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行─綱繹大解

恭接開著玉旨
元  始天尊     降：前言  

彌勒尊佛     降：序文  

大勢至菩薩     降：序文  

─  修行 綱繹大解第一章

 元始天尊降

對修行認知與 念概  (  一  )  

對修行信念與實踐  (  二  )  

對修行堅定與精進  (  三  )  

對修行根本與基本下功夫  (  四  )  

對修行規劃行持  (  五  )  

 彌勒尊佛降

修持的必要  (  一  )  

修持的規劃  (  二  )  

修持的克守與戒規  (  三  )  

修持要 懂覺悟、解脫  (  四  )  

修行要反觀自省  (  五  )  

 大勢至菩薩降

修行需深信因果  (  一  )  

修行要持戒  (  二  )  

修行學習慈悲喜捨  (  三  )  

修行多聞法參悟  (  四  )  

修行福慧圓滿  (  五  )  

修行--  綱繹大解第二章

 元始天尊降

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  (  一  )  

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  (  二  )  

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  (  三  )  

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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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  (  五  )  

 彌勒尊佛降

尋 適合自己修行法門找

依 規作修之師教

修行需有明師 導教

修行需茹素

修行要 懂得轉念求得心靈解脫

 大勢至菩薩降

修行需多持誦佛號、經咒

從經藏參悟了義作修之本

修行需有善智明辨的心

修行需求修究竟解脫法門

修行需要由根本心根本性作修

元始天尊     降  ：總綱語錄  (  一  )  

彌勒尊佛     降  ：總綱語錄  (  二  )  

大勢至菩薩     降  ：總綱語錄  (  三  )  

本堂主席     關     登台  ：結語  

南無阿彌陀佛      降  ：跋文  

金闕御史太白金星     降  ：助印修行  -  網繹大解聖旨玉律  

九十六年五月一日丁亥年三月十五日

本堂主席  關登台

聖示：恭接著書玉旨，命本堂副主席濟公禪師十里外接駕，命本堂副主

席觀音菩薩五里外接駕，其於神人排班侯駕，勿失禮儀。

欽差大臣太乙 人  降真
詩曰：著書珍寶示人間，法益渡善馨香延。德行開悟證功果，齊返原 懂

聚瑤天。

聖示：綬命頒宣寶書著作玉旨，特降聖堂開讀頒宣，寶書殊勝珍貴，研
閱者得以慧明解脫，世人福音，玉旨頒宣，神人伏俯。

欽奉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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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居凌 ，統領大千，日理萬機，無時不以蒼生是念，末法世道人心霄
迷茫，身心靈無不遭受各種物慾迷惑，更因染著惡習昧心亂性，天賦俱

來之 淨光陀自性，漸予蒙蔽，身行受制難克，亦使造作諸惡業果報，導清
致生生世世輪 不息。時 懂大道普傳，應運普化 懂迪，顯化各種方便殊法迴 ，

指引世人修行，終達開悟解脫。

今台疆 原懿 賢義堂，聖威遠播，關卿慈悲不忍世人沈淪，奏呈開豐 敕
著寶書，以指引世人得悟修行。慈願恭邀聖佛天尊慈憫垂降聖堂， 寶書為
著作先師，聖願蒙鑑，核准呈敬恭邀元始天尊、彌勒尊佛、大勢至菩薩

慈降開著寶書-綱繹大解著作聖師尊佛，化筆作 此次著書靈筆，冊名命為
「修行」，每逢星期二鸞期著作， 期一年半，寶書著作堪珍，神人顏為 為

各當用命，護持寶書著作完功，書著圓功延世，當予論功申賞，寶書開

著擇定丁亥年三月二十二日，玉旨頒宣昭告，三曹共鑒。

欽哉勿忽  叩首謝恩

天運丁亥年三月十五日

九十六年五月八日丁亥年三月 二日廿
元始天尊  降             

聖示： 「為 修行-綱繹大解」一書作前言

「修行」顧名思義是將好、壞、對、錯、是、非兩極端分辨 楚，再清
經由智慧從中理出正知正念，身行端正，將錯誤的、不正確的，種種後

天諸般惡習去除，加以改變、改進。

一般世 懂，在從不知與未慧明覺悟之際，往往對修行有著過之而不及

心態，更有存著我心不害人， 什 還要修行？這是未從覺達致有所悟者為 麼
而言。

然人身隨業降生世間，都是由各自因緣果報成熟契合，而塵界一切假

相總是迷惑人心，以致人心受到這些假境萬象所吸引，誤認短暫假相是

永 實相，故心念伏動，生起無明的貪、嗔、痴、慢、疑，自然隨著一切恆
境景造作諸般的業，對這由心發起的萬般念頭要非常謹 ，因 身、口、慎 為
意、念、行都是由「心」帶動驅使，若能明白這個道理，就能明白修行

非僅只於外相，身行，修行首重將心安撫不受外力諸境迷惑，能從心著

手，身行定是入道， 人之正剛。為
天運丁亥年三月 二日廿

九十六年五月十五日丁亥年三月 九日廿
彌勒尊佛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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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示： 「為 修行-綱繹大解」一書作序

「修行」淺繹來解說，是由心身和合正念取義，而身行正規禮儀，再

淺解其義就是。

在家居士首重弟子規，人倫綱常、仁義禮智信，而在學 育首重道德教
觀念、四維八德，這些都是修行基本。要知每一個人，每天都是在修行

當中，何以故？如家中長輩 導下一代，所有言行皆是下一代效 目標，教 仿
就因如此，家庭 育教 -弟子規儀需以身作則，將正知、正念和合身行 育教
下一代， 手投足皆是修。舉
再論及學習 育教 -道德觀念也是修行，對四維八德需要有正確的認知，

能守住心念道德觀，自然不會去造作諸惡因。人世間皆由虛空的無中相

應各種因緣果報孕化， 已得人身在世，當要能正立天地之中。修行緣機既
非止於人，但人賦靈性甚高，因而不能偏離基本 人之道，甚至背道而馳為 。

「修行-綱繹大解」一書將由淺白的分析大解其義，寄期世人閱聞有

所開悟。

天運丁亥年三月 九日廿

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丁亥年四月二十日

大勢至菩薩  降

聖示： 「為 修行-綱繹大解」一書作序

「修行」一辭，不外乎在正知理解上取得正見、正行，由心的知解身

行融合作 。為
現今對修行有著正解者略少，大多只是求於形相示現，難 正入髓參真

悟。在一般修行者而言，最基礎也需要能俱足人天福報，了脫三惡道，

而這基本修行則是需要先俱備深行十善業以除十惡報。

再則五戒十善的修行，對一個修行者而言是必備條件，大體而言，殺

盜淫妄、惡口綺語、貪嗔痴都是最易淪落罪業之源。故要有明徹其源進

而修行持戒，以圓基礎斷因。

綜多修行法門與 義不同，但始終離不了專精，更要有堅信持 ，若教 恆
能在十善業作深修，自也 能圓滿人天福報與三惡道 懂緣，是以修行重於尚
參覺開悟，聞閱寶書重由心去覺悟，方得 正效益。真

天運丁亥年四月二十日

九十六年六月十二日丁亥年四月廿七日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對修行認知與 念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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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凡 懂對修行都未有正確認知與正確 念，故只要一提到「修行」概 ，

就有各種不同聲音，甚至是激烈反彈，種種情形，都是因 世人對修行沒為
有認知了解，導致難予體會。是以今吾將修行的 要略述，以使世人更加概
明瞭修行的重要，及 何要修。為
所謂修行 要，在「修正」與「修理」，將這兩字深悟不難理解修行概 ，

一般人往往會在心念有了對知的見解不同， 懂生知見分 。又在世代的歧 教
育與週遭人事物一切造作，影響事情對錯認知，各種不一牽引心念， 懂

生對錯分辨不同。這等視之 正知、正念與否，常有人會因 一點芝麻小為 為
事，爭得頭破血流、面紅耳赤，這等何不是在知見不一下， 懂生分 爭端歧 ？

又在這時對理的認知領域不同，更是爭論 有理、我有理，致使是理、您
非理都難分辨在心了。

起爭端是心已迷惑迷昧，面對此際什 是正知、正見已都不知道了，麼
何故？成迷端在心念受到不淨之染，而這不淨就是每天耳聞眼觀入識執

著，久而久之，心受不淨深染，自然身行隨著心意之動，導致一切身行

都與心念共同起伏。善與惡、對與錯 自然都是由一 手一投足中的心行很 舉
分辨出，而這正知、正見也是帶動善惡造作與否關鍵。

「修行」二字實 淺義明白，要我們對自己的心念身行負責，有言道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指明自己只要好的或要更好的，那又 能將不怎
好的、不要的施於別人。先了解這個道理， 自然對修行的必要性就會很
有正確認知、正確 念，則能對修行更加用心去理解精進。概

九十六年六月 六日丁亥年五月十二日廿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對修行信念與實踐(二)
前述：在修行認知 念，這回來談信念與實踐。概
在修行的認知 念上，若已了解那就要有實確的力行。一般在還沒有概

對信念有初步的認同者，要力行修行甚多困難，因而在此多加以言述，

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以便更加了解。

所謂「信念」如同「信心」般，一個人不論做任何事情，都是經由信

心的奠立行以實踐，才能達到成功目的。是以信念又有何不同？如果能

對修行有著正確心念看待，自然就不會對修行有著 懂類別異觀感。

其實修行自古以來，多少聖賢德者，常是借用各種方法來表述 人處為
世 章，有者利用飛禽走獸，例如：虎毒不食子、羊知 乳感恩種種，又真 跪
有用各種俚諺與詩詞，來表彰出人性天賦與人心身行諸般善惡，還有在教
育上，做 開導 人處世正確、正規、正 行 。為 為 舉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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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至此，理應對修行信念更加增長信心，那實踐就需要分秒不退的

去實行了。實踐修行非難事，只是大都把修行意義誤解，因此明淺將綱

繹釋白，希更多有情善 懂得以開悟。

九十六年七月三日丁亥年五月十九日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對修行堅定與精進(三)
對修行有了初步了解，再來就必需要有著一顆堅定的心。一般修行人，

往往容易因自我的怠惰與放縱，導致修行中斷或沒能 正實踐。要知道心真
念的堅定是圓滿一切要素，甚多失敗都是因 沒有堅定的心念，導致半途為
而廢。

好比一個人，心想在事業上有所一番作 ，但 常在遇到逆境時，退為 卻
了向上的心；亦或如參加比賽，因自己的怠惰不知精進砥礪，漸漸的卻

失去如當初參加的堅定心，那在比賽時又如何能如願得勝 ？呢
是以修行俱足認知實踐時，特別要把持堅定心、精進心，始能在自我

道程受益圓滿。

世 懂對於修行有了初步了解，接著就需入心開悟了。心與身行同步不

偏不移、不怠不惰，有了這自主心力行堅定心深入參 ，如此一來基石研
逐漸奠立，自然對修行就不會有不解之處。

九十六年七月十日丁亥年五月 六日廿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對修行根本與基本下功夫(四)
在認知修行初步，那要如何著手 ？呢
此處就可先由根本與基本來著手，根本 心；基本 行。所謂在世為 為 為

人必需克守 人處世基本原則，山河大地、四季變化都有一定的依循，人為
身處世自然也有一定的依循。

基本而言， 人身行需守三綱五常、四維八德這是基本修行，若難克為
守則亂方寸。身行若偏離 人處世之基本，自然是辜負了 人之先天優勢為 為 。

故根本與基本修行的重責大任，將影響深延至 化下一代。對這基本修行教
解繹，主要是要讓世人知道，一切身行如無依止，定難正身處世，更易

萌起 懂一植業因緣。

再論根本心是 本，世人都知道家裡環境 了要打掃，但往往是根本為 髒
的心受到 懂染， 沒時間沒辦法去打掃一下，以致這圓陀無染根本的心逐卻
漸 淪。心一 淪則難 到自性，而自性一失則落業海，業纏則自性迷茫沉 沉 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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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不止。何以言自性不明則心念迷茫？因一切境景難以捨棄，更使身

行難以正行，這根本的心遭受無明外在的迷惑，終必影響身心進而漸離

正道，修行對這根本與基本是需深入不可過於忽視輕心。
 回本頁頁首

 

九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丁亥年六月四日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對修行規劃行持(五)
對修行基本上都已有了正確認知，接著就是要行持了。

談論行持，則要注意到能否深行不退，這功夫不容易，故方便行持的

最好方法，就是要訂定規劃自身行持方法。嚴格來說，其實行在當下，

實在不用再著手規劃，但人的心性是最容易放逸起伏，因此，方便法即
是心行守一規劃行持而修。

在修行初步規劃，可自我針對修持去認識了解，修持與修行互動與必

要之處能先了解，再修持一切規劃中儀軌，自然不會在半途隨著心的放

逸修來無功。

行持是一種推動力，若在修行上沒了行持動力，那必然是無所了脫，

終也易成半途而廢。如同創業，沒有了上進努力堅持心，成功自難成就，

道理相同。故種種對修行淺繹過程重點，皆連繫著修行是否 正踏實，一真
步一 懂印。

要知道修行簡單，深行亦難，至希聞閱有所開悟。

九十六年七月廿四日丁亥年六月十一日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持的必要(一)
修行乃端身正心，而修持則是將端身正心昇華。

現今末法，針對修行，各宗 門皆有弘揚推動修行法門。而一般修行教
者，以在家居士 大多數，也因 在家居士凡業略深，因此在修行這條路佔 為 ，

必然會隨諸等因素，導致修行半途而廢；亦或無法撫平心識不受外在因

緣因素牽擾，身行則無法立處於端身作 ，故修持就是要把持身心不退為 卻，

加以 心 懂動內心的力量。恆
「持」字是 遠無缺，若論一切成功要訣，就在一字「持」。任何修恆

行法門，若無修持堅 的心，那在修行過程中，總會因此修持心念不堅恆
固，必致修行退 。卻

在家居士，於修行與修持理論、理念上，需要明確去認知，如此修持

一切自能圓滿無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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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七月 一日丁亥年六月十八日卅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持的規劃(二)
修持重在「守，堅定」，不管修持何種法門，如無守、堅定心，修行

則必功虧一 。簣
在家居士的修行，因牽繫諸多凡務雜事，使修行怠惰更易放逸，因此

修持是要固守這「心」。

一般修持方便法，首重在規戒持守，當然各宗 門皆有殊法傳承，方教
便修行者依法修持，但無論何種法門都只是方便。

論修持，初接觸者，對自身的修持，要有規劃性，因 身心易在不知為
不覺當中，隨外境 懂生對修行退 ，而規劃是一個安守的指標，可作 提卻 為
醒作用。

若能把持，依規劃而行，自然修行有所得。在家居士於修持上，要認

知「持」 何？又「持」什 ？各需隨著因緣入法而持 ！  為 麼 啊

九十六年八月七日丁亥年六月 五日廿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持的克守與戒規(三)
所謂「萬法由心起，亦由心滅」，言「法」實無一法可得，各種法門

都是相應 懂生因緣而生。

世人生存在大地上，因各個生長環境與言行造作不同，必然 懂生各種

不同的思維，行 就會有正偏對錯分別，而這種分別如果沒有制定道德標為
準，促使所有人們去克守，那自然會形成紛亂而 滅，如今法律就是一毀
種規範克守的法。

而修持者所認知遵守修行之根本，人倫綱常、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等

也是法的基本。

需知規戒從「心」下手才重要，一般而言，在家居士能擇守持戒，也

是不離五戒作守，殺、盜、淫、妄、酒，正符合儒道的仁、義、理、智、

信，因此戒的修持，是要有 大的 心、毅力才能辦到。有道是【條條大很 恆
路通羅馬】，而各條道路要如何走，才能到達目的地，這過程才是重要。

應知道「持」字在「守」，若身 人而不能克守 人基本倫理綱常，安住為 為
靈心自性持守而行，那要如何立足在 人之聖土修行，修持一字有別，但為
其精髓在「心」去悟，略作淺繹大綱，希世人有所徹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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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九月四日丁亥年七月 三日廿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持要 懂覺悟、解脫(四)
修行不論是在家居士或 修者，都需要從修持上的經歷以達「覺」，清

淺言覺是經由修持的歷練發覺，此是慧根智珠的 懂蒙，如是一般人在自

己造作錯誤事情，而當下就能發覺錯誤。

再說「悟」更是由覺中理出正知正見， 做修行，此就好比知錯而馬恆
上改過不再犯錯的道理。

「解脫」一詞也是說 明白能覺至悟，就需放下無所對錯善惡的束縛既 。

人身深藏八識作用，眼、耳、鼻、舌、身、意及末那阿賴耶八識的攝

受，轉換成業的種子，平常眼所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覺、身所受、

意所想，此六識是相對在六根六塵，也是在塵境一切虛幻非實，因經由

此六識 懂生了攝受，修持則要從這點有所覺，因若一直不悟進而延生出

來，就是將六識全藏在八識藏庫難脫輪 。天地間萬物一體兩面，修行迴
就是要將這一體兩面，分 析的 楚楚，看得透徹，無受虛幻障 慧根清清 礙
慧命。

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丁亥年八月一日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行要反觀自省(五)
一般人都對自身所作行 難能自省，其實若說修行，每天都有位好老為

師在 導，何以說？但看每天從日出到日落分秒當中，一切身所接觸，教
眼觀、耳聞，再再諸景象是非對錯，正或邪，善或惡，都一幕幕在眼前。

修行有了這 好的 導老師，日復一日 導何不開悟 ？麼 教 教 呢
人總難反觀自省，導致自己隨著境景造作錯誤與承受業愆，在此方面，

修行者 懂，「反觀自省」這門功夫是一定要修的。因 如不自省，安撫這為
心，恐隨各種境景影響墮落，正所謂「當事者迷，旁觀者 」，就是明清
白述說人總因不自省，反致迷失。

是以在修行這條路，是需要非常小心，因一時不注意，就有可能落進

塵障苦淵，反觀自省乃修程必備功夫。

九十六年十月二日丁亥年八月廿二日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需深信因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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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世人 懂，大都是在不知因果與不信因果當中造作業因， 何如此說為 ？

其實只要稍用智慧就可明白，凡 懂在日常生活中 追求物質上的慾妄上的為
貪求，必會有所作 ，而作 就會有出現是否正當與不正當行 分別。為 為 為

人自出生就有貪的慾望，看那 孩自幼小就知道爭寵、求貪取，這種嬰
貪慾、妄念隨著年齡增長，以致人生過程皆與貪 伍，經由六根所染，執為
著於人間假境，貪念不息又在不信因果下，自然容易在無知中造作錯誤

罪業。

修行 何需深信因果？簡單來說，信因果者能根除與避免再造業因，為
更可排除受到果報諸苦牽纏。現今一般世 懂對因果論皆有大體 念，如果概
用時下觀點分析，應該更能明白因果相繫的關聯性。好比居家環境，總

是凌亂不堪，每個人都只會製造 亂，不注意環境衛生與 潔，日久環境髒 清
懂 染累積滋生細菌，居住者皆身體不健康，容易生病，這關聯性何不是

前因所種，不愛 潔下，身體受前種的因而得生病的果報。清
如此述例，主要是希望修行人或明智者能了解，「善因善果、惡因惡

果」的道理，要知道，不易造作罪業的人，就是善良深信因果的人，因為
當下的造作會成 什 樣的果，皆明明白白在心中。再深入來說，深信因為 麼
果的人，自然能脫離果報諸業、遠離三惡道，修行者亦或善知識聞閱深

悟 ！啊

九十六年十月 三日丁亥年九月十三日廿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要持戒(二)
「持戒」這門課題，是修行中非常重要功夫，佛門以「戒」 師，而為

在家居士也必需持戒而修， 何修行一定要持戒 ？吾將分析 二。為 呢 為
第一人心容易隨著環境起變化，也會隨著無明(業力)而生各種心念，

又身處人世必會執著假相，導致心生貪嗔痴，心一有了這些染指，就容

易隨著執著、迷惑造作惡業，而戒就是止斷造作惡業最好方法，可言持

戒渡惡業。在明白修行 何需要持戒後，就更要明戒克守，如此才能在修為
行過程圓滿至善之德，遠離罪業束縛。

再來言說第二部 的解繹，以加 了解持戒要義。在每一個國家皆有份 強
制定法律規範，而人民都需守法，如有人觸犯法律自有法律制裁。 何要為
作如此說？來作 與修行綱繹解釋，此乃是同一道理，守法亦守戒，守法為
是將群體制定一個戒律，而修行乃是由個體制定戒律，如此說來應更能

理解修行持戒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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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心是分秒在變，如不持戒以制，則恐受這萬變之心影響，添增罪

業造作，修行者不得不謹 。慎

九十六年十月三十日丁亥年九月二十日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學習慈悲喜捨(三)
在對修行有初步行持，接著更重要就是要有慈悲喜捨的心，此點在一

般未接觸善法薰陶者，較難顯露作修，而對已接受善法薰陶者，自然顯

露法喜行持。

那 何修行需要學習慈悲喜捨 ？這點道理非常簡單明瞭，世間萬物為 呢
源出共境其實都本一體同源，因此不論有緣無緣、是相非相，都同繫一

體，人 一小宇宙而又相連大宇宙，然此之相對當然聯繫密不可分， 明為 既
白這點，就要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來觀看對待萬物萬相。論慈悲

乃將人性至善昇華，以個體付諸萬體，至善分享整個宇宙空間無有別差。

而是相非相，則將慈悲付出非止在相而已，非相慈悲，則是心念的付出，

身與心整個小宇宙都能盡達普及十方法界，通達大慈願行。

慈悲由德養性，自對萬物無有分別差異喜捨， 自然的流露 是性德很 它
可容天地宇宙直至永 ， 是超越每一時空，修行就是要將這個 出來，恆 它 找
不受非實之境給束縛。言說至此，再將慈悲喜捨縮小到人間，人間萬物

各隨因緣果報而孕化降生，這源地就是共同體無有差別異分，對這點修

行者亦是生存同一境域，都需要對這境域萬物付出，對萬物慈悲一視同

體，無有分別的喜捨付出，簡單的說見苦如身受無有差別，喜捨付出亦

如身受其苦而自救一樣。再淺繹的說己受之時，應有反觀之見，如此喜

捨自然無有牽障，述解作繹。

九十六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年九月 七日廿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多聞法參悟(四)
修行 何要多聞法？因 在俗世中，眼見耳聞易受諸境所牽擾影響，為 為

種種見解知見易隨境侵蝕心念，靈智容易 懂生差別異分，這易致修行落

入惑障，故修行就必需要多聞法。

聞法可由法義中得到 正的心靈解脫，何以如此說？這猶如小孩在求真
學時，老師 導正確規範，又如父母 導子女正確行 ，而萬法善巧方便教 教 為 ，

何不是也借由傳法 化，以使聞法者盡達覺悟、開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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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法是 懂發智慧重要一環，一旦智慧昇華，自能入參法義精髓，由參

悟得覺，而這一覺萬般皆豁然開悟了。參法是參 諸法，需明白「法」實研
無一法可得，因若過於執著，法則也是會阻 修行的精進。多聞法是要修礙
行者由無知到知，由參達至解脫，對一個修行者來說，是要有正知正確

觀念，正確修行是聞法開悟， 懂非是聞法而執法不悟。

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丁亥年十月四日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福慧圓滿(五)
福者德俱。一般人在福報認知上，較偏著重於外在、外相身受，如食

衣住行比別人享用的多，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連代步也要好的，

認 這種身所受用才算福報實 錯誤。世人往往都忽略了一件事，世間的為 為
一切 我所用，非我所有，如果沒能體悟到這一點，那必然會深陷因貪享為
這些身受，漸漸使心靈貪妄不止，而又因這個貪念慾妄不息，自然會 衍

生種種的煩惱。這猶如擁有財富 害 遇盜匪，又 擁有財富容易在外尋卻 怕 怕
花問柳，財富易使人心迷戀豪賭，諸種等等不是煩惱苦障 ？嗎
「福慧」是修行 重要的課題， 正福報俱足是由德生福，何以說？很 真

因 修行是由心生德、德延福，身行於外，必是善念行 由心發出那為 為 份真
實，自然反射回來，善之俱備 善 福無有災禍， 懂因修行無諍無執，有既 既
所開悟，當對一切身受享用，不起貪求，知足是福，這種無相不貪 靜清
才是福報。

再說修行要有智慧，因修行如無智慧無法判斷，對任何事情就無法分

辨是非對錯， 容易在不知不覺下造作業因，這就是因 智慧未提昇圓通很 為 。

知也，覺也，智慧是可由每日見聞中，參悟提昇深 入理，達至圓滿研
福慧，福慧俱足都必需要 正去行持栽種，去做修行，應有此認知 ！真 啊

九十六年十一月廿日丁亥年十月十一日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一)
現代人知識水平居高，然在基本的 人處世皆略有些許缺失，有待好為

好改善一番。修行對在家居士而言，首先第一個課題，就是「孝」字 先為 ，

一般人對長輩或雙親都難能 持孝道，何以言？看現今社會 輩與其親友恆 晚
年長者 少有聯絡互動，就連長輩是否身體安康、是否 在人間，根本就很 尚
不知道，總是經由別人口中方得知長輩近況與生死。昔日賢者 導敬長教
者視如親，但看現今此之 導，可說是漸漸沒人知道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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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孝道 何是在家居士不能不修的題課，正所謂「百善孝 先」，為 為
若只知言善，而孝心孝行難實踐 能說善 ？時下 多人難能體恤父母養怎 呢 很
育之恩，常使雙親憂煩，更有那不知珍惜身體、做出傷害自己的行 ，導為
致父母傷心欲 懂，帶給雙親痛苦，這些行 何能說善、說孝 ？還有那為 呢 為
圖利取財而行孝的人，一旦獲得所要利益，就將扶養父母的責任推來推

去，只想著如何能 下扶養責任，更有不孝子女讓雙親無依無 ，孤寂而卸 靠
終。

世間 人子女當需想到，總有一天也會 人父母， 若立場互換，一為 為 倘
朝子女也如似對待，心中的煎熬何其苦 ！自古孝行事蹟美德，經典傳記啊
皆有記載傳世。昔日聖賢以自身行 告誡 導後人，亦是有跡可尋。羊知為 教
乳、烏鴉反哺況乎人的智慧高居萬物之首，如要言修，實應拿出 人需跪 為
盡之本 ，甚希世人言修善行定要能先圓滿孝道的修行。份

九十六年十二月四日丁亥年十月 五日廿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二)
前述已有講到在家居士基本課程第一要修在於孝，現在再來說居士們

在家修行第二課程學修什 ？麼
從古至今不論從小接受 育亦或家裏，父母 育下一代皆常引用聖賢教 教

事蹟作 開導。而上敬下孝的觀念來 育下一代是非常重要。如敬重師長為 教 、

長輩等，自古以來是 人基本品德，但直至今時人心漸漸受環境影響與迷為
惑，塵世假境諸等因素導致人們難能克守美德了。因此在家居士需有深

刻的體認，看看現今社會還有幾個人 能知敬長輩、知敬師長 ？又有多尚 呢
少人是 心行孝道 ？看那與長輩疏遠、與師長衝突，甚至棄養雙親的不真 呢
孝行 ，這些種種問題，何不是現代人品德不良 ？為 嗎
講到這裡就要知道如何去修，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要有以身作則的觀

念。有道是言 不如身 ，要知道 導如不能以身作則，子女每天隨身在教 教 教
側有樣學樣，看的、聽的耳濡目染， 若所看所聽都 非是正確的作 ，倘 並 為
如此身難正行要如何 導子女學習正確觀念。教

是以在家居士自身責任非常重要，這個角色如難扮演得好，將會影響

自身，更會遺害下一代，還可能因 導不當牽累了整個社會， ！教 慎啊

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丁亥年十一月二日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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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居士在修行基本上要 懂得積福修善，何以故？因 現今新一代年為
輕人略難 懂得惜福，略多是過度的奢侈浪費，以致形成只知貪求，消耗

福報。

想想農業社會期間，資訊科技未發達， 了生活三餐溫飽，每天一大為
早就忙碌個沒完，辛勞下自然 懂得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 懂沒有過度貪

求妄想。而再看看現代社會，大家都 可在中康家庭生活過日子，但因家尚
中生育的少，就對小孩過度溺愛，致使小孩在沒有受到辛勞苦果環境下，

一遇事就難能處理，反而影響父母，更糟的是影響了整個社會。這好比

如那生長在土地上的花木，有經過風雨惡劣環境的肆虐，雖其外表折創

多損，但生命力 性十足，而栽種溫室花木外表雖好看 麗，但 懂難受卻韌 豔
得起在風雨惡劣環境下生存下去，二者相比，自能了解 何在家居士需要為
惜福、積福了。

惜福知足是積福起源，亦若更 懂得實踐於布施，不論身行或外在資助

能施財施，那福報 自然能延綿不斷。很
再來說「修善」這個題目，實是簡單道理，家中成員共居，而我身又

處於社會大環境當中， 自然自己行 止，都必然影響週遭，身所行、很 為舉
口所言、思維造作， 懂個不在子女亦或週遭人們眼前演出 ？就因如此，呢
我身我行一切言行 止，都與整個家庭社會關聯，故修善必要性是 楚舉 很清
了。凡一切至善利益他人，沒有造成他人痛苦煩惱疑惑皆 善，在家居士為
都是影響整個大環境善惡開端的 匙，當要勤克而努力作修。鑰

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丁亥年十一月九日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四)
修行基本從圓滿人道功夫學起，講到人道的基本，就有 多修行人不很

能圓融與實踐做到的。

若要說修行這門基本課程是修行的基礎，那何以說人道是修行的基本

課程？要知道人自出世，是在多種因緣聚會才會來到這個世間。凡萬物

各生有其因緣果報，如一花一草都也是聚合因緣而生， 人當然也不例外為 ，

就因 因緣果報的聚會來到這個世間，經由父精母血孕育，在天地萬物給為
予培養成長始賦生命延續。

人的靈性高居萬物之首，智珠通達，故在人生的過程中，自然有賦先

天之格(德)，德之性乃根本之性，賦予在這假身就自然有其原本作用，

人道廣義淺說，就是 人要知 人處世道理。看現今週遭每天所見所聞，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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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孝父母就是夫妻失和或是兄弟 牆，諸等人道基本道理都沒能安鬩
守住， 能將原本根性顯露？怎

修行就是要 回人性原點，生命歲月中如能在人道的基本習修圓滿，找
所顯露的德性自然通達天賦先天根性，這何不是已通達天道。修行法門

各殊廣益，但不論何等法門，在家居士深修就必需先習修圓滿人道。

九十六年十二月 五日丁亥年十一月十六日廿
元始天尊 降

著書：在家居士習修基本課程(五)
前述說在家居士所需要修的基本，今日再來探討基本處事原則。

以往「敦親睦 」這門基本功夫是非常克守的古有美德，但如今這門鄰
功夫已是無人能再堅守作修，實 之可惜。說到「修行」其實是由基本的為
人處事來做 開端，要知道友之交重情義，人與人交往，若不能用坦然為 為
誠、 義交往，則易失 友之義了。看現今多少交友者，只都在表面上真 真 為

作功夫，而 正的心態 是私下暗心謀略，這等何成友之義 ？真 卻 呢
其實凡 懂可靜思回想，以左 右舍、親朋好友的結識交往，是那 的鄰 麼

單純，付出 情 義，又左 右舍遇到好、壞事，都是情義相挺、相互真 真 鄰 幫
助， 懂沒有其 別思，但看現今的人心是隨著外境、外緣影響，心念、心它
態若不能克守，是 難不受諸貪妄迷惑。很

在家居士，有別於 修，何以故？因每日所接觸，都是與自身關聯又清
與親友 居較有機會聯繫交流，因此處事上需圓融，不能別心對待他人。鄰
要知道一個人的德行，能由最基本的言行 止看個 楚楚，而若 正習舉 清清 真
修到了功夫，自然在這門課程上得到 正的修行根基，德者不孤 ！聖賢真 啊
者由凡境修來，每一個人都是未來佛，如何去修，端看一心下功夫。

九十七年元月八日丁亥年十二月一日

彌勒尊佛 降

著書：尋 適合自己修行法門找
前述在家居士修行的基本入門修行，今日再來針對修行之人需要尋找

適合自身的法門。

首先要知道， 何需要尋求法門來作進階專一修行，這好比求學要師為
承 導一樣，因 「人」生活在這假相、假境，諸般誘惑太多，又心靈教 為 很
容易受到這些外境迷惑，導致心靈迷失，是以尋求適合自己資質習修的

法門，是必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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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求法修行第一要素，則是先在觀聞身行都能 懂入法，才來作取法

精進。好比現今修行各宗(釋道儒耶回等宗教)修行法門，皆有殊勝 義教 ，

這是給予現今世人善巧方便法門，欲修者可試著先接觸，多聞、多聽、

多參與其各項習修活動，漸次能在沐法後有所認知，心靈都能得到法被

安祥，這時就可擇取法門作 精進專一修行了。為
一般修行，不論是經典、文字妙法，都還是需要從 義殊法中得 開教 真

悟。 多修行者，在基礎未奠就分心，如似投石問路沒有堅定的心，常很
是失去道心主見，又常有初修習法者，遠山求仙，無法定心定性，一門

深入專一不退終還是難能成就，宜知諸事先要有心求法，這是修行者需

明白與警 。惕
今末法時期大道普降，殊法方便應運而生，世人修行可說依止非常容

易，就 自己無有堅心、無有 志。要明白處處皆有危機，身心若不能時怕 恆
刻把持，修行 易墮落， ！很 慎啊

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丁亥年十二月八日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依 規作修之師教
前大解述說尋 適合自己資質的法門，這回來述談入門求修。找
在對一個剛認識與接觸修行法門的人來講，首先是修行者可入 門教 研

悟習法，然各宗各 必有其戒規給予修行者作 言行心性上的依循。然不教 為
論任何戒規，皆是 使修行者安撫心靈，不致造作罪業或受誘惑迷失自我為 ，

導致沈淪。

各宗 義殊勝法雖有不一，但萬法歸一實出同源，修行者對 門戒律教 教
要先行克守，因人之身心隨境變化，如果沒有用戒規來制衡自然易受諸

境牽制，修行必定容易犯過。修行者要如何漸次達到修行進步，端看戒

規守得如何。

修行是將正邪對錯、是非取其正理作修。故修行者若已知尋法修行，

或已入門修行，對這門守戒守規是非常重要。因修行必受諸般考驗，凡

若顯諸逆境考驗或誘惑著修行者，就是由戒規的修持破解，是以守戒 師為
才能修法無 。礙

九十七年三月十一日戊子年二月四日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行需有明師 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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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行的過程中，是由凡俗不 懂、不解修義下漸次經由各種因緣了解

修義。這如同 兒剛學習走路一樣，或是小孩剛開始學習認知事物相同，嬰
而這初步，都是在似 懂非 懂，逐漸接受親人、老師、周遭人等開導，才

得以學會走路、學會了解。

故修行若是沒有一位明師的 導，勢必在修行道程，遭受諸般迷惑，教
致使修持難有精進，甚至退步。

說到明師指導，也可說是修行人道程成就 重要的事，如果沒能 到很 找
一位好的指引明師，則可能修行道程波折不斷，成就圓滿障 自多，那礙 為
何要明師 導？其實這個道理 簡單，就像人 功名求取，能 懂更上一層教 很 為
樓，定會尋 一個可以帶領我們考取心中理想目標的 導老師，如此說就找 教
應更能明白，修行求得明師是非常重要。

雖說明師指導重要性，但也要知道「師父引進門，修行 個人」這個靠
道理，如果明師 導，但個人又不願接納、不去徹悟，就算明師近在眼前教
亦也毫無 助。幫

九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戊子年二月十一日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行需茹素

講到修行要茹素，多者甚覺敏感，但這確實是修行者必需實踐的一大

要義。

何以說修行需要茹素？首先來探討天地賦予生命 諦。真
凡降生於人間萬物，所賦予的生命，皆有與人相對等的生存權利，而

這個生存權力非任何人能 懂剝奪，而人的靈性 萬靈之首，才能有能力發為
揮無窮盡靈智。人世間雖賦有其各自因緣福報，奈也因 人靈智高居萬物為
之首，導致心慾妄貪無止盡，貪圖口慾形成同生共境互相殘殺，這是已

違天賦，更是萬物居首之人無明的造作，性德仁德逐漸消減，將原賦根

性添下種業之機，實違背了先天靈性。

修行就是要返璞歸 ，將原本性德 回來，故茹素者才能仁心顯德。真 找
要知道修行不茹素，不只會落入造作罪業機會，更還會因食 肉遭其業葷
感，反害身心靈，尤其是先天原本靈性會遭侵蝕，終致 淪。沉

萬物 是因緣聚會，必都各隨業而來到這人世間，若食其肉，何不就既
相對的牽引其業侵身，如此說明道理簡單淺白，但要 正用心去領悟去真
深行才是智者。修行之人對萬物都需視同一體，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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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三月 五日戊子年二月十八日廿
彌勒尊佛 降

著書：修行要 懂得轉念求得心靈解脫

今特別再來述解，修行要在心念上作「淨化」這一門功夫。修行 何為
需要淨化心念 ？呢

道理在於，一般俗 懂生活，從居家到外界任何的接觸，都必定會在諸

等不同境景， 懂生不同觀感見解。這好比人與人交往，人際相處必定會

有不同想法、不同作風，導致心念 。居家生活諸等事情，又何不是有罣礙
如此之現象？就因心念不能融入其 不同思維，自我之意念執著終使心它
不得平靜，心一起伏，自然不淨(靜)，而又隨著執著 不除延生諸般罣礙
痛苦。修行非止於外在，端正身心求個解脫這才重要。

凡一切動念，心是主，明白痛苦處就不會在無明無知下過日子，世間

人總常誤認 ，身 帝王者衣食無缺無憂無苦是至尊至貴至富，而以 富為 為 為
貴榮華者無憂無苦才是最大福報，誤將窮苦認 是苦，其實是心不得 靜為 清
安寧者、放不下者，才是 正的苦 ！真 啊
如何從修行得到 正的解脫，一切基礎從「心」開始，逢諸逆境、逢真

諸惡口都要轉念成智。因 一般人，都最容易在心念上轉不過來，不從智為
求悟求解脫，必易落入境景諸苦折磨， 若能從一切事境，用智去判斷倘 ，

則必能先洞察知因而避免果報形成。意念一轉，心得開悟， 會有苦受怎
之業。是以修行，是在身外感受、心內感受求取不染不著，如此修行，

可說身無 、心無掛。礙

九十七年四月一日戊子年二月廿五日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需多持誦佛號、經咒
說到佛號，瞬間之念，就是想到「阿彌陀佛」，「觀音菩薩」。

一般在家居士，日常虔拜供敬，從地方神司福德正神或宮廟主神神司，

都各隨因緣，結下法緣、善緣。然在一般人祈求、求感應廣在於句句菩

薩、句句佛，佛號可說自幼就深根在人們心靈之中，就連小孩子都能朗

朗上口，此證實了 懂生皆俱佛性，故當與佛相應。而修行 何要持誦佛號為 、

經 ？乃因凡身業報歷劫輪 ，身已繫深宿業，而今輪 到這人間，必會咒 迴 迴
隨著因緣果報承受，或再造作因果業愆，導致生生世世流轉不息。

修行者在這形相無相空間，都有可能隨境造業，亦或是難定心性，想

要不受世間一切假相誘惑，此若心念無法排除外境諸相與內境諸紊念糾

纏，恐難得 靜解脫的，而要求得 靜淨土清 清 (捷徑)，方便法就是誦 佛號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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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聖佛開悟都由經文、 文當中了義 覺，相對修行者，如不能加倍在咒 証
經 上 參得悟，如何能了脫 ？咒 研 呢
現今修行法門頗 廣泛，各宗 門皆有殊法傳承來 習初修行入門者為 教 教

但無論如何，修行者要知道，凡 懂都已離不開句句佛號深奠在心了，況

乎是修行之人，此希切記念念不忘阿彌陀佛。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從經藏參悟了義作修之本

今夜再來述說，修行 何需要參 了義經文精髓。大乘佛法經藏延傳為 研
數千年，而佛法將所有精髓都明載經典當中，聖、佛所累積覺悟傳承之

於經義，故修行者亦更需從經藏中取義作 修行之本。為
講到諸佛菩薩，示現人間都有應時應運殊緣，而經典傳承世間也是順

應時運之法。修行人對經典讀誦，常有忽略參 開悟其義，此對修行必然研
少了一大助力，這是修行者要去了解的事。 何說經義 作修之本？簡單為 為
的說法，就是要世人從 修經典中得到破除迷障，從各承傳經藏了義 覺研 証 ，

又在了義中得到 解脫。 例參 父母恩重難報經，參悟了義後要深行真 舉 研 為
何？又參 金剛經了義經文，當下覺悟到要破除什 ？研 麼
凡諸等等經藏都有最殊勝上乘妙法，唯待修行者用心去參、去悟，因

降生人間終究必空，緣生緣滅都在一瞬間，如不能借這假身參透一切，為
那假身終滅之日來臨時又何不是 戀人間再次輪 ？世人要醒而悟 ！沉 迴呢 啊

九十七年四月 五日戊子年三月二十日廿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需有善智明辨的心

今日講解修行需有善智明辨之心，言修行則需要具備，何故？

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其實每一個人都具備無窮無盡的智慧，但往往

在一時間難把智慧發揮，導致心靈沈陷諸種苦境當中。好比大家都知道，

慾妄心若過大，必貪念不斷，而這心必定延生煩惱不止， 金錢煩惱不斷為 、

情愛煩惱不斷、 權利煩惱不斷、 行為 為 為 (車)、 住為 (房子)、 坐為 (家
居)、 臥為 (家中居睡用品)，諸等等都 浸在慾妄的糾纏，使心靈難脫苦沉
障放之不下、 懂之不了，以上等等問題人人難道不知道、不明白，沒智

慧可以去分辨 ？問題出於何處？在於執著太深，將一切非實非永久的東嗎
西，都誤認是自我永久的東西，求的是什 ？何不就是求個享受 己麼呢 佔為
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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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就是要能明辨這些錯誤的執著，進而用智慧去從中修正，如知慾

妄過大會導致煩惱不斷，就要時用 心寡慾的心來破解。再簡單一點解繹清
就是善用智慧去分辨，世間的任何東西什 是麼 你(懂 )的，實無一物，全

然只是暫借所用 ！啊
而又食好、食壞，東西一入 有何分別？美食佳 能飽足、粗食淡飯肚 餚

又何嘗不能飽足？住好的、穿好的、睡好的又何嘗不是人在世間時暫用

的 ？只要明智去體悟，一旦這身消逝，住的、用的、食的，有什 能帶呢 麼
得走 ？要明凡心是 容易迷戀人世間一切假相，又因一切假相使心不安呢 很 ，

貪求爭奪致使原本靈智迷惑，而修行乃是要破除凡心的種種迷障，斷除

諸等煩惱，使心靈安住原有光陀，這就是求修的意義。修行能破除一切

苦障，故聞法者要用心去領悟、體會，方不淪落苦障深淵。

九十七年四月 九日戊子年三月 四日廿 廿
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需求修究竟解脫法門

再闡述修行之人，在修持任何法門，除需一門深入外，更要取修究竟

解脫法門。

講解到這裡， 何說修行需要求修究竟解脫這門法門？這個道理簡單為
末法各宗各 都有殊勝法門來 習求修者，而修行者如何突破自我開慧明教 教
悟諸等法門都有其妙義，但也因佛魔同道，故法門也有那偏離正法，與

使人執迷 懂生妄想貪求，導致修行之人，道程終不得解脫的。

例如時下諸法善巧方便，原本旨意是借由方便諸法，作 善巧引渡。為
此好比是藥引一樣，因 懂生皆深受宿業之束 懂，自較易對修行一時難以

契入，但 懂生皆具佛性，因而諸善巧方便，就是要作牽引把原本的佛性

懂發。而這一切善巧方便法，只是前導作用，實 要談修，就必需從心著真
手，對修要有明確，第一如何擺脫執相著念，這門修持就 懂修行之人費

心領悟了。

再來就是對凡諸一切相、一切法都要認知，法皆是無一可得，如果修

行之人，不能對此認知徹悟，那在求法修行必是會由執成貪妄，心靈終

究還是不能解脫的。

修行要如何取法解脫一切障，就是對境相了徹，對心作用明明白白，

隨時都要攝心返照自能解脫，而究竟法是無相無滅無空亦無我，能出離

則了義，聞閱者參。

九十七年五月九日戊子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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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至菩薩  降

著書：修行需要由根本心根本性作修

修行是要在內外都能通達開悟，凡諸一切境相， 使一小動作皆有可即
使得悟處，若能專心去悟，何有用心而不得悟之理？

修行深忌心外求法，這是不對的，如果修行不從根本心去作修，不從

根本性作修，自然會離不了識、塵、滅、集，要知道「識」是有著分別，

這是一種作用，「識」若不用根本心、根本性去淨化，作用一起必難脫

離。

修行之人常受自心、自性所牽動，而這自心自性實非根本心、根本性，

因 參了「識」執，往往有分別無一平等。故大智修行者，在道程求法必為
是明心見性，知這「心」是什 ？知這「性」是什 ？非是一般心非是人麼 麼
言之心。修行人從始至終都需要不斷著手一個根本心、根本性作修，如

此才能漸次了義解脫。

九十七年六月六日戊子年五月三日

元始天尊  降

總綱語錄(一)
著作修行一書大綱淺繹，在佛菩薩大釋解說已盡，將修行初入基本明

白闡述，書著不分老幼或學歷高低，都能參閱 懂發而得法益。

言說修行這門功夫，覺者、悟者無分別心、無高低心，但往往都是在

初習修者 容易在難分辨正知見。非正知見下，導致修行常受制在言語很
文字上，這是有心習修者需要謹 的問題。修行不是在言語或文字上去慎
爭、去迷、去執著，要知修道非是大談論道， 修唯是一心用功夫，這真
才是能達究竟。

人身難得亦珍貴，當是要對社會國家與全人類有所貢獻，修行就是要

人者知立命，正行不偏，心正不邪，將原有光陀純淨根本性顯露。身行為 、

心念皆會影響慧命，故若難依正心作行，這將延生輪 不斷，而要出脫凡迴
俗入聖，若不自心作責作修，何達聖境 ？蓋世 懂不論男女老少，只要能呢
在觀閱修行一書用心體會，用心作修法益將佈滿，豁然開朗，修行不難

端在有心、無心去一探究竟，難脫業海苦淵。

九十七年六月 四日戊子年五月 一日廿 廿
彌勒尊佛  降

總綱語錄(二)
闡著修行一書，綜合俗世人性，以最淺白 理來解述修義。真

21



說修行實不離觀心修心，而身行如果離開了這基本作修，那恐隨這塵

業束縛永難解脫。

何故需有觀心修心作修？凡 懂可自我回想，這心何不在一切境景之中，

如浪波濤、如湖起漣 ，亦若非外力，境景 能起漣 ？因此心念是每分漪 怎 漪
每秒在轉動，是會隨著萬相(象)延生，迷惑(戀)諸非實， 落貪嗔痴三沉
毒，而這三毒是毒藥，必定會拉著心念偏離原本純淨心性落入 懂染，時

作觀心就是要從一個「覺」字了義。

所謂觀自本性，自有其道理，人性本如乃無生無滅，但凡身降生自然

隨心使性生滅淪落塵世，明白這道理，修心就不能馬虎、不能不謹 ，如慎
出離這兩個步驟，那就本末倒置了，其實修行廣義深遠，如不深切參悟，

也難達究竟。話雖如此說， 不能不去理解 何要修行。卻 為
再簡單的解繹基本根本，不作實修要如何出離凡俗境界。書著至今，

皆詮繹著 人處世基本修行，再多加述心性修行，雖然不是深奧難解，但為
功夫要修起來，可就端看是否能明義去修了，語錄言勉。

九十七年七月一日戊子年五月 八日廿
大勢至菩薩  降

總綱語錄(三)
修行書著將對修行的認知 念，統一作規律性、整體性淺繹闡述，其概

中包含著 人處事應克守的基本，再漸次的解繹出人心、人性的毛病，而為
淺述方便閱讀者容易明了無 ，今將書著作一語錄，解繹修行最後基礎礙
功夫。

這功夫之修，就是修持十善業與六度，所謂六度有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般若。一：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是謂度 貪。二：慳
持戒有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是謂度 犯。三：忍辱有生忍、毀
法忍、無生法忍是謂度瞋 。四：精進有斷精進、修精進、求化精進是恚
謂度懈怠。五：禪定有身定、口定、意定是謂度散亂。六：般若有生空

智、法空智、一切智智是謂度愚癡。此六度修行乃修行達至究竟涅 槃，

故修行不可缺失功夫。

凡 懂本都具備大智慧，但沈淪在這五濁惡世當中甚久，故將原本光陀

智光蒙蔽，又根本心、根本性也隨這塵境 懂染迷惑，導致難予回歸本如。

蓋修行書著乃應因緣，降著延傳來作普化， 懂發世人智光萌生，不受塵

世假境、假象迷惑，以早修行了脫塵世苦海。

再言道修行是要修行者用根本心、根本性去脫離煩惱，達到 淨之境清
界， 何世人煩惱不斷 ？因凡身接觸假相一切非是永久境、相、物，一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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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執假 ，久受 懂染下心性皆漸難保純 。是以入門修行從基本修行為真 真
進而認 作修，應隨著最基本漸次體會領悟，然後深行十善業與六度的真
修行，如此才能 正達至究竟解脫。若依語錄作修，法益佈滿自在無 ，真 礙
更能尋根歸元。語錄淺述至此， 寄世人多返觀自照本心、本性，莫 再尚
戀塵境苦海。沉

九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戊子年七月十九日

本堂主席 關登台

聖示：特為修行綱繹大解一書作結語

修行一書直指人心與行 不得偏離正心、正行， 人就應有 人處為 既為 為
世應行應守本 ，而人賦靈智遠超各種生靈，居萬靈之首，因此帶領 懂生份
靈回歸原賦應責無旁貸。

再說世人說「修」就需從基礎根本做起，在家融通上敬下孝、夫妻子

女和睦、兄弟姐妹 懂 互敬、朋友禮義，這等基本課程，如能把持已不容娌
易。現今末法時期亂象根源頻生，種種都與人心異變-貪嗔痴三毒侵蝕嚴

重，才導致人心迷失，行 止都偏離正道、正行，急需世人明悟寶書降為舉
著引導重要，故應時應運降著-修行綱繹大解一書，主要是借由闡示 章真
漸次引善 懂迪，給予世人明白 何要修？又 何要從基本處世與著重根本為 為
心性上作修？書著淺繹能解，但總希世人能明瞭，修行若不從最基礎根

本上著手，實難得終至的究竟。

世間都是我執深重，言修論道首先要去除我執，不除這些障 則入門礙
求修難能開悟。吾將修行結語作述 勉，盼世人能閱聞得益。為

九十七年九月九日戊子年八月十日

南無阿彌陀佛 降

聖示：為修行綱繹大解一書作跋文

「修行」顧名思義修正不正確的心念，言行 止，經由初步的修行，舉
再從中領悟 理。真
說修行這門功夫可謂簡單，亦又可謂不簡單，何以故？基本上的 人為

處事，就 難看到修得融通圓滿者，修行在家居士著手之處，就必需克守很
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忠孝節義不離基礎修行，如能堅守 持不退轉，基恆
本上可入聖賢之境。再說世人迷戀紅塵，將假境認以 ，內心天賦根本為真
心、根本性日漸遭受假境萬相(象)所惑，導致心靈、心性逐漸迷失、迷

惑。而起心動念自會輾轉在貪嗔痴三毒當中，心靈遭三毒侵蝕，日積月

累下心性必隨境迷失，進而時生無明造作罪愆因果。修行一書應運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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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乃借書著殊緣作一綱繹解說，淺白的將修行基本再延傳精進開悟一

途，給予世人 閱參悟，達至明心見性不落苦惱業海深淵。研
人本俱足良智、良根、良性， 因染著塵障深重，才致本具根性光陀卻

不再，此是諸天仙佛不忍，今寶書降著懿 賢義堂殊勝道場自有其道理敕 。

爾聖堂正法闡 非是一般能及，寶書降著乃經由三曹共議鑑定，始頒旨教
著作延傳世間，而著作寶書聖堂俱足殊緣是萬中取一，珍而可貴。寶書

著作完成福音傳世，世人之福，今特降跋文作結。

南無阿彌陀佛跋文 原懿 賢義堂豐 敕
天運戊子年八月初十日

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戊子年九月二日

金闕御史太白星君  降 

聖示：今綬命特降爾堂頒宣助印寶書【修行-綱繹大解】功 玉律，堂上敘
主席神人綬旨，玉律頒宣，神人俯伏。

欽奉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昭曰：

朕居凌 統領大千，無時不以蒼生 念， 爾南瞻部洲台疆 原懿霄 為 茲 豐 敕
賢義堂，綬命著作「修行-綱繹大解」一書，作 普化 懂迪，給予世人知為
修開悟方便。

寶書淺述意深，是一部能明 懂書意，入理求得通達人倫綱常、四維八

德，了悟心性珍貴寶書。書著完功關卿奏呈， 期世人助印寶書，延傳廣為
渡世人方便造功，特請奏頒降助印載功 錄玉律。關卿慈願，朕心大悅敘 ，

特降頒玉律昭告。

凡助印修行一書達一百本，延法渡世，功載 錄天榜貳佰大功，福茲 敘
增延添百分之十，釋化重業達至重業輕報，解 釋結二案，災劫病星除冤 卻
二關，元靈樹元辰安固，福蔭際運一年，福壽晉添。

凡助印修行一書達至五百本，延法渡世，特載功 錄伍佰大功，福茲 敘
增延添百分之三十，釋化重大惡疾定業果報達至重業輕報，解 釋結五冤
案，除 災星劫禍三關，福星拱照，福壽晉添，上被下蔭親人子孫二載卻 。

凡助印修行一書達千本以上，特載功 錄八百大功，天榜核記天福茲 敘
功果 限五十年，重惡疾災劫關，釋化吉星拱照，災除病釋，福壽晉添，為
重業輕報，解 釋結十案，福增被蔭自身與上親下子三載元靈樹元辰安冤
固。

凡助印修行一書隨喜虔誠者，准 功五十功撥轉福增吉祥，除 災茲 敘 卻
禍相應，吉星拱照如意。

律昭頒宣，三曹共鑑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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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哉勿忽，叩首謝恩

頒宣予 原懿 賢義堂豐 敕
天運戊子年九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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