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泛如來功德船 

藥師法門第二講 

恒懿法師2019年1月27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

：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繼續講藥師法門。上個禮拜，我們大

概講了一下《藥師經》，還有藥師法門內涵與

它的精神是什麼，還有它所包括的出世跟入世

的積極意義。現在我們看看，有哪些經典是屬

於藥師法門的？ 

有四個經典，都是講藥師琉璃光如來，但是翻

譯的時間跟名字有點不同，還有翻譯的不同。 

第一個，《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脫經》，

這個是在很早期東晉的時候翻譯的；或者又叫

《灌頂經》，因為失傳，所以現在較少人用這個。 

第二個，隋朝的時候，達摩笈多譯的《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只有一卷。 

第三個，是玄奘法師從印度帶回來的經典，其中的一本他翻譯的，這個呢就是比較

廣泛，我們現在都用這一本《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現在流通的都是這一

本。但是當初玄奘法師譯時，他沒有加上八大菩薩，所以有人就把東晉譯本的八大

菩薩把它補進去。 

第四個，唐朝義浄法師譯本有神咒，就是〈藥師灌頂咒〉，前邊加了進去。所以現

在才有念咒法門。第四個呢，我們北傳比較少用到，但是藏傳佛教常用這本經，就

是《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這有兩卷，就是義浄法師翻譯的。通常西藏僧

衆讀誦的都是這一本，這本也廣為流傳。 



所以藥師法門真正依據的，就是這四個經典。我們都是用唐玄奘法師翻譯的經典。 

經典有告訴我們用什麼方法來修持： 

第一、持名；就是我們念藥師琉璃光如來，或者是消災延壽藥師佛。但是有人說消

災延壽藥師佛，還不是很完整，最好是藥師琉璃光如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誠心！ 

第二、供養；用香、華、幡、燈等供養，供養佛，三寶。 

第三、誦經；或者開示、演說經本。 

第四、持咒；我們新春的法會，當然燈、香花，都有供養；誦經，早上一部，下午

誦一部；剩下的時間就是持咒，持〈藥師灌頂真言〉。 

我們希望集大家的力量，持一百萬遍，希望讓這個世界更和平一點；不要有戰亂，

不要有紛爭。 

我這邊有五色線，因為在經裏有講到這個，等一下給你看五色線怎麼做。 

這裏有講到誦經，持藥師法門的利益是什麼，有講十個，我們稍微看過一下。 

（一）速得成佛，經中屢言之。因為經中提到，做供養，心是平等，慈悲喜捨，速

速能夠得到菩提，所以成佛很快。 

（二）行邪道者令入正道，行小乘者令人大乘。藥師佛的十二願力，如果你入了邪

道，可以幫你入正道；如果小乘的人，可以讓你入大乘。所以有些人中了邪魔外道

的法門，他想轉為正道，又不知道怎麼做，他就可以誦《藥師經》；如果他自己做

不到，別人可以幫他誦，迴向給他，希望他可以轉入正道。這個非常的重要。我們

常常說：「寧可千年不悟，不要一日入邪道。」有些人貪快、貪方便、貪神通等等，

很容易被邪魔侵入。有些人：「我要趕快證果！」所以寧可千年不悟，但是你入了

邪道，要出來是很困難的，因為精神都很難轉正回來。你修持藥師法門，就可以讓

你入正道，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三）能得種種戒，犯戒者還得清淨，不墮惡趣。這裏有一個故事：在早期有一個

出家人，她不曉得自己有沒有得到戒體，也不知道去哪裏問。一次她去印度，希望

能夠找到高僧來告訴她。她碰到一位阿羅漢，問他：「我這個僧尼得沒得戒？」阿



羅漢就說：「我是小乘的行者，我不曉得菩薩戒的僧尼能得戒否？但是我可以到兜

率天幫你問彌勒菩薩，看你有沒有得戒。」 

我們有時候因為習氣，不經意犯了戒，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她就害怕自己犯了

戒不知道，她很希望自己得到圓滿的戒體。阿羅漢到了兜率天請問彌勒菩薩，這個

僧尼到底有沒有得戒。彌勒菩薩說：「如果這個僧尼得戒的話，你就拿金華放在手

上，它不會掉。」阿羅漢拿著那個花，真的沒有掉。彌勒菩薩就顯現很高大的身告

訴他。後來阿羅漢就問彌勒菩薩：「受戒以後，犯戒怎麼辦？」就說，我受戒後，

要犯戒，不就沒有戒體了嗎？ 

彌勒菩薩說：「若聲聞法，犯性戒現身難得。 若大乘法此事不難東方有土名淨琉

璃──佛名藥師。以本願故，破戒稱名，必得淨戒。 比丘聞已，後說此事，聞者

信受矣。」 

這段話就是說，如果聲聞法，就比方小乘的，犯性戒──殺盜婬妄，這就是重戒；

如果你犯的話，就沒有戒體了，今生想要再得到，就很困難，盡形壽就失去戒體。

所以我們講，犯戒就好像死屍屍體，丟到大海裏面，大海都不要。為什麼？因為屍

體在大海裏，一定被沖回岸上。所以你犯戒，就比喻你像個屍體一樣。但是大乘法

不同，他說大乘法裏面有一個東方藥師佛，淨琉璃，佛名藥師。以他的願力，破戒

的人稱他的名號，就可以得回淨戒。  

比丘聽了以後，就告訴僧尼。從這點就知道，你犯了戒，還可以還得清淨；這個就

是要你非常誠心的懺悔，做種種功德，稱佛名號。這樣還是得回清淨戒體。  

（四）得長壽、富饒、官位、男女等。長壽，就是你可以活久一點；生病早夭了，

就不是長壽。富饒，你想要有錢；官位，有地位；男女，你想要有男孩子的，就會

有男的；想要有女孩子，就會有女孩子。說起來就是藥師如來就是滿你的願，你想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想要得到什麼，就得到什麼。 

近代在臺灣有個法師，叫懺雲法師，如果從臺灣來的就會知道他是很有名的一個法

師；他自己說，剛從大陸到臺灣的時候沒有錢，他有一塊地，想要在這個塊地上蓋

個大殿，那就需要錢。有個居士跟他說：「我有一個朋友，如果你請他幫你蓋，這

個蓋的錢，由我來出。」他聽了很高興。可是後來他去瞭解幫他蓋的年輕人，他覺



得好像不太合適，所以他就不想要用他。可是那個居士說：「你一定要用他，我才

供養你蓋大殿的錢。」他想：那就算了，寧可不要；自己有多少，就蓋多少錢，沒

錢就停工，有錢就再蓋。 

一直停工也不是辦法，他就看到弘一大師演講時曾經講到：我們到極樂世界，因為

極樂世界黃金為地，所以你不需要黃金、不需要錢；但是我們現在在娑婆世界，什

麼都是要錢的，我們蓋廟也是要錢的。所以怎麼辦？他就照著弘一大師藥師法門的

方法去修，在修的時候，他就說：「真是藥師佛的加被，那些居士就自動拿錢過來。」

他也沒有去化緣。有個居士說：「在家裏不拿錢出去到廟裏，會很不舒服，今天趕

快把錢拿到廟裏，才會安心。」所以他說，藥師如來真的是滿你的願，你心裏有個

希望，當然你這個希望是正當的，不是想我有這個錢，好好去賭博；或者我有這個

錢，我花天酒地。我想佛菩薩不會給你這個，正當用的話，藥師佛都會滿你的願。 

那弘一大師怎麼教我們修？其實很簡單，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 

1、禮敬；個修行就是先拜佛，先禮拜十方三寶，懺法就完全照著這個做。就先禮

拜十方三寶，藥師琉璃光如來，至少各拜一拜。要很誠心，恭敬地拜，不要草率，

寧可少一點，也不要草率。 

這點就告訴我們，平實我們念經、念咒，就拼數字，其實不需要；我們很誠心、很

專心的念，比你拼十萬、二十萬還重要。所以我們念經、念咒不要急；那你自己念

的時候沒關係，但是你就不要像在趕什麼，都不要。念經、念咒、念佛號，都是這

樣。要一字字，清清楚楚的，你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念什麼。就隨著聲音，

自己很專心的來念，這樣的話功德才具足；不然的話，變得非常草率。 

2、讚歎藥師如來；這裏有寫到： 

  歸命滿月界 淨妙琉璃尊 法藥救人天 因中十二願 

  慈悲弘誓廣 願度諸含生 我今申讚揚 志心頭面禮 

這個就是讚歎藥師如來。 

3、供養；就是香華供養，在佛前長跪合掌唱供養偈；自己也可以加懺悔文，什麼

都可以。 



4、誦經；弘一大師說，字音要清楚，不要念錯。你可以跪著誦經、站著誦經，或

經行都可以，就是好好的誦經。 

5、持名；就是藥師如來琉璃光，持名，要先念讚： 

藥師如來琉璃光 焰網莊嚴無等倫 

    無邊行願利有情 各遂所求皆不退 

他一定會滿你的願，不會退的，然後就念「南無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

至少一百零八遍，可以多念。 

6、持咒；咒，就是藥師灌頂真言，先一百零八遍，或者先念全部的咒七遍，心咒

一百零八遍。心咒即是咒中唵字以下之文。持咒時，不宜大聲，自己聽到就好了；

但是也不要太小聲，一定要自己聽得到。可以經行念，也可以坐著念。他的方法就

是這樣。 

7、回向然後就發願；回向，就是功德回向要做什麼、什麼；再發願，你希望什麼。

就是很恭敬、很努力的做，你求什麼，就可以得什麼。這就是弘一大師藥師法門的

修持方法。 

 

恒懿法師：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居士：她說經文要念清楚，不要念錯，念錯了怎麼辦？ 

恒懿法師：我們都有〈補缺真言〉，最後面你要念〈補缺真言〉；因為你不是故意

的，但是你總會錯。 

居士：我知道念錯了那個字，把那句當場重念，行嗎？ 

恒懿法師：可以，你自己念可以；你跟別人念，那就速度不同。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關於這個修行的？反正不管修什麼法門，我們心最重要。 

第五、感應；我現在講李通，就是唐朝時候，有個人叫李通，他那時候二十七歲。

有一次他出門，遇到一個相面師，他就說：「你雖然很年輕有為，可是你的壽命只



能活到三十一歲，沒有辦法。」他聽了以後，心裏很難過：「為什麼我壽命這麼短？」

相面師：「壽命都是過去業力帶來的，都是固定的。」這怎麼辦呢？他心裏很難過。

問來問去，都問不出個所以然，就找到了佛門。 

他問一個老和尚，說：「我現在才開始起步做事情，現在二十七歲，只剩下四年的

壽命，我這個人生還有什麼意思？」老和尚就告訴他說：「沒有關係，佛門裏面就

有一個短命可以讓你長壽的方法，你可以試著去做。你就是誦持《藥師經》，一定

可以長壽的。」就拿《藥師經》一本給他。 

李通看了就說：「我雖然願意，但是我事情很多；我可能沒有辦法像你們每天在廟

裏面誦。那怎麼辦呢？」 

老和尚說：「那你沒辦法專心的誦持，每天一步的話，你可以用抄寫，把《藥師經》

拿來抄寫。」他聽了很高興，這是長壽的方法。 

他馬上拿來，就抄寫；從頭到尾，很專心的抄寫一遍。寫完以後，他又碰到那個相

師，那個相師看到李通就說：「哇！真是太不可思議，你到底修了什麼功課，你的

壽命竟然可以延長三十年呢？」他心裏就高興多了。所以說《藥師經》的功德是很

大的，它真是不可思議的功德。 

但是你在修這個法門的時候，一定按照他所說的，就是常常放生，所謂功德船，上

個禮拜講的「人間亦有揚州鶴，但泛如來功德船。」一定要有功德，福德一定要夠；

福德不夠的話，藥師如來就會告訴你多做功德。怎麼做功德？如供養、香花、燈燭

供佛，供養三寶，這樣積聚功德；還有慈心不殺，這都是積蓄功德。福德具足的話，

再加上你求長壽的話，很容易就滿你的願。 

講到福德，印度的阿育王原先是個暴君，因為他遇到佛教，就開始改過懺悔，改過

自新，他就想要供養佛的舍利。他就聚集舍利，可是不夠，他就問哪里有？他的師

父就告訴他：「很多都被龍王拿到龍宮了。」他就說：「我要去龍宮跟龍王要。」 

師父就跟他說：「龍王不會理你的。」他說：「我是地面的轉輪聖王，他是龍王，

哪能跟我比？」所以他就在海邊叫龍王，怎麼叫，都沒有叫出來。他就說：「奇怪，

龍王為什麼不理我？」師父就說：「因為龍王的福德比你大！」「哦！龍王的福德

為什麼比我大？」「龍王為什麼會變成龍王？因為他在修行的時候，因為戒律不是



持得很嚴謹，所以他變成龍，但是他修行是很用功的；所以他的福德積蓄的夠。那

你才剛開始，你的福德沒有他夠，所以他不會理你的。」 

阿育王回去，就很努力的積蓄他的福德，供養、做各種供僧啊，對所有的貧民，他

都幫助。所以後來，他覺得他福德夠了，又去到海邊去，彈指三下，龍王就馬上出

來。他就問他師父，師父說：「因為你的福德夠，威德就夠；威德夠，龍王就會怕

你；你威德不夠，龍王就不會怕你。」 

龍王出來的時候，是人的樣子出來，就問他：「你要什麼？」他說：「我要佛陀的

舍利，我要建佛陀的舍利塔八萬四千，到世界各地去。」龍王答應，就給他一部分

舍利。所以他就把舍利分成八萬四千個，建八萬四千座塔。 

他在造這個塔的時候，他就希望能夠得到佛的幫助，他的師父就跟他說：「你一定

要努力用功，才能夠很順利的建完八萬四千塔。」他的師父就教他念藥師佛心咒。

他就一直念，誦滿了十萬遍以後，他又供養了十二藥叉，十二藥叉就把舍利送往各

地去，建立了八萬四千座塔，供給人來供養。這個故事是從《神奇舍利子》錄出來

的。 

只要你的心是正確的，你是為人或是你自己所求的，藥師佛一定會滿你的願；這個

就是藥師佛偉大的地方。 

我認識一個人，她是修藥師法門，是在台灣的一個醫生。有一次她母親生病，很嚴

重，要開刀。她那時候覺得自己是醫生，可是也沒辦法幫助自己的母親。因為她修

藥師法門，所以一天就念七部的《藥師經》，每天就這樣念；念到她母親開刀回來，

很順利，也沒有危險。所以藥師法門很滿大家願，所以不要覺得沒有什麼。 

我們看這個〈藥師咒〉；為什麼這麼念呢？【南無】就是禮敬；【南謨薄伽伐帝】

就是世尊；【鞞殺社】就是藥；【窶嚕】就是師；【薛琉璃】就是琉璃； 【缽喇

婆】就是光；【喝囉闍也】就是王；【怛他揭多耶】就是如來；【阿囉喝帝】就是

應供；【三藐三勃陀耶】就是正等覺；【怛姪他】就是即說咒曰——〈藥師咒〉、

〈楞嚴咒〉後面都有怛侄他；【唵】就是發音；【鞞殺逝】就是藥；【鞞殺逝】就

是藥；【鞞殺逝】就是藥；【三沒揭帝】就是生起來；【娑婆诃】就是成就。這個

咒的意思就是：這個是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咒，藥藥藥，生起來。 



為什麼「鞞殺逝、鞞殺逝」後面是「鞞殺社」呢？因為梵文是這樣子的，它的尾音

不同。為什麼尾音會不同？跟後面那個合起來有關係的，它後面接的什麼音，尾音

就會改變。所以有時候你看，「薄伽伐帝」，「怛他揭多耶」，為什麼會這樣？因

為後面接的「阿」，鼻音不一樣，意思是一樣，但是它發音就會不同。 

佛陀在過世以後，一千四百年，玄奘法師還沒有到達印度以前呢，唯識宗有一個大

師，叫作護法菩薩，「成唯識論」就說從他那邊來的。護法大師他認為他自己證得

的義理到了，但是他不想這個肉身這樣死亡，他希望等彌勒菩薩來給他證明，看看

他的說法對不對；他不想就這樣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碰到彌勒菩薩。所以怎麼

辦呢？他就念藥師佛的名字求長壽，念十二藥叉大將的名字，求觀世音菩薩加被。

結果觀世音菩薩現身了，帶領他，幫他結手印，念十二藥叉大將的名字，所以那岩

石洞就打開了，十二藥叉大將親自把他領進去，這個岩石就封閉，他就在這個岩石

裏面等待彌勒菩薩下來。這個也是關於藥師法門的。 

為什麼講這十二藥叉大將？我們看看經典最後，十二藥叉大將說：如果有人有什麼

願，他們終身都護持佛陀這個藥師法門，他們下面都有七千個眷屬，所以十二藥叉

加七千個就是八萬四千。如果你們真正的誦持這個藥師法門的話，這十二藥叉都會

來護持你，都會幫助你，滿你的願，不會受到各種的劫難。 

在《藥師經》裏面講，你有什麼願望的話，用五色線──青黃赤白黑這五色線，像

這種，然後就念我的名字，念完打個結，十二個藥叉就打十二個結。念完以後呢，

如果你的願達成了，那個結再把它解開來。這是經上這麼說的，你們可以試試看。 

什麼是藥叉呢？藥叉，就是夜叉。我們常常說，夜叉會吃人；但是因為他們受了三

皈五戒，他們心裏改變了，就是要護法，所以你就念這十二個藥叉大將的名字。 

你先念《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部、就《藥師經》一部，然後再念十二藥

叉神將的名字，每一尊都念一百零八遍，然後打個結，這個結隨便打嘛，夠十二個

結。然後再念藥師琉璃光佛的聖號一百零八遍，然後前後兩端的結可以結起來；你

結好的結就變成五色縷，可以戴在脖子上、戴在手上。 

在經上說，如果你求這個願滿了，比方你希望考試得八十分，那你真的八十分以上

了，你願滿了，你就在佛前把這結解掉。十二藥叉大將是這麼告訴你的，你們可以



試試看！ 

聽說在座的都非常的靈驗，求的是身體的啊，或者是為你自己求的啊，或替別人求，

都可以，都可以滿你的願！因為十二藥叉大將他就是這個願，他的發願就是這樣。 

我這五色線，是有人買了要供養大家的，你們想要，這個不一定你要念十二藥叉大

將。本來我們在做這個法會的時候，也有做消災牌位跟往生牌位，但是這個牌位不

會很特別什麼願。我們可以趁這個法會，你希望滿你一些什麼願，你可以寫下來；

我們有許願樹，你就掛在那邊。 

本來我的想法是這樣子，你先寫，有點像牌位一樣寫個小牌子。當然你做牌位也有，

再加上這個，因為牌位不可能寫什麼願望嘛，最多是消災牌位或者是往生牌位、冤

親債主。你自己寫這個許願樹的時候，在許願的那個地方你可以寫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希望我的小貓很健康，不會生病；我希望我的女兒找到男朋友，都可以；就是你

特地的那個願，你給它寫下來。然後你可以發願：念滿一千遍，希望我這個願能夠

圓滿。那你就念滿一千遍，表示你這個願力你念一千遍。這個願望，就是你真的有

為這個來做事情，不是我做個牌位掛在那邊，就不關我的事了。不是！你真的為你

的願望做些什麼事情，那你就可以許很多願呐！ 

本來我是說買那種燈，不要油燈，油燈那個味道太可怕，買那個 LED燈或是電池的

燈；比方你念滿一千遍，就開開燈，哇！那個許願樹很亮！本來是這個想法，但是

時間不夠，而且我們不知道去哪里找那種燈。大家有個想法看看，明年的話，我們

是不是這樣做？ 

我許個願，但是我希望這個願力成就，我要念多少咒來成就這個願；那你念完以後

就開開燈，就告訴他或者你希望說：「哎呀！我希望我的冤親債主或者我的哪個往

生的朋友，他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者他的病消除了，他的業障消除了。」你

可以為他這樣寫，你也可以希望我念滿一千遍，為這個願力念咒念一千，或經典念

多少遍，為他做這個工作。念到了、滿了以後，你就開開燈，哇！到最後那燈都滿

滿的，也好看，也表示說我真的有努力了。 

不然的話，我們每次這個法會，有些人也不來參加，就是寫牌位擺在這兒。其實寫

牌位的意思是，為牌位這個人做功德。所以牌位多少，好像我們這個牌位比較少，



錢比較少，或者錢比較多，賺的或賠了，都不是。你給多少，就有多少的功德，所

以這牌位、你做功德就擺在這邊，你沒有替他、為他做點什麼事情的話，其實在我

覺得還是不夠圓滿。 

如果我們今天趁這個藥師法門呢，很實際的為他做；或者說我希望我現在住的這個

房子空氣很好，或者我希望住的這個房子不會有螞蟻來，各種願都可以。所以在那

個許願紙上，你可以寫任何任何你希望的願望，寫下來以後，你當然希望它能夠成

就，你自己只要用功啊！對不對？自己不用功，擺著那邊，你以為你寫了一張擺在

那邊，願望就達成了？你也可以供養三寶啊或者放生啊；因為在藥師法門裏面很注

重放生，放生很重要。我們為什麼會生病？就因為過去殺生，殺生是最重要的，所

以我們會生病。如果你要把這個殺生業轉過來呢，放生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我記得在舊的金佛寺，聽到這個，好像是在雜誌上還是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加拿大

人，他三十幾歲，他以前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後他就到處去求，能夠什麼方法

可以免除嘛。問了很多人，結果問了一個佛教的，我不知道是藏傳的還是漢傳的，

但是就跟他說：「你不要吃葷，要吃素，最好能夠放生。」他聽了以後，他就照做

了，他就沒有再吃葷，然後做很多放生。後來他病就好了。病好了，他就很開心，

很開心以後呢他就忘了，又開始吃肉。後來他那個病又復發了，他又想到以前那個

和尚告訴他的，所以他又開始吃素，又放生，又好了。 

他就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很真，他其實本身也沒怎麼信佛，他只是聽。

人有時候走投無路了，什麼什麼他都聽得下去，只要覺得對他身體有幫助，他都會

做。因為這個原因而去做，他做了以後真的有效，所以他就很相信；但後來又再犯

一次。當他第二次這樣做的時候，他就真的相信了這個方法是對的。 

所以不要吃葷，吃素跟放生，對我們的身體是有幫助的。這點有沒有問題？那有人

也會說：「哎呀！你也吃素、也放生，怎麼你也生病？」這怎麼說？「前世因，今

世果」；這個因緣果報，你沒辦法；但是還是有辦法，就是藥師法門可以幫助你。

我也知道有些人，有兒女或有孫子的時候，她就會特別的修這個藥師的法門。為什

麼？她就希望讓這個子子孫孫的能夠順利平安。 

那我們不是要成就、要解脫的嘛？為什麼要在乎這個現世的舒服啊？現世的成就啊

？或現世的這麼多好處呢？為什麼？這跟我們解脫有什麼關係？誰要回答？沒有



關係嘛？ 

因為你命長一點，你要往生，你也可以念久一點！為什麼我們早課是藥師琉璃光如

來？我記得以前有一個人叫門翼平，你們很多人不知道，早期在聖城的人應該知道

。她是道德會來的，師父請她過來，因為她是王善人那邊過來的，她是四個演說家

之一，後來她出家叫恒安。那時候她就很疑惑，她說：「我看每個道場都念阿彌陀

佛，為什麼你們道場早課念藥師如來呢？」師父就跟她說：「因為你念藥師如來，

你命就長一點啊！你身體就好一點啊！你就可以念佛念多一點啊！」她想想也對！ 

如果我們今生都在痛苦當中，我都在生病、我三餐不濟、我都要為我的生活去打拼

，你有多少時間可以念佛？有多少時間可以修行？不要說一定念佛了，我想要打坐

，你有多少時間？每天為了三餐，你都沒有辦法修行！所以在藏傳佛教裏面有一句

話，叫「暇滿人生」，這句話很重要；暇就是閒暇的暇，滿是圓滿的滿。 

你們各位能夠來這邊參加法會、能夠念佛，知道你們在幹什麼？這叫暇滿。暇，就

是你有閒暇嘛！別人忙得哪有那個時間？你有這個閒暇、又滿，這個「滿」就是一

切都圓滿，什麼都圓滿，沒有什麼叫你必須犧牲掉，沒有辦法來修行。沒有！你像

你們都可以來啊，對不對？大家都是屬於暇滿人生。當你有這個人身，你不好好修

行，那太可惜了！但是，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暇滿人生？沒有！沒有！有些人他算有

錢，但是他沒有暇滿，他忙得要死，他忙著賺錢。你不要看有錢人好像很有錢，其

實他日子過的不見得比我們好；他吃也不見得吃好，因為他拼命賺錢，他有時候差

了十分鐘，他就少賺了很多，所以他吃也吃不好。 

我是看一個報導說那個巴菲特、很有錢的那個巴菲特，他每天都是去吃那個麥當勞

而已，他不是去吃什麼大餐；他沒有時間去吃那些大餐。所以你不要以為有錢人的

日子就過得很好。不是！他們其實很辛苦。如果他倒了，他下面幾萬個人都靠他吃

飯，他不能倒！他們其實背負了很多的壓力的。所以很多的那些大老闆，他們都是

有憂鬱症啊，都很多壓力的。 

馬克，他的公司叫什麼？就是做電動車的那個，他就是有躁鬱症。他為什麼有躁鬱

症？他為了要發明，要什麼。你說他有錢，就一定暇滿。不是！暇滿，不一定要有

錢，就是你的生活沒有什麼匱乏。你需要為了生活去奔波，讓你沒有時間去修行，

那個就不叫暇滿。暇滿，就是你可以有空閒時間，來參加法會呀、來修行。滿，就



包括很多了，除了你生活條件以外，還有你精神方面，還有你的知識，你能夠瞭解

佛所說的法。那你要瞭解，當然就要聽經聞法嘛，這也是滿的。所以你能夠有暇滿

人生，這個並不容易的。 

所以在藏傳佛教裏面，他們常常提到「暇滿人生」，知道我們能夠來修行，真的是

跟很幸運、很難得的一件事情！要很珍惜，要非常珍惜！當你很珍惜你能夠來修行

的話，你在修行道路上，你就會比較認真；如果你不珍惜，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

你就不會很認真。什麼東西你很難得來的，你會發現這個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好

好的修行！所以這個「暇滿人生」就是告訴我們，有這個因緣能夠來這裏修行，這

是不容易，不容易的！ 

剛剛中午講到八關齋戒，那現在稍微的介紹一下八關齋戒，這個大家都知道了，不

殺生、不偷盜、不婬欲、不妄語、不飲酒、不著香花蔓不香油塗身不歌舞娼伎不往

觀聽、不坐臥高廣大床、不非時食。有人問我了：「哎呦！我的床很高啊！我是不

能睡了？」 

高廣大床的意思，當然是又高又廣；那你肯定不需要那麼高廣。高廣大床意思說，

你這個床是豪華的，很華麗的。我們人最多一百六十公分左右，你需要那麼大嗎？

當然不需要。你要那麼大，就是表示你希望享受。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要你享受，高

廣大床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你的床是很高，但是你不是真的來享受的。如果這個床很舒服，你整天就要賴

在床上，那就不行。就是讓你不要整天就想著睡覺，所以這高廣大床的一點意義是

這樣子。 

那有些人不知道會不會坐臥到高廣大床，那你就一天睡在沙發也可以，睡在一個其

他地方這樣子；或打地鋪都可以嘛。 

為什麼這麼做？因為它只有一天一夜，一天一夜你能夠儘量的不要犯，那是最好！

這個來由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這個是《觀無量壽經》裏面的。頻婆沙王，他的兒子叫阿闍世，因為他兒子聽到了

提婆達多說，我要成為新的佛，你也可以成為新的國王；所以他就要殺害他的父親

。他就把他父親關起來，關七層的大門，所以沒有人可以接近他。他允許他的母親



來探望他的父親。他母親去探望，看到阿闍世不給他父親吃的，準備把他餓死在那

裏。 

以前的印度婦女都掛滿了瓔珞，叮叮噹當很多。瓔珞圓圓的，裏面就可以裝果汁，

像葡萄汁；然後她身上塗吃的東西、塗蜜。所以這頻婆沙王他就沒有餓死。 

沒有餓死，但是他想說：我雖然沒有餓死，遲早兒子要殺我的。他就想他的生命這

麼短暫！這麼痛苦！所以他就遙求佛陀來教化他，來給他受八關齋戒。佛陀就帶著

他的弟子摩訶目犍連來，讓他受八關齋戒。 

他為什麼要受八關齋戒？因為佛陀告訴他，你受八關齋戒清淨的話，一天一夜，你

的功德可以勝過天人和二乘人的功德。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死，所以他想在這麼

短暫的人生裏面，能夠受八關齋戒。所以他就受了一天一夜。他覺得受了很好，又

要求再受；所以就天天都在受。他受了以後，不但沒有死，而且佛陀又叫他弟子摩

訶目犍連跟其他弟子去給他講法，他又有法的滋潤，反而臉色好得不得了。 

阿阇世王就問他的獄卒：「國王死了沒有？」那些獄卒說：「沒有，現在都沒有死

，而且還挺好的。」 

現在是講為什麼八關齋戒這麼好？你看，他因為受了八關齋戒，除了有這功德以外

，他又得到佛法。 

八關齋戒的好處，這裏有講十三個功德： 

第一、脫離病苦；《藥師經》裏面就有講，有病人想要脫離病苦，他自己做不到，

其他的人幫他受八關齋戒，他自己都不用；七日七夜幫他受八關齋戒，就可以脫離

病苦。所以你想要趕快脫離病苦的話，八關齋戒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第二、消滅罪業；就說優婆塞戒受持八戒，就可以除忤逆罪，忤逆罪都可以除了，

當然其他都可以除了。 

第三、免除橫禍；《四天王經》裏面有講，你持戒，惡鬼都遠離。就像剛才中午的

時候，法師講的那個故事，她持了八關齋戒，羅刹鬼就沒辦法吃她。 

為什麼說六齋日持八關齋戒很好？因為六齋日，是天人在察看人間裏面，做點名了



；那天他下來點名，你剛好持八關齋戒，那福就增多了。所以六齋日持八關齋戒是

很好的。 

第四、遠離惡道；持八關齋戒，就不會墮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又可以常生

人中，又可以正見出家。為什麼說持八關齋戒好？在家人先接受出家的感受，因為

這等於一天一夜的出家的因緣；你覺得受這個戒不錯，越受越多，慢慢的，你真的

就出家了。就算今生你沒辦法出家，來生也可能正見出家；所以受八關齋戒好處是

這樣的。 

第五、福報優厚；「齋戒一日一夜，福報就不可計」。有時候我們怕亂世裏面會餓

啊，因為大家在打仗的時候，就沒有人在耕田，沒有耕田就沒有東西吃，打仗又有

很多人死傷，打仗又需要吃，所以那個時候一定會有饑荒。如果害怕這樣的狀況的

話，就常常持八關齋戒。佛說護淨經說:「 一日持齋，就有六十萬世餘糧。」所以

你就不用擔心說會有這種受饑餓的苦。所以這裏就說：閻浮提的國王，在人中，一

切自在，但是都不如八戒功德十六分之一。所以八關齋戒的功德是很大的，成就迅

速。因為你一天一夜嘛！ 

第六、成就迅速；如果你年紀又大，像那個頻婆沙王，他不是年紀大，但是他知道

他被他的兒子關起來，他的時間不多，恐不久於世，他就趕快在短期內成就那個很

殊勝的那個戒體。所以要持八關齋戒，好處很多。因為它時間短，功德又很殊勝。

你好好持，一日一夜很容易持。如果說我一個月、或一年，甚至一輩子，很多人就

不容易持，因為很容易忘記，還有我們的習氣，就不容易持受清淨戒體，你就沒辦

法。但是一日一夜，很容易得清淨戒體。所以一日一夜為期，這些在家人很對出家

人生活很嚮往，但是又沒有辦法，希望能夠受一點戒的話，這個最好最能夠成就的

。 

第七、來世尊貴；就說你今生持八關齋戒，來世就會人中王啊，或者是很尊貴有錢

等等。 

第八、得生天上；這裏有一個說法：在佛經裏講，有一個天女很莊嚴，釋提桓因就

問這個天女：「你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果報，可以這樣子？」這個天女就說她以前

在迦葉佛的時候也受持八關齋戒，所以今生就可以得到生天上，而且可以端正莊嚴

。 



第九、往生助緣；這個八關齋戒又可以是往生的助緣，中品上生的人，衆生要受持

五戒或八關齋戒，造諸善業，不造五逆，就可以中品上生；所以你要中品上生，八

關齋戒是你中品上生的助緣。 

第十、臨終歡樂；就是說，你念佛的工夫，如果還沒有到一念不亂， 沒有把握，

但是平時齋戒很嚴謹的話，就算你念佛的工夫不是很好、不是很專心，常常會被打

斷，或者是很多妄想，阿彌陀佛沒有來迎接；但是這個持齋的功德，八大菩薩還會

來導引你的路，到極樂世界。 

第十一、得相好身；就是你可以有相好身。我們上次有講到玉琳國師的前生是很醜

陋的，富家女本來要一個個供養僧人，看到他那麼醜，都嚇跑了。他自己就覺得自

己為什麼長的這個樣子？所以他就發願：下一輩子不要長的那麼醜！因此他就誦《

藥師經》跟受持八關齋戒；所以他可以變成非常相好莊嚴。 

有婆羅門問佛：「用什麼作業，才能夠有相好？能夠有福德？要怎麼受持？」佛說

：「你能夠 一日一夜持這個八關齋戒，或長期跟著一個法師受持八關齋戒，果報

就是這樣子。」 

十二、得無上樂；齋，就是齋日。《優婆塞戒經》有說：在齋日，六齋日或是十齋

日裏面，你不做各種惡事，又能清淨受持八關齋戒，果報就說很好，所求如願。 

十三、所求如願；如果有男子、女人受八關齋戒，又想生四天王天的話，所求的都

一定可以得到。或者你想要求得聲聞、緣覺、佛乘，不管你求什麼，你好好持八關

齋戒，都可以得到。 

《增一阿含經》裏面說，經上講的都說八關齋戒的功德是不可說，不可思議的，非

常殊勝。 

我們難得有這個機會來受八關齋戒，因為我們道場是有男衆法師在，才會傳這個八

關齋戒。現在正好有法師在，希望你們能借這個機會受一次八關齋戒，一天一夜而

已；如果你想要七天都受，你也可以受七天八關齋戒。你們真的要受，就到櫃檯那

邊登記。 

恒育法師：剛剛用完齋的時候，那個男衆法師比丘，他又來講說，因為有只懂英文



的人，他要念英文，所以他需要時間長一點。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說，我們的八關齋

戒大年初一，七點十五分開始，提早十五分鐘；所以您最好是七點鐘來。所以更正

一下，七點十五分受八關齋戒。阿彌陀佛！ 

你們最好是七點之前到，最晚七點；因為你到了，不是馬上就受，還要換換什麼什

麼，很多事情的，所以最好是七點鐘就到。 

關於八關齋戒，還有什麼問題嗎？我們一直強調八關齋戒，就是希望你們大家都來

受八關齋戒，因為難得的機會。你是說要來這邊住是不是？ 

居士：不是住嗎？ 

恒懿法師：不一定；如果你覺得我在家裏沒有辦法，我一定要來住，當然我們也會

有地方給你住。你可以選擇。你們覺得在家裏沒有辦法受持那麼清淨，那就來廟上

。因為在廟上，你除了拜佛、念經、誦咒，你沒別的事。我們是早上七點十五開始

，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十五，就一天一夜，所以你在廟上一整天，你不會犯。 

居士：如果要回家的，然後在很早很早又來，是吧？ 

恒懿法師：到了那天，就自動的，不需要特別的。時間到了，就OK。 

像我們做什麼，最好要登記。登記，就你去哪里，先報名一下，我現在要做這個事

情；你早點登記，「佛菩薩知道，哦！這個人要受了。注意一下這個人要受。」你

登記以後，你已經登記，就不會後悔了，就會想辦法來。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做

什麼事都要登記，讓法師也知道有多少人要受，也比較好處理。所以希望你們都要

登記。 

居士：法師，我覺得一天一夜，其實大家很容易；我們年初一，光是持咒已經到晚

上九點，然後開車回家睡覺就是。 

恒懿法師：對呀！到第二天七點十五分。一天一夜，其實很容易嘛！所以我鼓勵你

們，很容易可以清淨受持的。有些人要住在這裏，第一個是她怕早上爬不起來，至

少七點一定會到這裏受八關齋戒，所以前一天來。有些人初一住的，就怕回家看電

視，怕犯戒，所以她就來這邊住。所以就看你自己，你決定你可以清淨的話，就沒

問題。 



居士：一定要住？一定要念咒念到九點嗎？ 

恒懿法師：不是！你們大家可以一起來念咒，念到九點；但是你想回家，也可以。

就是說你如果受了八關齋戒，最好留下來念咒，你就不會回家看電視啊、拿手機劃

劃，你就不會嘛。 

居士：受了八關齋戒，她是不是如常的做她自己應該有的功課？ 

恒懿法師：都可以啊！八關齋戒沒有說你不可以做什麼功課，沒有這樣說。只是你

有時間做自己的功課嗎？如果你在廟裏念咒、念咒，拜佛，初一早上有普佛；因為

初一嘛，有上大供。還有什麼問題，關於八關齋戒的？ 

居士：八關齋戒是十二點鐘之後不能吃，是不是？是十二點以後不能吃，還是日中

一食？ 

恒懿法師：八關齋戒是持午，過午不食。我們算午時，應該到一點，不是嘛！ 

居士：十二點？還是一點？ 

恒懿法師：在中國，中國是算時辰的。午時，就是早上十一點到下午的一點，兩個

時辰，兩個鐘頭算一個時辰，所以到一點。 

居士：持午，就是說一點鐘之前就要吃好？早餐是可以的？ 

恒懿法師：早餐可以。下午不吃，中午吃。當然我們講過了，所有的戒，開、遮、

持、犯，如果你有病，你必須要吃藥，一定要吃點東西是可以的，這個有開緣的。

還要問什麼？ 

居士：那天可不可以讀書啊？ 

恒懿法師：讀什麼書？ 

居士：回答聽不清楚。 

恒懿法師：當然。 

恒懿法師：還有什麼問題嗎？最好問清楚。 



居士：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十二藥叉大將，再講一遍好不好？一百零八遍怎麼回事

呢？ 

恒懿法師：這個十二藥叉大將，你看經典的後面，就有講十二藥叉大將；這個經的

名，也是有關於十二藥叉大將。你看那個經典講，就誦他的名字，當然你不可能念

一遍，最起碼念一百零八遍，念一個就打一個結；你求什麼的話，念一遍就打一個

結，最好把它寫下來，你跟他講你求什麼，寫清楚一點。為什麼寫？就好像我們寫

牌位一樣，你寫這個字，字一出來，其實它就一個訊息，它就已經跟佛菩薩講了，

就有這回事情。所以我們牌位作用是這樣子，就是一個訊息出來了，我不能隨便寫

，所以我不能寫錯。所以你念藥叉大將名字以後，你可以把你求的什麼東西，把它

寫下來。我求什麼，求我的兒子可以結婚啊，我的媳婦生個胖孫子等等，都可以寫

；寫完然後你就念十二藥叉大將的名字，念一百零八遍，然後就打個結，當然好好

念啊，活結死結都可以，一共十二個。 

居士：有時間限制嗎？這一百零八遍再乘以十二，是我一天念一尊大將的名字，或

者好幾天念一尊大將的名字？可以吧？我有時間念點，念點。 

恒懿法師：我不知道，哪天我要試試看。 

居士：這段話，那個經我好像沒讀過。這段話是經文上一個經文啊？就螢幕上的這

個。 

恒懿法師：這個是我看人家她修這個。因為在經文上沒有講得很清楚，就說你念我

的名字打個結，滿願以後把結解開，他這樣講而已，沒有講得那麼清楚。所以我想

：如果你們真的要這樣，因為大將，威德力很強，所以一定會滿你的願。 

居士：那結好了，我想像一下，十二個結結好了，前後兩端結起來之後放在手腕上

、戴在手脖子上，還是左手？還是右手？男女有別嗎？男女不一樣嗎？ 

恒懿法師：應該不會吧。 

居士：哪只手都可以戴，是吧？比方說我今天戴左手，明天戴右手；不管怎麼地，

比方說我滿了一個願，這不是我可以許十二個願啊？ 

恒懿法師：不對啊，一個願你打十二個結，一個神將一個結；願滿了，你就把這個



結解開。 

居士：十二個結都解開，你好像提到一句「來到佛前解開」，好像一種感恩思想。 

恒懿法師：對！滿願嘛。 

居士：解開了這個五色線以後，我一想像，這又成了長條了。因為剛才是鏈接起來

戴在手腕上嘛，成了長條這個五色線？ 

恒懿法師：你可以再用嘛！ 

居士：我要不要洗乾淨了收起來，等下次再用，還是怎麼樣？還是不洗乾淨，就那

麼放著？因為我想，它有某種能量的東西、精神上東西在裏面；所以我們做事要很

小心，做得越仔細越好。 

恒懿法師：剛才我們在清這個的時候，是在煙上熏，煙上面這樣熏，就好像我們做

蒙山這樣，在煙上面熏。 

居士：你說我們上的香啊？不是用水洗的那種，然後再收起來。 

恒懿法師：我們念珠沒有在洗嗎？你洗念珠嗎？ 

居士：念珠不是放在水裏泡泡嗎？ 

恒懿法師：啊！你念珠泡啊，我們沒有在泡的。 

居士：不、不，一般我都好多年泡一次，如果我想起來的話，不是在哪上面說好像

放在水裏洗？ 

恒懿法師：有人在泡嗎？有人在洗嗎？ 

居士：不，那個念珠有的是水晶的呀，木頭我沒有，就說水晶的；你戴個好幾十年

，你不得洗洗啊？再說裏面那個線洗洗吧？要不要洗啊？這些東西都挺具體的。 

恒懿法師：有沒有人洗啊？ 

居士：我就洗過，兩三次、一兩次。 



恒懿法師：我不洗，真的需要，就拿煙熏一下；因為手髒，其實東西是乾淨的嘛！

你看有些人越弄越亮啊。我記得以前恒信嘛，她就有一次拿念珠拿去洗，還泡那個

漂白粉，本來拈得亮亮的，拿出來都沒有光澤了。 

居士：她意思說，我們拿念珠的時候，一般當然是把手洗乾淨才開始持咒、念佛號

什麼的，那個手基本上應該是乾淨的。她說，如果你是用那個水晶的話，你念久了

，它還出現發濕那種狀況，那個是真的水晶。我自己說我自己會洗那個，有時候真

的是手髒了，我就用清水點點，我不會泡，我就洗一洗，感覺上會把它清淨乾淨一

點；但是我們沒有像你們誠心修行到發光，那個還輪不到我。那個水晶你念持久了

的話、你誠心的話，水晶裏面會有濕狀的東西出現，那個就是天然的水晶，是好東

西。 

恒懿法師：我們水晶那個，不是會長出金子來，是吧？ 

居士：外面那個紫色，很大顆是。我們外面櫃檯很大顆、很大塊那個紫水晶，因為

我在櫃檯，它來的時候，它沒什麼的，很水晶，紫色的。我本人喜歡紫色的東西，

我就常常去看。我看著看著它，誒！多了，好像長了一顆痣；長著長著，再看，用

手電筒去照它，發亮的，有不同的，有金色的，有銀色的，有七彩亮。然後它有些

凸出來，有些你摸，它是在裏面的，摸不到的。很奇怪，這個你可以去看看。這個

是有人供給寺廟，大家不能請回家了，很遺憾。 

恒懿法師：它是活的東西，它會長；大家誠心，氣場好，它就會長，而且還會越來

越多。所以這個東西就很奇特的。 

居士：那個五色線，那個長度，比方三吋、五吋、七吋，有什麼限制，還是隨意？ 

恒懿法師：我特別量過人家給的，你拿那個尺，尺都是三十公分；一個一尺，三個

一尺就可以了。很長啊！ 

居士：三尺長啊？三尺六吋？ 

恒懿法師：不是，三十公分。 

居士：三十釐米？ 



恒懿法師：我是量大概是三十公分。你自己要綁啊，要做什麼。 

居士：差不多 21吋，25.4. 

恒懿法師：我量差不多這樣子，你們要，等一下拿到櫃檯去請啊。 

我們這個是一凡買的，比較粗；我們還有兩卷是比較細的，你們可以拿來用。你如

果念〈藥師咒〉，你可以一千遍打個結，你就可以知道你念多少遍了。因為我們念

〈藥師咒〉，你回家也可以這樣做啊。如果你不要十二神將，〈藥師咒〉念一千遍

打個結。這樣的話，因為我們一百萬遍，大家的力量，一百萬遍，所以你念了多少

遍，每天來報。我們就加起來，每天跟大家講，我們今天已經多少萬遍、多少萬遍。

所以越來越多人念，積蓄大家力量。 

你還可以拿那個水，我們可能自己會買一些水，但是你們要自己有水帶來。〈藥師

咒〉，你念一百零八遍就有很大的利益，一百萬遍，有多少啊！自己帶回去，有病

治病，無病強身。 

還像上次一樣，報數給櫃檯。我希望我們法會截止，念到一百萬遍；沒有的話，我

們繼續念到一百萬遍。我們不是標完一百萬遍嘛，僅量念。 

居士：剛才我注意聽，持〈藥師咒〉啊？我們目標一百萬遍？從哪天到哪天？ 

恒懿法師：從初一到初七。因為我們白天也念，晚上也念。 

居士：我們假如自己的功課不做了，專門念這個咒？ 

恒懿法師：可以啊！ 

居士：一百萬，這幾天可以實現的理想啊！ 

恒懿法師：可以啊！因為我們白天人多。  

居士：白天、晚上就專注這個咒唄？就那幾天可以吧？ 

恒懿法師：行啊！你盡量念啊！ 

恒育法師：大家中午有聽到法師跟幾位男衆居士的錄音，我們算過了，一個鐘頭三



百遍。所以，你不用數數，大概一個鐘頭三百遍藥師灌頂真言。剛剛那個速度，大

概一個鐘頭會有三百遍。 

恒懿法師：就這樣算，多少人乘以..... 

居士：她說，以前因為大家求師父延壽，念藥師灌頂真言，念一百零八邊，十分鐘

就念完。 

恒懿法師：我們講一個小時三百多，是在這裏大家一起念，你回家，以你的速度。

為什麼要有這個？你念了多少，你念了一千遍，把它綁起來，你就知道念了多少遍。

是整個藥師灌頂真言啊！ 

受持藥師法門有兩部分，一個是你自己求的，另外一部分是替他人求的，替他人求。

就剛剛講的，如果你自己，不要說什麼代幫人家消災解難，你也可以做，可以修這

個法門，來幫別人消災解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