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法语录  
  

 

（乙）在家二众 

 

一  为温哥华世界佛教会吕雒九会长封棺 

 

        茫茫人海中，扁舟一叶身； 

        飘摇归何处，唯有佛家亲！ 

    佛说世间诸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虚幻不实，终究寂灭。所谓世界时有成住坏空，人生

难免生老病死。吕居士！生老病死四个关头，汝今已到最後一关。际此关头，最为重要，须要提起正

念，注意修持工夫；盖世间万般皆带不去，唯有业力，恒常随身，为善上升，作恶下沉，好坏分明，

因果不爽。今居士生性为善，虔诚事佛，创立温哥华世界佛教会，法化一方，济世利人，提倡净土法

门，劝人念佛往生，即此一看，具足资粮，前途去处，必定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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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汝之生前善友，本会信众，云集於此，诵经念佛，助汝往生；并 邀山僧说法，开示人天正

路，指向涅盘大道，今既得此胜缘，必可花开见 佛，高登上品，偈曰： 

        尘缘已尽宜放下，佛会自有人承当； 

        一心念佛无牵累，净土现前露堂堂！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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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星洲汤景贤心泰居士安灵 

 

        人生本虚幻，世界亦非常； 

        惟凭善业力，随处皆吉祥。 

    兹值社会贤达，佛教信士汤景贤心泰居士，已於一日午後二时半，大限期至，福寿全归。佛谓世

界有成住坏空，人生必生老病 殁，纵令英雄好汉，不可一世，到此一关，谁亦难以逃脱。惟人生之富

贵贤愚，穷通寿夭，皆循因果业力来处不同，其所获报，优劣亦异。其在生为善，身灭神升，福乐靡

既；否则苦器当前，失大利乐。今居士雄才睿智，公明正直，建德树业，在社会教育及福利事业，如

为学校、为医院、为佛寺，多所贡献。积德随身，去必安乐。所谓大仁必寿，大德必昌，故家道兴

隆，妻贤子孝，儿女子婿，咸为俊杰。且宿植善本，虔诚奉佛，伉俪尽唱随之乐，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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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好施，友朋重慷慨之美。而为佛缘林独建佛殿讲舍，众所称道。弘法利 生，同仁尤深感念！如是

克享遐龄，遗爱於人，已无所憾。爰思自力犹恐 未充，尤祈法力之扶持庇佑， 为之诵经念佛，以期往

生莲邦，位阶上品。 听吾偈曰： 



        蕴躯今易舍，一灵常超然； 

        繁华醒焦鹿，净土期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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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槟城陈求生局绅慰灵 

 

    （一）封  棺 

        法界从缘起，缘散法亦灭， 

        人生刹那间，迟早终须别。 

    盖闻世界众生，人生幻灭，纵为公侯卿相，难免无常到来。今陈公求生，已於一九七七年二月九

日下午五时逝世，老成凋谢，大雅云亡，宗亲戚友，莫不悼念。 

    陈公祖籍福建同安，少壮南渡，克苦经营，成家立业。建筑有功，追鲁班之遗作；教导得力，重

燕山之义方。也曾建筑庙宇，使人见相种福；生平热心公益，同钦业善好施。今也子孙绕膝，可称福

寿全归。正是有如是因，获如是果，生既为善，殁必安乐；第恐道力未充，往生匪易，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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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起，便落异途，可不畏哉！由是同众诵经，望提持正念，一心念佛，期 安养超升。即今封棺，为说

偈曰：  

        繁华七十载，福禄已绵延；  

        更祈生净土，莲开悟真诠！封！  

    （二）起 棺  

        金玉满堂贵，芝兰一室春， 

        只是带不去，转觉佛说真。  

    光阴荏苒，如驹过隙，陈公辞世，一瞬五日。由是而知荣华富贵，不 过暂充一时之享受，孝子贤

孙，亦是难为百代之眷属。转觉佛说诸行无常 ，实是人生之真理，万法皆空，方契究竟之归趣。往者

已矣，来犹可追， 庶几提持正念，如理作意，於 说法声中，呈现莲台胜景，在念佛期间，亲 睹无量

寿光。尘劳梦觉，净域花开，放下万缘，已是时机。偈曰： 

        在迷真成妄，就悟妄皆真；  

        乐邦期在望，趁早赶归程。起！  

 

186 

    （三）举 火  

        自性原清净，何时飘入尘？ 

        虽然生凡世，犹喜得人身。 

    吾生有尽，业劫无穷，天上人间，虽获富贵，莫非暂乐；马腹驴胎， 历膺痛楚，实堪悲伤！今幸

修身齐家，尚能福国利民；尤喜植众德本，定 卜後世栖莲。然而平生为善，因属不可缺少，而临终一

著，尤重正念昭彰。 结缘既遇善友，指点必循正经，梵音直入耳根，闻尘期获圆通。矧人身难 得，

得之贵乎其真；幻质匪坚，欲坚奚恋其幻？是则解粘去缚，何如舍大 患之凡躯；溯流归源，直趣无生

曲之佛果。今值举火之期，正是还山之候 ，依经说偈，希为谛听。偈曰：  

        电火焚幻身，报体倏成尘， 

        尘尽凡火灭，堂堂露一真。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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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三宝洞护法黄胜华居士举火 

 

        人生似朝露，富贵等烟霞， 

        石火光中住，一梦醒空花。 

    敬维黄胜华居士，年逾古稀，寿终舍报。生平经商，且信佛法。曾於三宝洞皈命我佛，行善积

德，故能於临终之际，得遇诸山缁素名德，云集於此，为之说法、诵经、念佛，举行荼 盛典。华严

经云：其人临命终时，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唯此愿王，不相舍离，於一切时

引导其前，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今冀胜华居士，仗此愿王之力，提持正念，念

佛、念法、念僧，藉三宝之威光，升九莲之净域，花开见佛，得闻正法，悟无生忍，同圆种智。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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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为刘太黄心知居士举火 

 

        居士性和顺，贤良善待人； 

        久为近事女，心净已出尘。 

    黄居士！浮生不实，幻质匪坚。今汝识精，已离尘缚，一切家庭财物，以及儿女亲人，皆带不

去，汝应放下，不再留恋！可以带去的，是汝生前所作善事，所修功德。自世法 说，汝为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使芝兰挺秀，一门俊杰。自佛法说，曾受三皈，兼持戒法，诵经念佛，求福慧之庄严，乐

善好施，起利他之方便；而使家庭佛化，老小 归诚。所积功德，岂可思议！今吾偕在坛诸山法师，四

众同仁，为汝助念，往生净土，冀仗法力，标名莲萼。我今慧炬在手，望汝提起正念，且看举扬吧： 

        念佛心清净，乐邦莲花现， 

        尽此一报身，安养得自在。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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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黄文丰居士安灵开示 

 

        前路蓦直去，中途莫迟疑， 

        一片光明景，便是目的地！ 

    文丰居士！为你封棺，经已五日。今天起棺，诵经灭罪，忏除业障，助你往生西方，得见阿弥陀

佛，离苦得乐。西方净土，七宝庄严，清净无尘，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望你的神识清醒，息诸乱

想，栖神莲池，长养圣胎。经云：信心清净，即生实相。汝谛听我的说法，诸师诵经，诚信不疑，清

净其心，便可与佛心相应，弹指声中，即得往生。偈曰： 

        人身最难得，佛法更难闻； 

        愿再闻佛法，多生冤业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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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为郭慧明居士举火 

 

        有漏杂染法，其生必有灭； 

        欲得无为乐，须行佛所说！ 

    郭慧明居士！法名心圆。生於五月十六日卯时，卒於十二月十九日子时。流年五十六岁。原籍番

禺，客马多年。秉性仁慈，知书达礼，相夫教子，克尽妇道。平生好善，曾归三尊，茹素事佛，种诸



福田。今也尘缘已尽，积润五十九岁，寿终善寝，安然舍报。夫人之处世，贵在为善必升，作恶必

沉，今既积善，必获福果。倘於此时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法力提携，期现净境，定卜生莲。果然如

是，则山僧举似一偈，人怎 生？ 

        妄业轮流转，舍身与受生， 

        愿今依法化，解脱六情根。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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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为陈宽见居士起棺 

 

    （一）起  棺 

        来自无始来，去向无终去； 

        来去原无相，业力自缚住。 

    陈宽见居士！汝来尘世，忽数十年，试问汝从何来？又从何去？只为惑业障隔，昏迷心性，全然

不知！今世寿已尽，忽舍报归去，试问又归向何处？若汝是多闻佛法，多修梵行，则此去自有把握；

如其不然，此时听闻佛法，应回头猛省！提起弥陀一句，拨去尘垢千年；放下凡情，顿超於万劫，仰

仗佛力接引於九莲。机缘已至，望勿再失，提持正念，蓦直以去！唉！ 

        脱去凡躯转圣体，期作莲池会上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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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举 火  

        多生在尘劫，惑火终日烧，  

        因乏自觉慧，轮回无际流！  

        今幸得人身，独傍佛座修， 

        有漏诸业障，一炬自悠悠！烧！  

 

193 

九 为陈煜君心田居士起棺   

    （一）起 棺  

        诸法自性空，本无有起灭； 

        起是无所起，灭亦无所灭。 

    佛法修持，行有二种：一曰有障 碍行，二曰无障碍行。有障碍行，即 烦恼行，是有漏生死之法，

有所执著，触处成滞，障闭圣境，不能显现， 迷真逐妄，枉受轮回。无障碍行，乃智慧行，断除烦

恼，自性呈现，从真 智体，起方便用，自利利他，得大自在。 

    心田居士！曾执教鞭，自受教育，亦以教人。自归三尊，受持佛法， 方便弘扬，善巧讲说，诱人

入道。故维摩经云?「有慧方便解，无慧方便 缚」，汝以智解，妙法方便，故能生起种种善巧法事。

吾今为汝起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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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偈曰：  

        起行菩提道，走向光明路； 



        灼破此阍衢，获得彼岸度！起！  

    （二）举 火  

        金乌忽西坠，玉兔又东升； 

        人生一霎那，奔波不胜情！ 

    陈 君心田居士！汝辞人世，已逾三日，今天吾等云集於此送别，已 到最後一程。世事无常，终

归於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可贪恋！愿 汝从此舍离娑婆，不再轮转生死，早登安养，长养圣

胎，常乐我净，不生 不灭，得与诸上善人，俱会一处。莲花化生，修到阿 跋致；乘愿再来， 化身

千百亿刹，自利利他，无有穷期。今拈举火一偈，为汝道来，偈曰 

        浮生犹如梦，幻质本匪坚； 

        今借一炬火，相空性现前。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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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刘根悟优婆夷舍报 

 

    （一）封  棺 

        宿植善根力，今为近事女， 

        虔诚崇佛法，志节清如水。 

    爰有宝月宫，住持刘根悟，原籍金溪乡，童真已入道，中年始南渡。功业渐深造，幸为优婆夷，

带发修行老。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尘缘忽告罄，舍报西归了，积润九十二岁，高龄惊耋耄。平

生奉慈训，方便为怀抱，福缘喜广结，为人时祈祷。利他即自利，法眷常围绕。诵经增净业，念佛已

有素。走向光明路，必登九莲宝。诸孙孺慕切，孝思续如缕。邀僧为说法，以助往生早。夫此微妙

法，难可以言宣，仁者心清净，即与实相践。缘起性本空，法界广无边。行者勤念佛，乐土即现前，

闻法悟无生，万缘皆休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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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起 棺  

    诸法从缘起，亦由缘而灭，起灭本无二，动静原如一。蹉跎生死中， 轮回久不息，迷真每逐妄，

诸佛常太息！乘此幻身灭，返朴归实际，无明 永不起，戒定生禅悦。慧命自滋长，法身离缠缚，出笼

天地宽，自得大解 脱。起！  

    （三）举 火  

    多劫叹沉沦，报得五蕴身。四大幻缘合，假名呼为人。一但因缘散， 飞如陌上尘；骨髓自枯槁，

血液化为水，温度渐消失，吸息而不吐。悲此 臭皮囊，六神已无主，权借三昧火，一炬空万古。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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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为云母周大行文圆居士封棺   

    （一）封 棺  

        世间所有相，无非是虚妄； 

        若见相非相，即能见真相。  

    居士原籍琼州文昌县人氏，与云公逢扬在马之柔州结 有年。事业顺 遂，家道昌隆，子孙满堂，



兰桂腾芳。今值积润七十有九，四代大母，大 限来临，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即农历正月廿六日

子时，於谈笑间， 安详辞世，可谓念佛有功，预知时至，於佛法中有此胜缘，实为可贵。经 云：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业有净业与秽业，净业上升，秽业下 垂。今汝念佛，实为净业，可算

超脱轮回，高登莲界，不再耽著尘劳，沈 沦生死！况居士子孙孝顺，女媳贤淑，诸亲眷属，皆安居乐

业，是则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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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憾，死亦应有其所归；依净业故，必得其所。且邀僧尼知识，为汝说法 诵经，正所以助汝往生，

亲觐弥陀，与观音势至诸大善士，俱会一处，是 其时矣！吾今为示一偈，以冀放下尘缘，直往净域，

与莲华中人，永作伴 侣！偈云： 

        此界轮回苦，彼土无生乐；  

        正念倘相应，便可超凡俗！封！  

    （二）起 棺  

    佛理从缘起，十界自条陈，心性原无二，生灭本不分。只以无明动， 识浪遂奔腾，根尘互相逐，

生死轮转频。幸今遇象教，至道得以闻，明师 为良导，善友多习薰，临终尚念佛，神识不暗昏，同钦

预知时，谈笑间往 生。师友为助念，信愿且喜增，至诚消宿业，净业转凡心。栖莲应有望， 见月已

拨云，前有光明路，速疾蓦直行，安养近咫尺，弥陀含笑迎。起！  

 

十二  为蒋胡莲英居士封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兹有蒋胡莲英居士，法名心念，江苏上海人，现年积润八十六岁，生於一八九二年六月廿九日丑

时，卒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已时。佛说人生苦空无常，寿命百年，终归於灭，灭时财物皆带不

去，唯有业力左右随身。此业若染，必落下沉；倘是净业，定必上升。今心念居士在生秉性仁慈，善

德具足，尤曾皈依三宝守持戒法，既修善业，自会往生莲邦，见佛闻法。且子女孝顺，儿孙贤慧，知

书达礼，一门俊秀，福寿全归，更无遗憾。我今与诸大德，虔诵经咒，助之往生。听吾偈曰： 

        提起正念，放下尘缘， 

        一心念佛，净土现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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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为杨心群居士封棺 

 

    涅盘经云：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四大无常，器界自有成住坏空；五蕴非有，人生谁不生老病死。纵令金丹九转，难免颓然物化；

即教世寿千秋，也是一样呜呼。除非闻法修行，舍迷途而登觉岸；断惑穷真，循解脱以进泥洹。 

    乃有心群居士，原籍粤东，为商业钜子杨绍基、著名医生杨绍棠之细妹。宿植德本，幸获人伦之

胜报；早种灵根，又值家道之康裕。且也秉志坚贞，洁身如玉，知书达礼，人所佩羡！近年来且受持

三皈，礼三宝之至德；守护四戒，效菩萨之慈心。虽身罹绝症，蜷卧病榻，而虔诚逾恒，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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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不缀。常神游讲堂，睹地藏之慈容，身栖莲域，瞻弥陀之宝相。净境现 前，往生预兆。此固由渠

日常多修懿行，亦赖诸姐弟法春，护念有功，常 於榻畔，开导劝慰，故能尘缘不系，安详而寂，何其

幸哉！乐施种福，必 趋善趣，恐信心未曾坚定，或遭他缘阻隔，故邀山僧及诸上士，朗诵经声 ，冀

正念之提持，虔诵佛号，必获灵境之昭彰。今也封棺时至，为之重宣 一偈。偈云：  

        弥陀往劫愿力，长舒宝手提携； 

        固能执持圣号，决定往生无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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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为徐心珍居士封棺 

 

        人生数十年，只算一刹那； 

        若能闻正法，此世未磋蛇。 

    徐心珍居士！你住世八十多年，昨已仙逝。生老病死，人生在世， 谁也不能幸免！所不同的是人

生有幸与不幸；有些人不闻佛法，不信因果，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一生业障带去，一定要跌落深

坑，轮回受苦，这是不幸；有些人遇到善缘，亲近明师善友，得闻佛法，正信因果，广修善行，那 

死後必得好的归宿，这是幸福的。 

    徐居士！你在生已皈依三宝，全家信佛，虽未广修善德，而听人诵经念佛，耳濡目染，早已种下

菩提种子，正待开花结果。现在我来为你封棺说法，众师为你诵经念佛，是要帮助你增进道念，长养

善根，并祈三宝力量加被，消除业障，增加福德，成就菩提，早圆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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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为汝封棺，且听吾说一偈云： 

        尘劳扫净尽，善法涌心田；  

        一棺空内外，法界任安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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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为谢翠岚居士封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兹维三宝弟子谢翠岚，法名心称居士谛听?佛说世间诸法，犹如幻梦，若是有生，必定会灭，人生

百年，终归於空；然而世相虽空，因果不昧，作恶难逃下沉，为善必定上升。今居士一生奉佛诵经，

自修净德，又能施舍结缘，作诸好事，有此善因，定卜往生。恐或有疑未决，山僧今特在此，开示佛

法正理，指点光明正道，并与众人念佛，助汝往生，听吾偈曰： 

        放下尘缘，提持佛号， 

        华开见佛，得大解脱！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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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为谢莲塘居士封棺 

 

        善行久普闻，诵念尤精诚！ 

        何待蕴身坏，净域早栖神。 

    佛教耆宿，谢公莲塘居士！大限期至，惜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安详逝世，时年八十有九。居

士原籍福建，早岁南来，寄迹印尼，曾在棉兰经商，术擅陶朱，事业顺遂，识见过人，为众推崇，选

任棉兰商会主席多年，对於社会事业，建树良多。嗣乔迁槟岛，筑居丹戎海滨。经商之暇，事佛尤

勤。并师事演本上人，闻法获益，心地开朗，朝夕念诵不辍，数十年如一日，身虽在尘，心已出俗。

且本佛陀救苦精神，乐善好施，凡遇慈善公益，莫不躬身参预。昔赵州八三行脚，禅功不辍；而公年

高八九，为善最乐，奔跑无倦。给孤拯独，有须达长者之仁风；济贫解困，获慈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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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之德号。乃因生平念佛功深，洞达禅理，预知时至，安置家产，早效庞 蕴之分配；心无 碍，已

了向平之素愿。故能临终镇定，安然舍报，念佛 往生；定无有疑。山僧为拈一偈，聊表惜别之忱。偈

云：  

        心净尘埃绝，性地花自开，  

        有相皆虚妄，无相见如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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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为陈英居士封棺 

 

        人生经百岁，佛观一刹那， 

        欲得无量寿，唯念阿弥陀！ 

    兹有陈英居士！原籍福建，现住头条头路，大限到来，今已逝世。居士为人，忠厚良善，曾皈依

三宝，听闻佛法，每逢朔望，茹素念佛，笑面迎人。又善烧煮斋菜，与人结缘，因此人缘甚好，今闻

逝世，莫不感悼！其家中亲属，尤为哀思！特请六和上士，为其称念经咒，万德洪名，仗此功德，助

其往生。且示伽陀，回向净土，仰祈见佛，消灾得福。偈曰： 

        西方弥陀佛，发愿四十八， 

        有人念其名，往生苦皆拔。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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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为刘母江容妹居士封棺 

 

        人生似朝露，亦如瓦上霜； 

        业风吹飘散，一切化无常。 

    兹维刘母江容妹，法名心荷居士，原籍广东增城人氏，现年六十七岁，生於农历戊午年八月廿三

日酉时，卒於乙丑年正月廿八日（阳历二月十九日）戌时，大限告尽，寿终内寝。居士中年南渡，久

居槟岛，相夫教子，为闺阃之懿范，学佛行善，使家庭成佛化，子女依怙，亲友赞美，故其逝世，无

有遗憾。况有女业医，寿人济世，有子多能，为社会服务；因女儿学佛，得有机缘接近佛法，听经念

佛，必可消灾增福，念佛忆佛，临终定卜生西。今众等宣扬佛号，以期助念往生，佛兴鸿慈，必能哀

愁济拔，法念神力，得解脱安宁，爰以佛偈，示启正念： 

        处世百年，统归於空，借假修真，善与人同。 



        若能念佛，诸天景从，正念现前，佛国长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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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为顾琼枝心胜居士封棺 

 

        人生不长久，命在呼吸间； 

        在世多行善，身後得清凉！ 

    佛说人生无常，寿命短促，在呼吸间耳。心胜居士：你前晚犹能念佛礼佛，昨天早晨忽已逝世。

无病解脱，这是学佛人好的瑞象。你入佛後曾在生前多修善行，与人有利， 积善既多，身後必得善

终。又你归皈三宝，已有数十年，我们以佛法的关系，结为师友，今日你忽离去，我们少了一个老善

友，心里不免感悼；但人事无常，终归於空，这是无可奈何的！不过汝已多闻佛法，多念弥陀，应知

人生苦空无常，对於世事；不必再多眷恋，要放下尘缘，一心念佛，才得到真正的解脱！ 

    人生在世纵有百般富裕，临终一点也带不去，唯有生平所作善事与功 

 

210 

德， 才能够带去。所以你可放下尘劳，不必挂念孝子贤孙，你的子女儿婿 ，受了你老学佛的影向和

劝导，都能信奉佛法，皈依三宝，奉行孝道，及 诸善事。这是你做的功德，你应欢喜，不须挂心，还

要提起正念，随我们 一心念佛，必得上生乐土。偈曰： 

        净土三资粮，多闻已熏习，  

        种熟今应脱，愿生安乐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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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为李水仙心愿居士封棺 

 

        人多生於世间，几人能得百年？ 

        纵使活到百岁，亦如过往云烟！ 

    李水仙心愿居士！你很难得，寿长九十六岁，已於昨日逝世。世相无常，难以长久，人生如梦，

瞬息过去。到去世之时，纵使金玉满堂，亦带不去，唯有自已所作之业力，常随之俱去。你所作若是

善的，必得上生乐邦，自在解脱。 

    居士在生，秉性仁慈，多修善行，故能福 寿全归。况有子女孙媳，多已成家立业，自立自给，故

居士亦不须为家庭儿女依恋。况汝在生曾参加竺园皈依三宝，为佛弟子，诵经念佛，种下菩提种子，

故能临终清醒念佛，正念不散，不为妄心所乱，必得往生西方，亲近阿弥陀佛，暨观音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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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菩萨，断惑证真，成就佛事。今示一偈，护持正念，以助往生云 

        我佛大慈悲，愍念众生苦；  

        祈放净光明，导证菩提果！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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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为林金婵心资居士封棺说法 



 

    （一）封  棺 

        积聚必销散，崇高必堕落； 

        有合会当离，有生必有灭。 

    乃逢杨母林氏心资居士，已於三月廿九日下午六时，大限到，已归西，流年八十有五。居士原籍

广东潮州人，一九四?年南渡，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有孟母之风，为闺阃懿范，一门俊秀，兰桂腾

芳。况夫人虔诚事佛，率子女皈依佛教，使家庭佛化，福慧 双修，远近景慕。秉性仁和，慈善为怀，

生平多修善行，与人结缘，广种福田。人生无常，生死谁免，所幸无疾而终，便是福寿全归；积善而

逝，揣想不升天府，亦期高登 莲界。孝子贤孙，侍奉左右含殓，应无遗憾；亲朋戚友，来自远近拜

奠，定卜安宁。承邀说法，开示正道，以启光明之路；道侣诵经念佛，以期助念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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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偈曰：  

        此时须提起正念，把一切尘缘放下； 

        蒙佛力慈悲垂佑，卧棺如法界空广。封！  

    （二）起 棺  

        处世犹如大梦，几人觉而不迷？ 

        幸得能闻正法，念佛可生西池。 

    杨夫人心资居士！为汝封棺，迄已五日。今来送别一程，为汝起棺。 佛於金刚经说，世间一切有

为之法，都是如梦如幻，如露如电，生灭无常 ，暂有还无，虽有假相，刹那即逝，不值贪恋。又如人

的色身、寿命、财 物三法，都是生灭无常的，佛经谓为三不坚法；其坚固者，亦有三法，谓 法身、

慧命、功德法财，常乐我净，永远不朽，福慧无量。今居士色身已 坏，寿命已尽，财物亦带不去，则

应听吾等诵经说法，念佛往生，舍其三 不坚，证取三坚法，自利利他，功勋无量。为说封棺偈云： 

        前路蓦直去，中途莫疑滞； 

        一片光明藏，非空亦非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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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为凌慧贞慈薇居士封棺 

 

    （一）封  棺 

        贫富与贤愚，各自有因缘； 

        业力不思议，果报广无边。 

    人生与业力之关系，是分不开的；因业力是佛法中重要的一法，众生轮回生死，莫不循业发趣；

成佛作祖，亦由业力而来，因业有福业与非福业，造福业则享受优裕，造非福业则路径坎坷。故人生

之升沉，皆由业力，不从他生，乃因果之定律。 

    慧贞居士：溯汝前世，必造福业，亦曾造非福业；造福业故，今生家道裕隆，衣食具足，女淑孙

贤，人所歆羡；造非福业故，罪累既积，业愆现前，冤家相逐，老病缠绵，辛酸数载，至尽天年，始

得解脱。又以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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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性慈和，宅心仁厚，自皈三尊，每 诵经礼佛以勤求福慧，曾受四 戒，常 持斋布施以福利众生。行

既有善，归必得所，此去前程，定卜光明！今为 汝开解佛法，意在提持正念，务须专心白业，幸勿再

恋红尘！又集众僧大 德，为汝临终助念，汝在升沉关头，宜回忆平生所作善事，生欢喜心，烦  自



然消散，起清净念，安养必期可登。际此封棺，听吾偈曰： 

        人生如朝露，繁华转眼空； 

        从此「蓦直去」，莫再望西东！封！  

    （二）起 棺  

    法性本无生，如何有起灭？只因无明动，圣凡遂分列。下沉六趣中， 惑业经然出，循报有死生，

轮转无休歇。上升为四圣，清净心明澈，无为 且无漏，十地而超越。自从沦三有，往来频不绝，马腹

与驴胎，迷途叹咄 咄！今为清信女，念佛持斋月，一心向净土，莲花蕊已茁，此身今生度， 栖神於

禅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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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为张智添居士封棺 

 

    阿含经云： 

        积聚必消散，崇高必堕坠， 

        有生必有灭，有合会当离。 

    人生在世，寒暄数易，百年寿命，弹指即逝。所以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人生有生老异灭，大限

到来，谁也难逃；惟善恶有报，升沉异路，因果至理，毫厘不爽。今维张太夫人智添居士，子孙满

堂，芝兰挺秀，寿逾百年，富贵福禄，撒手尘寰，遗爱于人，音容缥缈，手泽长存。且生平持斋念

佛，慈善为怀，方便布施，福田深厚，一诀永别，定卜栖莲。令山僧率众，同诵经声，使之深入识

田，虔念佛号，必定助汝往生。听吾偈曰： 

        福寿全归无遗憾， 

        身心解脱有余欢。封！ 

 

218 

二四  为温丁贵心归居士封棺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佛说：诸法不实，世界有成住坏空之幻相；人生无常，身体有生住异灭的变迁，纵寿考千岁，亦

是生必有终。所以温丁贵居士：你已於今日凌晨，辞离人世，回归上界。要知人去什 都带不去，唯

有自己一生所做的善恶之业，可以带去。若带恶业去，则恶因恶果，去处即非善处；若带善业去，必

是光明的所在。居士在生，秉性 纯洁，宅心仁厚，喜做善事且信奉三尊，为三宝弟子，一生仗义执

言，多行善举，并诫子女家眷，相率皈投佛门，奉行佛法，平日子女婚嫁，亦多尊依佛教仪式，家庭

佛化，友朋歆羡。经云：「生者为善，死获安乐，因果之理如是，无人可以转变。」儿孙自有福禄，

毋须分神挂恋，但愿清净其心，阿弥陀佛现前，世间万般放下，冀登上界诸天。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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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为黄荫文心观居士临终开示 

 

        漂泊三有中，囹圄未能出， 

        幸今修禅悦，冀乎得解脱！ 

    黄荫文心观居士，原籍广西，现为大马公民。毕业燕京大学，在教育界服务多年，为名教中人。

嗣入政界，任广西教育厅长，并在广旭初氏掌政期间，曾代理省长阅月，及福建行政督察专员，福州



法政学院院长，颇著政绩。中日战争末期，应胡文虎氏之聘请，莅临南洋任沙芭日报主编，星槟日报

主笔，成为新闻报界之显赫人物。此皆居士在俗之工作。嗣遇雁荡山僧，如逢故知，亲近禅经，省悟

前修，顿契佛理，乃发心皈依三宝，进受五戒、菩萨戒，披戴袈裟，深为喜悦，长斋茹素，俨然禅

侣。受聘为大马佛学院教导主任，人生佛学中心主席，朝夕不辍，写作佛书，此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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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入佛时代之略影。人生如梦，世界空华，今既大限到来，五蕴宅空，舍 有漏之幻躯，七宝楼现，

入庄严之楼阁，望甚幸甚！予欲无言，奈何为偈： 

        不离娑婆界，望生兜率天， 

        平生怀大愿，有缘期重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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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为优婆夷叶丽君心照居士安灵 

 

    诸法从本来，寂灭非言思，法尔恒如是，如何有起止？无明因风动， 

虚妄纷然驰，轮转五趣中，循环叹无际?今幸遇佛法，归戒得受持，自利 

复利他，息恶而行慈。一灵真不昧，樊笼得脱时，振奋念佛翮，飞神到莲 

池，性天信空阔，翱翔永无期。起！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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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为梁梅英心庆居士封棺 

 

        为人得豪富，从布施中来， 

        复能持五戒，舍报脱尘埃。 

    怡保闻人丘裕源夫人，梁梅英居士，已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一日下午三时，舍报西归。居士名

门闺秀，出身望族，相夫教子，贤淑]?。今儿女成名，皆能为社会服务，造福人群，洵一门俊秀，兰

桂腾芳也。居士中年薰陶佛法，发心学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为近事女，乐善好施，人所赞叹！

夫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无所幸免，所幸者，居士能受佛化，奉行众善，已作福业而归；且子孝孙

贤，女婿亲属等皆能秉依教训，奉佛行善，无所牵挂，安心瞑目，去无遗憾矣。山僧今来相送，敬赠

一偈，以 

助往生。偈曰： 

        世间一切有为法，犹如作梦及幻化， 

        觑破其中真实相，无往不利常安乐。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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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为江夫人起棺 

 

    拈香云： 

        此处缘尽，何妨他往； 

        那边有路，浩浩荡荡！ 

    江太夫人，心严居士，自汝舍报，今已数日，浮生若梦，为欢短促。旷劫轮回，生死相续；今遇

佛法，应求解脱；听我念佛，放下尘俗，净念相继，可趋大觉！偈云： 



        前头一条光明路，放开胸怀自在行！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起！ 

 

224 

二九 为巴东色海陈荣照心耀绅士起棺 

 

    （一）起 棺  

    本从无始来，起向无终去，去来本无相，何来业障除？ 

    只因无明动，业风吹将来，烦恼迷自性，百千障门开。 

    飘流生死海，沉沦事可哀！今欲复自性，惟依佛莲台。 

    大觉破迷惘，智光扫尘埃，性净复本源，诸佛叹善哉！起！ 

    （二）安 土  

        有生必有灭，入土以为安。 

        尘劳为佛事，权作净土看！  

 

 
三十  为杨永谦心奕居士安灵 

 

    （一）起  棺 

    诸法本性空，原无有起灭，所以有起灭， 

    起自无始劫，不觉无明动，业识牵将来； 

    业风吹不停，生灭相现前。非福受下沉， 

    福业自上升，居士善根力，心与道相应， 

    一念起尘劫，冥然历千程。弥陀与辅弼， 

    三圣远相迎，莲胎开德水，长浴无垢人！ 

    起！起！起！ 

 

    （二）举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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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本是假，何必当做真，四大归原素，六尘分别生。 

 奔驰寒暄易，胡为劳其身！一朝无常到，条成无主魂。 

 六亲非我有，财富归他人，六窗遭关闭，一灵越顶门。 

 黑暗与光明，自应清浊分，正念重提起，惟以佛为亲。 

 举火偈云：  

         一把无情火，烧却业报身。  

         法空性自现，非假亦非真。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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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为陈少英居士起棺 

 

    （一）起  棺 

    陈居士为一忠诚之佛教徒，皈依三宝，弘扬佛法，垂四十年，成绩昭著，人所共知。今彼已於佛

纪二五三二年戊辰六月十六日，即公元一九八八年七月廿九日上午三时西逝，高龄八十又二，佛教失

一护法干城，众所共惜！居士曾任福建女校教师，菩提学校校长，马来西亚佛学院佛史教授 



，及佛总正化学园园长等教职。承邀起棺，敬说偈曰： 

        诸法本无生，亦无有起灭，所以有起灭，妄想有分别， 

        妄想能造业，循业有流转，茫茫生死海，飘荡何其远？ 

        为善往上升，作恶必下沉，所幸得人身，又闻正法音， 

        念佛净三业，自然超凡尘，一片光明景，三圣期相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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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举 火  

        人生如梦，幻体不坚；  

        观空五蕴，透视尘缘。  

    陈少英心明居士！汝辞尘世，今将一周，现在汝之亲戚眷属，及诸山 大德长老，云集於菩提学

院，念佛诵经，助汝往生西方，不再恋此虚幻之 尘世。 

    居士学佛多年，曾亲近慈航菩萨，研究佛法，多闻薰习，如理作意， 於我佛圣教已深有理解，应

知此身乃地水火风四大所成，六尘缘影所现， 其性本空，何能久留？在人生之生老病死四 阶段中，今

已走到最後阶段， 吾人在石火电光中亦在此奉送最後一程。仰祈佛光照耀，法力扶持，冀其 空人我

之高山，撤除一切是非障碍。破无明壳，登大光明之宝殿，渡生死 海，立大涅盘之彼岸。情何能己，

偈表寸忱： 

        一把无情火，烧崩五蕴山， 

        三障俱寂灭，九莲自高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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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为拿督刘惠城晋绅说法 

 

    （一）起  棺 

        金乌从东起，玉兔向西飞； 

        时间不倒流，童叟两无欺！ 

    拿督刘公惠城长者！人生数十年，霎时过去，公之辞世，忽告一周矣。今日于府，云集僧尼大

德，为公举行起棺仪式。 

    人生在世，渺渺茫茫，生不带一文而来，死亦不赉一物而去，熙攘奔走，所为何事？其亦富贵之

追求，利禄之争夺耳！不得者则终日愁眉苦脸，扰困方寸；得之者则百年光宠，转眼成空。今长者以

曾蒙佛化，善知诸法性空，了无实在，故棋高一著，凡有作为，不与人同。所谓「取诸社会，还诸社

会」，故生平慷慨，乐善助人，效须达之布施，发心奉法，如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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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之济贫。夫生既为善，死必得安，放下凡情，一心念佛，必得往 生，可 以无遗憾矣。今邀山僧起

棺，为之说偈警省曰： 

        前路迷蒙不开朗，欣闻念佛忽见光； 

        只须循此光明去，无往不利不吉祥。起！  

    （二）荼    

        四大能造法，五蕴合为身；  

        迷之轮六道，悟则入一真。  

    拿督刘居士荼 ，即火化色身也。色身为众业招感，乃人生受报之本 。故维摩经说：「是身无常

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 为恼，众病所集，明智者所不怙」。是知人生有大患，

为有色身，若无色 身，何患之有哉！ 

    吾人学佛之目的，在勤修道业，息灭贪瞠，破此虚幻有为之色身，而 证清净无漏之佛身。经又



云：「佛身者何？即法身也， 从无量功德智慧生 ，从五分法身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六波罗蜜生」。

若能领悟至此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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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神力往生净土，乐在其中矣。然荼 一句，又如何荐取呢？偈曰： 

        一把智慧炬，焚去有漏身；  

        得契无为乐，不灭亦不生。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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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为郑秋月居士封棺说法 

 

        人生不长久，寿命刹那间； 

        在世多行善，身後得清凉！ 

    佛陀说：人生无常，生命短促，口气不来，便是来生。心月居士！今天忽辞世，临终无苦痛，就

得解脱，这是学佛者的好瑞相。学佛人在平时能多念佛，多修善行与人有利，多 积福德资粮，临终舍

报，必定是轻松安详。 

    居士自皈依三宝，学佛修行已多年，吾人以佛法的因缘，结为佛友，今日缘尽舍离，少了一个忠

实的善友，心里有些难过，但人生无常，终归於空，这是没办法的，也是无可奈何的；所幸的是你已

得佛法好处，多念佛号，心中热恼消除，自然会得真正的安乐。「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望你

带得去是善业功德，那些带不去的东西，不必再眷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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