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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贤菩萨十大愿与和乐家庭                                                                         

颜尊严 
〔一〕前言 
 
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对自己的伙伴有太多的要求，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善待，经常抱怨伴
侣不够关心、不够爱他（她）。可惜的是，他们从来却没有细心检讨，到底自己真正
为伴侣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多少？与伴侣相处时，又是以怎样的语气和态度去对待？ 
 
佛法清楚的说明：“ 想要有怎样的收获，就要怎样栽。” 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去生活，
生活必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敬。。果由因生，丝毫不爽。同样的道理，我们以怎样的
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必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回敬。正所谓：“ 敬
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   
 
所以，如果您希望得到快乐，先要以快乐的心情去接事待物、以快乐的心情和身边的
伴侣分享，这样才能感受到快乐、体验到快乐；如果您希望受到尊重，理应先尊重别
人。以包容和尊重的心，去尊重身边的人，别人也一定会尊重你。夫妻之间没有尊
重，就没有爱和情谊，也没有快乐、没有幸福。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生命与婚姻的过程中充满了无数的选择。您做了怎样的选择，有怎样的行为举止，就
会有怎样的经验和体会。不管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是善巧还是笨拙，果报还是要
由自己去承担。 
 
我个人相信，幸福、欢乐与爱是所有家庭都在追求、都有能力拥有的，只要我们肯真
诚去选择、去创造、去经营。在这一方面，普贤菩萨之十大愿，给了我们不少珍贵的
指示。它告诉了我们怎样才能拥有清净和乐的佛化家庭。 
 
〔二〕婚姻的游戏规则 
 
有人说，谈恋爱时最幸福，结婚却是爱情的坟墓。我个人认为这是值得探讨与商榷
的。真实的生活里，有不少人结婚后不久就出现缺氧的现像。然而，也有很多人白头
偕老，过着快乐与幸福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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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结婚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一句话应该有其真实性。因为，婚姻的过程中蕴藏着
很多未知数，有太多的挑战。然而，我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必要探讨婚姻的游
戏规则，细心经营以确保婚后仍然能情爱绵绵。 
 
婚姻有怎样的游戏规则呢？ 
 
时下的青年男女在谈恋爱时，都希望情意绵绵。初恋的人，总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有了难以言喻的触电感觉、激情难舍，难免要在情欲中迷失了自我。很少人会仔细看
看对方的家庭、宗教与文化背景，或者观察他（她）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与嗜好？
结交了什么朋友？工作的态度和表现如何？健康状况怎样？ 
 
更少人会在谈恋爱前，列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终身伴侣所应具备的条件或素质。而在
这些的素质中，那些是属于主要的，那些是次要的；还有，那些行为举止是不能被容
忍的？那些是需要沟通、改善或纠正的？ 
 
可惜的是，当我们忽略了这些观点，不清楚自己理想的终身伴侣应该拥有怎样的素质
或条件，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很容易被对方的外貌
所吸引、被情感和性欲所左右，而做出唐突或缺乏理智的决定。 
 
结婚后，回到现实的生活，才发觉彼此间的性格、生活习惯、信仰、理想等差异太
多。彼此间有了心病，就会忽略对方的优点，而开始关注对方的弱点和过错。一旦有
机会就刻意批评、挑剔对方，即使是芝麻绿豆的事情。结果，常常发生不必要的摩
擦，酿成家庭悲剧。 
 
故事 1：过去，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她从小就不喜欢猫和狗。相反的，她的先生却
非常爱猫狗。每个假日，他都不忘记为它们洗澡，但他却从来不曾也不喜欢做家务。
结婚后，妻子希望他能下厨房帮忙做菜。于是，有人出点子叫她把猫狗赶走，并且在
先生下班时，故意披头散发、满身大汗好让先生怜悯。结果，先生买来更多只猫和
狗，并且对她说：“ 亲爱的，你这么辛苦，不如吃便当好了。” 不难想象，他们的夫
妻生活会是怎样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婚姻的第一个游戏规则是：谈恋爱时，请把两粒眼睛睁大，仔细考
量对方。要批评嘛，就在此刻尽量批评。对方若不能接受，自己又不能容忍，那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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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个普通的朋友吧！如果是你情我愿，结婚后最好是一只眼睛半开，另一只眼睛半
闭，只要对方的所做所为没有犯法，而且不会太过分。 
 
佛法以为，我们爱一个人必须无条件的信任与接受他。除非，事实证明他（她）不再
值得信任，或者他（她）的所做所为难以让人接受或容忍，给他机会都不愿意改过。
还有，在婚姻生活里，我们也应该懂得“ 爱人及物” 的道理。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
应该以同样的爱心、平等的心去对待他（她）的亲朋戚友。 
 
另外，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在这世界上，十全十美的男女，现在没有、未来也肯定没
有。我们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她）的某些优点胜过其他的缺点。或者说，他的缺点，
在某个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忽略或接受的。所以，结婚后千万不要太刻意或强求对
方改变一些不伤大雅的行为或生活习惯。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拿他和别人比较、用
别人优点来刺激他。 古人说得好：“ 人比人，气死人。” 不管您有多好， 一定会有人
比您更好；不管您有多强， 一定会有人比您更强。 
 
有人形容爱情与婚姻， 就好像是在海滩上捡石头。您可以精挑细选，捡自己最满意、
最喜欢的那一颗，然后把它带回家。请记住，那是您的选择、是现在唯一拥有的最好
石头，要好好的对待它。要永远相信自己是那么的幸福，能够找到这么好、这么美、
最适合自己的那一颗石头。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姻缘只有可能来自幸福与美满的感
觉，只属于那些感恩与惜福的人。所以，让我们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不作非份之
想。 
 
一直以来，我坚决认为爱情不应该是盲目的。结婚前，也应该有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才
对！如果您不想让婚姻出现一波三折，在谈恋爱时，请认清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对情人有怎样的期待？结婚后，想过怎样的生活？ 
 
当您巧遇了一位英俊萧洒、多才多艺的男生，但他却烟不离手，您非常羡慕他的一
切，除了他手上的那一根烟，请问您会许身相随吗？结婚后，您会想尽办法或坚持要
他戒烟吗？当初选择了他，不就是因为喜欢对方的样子和才华吗？ 
 
再比如有个肥胖的女生，在您面对困难时，常常及时给予扶持和援助；在您彷徨、寂
寞、苦恼时常常陪伴着您，为您想办法、为您分担，在感恩之下您拜倒在石榴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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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却一定要她减肥不可，您难道不觉得这是好笑的行为吗？当初选择了她，是因
为她富有爱心而不在乎对方的样子呀？ 
 
所以，婚姻的第二个游戏规则是：夫妻之间不应企图用“ 苦肉计” 去改变对方，尤其
恋爱时早已经知道的缺点！。我们爱一个人，不只要爱他的优点，更要包容他的缺
点。如果无法承受对方的弱点，那只好怪当初自己瞎了眼！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她），但拥有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
珍惜、好好的去爱。尤其是对感情和爱情而言，对方拥有什么并不重要，他 (她) 对您
有多好、真正爱您有多深，才是关键问题。怎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呢？我们要以什
么方式去表达爱的讯息呢？ 
 
从普贤菩萨之十大愿中，我们知道“ 法供养，是最上的供养。” 因此，对于佛菩萨的
景仰和敬爱，我们应该以清净的“ 身、语、意” 去供养才对。佛法也告诉了我们所有
的有情众生都有佛性、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如果我们能把家里的终身伴侣视为佛菩萨
的化身，就能以恭敬心去相处、用清净心去互相对待。 
 
〔三〕普贤菩萨之十大愿 
 
普贤菩萨的第一誓愿：“ 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  
 
第一誓愿就是要我们无条件的，以真诚的心、清净的心、平等和恭敬的心去对待所有
的人，尤其是有缘相聚、相依为命的终身伴侣。 
 
有些夫妻，其中一人性情刚复，常倚着自己的美貌才华，娘家财多势厚而贡高我慢。
稍有不如意的事发生，便咄咄逼人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其实，夫妇之道，理应建筑
在情爱上。少了恭敬与尊重，就没有真正的情爱与关怀。 
 
我深切的相信，许多婚姻之所以会失调，都是因为少了尊重的因故—尊重自己、尊重
别人。唯有尊重自己的人，才会尊重别人，并且受到别人的尊重。这样，才会有良好
的人际关系、和乐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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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您也许会感到很惊讶，在我们的人群中的确有很多人不懂得尊重自己。自
卑心生起时，他们自暴自弃、埋怨自己，憎恨别人。自己活得很辛苦，身边的人也受
罪。在贪、嗔、痴心魔的作祟之下，他们宁可选择面子，冒着险去承受分离和婚变的
危机，常常为葱皮鸡毛的小事互相争论。往往，在赢的争论的那一刹那，立刻埋下了
憎恨与报复的种子和机缘。这是多么缺乏理智的行为呀！ 
 
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事，不外是很坦诚地接纳自己的存在。让我们冷静思考，扪心
自问，自己最值得被尊敬与喜爱的优点有那些？例如：您可能认为自己很诚实、很有
耐心、很乐意帮助朋友、很会做糕饼、很随和、说话声音洪亮、很健康。。。。还有
很多很多值得欢喜与尊敬的，一一地把它列出。 
 
当您发觉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优点，有些甚至是他人所不能及的，自信心、自尊心、
感恩心、安全感将油然而生。当下，您就能以更良好的态度去接纳自己、去爱自己。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列出终身伴侣或家庭成员的优点。当我们发觉他们也有不
少值得学习的长处，就能以恭敬心、柔软心去相处。只要能改变思维方式、用不同的
心态去相处，婚姻关系必定会得到良好的改善，生命也会开始回然不同。 
 
如果我们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就会以更良好的态度去接事待物。别人跟我们在一
起，也会显得更自在、更和谐。自然的，就会以尊重、温和的语气互相沟通。相敬如
宾、常修礼敬，那有不恩爱、不和乐的理由？ 
 
普贤菩萨的第二誓愿：“ 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  
 
称赞，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善行与自性相应。言行不值得效仿的，就不能称赞。劝人
行善、力行六度都是值得称赞的。 
 
佛法鼓励我们以积极且正面的语言，避免用嘲讽的口吻去沟通。一句“ 亲爱的，我为
您的努力而感到欣慰。” 、“ 亲爱的，谢谢您每天为我准备丰富的早餐。。” 、“ 亲
爱的，谢谢您和我同甘共苦。。” 能让家人体认在彼此生命中的重要性。自己所付出
的，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有被重视、被关心的价值。 
 
在欢乐与幸福的家庭里，互相称扬赞叹，能给家人带来勇气和信心去发挥自性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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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许多学习不理想的小孩，经过兄弟姐妹或父母的鼓励和赞叹，学习能力明显改
善，成绩突飞猛进。 
 
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学习、了解、欣赏和称扬赞叹家人的优点。互相鼓励，往
往可以带来意想不到、宏大的效果，使家庭的气氛更和谐。试想想，脸上常常带着微
笑、心平气和，用赞叹的口吻去相处，难道会比愁眉苦脸、互相苛评来得困难吗？ 
 
我想，有选择的话，我们都希望常常被称赞。然而，要得到别人的称扬赞叹，自己应
该先学习称扬赞叹，随时随地称扬赞叹他人的优点。不要只顾自己，关注自己而忽略
了他人的存在与感受。常为家人着想、常称扬赞叹家人，必能受到家人的爱戴与称
扬。感情融洽，生活才会如意吉祥！ 

 
朋友，请问您上一回称扬赞叹家人是多久前的事了？ 
 
普贤菩萨的第三誓愿：“ 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  
 
对于佛菩萨的景仰和敬爱，我们都知道要以清净的“ 身、语、意” 供养去表达。同样
的道理，当我们真诚的爱家里的每一个人，也一定要通过身、语、意，善巧方便向对
方表达，让对方感受爱的讯息。 
 
认真的说，爱一个人，用心陪伴他、保护他，认同他、恒顺他并且无怨无悔的付出，
的确是非常伟大的行动。然而，对于爱的感受和想法，许多人害怕或不好意思说出
口。其实，把愉快的感受和想法，用适当的感情去表达出来，让对方也感受快乐的气
氛，这便是爱的最好礼物、最美妙的一面。 
 
默默的付出，不但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被爱或被需要的讯息，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破坏现有的友情、亲情与爱情。四十二章经说：“ 面目无憎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
香、心中无嗔无价宝。” 因此，我们必须常常透过良好的言语、和蔼的动作和亲切文
雅的姿势去传达真诚的爱。 
 
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问题时，我们常常会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进行，往往不了
解或忽略他人的角度与感受。就象不少的父母，常常买了很多食物，拼命要孩子吃。
以他们来说，这就是爱与关怀的显现。或者，他们会强迫孩子学习某种技术、修读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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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目，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孩子才能出人头地，未来才有保障。结果，发生不必要的
摩擦，破坏了原有的感情和亲情。 
 
其实，要让对方感受到这一份真诚的爱、并且感激您的付出，就必须在适当的时间与
空间，以对方所习惯、所能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去转达爱的讯息。这样，才能更有效的
让她（他）有被爱的感觉。更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尊重对方的嗜好、选择和感受。家
庭成员的感情不好，往往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沟通方法不好，过程不圆容以及没有
设身处想的缘故。 
 
婚姻生活，自有它的甜、酸、苦、辣。然而，只要有耐心与恒心，常常设身处想，任
何逆缘都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愿意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去付出和接
受，也必能在婚姻的细微处，发现不少令人感动的事情、找回失落的真情。 
 
如果能放下贪、嗔、痴，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去付出和接受爱的信
息，这就是真正的供养。 
 
普贤菩萨的第四誓愿：“ 悉以清净三业，遍於法界。。诚心忏悔。”   
 
忏悔业障，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真诚承认自己的过失，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并且下
定决心去改过自新。 
 
古人说：“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重要的是，不要故意犯错或明知已犯错却拼命找借口，推卸责任。 
 
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尊严。因此，大家必
须互相尊重、了解、宽恕与包容。不管是父母或子女犯错，最好是能坦诚以对。可惜
的是，在现实的生活里，我们很少也很不容易向人道歉，尤其是自己的家人。一是
“ 忘记说” 或觉得“ 不需要说” 反正错就错吧！对自己的家人，有些甚至认为根本就
“ 不屑说。” 尤其在传统的华人家庭，要长辈向晚辈道歉，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不妨想想，自己平常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家人？与朋友交往时，又是怎样的态
度？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平常心去包容朋友、宽恕朋友的过错，却无法容忍家人的过
失？是“ 爱之深、责之切” 吗？还是缺乏醒觉心、没有感恩的因故？所以，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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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生起醒觉的心，诚心忏悔自己过去对家人的不良态度，造成家庭的不和谐。让我
们诚心忏悔过去没有尽自己在家庭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们的孩子是否能理解犯错不等于罪恶，更不必害怕与逃避，全看父母和长辈给孩子
们身、心、灵的建设如何。家庭成员可在亲情中加入友情和爱情，倾听对方的心声、
体会他的感受，这有助于改善沟通、促进关系的稳定与安全。 
 
许多父母在孩子犯错时，便恶言怒吼或恶脸相对，结果给孩子们带来严重的心灵创
伤。我个人认为孩子犯错，不一定要惩罚，但必须给予纠正、忏悔和改过的机会。照
顾孩子的自尊心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犯错时就当众吼叫，相等于当众羞辱，这是严重
的错误行为。孩子不但不懂得忏悔，可能还会变本加厉！如果我们能打开心房，学习
宽恕，孩子们学会忏悔，担心、怀疑与忧虑便不容易产生。 
 
要营造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环境，正视跟家人多相处的重要性，学习宽恕与包容，让
家庭成员有机会坦诚沟通、清净忏悔是必要的。身为父母的，应该主动去安排与家人
相聚、一起游玩的机会。对于家人的关怀，不仅在语言上，也要从行动上表达出来。
有了爱、了解、信任与安全感，就有忏悔的空间、融洽的沟通、和谐的气氛、美好的
因缘。 
 
普贤菩萨的第五誓愿：“ 所有善根、功德，我皆随喜。”  
 
无论夫妻的感情多融洽、多恩爱，也会有“ 弹性疲乏” 的时候。若能培养新的兴趣、
学习新的手艺或学问，共同参与慈善活动、加入社会义工行列，就能为婚姻注入新活
力。 
 
所以，当我们的家人创造一个新的事业、开始参与慈善工作、学习新的手艺或学问，
这都是值得随喜赞叹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常常用欣赏的心情去看家人的举动、
用同理心去感受家人的行为，在需要时及时给予帮忙和指导，就能制造成长与进步的
机缘。 
 
在婚姻里，由于个人的内涵、素质、天分和学问不同，彼此间就应该在不同的领域提
携对方。然而，对家人的付出，我们总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家人的要求，自己却
总觉得那是过分无理。我们不能以感恩的心，随喜赞叹家人的善举，却盼望受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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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解和温柔的善待。因此，我们常常埋怨“ 为什么都是我在做。。。” 、“ 为什
么只有我付出？” 如果能互相随喜、互相赞叹，被重视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随喜功德要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可以为家人的善举而赞叹、
得意而欣然、成功而欢呼。只要是符合八正道、六度行，都应该被鼓励与赞叹。相反
的，对于不符合国法与佛法的行为和作业，不仅不可随喜，且应该给予指导和纠正。 
 
当然，在随喜赞叹之余，各人都要欢欢喜喜、合理地分担，分工合作，保持家居清净
和安全。营造一个清净、安全和充满温馨的家庭环境，人人有责！ 

 
普贤菩萨的第六誓愿：“ 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  
 
一个孩子出生，首先接触的是家庭。父母和长辈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所以，印光大师
说：“ 父母应该在子女幼小时，就教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 父母和长辈
的言行举止，孩子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就深深地络印在内心底处。耳染目濡之
下，有样学样，直接与间接地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养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假如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叫吼、无理的对待，常常生活在恐惧、缺乏温暖和无奈
中，他们会误以为强词夺理、无理取闹是正确的处世态度；假如我们的孩子，从小就
生活在爱的环境里，凡事包容、接纳与感恩，长大后必定善解人意，有良好的人际关
系。如果父母和长辈信仰佛法、依教奉行，孩子耳染目濡，有了佛法的指引就能建立
正确的人生观，将来必定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智慧、有慈悲心的良好公民。 
 
所以，佛法以为身为父母的，常互相爱语勉励，照顾好自己的言行举止，就是以身教
去照顾孩子了。同样的道理，受过科学教育和佛法熏陶的佛弟子，有义务和责任去引
导家庭成员远离传统迷信的教条，帮助家人探索生命的意义。身为孩子的照顾好自己
的健康、学业、工作，结交良朋益友不让父母担心，就间接地照顾了父母、实践了佛
法。法轮是否常转，要看佛弟子能否依教奉行。 
 
普贤菩萨的第七誓愿：“ 我悉至诚劝请诸佛住世转法轮。”  
 
请家中的佛菩萨住世，一定要照顾他（她）的饮食起居，让他身心健康。如上面所
说，只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言行，就是照顾好家人。深一层去看就会发觉，原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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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的情谊，都是相互依存，牵连不断、环环相扣的。每一个举手投足、起心动念
都在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着家庭成员的清净福乐。 
 
故事 2：过去， 有一对父女靠卖艺为生，表演的杂技，非常高难度。父亲把一根五尺
长的竹竿放在头额上，女儿从下爬上，站在竹竿的另一顶端表演金鸡独立。有一回，
父亲对女儿说：“ 亲爱的女儿， 你要小心照顾爸爸，一失误爸爸可能会变成瞎子，这
一辈子我们就无法再靠卖艺为生了！” 女儿却说：“ 爸爸，您应该照顾好自己，我也
照顾好自己。您安全时，我也就安全，我安全时，您也就安全了呀！”  
 
只要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和乐的气氛下生活，才有可能一起走在菩提
道上，共同为家庭、为社会、为佛教注入一股股清流。 
 
普贤菩萨的第八誓愿：“ 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  
 
和乐的家庭必定有佛法的指引，家庭成员互相鼓励，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这样，才
会持续的成长。佛化家庭，应该常常一起祈祷、研究和探讨佛法。若能在每个星期定
时念佛、诵经、禅坐或谈论佛法，这有助于加强对佛法的信仰心。有了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目标，就能共同去担当家人的重担，让爱在家庭中永不止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庭中共同修持，一定要保持轻松但不失壮严的气氛。要时时刻刻
引用生活化的例子，轻松活泼的佛化故事，使整个过程生动、有趣。过分严肃，就很
难发挥应有的效果。有些父母佛学和教导能力不强，可以设法礼请善智识到家中开
示，同时也可以邀请朋友、同事们到来共沾法益。 
 
事实上，对于佛法的修学，家庭是修行的最主要道场。我们要长养慈悲心，先要对自
己和家人好，在家中常爱语、守五戒、勤修六度。要服务众生、社会之前，应该先服
务好家庭中的菩萨们才对！把应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尽量做好；把应该讲的话，用
爱心尽量说好。 
 
可惜的是，我们总是要等到那一天，没机会说或没得做了，才惊觉有好多想要说的，
非常值得说的却没好好说；有好多想要做的，非常值得做的却没好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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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常随佛学，明白缘起和无常，就能以更醒觉的心去感恩家庭的成员。这
样，就能处处多为家人着想。家庭成员要是能努力学习佛法、勤修实践，就会多为对
方着想。这有助于促进团结、营造良好的相处气氛 

 
普贤菩萨的第九誓愿：“ 恒顺众生。” 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 
 
让家庭的每个成会员都有参与的机会，是和乐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代沟的出现，
往往是因为家庭成员不懂得恒顺众生的道理。做家婆的想照顾孙子、喂他饭菜，媳妇
却嫌她不够卫生，宁愿给保姆照顾也不愿让家婆看。孩子想帮忙做家务，母亲却不让
他(她)参与，担心他误了学业，或者越帮越忙。 

 
请别忘记，当我们被拒绝时，就会产生被忽略的恐惧感觉。所以，家庭成员不应该在
一种过分严格、常被忽略或诸多限制的环境下生活与成长。这不管是对个人或全家人
的心智发展、自信心的建立，还有和乐家庭的建设，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如果做媳妇的能善巧方便的让家婆明白卫生的重要性，如何保持卫生，彼此间就能建
立互助互利的关系。同样的，如果能让孩子明白应该以学业为重，功课做完后才让他
帮忙，就能使家人体会到家的温暖。 
 
我们学佛的人，家庭是最好的修行道场。六度万行，都要在家中实践才对。有些人学
佛后，急忙要吃素念经，自己吃素还要坚持家人也吃。结果，吃力不讨好，引来很多
的不便，在家庭成员中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如果我们懂得恒顺众生的道理，自己吃素
后，先注意食物营养和健康，并且尽量学习烹饪，以美味的素菜“ 天厨妙供” ，与家
人分享，循循善诱让他们也喜欢吃素。若能如此善巧方便去恒顺家人，人天共赞，皆
大欢喜！ 
 
普贤菩萨的第十誓愿：“ 普皆回向。”  
 
古人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普贤菩萨的第十誓愿：“ 普皆回向” 用简单的话
来说，就是有福同享。自己快乐时，希望家人也快乐，立刻把快乐分享。 
 
为了促进家庭的和乐，我们可以和家人分享佛法、把实践佛法的喜乐分享，让大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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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沾上法喜。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常常说些哲理故事、讲些幽默的话题、谈些新科
技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关系。 
 
总之，只要用心去听、用心去相处、用心去关怀，必定能找到很多促进和改善彼此间
的关系之方法，让家庭中洋溢着欢乐和幸福的气氛，达到“ 普皆回向” 的目的。 

 
结语 
 
一个和乐的家庭，不在乎财富的多寡，而在乎家庭成员彼此恩爱。普贤菩萨每个誓
愿，都要我们珍惜亲情、爱护家人，为家人而着想。爱时，要好好表达；该做的，应
该尽快把它做好，时时扮好自己的角色。千万不要等到爱的感觉已经失去了，才说才
做，那已经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可惜的是，生活在这五欲横流的社会，外面的诱惑的确太多、太强了。在名利、地
位、财富的寻找与追逐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家里人的感受与期待。有时候，我们遇到
种种不合理的对待，或者付出了努力却没有成果，希望破灭了，生活失去了方向，带
着疲惫的身体、沮丧和敏感的心灵回家，难免会因为误解而互相埋怨。 
 
然而，如果我们能常常提醒自己还有一个“ 家” ，并且从现在开始捉紧机会，不要错
过和家人相聚的每一个因缘，就不会等到婚姻出现缺氧、孩子高唱不回家，或者身边
的伙伴忽然撤手西归时，才警觉自己曾经有个家、后悔没把家照顾好。 
 
经典上说：“ 菩萨若能恒顺众生，则为恒顺供养诸佛；若於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
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身为在家的菩萨，若能切记并
实践普贤菩萨的教诲，必定能让家人感受到佛法的好处、沾上法喜，共同建立和乐、
清净的佛化家庭。 
 
阿弥陀佛！ 
 
讲於马佛青佛化家庭座谈会 
20/9/2003 芙蓉市政厅大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