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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与人生幸福 

 

            一九六八年讲於香港佛教联合会 

 

    这题目，要说明佛法与人生的关系，是很亲切的。人生所追求的理想日标，最重要的是想得到幸福、得到

快乐；而佛法的日的在「转迷为悟，离苦得乐」，所以佛法就是为人生的幸福与快乐而施设的。又因释迦佛陀

出世在人间。在人间出家、修行、成道、断惑证真。离苦得乐；同时又在人间创立佛教，福利人生，使众生离

苦得乐，所以佛教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有些人不明佛教的宗旨，看到佛陀出家，辞亲离俗，舍弃家庭，就非议佛教是脱离人生的，与人生似

无关系；殊不知佛陀所以要专修佛道，追求人生真理，不惜离开皇室的小家庭，正是为了准备走入社会的大 

家庭，并没有脱离人生的关系，他不做迦 罗卫一国的小王，结果修学成功，施设佛化，成了全印各国人民崇

奉的大法王，可见他与人间社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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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分离不开的。 

    有些人以为学佛、学菩萨，是为了去另一个世界，也好似与这个人生 没有什 关系，这也是一种误解。学

佛的法门有五乘法??人、天、声 闻、缘觉、菩萨法。第一步人乘法，是教人先学做人，所谓「学佛先从做 人

学起」，即学做人，那里是离开了人生？就是由第一步学做人，学到第 五步的菩萨法，学做菩萨，仍未离开人

生，因菩萨的责任是深入社会，摄 受群众，出生入死，救济众苦。菩萨的功行圆满，就是佛陀，如释迦佛陀 

卅五成道，直到八十涅盘，中间仍在人间奔走呼号，做了四、五十年的宣 传佛教文化教育的工作，那里有离开

人间呢。 

    在善生经、十善业道经、妙慧童女经等都说明佛法与人生的亲切辟 系。站在人的立场上说，人生所追求的

是什 呢？重要的不外是：富贵如 意、身相端严、眷属和乐等等。具足这些条件，人类所过的家庭生活或社 

会生活，必定是幸福快乐的。但佛经中认为这些好的条件都是成果，必先 修好的净因，才能获得这些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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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如何富贵如意？ 

 

    平常说：「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说的无二三」。不如意的原因，是不曾富贵，样样不就，若是富贵，则

事事就会如意。但是富贵不可强求，须从正当的职业中得来；若强求取巧，从偏门黑市得来，虽富而自贵，而 

人不以为贵，必落物议。且多忧虑而少快乐，以其从他人处暗算得来，亦时恐为他人暗算而失去。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36.htm?rr=1470&db=zhumo�


    佛经中常说：「为人富贵，从布施中来」。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有外财与内财，外财施如给孤

独长者，布施财物，无所吝惜，金砖铺地，供养三宝。内财施如须达拿太子舍身饲虎，雪山大士半偈亡身。法 

施如佛说三乘，两大法雨，三草二木，咸得润生。无畏施如观音大士，号「施无畏者」，专为众生，解除恐

怖。普门品中说的救七难，除三毒、应二求，无非是为众生解救恐怖。吾人遇见胆小怕鬼之人，壮其胆量，减 

少恐惧；或见动物被杀之前恐怖万状，为之解除，皆属无畏施。在此三施之中，重在财施而得富贵；但世间之

人，多数贪财，悭吝不施。如卢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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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殊不知今生富贵，皆由前生好施而来。 

    涅盘经中记载一舍主人，向功德天女礼拜供养，求财多年，一日忽然 听到敲门声，门启见一美女入舍，谓

来赐财，以应所求。主人大喜过望， 自念我今福德，感彼来舍，待彼为上宾，香花供养。少时，又听到敲门 

声，开门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丑女。主人惊问所为何来？女谓：「 我名丑黑，特来散财。能令汝家，一

切衰耗」。主人大感不祥，闭门不 纳，丑黑女硬要进来，并谓：「刚才来的靓女功德天是我姐姐，我是妹 

妹，我们姐妹有生以来，相随不离，为何汝迎我姐，而拒於我，汝甚愚 痴，无有智慧」。这靓女与丑女姐妹，

常随不离是比喻世间财物，有聚必 散，而世人都看不破，悭贪不施，广造罪业，徒然自苦其身，来世又受贫 

乏之果报。  

    妙慧经偈云：「应时行施无轻慢，欢喜授与不希求，能於此业常勤 修，所生当获大财位」。此言布施之

人，须要具足布施不失其时，不可见 苦不救；且要施无骄傲，心地谦下；欢喜施与，心无吝悭；施不望报，无 

所企图。符合了这四个条件，将来才会获得大富大贵的权利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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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生如何身相庄严？ 

 

    人生有了富贵，已算万分如意；但如果五官不正，相貌丑陋，如钟无艳，三分像人，七分似鬼，仍感美中

不足！所以必须要求身体端正，相貌庄严，才会增加人生的快乐与幸福。佛经中说，一个人如要五官端正，样 

子漂亮，须要修习四种善行： 

    一、於人不瞠：瞠怒为修行之大敌，若多瞠恚，道念必失，故有「宁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之教诫。当

一个人瞠怒之时，额爆青筋、眼冒火烟，其美全失，丑样毕露。故华严经说?「我不见一法为大过失，如诸菩 

萨於他菩萨起瞠心者」。在瑜伽菩萨戒本中，还有「瞠不受悔」的戒条，列为「四他胜处法」的重戒之一（因

你瞠不为善，被他恶法所胜），可见戒瞠的重要。因瞠戒瞠，所以主张修忍，把忍辱列为菩萨行的六度之一。 

金刚经说：「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於尔时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节节支

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瞠恨」。佛陀说他自己在因地中，皆作五百世的忍辱仙人， 

 

98 

修习忍辱无瞠的胜行。 

    佛法的忍辱，不同奴颜婢膝的诏媚、屈辱、自失人格，而是高尚难能 的工夫，惟大智慧大度量的人才能做

到。苏东坡曾说：「人情有所不能忍 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 

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此言忍辱能成大事。孔子亦说：「小

不忍则乱大谋」。所以能忍不但成 事，却由於无瞠之因，还可得福相端严之果报。 

    二、住於大慈：唯大慈悲，普爱众生。慈之出发，基於众生理性平等， 苦乐相关，一视同仁；而事相有

别，在於为善为恶的分畛，其无慈为恶， 故福薄貌寝，其大慈为善，故福增貌美。又慈近於忍，为治瞠之良

药。昔 薄拘罗尊者，生平有二美德，（一）以多劫修忍，相貌俊美。他曾说：「余爱 静中有至乐，不欲发言



扰多人；忍辱功深打不瞠，纵使受恼不加报」。（二） 以多生修慈，故得长寿。他幼年尝有五种不死之奇述：

1.奶妈抱近热锅， 油灼不伤；2.热汤浸身、皮肉不烂；3.误跌水中，多时不死；4.鱼吞入 腹，安然无恙；5.

刀剖鱼腹，出而无损。後来他出家修行，活到一百四十 岁。弟子问佛，是何因缘？佛说他多生修忍，且距此生

九十一劫以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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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戒杀护生之道，并以心力施助於人，故有五种不死的胜事。那 ，大家 如要貌美，人见敬爱，须於慈忍法

门，多下工夫。 

    三、深乐正法：正法是指佛法。佛法不偏於空有，不倾於断常，居於中 道，故以为正。佛陀初转法轮，先

说八正道，包括正知见、正思惟。正 语、正业、正勤、正命、正念、正定。人能学习正法，则思想正，思想正 

则行为正，行为正则相貌亦正。一个人能思正行正，则邪不能入，魔不能 扰。如铜墙铁壁，风雨不入。禅宗警

语有「宁可千生不悟，不可一日遭 魔」。我们学佛的人，能於佛法多闻薰习，深深爱乐，则思正貌正，所 谓

「相从心转」，邪不能入，一切看相算命、佩符护身、求神问卜的交 易，都可不做，省却花了许多冤枉钱。 

    说到求神问卜，以决吉凶的事，一般婆婆妈蚂都趋之若鹜，你如果叫 她们爱乐正法，不拜神鬼，她们反而

不容易听从。其实从佛法看来，鬼神 虽无六通，也有五通，人所不知之事物，鬼神能知，亦极平常，但如因此 

信而入迷，以为究竟，那就上当了！因有许多蛇神牛鬼，往往转借他人之 身，假托佛天之名，以冀多受人们的

供养，你若信它真的是佛、是菩萨、 是天神上身，那就受骗不浅了。现在说个历史故事，略证其事：当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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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江西共湖有一间神庙，威灵显赦，四方数十里内外之人，莫不 争来卜问吉凶。所送供品，丝罗布

匹，堆积不知几多。时有天竺的神僧康 僧会，居住北方数年，因避战乱，要来江南。当他启程之前，说与人

知， 谓他到江南，亦为援助一位昔年的同学，脱离苦难。但其所度何人？人皆 未知。及到共湖前夕，那间庙

中的大神，托梦庙祝数人，谓明午有一法师 驾到，前来救度，大众需要同至江头，虔诚迎接。明午果然法师船

到，迎 者甚众。同船者数十人，即以为异，遂同至庙参拜，忽闻神龛中有声出 来，自谓身受痛苦，愿求法师

救度。师说：「相别许久，你可现身出来一 见吗？」神说：「我貌丑陋，众必惊怪！」师说不妨。众人亦要求

相见， 有法师在，不虞意外。神便将丈余之头，由神龛伸到法师面前。众人一 见，知为大蟒蛇，大惊失色。

法师乃说：「昔年吾人同学之时，汝喜布施 修福，而遇事瞠恚不忍，至堕畜类，虽得供养，而受此苦」！蟒闻

师言， 眼泪直流，并谓庙内有绫罗数百匹，请师代为易款，建寺供斋，藉以脱 苦。师遂允其所求，成全其

事。一日见一青衣少年，来寺礼佛，复谢法师 而去，众问此为何人？师谓此即共湖庙内之大神，今已脱蟒身苦

转生人 道。其故身尚在後山，汝等当信，可去一看。众人既至後山，看到一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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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丈的大蟒蛇的尸体，横在山壑。而该神庙，亦从此有求不灵，香火缘 绝了。由此故事，知道为人没有慈

心，遇事瞠恚不忍，堕受蟒身，不但相 貌奇丑，还要受诸痛苦哩！而所谓威灵显赦的大神，原来只不过是邪神

牛 鬼吧了，有何奇突，只恨自无慧眼，为它瞒过！ 

    四、造佛形像：佛像创始於佛在世时，有一回，佛上忉利天官为摩耶圣 母说地藏经提倡孝道，以报亲恩，

三月不返，当时印度拘 弥国优填王， 恋慕於佛，乃用牛头 檀香雕刻佛像，并虔诚供养。其作用是在瞻拜之 

时，有个对象，好像中国人奉祀孔孟关岳之像，以为崇德报功，是同样的 意义。但崇造佛像，为何能使相貌美

丽呢？原因是以好心庄严佛相，故所招 果报，亦必身相端正，人见喜爱。照佛经说，凡用香花等供品，庄严供

佛 的，将来都能招感到相好庄严的身体。如瞿夷夫人因地只用五茎花拜托普 慧仙人代为供佛，生生世世，感

得相貌端庄，做个美人。这又是一个好相 是随好心而转成的证明。 

    修此不瞠、有慈、乐正、造象四法，心有涵养，法为依归，现世一片祥 和，如坐春风，如浴化雨，来生自



然相好端严，人见喜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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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如何眷属和乐？ 

 

    人生虽然有了富贵。有了端正的身相，如果是眷属不多，不和，还是不能如意的。眷属不多。则孤单落

寞，意兴阑珊。智论说：人无福报，如枯树无枝，毫无荫护。不和，则纠纷迭至，变化多端，伤透脑筋！尤其

在家学佛的居士，如果妻妾争风，眷属不和、天天争吵，这个家庭一定不会兴旺。所谓「和气生财」，「家和

万事兴」，既不和气，财神怕你噜嗦，早已溜之大吉。如以出家学佛者来讲，出家则有法眷、法亲。如果法眷

不和，不但佛堂不亲，亦令佛法衰耗。现在有很多佛堂，不时发生是非争执，就是法眷不和，生是生非，你争

我夺，贻笑大方，是使今佛门衰落的原因之一。但如何得家庭和乐，眷属不坏呢？佛在妙慧童女经中说了四种 

方法： 

    一、善能弃舍离间之语：离为分离。间是间离。离间语、即用两舌说话，两头挑拔是非、分离人之感情。

间隔人之相聚；甚至弄到你由感情破坏，而致身败名裂，含恨九泉，亦所不惜。过去造了这种恶因，今生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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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不和、眷属沮坏的恶果；那 我们如要将来的家眷或法眷和乐，须要 遵守不说离间之语。佛经说：「少说

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打得妄念死， 许汝法身活」，值得我们作为座右之铭，省却许多「祸从口出」的弊病。 

论语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更值得我们在说话之前，三致其意。  

    二、邪见众生令住正见：佛说众生有三聚，即正定聚、邪定聚、不定 聚，邪见即邪定，拨无因果，不信三

宝，破坏正法，引人堕落。或执断常 二边，不知中道。佛教则谓「只贵尔见地，不贵尔行地」，因见解正，行 

为也不会错的，这正如楞严经说的「因地不真，果招迂曲」的道理。故佛 法与世无诤，唯知见不正，必须要辩

论，辩到正为止。佛陀在世，曾不惜 与九十六派外道学说诤论，结果获得胜利，才把佛法建立起来。因此我们 

遇有邪见之人，须要与之诤论，加以说服，令入正知正见，不再自害害 人，而使之成为法眷，有此由诤而和的

好因，故得眷属和乐之果。  

    三、正法将灭护令久住：佛陀彻悟人生原理，揭示宇宙真相，创立正 教。谓之正法。如暗中灯，能照昏

衢；如航海针，能出险境。今见正法将 摧，众生眼灭，出以至诚，设法扶持，故能感得坚固不坏的眷属。今日

恶 见众生日多，正法时虞被毁，我们尽力宣扬佛法，护持佛法，也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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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久住」的工作。  

    四、教诸有情趣向菩提：教诸众生，信佛修法，就是使他们成为菩提眷 属。但我们欲化他人须有方法。六

祖所谓「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能 令他不疑，便是自性见」。应先从自己做起，先化自己的亲属才好。比

如 父母信奉佛法的，应教儿女信佛，接受三皈戒善的人生善法，建设为善和 乐的佛化家庭，不但使之成世俗

和乐的家眷，亦使之成为佛法清净的法 亲。有些人自己信佛，可是以为子女年轻，将来或有转变，不可使之太

早 信佛。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亦是自己信佛意志不够坚强，致使子女迟疑、 因循，遇到机会，便转入他教。

人家的教会，小孩中生下来，就抱到教堂 洗礼，为何我们佛教儿童十岁八岁，使之受三皈还嫌太早呢？佛教衰

退， 信佛的人数减少，这一点在家信徒，也应负一部份的责任。有人以为儿童 不可太早信佛，以免他日不信

叛教而致获罪，这也是错误的！须知儿童信 佛之後，菩提种子已经种下去，「一入识田，永成道种」，将来即

使碍於 环境，或其他违缘，信仰有所转变，那只好视做他们一时失利，将来机缘 再熟，菩提种子仍会发芽开

花，结成智果；不然，他们既未下种而无佛 缘，势必将永沉邪外之渊数，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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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学佛的士女，不但要组织佛化家庭，还应提倡佛化结婚，以「红 叶缔盟成法眷，白头偕老倡莲风」来

祝贺子女儿婿们成为法侣。前人的婚 姻，贵以「红叶题诗」来定情，我们的佛弟子，现在可以红叶结盟，使之 

成为法侣，并期他们白头偕老来提倡莲社念佛的风气，使身心清净，处处 都成净土。不过证婚人，大可多请年

高有德的居士，不一定要请法师才 好，法师亦应避免参与太多世俗婚姻婚礼之类的事情。 

    佛教先以五戒十善之法，和乐人生，养成良好的基础；然後再进一 步，使之趣入出世的三乘菩提??声闻菩

提、缘觉菩提。菩萨菩提，但尚 未究竟，由菩萨菩提而成佛果菩提，才算圆满。上面舍离间语、令邪见众 生

入住正见，是养成世间眷属的好因；护令正法久住、使诸众生趣向菩 提。是养成出世法眷的善缘。  
 

四、人生如何处世无怨？ 

 

    怨是怨恨，由怨恨而成仇敌。与人利害冲突，而生恶感，存著报复的心理，时时威胁著生命的危险，遂成

冤家。所以古人说：「怨毒之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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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哉」！当一个人怀著怨恨，什 丧心背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因此人有 怨对，必多忧虑，虽然富贵，也无快

乐，故有「怨仇宜解不宜结」的明 训。 

    唐朝的女皇武则天，聪明绝伦，却因善嫉成性，做出极糊涂的坏事。 她原为太宗宫女，太宗死後，入庙为

尼。後来小皇高宗爱她，以烧香为 名，入庙看她，一见锺情，嘱她蓄发进宫，封她为妃。她工谗善嫉。自己 

捏死刚生下的女儿，嫁祸给皇后王氏，诬赖王氏捏死她的公主。高宗不 察，废弃皇后，贬入冷宫；後来察知王

氏冤屈，亲去冷宫探监，为武氏所 知，或恐皇后平反，怒以狠毒手法，置之死地。皇后临刑时说：「愿我生 

生世世变猫，武氏变鼠，要她的命，嚼她的肉，啃她的骨」，其怨恨之 深，使人惊怖。又如悟达国师膝生「人

面疮」，备受苦楚，原来他十世之 前身为袁盎，害杀了晁错，给下了血海的深仇，如无迦诺迦尊者解救，真 

是冤冤相报，无有了时。  

    佛经中说，菩萨要成就四法，才能处世无怨： 

    一、以无谄心亲近善友：谄是谄曲，心不正直。面带笑容，胸藏暗枪。 维摩经说学佛的人，应以直心为道

场；若是心有谄曲，即成欺骗。所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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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人，必须亲近善知识，学习正言正行，才能舍恶从善，远离怨对。禅 祖说：「宁可丧身失命，不可一日离

善知识」，便是这个意思。 

    二、於他胜法无痴嫉：嫉富、嫉贵、嫉才、嫉貌、嫉贤、嫉能、嫉 位、嫉权等等，为人生最易犯的毛病。

由嫉招怨，怀恨成毒，故须除病， 方能无怨。武则天害了皇后王氏而结大冤，就是由於她嫉忌的缘故。  

    三、他获名誉心常欢喜：名誉为人生第二生命，有了好名誉，本是好 的，因爱名誉，不敢作恶；但嫉忌在

心的人，极不喜他人有好名誉，因此 与人结怨结仇。梵网经说：「好事向他人，恶事向自己」。一个修学菩萨 

行的人，自己的好事尚且给与他人，何况他人有好誉而不欢喜呢？所以学 习菩萨心肠，待人接物，自然「夜半

敲门也不惊」，没有怨对来侵扰了。 

    四、於菩萨行无轻毁心：菩萨大悲利人广修六度胜行，不可毁伤。或 菩萨行径，有异常人，不可视为乖张

而轻毁他，如舍身饲虎不可笑其愚， 常礼拜人不可讥其蠢。 梵波提尊者，过去世讥笑一无齿罗汉念佛，嘴巴 

转动如牛嚼，结果报应五百世为牛，今世虽遇佛得度，证阿罗汉果，可是 余习未尽，吃食虚哨，犹如牛司，谤

罗汉尚多世牛司，何况菩萨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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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生如何於人有信？   

    信是信用，亦是信仰。如你不妄有信，大家则信任你，亦即是对你有 了信仰，大论说：「佛法大海，信为

能入，智为能度」。孔子说：「民无信 不立」。政府对人民说话不负责，人民就不信任政府，国法就建立不起 

来。故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前齐国进攻鲁国，鲁败於齐， 齐索鲁之宝鼎，若鲁答应，才肯言

和。鲁以鼎为国宝，岂可与人，乃以假 鼎代之。齐人无法辨别真伪，狐疑不决，齐王乃告鲁吏曰：「只要贵国

的 柳下惠出来，说一声这鼎是真的，我就可以放心地接受这个鼎。」鲁吏回告 鲁王，鲁王认为这事易办，乃

请柳下惠权宜说话；谁知柳下惠却郑重其事 地回答鲁王说：「宝鼎固然重要，我的人格更重要，我如说假话，

失去信 用，便损害了我的人格」。因此，就有「言重九鼎」的故事流传下来。 

    佛经说，一个人想有信用，须要遵守下面四个条件： 

    一、发言修行常使相应：这即是自己讲了的话能实行，才是言行相应； 说了不做，便是言行不符，失去信

用。所谓「口里谈空，心中著有」，就 是言不顾行，空谈无益。所以不但学佛的人要言行相顾，就是学政、学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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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亦应言行相顾，才能立信；否则信而不立、事即不行、行亦不通 了。 

    二、於善友所不覆诸恶：覆是覆藏或隐覆。隐覆自己，掩饰自己，不是 君子的行为。所以佛诫弟子，自有

过失，宜於善友之处，发露忏悔，无所 隐蔽。孔子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释迦佛在世，尝於律仪

会 上，再三要求大众检举他的过失，直到阿难陀等说「佛三业不护、已无过 可举」为止。坦白认错，勇於改

过，亦是一个取信於人的最好方法。 

    三、於所闻法不求过失：学佛须要多闻，多闻旨在信受，若不信受，虽 闻何益！如入宝山，而无信手，徒

然空回，了无实利。又闻法求得实益， 不必吹毛求疵，以觅其过。宗教本重信仰，实无批评余地；唯佛教学理

圆 满，实亦不拒人之评判，只问自己有无学问能力与境界，评判此种「果後 施化」之高深哲理？不然，类同

无理取闹以求其过失，结果检过不得，反 而自增其过失了。  

    四、於说法者不生恶心：上节是对所说之法信受不疑，不求过失；此节 是对能说法的人，不可生起恶感，

或希图破坏他。因说法的人，有时为随 机宜，偏赞此法，或薄余法，难得面面俱圆，听者对他不必生起恶心，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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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不利的批评。佛法四依中有「依法不依人」的准则，或法师有过，我 信其法，不取其过，不能因人废法，

如因噎废食，则愚不可及矣。昔鸠摩 罗什，一代高僧，不违王命，赏受俗乐，每当说法，必先自喻如莲花生於 

牛粪，但取其莲，不取其粪便可，不须憎恶牛粪，连莲花亦憎恶了。所以 我们对能说者与所说法，两皆信任，

不起恶感，也便是自己造成信任於人 的因素了。  
 

六、人生如何不进魔障？ 

 

    俗语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为邪魔，每与正邪争斗，意图损害。普通人每做好事，往往遇到阻

难，即做不成，所谓好事多磨。修道之人，魔难更多，所谓天魔、病魔。烦恼魔、五阴魔，随时发生，阻扰道 

业，如何对治魔难？经中说了四种方法： 

    一、了知法空而不造业：世间之人，每好执有，贪取无厌，为魔所乘，五欲流连，而堕魔道；学佛之人，



由於闻法，悟知诸法缘起性空，何有一法而可争执？因此去贪瞠痴，入戒定慧，正念现前，心如坚壁，风吹不 

入，雨打不湿，魔虽留难，亦无隙可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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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起精进而不懈怠：精进是事业成功的要素，不论入世出世，为僧 为俗，要事业成功，若不精进则难

成功。做世间学问事业，固需精进，所 谓「业精於勤荒於嬉」：做出世的道业，更需精进，努力不懈，所以菩

萨 所修六度大行，每度皆由精进，促其成功，同时精进不辍，无懈可击，一 切邪魔，都要打退堂鼓，不能和

你为难了。 

    三、常勤念佛而得呵护：修学佛法的行者，有时恐怕自己信心不坚，道 力不固，功行难成，应该虔诚，勤

於念佛，以祈他力加护，助之成功。所 以佛在阿含经中，常教弟子修习六念法门：（一）念佛。慈悲导师；

（二）念法、 三世佛母；（三）念僧。人天福田；（四)念戒、出苦要门；(五）念天、常受胜乐； （六）念

施、普济贫穷。同时念佛，心净无邪，魔不能入，也是不遭魔难的最 好法子。 

    四、回向善根而无所著：修学佛法，首先立心中正，不偏不倚，不但不 敢做恶事。即使善事，做了亦不贪

功德，一落贪著，便生魔障。所以佛陀 常告弟子，做了好事，所有善根，皆须回施一切众生，愿一切有情，皆

得 离苦得乐，决不为自我个人，贪著功德，而求福报。回向偈所谓「三途八 难俱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国

界安宁兵革消，风调雨顺民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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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讲的富贵如意、身相端正、眷属和乐、处世无怨、於人有信、 不遭魔难的六件事，都是人生所需要

的，若能根据佛法，把这六件事做 好，便是人生的最大幸福。看起来这些都是人生的善事，不是出世的佛 

法，但须知佛法不离世法，所有的世间善法，都是修学佛法的基础。所 谓「万善同归般若门」，一切世间善

法，须经般若的大慧洗炼；才能与漏 清净。到此境界，正智常现，能所双亡，魔佛一如，心无 碍，得大自 

在，真是「我若无心於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了。  
 

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