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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1.Q1」為資料來源。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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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208-A 自序

夫修行捷徑。莫如念佛。念佛之要。必先觀心。心若不明。徒勞脣吻。雖口親佛號。

而不知念者是誰也。夫一念相應。九品同符。理事持名。皆不虗棄。苟於能念之心所

念之佛。直下雙忘。心佛齊泯。忽爾淨智妙明。廓然洞徹。寂光真境。頓了目前。所

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之義也。古德云。禪淨雙修。自他兼濟。目足齊運。到清涼

池。又云。念佛不作福。入道多苦辛。作福不念佛。未免受沈淪。作福兼念佛。如筏

渡迷津。則悲智齊融。方提得起這一句佛也。是故當勤精進。急辦前程。一句阿彌

陀。異口同音。一句阿彌陀。善惡不分。一句阿彌陀。凡聖正因。一句阿彌陀。解脫

冤親。一句阿彌陀。普濟羣生。一句阿彌陀。萬善同登。一句阿彌陀。六度齊行。一

句阿彌陀。淨穢澄清。一句阿彌陀。東西合并。一句阿彌陀。包括古今。一句阿彌

陀。函葢乾坤。一句阿彌陀。證入無生。一句了然超百億。十方世界現全身。祇因蓮

社道友。請益禪淨唯心之旨。不覺逗漏。遂成話墮。雖有言說。毫無交涉。夫損己利

人。智為先導。開之以方便門。示之以解脫道。橫超直往。誓不退轉。定有到家時

節。如肯余言。終不虗行。

No. 1208

唯心集

海湧小白花海岸山人　乘戒定慧　著

臥聽鄰雞第一聲。五更曙色漸分明。整衣束帶思何事。十念彌陀信願行。

唯願臨終神不亂。預知時至體安然。皮膚脫落根塵淨。託質金臺上品蓮。

死生大事實堪憂。戳破機關萬慮休。無始劫來至今日。何曾動著一絲頭。

禪餘無事課彌陀。為度眾生出愛河。九品咸令登彼岸。奚須留戀此娑婆。

心心起滅花開謝。念念存亡雲往來。彈指頓超三際斷。剎那消盡劫塵灰。

但知佛在心頭念。不信花從舌底生。花即是心心即佛。心花開處佛來迎。

諸佛如來淨法身。思惟憶念便相親。本同一體無差別。只要當人認得真。

趙州不喜吾偏喜。漱口三朝吐妙香。法界藏身安樂國。眼前何處不西方。

東方日出落西方。想見西方無量光。大地山河非外物。法空寶覺是心王。

世間難得是人身。既得人身要認真。罔極恩深何以報。無如念佛度雙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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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忙動靜不妨修。耕讀漁樵亦可求。貴賤賢愚無揀擇。但稱六字便相投。

佛度眾生如一子。眾生念佛若雙親。不相違遠常相憶。覿面依然是本人。

彼方歸去實非去。此土往生無不生。大道直通三界外。六街原不禁人行。

汲汲波波汲汲波。何如一句阿彌陀。屠刀放下便成佛。七日功夫猶是多。

在家念佛在家中。晝夜晨朝不住功。況在家中多少好。無拘無束念頭空。

豐饒富有千鍾祿。榮耀尊為一品官。難免衰殘老病死。浮生爭及樂邦安。

生佛體同本大均。蹉跎又自逐風塵。向時不肯勤精進。流落娑婆作嬾民。

愚迷不達境唯心。日逐驅馳向外尋。覓即知君不可得。空花水月景沈沈。

人生多事多煩惱。百年長壽恐難保。忙裏偷閒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好。

是男是女總堪修。親切無如自己求。異口同音一句佛。渾家送上渡船頭。

此方正教重音聞。雪曲巴歈巧樣分。六字彌陀真絕調。一聲清響遏行雲。

身當強健精神旺。病臥牀幃力不支。猛省回頭早覺悟。是真精進丈夫兒。

燈盞無油火不明。昏瞢直入暗中行。冥冥長夜何時且。夢裏驚聞佛一聲。

三灾八難孰為拘。但念彌陀當處無。迷即眾生悟即佛。祇因迷悟有差殊。

日落西山憶故鄉。終須檢點辦資糧。等閒整頓好行李。莫待臨時手脚忙。

火宅無安不久長。化城豈是舊家鄉。要知凡聖同居土。畢竟終歸常寂光。

夢想西方到幾回。金繩交絡玉樓臺。心開意解蓮花放。真實何曾有去來。

未許栽蓮結淨因。忽傳口信寄來人。由他世路多魔障。一句彌陀身外身。

真如界內離生滅。平等法中無自他。若俗若僧皆有分。春來何處不開花。

無明殻破金蟬蛻。幻滅空懸白澤圖。淨土必無如是怪。柰何不信有疑狐。

繁華叢裏一聲佛。閙熱場中四字經。我慢貢高跳不出。鐵牛無脚過窗櫺。

赤白青黃四色花。池中開滿大如車。凡夫俗眼何曾見。到者方知果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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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自性阿彌陀。那裏工夫有許多。聖解凡情休卜度。一刀斬斷葛藤窠。

六根清淨諸佛現。所護念經唯一心。讚歎稱揚當信是。更於何處覓知音。

如切如磋如琢磨。擬心作佛便成魔。娑婆有箇無名氏。終日深居安樂窩。

無分淨穢與中偏。是處蓮花朵朵鮮。正好修行好供養。何須特地假莊嚴。

觀想眉間白玉毫。我王庫內有何刀。但看天際一輪月。夜夜清光照爾曹。

前三三與後三三。此話文殊親口談。無量無邊多少眾。不消一句總包函。

下品下生憑十念。其人業重罪非輕。緣何得與蓮池會。實是彌陀願力宏。

毀齋破戒本難寬。一念回光願力完。下品中生原不少。心中佛月自團欒。

妄為妄作無慚愧。感發方知念佛真。頓覺聲消諸想寂。儼然下品上生人。

深信彌陀六八因。仁慈行世孝雙親。良由值遇善知識。中品下生脫苦津。

中品中生精進力。不分寒暑念頭堅。威儀細行無虧犯。當處能生一朵蓮。

中品上生持五戒。兼修十善願西方。回心向大超三學。直證菩提解脫場。

上品蓮花得下生。深通因果願心明。心心密諦趨無上。百法門中自在行。

上品中生心不動。能於第一義中修。原來第一猶難執。迅速還源得自由。

上品上生花自開。巍巍端坐紫金臺。三心圓證無生忍。不枉翹勤授記來。

不容議論豈容思。信口稱揚已覺遲。一念無生真淨土。唯心之旨少人知。

南無阿彌陀。佛有甚奇怪。不過稱虗名。誘人出三界。

南無阿彌陀。佛無有奇特。我法妙難思。止止不須說。

南無阿彌陀。佛度有緣人。一到蓮池內。花開不待春。

南無阿彌陀。佛道難思議。頓覺自心開。直入如來地。

南無阿彌陀。佛有大威德。九品度眾生。受樂無窮極。

南無阿彌陀。佛為一大事。凡生我國中。摩頂親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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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是誰。無孔鐵錘。虗空擊碎。淨土花開。

念佛不參禪。只要念頭堅。一心終不亂。三界忽超然。

念佛又參禪。出世大因緣。隨流而化物。唱導利人天。

不參不念佛。放下狂心歇。善惡莫思量。唯此一事實。

人我交攻為底忙。不勝久矣未安邦。攢天烏兔冲霄漢。伏櫪駑駘繫楛樁。撲不碎惟生

死塊。挽難迴是利名艭。也知多少忙忙者。爭肯消閒月半窗。

父母非親孰是親。雙亡雙照本來人。雖無解虎降龍術。却有穿衣喫飯身。鶴樹彫殘甘

露滅。鹿園唱徹道風新。爾來深得閒中趣。水月雲山為比鄰。

得罷休時且罷休。此身何異水中漚。冤親聚會情難却。恩愛別離計莫留。蓮漏滴殘今

古夢。篆煙消盡短長愁。不如三界見三界。空起許多閒念頭。

能所施為似奕棊。爭如勿著更便宜。獨操勝算難逃數。落盡枯枰轉更虧。莫使浮華名

過實。由他疑謗自無欺。長安古道行人少。往往窮途泣路歧。

孝思篇

家家有佛二尊。胡為世人不識。堂上父母雙親。便是釋迦彌勒。不用點燭燒香。只要

鞠躬盡職。隨時菽水承歡。婉容敬順顏色。晨昏定省毋違。祇候起居晏息。恭惟鞠養

劬勞。恩深昊天罔極。我今長大成人。應當盡心竭力。生事死葬以禮。春秋蒸嘗勿

忒。履善惟孝為先。世間第一功德。治國齊家修身。無越者箇法則。看他反哺烏鴉。

豈以人而勿及。不思孝順爺孃。此身從何而得。幸資父母生成。功業由斯而立。在家

出家一般。皆承父母恩德。不解孝敬尊親。為僧亦無利益。我佛大聖仁慈。救親析肉

析骨。知恩要解報恩。至孝在明明德。三教道理本同。法爾為天下式。終身惟疾是

憂。敬畏小心出入。製奉寒暑衣裳。供養時鮮飲食。必也念茲在茲。無違一時一刻。

回思抱恨終天。子道須當愛日。

余幼歲出家。父早逝。唯慈母在堂。胞兄終養。世為農業。幸藉菽水無匱。余雲遊

在外。未遑歸省。逮乎成立。欲報私情。詎意見背。嗚呼痛哉。恭惟鞠養生我劬

勞。罔極之恩。深固高厚。生不供甘旨。歿不克烝嘗。真世間之大罪人也。每一念

興。不勝悲噎涕淚。噫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將近耳順之年。唯是追遠之心不

能已已。遂作孝思篇。以自警云。

學道如登萬仞山。孤峯頂上絕躋攀。直須行到無行處。始覺天地非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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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本來無一物。菩提非樹鏡非臺。行深般若波羅密。曠劫無明當下灰。

明眼人前三尺暗。金剛腦後一尋光。虗空背上翻觔斗。撞倒泰山石敢當。

正睡著時夢也無。碧天雲淨月輪孤。主人公在什麼處。跳出楊岐三脚驢。

狗子佛性有。舌頭不出口。一喝魂膽飛。山河空裏走。

狗子佛性無。門前叫子湖。逢人齩一口。無毒不丈夫。

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觸目不知道。對面九嶷山。

我有一句子。不便與人說。舌動是非生。言詞相寂滅。

萬法歸一。銀山鐵壁。一歸何處。心空及第。

舉起吹毛。直截痛快。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一棒一喝。雷轟電掣。語言道斷。心思路絕。

佛祖公案。法王正令。不透言句。學人心病。

偽不掩真。曲不藏直。偷心不死。佛法中賊。

智不是道。心不是佛。離相離名。水天一色。

話頭舉起。斬釘截鐵。聖凡情盡。顛倒想滅。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當面錯過。

唯心集(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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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

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

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

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

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

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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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

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

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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