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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這麼紛亂，人世間發生的關係 

這麼多彩多姿，都來自一個唯一的原因 

       相同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a.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唯唯諾諾； 

           下士聞道，大笑之 

        b.聽一個演講，看一場電影，有人感動的熱淚盈框； 

           有人卻覺得奇怪，為什麼他會哭？ 

        c.每一個人命運會有所不同，乃在於對於一件事情 

           發生，每個人的感受不同，處理方式不同，結果 

           也不同 

        d.個性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然而，什麼是個性呢？ 

 



再來人 

• 一切為什麼 

• 瞭解為什麼一定要從時空來暸解 

• 連續劇的第幾集 

• 乘願(怨) 再來 

• 什麼課題還没有完成 

• 冥冥中無形無相的業力和習氣 

 



陰陽五行以載道 

•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 文以載道 萬事萬物都有道 但別本末倒置 

• 冥冥中有一個力量在牽引著 

• 以假修真 茶道 劍道 空手道 武士道 

•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萬物都是藉
著他造的 

 

 



無形的時空用符號的陰陽五行來呈相 

• 天垂象 示吉凶 聖人以象之 

• 阿賴耶識的分別心 

• 無極而太極 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生萬事萬
物 

• 冷熱 四季 八節 二十四節氣 

• 天干 地支 六成卦 是陰陽五行的詮釋 時空的呈象 

• 心念的变化 生和滅 

• 時間-電影膠卷無限的停格上心念生滅 

• 心念是時間的呈象 陰陽五行是時空的符號 也是心念的結
構 



 

這麼多年來，不論你的個性如何 

 

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歷練了這麼多的考驗，該聽 

 

的也聽了許多，該看的也早就看透了，看開了。 

 

其實 

                人都在尋找一個會好的方法 

           人沒看清楚  不圓滿是生機的開始 



苦就是要你改變 

• 人生都是一個苦盤 

• 苦集滅道 

• 累世的惯性這麼深厚 只有痛苦才能提醒一個人要
改變了---找一條生路 

• 瞭觧苦知道苦才能解脱苦 

• 為人改變 

• 願意改變自己的人是有慈悲心 

• 不改變的人叫殘忍 

 



不圓滿是生機的開始 

• 六十四卦乾卦始 未濟終 方能生生不息 

• 蛋的氣室 含砂的珍珠 浴火重生 破殼的蛹 

• 化不圓滿為動力 

• 人「再來」到人世間乃是為了「補考」 

• 每一個當下都是「唯一一次補考」的機會 

• 補考累世累劫未過的課題--情關 財關.. 

• 以假修真 以命修道---造命及格 

 

 



3.智慧是清淨的，智慧是單純的 

• 還在想表示還沒好 

• 西方發展出思想+道理就是哲學 

• 東方要的是智慧 

 

16世紀迪卡爾 

           你要的是智慧，還是想法呢？ 

           “轉識成智” 

看清楚「人生的課题」是“轉識成智” 的門票 



 

 

 
 

4.人面對自己的命運錯綜複雜、恩怨情仇，不論是
好運、壞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處世之道， 

你也很有一套，我很有一套，不論有多少套 

 

看清人生的課题 這樣想，就好了 

      

      有一天你會說，把課题修好,不想這麼多了，你就單純了 



5.眼睛張開，有一個外在的世界，繽紛燦爛 

耳朵打開，有一個充滿聲音變化的世界， 

外在的世界，每天都在改變 
                           

     世事無常 

6.人的存在和外在的世界，每一天、每一時、 

   每一刻，都在互動，都在變化。 

   這一個互動變化就叫做無常的關係 
 

      夫妻、男女、金錢、事業、子女、朋友、父母 

    ●你能找到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關係 呢 

    ●前是今非，前非今是；對久了又錯，錯了又對 



 

 

 

 

 

 
7.什麼叫做命運？命運是一個空泛的名詞 

 
它具體的描述，就叫做關係的總合及累積 

 

●       在人的身上，每一段經歷，從發生到最後結果， 

    以致於加諸於我們心理的感覺，就叫關係。 

 

• 人的命運乃是發生在生活裡的每一段關係 

 

• 瞭解每一段關係，才能了解我們的命運 

 

 

 

 

 



• ●關係是牽動我們內心最深處情感的繩子 

 

• ●我們內心的每一個感受都是來自關係 

     

   清楚關係、深入關係、了解關係、圓滿關係 

   你才有機會和命運共同坐在一張桌子上 



• 每一段關係，但生命而言 

   最啟碼叫做功課，最後的到達叫智慧 

 

• 瞭解關係，首先必須先知道每一段關係 

   是如何開始的 

 
        ● 生命每一天都會遭遇許多事情 

 

         ● 那個和發生遭遇的起點，就叫關係的開始 

 

  ●每一個關係的起點在哪裡，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 

   每一個人都是對的 

 

  ●但由他的答案，你可以知道他的覺性在哪裡 



• 有的人很敏感，事情還沒發生，他就好像經歷了 

   一樣 

 

    有的人神經很大條，天大的事情發生了，他好像 

   還是沒有感覺一樣 

 

    無論一個怎麼樣進行，順利、坎坷、複雜、精采 

   …..的關係，老天一定會用         來告訴你， 

   這段關係的存在                      

                                   平靜、痛苦、快樂、急躁 

      感情--- 

    金錢--- 

感覺 



關係是一面鏡子 

       可以看清楚你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 

        可以看到你快不快樂、痛不痛苦 

 

關係是一扇通往命運起伏的大門 

        判斷一個人關係的快樂和痛苦， 

      就可以知道他生命的品質 

      現在的他正面臨一個什麼命運的挑戰 

 

 

 



●人早晚都會發現關係的 

  不論你再不覺知、再不承認、再死鴨子和嘴硬 

 老天一定會用快樂、痛苦和感覺，讓你發現到關係 

• 痛苦才去算命，看看盤才知道，原來我的關係是這個樣子 

   才大徹大悟 

 

• 除了痛苦及快樂外，人的眼睛、耳朵看進去的更美麗 

    觀世音的世間聲音 

 

• 你是否能從關係中，看到更深層、更細緻的感覺呢？ 

 

 



你是否能夠一直深入的看到 

所有關係的源頭來自 

「起心動念」 

• 人一天有十萬個念頭，你看一天有多少關係的發生 

• 真實的發生，來自於內心的起心動念 

• 每一個念頭在起心動念的那一刻，就註定要發生了，只是
遲早而已 

• 拉開時間距離，前世的動念    今世的發生 

                             今世的動念     來世的發生 
 

• 整個外在世界的發生，只是內在念頭的實現 
    ● 心中討厭一個人 

    ●世界末日                        遲早會發生 

    ●田納華爾滋 

• 你別隨便討厭一個人、喜歡一個人，或快或慢 

     或近或遠，那都會發生的 



由關係和發生，你是否能看到 

更細微處的「意識種子」 

• 他為什麼這麼說、這麼做？最源頭的 

「緣起」在哪裡？ 

 

• 由每一個講師的說法，你看到了什麼？ 

 



外在的發生只是結果而已 

• 大多數人以為發生就是發生而已。只是以一種很線性的想法去
看待眼前的遭遇、好運、壞運 

• 殊不知，在每起一個念頭之始，念頭就像種子一樣，進入我們
的第八識田中，待因緣俱足時就發生了 

• 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
候未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了凡四訓 

• 發生是可以超過時間和空間的 

    唸經迴向、祖宗積德庇蔭；債留子孫、禍留子孫、破壞地球 

• 在宗教裡作夢的時候，可以消去念頭要發生的業力 

    夢醒後，千萬別把夢給想回來。好不容易消掉的發生 

    關係又被你想回來了 



懺悔、阿門、阿彌陀佛、呼喊主名、 

聖靈感動、法喜充滿 

• 當你看到、聽到一些事情，心中念頭升起， 

   千萬別存那個念頭，那是會發生的 

 

• 聖潔自己，乃是在聖潔自己的念頭 

                      祭壇的祭司，洗禮的長老 

                      聖靈的澆灌，認罪悔改 

 

• 有錢人被錢逼過，自己以的力爭上游，小氣守財奴 

 

• 發生的起點在於念頭，發生的結果產生感覺 



發生控制學 
 

●人是無法控制發生的，除非你能看到內心 

 每個念頭的生滅 
  ●                      夠的人可以                                

  ●懺悔、消業、叩拜、拜懺、認罪悔改、唸經、唸咒語， 

   具體而看，乃是對於發生的控管能力 

   彌勒救苦經，唸時心裡安靜，妄念不生 

  ● 念頭是一個深藏的炸彈，不定時炸彈，時候到了就引爆 

                                                                                     造命法則第一條 
     ● 

     ●人為什麼需要向道和有宗教信仰 

   至少你有一個主人，可以懺悔和消業        發生的控管機制 

                

定力 念念分明，控制發生 

懺悔、消業是掌握命運的方便法門 



到現在為止，所有該發生的一切， 

都是應該發生的 

• 因為你這樣想，就會這樣發生 

• 做人要甘願，很多人對命運不甘願。因為在細微處，他還沒看到，還
不知道或還是不承認  —他是這樣想的 

 

    大多數人都在抱怨命運，很難甘願 

至少  

      

     1.你可以不要擔心 

        越擔心越發生，ticket,被叫到，亮灯 

 

      2.正面思考，愛，關懷，原諒 

                          對不起、請原諒、謝謝你、我愛你 

 

        人作好事正念、善念，一定會發生 

 

造命法則第二條 



• 當你面對命運之神，在關係上，用發生來讓你看到結果時 

 

• 你就不再勉強接受(忍受)，而可以完全接受 

• 在這時候你的生命，就可以穿透命運 

     

                         

 

當你瞭解到每一個發生都是必然、應該的 

你的心就安靜 

 

造命第三法則 

完全接受 

 



東方文化談感情的一個字--- 受 

1. 不受大多數的人不受—感情是個緊箍咒 

2. 忍受忍受—逃開 

3. 接受--因為你瞭解因，就接受果知命-- 原諒 

4. 享受-- 造命 感謝和慚愧 

 

受是一個心量的課題 受是引導到我們感情的門牌 

 



完全接受 

• 沒有抱怨—最高境界到心存感激 

• 沒有理由 

• 不需分析 

• 知道了，瞭解了 

• 對發生有智慧、有功力的人，發生只是驗證了他的念頭和想法而已 

• 從想的那一刻起，你就知道結果了 

 

完全接受是一個大法    更是一個方便法門  不辯解   用心領受 

 

• 你可以從知識、情感、道德、倫理去要求自己接受或忍受 

 

• 然而從智慧中，了解到發生是必然的 

              你就完全接受了 



「看」到自己的「受」 

• 看到自己的受是摸到覺性的地圖 

• 呂洞賓的「黄梁一夢」 

• 靜心觀照是一副會好的藥 

 



呂洞賓的「黄梁一夢」 

 
• 鍾離權和呂洞賓一同留宿在酒肆中。雲房先生親自為他做
飯，這時呂洞賓睡著了：他夢見自己狀元及第，官場得意
，子孫滿堂，極盡榮華。忽然遭判重罪，家產被沒收，妻
離子散，到老後孑然一身，窮苦潦倒，獨自站在風雪中發
抖。剛要歎息時，突然夢醒，那時鍾離權的飯還沒熟；於
是鍾離權題詩一首「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洞賓
驚道：「難道先生知道我的夢？」鍾離權道：「你剛才的
夢，浮沈萬態，榮辱千端，五十歲如一剎那呀！得到的不
值得歡喜，失去的也不值得悲傷，人生就像一場夢。」 



1.先知先覺 
  ●念念分明 

  ●還沒有發生就知道了 

  ●聽一個人的說話，看一個人的行為 

   你就能知道，他將來會有什麼樣的際遇 

   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2.後知後覺 
   ●已經付出代價 

   ●最後發生一定會用感覺來讓他知道 

   ●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一無所有、身敗名裂 

   ●他知道了，他學乖了 

      

 

 

 

 

在接受上的三種層次 

控制不發生 

不得不發生 



3.不知不覺 

• 不管發生多大的變化都不會改變 

• 自以為是 

• 以不變應萬變 

    殘忍沒有慈悲心 

• 自我越強，越不臣服。發生像滾雪球一樣， 

    衝擊越滾越大，一次比一次更嚴重 

    小缺口變成決提 

    身體不舒服：小病、大病、慢性病、絕症 

                                           沒有感覺  執迷不悟 

                           
一次買單，下次再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發生 

1.聖經上說：發生是老天對你的邀請 

 

   ●對每一個發生在你身上的際遇，你都要感謝 

     

         ●把業報消盡，能量消化 

 

   ●果報來時不推卸，業報消盡罪自消 

 

   ●謝恩 



一切因為我 (外馳) 

 
所有的發生都是為我量身打造乃是為了啟發覺性 

  擁有唯一一次經歷的機會 

  啟發覺性的第一步-- 外覺 (起幻和離幻) 

 一切都不是真的才有創造的無限性 

  造物主是第一因 不被生的 

  只要是被生的都會被改变 

  觀幻自能捨 , 然而在進出之間你是否看清- 「 一切為什麼」 

「於心無境 於境無心」 

 

 

悟道 
 

 

 



找到真我(內證) 

 

 

 

 

定住一境-一切為什麼-還不是 

啟發覺性的第二步-- 內覺 (無住生心) 

無顛倒心 

往內到破碎自己 從「有」融入「空」--「空有双融」 

碰到無極 第一因 不被生的 



我改變一切 

當真正的自己 不再閃躲 你是否可以概括承受呢 

圓融萬象 光明圓滿善 

別無他念 屈屈一念 

啟發覺性的最後到達  「能所不二」的直覺 

「合一」 及「 一致」 的自己才是心想事成 夢想成真的最大動力 

行道 

 
悟道者多如牛毛 行道者少如牛角 



際遇是你人生唯一的機會，可以重修未完   

  成的功課 

• 命運像我們在學校的功課，一次沒過，還會再有
一次補考機會。它沒有死當，只會一次又一次的
再來到你的生命中 

 

• 看看許多人的感情故事，總是把不同人的名字， 

    放在相同的故事情節，每次他都有相同的際遇、 

    相同的下場，只是又換了一個人 

     

   現在你有一個唯一的機會----這次是不是要讓結果
不同呢! 



• 人的身上有很強烈的慣性，不喜歡不同。 

    你可以說這個慣性叫業力、叫個性 

• 個性讓人很難有所不同 

• 人生的成就，是每一分、一秒不同的累積 

    人的心中總是有兩種聲音、兩種力量， 

   在彼此較勁、說話 

 

   個性：是一種慣性，你已經這個樣子那麼久了， 

             你可以繼續這樣，不要改變。你也害怕、恐懼改變 

 

然而，你心中還有另外一個聲音叫作「覺性」 

    覺性：我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受夠了。我必須開始有所不同…. 

 

在當下，現在的發生裡 

能讓結果不同，是一個很大的開悟 



●不同不是一種行為、標準，而是一種生命品質 

     那是一種含有覺性、自性、和神对話的生命品質的存在 

• 你每天都在忙，你是用個性在忙，那是你的慣性沒有不同 

                              還是用覺性？每一個忙碌中，給你的啟示 

                              和給你的感覺，都會讓你不同 

• 重複在作相同的事：吃飯、開車、上班、工作 

                              你是用個性在作，沒有不同 

                              還是用覺性在作，每次都有不同 

• 相同事，你每次都可做到，感受不同、生命不同 

     你真是修養非常 

• 凡事用心領受，必有所不同 

• 你聽演講，是用好聽來聽，有道理來聽 

                       還是不同來聽呢？ 



●不同的原理 

• 輸入(input )                                        輸出(output) 

                                             

                                      

       看、聽、感覺到                                 做到 

       知道                                   不同 
                                         

     修行 = 內修 + 外行 
 

                           內修的不同 

• 不同分成                                     修行 

 

                           外行的不同 

• 不同的深度及程度在於個性和覺性，兩種力量的消長 

• 內在的不同—歷經了試煉、考驗、經歷，他的內在想法和智慧有所不同 

                           一個更好的自己 

• 外在的不同—內在的改變形之於外       成功—自己；功德---別人 

     人生到了盡頭                                一個更好的環境 

 

      你只能帶走一個更好的自己，留下一個更好的環境 



對於不同的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看不同只是看到表面上的不同 

  更快、更大、更有錢、更有名 

●在人類至今的線性教育下，看不同只看在結果的呈相， 

  最後的不同只是一個陷阱，急功近利、躁進冒動 

●彼得.聖吉的第五項修煉，系統式的觀察 

    世人還沒有發現，追求最快是最慢的，追求最大是最小的 

--------------------賺錢的秘密----------- 

●只在乎快和大是危險的，早晚都會出事 

     智慧的不同，乃是怎麼樣就會怎麼樣 

 
       怎麼樣         人際關係會好 
                               事業會成功             結果不同 
                               功課會進步 
       如何不同      財富會增加 
                              
                                                                     
• 如何沒有改變時，在不怎麼樣時，更快         更急壞事 

 

                                                           更大          更貪、全盤盡輸 

  

  

迷思 



對於不同的效率很差---行不出來 

•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我努力的不同，認真的不同，也很想
不同，但是沒有什麼不同，甚至不同的效力很差？原因在
哪裡？ 

 

• 人修的很多，知道很多，但是沒行---只修不行 

     知道很多，做不出來，這樣的修行 

    效率很差，命運的改變叫作半弔子 

 

    人要行的好，就一定要修 

    但修的好，不見得能行 

 
 

    



要行 

     知道人生必須要有不同之後，命運才能改變這是智慧 

     然而要到                               ---必須行 

 

    ●直接走菩薩道，或是六度萬行法 

         ●想辦法做，想辦法行 

         ●真正的不同是一個很大的承諾 

                    也是一個很大的法 

                    也是一個很大的修煉 

 

    因為 

          作不出來的不同，叫作半弔子 

       

改變命運的極致 

要作 要行 



不同的極致 

• 因為不同所產生的變化叫作有功 

                    對別人有好處叫作有德 

    讓別人能有所不同叫功德       給孩子錢 

                                                   你的生氣 

                                                               金剛之怒 

 

• 不同的極致乃是你能作些什麼，能讓 

    這個世界、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公司、這個家庭 

    有所不同 

• 中華文化講究天地君親師，因為天地君親師，是不同極致的實現者 

     天—海嘯、日月升起、日夜、四季 

     地—地震、孕育萬物得以成長 

     君—賢君、暴君 

     親—生命的來源 

     師—智慧的教化 

你是否要法天、法地、法君、法親、法師呢？ 

 



   ●人覺得不同是因為還有時空的概念，時空的相 

   ●過去這樣，現在這樣，將來那樣，所以有所不同 
                                           2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E=MC   ,在破時間的相以後， 

    質量和能量可以互換 

• 最高的效能是用現在的這一刻，能改變多大的過去和 

    改變多大的將來 

• 在現在這一刻，把過去所有的業力、慣性、結果，作最大的改變 

     時空統一      很多人仍活在過去或前世的陰影 

                          很多人活在將來的期望 

  當下‧禪宗公案把當下講得這麼重，開悟就在當下 

             當下就可以清掉所有的業障，和營造一個更好的將來 

故事 

最高的不同和時空有關 

開悟 



 

 

時間的意義 

 
無限的過去            無限的將來 

唯一的現在 

 

 

• 再多的過去，再多的前世，你已經來到了現在 --唯一的現在 

• 不管你有多少慣性，你有多少業力未清，你有多少已經出去的起心動念 

• 在你的心中的最深層，你有一個覺性，他在告訴你， 

    你可以繼續這樣，你也可以從現在開始不同 
 

● 

     
 

 

 

●每一個當下你有沒有聽到那個覺性的聲音 

●那是你的自性、你的佛性、你的覺性、你的主人、你的真人， 

  他在呼喚你，可以開始不同 
●                                                                                                                                                                                                                  

                                                                                          不同的生命品質 

 

        真空妙有的秘密：去個性，有覺性         不同 

 

 

 

  

  

 
在你的心中的最深層，你有一個覺性，他在告訴你， 

你可以繼續這樣，你也可以從現在開始不同 

 

每一個當下—真空妙有(掉個性，了覺性) 



• 一個真正能讓自己變得不同的人，一定活在當下 

    用他現在最珍貴的當下，把他的過去，他的未來 

    和他的業障，他的冤親債主，一次性的用每一個 

    生命中的發生，把過去的經驗、未來的發生， 

    用           作最圓滿的處理 

• 在唯一當下的那一刻，他的過去已經不同了， 

    他的未來也不同了—過去和未來在當下被統一成唯一 

 

     不同和當下，真空和妙有        誰在作主人 

     

      關鍵在那個覺性 

 

  

不同的最極致一定是活在當下 

不同 



     ● 同樣是說話，有些人說了，隔一會就忘了 
             

     ●但有人他在那個當下所説的話，隔了那麼多年， 

      看了他的話，竟然可以悟道 

1.兩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話，集結的經典， 

   至今對人的影響很大，讓許多人悟道而變得不同 

 

 2.耶穌基督在有限生命，教導弟子的登山寶訓， 

    時隔兩千多年，仍對千千萬萬人有影響力， 

    讓他們的生命不同        

     

 3.幾千年前，周文王畫的卦 

    當下説的話，竟然成為永恆，讓這麼多人一直不同 

          你要多久的不同，多少人的不同，你要創造多大的不同 

                                   超越時空，被統一在當下 

                                                

 

 

你可以用這個『現在』，讓多少不同呢？ 



• 在時空統一的環境裡，當下的覺性 

    一被引出，不同的最高效能發揮到極致， 

    而且流傳到後世，淵遠流長… 

 

• 歷代祖師、教主、宗師 

    他們在幾十年前、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 

    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雖然歷經時間的流動， 

    仍對這麼多的後代產生不同 

 

• 對聖人而言，他們在當下把覺性發揮到極致， 

    而把不同的力量和能量，也衝到了極致 

超越時空(陰陽五行)的不同 



• 每一個際遇，每一段關係，都有起心動念 

• 在改變命運最極致，想要不同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       =悲   

 
     ●心裡有多少人，你就有多大     

    ●若只為自己那是最小的 

    ●當我們要做一件事、說句話、作決定 

       你是為多少人說的呢？ 
為眾生—神、佛、祖師、宗教家 

為一家人—家長 

為公司—負責人 

 

       起心動念的對象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 

     持續力就有多長，效率就有多好 

 
     

回到不同的起心動念 

大 



• 心中有眾生，有所有人，就叫作有慈悲心 

 

• 改變自己命運的關鍵—在於當下的那一刻， 

    體悟到自己覺性 

 

• 而你的覺性和所有眾生的覺性，是一樣的， 

    來源是相同的。所有人不分你我，都是一體的 

• 所以當你心中有所有人的時候，你在當下 

    開悟的覺性是所有眾生的、是最強的 

• 當然不同的力量是最大的 

 

• 你的心中有多少人，改變的力量就有多大 

• 為別人改變是最有力量的---周處除三害 

                                                為眾生除了自己最後一害 

同體大悲 



     = 願 

• 心中有別人，仍是要有願 

               願—讓一切更好的心 

       願孤兒得照顧，窮人生活得改善 

    修道人能修道成佛，病痛得到解脫 

               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沒有願就不夠力 

 

    成佛不是智慧、聰明、才智，而是發大願 

 

 

 

 

           地藏王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多大的願，就有多大的力 

 
 

 

                 

快 

當下的願力，是唯一能抵抗累生累劫業力的唯一法門 



改變命運最後的到達 

     悲和願 
 

你心中有多少人         你希望他们有多好 

 

• 為自己是最小的，為別人是最大的、最快的 

 

• 東方文化所期待，讓更多的人、眾生，能夠有更好生命 

                          可以讓他們變的不同 

 

• 東方文化是不同效能的最極致  
 

• 因為他的對象是大的同體大悲 

           他的願是強的，眾人盡可成佛 

 



悟達國師的人面瘡緣由  

• 現在講的《慈悲三昧水懺》是唐朝知玄法師，世稱悟達國師，依宗密
大師之《圓覺經修證儀》而作，其緣由如是 :  

• 悟達國師，生於唐朝，四川湄洲人，俗姓陳，七歲出家法名為知玄，
十四歲時即為皇帝、大臣、文武百官一萬人等講解《涅槃經》，人稱
「陳菩薩」。詩人李商隱和悟達國師的交情甚篤，他曾經寫一首詩讚
歎悟達國 師：「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秖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
，不在年高在性靈。」  

• 知玄法師年少時有次參訪叢林，在長安京都某寺掛單，遇到了一位僧
人。這位僧人生了一種「迦摩羅」的惡疾，全身生瘡，發出衝鼻難聞
的穢氣，誰都厭惡和他來往，知玄住於他隔寮，憐愍他的病苦，常常
自動去照顧他，連一點討厭躲避的臉色都沒有。後來病僧的病好了，
感激知玄的德風道義，就對他說：「謝謝你的照顧，今後你如有難解
之事，可以到四川彭州九隴山來找我。山上有兩棵大松樹為標誌，我
叫迦諾迦。」  

 

 

 



在唐武宗會昌法難之後，佛教遭遇空前浩劫，至唐懿宗登基時極欲振興
佛教，遂迎請知玄法師與外道眾徒辯論，徹底粉碎一切外道邪見，佛教

因此再度振興，知玄也因此成為全國佛教界的領袖。  

知玄和尚因為德行高深，故贏得唐懿宗的尊崇，在咸通十年（西元八六
九年），懿宗皇帝親臨安國寺，求教佛法，賜給知玄講經寶座，座高二
丈，以壇香為材，用金絲鑲成龍鳳花紋，旁設磴道，並封其為悟達國師
。國師升堂講經時，以一念驕慢心生起，於座上看見一珠飛入左膝蓋，
旋即生出一個人面瘡來，有眉有眼，有口有齒，與人面一樣，每天需要
飲食餵他，瘡像人一樣開口啖食。知玄和尚痛苦萬狀，雖召請了各地名

醫，但皆搖手遜稱無藥可醫。  

就在百醫束手莫策，瘡疾日烈時，突然記起當年在京都與那位病僧臨別
所說的話，於是前往西蜀入九隴山去尋找。一日，傍晚時分，山路難行
，正不知如何是好時，忽然遙見在山腰之處兩松並立，高聳入雲，心中
大喜，快步走向前去，只見廣闊的殿堂，金碧輝煌，那位僧人已含笑站
在寺門前，引之入寺，兩人相見萬分欣喜，國師頂禮畢述說其苦。僧人

告之翌日巖下泉水洗濯，即能痊癒。  

 



翌日清晨，僧人命一孩童帶路，引領國師到巖下清泉之畔。國師剛欲以
「慈悲三昧法水」準備洗膝上人面瘡時，不料人面瘡竟忽然出聲開口說
：「不要洗！不要洗！您曾否讀過西漢史書，袁盎與晁錯傳？」國師回
答：「曾讀過」。人面瘡就譏諷地說：「您既然讀過了，可知袁盎殺晁
錯之事？往昔的袁盎就是你，而晁錯是我。當吳楚七國造反時，你在帝
前讒我，致使我腰斬於東市，這深愁大恨，我總想尋求機會報復，可是
你十世為僧，認真修行，持戒十分精嚴，冥冥中有護法在旁保護，使我
無法近身報復。如今由於你受皇上的恩寵，而生傲慢之心，使我有機可
乘。今蒙迦諾迦尊者的慈悲，調解我們的仇怨，賜我三昧法水令我解脫
，所以我們之間的夙冤也告終結，從今以後我不再和你為難作對。」  

國師聽了嚇得魂飛魄散，連忙掬水洗瘡痛入骨髓，暈絕在地不省人事，
復甦後覺得左腿已安然無恙，人面瘡已不知去向。乃知那位僧人是位聖
僧，國師欲回寺禮謝尊者，但金碧輝煌的崇樓寶殿，已杳無蹤影。  

悟達國師因蒙迦諾迦尊者垂慈，為他了解多生宿冤，為報答此廣大恩德
，於是在該處結廬，朝夕禮誦，所作的懺法即今之「慈悲三昧水懺」。  

 

 

 



故事的啟發 

1. 國師的腳上生出一個人面瘡來，有眉有眼，有口有齒，與人面一樣，每天需要
飲食餵他，瘡像人一樣開口啖食。知玄和尚痛苦萬狀 

  老天一定會用感覺來讓你瞭解發生 

          他的感覺是1. 痛苦    行為是尋訪名醫 

                            2. 困擾       行為是尋找會好的方法 

   發生只是一個結果，告訴你必須找那個原因 

 

2.每一個發生都有一個開始，發生的開始，可以超越時空 

   ●發生的開始是吳楚七國造反時，國師在皇帝前讒我，致使我腰斬於東市，這
深仇大恨，總想尋求機會報復 

  ●只要有這樣的起心動念，發生就一定會發生 

    早晚問題 

  ● 可以超越時空的 



3.當悟達國師瞭悟到發生的原因時， 

    了解多生宿冤，為報答此廣大恩德，於是在該處結廬，朝夕禮誦，所
作的懺法即今之「慈悲三昧水懺」。  

 

       尋根究理自解因，因地轉善果亦善 

 

   完全接受是一個大法，沒有抱怨、沒有分析、沒有理由 

   完全接受、瞭悟因果、當下開悟 

 

4.在接受的層次上 

   後知後覺，但是每一個關係 ， 

 啟碼是功課，最後的到達是智慧 



5.悟達國師，學的功課叫作不同 

  ●原本十世為僧，認真修行，持戒十分精嚴，冥冥中有護法在旁保護，
使寃魂無法近身報復 

  對人的不同---讓眾生的生命有所不同—功德(對眾人的) 

  對自己的不同---行功了願、將功抵過 

      

   最重要的突破點 

6.人在每一個                ，一定有個性和覺性兩種聲音 

   彼此較勁、鬥嘴 

  ● 個性、慣性、累世業力—叫他埋怨發生、忿忿不平 

                                                   退轉、退道 

  ●覺性—瞭悟因緣，當下改變不同 

Keywords1.當下2.覺性          修道啟發的覺性才能讓你完全有所不同 

他為什麼覺性戰勝了個性       修道 

 

 

 

當下 



7.   時空統一及命運唯心造 
• 由悟達國師的人面瘡這個的例子，我們看到 

    最大的效能，就是用當下這一刻，能夠改變多大的過去 

    和改變多大的將來 

•            —過去已過，將來未到 

 

悟達國師了悟因緣，不再抱怨，用他的覺性在該處結廬，朝夕禮誦，所作的懺法
即今之「慈悲三昧水懺」 

悟達國師達到幾個不同： 

  1. 累世的修行講經說法,擺脫三界、冤有頭債有主、 

    冤冤相報何時了，在當下被圓滿了—解決過去的業報 

  2. 啟發覺性—那是命運能改變的最重要動力 

            如果悟達國師的覺性在漢朝時就被啟發 ，這樣的事就不會發生 

  3.悟達國師用這樣當下的不同，繼續來啟發眾生的覺性 ，不但將 

     惡因徹底了斷，更種下來生以後福報，累積將來的福報 

  4. 啟發覺性可以降低傷害力—降低現在的殺傷力 

 

 

 

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