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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輯部 

本書乃是收集混元禪師在禪機山建設過程中，觸緣流露之開

示錄或是禪師個人生命歷程中的體驗，以及散落在花木石景

間的法語，點點滴滴集成一冊。這些，我只能說是滄海一粟，

因為較之禪師平日苦口婆心的諄諄勸示，這本書所收錄的內

容的確是太少了，不過，您若有心，靜心領悟一句，則將讓

您一生受用！ 

    古人說：「傷人以言，利於刀劍；贈人以言，勝於珠玉！」 

如今收集禪點滴法語，贈君惠存，普願天下一切有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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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普獲法喜，受用不盡！ 

    阿彌陀佛！ 

 

          前言 

有心修行看有益，無心修行看亦有益，冷靜思索吧！ 

歲次七十九年四月七日起。 

阿彌陀佛！ 

 

     安心的生活 

☉情網比天羅地網更密集，容易使人失去自己理智而陷入苦

惱！ 

☉師生的緣份猶如累生之父母緣，故應尊師重道。 

☉人生有十之八九不如人意者，此乃神佛之慈悲。 

☉世上萬物名利不一定都是你獨自佔有的。 

☉世事無常，何況人的身體更難屬於永久無病。 

☉人在世上的日子中，往往覺得無事欲又有事，有事又變成

無事，其癥結都在人的「福」與「德」中得報償。 

☉多情的人常常失去客觀的立場與見解，而無情的人更甚於

此。阿彌陀是人的本來自己真面目，名雖為一，但形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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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全在於人的心境而有差別。 

☉至高無上之妙法乃在於無形無相之心法。 

☉任何一個法門修行要達到成就，必須以「心安」為基礎。

如果捨離心安則是外道。 

☉心安的法則是努力做到無悔無恨之地步。 

☉人生活在世間上，絕對不可自私，自私使一個人生活得很

痛苦。 

☉人的一生絕對離不開互相幫助、與包容，否則人即是自私

魔王。 

☉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及食物等那一樣不是別人供給，那你怎

麼可以自私呢？ 

☉處處怕別人佔你的便宜，那你什麼時候沒有佔他人便宜

呢？ 

☉你子女的教育費及教師的慈悲心，那一樣不是在讓你受惠

呢？ 

☉當你見到佛的莊嚴法相時，此時你的心所感受的那種無法

言語的「喜悅心」就是極樂世界之境界，這是永遠屬於你

而且沒有任何人能搶奪的。 

☉你要莊嚴佛淨土必須依照阿彌陀佛的大願去修行各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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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來莊嚴，否則亦只不過是空思幻想，空中樓閣、海市蜃

樓罷了。 

☉修行者應以「心」來莊嚴佛淨土，不應以腦部思維去莊嚴

佛淨土，思維莊嚴佛淨土即是外求也。 

☉佛淨土是用心自性莊嚴，莊嚴佛淨土者乃是自性佛心。 

☉西方極樂世界淨土事實上是在自性心中，並不必去遠求。 

☉世間無量數之名與利或所有天下的財寶即使是你的，但你

的心實際上是無法心安自在，因為你又怕失去。 

☉大宇宙中都有其不滅的法則，善惡亦有不滅之法則。惡因

必有其惡果，讓其惡因順其自然結惡果，這才是慈悲的大

法則。 

☉事臨頭時由真己之心去解決，才不會犯錯，否則只是一己

之利，即使把事情解決了，也只是表面而已。 

☉有子無子命中注定，有子無教不如無子；無子有教實如至

寶，子於何處？自性佛子即是，人人皆有，可惜眾人不知。 

☉行善十分得善報二十分，行惡十分得惡報一百分。信與不

信，可問真心。 

☉一切有情與無情之人事物既然出現在你的眼前，則其必與

你有緣份，你應該去包容與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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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包容他人的心，他人必能以同樣的心包容你，這是「皈

依僧」的妙法呀！ 

☉你認為他人在煩你，事實上你已經在自煩了，而且更厲害

的是：你已陷入我慢、自卑、消極之中。 

☉父母親才是你家的活佛，家中活佛不敬，那麼你要去哪裡

拜佛？這豈不捨本求末呢？ 

☉你有今天人的身體，這是父母親所賜給的，你不知恩、感

恩、報恩，反而忤逆他們，這種人比豬狗還可憐、枉費來

世上這一趟人生。 

☉狗聽聞佛法都會眼淚鼻涕俱流滿地，而有的人卻聽了佛法

反而認為枯燥無味，唉！可憐的人呀！該反省懺悔，否則

比狗還不如呢！可憐啊！ 

☉平衡點即是「道」，促使其平衡之本能即是「佛」。 

☉口念阿彌陀佛，手提大串念珠，口說阿彌陀佛，終日不斷。

但你的心念時時表現不滿，批評他人是非長短等，這種人

是世界最可憐的。 

☉修行之法實無他法，只是從日常生活之中去體驗如何心安

而已。 

☉沒有人即沒有佛，佛法是因人而有，經典是因人而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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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人而生存。 

☉心境達到寧謚之時即是極樂境界，心境遭到外界侵蝕時就

是地獄界。 

☉你時時對身邊的人看不順眼，則你只是看別人的一面，而

忘了看自己的缺點，你的心是自私的，這是阿修羅界的心

態。 

☉你時時都認為別人對你不好，你可能就是缺點多多，怕人

看不起你而產生的防衛心態。 

☉你認為周圍的人，處處不如你時，則你已陷入自傲、我慢、

貢高、自以為是的不平衡心態，你必將會孤獨得可憐。 

☉你認為周圍所有的人都不對時，則你的心量思想實在太狹

小，你必陷入人間地獄界中。 

☉人若正直誠懇，則在世上絕不會有人能害你，除非你有害

人之心與行為，否則任何符咒對你是無可奈何的。 

☉你對周圍的人談話時，最好不要先站在自己的自私立場，

否則你很快會沒有人親近你，因為你的自私行為，讓人產

生敬鬼神而遠之。 

☉你對任何人的行為與言論下評論太多的話，你的行為缺點

必比他人更多，而且更缺乏修行與包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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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你有理之前，請再冷靜用心反省檢討一下，也許你

的見解已有偏見，否則你日後必定要懺悔與苦惱的。 

☉五百羅漢之名，是因眾生各有五百種以上之私心雜念，而

使人無法超越自在的心境。 

☉眾生都具有偉大的佛性，來世上走一趟人生也是依世上萬

物調和之功能，隨自己大願而降生，所以沒有說誰大誰

小，誰屬於那裡的人，如有此種妖言惑眾的言論時，則其

人必是未開悟者。 

☉人與人之間是存在於世間人類調和之所需互助合作而生

存，並非互相批評、毀謗、自私之心而存在的。 

☉善惡各有其因果之循環，任何人也無法逃避惡因之惡果。 

☉而善因善果亦隨於身邊終不離身，時時使你無憂自在。 

☉時時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而後檢討自己當時的心想與動

機，則你的偏見必能即時消除於虛空之中。 

☉路是要用你的雙腳去走，自己不走，任何人也幫不了你的

忙呀！ 

☉活生生的眾生皆是阿彌陀佛的佛化身，所以恭敬一切眾

生，即是時時敬佛也。 

☉觀音是慈悲之心，勢至是喜捨之心量，兩者合一的表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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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彌陀本性的顯現。 

☉此生的一切遭遇都是前生的因、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來

世的果是種在現在及以後的心念與行為上，多種下善因的

種子吧！ 

☉夫妻的因緣是一曲美好的樂譜，無論你們所發出的樂音是

好是壞，這都是你們共同譜成的心聲，只要你們的心弦各

自調適妥當，必能發出一曲美麗的人生樂曲。 

☉你的日常生活行為，是苦是樂或是哀愁，這都是你的「心

量表現」而已，也是「自私」與「包容」的表現成果，請

努力去表現喜樂的心念吧！ 

☉人的「智慧」與「知識」是兩回事，「智慧」是本性佛性

啟發後的產物。「知識」是此生由外吸收的他人見解，來

做為你的一部份見解罷了。 

☉人來世上是為了知恩、感恩、報恩而來，一切的「恩」都

是「人類互相調和、關愛所發生的延續」，這不是自私自

利的小恩。 

☉你今種下的一點點惡因，必是日後無限多的苦果，而且不

斷的蔓延八方。 

☉修行者首要條件：能包容一切有情眾生，無情之物更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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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而去使用，使其發揮效力，則間接在包容有情，更不可

有分別之心。 

☉修行者的心量，應該有太陽光的慈悲普照大地，不管眾生

如何回報，只要你的心時時普照給他們光明，你才不會執

著于自私小我的苦惱境地。 

☉建廟有如修行，材料質量力求恰到好處與用途，才不會浪

費時間與生命。 

☉人各有志，人各有不同的見解，亦有其生存的法則，故，

當你為大徹大悟以前，千萬不可隨便以自己的看法去批評

他人的是與非。 

☉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包容無限大虛空的彌陀慈悲本性，故世

上的一切有情眾生亦都是心中的一小分子。 

☉人若無志向，每日無所是事，則一生等於在白費時間。 

☉人生雖苦，但這是自己心甘情願的前世願力，沒有苦的人

生那裡有美好的來生。 

☉不能尊敬身邊周圍的親友，其人之心是自私、頑固、貪婪、

好高、自以為是的可憐人，其人死後必墮入無間地獄之中。 

☉口誦各種經典，而行為與心念不去實踐修行，這是不會開

悟的，這是在欺騙他人而在隱瞞自己的缺點，這種人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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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可憐的人呀！ 

☉誦經的人，平時出口開口都是在批評他人的長短是非，這

種人的罪惡比一個殺人魔王更恐怖可怕。 

☉人與人之間本應無怨恨、排斥等各種不調和的行為，因為

你的不調和行為才會產生對他人的不調和見解。 

☉學習念經誦經的人、心境必須時時保持慈悲及不可有怨恨

等不良思想與行為、否則你所誦的經義必隨你的不調和，

心急而引導靈界的人，產生與你同樣的心行，實在危險。 

☉勉強的跟人去信仰某一種教別，這是無益於己；必待因緣

和合，由內心發露出來的微妙的一剎那而去尋求心安之處

所，才是有益的。 

☉如果你已踏入不合心意的教門時，請即時退出，神是不會

處罰你的，如果神會處罰你，這是你已進入魔界處所了。 

☉佛教之宗門是以「心」為宗，「心法」為門，即是三皈依

之皈依佛、皈依法。 

☉未來世上之前急著要來，下來之後發覺不對又急於要回

去，那麼怎樣才是正確，才能心安？ 

☉如有傳教或修行者，說神佛會處罰你，這是不正確的教

義，因為神佛是慈悲的，不會束縛人心的自由。而魔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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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束縛與處罰的行為。 

☉神佛心是沒有怨恨妒嫉，恐嚇人的行為，只有魔界的人才

會有此種行為。 

☉縱使有人說他能賜給你什麼樣的修行果位，這種人是沒有

開悟的，果位是人的執著名相，真正的果位是由般若智慧

開悟後領悟的境地，並非可以色聲明相表白的。 

☉修行者一天到晚四處求道、求開悟，而忘了「本性之佛心

即是明師」，這種人是很可憐的！這種人道道地地的外

道，不可理喻。 

☉若有人手持佛念珠，身穿各式服裝，來到你的面前顯耀他

的才能與神通，這種人是外道的宗教狂，是不可理采的，

也是不可得罪的人。 

☉對任何人不要誇耀自己的才能，有這種行為的人即是凡

夫。 

☉不要和他人辯論各種理論，這樣會使他人的不滿沒完沒

了，這是修行人最大的障礙與禁忌。 

☉心口合一本是自然之表現，如果口造惡業而自辯是「無心

之過」，這種人實在是不可救。 

☉口之聲音表達，實是心之思想表現，故心口本是相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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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口業之罪實是有源頭的呀。 

☉一個人開口閉口都在發洩自己的不愉快，把自己的痛苦建

立在他人身上，這種人是比惡魔更殘酷。 

☉口是表達一個人的真正慈悲心，而不是用來責罵他人的是

與非，這種人實在是可憐，因為此人不會惜福呀！ 

☉口是傳達天人慈悲心的工具，也是傳達佛心的具體表現，

就因為如此，才更需要好好珍惜你的口德。 

☉眼睛閃爍不定或不斷的喝茶之人，其心中必是不安的，其

人自私心特別強而且是無情之人。 

☉不能善待公婆的人，其心必是自私行為的表現，此人日後

必得子女因果循環之對待，此人是人世間罪可憐的人。 

☉不能善待岳父母的人，其人心中是自私無比，是忘恩負義

的可憐人。 

☉極善之人必有其心靈之開悟法則，其心靈之開悟法則，無

異是諸佛乘願而來。 

☉偽善之人，必有其心靈之不調和與自卑所起，因而造成自

私之行為，此人必要有每天度日如年之苦惱果報。 

☉個性倔強之人，其心中只有自己之存在，而忽略了他人的

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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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苦，而是美好！苦的是人自己造成的不調和見解

思想而產生的私心產物；認為美好的是慶幸有此機會再到

世上體驗苦樂而提昇心靈境域，故苦樂實是由凡人自己去

領悟！ 

☉你的心時時保持平衡點，即是無善無惡之平衡點，那麼佛

性即於此也，故開悟見性法則、別人是沒有辦法給你與封

賜的。 

☉經典是諸佛的成道路徑，世間的人誦經是要學佛的德儀而

成就如佛的境地，這是要誦行合一，才有效果。 

☉真正的經典是教人們當下解脫，並不是教人產生無量劫的

牽連輪迴。 

☉「業障」只是一種消極人的名詞與藉口，事實上人是依賴

為所有人類在世間上分工合作，而「業障」是分工合作失

調而產生各種不如人意之現象。 

☉珠寶會使人的生命暗淡無光，甚至會使人因而喪命。 

☉珠寶的實質是土石而變，但金剛至寶則是真心所煉，金剛

寶石的生命是無量數。 

☉珠寶會用的人可救人，不會用的人只增加心靈不安罷了。 

☉珠寶的成份凡人鑑定百分之百純金，修行者看來只是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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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粒而已。 

☉珠寶的層次計分九十九級，但本性金剛寶石則無等級之

分。 

☉珠寶在開悟的人心中，這些都是自性中之原有產物，本原

都是你原有了，現在你又何必太過於貪求呢？ 

☉珠寶內所含的大部分是魔光，易使修行者心散亂。 

☉珠寶雖是地中千萬年寶藏，但敵不過修行者心中億萬年的

金剛石。 

☉珠寶在凡人是尊貴至寶，但在修行者只不過是石土而已。 

☉珠寶閃爍光耀雖寶貴，但其光會使人的本性沉醉其中，而

忘了人心有一顆金剛石之光，比珠寶更光亮。 

☉珠寶之氣易使人神魂顛倒，而蒙蔽佛光。 

☉珠寶雖珍貴，但當你要離開世間之一剎那時，除非你能捨

棄，否則你的心又會被珠寶魔光障礙你的通天之路。 

      接靈、進香、啟靈 

☉真靈是指本心佛性，是每個人本身俱有的，不必外求身外

的靈。 

☉靈是人的意識靈魂，真靈就是佛性，靈依淨化程度而有差

別，通常靈指守護靈及指導靈，是和我們宿昔有緣的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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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天神或祖先、護法神。 

☉靈是本身俱有的不必外求，外求者心靈不安即是外道邪

道。 

☉一天到晚東奔西跑接靈，其實每個人心廟中即包含三千大

千世界中之諸靈，那麼何來接靈呢？慎之！ 

☉接靈的人，心中腦海中只是時時向外貪求，這是很難開悟

的，因已犯了三毒—貪、瞋、癡之無知行為，本宗門弟子

不可犯此錯誤。 

☉「進香」是對主神宮殿進貢香花果禮之禮貌，與「割香」

是兩回事。 

☉「進香」是古時小國對大國的進貢品之最高禮儀。 

☉「接靈」事實上只是結善緣與訪道而已。 

☉「接靈」是乩童式修行的一種，這是外求的修行法。 

☉「接靈」亦是進香、參香的一種儀式，所以不可將「接靈」

看作每個人的本性。 

☉「割香」是接靈儀式的一部份，是天兵將的請調方式，所

以不可和「接靈」完全混唯一談。 

☉未開悟以前千萬不可亂接靈，這樣會由於外求而偏離正道

走入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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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一昧參加進香而未悟「進香」之真實意思，是與遊覽完

全沒有兩樣，如此是無法開悟的。 

☉凡人進香趕熱鬧、而修行者的作法是將所修行之功德呈向

神佛、頂禮、求教，並且迴向功德到宇宙法界。 

花 

☉花—華滿山香、心香頂禮獻佛堂，至心香花供華堂，滿地

華艷生歡喜。 

☉萬事觀念皆如花，花衣朵朵皆美妙。 

☉眾生心華如華嚴、莊嚴自在如來園，道場講究宜華嚴、莊

嚴自在滿池華。 

☉一草一木皆有花，華麗枝葉中間開，吾視賤花亦如美牡丹。 

☉花開花謝本天下事，生老病死亦本平常事，欲識得生死大

關且看朵朵花。 

☉花開盛況易顛倒，花謝落地歸根更自在，開謝凋零本無

事，悟道滿山皆為師。 

☉花朵大小無緊要，花枝盛衰才要緊，無壯枝葉如何開好

花，枝葉乃是結果之依靠，好好栽培吧！ 

    極樂世界 

☉西方極樂世界乃是自性清淨之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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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之同音近音即是「希望」之意，故西方極樂世界即是—

「希望極樂」的世界。 

☉要希望到達極樂世界必須經十萬八千里，而十萬八千者，

乃是去除十惡八邪，而行十善八戒必可到達。 

☉西方在地球上只有東西之分，而虛空中地球即無東西。 

☉地球只是虛空中的一小粒子而已，而其他星球亦只是一小

粒子，人亦只一小粒子。但人有靈性，有思想，而宇宙星

球無靈性、無思想，故人的心不應該執著於地球小小的南

北東西之分呀！ 

☉地球只是太陽系中的一小星球而已，而宇宙中卻有無數個

三千次方的太陽系。 

☉極樂世界即是達到極致而寧靜的心安境界。 

☉極樂世界的成就必須要有四十八大願之功德才能成就莊

嚴。 

☉口在念阿彌陀佛，而心在想天下的寶物名利能得否？這種

行為是最可憐的。 

☉人的口和心是一體而且同一系統的結構，常有些人，口出

惡言傷害他人，最後說他「是無心的」，那種人的心時時

早有惡念，那種人不可與他共處，因其人是很難救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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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如一心想往西方，則其人是未開悟者，而是執相很

深的人。 

☉修行的人口說往生西方，而心行惡業與惡念，是不可往生

的。 

☉西方—希望—必須靠日常生活中行善積德的清淨心境

也，並非地球的西方。 

☉西方世界與西方極樂世界是兩回事，西方是執相界，極樂

是超然的見解境界。 

☉西方極樂世界教主是本性之超然知見心境，而十方世界則

是人之片面見解，娑婆世界則是假我意識世界，故突破假

我意識界即開悟，開悟即是佛陀也。 

☉極樂世界之七寶池八功德水實是人之智慧泉源。 

☉四八大願乃是十方諸佛成就大圓滿的不二法門，真正的妙

法乃是遵照四八大願之內涵，而行於一生之中，真至無罣

無礙時，必得莊嚴佛淨土！如何修行呢？一切法門都被四

十八大願力所含蓋，故四十八大願力就是修行者的真正課

題。 

☉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是捷徑。但人有自性彌陀剎

土，何不於此生中依照四十八大願去修持，而莊嚴自性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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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世界淨土，這才是根本解脫之法！ 

☉修行弟子必須每日恭誦四十八大願，以時時提醒自性之願

力，否則沒有四八大願力，要得到正果實是比登天還難。 

☉彌陀正法即是四八願力，故皈依佛就是遵照彌陀四八大願

力去修行，去做吧！ 

☉每一個人的本性是彌陀性，自性中剎土是由四八大願所莊

嚴，故修行者必須有四八大願力，才能了願而証無上正等

正覺。 

☉真正的修行法則無他，必須先立下四八大願力，因四八大

願是彌陀性所本來存有的彼岸大智慧。 

☉本宗門修行法即是依照四八大願力之內容每日於生活中

努力去實踐。 

 

    道場 

☉自心清淨即道場，自家也是道場，自家道場不珍惜，何處

是道場？ 

☉自家道場上有祖先諸佛更應珍惜，父母是活佛，活佛不尊

敬而向外求偶像佛有何用呢？ 

☉自家中有諸活佛—兄弟姊妹親友等，平時無法相敬互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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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心向外求神，這豈不是本末倒置呢？ 

☉自家中每一位活佛都有其累劫所體驗之人生經驗，所以應

該互相尊敬與供養，如此則勝過山珍海味供養神佛。 

☉自家道場上有屋頂頂天，下有黃金寶地可立足，四周圍有

金柱龍柱撐天地，屋下有諸活佛，故應好好珍惜才是正法。 

☉自家道場屋前屋後有美好景觀與來來往往的諸神佛，這是

人間好道場。 

☉自家道場應該好好的莊嚴清淨，以供養祖先及諸神佛有個

清淨安居之處所，這是功德無量。 

☉在自家道場內諸活佛應該和氣相處，則諸位祖先神明亦同

沾法喜。 

☉在道場內不可有不滿、瞋恨、無知等不良壞習慣，否則任

你到屋外神廟求神佛保佑，仍是無效的。 

         禪機語錄 

    臨  時  殿 
1.門聯：金剛自性鑽破邪心妄念得自在彌陀本心清淨莊嚴成     

就大如來 

2.壇聯：禪淨雙修佛門聖地。 

        機智般若啟眾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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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座旁墨寶：天地無我。 

4.殿旁法語：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前人建寺，後人得福。 

前人開悟，後人得度。 

前後相惜，佛法永興。 

5.法語：來者不拒，去者不留。 

        順其自然，不可勉強。 

        有緣則渡，有德則助。 

        皆順天理，是事如意。 

6.墨寶：禪—正視萬法心不亂。 

            逆受諸境即不轉！ 

7.墨寶：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8.佛水：飲水思源、佛心自在！ 

9.唸珠：日日念佛號，珠心增福慧。 

       

極  樂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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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極樂殿對聯： 

仙人撒網一籮筐，佛剎淨土心為王。 

2.禪機山誌偈： 

舉望華山貴莊嚴，華山何事隔深淵， 

湖海星辰來拱照，八百煙花列兩旁！ 

左倉右庫帳屏上，南溪北港會案前， 

斯是王侯將相地，一脈無邊瞰未然， 

龜蛇把門緊固守，九曲來朝去之玄， 

可惜生番雄霸據，此地拋荒待時賢！ 

3.清淨莊嚴超聖眾，慈悲喜捨度群倫。 

(壇城對聯) 

4.極樂殿前龍虎梯法偈： 

伏虎前進順日行，頭前尾後心溫順， 

無悔無恨順主人，主人慈祥迎門庭！ 

眾生回拜步步登，一二三拜至殿堂， 

心誠禮佛眾生覺，極樂殿上是歸城， 

龍騰昂頭迎貴客，口開放光無限多！ 

眾生向光登極樂，尋回彌陀自性佛， 

若能悟此地理訣，何愁來日無金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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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雄  寶  殿 

1.門聯：仙境極靜淨土勤修行， 

         佛祖慈悲普渡有緣人。 

2.法偈：○1眼界視見虛妄無常。 

○2耳聞諸境本非佛法。 

        ○3糗覺根源香嗅無實。 

        ○4舌嚐甜苦只因意源。 

        ○5身觸舒爽乃為心執。 

○6意之喜怒權于五官。 

    齋   堂 

1.飯可多吃，話不可多說，多說有益于他人話語，千萬不可 

說話傷害他人，否則念佛修行也無用。 

2.惜福：三餐來之不易，當勿使其浪費，即是功德無量！ 

3.福：惜此良緣共膳餐， 

      福份共修一膳堂， 

      口口飯粒眾生來供養，珍惜粒粒辛苦農夫心，切勿浪 

費天地大恩德。 

一口一佛亦修行、口口吞入世間善惡事， 

肚大包容虛空即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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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祿：有福有德有祿有壽必是佛。 

      佛祿供養十方世界諸大德， 

      勸君珍惜此餐享口福， 

      更勸諸君惜福，來生必有祿與壽，今日由心感嘆世間 

諸福德，謹此聊表無量壽佛、大慈悲，善哉！ 

5.口福吃齋累積善因， 

心念佈施行即功德！ 

6.用餐供養詞— 

雖是給予一點水米，但您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澤，我們誠

心的惜福惜緣以報答您！阿彌陀佛，善哉！ 

 

  講堂墨寶法語： 

1.反省懺悔實踐是禪者三寶。 

2.悔恨貪慾為障道不二法門。 

3.持咒念佛不行慈悲非禪者。 

4.只在語言文字下攻非行道。 

5.心存慈悲喜捨平直即彌陀。 

6.信願行是禪者究竟解脫道。 

7.禪者行佛法之道而非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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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極樂世界是在寧謚的心中。 

9.恭敬一切眾生是禪者風範。 

10沒有堅毅道心則此生白走。 

11念佛回向偈。 

   願消三毒諸煩惱，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同往生成佛道。 

12講堂落成法語： 

   清淨道場本乎自然 

   莊嚴講堂聚匯如來 

13鐘塔：萬法唯心。 

   

垃圾筒觸目驚心的警語— 

垃圾筒，能容萬物。 

垃圾筒內有 　　。 

垃圾筒，比貪心更清淨。 

垃圾筒，煩惱障猶如厚厚樹皮難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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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遊花木拾禪語 

1.「明知故犯」是製造地獄路！ 

2.人要維持正常的生命力，才能從生老病死中解脫出來。 

3.人不可只要求別人，而忘了盡自己的責任與義務。 

4.人生活在世界上是「調和」，而不是鬥爭與憎恨、毀謗。 

5.你不要只以為別人對不起你，事實上你才是對不起他人。 

6.善良心即是「道」，清淨心是為「佛」。 

7.真正的修行妙法只有「八正道」，只靠持咒拜神是無非增 

我執。 

8.不可說沒有智慧的事理騙眾生。 

9.不要在背後說他人的是非。 

10眼前吃虧是福，佔人家便宜將是大禍。 

11只有從反省、懺悔、實踐才能真正解脫。 

12時時怨恨他人是可憐的人。 

13不讀書是很難使心境安謚平靜。 

14時時心存知恩、感恩、報恩才是人。 

15你現在不孝父母，你的子女必以「同禮」報應於你！ 

16佛：是大智慧之覺悟者。 

17宗教是智信而非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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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光明的人生大道是用你的雙腳走出來。 

19你吃人家半斤，也要回報人家八兩。 

20不可只求自己幸福而忘了本份。 

21凡事多站人家之立場想一想吧！ 

22當你未大澈大悟前絕不可批評他人。 

23不可借神佛之名妖言惑眾。 

24不要只要求他人對你有好處。 

25不孝順父母而生兒育女又有何用！ 

26尊敬兄長先賢者，必同樣受人尊敬。 

27時時心存感恩是天地之慈悲。 

28你說人家是非，你即是「是非人」。 

29名利重要，但是良心更重要！ 

30跳入宗教紛爭是最可憐的修行人。 

31多說一句廢話不如多念阿彌陀佛！ 

32南無阿彌陀佛！ 

33西方極樂世界才是人的皈處。 

34不要一直批評他人的長短處。 

35慈悲喜捨之行為即是佛心。 

36孝敬公婆者，你的子媳必能以禮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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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不要憎恨身邊任何人，久遠劫數的輪迴中他們都曾是我們 

的親人！  

38不要憎恨身邊任何一個人，在你身邊就是有緣人！ 

39不義之財不可得，否則必帶來災禍。 

40凡事先要檢討自己才有後退空間。 

41反省、懺悔、實踐是禪者真正三寶。 

42孝順父母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43道：是人性大宇宙心中之本份。 

44說他人是非不如讚賞他人之長處。 

45念佛法門的「西方」，是「希望」之意！念佛會使你充滿 

希望！ 

        

安心道場法語 

    極樂殿階梯前法語(正見) 

☉朋友！要到極樂世界，必須時時心和口念「南無阿彌陀 

佛」，而且要多做善事，不說壞話，否則念億萬遍佛，也 

是無法到達極樂世界的。 

 

    天梯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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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登上天梯拜佛求平安時，盡量把山下凡間的煩惱告 

訴佛祖，但不要只顧批評他人而忘了自已的錯誤，否則來 

本寺求佛保佑是得不到佛祖同情的。 

 

    餐廳前法語 

☉朋友！人的三餐是由辛苦的農夫們血汗栽培的果實，我們

應該珍惜每一粒飯菜，更應該感謝佛祖之恩，再以正當工

作來回報社會，佛祖必會保佑我們。 

 

      餐廳側門法語 

☉朋友！三餐吃飯必須用口來吃飯，但千萬不要用口來說不

利於他人的話語，更不可以用口來挑撥他人的是非，否則

人的口是多餘的工具。 

 

      禪苑法語 

☉朋友！人要能得到心安，高枕無憂，只有努力做到盡人的

本份，更應時時做善事，否則常常到寺廟拜神佛，也只是

一個逃避責任的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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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師紀念亭法語 

☉朋友！人在世界上要時時知恩、感恩、報恩，千萬不可忘

恩負義，否則別人也會以忘恩負義來報復我們，因果必報

的輪迴是不會漏失的。 

 

      洗手台法語 

☉朋友！人的罪惡都因自私心重，不滿足現況，時時有詐欺

的想法，才會錯用了雙手而製造很多永遠無法彌補的罪

惡，從今洗淨雙手後努力去創造光明人生吧！ 

 

      榕樹下法語 

☉朋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今天做好事明天必心安，不妨

多利用大樹下好好反省檢討自己的過錯，向他人求原諒與

道歉，大樹爺也會高興的。 

 

     放生池法語 

☉朋友！人要有葫蘆池的內在雅量，並要有內在的美德與智

慧，並能時時原諒他人的過錯，則我們的心中必會快樂，

無有恐懼得失，這才是最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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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圖法語 

☉朋友！八卦中有喜怒哀樂貧富貴賤等八風，這八風是人生

最大敵人，因此，我們要勤修行以智慧力量來破除八風之

苦，才不會被八風所奴役。 

 

      安心道場法語 

☉朋友！人在世界上若不修正錯誤的思想與行為，死了之後 

也要再四十九天內反省檢討完畢，才不會下地獄。可是人 

卻否認了因果報應，戒之！ 

 

    桂花園 

☉朋友！桂花的花蕊雖然很小，但是很清香不會令人討厭， 

因為桂花的心沒有貧富貴賤之分，所以我們要學習花的雅 

量：「天地無我之心」。 

 

       蘋蓬樹下法語 

☉朋友！葉子大所含蓋的範圍越大，人的修行精進心越大， 

則成功的機會越大，雖然是一棵蘋果樹，但它的慈悲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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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樹下的人得到清涼與安祥。 

 

      禪林法語 

☉朋友！人的病痛，上天沒有給我們，也沒有搶走人的幸 

福。人的病魔都是自己生生世世在不知不覺中播下的種 

子，而於今生萌芽罷了。 

 

    金亭法語 

☉朋友！人的生命就如太陽光或金紙的火光，時時普照在人 

們的身邊與心中，雖然今天所燒的金紙之光有限，但人的 

生命卻隨著光在普照眾生。 

 

    成佛法語 

☉朋友！孝敬父母養育恩，感謝師長教導恩，感謝人與人調 

和恩，這才是真正的修道人，否則任我們念再多的佛號也 

是無濟於事。 

 

    禪林石法語 

☉朋友！回報父母生育扶養恩，只有以真心孝敬。如果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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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父母養育恩，將來子女媳婦必以同樣手段來回報，這是 

天理共同報償的法則。 

 

    圖書室旁法語 

☉朋友！當一個人遇到挫折失意的時候，正好是人在成長必 

然過程，任何人也逃不了，唯有以逆來順受的心境，千萬 

不可意氣用事，否則於事無補。 

      極樂殿前的法語 

☉朋友！夫妻在世界上不是冤家與仇人，而是互相牽引共同 

度過漫長歲月之人生，是恩情而不是仇人，各位朋友，如

有衝突時不妨冷靜先禮讓對方吧！ 

 

      長生池門前竹子園法語 

☉朋友！金錢雖然比愛情或父母兄弟情更有用處，如果我們 

有這種想法時，我們的生命光輝必如太陽西下無限好，可 

惜已經近黃昏矣！ 

 

      禪林碑旁大碎石 

☉朋友！煩惱是人生最大陷阱，當我們看到別人的缺點時， 



混元禪師法語集 

  混元禪師智庫 34

則我們的煩惱就已經開始種在心中，用任何方法也除不掉 

－小心啊！ 

☉朋友！你不要處處在找別人的毛病缺點，這種人是世界上 

最可憐與愚痴，因為，你的心胸狹窄自私，才有這種苦惱 

在你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