，所以就障碍我们， 平常不要讲，当临终时，念佛者念得好，没有障碍才能去西

方，若有障碍则去 不成，因临终如正念动摇，念佛的境界不清净。障碍原因约有四种：  

    （一）无善种、起恶念：向来没有作好事?善的种子一点也没有，到临终时当 不好的境界来

了，觉得痛苦就起恶念。或者念过几天佛，为何没有灵感，就生 起恶念来，起了这障碍来。  

    （二）无正信、起邪见：虽然对佛法听了很多，信了很多，但有正信的正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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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就不多，没有正知正见故在临命终时，其他外道就会劝你如何才能生天国 ，种种业障来，因

没正信故被邪见转动，试想西方还能生得去吗？  

    （三）恩爱重，生系念：在家之人，因为有夫妇，儿女，家庭的恩爱放不下， 在临终时想到

这些恩爱而不能舍，那就糟糕透了！所以宋朝的杨杰有句名言： 「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切不生

极乐」。这爱就是贪爱，而不是像佛陀慈悲之 爱，故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切不生极乐，念即念

佛的要有正念，兼且具足信 愿行的三资粮，还要念得深切才能生到极乐，所以有恩爱重，有挂

念，如何能 生极乐呢？  

    （四）苦恼逼、发猖狂：临终时病苦逼迫你，人就发狂。 这些都是障碍，使到临命终人无法

往生西方。故要发愿临终无障碍，「阿 弥陀佛远相迎」。为何阿弥陀佛远远的从西方来迎接我

们。有远有近之分，这 是在事上讲不是在理上讲，在事上讲阿弥陀佛在那里？在弥陀经上有言：



「从 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从我们这娑婆世界向西边过去，有 十万亿个佛

土，那边有一个极乐世界。所以在事上讲佛在很远的地方来迎接我 ，是形容迎接的不容易，这 

远还来迎接我，我们没有障碍，一身清净，与佛 心相印，所以阿弥陀佛远相迎。「观音甘露洒吾

头」，西方三圣，以阿弥陀佛 为主，观音菩萨在左边，拿个水瓶洒甘露，甘露是天上一种药叫甘

露水，吃了 长生不死，死了也可翻生，故叫甘露，菩萨拿的水也好像甘露一样洒在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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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势至金台安我足」，西方三圣中大势至菩萨在右边，手中拿著金台，希 望大势至菩萨来接

我时把金台安我足，佛慈悲接我去。  

    「一刹那中离五浊，屈伸臂顷到莲池，莲花开後见慈尊，亲听法音可了了， 闻已即悟无生

忍，不违安养入娑婆」：一刹那即很短的时间，金刚力士一弹指就 有六十个刹那，喻时间很快

速。五浊即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间叫做五浊恶世 ，五浊：劫浊即世间浊，此世界有刀兵战争。

见浊：知见不正。烦恼浊：每一 个人都有根本烦恼，随烦恼。众生浊：即众生生命短，一切境界

都不好，把寿 命平均起来都不出三十多岁。命浊：虚妄的生命不清净。所以希望西方三圣来 接

我，在一刹那的时间内离开五浊，到西方去。西方又叫做五清净土。「屈伸臂 顷到莲池、」，把

手一屈一伸，很快的就到莲池，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 ，西方为何叫莲池呢？因西方有莲

花，我们念佛的人发心念佛，西方莲池就生 出一朵莲花，每一棵莲花都有花蕊，当你念佛多了，

花的蕊慢慢增长，一天比 一天好，若念了没感应不念了，菩提心、念佛心退了，莲花也跟著憔悴

而枯萎， 所以念佛的人一发心，西方莲池就有你的种子在那边，而且结成莲花，念成功 了就「屈

伸臂顷到莲池」，华就开了。「莲花开後见慈尊」，这是说我们 人，在临命终时，投胎莲池，莲

华化生就清净了。因人念佛时，莲华中有花蕊 ，当念佛成功时，花开後有一个小孩出来，那个就

是你的神识托胎莲花的化身， 见慈尊即见大慈悲的阿弥陀佛。「亲听法音可了了，」亲自听到佛

对你说法，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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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男子善女人，能在不好的五浊恶世中发心念佛用功到莲池来，赞叹欢喜， 亲自听到阿弥陀佛

说法的声音可了了，很明白清楚。「闻已即悟无生忍」，听 到佛说法之後得无生忍，无生则不

灭，不生不灭那是什 境界?那是涅盘的境 界，无生则一切法皆空，那一样不能忍，我们因为执著

一切法不空，看到这境 界，好的贪，不好的瞠，所以不能忍，若到了无生境界，佛法不生不灭，

此理 证到後什 事情都可以忍，叫做无生法忍。「不违安养入娑婆」，现在你已到 了西方，到西

方去都是已发过心的，念佛发心有二种：1.是自己慢一点成佛不 要紧；要紧的是先度众生，如地



藏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若地狱还有一个众生就不成佛，这种叫做难

行道，难行能行，众生无边，世间 无尽。明知不容易做到，也要尽力去做，所以叫大愿地藏菩

萨，先度众生最後 才成佛，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叫难行道。释迦佛在这世间修这难行道，能在 

五浊恶世中修成功，这是佛陀可爱可敬之处。2.有一种人觉得在五浊恶世修行 很危险，若功夫把

握不住，很容易堕下去，故先发心生西方去，将来才回来度 众生，倒驾慈航，这慈航已开到西方

去，为何还要回来?为度众生故回来。念 佛者不是念了佛就没有功夫讲，念佛有正念、助念。正念

是念阿弥陀佛，是正 因，助念是修五戒十善的法门，还有讲经说法等十种净土的三福，助你成

功。 念佛者不是念了阿弥陀佛什 都不理，什 都不做，吃了睡就可以，这样是生 不去的。阿弥

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往生论，是净土三经一论。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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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论中，天亲菩萨这样说：「二乘种不生西方」，生西方是发菩萨心才能去的， 二乘是小乘声闻

罗汉，没有菩萨心是生不到的。生西方後方能离生死，生了西 方之後发心再回来，所以不违安养

入娑婆，安养即极乐世界，不与安养的法相 违到西方，然後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善知方便度

众生，到娑婆要发愿度众 生，度众生有什 法，要知道有方便的法门，若无方便法如何能度众生

呢？  

六、六尘可作恶亦可为善 

 

    「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我愿如斯佛自知，毕竟当来得成就」。 

法华经讲：「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诸佛智慧即是体 

，佛之智慧很深，无量无边，这讲智慧本身的体，从智慧流露出来的法门是难见难闻 

的，方便是从实相的体起方便度众生之用，也须要善知识，利用善巧方便的法 

门来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尘劳即红尘烦恼，尘者六尘，每天我们的 

六根对六尘：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触、意贪法尘种种妄想 

的境界，众生在六尘之中奔劳，所以造业堕下去。但现在说菩萨方便的境界， 

善知方便度众生，很巧妙的把尘劳作佛事。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不能推他是 

不好的，古德有功夫的行者，都以六尘作佛事，来度人和利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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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尘作佛事：如何以色尘做佛事呢？如唐朝时有一比丘尼，有很深的工夫 ，但无人印证，有

天去参一位大禅师，禅师见到她，知她是有功夫者来印证，就 吩咐她晚上半夜才来，若无功夫者



听了，以为不对劲，比丘尼听後，晚上十二 点多才去，禅师坐在禅床上，穿了女众的衣服，擦胭

脂粉扮作一个女人的样子 ，比丘尼一看到他就开悟了。禅师问她开什 悟？比丘尼曰：「大道无

男女， 只因一念差，若能心不起，遍地种莲花」。大道无男女，大道即佛法之大道原 无有男女

相，男女平等，只因一念差，初初的一念妄想起来就差了，大道也失 去了：若能心不起，遍地种

莲花，如果心不动，遍地都是种莲花。比丘尼开悟 後讲出来，这是以色尘作佛事，扮了女人相，

一看就开悟了，这是方便巧把尘 劳作佛事。  

    声尘作佛事：唐朝有两师徒，即马祖与百丈，马祖兴丛林，百丈立清规。 有一日马祖登堂说

法，当侍者的百丈就站在他身边。马祖说法时以拂尘扫一扫 ，说毕把拂尘挂回禅房内，百丈则旁

立侍候，看马祖还有甚 吩咐。马祖看到 他现在善根机缘已成熟了，故问百丈：「若我有什 

事，这一担子落在你的身 上，你将来怎样担当大法」？百丈就拿起拂尘摇摇的说：「像师父说法

度人」 。马祖一声不响，百丈把拂尘挂回原位，马祖忽然大喝一声，百丈的耳朵聋了 三天，吓倒

了。三天後醒来，悟了如何宣扬佛法的道理。喝是声尘，就以声尘 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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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尘作佛事：宋朝黄山谷跟吕纯阳一样参黄龙禅师，但没有开悟。他常想 到师兄弟很多已开

悟，自己参师这 久还没开悟，就以为师父偏心，对出家弟 子好，虽然自己每天侍候他，亲近

他，却得不到好处，心中对师父有误会。禅 师知道了，有天看时机已成熟了，就问黄山谷：「木

樨香否」？当时正好是花 开得很茂盛，香味很浓郁，黄山谷听了这句话，惊觉开悟见性了，说：

「说是 有家未到家，水边林下旧生涯，昨夜月明云散後，西风一树木樨香」。这是以 香尘作佛

事。  

    味尘作佛事：赵州从谂禅师，有人到他那里去，他都请饮茶，以茶招呼人 ，饮茶後那个人的

境界来了就开悟。有一次挂单的客师来了，师问他曾到过这 里来没有，曰：「没有」。师就请他

饮茶去，他就开悟了。随著又来一个客师 ，问他有到过这里没有？答有来过；请饮茶去，他也开

悟了。在旁的侍者看後说 ：「师父，为何没到过者请饮茶去，到过者也请饮茶去，是什 意

思」？师听 後说：「你也饮茶去。」他饮完茶也马上开悟了，因他的因缘也成熟了。茶是 用口饮

的，所以以味尘作佛事。  

    触尘作佛事：前面说过德山禅师开悟後，有人问他佛法的大意是什 ？他 一棍就打下去，没

有伤到他就开悟了。这好像他打香板，所谓「香板头上出祖 师」，许多祖师都是由香板打出来

的。香板就是触尘，这就是以触尘作佛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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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尘作佛事：六祖慧能得法时，法衣是五祖传授给他的，接衣後应成祖师 ，当时很多人都想

争取。六祖接衣後静静的走出来。有一位慧明大师，是军人 出生的，生得很魁伟，追逐六祖，想

抢他的衣，六祖明知打不过他，无法与他 斗，就把衣放在大石头上，隐身到林内去，待慧明来时

见到衣，六祖就从林内 说道：「衣是信物，衣是表信的，应得到者才能得到，不应得到的何必随

便来 争呢」？慧明这大力士，听後尽其力量不能把衣物从石头上拿起来，他知六祖 功夫已到家，

故曰：「我不是为衣来的，我是为求法来的」。六祖听後就出来 曰：「既为求法来，就要息灭你

的瞠心，把六根收摄起来，才可以得法」。接 著又低声的问他：「这个心不思善不思恶，那一个

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你的 本来面目在那里」？慧明听了这几句话，也就开悟了。意识法尘是看

不到的， 不思善不思恶是意识的作用，可以把坏的东西拿来作佛事，也可以度人。  

    「我愿如斯佛自知」，上面所讲的话，要我们现在发愿学成功之後，希望 西方三圣接我生西

方，将来才回来度众生，在尘劳之中教化众生，我愿如斯， 佛应该大慈大悲的知道了。「毕竟当

来得成就、」，佛慈悲加被我将来修学一定 成功。这是我们所以要发这个愿，有愿就有目标，有

愿所求必定能得到感应、 成功。（释继慧记於三慧讲堂第七届精进佛七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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