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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法要 

              混元禪師的話－肺腑之言 

只有反省、懺悔、實踐才是到達心安之捷徑。 

只有不斷的反省才能表現出人的尊貴。 

只有不斷的懺悔才能從苦惱中解脫出來。 

只有努力的實踐正法才能使生命更加光輝與心安。 

各位同修們！ 

珍惜把握眼前任何一分一秒的寶貴人生，共同邁向未來的理想世界佛淨土。 

 

      序 

本法要為了本山同修者習慣上之所需，也為了各位同修們有所依皈，經本

人長久以來的思考與體驗結果，特此命名為－安心法要。 

「安心」之名，事實上只是方便之名，並不是某種教派，更不是有特別神

秘的宗別，更沒有高不可攀的架勢，所以，本人特別將此門定為－「安心法門」。 

法門與宗派是兩回事，宗派是有爭執之爭，而法門只要是符合天時、地利、

人和之軌道調和，必是達到自在無礙的不二法門途徑。 

安心到底在安誰的心？應如何安心？又究竟心在那裡呢？如何安法？替你

安心的人是誰？尤其安心的程序與組織、教義應該如何依循，這就是今日同修

們的共同人生課題。 

那麼，安心法門的立場與角色是什麼？在本人的觀點，只以人生旅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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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站－來表示之。 

奔波於人生道路上的人們，他們都有自己的目標，他們都秉賦著遵循大宇

宙的調和法則，各自遵行。任何一個在世間上應盡的本份，誰也免不了，更少

不了。而每一個人的本份與工作，在一生的時間與空間裡，人人都在盡本份的

做好應做的工作，即是天職。 

假使一個人他終日只追求遙遠不可及的目標，而忽略了眼前一剎那中所應

做的工作時，那麼這個人任他有滿天星咒的理論妙法，也只是一個可憐的凡夫

而已，根本談不上智者與覺者。那麼，這個人他必然給自己帶來遺憾與缺失，

所以，眼前的他與將來的他，必定無法心安的。當然更談不上幸福可言。然而，

要達到幸福，必須先求心安，要達到心安，必須要先自己安心，這是一定的法

則，任何人也改變不了的，除此之外，更談不上有任何其他的妙法了。 

今日，本山成立「安心法門」之初起，本人因鑑於當前社會人心之亂與不

安，才決心理出一條有緣人共同的修行法則，希望各位同修們能夠好好依法修

正而努力去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希望同修們不要朝三暮四的表面化修行，應該確實的去做、去行，相信各

位將來也都能回皈光明佛淨土本來的居處所呀！這是我們的期望。 

同修們，前進吧！ 

        一九九一、七、一、混元撰于禪機山仙佛寺 

 

      禪定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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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降世出生的一剎那間開始，就帶著累積的業力障礙來到世上，這是法

喜，而不是悲哀之事啊！各位同修們：各位也許認為人生是苦的，那麼各位有

沒有認定苦的根源與基本準則在那裡。 

究竟各位所認定的苦在那裡，因何而苦，苦的程序是多少，這都是愚痴的

人的見解，這叫做邪見而不是正見呀！ 

今日本山同修們，應該好好的往美好的法喜去追求，不應該以消極悲觀的

心態思想，來計量自己的人生，這樣很容易自己製造絆腳繩，將自己的腳步與

四肢束縛，尤其自己束縛自己的心，更不可束縛別人的心，這是很危險的人生。 

人在世上難免時有八九不如人意的，這是宇宙的大慈悲法則，人的肉體是

物質，物質必須有能量，能量是從相互摩擦生熱而來，其中物質本身亦有原來

能量，只是人為何未于實驗與追查。由於逆境才能使人向上，才有希望的一天，

如果一個人天天生活在無可事事時，除了吃飯、睡覺、到處逛逛之後，相信這

個人隨著而來的是苦惱而不是快樂，這是事實而不可以否認的。 

但是，由於無所事事的生活於世間上，當他要離開人世間時，或者當他夜

間休息時，相信這個人的心是充滿著恐慌與無奈。惟恐美好快樂時光，是否永

遠屬於自己所有，無奈的是究竟好景能有多久，為什麼不能永遠屬於所有，人

的轉變、物的消褪，那一樣是永遠不變的呢？ 

然而，一個樂觀奮鬥的人，雖然他每天疲於奔命的勞勞碌碌，但是他最後

的成就，無論是成功或失敗者，他都有美好而且值得回憶的果實，這就是無善

無惡的果實。善的果實是能夠心安與體驗大宇宙生命的法則，失敗的果實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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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沒有成就，但是他已奠定將來成功的經驗與基礎。 

所以，人唯有不斷的努力工作，才會使人生充滿著無恨無悔。因為地球與

其他星球是不停的自轉與公轉的調和著，人唯有正確認識這一點，才能從苦惱

的束縛中解脫出來。 

那麼人們要解脫苦惱之境地，則必須以正確的見解、正確的思維、正確的

工作、正確的生活、正確的願望、正確的表達自己的意見、正確的向前邁進、

正確的將心安定于本份上，然後人生才有真正的心安與幸福可言，否則只是一

個可憐的文字遊戲與空口說白話的人罷了，這一點本門同修千萬要注意的。 

唯有如此，各位才有真正的心安去展開修「禪」可言。各位同修們努力依

八條正確途徑努力反省、懺悔，而應用實踐於日常生活中當各位的心靈達到沒

有恐怖、罣礙之後，則各位也就時時在禪定呀！ 

      安心的要素 

修行的方法實在太多，約八萬四千門之多，但真正的妙法，都是離不開反

省、懺悔、改善不良習慣，除此方法之外，實在別無其他法則，如果離開了反

省與懺悔，則必然是在逃避現實，不敢面對自己過去所做的一切對與不對，這

樣的話，任你修持什麼教派秘法，或持誦滿天星咒、根本沒有一點益處，而且

是錯誤的。 

人的修行，是求得現在與未來的心安，如果你的心靈日日夜夜都在害怕仇

人隨時來報仇、你的心時時在後悔過去沒有得到的名與利之成就，或者恐懼明

天，甚至下一時刻的來臨，究竟會發生什麼事，更甚者，恐懼子女的學業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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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等的問題不斷發生，這樣的環境與時間，任你依照什麼秘法或持念多少

咒語，而要能得到心安與無罣礙，這根本是在自欺欺人，欺世盜名，完全注重

表面工夫的人罷了，所以，這種人不是修行者，是一個可憐得再可憐的人呀！ 

真正的修行，是在修正過去偏差的思想與行為、使現在的自己能得到心安，

更應該今後至永遠都能過的心安罷了。所以，修行的本質實義，是公開的，而

不是神秘的道法，而且修行的程序是在於日常生活中做到問心無愧。 

今天將修行的程序詳細述明如下，希望各位能依法修行，必能於短時間證

到心安境界。 

修行的法則只有反省、懺悔、實踐等等三種要素，本人將它命名為安心之

三寶： 

一、 反省 

1.反省就是反過來省思往日所經過的一切事務。 

2.反省是在自己的心中，獨自做有系統、而且很坦 

白的在自己「心中」檢討，外人是不知道的，只有祖先守護神及

指導神佛知道。 

        3.反省是使人得到心安的最基本條件。 

        4.反省的定義是廣泛的，而不是狹窄：即不限於我對他人的行為表現

如何，或要了解他人對我的回報表現如何？而且不限於人與人之

間，更應該擴展至人與事、物之間。 

5.反省是人的權利，而且是特權的，其他動物是不會做反省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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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應該好好享受反省的權利與好處。 

6.反省的時間是不受限制，只要你有適當的休息時，即使一分一秒或

十分鐘也可以反省檢討。 

7.反省的地點位置是不受限制，無論你在車上、田野高山欉林、水中

海上、臥室、廁所飛機上等等，都可以隨時隨地展開反省。 

8.反省是在你心中的全部空間，而且是含蓋你的過去世、現在世。 

9.反省的功德很大，比任何佈施還大，因為反省之後你的人生將會有

很大改變，邁向光明。 

10.反省的範圍是自己的全部，而不是反省他人。 

11.反省是消除業障的基礎。 

12.有反省才有光明幸福的人生。 

13.反省是不能委託他人代替的。 

14.反省越多越細密對人的幸福力量越大。 

15.反省的人首先應該保持心平氣和與喜悅。 

二、 懺悔 

1.懺悔是以反省做為基礎。 

2.只有反省而沒有懺悔，是沒有用處的。 

3.懺悔是反省後的第一步工作。 

4.懺悔的準則應該以佛法八正道做為規範，如果離 

開八正道就不是真實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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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懺悔的時候，應該誠心的向人、事、物表達。 

6.懺悔的對象雖有人、事、物，但整個體系是向人及神佛、祖先等求

懺悔。 

7.懺悔如果是誠心不欺騙自己的良心時，必定會由內心流露眼淚、哭

嚎，但是，流淚哭嚎之後，心情必會很輕鬆，心中就猶如平靜的湖

水，如虛空中無任何塵埃，充滿著法悅之喜，這是無法言喻的。 

8.懺悔應該越透徹越好，功德越大。 

9.懺悔的本質就是要求心安，而且也是安心的重要工作。 

10 懺悔的心中不可以有恨、怨、不滿、嫉妒及消極之思想與行為，否

則懺悔必會發生偏差的。 

11 懺悔是反省過去的不對，而由心中理出一條中道的路，做為今後人

生的指標，將中道之法全部告訴守護神及指導的神佛們、請求祖先

神佛原諒。 

12 懺悔過的是絕對不可再犯同樣的毛病，否則任你反省多少、懺悔多

少，必定是沒有益處，而且沒有將業障消除，所以懺悔過後必須付

諸實行於日常生活中。 

13 懺悔的工夫只要誠心真心、日無間斷，徹底的去實行，你的一切罪

障必能消滅。 

14 有的人喜歡到處參加拜懺，當然是很好，但是很多人都只知道拿香

隨拜、誦經法師在唸什麼經典言語，拜懺的人根本都不知其含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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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在懺什麼等等，這些都是現在一般人的通病，這些人叫做「趕

場懺」所以，你們要參加拜懺祈福時，必須要先了解拜懺的真實意

義，而切實的去懺悔。如不依法力行者，任他們一個月參加多少拜

懺法會，到後來仍然充滿著只靠外求，希望法師、師父們給于他們

順利平安賺大錢。事實上，這些都是一點用處都沒有，反而使他人

陷於寄望著來年以後了，根本忘了把握眼前一瞬間應該把握的內

心，所以，事業仍然不順、家中仍然不安；處處坎坷路呀！可憐的

眾生們，該醒醒吧！ 

15 參加拜懺不如自己每日定時或不定時的在家中靜坐、反省、然後懺

悔來得有利益，這樣又不必花費大把金錢，反可以收到很大的功德

呢！ 

16 對於任何一件反省過的、懺悔後的事，必須以很客觀的心境與態

度，詳細實在的檢討，然後以中道的思想見解去判斷，否則只是表

面工夫而已。 

17 要達到時時在禪定、工作中禪定、遊山玩水、公共場所、育樂歌劇

院中看戲聽歌也在禪定、吃飯也在禪：：：等等禪定，都必須先由

反省、懺悔為基礎，否則只是自欺欺人的木頭禪，甚至借假象來欺

瞞眾生，這種人是很可 

憐，而且得不到心安的。 

三、 實踐－(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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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踐是大徹大悟的最後捷徑，而且也是必經之 

路。 

2.實踐的基礎是以反省、懺悔二要素為根本。 

3.實踐的果實是美好而又富多采多姿的人生。 

4.實踐的歷程是必須要有耐心持之以恆。 

5.實踐的歷程是艱難而且要有魄力與智慧。 

6.實踐是依據反省、懺悔後所理出的中道之路而努力應用實踐於日常

生活中。 

7.實踐的本質是從善念善行為出發點。 

8.實踐是安心法門的最重要課程。 

9.只有反省、懺悔而沒有實踐，只等於人有頭、有 

上身而沒有腳。 

10.實踐的方法是要時時將反省、懺悔後中道法，記在心中而融合於

日常生活中，絲毫不得偏差。 

11.實踐之後必須再反省，檢討是否圓滿，如有缺失則更應再行實踐，

才是完全的行道。 

12.實踐是菩薩道之行。 

13.反省懺悔是修道，而實踐是行道。 

       

安心之三寶的連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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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將反省、懺悔、實踐之程序做有系統之連貫，希望各位同修只要依法

去做，相信各位很快就會得到初步的心安，當各位心安之後，才能真正達到禪

定，否則任你念破口舌的滿天星咒與佛名號，也是徒勞無功的，更有人整天的

找人開示，之後又不切實際的去做，又有人只一味的把希望寄託在他人身上，

自己不去修行，還是等於零。更有人東奔西跑的求道、參加拜懺花錢供養斗主，

而自己不去反省、懺悔與實踐，這種人是最愚蠢與最可憐的，所以希望本山同

修不要有此毛病，才是智者！ 

    三寶有佛法三寶，有精氣神三寶、天地人三寶，但佛法三寶是至高的法寶，

可惜佛法僧三寶雖是很好，假使沒有－反省、懺悔、實踐之三寶做為相輔助之

基礎，而要找到佛法僧三寶是不可能的。 

    所以，本人集多年來的經驗與體驗，悟到－「反省」、「懺悔」、「實踐」確

實是人生三寶，因此本人將它命名為「安心之三寶」。無論任何一個禪者或行者，

他們脫離了安心之三寶，絕對無法找到佛在那裡，法在那裡，僧在那裡？ 

    由於反省才能悟到佛的慈悲，懺悔才能悟到佛法的尊貴，實踐才是真正表

現禪者的心，無論在家或出家，都不能脫離實踐三寶，如果他們脫離實踐，則

必定成為空口禪或貢高傲慢、自以為是的可憐人！所以，真正一個禪者是在實

踐佛法，在實踐凡人所無法做的正事，因為整個人世間的法，古聖先賢佛陀大

菩薩們早已述誌記錄於經典上，只要後人依法去實踐，則後人亦同樣是佛陀聖

賢的再世化身呀！ 

    今天本人以另一種方式來述誌修行的方法，各位只要依法去實踐，則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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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頓悟而成就聖果即在眼前矣！ 

    人的出生是帶著累劫過去世有緣生一同來到世間上修行，有緣生除了親朋

好友以外，還有靈界祖先們－即是守護神及護法神們(祖先的靈魂常常可由一個

人在夢中會見到他們，或得到他們的啟示，往往都很真實不虛，更可以證明的：

有些人共四個兄弟姊妹再一個晚上同時夢見祖先的啟示，而且時空、空間、事

物都相同) 牠們的心念思想意識很純正不偏不倚的，一直跟隨在人的身邊守護

著，一旦陽世人行為純正則守護靈們亦同樣得到體驗與法喜，這是從陽世人的

意識心念傳達給他們。即如電視台節目轉播在觀眾眼前，好的節目，高尚的體

材則可收教化人心之用，如果不良的體材則會污染觀眾的心靈，但是觀眾們即

是客觀者，往往對節目都有各種不同看法與批評，但是因限於空間地點的關係，

往往無可奈何呀！所以必須等到電視台製作部等檢討反省後，共同理出一條正

確的節目內容時，才再於電視台公開發表聲明原來錯誤的原因，而且才提醒觀

眾應該改善糾正。 

    所以，觀眾的我們就是比如人的祖先，電視台即是人的身體，戲內的主配

角等即是心念思想與周邊的人們。 

    人一旦有偏差的思想行為之後，要使整個局勢改善修正，是必須經過反省、

懺悔的魄力與決心，但是人們往往缺乏魄力與決心，所以使自己的人生旅程，

漸漸走向黑暗，無光，充滿著悔恨消極的人生。那麼，當然人的事業、家庭、

人際關係等等，必然走向苦惱，不如意的境地。 

    又如，電視台的節目一直沒有往善念的目標改善的話，則最後沒有觀眾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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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觀眾也全部都遠離而去(即等於守護神遠離子孫們) 最後電視台只有走向毀

滅關門的地步。何況，人們也是相同的模式，一點也不差啊！因此，人們必有

苦惱，不如意等痛苦纏身，而使得心靈無快樂與心安的一刻：既然有苦惱，則

應該從最根本的原頭去查詢檢討，檢討缺點之所在原因，然後要有魄力信心與

意志去檢討改過，從頭做起，才有光明幸福心安的人生，否則任何有什麼天大

的法力與神通力，是永遠無法改變既成的事實。如果有人告訴你利用念咒、誦

經、拜懺花錢供養，裝飾佛身殿堂或印刷經書送人等等功德，這是屬實，但各

位不依法安心的話，就能改變你的黑暗人生與恐懼心靈，這種想法行為無異是

邪魔歪道，不切實際的妖言惑眾之法，各位同修不可不知，切記！戒慎。 

    而要解除痛苦人生的方法，只有依安心之三寶「反省」、「懺悔」、「實踐」

之妙法，除此之外，決無他法及更好的捷徑可走啊！ 

    反省、懺悔、實踐的法則是要依止八正道之法為規範，除八正道之外別無

他法！因為八正道是諸天菩薩，要成就佛果位必須依八正道妙法，否則只是外

道外求也。所以，各位同修們，千萬不可以外求邪道，否則只給自己人生帶來

痛苦而已。 

    今天本人將安心之三寶與八正道融合一起詳述如下： 

    1.無論再怎麼樣的忙或如何沒有時間，各位一定要在每 

天晚上抽出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在家中的佛堂或客 

廳、書房、休息起居室，甚至在臥室均可，或者在室 

外石頭上，樹下、水邊：：：等等各種不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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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以做為「靜思」、「反省」的臨時打坐道場。 

    2.打坐－(坐禪)－的姿勢是力求舒適，但不可以臥躺 

著，應該坐好，以免人的惰性而睡著了。打坐而是「靜 

思冥想」、如果只一心一意的重視姿勢，雙盤、單盤 

式，那麼很容易使你腳麻、腰酸背痛、頭部昏沉，你 

的心只有在煩惱痛苦而已，這種禪叫做「木頭禪」， 

根本沒有益處。 

3.坐禪時兩眼正視腿蓋前(胸前)三尺處、兩眼合視鼻 

樑，思想冥想不要用腦部去思考，否則人的腦壓會升 

高，最後造成日夜難眠，而成為神經病、神經質－這 

種例子太多太多了，這就是「坐禪著魔」的原因，難 

怪精神病院人滿為患，也因為這樣造成自己的腦神經 

衰弱而在腦子裡的幻象等等，甚至說看到某某神佛菩 

薩、陰界鬼魂之事，再加上指導老師錯誤的見解，則 

說他們已接近神通、眼通：：：：等。唉－真是罪過 

呀！盲人引盲入虎口，真是危險。 

4.坐禪的要領是因為人的身體一天都在奔跑不定，而所 

引起五觀(眼、耳、鼻、舌、身)之見的種種現象，使 

人心時時在隨境而轉，當然就沒有時間去「靜思反省」 

自己的過錯或者應該做而未做完的工作，因此，日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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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累的事太多，而無法解決完成，這叫做「業」。那 

麼，要把太多而又混亂的事要處理，只有強迫自己靜 

下來做徹底的「反省」、「懺悔」，這才是叫做真正的 

「坐禪」，也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自己的業障，否則只 

是捨本求末、顛倒是非罷了，這樣太危險了。 

5.當你們坐下來之前絕對不可有不滿他人、生別人的 

氣，還在批評他人的是或不是，尤其不可以有要求神 

通，更不可以在腦子裡一直想著某某神佛菩薩要來附 

身說話，希望借由神佛開口指導妙法，更不可心裡想 

著能看到天界仙境或極樂世界之勝境，以上種種想法 

絕對不可有，千萬要記住。你們在坐禪之前也不可以 

有報復某某人，埋怨天底下的人都對不起你，你被親 

友倒會欠錢的不滿心裡思想也不可以，這樣的憎恨 

心，很容易招來魔界或動物界的靈魂附身，這是很危 

險的。 

6.當你們要坐禪之時，則心情必須保持平靜，當天未做 

完的事情一定要先完成，口渴了先喝點水、尿急了上 

廁所，即是該做的事一定要先完了，否則你們是靜不 

下心來，因此是無法坐禪的。 

7.又坐禪之前，一切瑣碎的事完了，要用開水漱口、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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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洗乾淨、穿的衣服千萬不可太緊，尤其女人的穿著 

以長褲為妥，全身的衣服以寬鬆舒適為原則，而且也 

是最好。 

8.坐禪時點香不可以太多支，最多三支，香的品質必須 

好的，不可有劣質，而且滲合強烈化學藥劑，而使眼睛產生酸澀流眼淚，

這是很不好的現象，這樣會分心 

的。尤其在神道教的同修們，則將壇香點得太多，滿 

室的香煙，充滿著二氧化碳，使人難以消受，使人幾 

乎要窒息的感覺，他們以為這樣魔界就不會侵入，事 

實上，身體的障礙，造成腦神經的衰弱與缺氧，而從 

自心中的魔境顯現才是嚴重呢！所以，坐禪的地方應 

該要空氣流通為原則，各位應該改善過去的錯誤思想 

與見解，否則只有自討苦吃罷了，切記！ 

9.坐禪的時候，絕對不可在身邊播放音樂或宗教的聖歌 

或咒語之類的錄音帶，這樣你們的心裡思想、意念只 

有在注意音樂的節奏拍子，根本無法保持淨心的，如 

果你們有此行為，實在是錯誤的，各位不可以犯之。 

10.坐禪的時候，如果需要電風扇時，不可以直吹，因為人在靜坐時，身體

上的毛細孔都是鬆開的，所以，很 

容易受風吹而感冒。身體就會覺得陰冷，那麼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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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就會以為著魔，陰靈附身的說法。事實上這是物 

理及一般的普通醫學常識而已，各位不可不知。 

11.坐禪的時候最好是不要閉上眼睛，這是在養精蓄神、 

消除疲勞的休息禪，所以很容易睡著了，而且很容易 

在兩之間的眉間，會閃出各種不同的各種色光，甚至 

看到一些神佛及諸護法的金身色相，其實這些都是幻 

象，也可以說是魔境(就是由於人的眼睛在平時看到的感覺，每日不停地

將他們存入於腦意識中，當你眼睛 

閉上之後，因為妄想心的作怪，所以自己就把假象重 

新播放出來在眼簾裡，也是錯誤的)，各位同修應該知道這原理，否則就

會變成附會，人說東就以為東，人 

說西就以為西，完全失去自己的判斷是非立場了，因此， 

各位坐禪與養精神是兩回事啊！ 

12.坐禪之前的心態，除了要放輕鬆外，應該要由心中一意的要將人生的苦

惱去除，所以決定下定決心反省、 

懺悔之意念，然後依法的做反省、懺悔，相信各位必 

能靜下心修禪的。 

13.反省、懺悔的依據－八正道淺述 

  （1）正見－正確見解事情與道理，對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情，都要以公

正無私，而且認清與客觀的立場，看自己當時與周圍事情，決對不可以狹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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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心態查看事理。 

（2）正思－正確的思考與衡量，對所見的一切事物，雖然是有客觀而且

正確的見解之後，接著應該以正確的思考與衡量自己當時的思想是否正確，該

與不該，對與不對。 

（3）正業－正當的事業，對於事物的見解，雖有客觀，而且其事情道理

都是經過深思熟慮，那麼就要反省當時所做的每件事是否為本人之應該做的，

是否為本人之正當工作，正當的事業是維繫人與人，社會的調和，正當的事業

是維持肉體生命的根源。 

（4）正語－正確表達說話的立場，要以正當的口說出該事的語意，千萬

不可傷害任何人，更不可說出中傷他人的話，或束縛別人的信心與生命力，千

萬不可用自己的口說出使人心中產生恐懼不安的話，反省當時有否犯此錯？ 

（5）正念－正確的念頭與願望，願望小者先從修身齊家，願望大者及於

社會大眾，切勿捨棄家庭之責任與義務，而冒然向社會去行慈悲工作，這要做

慈悲魔，所以應該將立場認清。 

（6）正命－正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因急於要得道、悟道、成道，所以

只一心的求道修行，這種人很多，可是他們忘了，家庭、工作崗位，所站立之

處即是人生修行道場，只將寺廟看成是修行道場，這是錯誤的見解與生活方式，

所以，各位要把握珍惜眼前所站立的地方即是道場，這樣各位才不會本末倒置。 

（7）正精進－正確的勤奮求進步，人的進步除了有形的金錢事業、功名

地位以外，更重要的是心靈靈魂及祖先們的靈魂境界，這才是生為人的最大本



 18

份，我們要行真正的孝道，將我們在世間上的所做所為及體驗，送回到我們心

靈中以及祖先的靈魂，要達到一人得道，九玄七祖共同昇天，這才是人的義務

與責任，因為以上六條中道法則的實踐，是安心的步驟，也是必須經過的路途，

所以加上正精進，則可以將世上的苦惱解脫，則人的心與祖先們就能達到心安

之境界了。 

（8）正定－正確的禪定，人必須依照以上七條中道法則，努力去實踐於

日常生活中，做到問心無愧、仰臥均無愧於天地，這樣的安心妙法，才能真正

達到心安，也因此才能夠達到真正的禪定，否則，只有在自欺欺人的術士罷了，

各位同修們，你們應該依照以上七條中道法則努力去反省、懺悔與實踐，則你

們的祖先守護神、諸天龍護法神，也就主動的幫助你開悟，只要各位能夠心安，

則各位必能很快的明心見性、大徹大悟了，跟著各位的人生必充滿著心安、光

明而幸福了。除了這八條中道之路以外，實在是沒有其他更好的捷徑可走。而

且只靠持咒、拜懺、念再多的佛名號，也是無法達到解脫的。所以，只有內求

有真道，外求及邪道也。 

14.各位再反省所經過的任何一件事情時，都要以八正道做為標準，將自小

懂事以來，所發生過的事情，一條 

一條的回憶，回憶的事要放在心胸前面，而不是在腦海裡，這樣很容易

造成腦神經衰弱。反省的時候，放在心中即兩眼與鼻樑正看的下方與心

胸的中間，兩腳膝蓋與頭部、尾脊椎而自成的金字塔三角形的正中央處

所，即所謂的中空－也叫著「空心處」也，我們在反省時，將自己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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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事物，包括自己都放在「空心處」，然後以看電視或電影、幻燈片的

投射方式，去看自己的往日所行所為是對，或是不對，在看完自己的任

何一件往事後，你就要以八正道之標準去反省，對與不對，如果對了，

就應該鼓勵自己再努力。如果有偏差不對了，甚至有傷害，或佔了他人

之便宜、或對不起他人，你就要及時懺悔，,向他人道歉，然後必將錯誤

的地方，要以中庸正道（即不佔他人便宜，也不要使他人佔我便宜）的

法則做很公正的判定是非（這是人死後的自己審判自己最正確的道理）

而且要理出一條公正的結果。此時如果想不出怎樣才是對的，各位不要

害怕，也不要因此就停止反省、懺悔、各位一定要更加用心努力反省，

也可以雙手合掌恭請王禪老祖，觀世音菩薩、諸天神聖護法，及守護神

幫忙理出正確的路，相信你們在很快的時間之內會從心口中湧現出結果

答案，這時各位的智慧就會漸漸湧出如泉水也。當你們將正確答案找出

來後，你們就要答案用心念或細聲口述一遍，告訴你們的祖先守護神、

指導神，或家中供奉神明及天龍護法神們，併同懺悔，如果對某某人不

起的事時，則雙手合掌說：「我某某，今日反省懺悔往昔與○○之間的事，

我○○已反省認為自己不對，今日懺悔，特向祖先守護神、天龍護法神、

指導神們求懺悔，並向某某人致誠心的道歉，請求某某及諸神護法饒赦，

我某某今後決不會再犯同樣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此時各位

這一件事的罪業即可消除。但是以後決不能再犯同樣之錯誤，否則雖然

懺悔了，再犯罪加一等，等各位死後就夠你們在陰間懺悔的了。注意呀！ 



 20

15.各位，一個人的往日過錯，一定要勇敢的去反省、懺悔，然後實踐。各

位要將你們此生所經過的任何一件 

事情，都要依八正道之法反省，一天反省一件也可 

以，只要各位有決心，無論在哪裡都能做反省、懺悔、 

實踐的功課，這樣努力去做，等各位全部反省、懺悔 

完畢後，各位的心靈必定會感到無限的平靜，舒適， 

真是無法以文字、語言可以述說的，各位可以自己去 

體驗。等到各位全部反省懺悔實踐以後，各位就已經 

能夠證到阿羅漢的果位了，那時各位即可見到真正的 

自己，可以看到過去世的自己呀！ 

16.各位證道以後，每日還要不斷的修行，將過去世自己的錯誤，仍以八正

道之方式去反省懺悔，等到前世的 

業障消除之後，即可證到菩薩界的果位了。 

17.各位，每日不斷的修行，必能看到所有過去世的自 

己，仍然依法修行，則可以漸漸的達到心的元點－核 

心，那時各位就是真正的佛陀了，這是本人所希望， 

也是本人所悟到，提供給各參考。 

18.佛心即是核心，核心是元點，其威力無比，尤如核 

子彈之威力，它的光芒放出滿虛空的光明，是沒有滯 

礙的。而虛空是星球及人體猶如塵埃，人的每一世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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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塵埃的軌道中任何一點，每一點就是人生的任何一 

站，因為人的心一旦搭上有形體的身體時，由於有 

眼、耳、鼻、舌、身及假我意識，而造成人生的輪迴。 

所以，當人開悟回歸元點核心後，由於核心之力滿空 

虛，那麼，則滿虛中萬物萬生都有你們的生命，而且 

生命與生命都很和諧，調和的維持運行，那時候，人 

與人類就沒有鬥爭、批判、互相毀滅與相互殘殺等心 

念與行為。這才是未來理想的世界啊！ 

19.心廟的建立即是當人的心皈元點的核心時，人的核心所發出的光芒照遍

三千大千世界，又滿虛空，那麼， 

各位的心中以及所經歷諸劫的人生體驗，必然會歸于 

零而趨平靜。也許有人會疑問，那麼就整個世界以及 

虛空等於無作用，無運轉呢？沒有錯，本來核心－佛 

心的元點是清淨而寂靜的，它是無染無著，無善無 

惡，無陰無陽，無生也無滅，是人的心脫離元點之後， 

所走過旅途中的轉換空間與時間而已，其實主宰整個 

人生永恆的元點就是那個核心－佛心 

而人自離開核心之後所運行的軌跡點，就是人生的歷 

程點，其每一點的運行都有其調和責任義務與權利， 

既人生自元點出發後每一點果位，就是平時人所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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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菩薩神聖等等的名稱假相，其實假相名稱只是表達 

人的能量強弱分別也，因此，我就把元點假名為－彌 

陀、佛祖自性、元神、天主、天王等，其經過的每一 

站點依次分為菩薩、羅漢、大羅金仙、大帝王爺、尊 

者、護法神等等名稱來代表，所以，人一旦開悟回歸 

元點核心之後，由他過去修證的果位能力，就全部俱 

足也。而當人真正大徹大悟後，我們就把它立名為覺 

者，覺悟者，開悟者，得道者，更為尊敬就是佛陀世 

尊也。 

但這些分別用的假立名相，都不是一個真正禪者，修 

行者急需所求到的，而最要的乃是悟到元點核心的自 

在，不生不滅的元點佛心，才是本宗門同修們所真正 

需要的。 

所以各位如果努力依法修行－反省、懺悔、實踐等功 

夫，則各位必能證到不生不滅的真正永恆生命。如果 

所有人類天人都共同悟證到佛心的自在時，則各位即 

是未來佛呀！ 

所以，未來在那裡呢，即在你們的心中，各位努力建 

立永恆不滅的心廟，才是重要的人生課題。 

而要到達元點建立心廟也只有依三寶修行，沒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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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妙法可以到達的。 

今日身為安心法門的同修弟子，則應該好好依照此法 

努力修行。 

20.往生後的境界究竟如何？眾說紛紛，有的修行者看到世間上的幻境，就

覺得人生無常，希望趕快修行得道 

後，下一世不來世上了。這真是可憐的人，真是可憐 

到極點，在他入修行宗門之後就誠心的發願，要度一 

切眾生脫離苦海，無論生生世世都要行菩薩道，那 

麼，試問各位同修們，這不是自相矛盾嗎。 

又既然你有這份慈悲心想要成佛度眾生，而又說成佛 

成道以後不再來世上，世上很苦等：：：唉！可憐的 

眾生呀，你們的逃避現實心態是在障道。 

人的往生定義，就是人要往光明的元點核心回去，核 

心的光芒是永恆的，那裡是充滿著無量的光明與無量 

壽數，因為元點是不生不滅的，元點是生生不息的， 

所以，人們應該往元點核心回去，這才叫真正的往 

生，那個元點核心即是極樂世界之處，元點核心是寧 

謐又清淨的！ 

21.恭敬一切眾生，當各位在修行反省的時候，首先應該保持平靜如水的

心，千萬不可有不滿的心，要做到平靜的心，必須由恭敬一切眾生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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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因為，你們如果有不滿的心態時，必會給你們帶來起伏不定的心，

則無法很客觀的反省、懺悔。有些禪者、行者們往往自傲自己在修行，

則先把自己的假身價提高，藐視一般的人，處處在裝模作樣，可憐的是

這種人，他本來就忽視了眾生的功德與人所無法深知的佛性，更不懂得

人的偉大，所以，這種行為與思想，本宗門的同修絕對不可以有，否則

任各位怎麼樣擺姿勢只是一條可憐蟲罷了。 

22.以上是本人多年來自修所悟的方法，提供各位同修參考，如果一味的外

求加持智慧、神通等等法門，這是絕對錯誤的，希望本宗的同修正確認

知，否則各位的以前業障未消除，現業又產生，何時能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