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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死的自覺 
八十三年五月九日講 

                  混元禪師開示        門下弟子恭錄              

前言 

各位朋友、善知識、在家菩薩，今天非常地高興，有這

個善緣，藉著這本小冊子，來做為你、我結此善緣的橋樑，

你和我在過去生，生生世世必定有這個緣份，若不是朋友、

兄弟姊妹、就是同事、或者是商場、戰場出生入死的戰友及

道場上共同修行參道的蓮友或道友、所以今天這個緣份，不

是一時一刻的緣份而已，今天既然有這個緣份，首先，我在

這裡祈求神佛、菩薩、眾神聖、賜福給你、加持你、祈求神

佛讓你早日恢復健康，祝福你闔家平安，祝福你福慧增長，

祝福你頭腦清醒，祝福你一切順心如意。 

    首先，自我介紹，我是台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福龜村長壽

巷六六之一號禪機山仙佛寺住持－混元，結過緣的朋友、兄

弟、信眾、居士，十分客氣地稱呼我為「張老師」。不論是

「混元」，或者是「張老師」、「師父」，這些名字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和所有這些結過緣的人的緣份才是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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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苦中的掙扎 

    本人在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時，曾經得了一場大

病，那時身體痛、抽，經過醫師檢查，腎臟一顆萎縮，一顆

脹大，疼痛難耐，在四處求醫無效之下，本人就去台南中山

大禪寺請示臺灣祖師爺、觀世音菩薩、金母娘娘、謝媽媽，

那時眾神指點我，他對我講了一句話：「求人不如求己，求

己不如求真己。」那個時候，我還未曾踏入過佛門、道門或

教堂，一切都不懂，因此非常傷心地回家了。觀世音菩薩又

告訴我：「回家後，一心一意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有空

就要靜坐，雙手合掌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樣

就好了！」所以，那時我只有照著菩薩的聖示，回家後，日

夜疼痛之時，均勤念阿彌陀佛，若無疼痛時，仍念佛不斷。

一個星期之後，我又去中山大禪寺，觀世音菩薩向我開示：

「我們一個人來到世間，所追求的是什麼？名嗎？錢嗎？還

是珠寶、金銀、財產？然而這些金銀、珠寶、財產，都不能

帶走，對你而言，現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身體，痛苦的身體，

那是你的嗎？」當時我告訴菩薩：「是我的！」他說：「假使

這個身體是你的，為什麼你會痛、會苦，若身體是你的，你

應該可以控制讓它不會生病、不會痛苦，為何你今天還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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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呢？回去想想看！」 

    病中的反省 

    那時候我突然想到：對啊！身體是我的，為什麼會痛

苦？痛苦！是誰在痛苦？那時我一直在想，今天是誰在生

病？是誰在痛苦？誰要死了？誰要活？誰還有幾歲？誰不

會生病？誰過的很快樂？那麼人到底是什麼呢？人為什麼

會生病？為什麼會疼、會苦？會念念有詞，會生氣、會不高

興。當一個人在生病、痛苦之時，除了「叫疼」以外，罵人、

埋怨人、埋怨東、埋怨西、一直在埋怨，當你埋怨之後，你

的痛苦有解決了嗎？埋怨之後，你的痛苦減輕了嗎？觀世音

菩薩又問：「當你在生病之時，對著你的家人大呼小叫，把

他們當出氣筒時，你的病沒有覺得加重了嗎？你沒有覺得更

痛苦了嗎？」 

    

 生命的覺醒 

    那個時候，我冷靜地想了又想，突然間有所領悟，所以

我跪在觀世音菩薩的前面，對他磕三個頭，多謝觀世音菩薩

慈悲開示，我已經了解了，我回家一定要好好念佛。 

    念佛的方法及偉大不可思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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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時候起，回家之後，白天要工作、要測量、要設計，

晚上要結算，但是，那個時候，我突然間想到：人都無法顧

及了，其它又如何有辦法留得住呢？若是沒有這個健康、健

全的身體時，我哪會有事業，哪會有未來，這根本是不可能

的事，所以，那個時候，我回家就認真念佛，認真打坐，念

佛之時，我就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那時候

觀世音菩薩又教我：你觀想佛祖坐在我們的心坎裡，坐跟我

們同向，當我們在念南無阿彌陀佛之時，阿彌陀佛這個「佛」

字這個音，剛剛好，像投射燈一樣，照到我們心坎中央內的

那尊佛祖，他會發光。所以我回家一有空就念南無阿彌陀

佛、南無阿彌陀佛，坐車念南無阿彌陀佛，開車念南無阿彌

陀佛，走路念南無阿彌陀佛，任何一個地方，都念南無阿彌

陀佛。我遵照佛祖的指示，一有空就到佛寺學打坐，學坐禪，

兩手合掌，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當我念念念，念了差不多

半個月以後，我發覺我的心坎中有光，像會發光一樣。在我

腎臟疼痛的部位，只要一疼，我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同時觀

想，我一念到阿彌陀佛這個「佛」字，其中的一個腎臟就發

光，我認真地念，結果，遵照菩薩的指示，在三個多月後，

我的病念好了，腎臟不再痛了，整個人恢復了正常，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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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才體會到佛法及神佛偉大的力量，那種妙法，那個時

候，我也不管阿彌陀佛是什麼人，我只要一心念「南無阿彌

陀佛」就好了。 

     

尋找真正的病因 

    在我念佛、修行中，佛祖、觀世音菩薩，時時來向我開

示，他說：「一個人來到世間，會生病的原因，絕對是平常

我們的心情、心境，容易動怒，容易怨恨、容易不滿、生活

不正常、該睡不睡，該起床不起床，吃東西不注意、暴飲暴

食，所以造成身體上種種的負擔，才會生病，我們出生時，

上天給我們、給眾生、給人的身體，都是完整的，父母給我

們的也是完整的，都沒有缺陷，那為什麼會失調、會生病

呢？」佛祖叫我要反省檢討。 

    我一直地檢討、生氣嗎？我是不容易動怒的，我什麼事

都能忍，不高興，我也很容易看破，但是為什麼會生病呢？

就是生活不正常，晚上該睡不睡，工作拼命趕，白天也做，

造成我們身體的這部車負擔過重，才會壞掉，佛祖說：「對

了！你的缺點正是在此，今天才會有這種病，但是真正的病

在哪裡呢？以上你所說的這些病是暫時因緣給我們的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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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病，是上天、神、佛、護法神、守護神的慈悲，讓我們

造成的。」當時，我也有疑問？為什麼神、佛、菩薩、守護

神、護法神會讓我們生病呢？ 

     

生病是另一種提醒 

    我想了很久以後，突然間領悟了，領悟到我們來世間上

所求的是什麼，不是名、不是利、不是金銀、珠寶、財產，

所求的是我們心靈的光明要更提昇，我們的心靈，我們的

心，像一個電燈，本來只是一個像五燭光的小燈，沒有辦法

照到我們有緣的人，沒有辦法照到我們所有的祖先及跟我們

來走這一趟人生的護法神、守護神，我們沒辦法把這些光照

給他們，沒有辦法吸收到世間這些正確了脫生死的法，可以

去極樂世界的路，只是在世間一直奔走，一直奔走，不該高

興的一直高興，不該生氣的，又一直拼命生氣，一切都顛倒

了，都亂了，所以，我們沒有領悟到一條真正了脫生死的路，

那個時候我們的護法神、守護神、他們慈悲，就想盡辦法把

我們擋住了，讓我們開始靜靜地反省、檢討，有罪、有錯誤

的，我們就好好跟人家道歉、賠罪，有偏差的說話，有不對

的思想行為，我們就要改進，然後將要改進的方法合掌跟



生與死的自覺 

  混元禪師智庫 7

神、佛、護法神、祖先們講：「我(X X X)，什麼事做錯了，

我要改進，以後不再犯錯，祈求原諒，饒恕！」如果這樣，

這樣一筆帳清了。 

    所以我們每個人自小至老，從少年到中年，所經過的事

情非常多，錯誤也很多，假使有一個人講「我都不曾犯錯！」

各位！你們冷冷靜靜地坐下來想想看，因為你的心不曾定下

來，頭腦不曾冷靜，因為我們的慈悲心沒有發露出來，才會

感覺在人間都沒有錯誤，如果這樣，病很快就到了，這一病，

沒有辦法解決，因為無形中我們所做的一些錯誤，一些業

障，一些傷到別人、占人便宜，都要由自己擔這些業障擔這

些罪，我們都要還這些債，同樣地，我們的祖先、護法神也

要負因果責任，而且我們在世間有耳、有眼、有嘴、有手，

可以來動、來做事，若是做錯而沒有懺悔時，那麼我們的護

法神、及過去生多生的父母、兄弟、姊妹，他們也以為你那

樣做是對的，結果越墮越深，就像一個人跳入古井裡，後面

的人也跟著一直跳、一直跳，結果整群都死在井裡。 

     

心安的人生法則 

    我們人在世間上，若沒有去反省、懺悔，一但病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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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就會走，除非都沒罪過，都沒錯誤，都沒傷到他人，就可

以心安，隨時，說走就走，否則都要拖著病，各種的病，不

斷地磨，不是肝癌、胃癌、腸癌、肝硬化、腫瘤，就是腳斷、

手斷、什麼病都有，什麼病都來。因為這些是我們沒有好好

領悟、修行。 

     

什麼叫做「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偏差的思想，偏差的想法，偏離的話語，

偏離的行為呀！然後找出一條路來走、來做，以後不再傷害

別人，不要做錯，這才叫做「修行」，修正偏差的個性與行

為叫做「修行」，修行不是去深山林內，什麼世事都不管，

我們在家修行，時時都可以修行。所以那個時候觀世音菩薩

說以上這些道理給我聽，我非常地感激、高興，領悟到這麼

的妙法，所以日以繼夜，我一面念佛，一面去反省檢討，將

我曾經佔人便宜的，如果可以，我就用電話跟人道歉，以外

的，我就只有靜靜坐著合掌，求神、佛、祖先做主：「我錯

誤地對某某人，請你原諒我，我以後不會再犯，各位護法神、

祖先，我什麼時間所做錯誤的事，或是傷害別人，佔別人便

宜，這是不對的，你們不要跟著我做，我們要好好改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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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以後不要再犯。」 

    一天一件，一天一件，有空就反省，從年少懂事以來，

一直反省，一直檢討，一直懺悔。當我想到每件事情，想到

小時候去跟人家牽牛，去吃別人的稻米、果子這時我合掌起

來：「請佛祖做主，歷代祖先、護法神，什麼時候，這件事

情不對了，我以後不會再犯錯，我在此求佛慈悲，我向某某

人，某某老先生道歉。」「某某老先生，對不起！那時我因

不懂事，不知道，不小心吃到你的稻子，請你原諒我，拜託！

原諒我，祝福你！」 

     

懺悔是消業的妙法 

    每件事情自從反省以來，心非常地清涼，非常地高興。

所以那個時候，觀世音菩薩教我這個妙法，我就依照這個方

法，一面打坐，一面念佛，一面反省、檢討、懺悔、賠罪，

這樣經過三個半月，我的腎臟萎縮，吃藥吃得全身水腫的病

和隔秒不隔分的疼痛，竟然全都好了。那時候我就深深體

會，人來到世間為什麼會生病的原因了。 

     

怨恨會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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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心臟、胃容易痛的人，或是容易高血壓的人，十有

八九必定是脾氣不好，性情烈，動不動就看到別人的缺點，

就不滿、不高興、易生氣、大聲大吼，因為這樣、我們心臟

血液流速加快，血壓提高，氣往上推至腦部，腦火上升，昇

高後，我們下面脾土不會開，精氣無力，以為越生氣感覺越

好，結果越生氣因果循環越利害，我們脾土不足的時候，精

氣無力，然後腎水不足，腳酸、腰酸、眼睛模糊、眼睛澀、

眼屎多，導致頭腦不清、頭腦混濁、講話語無倫次，身邊周

圍的人都被你得罪光了，再來呢？就是肝機能不好，導致肝

炎、肝癌，越生氣、越沒力、手酸腳軟、越埋怨，結果火氣

越提越高，高血壓來了，降不下去了，病魔一旦來了，你要

趕他走實在是非常困難，那就像「引虎入門」，要趕，你就

得先傷自己，傷了自己以後還不一定可以復原。所以一個人

的病跟我們的思想行為有連帶關係，我們只看到別人的缺

點，所以會怨、恨、不滿、忌妒別人有錢、忌妒別人有名，

忌妒別人升官、忌妒別人夫妻生活美滿、恩恩愛愛，忌妒別

人的孩子孝順父母，種種的埋怨，種種的恨，造成腦神經衰

弱，腦神經衰弱就會失調、身體不聽指揮，百病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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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要有「信願行」 

  各位居士、蓮友、朋友！那個時候，觀世音菩薩在三個

月內，時時跟我開示，當我踏入佛門，請示觀世音菩薩，她

告訴我：「心中要有信、願、行、做為基本。」第一要信，

信—相信有因果，信有天理，有佛、有神、相信「頭上三尺

有神明」，相信我們累世的祖先都跟在我們身邊，看我們為

善為惡，替我們評分，我們的祖先在我們身邊，時時引導我

們，照顧我們，給我們平安，相信從此而去的西方十萬八千

里，有一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在那裡教導眾生，在那兒說

法，在那裡修行，可以了脫生死。所以那個時候，觀世音菩

薩叫我要發願：第一要信，第二要願，願意修行，願意拋棄

過去所有不如意的想法，不如意的思想，過去不對的想法、

行為，種種都要拋棄，然後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願意來

修行，來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願！發大願力，

然後行、去做！實實在在去做，不要只是一張嘴巴說，說自

己是多麼好的人，做多少功德，多少工作，只是口說而不做，

那沒有用，這根本是越做口業越多，並不代表已經有功德。 

  第三要行：當自己死了之後，自己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從太陽落下的西方，十萬八千里，有一個極樂世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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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所說，西方極樂世界非常光明，極樂世界有一個教主－阿

彌陀佛，非常慈悲，引渡十方世界的眾生、菩薩、阿羅漢，

究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修行，可以了脫生死。 

   

美好的世界景象 

    阿彌陀經上說，西方極樂世界非常地清淨，地上都是金

銀、珠寶、琉璃、瑪瑙、七寶做成，極樂世界的土地非常祥

和，無大風，四季如春，極樂世界的路都很直，成四方型，

不像我們娑婆世界，大街小巷，彎彎曲曲，凹凸坎坷，髒亂

不堪，根本沒有一點環保觀念，人們都自私自利，自己吃剩

下的東西，都往車外丟，別人就得犧牲時間來清掃，我們娑

婆世界地球上的人，這麼自私，心地這麼不好，這麼可憐，

這麼悲哀。 

    極樂世界裡的那些人都是有修養的善人，最善的大善

人，極樂世界的街道是四四方方，極樂世界的土地，都是平

平坦坦，不像我們這裡，比如台灣、大陸、其他國家，房屋

蓋得很高。極樂世界的國土，滿地都是黃金所造，欄杆也是

黃金做成的。極樂世界有蓮池，蓮池比地球大，池內的水非

常清澈而且有香味，這些池子都是用金銀、琉璃、瑪瑙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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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鋪成；池中央有蓮花，大朵的蓮花有幾公里大，蓮花由金

色、紅色、紫色、白色、黃色七種顏色構成，每株蓮花也都

是用七寶做成。蓮花上面坐著上善的大善人，在聽經、在坐

禪、在聞法，在互相講經說法、說道，他們在講，如何將心

靈的境界提昇更高、更安詳、無煩惱。 

    蓮花池的水，一池流向一池，水流非常清澈，流水的聲

音，就好像佛在說法，蓮池旁邊有樹木，樹木也是用七寶做

成，樹上有網子，網子也是七寶做成，網子會發出叮叮噹噹

的聲音，非常清脆。 

    極樂世界所有的宮殿、樓宇都是七寶做成的，牆壁是七

寶做成的，裡面也是七寶做成的，非常地莊嚴。極樂世界有

美麗的鳥，鳥在演唱妙法，告訴眾生要皈依佛、皈依法、皈

依僧，所以有相同天命的鳥在極樂世界，他們也唱出非常美

妙的聲音來，要我們速速放下煩惱，放下苦惱，放下一切貪，

一切易生氣，一切愚癡的想法與行為，盡快往生極樂世界，

我們要發這個願，要去行，要去信。 

     

確實有極樂淨土 

    有人說極樂世界是書上寫的，是騙人的，事實上，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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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確是真的。我在民國七十五年夏天，有一天下午，我就

冷冷靜靜，非常清淨地把心靜下來，兩手合掌念南無阿彌陀

佛，一直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到入定的時候，我從我的腦心，

天竅的地方，就跳了出去，跳出去後，經過一重天，二重天，

一重一重的經過，當經過二十八重天以外，忽然間看見阿彌

陀佛非常高大地出現在我眼前，非常光明，金光閃閃，我看

見這個世界滿地都是黃金鋪成，非常平坦，非常祥和，那時

候我才真正相信，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的西方極樂世界，有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念佛求願往生 

    我們在世間上，人們都很容易嫉妒，看我好，嫉妒我，

看他好，嫉妒他，嫉妒別人，不知要檢討自己，都一直傷害

他人，佔別人的便宜，因為不知道佔別人的便宜要負很大的

因果，所以釋迦牟尼佛說的經是千真萬確的。這時候阿彌陀

佛開示：「回去要跟眾生講，叫眾生要好好放下煩惱的根源，

放下不滿、嫉妒、沒有智慧、愚癡的思想和想法，一心念阿

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的聖號，有一天如果

要走，要離開世間時，西方三聖就會來到面前，接他往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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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極樂世界，繼續修行，極樂世界這些人，這些菩薩、神聖、

佛、大善人，都在此相聚。 

    所以我回家以後，認真念佛，認真靜心，教導有緣的眾

生，好好一心念佛。阿彌陀佛又告訴我：當你回去後，告訴

已臨命終人，或生病之人，或身體健朗的人，都要修行，因

為你們大家原來的佛性、靈魂，本來就是在阿彌陀佛的淨

土，化身來到娑婆世界，是為了世間的調和，人與人的調和，

所以都會來出世，叫人要及時回頭，放下種種貪、惡毒的心，

放下不滿、嫉妒、詐欺、欺騙、消極的想法，然後一心念阿

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定會出現在眼前或在夢中接引，然後各

位在世間，心靈就可以平和！ 

     

臨終生死的覺醒 

    若是臨命終人，要記得認知到，我一定要回去極樂世

界，其他的地方，我不去了。所以，一心念阿彌陀佛，南無

阿彌陀佛⋯.，在念南無阿彌陀佛之時，頭腦就一直想，一

直想這西方極樂世界這麼好，這麼好，一定要念南無阿彌陀

佛，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之後，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這才是

我的地方。當你有這個念頭時，你感覺我的病很嚴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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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用怕，我們的身體不是叫做「死」，叫做「渡」。我們

自己的肉身滅掉了，但是我們自己的佛性、良心、靈魂、阿

彌陀的本性並未消滅，因為因緣時間到了，色身要滅掉、要

渡、要超越，超過生死，超過煩惱，在世間有很多不高興、

不如意的事，煩惱的事情也很多，讓我們滅度色身，而靈魂

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若是我們有這個想法，阿彌陀佛會來

接引我們。 

    我們人在痛苦的時候，越痛越感覺沒救的時候，世間我

們不再往下去，這個體將壞掉，我們要滅度時，我們就開始

一整天念阿彌陀佛，二天也念阿彌陀佛，不要中斷，不要想

到世間這些事—我的孩子，我的孫子，我的財產，我的孫子

會不會揮霍，我的家產如何處理⋯.，煩惱這些都沒有用，

對你根本沒有幫助，煩惱這些事情沒有辦法讓你了脫生死，

沒有辦法讓你身體好起來。所以，你就一心念南無阿彌陀

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及早念佛 

    阿彌陀佛那個時候告訴我：你叫眾生在生病時要好好反

省世間上不對的事，要反省！要檢討！要懺悔！要道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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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時間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只有把持這

兩種原則時，假使有一天，世間要再留，自己決定，不留，

也自己決定；如果不留，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自己決定；

要留，你自己決定，這樣才能做一個真正的主宰，自己主宰

自己，自己調配自己，這才是真正來世間的目的，來世間的

意義呀！所以佛也跟我們講「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

才來怨天尤人，這都是錯誤的事。 

    平時不燒香，平時不修行，平時不拜佛，平時不拜神，

平時不去聽法師、牧師的開示，不燒香，臨時才抱佛腳，要

死之前才怨天尤人，哭天喊地，誰也沒辦法解救你，只有自

己救自己而已。 

     

安心的法門 

    各位善信！各位菩薩！各位居士！各位朋友！今天有

這個緣份，我們來到世間，有這個緣，是人才會生，才有生、

老、病、死，這是我們人生真正的意義，我們就是要從生、

老、病、死，去體會，去領悟人為什麼有這些，一旦發病了，

如何來調理我們的心靈，我們的心境，一旦死了，又要向何

處去，是天堂？還是地府？天堂什麼樣子，地府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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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府的造成，都是我們自己造成，都是我們自己不滿、埋怨、

嫉妒、不高興、易生氣，易毀謗他人，說人家壞話，一會兒

侵占別人的妻兒，一會兒侵占別人的事業，霸占別人的財

產，如果是這樣，相信因果會循環，要死之前，自己會非常

驚慌，當我們曾侵占他人，霸占他人，傷害他人的開始，相

信心必然不曾安過。 

    各位！若是有這個情形的話，速速反省，向神、佛求懺

悔，我以後絕對不敢再犯，給我機會重新做人，我可以修心

養性，一心念佛來回向，來跟人道歉。人家如果有占我便宜，

我們就要祝福他，希望他會改善，希望他會更好、會反省、

懺悔，會有更好的人生，我們用原諒他的心。我們如果有佔

便宜，求饒恕、求懺悔、求反省、求佛、求神聖、求祖先做

主，將這些事情慢慢講清楚，慢慢想清楚，一旦你全想完之

後，你會開悟，開悟的時候，要待在世間、不待在世間，都

隨我們自己囉！不是由醫生，不是由某某人來支配我們的生

死，生與死是由我們自己來支配，自己來控制，自己來安排。 

     

共同祈福來續緣、惜緣、繫緣 

    各位有緣的善信大德！今天有這個機會，說到這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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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做為和各位共結善緣的一個橋樑，也在這裡祝福各位，

有病者，身體早日恢復健康，願佛、菩薩、神、主可以賜福

你，加被你，身體早日康復，若是身體已經漸漸差了，即刻

反省，我也在這裡，求神、佛、菩薩、主呀！來祝福你、賜

福你，加持你早日恢復健康、也在這裡求佛、菩薩、神主賜

福你、加被你，事業順利，合家平安，阿彌陀佛、善哉！善

哉！ 

    

結論：知行合一、一心念佛 

    現在我們請各位跟我來念南無阿彌陀佛，在念阿彌陀佛

之時，過去不高興的事，不要理他，我們一直想一尊佛祖，

在我們心坎裡，坐著我們同向，你要想主也好，想神也好，

想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或是地藏王菩薩，或觀想觀世音

菩薩、大勢至菩薩、眾菩薩、神聖、都坐在你的心坎中，聽

你懺悔，聽你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各位！依照這個方法好好念，祝福你，祝你順利！阿彌

陀佛！ 

附錄一：說明— 

    若有善緣，願學念佛者，卻不知如何做時，特附錄「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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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發願文」一篇，可依之祈禱、發願，即可入門，不須繁文

縟節，信心堅定，合掌虔心而稟告祈禱即可，佛菩薩慈悲垂

聽、萬無一失！ 

附錄二：祈禱發願文 

一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一心皈依西方極樂世界教主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一心皈依救苦救難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一心皈依念佛圓通大力接引大勢至菩薩 

    阿彌陀佛，無上大醫王，巍巍金身放光明，苦海作慈航，

佛光照我身，痛苦速銷亡，宿業能除滅，冤親債主除恨心，

生死道上作蓮友，一心求佛來作主，若病未深速痊癒，若苦

未盡速救渡，若我陽壽命該終  臨終求佛來接引，一心一念

稱佛號，彌陀現金身，手托蓮台圍聖眾，慈顏接我生蓮邦，

六道苦痛一時滅，解脫生死自逍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