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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与人生

學術報告暨佛學講座

主講：華藏本尊 釋行武（吳澤恒）

主辦：華藏國際訓練中心台灣中心（民國83年4月3日成立）

日期：民國84 [ 1995 ] 年4月12日晚

地點：台灣彰化縣政府大禮堂

提要：
一、 佛性是人性 人成即佛成 任何的正直和完整的人都是佛。覺者為佛，佛是覺

者，自覺、覺他和覺行圓滿。

二、 佛法是人間法。如果离開人間法，我們無法可求；如果心中無佛，也沒有外佛可

求；如果心中有佛，你就是佛。

三、 佛法的真諦，也即人生的真諦，就是“心安理得”。

四、 以自己的人性去融合于人与人之間、人与其他周圍的任何生命之間，達到了一种

生命的共同体和合融体。

五、 當你能夠去規范你自己的行為的時候，那么你即是佛。

六、 為非作歹，光頂難逃法网；存心向善，蓄發也可修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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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當年世尊的一個尊稱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他是讓人与佛与魔都無分別，

都是平等。

八、 我們究竟要把佛法推到一個什么樣的路子里面去？我們是否要端正如業家業？

我是否要以佛法給人類制造一种新的紛爭和爭執？我們是不是要以佛法給人們造

成新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間的隔閡？

九、 當時，我提出：佛陀，他讓我們不執一相、不落一相，在自利的過程當中，也要

忘了利他；在你要自圓滿佛果的時候，別忘了芸芸眾生在受苦受難。

十、 那么正信不善神通，只是針對于濫用神通而言，當你用到恰到好處的時候，用神

通能夠在立即之間、在頃刻之間，可以消除世人的苦難。

十一、 如果只明、只修其理，而不修其法，則落于頑空。這种頑空呢，有如鸚鵡在

學人話一樣。

十二、 如果你能夠去規范你自己的時候，如果你能夠為你周圍，為這個人群、為這個

會做出你應該做的供獻的時候，那么你就是菩薩，你就是在行菩薩道。當你落

形式，在追究學術，在追究文法，而不去落到實際地去廣開方便法門的時候，

那么你落于頑空；當然，當你一心只求神通，而不究佛理的話，落于執相。所以

這兩者是無法分离的，也就是心与身無法分离，因為你在漸修的過程當中，顯然

你會頓悟，而頓悟离不開漸修。 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漸修，頓悟离不開漸修，

佛法离不開人間法。

十三、 修持路上無生死，那有什么生与死之分。

十四、 除了以我本身的佛學觀念和通過我的三學禪修所獲得的一點點的本領，去回饋給

眾生之外，去奉獻給眾生之外，我別無他物，我沒有什么再奉獻給眾生的，我沒

有物質、沒有金錢，沒有什么。那如果你不讓我去這樣做，不讓我用我自己的一

點所學去奉獻給眾生，那么我可以認為生不如死。

十五、 首先我們應該明白我們自身，認識你自性，其次你才能夠認識万事万物。

十六、 華藏又提倡，所有的法門、所有的信仰，它都有一個共性，它由不同的個性組成

個共同体。我們的共性，一個，就是我們追求健康、和平；共性，這就是我們

共性，所以無論你是什么人，無論你是什么宗教，在有個性的基礎上我們獲得

這种共性的統一。

十七、 華藏始終認為佛性是平等的，當你真正你做好一個人的時候就是佛，當你連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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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好的話，你就不要假惺惺地自欺欺人，在里面在念經、在拜佛，沒用的！

十八、 華藏不會提供世人進入佛門的廉价門票 你只要到華藏來你就可以消除一切業障

各位善長、各位善知識、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們有如此的緣分和宿幸，能夠團聚一堂，我們共同來深究人生何去何從的生命方

程。那么當然，我們也以我們的优秀的文化，也就是佛學与佛法，來貫穿到我們的人生哲

理當中。

今天在此机會，我有机會來跟大家共同商討。首先呢，我想，我們要非常感謝我們這一次

的主辦單位和協辦單位，給我們提供這么一次殊胜的緣會。那么在此呢，我提議我們大家

都以熱烈的掌聲對他們表示感謝！（掌聲）

我們這次把它作為演講，在很多場合里面，佛陀他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世界的万事万

相無法以文字語言所表達。”那么這個演講會呢，我想還是依照我們華藏的風格，和依照

我們大家比較合融的風格，我們以一种非常輕松、也非常愉快地心情來探討華藏心法。

我希望能夠借此机會，依照我自己的一已所學，和通過我們彼此眾人、世人，乃至于最重

要的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善長，和共同的心愿和心念，能夠依此法會，或者依照我們共同

的愿念，能夠祝愿我們每一位親人、朋友，能夠祝愿我們每一位的家庭，同時能夠帶來我

們台灣、帶來我們兩岸，乃至于帶來全球、帶來世人，乃至于四生九有都能夠，都能夠獲

得福慧和自在。所以這是我們，也是我這一次和大家結緣的初衷。

剛才已經講過了，因為歷來是在這种場合，我一般都是即興而發，所以也可以說是不拘一

格了。那么希望我們每一位善長，都能夠以一种非常輕松、非常愉快的心情，我們來（探

討），當我講到華藏要義和我對于佛法的本人的一己之見的時候呢，我們能夠非常輕松

的，首先去接納它，其次去思考。最后，你也可以在我的演講之中，取其精辟和去其糟

粕；當你認為對你人生有起到輔助作用的話呢，那么你可以去借鑒一些；當你認為我說的

有點不妥的地方呢，那么你，在你的自性佛法之中，你可以去加以甄別，因為語言是無法

表達真實理地的。

剛才我在后台，我听到大家對我的介紹，我受寵若惊。其實，我曾經在小時候，四歲的時

候曾經在叢林里面長大，當然也接受了這种叢林的教育。那我現在呢，站在這個台上的

我，如果依我們的住世佛法的皈依來說，我已經沒有資格說，來站在這里講佛法。因為住

世佛法呢，是以佛為師、以法為師、以僧為師，可以說在若干年前，我是出家相。但是現

在我已經不是出家相。那么說到這點呢，就要接触到華藏的要義、華藏的經典，因為我們

今天所講的是“華藏心法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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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的緣起呢，因為我剛剛跟大家所介紹，就是說，我在很小的時間，就是說在三、四歲

的時候到了山里面去，那么我在山里面有生活過十七八年。那么對一個從小在叢林里面生

長了十七八年，最后要回到這個俗世之中，我想，這种心情大家很難体會到。所以鑒于很

多的原因，也就是說，隨着于我們世間的万千因緣，我不得不隨時地轉換我的角色。在這

种情況下呢，我承師命下山。那么下山了以后，當然我在禪門里面我所學的一些這個三學

的教義，和這個在以戒定慧當中所證得的某些“副產品”，也就是說，自己的本身的能量

釋放以后，能夠獲得一些，能夠為大眾十分真實地排憂解難的种种方法，所以我利用這些

方法和佛教和佛學的這种人生哲理，去應用在我們現實社會之中，那么就包括了從現代科

技發展到現在的社會系統管理，乃至于現代的醫學、農學，尤其是生命學和生命科學。

那么通過我在這多方面的綜合以后呢，我把它系統的，因為我剛剛出來時，我接触的不僅

僅是佛學，佛學与佛教是兩個概念。那么我當然在山里面我學的東西，首先依照禪門，我

認為禪門的要點和佛學的要點，大家應該比我還清楚了。當然我在山里面的時候，我并不

了解這個社會對佛教的認識程度，那么當時我始終認為：佛性即是人性。

何謂的“佛性是人性”呢？就華藏的要點而言，因為佛法，我們作為娑婆世界的眾生，就

是說你作為一個人，你所接触的佛法，你所生活的空間是三維空間，是物質世界，是人類

社會，那么以禪門的要點是“人成即佛成”。所以剛才這點，它從廣義上的角度來說，任

何的正直和完整的人都是佛。而佛，他并不是說，是某一個教派的專利和專有稱謂。因為

以梵文的角度來說：佛，他是覺者。所謂覺者，就是說：自覺、覺他和覺行圓滿。那么無

論是任何的教派，無論不同層次的人、不同性別、不同風俗習慣和不同信仰，當他們能夠

呢，依照他的這個自己固有的方法，能夠去通達人生真諦，能夠去最大地發揮自己的潛能

的時候，那么當他能夠完善自己人格的時候，那么他就是智者，也就是覺者。所以覺者為

佛，佛是覺者。那么基于這點，當我十九歲的時候，我提出了這個觀點，就是說：佛法是

人間法。如果离開人間法，我們無法可求；如果心中無佛，也沒有外佛可求；如果心中有

佛，那么你就是佛。

那么從廣義上來說，當時我們華藏要義的主張是，追溯到我們佛學与佛教的發展歷史，當

時我們，也包括我自身在內，我認為呢，我走過了十几年的彎路，那么也許，我們現在的

人間佛法，也可能走了多多少少有些彎路，當然這只是我一己之見。為什么要這樣講呢？

大家應該明白，世尊當年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他說的第一句話是：“眾

生皆具佛性。”那么由于當時的這种社會狀況，它沒有一种人生哲理，和沒有一种統一的

人生指南，去規范每一個人的行為舉止。而當時處于一种，就是說，前工業社會的時候，

處于一种階級非常分明的人類社會。這种階級分明，它不僅僅表現在物質生活上，甚至它

表現在人与人之間，在不同的生活空間和不同的生活領域里面非常的明顯，所以有至高無

上者，也有低微的奴隸。在這种情況下呢，世尊他提倡佛我平等，那么他倡導了不二法

門。在倡導不二法門的時候，他廣開了，最后他廣開八万四千法門，他針對不同的人、不

同的民族、不同風俗習慣，施以不同的教化，那么使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佛法的真諦，也

即人生的真諦。所謂人生真諦是什么呢？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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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在修證的過程當中，或者修行的過程當中，以他自己的人性去融合于人与人之

間、人与其他周圍的任何生命之間，達到了一种生命的共同体和合融体。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稱為，是修行的另外一個含義是：“修正自己的行為。”那么當時，世尊他講的

一句話是：“佛我平等和佛性平等。”那么從廣義上來說，無論你現在，就是說，無論你

現在叫我吳澤恒、叫我釋行武、叫我王八蛋、叫我混蛋，我就是我。那么無論你是道教、

是佛教、是儒教、是天主教，哪怕你不信教，當你能夠去規范你自己的行為的時候，那么

你即是佛。

所以記得當年离開山，我下山的時候我寫過一首謁語，就是說：“為非作歹，光頂難逃法

网；存心向善，蓄發也可修真。”那么當時我考慮了這個問題了以后，那么我們回到了我

們現在，剛剛所講的這個話題了。為什么我們在走了一段的彎路以后呢，你看我們現在比

比皆是的。首先，人与人之間，也就是說，教与教之間，道教与佛教之間，那么現在的現

實是什么呢？道教在排擠佛教，佛教在攻擊道教。那么再說，自從這個達摩祖師到了我們

中國以后，他說了一花開五葉以后，分成了五大宗系。現在是淨土在毀謗其他宗系，其他

宗系又再毀謗其他的宗系；而不僅僅如此，在一個寺院叢林里面，這位法師的徒弟在毀謗

另外一位法師，而另外一位法師的徒弟也在毀謗另外一位法師。所以，言下之意，每個人

都是邪魔外道，唯有他自己是佛。

當然，如果是作為佛教來說，因為當年世尊的一個尊稱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他是

讓人与佛与魔都無分別，都是平等。那么最后我們發展到今天，我們究竟把這條路引到什

么地方去？那么佛法怎么樣去作為人性的規范和典范？它怎么能夠去容納眾生？它如果連

不同聲音和不同信仰的人都無法容納的時候，那么它怎么樣去普度眾生？也就是說，很現

實的話來講，當我們連自己都無法普度的時候，你怎么去普度眾生？不能自度，何能度

人？顯然現在這种現象比比皆是，也許是我說錯了，那么是我在造口業。而据我所知，從

我下山的時候到現在，有人把我罵得狗血噴頭，當然也有人把我捧上三十九天，也有人把

我打下十八層地獄，都有。而我現在呢，我想講一句話，就是無論我們在座的，你是哪一

宗、哪一系，你是男人、是女人，當然，我們作為一個人，首先你要具有正直的人生觀，

尤其是佛教徒，更應該尊重真理和追求真理。那么也就是說，當你已經知道自己有缺陷和

錯誤的時候，應該堅決地去有意糾正它，你先去善于接納你自己，然后才能接納別人。當

然我覺得這個觀點可能是九牛一毛，在座的，我相信大家已經斷斷續續，已經看到了許

多。那么有人把我罵得狗血噴頭是什么呢？有人罵我是假和尚啊、非僧非道啊，什么這個

魔道啊，什么借用佛法欺世盜名啊，就是給我送了很多很多的所謂的這些稱謂，當然我也

很樂意地把它接受下來。

為什么說要把它接受下來呢？因為這說明，無論在他的心目之中，在他的分別心之中，無

論他怎么看、他怎么想，我們都要求每一個人以平等、清淨和慈悲心去面對這個社會，去

規范這個社會。那么顯然，在這個基礎上，華藏走過一條非常艱難的路，吳澤恒也走過一

條艱難的路。我甚至在一段時間，我不敢說我的法號是行武，不敢，因為出家人、出家眾

看不起我，而我也曾經是出家相。那么如果這樣的話，就是說當你在修持，你以戒定慧達

到了究竟涅槃的時候，你成了佛陀、或者成了菩薩以后，你是不是佛陀、菩薩就看不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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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呢？那出家人就看不起俗家居士？俗家居士就看不起教外的人？然后再發展來，男人

看不起女人、有錢的看不起窮人。

那么我認為，就這樣的發展趨勢，我當時在問自己，就是說，少林寺作為禪宗祖庭，我們

究竟要把佛法推到一個什么樣的路子里面去？我們是否要端正如業家業？我們是否要以佛

法給人類制造一种新的紛爭和爭執？我們是不是要以佛法給人們造成新的矛盾，和人与人

之間的隔閡？當然我很痛心，我也在自責，因為我當時也時不時地會認為，我在嵩山少林

寺，禪宗祖庭，我認為我高人一等，對其他叢林的看不起。當時我猛回頭，我再猛地一

想，我曾經跟我們的首座僧講過一句話，當時我十九歲，也就是我因為講過這句話以后

呢，我被逐出少林寺，一年不能回去。當時是這個首座僧，他在法會里面，他在講法，而

我在打瞌睡，當然我在打瞌睡是假的了。因為當時是四方叢林，等于說四方長老都在听他

的這個法會。那他下來以后就用戒板打我，要打醒我，其實我并沒有打瞌睡。然后我跟他

說：“我正在想一個問題。” 這位大德他就說：“行武，你說吧，你在想什么問題

呢？”

我說：“我在想啊，我四歲到了叢林里面，我如果，我在娑婆世界住世如果八十年的話，

那我這八十年都在叢林里念經、打坐、修禪，最后能否成佛呢？”他說：“絕對成佛。”

我說：“不！我認為我是應該下地獄的。”

當時很多人很惊訝。那我當時我就跟他說，我說：“我無論我的，以因果來說，無論我的

前生的慧命多好，而在我這一世，我從小在叢林里面，我吃的是眾生供養，住的是眾生供

養，而我是用眾生供養自去自圓佛果而無以回報，和無以布施給眾生，這樣呢，我比一個

俗人還不如，就是寄生虫。那么我是一個披着佛門外衣的強盜，或者是借用世尊的名號來

欺騙眾生供養，這樣的話，我是有罪的，我應該下地獄！”

當時我講完以后呢，他們很憤慨。然后，我當時，我提出：佛陀，他讓我們不執一相、不

落一相，在自利的過程當中，也要別忘了利他；在你要自圓滿佛果的時候，別忘了芸芸眾

生在受苦受難。那我們怎么樣去回報給眾生呢？作為一個佛門弟子，你除了走下山去，用

這個三學、善知識去導勸世人之外，那么你還可以在功与德的運行之中，在三學信愿行之

中，你可以獲得的無量的智慧，這种無量智慧也即是我們与生俱有的人生、人体的最大潛

能，也可以說是神通，去真真正正地去讓眾生脫离他的种种劫難。尤其是病痛啊、事業上

啊，其他各方面，乃至于最終去扭轉一場人与人之間的紛爭。那么社會与社會之間不同層

次的紛爭，你都可以去這樣做。這樣的話，你才可以說回報眾生。那么如果你去廣行方便

法門，去融合到眾生當中，這樣是有違佛規的話，那么我宁愿下地獄，我不愿成佛！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呢，我的下場剛才已經講了，可想而知。當我十九歲的時候，我被逐出

寺院，所以我當時是一步一步地走了五十四天半，走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汕頭。

在這過程當中，通過一年以后，可能由于我的一些觀念引起了比較大的紛爭，或者比較大

的爭議，但畢竟能夠獲得我們的主持、獲得方丈首肯，獲得諸山長老的首肯，那么一年以

后呢，我又回到了叢林去。當我回到叢林去的時候呢，由于某些原因，我提倡走人間法，

我就用我在寺院里面，或者我在修持、禪定的過程中我獲得的一些“副產品”，也就是說

一些小小的技能，我在搞一次試驗，現代醫學上的這种科研項目。當然我們這种試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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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用我們在佛法修持之中獲得的這种超常的、超自然現象，也就是說超常的功能。我所

獲得的科研成果，是現代的科學家暫時無法接受解釋，并且突破了他們這种主客二元的界

限。在這個時候呢，我逐漸地進入了社會。當然，我皈依本師也下了法旨，讓我回到俗間

來。

回來以后，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剛才所說的這些，眾生對我的贊和貶不同，尤其是在

佛學、佛教界也對我有很多的爭議。因為剛才說到這一點，就是我出來的第一個原因，是

以我自身在叢林里面所證得的、所修證的，就是說在漸修的過程當中，釋放出一些超自然

的能力，我用這個能力去為社會做出一些正面、有利、有益于人類發展的一些，以現代的

話來說，一些科研發展的項目的時候，那么當然我也在勸導更多的人，來從事這种有意義

的事業。那么由于，可能是一發不可收拾吧，在四年多達到了一千多万人。

那這個時候呢，當然，因為我不得不承認我是佛門弟子，那么用佛門弟子的話，他其實有

一個普遍的行為，就是說“正信不善神通”。就是說，你，一個正統的佛門弟子，就不應

該講神通，甚至不應該擁有神通，也就是說超常自然現象和超常功能，當你想神通和擁有

神通的時候，你就是魔道。所以，現在用這种方法來向我興師問罪的很多很多。也許是我

錯了，當然，在我還沒有意識到是我錯之前，我還是這么認為。如果說有神通就是魔的

話，那么世尊、佛陀他具足一切神通，他的十大弟子、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個個有神

通，他們正是以他們的這种超常的神通去廣度眾生。那么，他們是佛呢，還是什么呢？那

么正信不善神通，只是針對于濫用神通而言，當你用到恰到好處的時候，用神通你能夠在

立即之間、在頃刻之間，可以消除世人的苦難。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當一個人出現身心有

任何疾痛的時候，那么他不愿意行善積德，他認為這都是假，這是迷信，那么你就快點用

“迷信”的方法讓他一下子好起來了，可能他，從此他的觀念會對他的人生觀有所改變；

再有，一個現實的比喻，當我們在大街馬路看到一、兩個凶徒拿着刀槍在追殺一幫人、圖

財害命的時候，你這個時候呢，你如果擁有一些超常的本領，你不僅僅你可以解救這幫被

追殺的人，而且呢，你也可以以小小的懲罰去度化這幫凶徒。這個時候，懲惡既是揚善。

因為這樣的話，你會心有余悸。再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當你看到一個小孩掉到海里的時

候，你不會游泳，你怎么樣去救他？

所以我始終認為，如果只明、只修其理，而不修其法，則落于頑空。這种頑空呢，有如鸚

鵡在學人話一樣。當一個普普通通的一個人，只要他受過五年以上的這种文學教育，他可

以飽讀經書以后，他可以廣說佛法，但不見得他已經悟到真實理地。 而反過來說，他

說，這些擁有某些超常，或者擁有一些所謂的神通既是魔道，不知佛法是否公平？而社會

也是否公平？還有，當一個佛門弟子，只要他標明他是佛門弟子，那么無論他是從任何形

式上，當然，我說的是個別，我也見過很多，甚至在我這邊，我也規范過很多的這樣的

人，就不要說是出家人，就是對一個居士來說，他可以享有种种所謂的特權，而他偏偏就

看不起真正在為人類、為社會在做出正面供獻的一個俗人，他就好象高人一等。

所以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我認為沒有必要。所以華藏所提倡，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去

規范你自己的時候，如果你能夠為你周圍，為這個人群、為這個社會做出你應該做的供獻

的時候，那么你就是菩薩，你就是在行菩薩道。當你落于形式，在追究學術，在追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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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不去落到實際地去廣開方便法門的時候，那么你落于頑空；當然，當你一心只求神

通，而不究佛理的話，落于執相。所以這兩者是無法分离的，也就是心与身無法分离，因

為你在漸修的過程當中，顯然你會頓悟，而頓悟离不開漸修。當你達到了這种果位的時

候，那么你自然，你擁有了這种俱足的智慧，這些只是副產品。所以就象說，我現在，我

告訴你，你明天將會有發生什么事，那你可能會半信半疑，因為明天很快你就會驗證到；

如果說你十年以后你會發生什么事，你就不會相信。而我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你自

己你去看到，讓你自己去吃到葡萄，你才會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樣。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漸

修，頓悟离不開漸修，佛法离不開人間法。

所以在此基礎上呢，很多他是以已知來否定未知的，當然也有一些，很多，不能說一些，

有很多諸山長老和大德，他在勸我，很善意地，甚至有一些大德他會流着眼淚來勸我。這

時候呢，使我很感激，也使我很悲痛。感激，所謂感激，就是說，他們在勸我：“還是順

應這种潮流，不會把自己作為矛盾的焦點，不要讓眾人來攻擊你，可能會出師未捷身先

死。” 我當時跟他說：當我在山上這十七年的時間，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修持路上無生死，那有什么生与死之分！那我如果，我确确實實，我用我自己的一己之

學，我去為大眾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該我會得到苦報、惡報的時候，那么說明我的業障

太重；那么當，如果我所謂的不順應潮流，去以神通、顯神通去爭取做一些為大眾排憂解

難，乃至解決現在的社會与社會之間、地區与地區之間的一些紛爭、分歧，和化解一些爭

執的時候，我會得到惡報，那么我心甘情愿。

因為我從山里面出來以后，我除了以我本身的佛學觀念和通過我的三學禪修所獲得的一點

點的本領，去回饋給眾生之外，去奉獻給眾生之外，我別無他物，我沒有什么再奉獻給眾

生的，我沒有物質、沒有金錢，沒有什么。那如果你不讓我去這樣做，不讓我用我自己的

一點所學去奉獻給眾生，那么我可以認為生不如死。所謂生不如死，就是說，起碼我在這

個社會里面，是一個寄生虫。所以我始終，我不愿披着如來的袈裟，依仗我佛的名號去索

取眾生的供養。

那么這些大德听完以后，他們也就很大程度地理解我的這种思想和我的這种說法。那么說

到這里，我們的話又回過頭來了，華藏門下，我們現在呢，很多很多的人，在共同地在尋

求二十一世紀以后，如果以佛法的角度來說，在末法時代，在尋求一种人与人之間和睦相

處，國与國之間平息干戈，那么生命与生命之間呢，同盟相處的一种模式；當然，也在尋

找一种調整自己身心平衡的一种模式。那么這些人呢，來自于不同國家、來自于不同的信

仰、來自于不同的職業。華藏認為佛性無分別，在座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樣，我們只不過是

在不同的位置在發揮不同的能量，沒有誰比誰高，也沒有誰比誰低。當你一個人，你离開

社會的時候，你就無法生存。所以華藏始終強調，無論你是道、是儒，無論你是哪一個分

宗、哪一個分派，無論你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我們都要先做好一個人，而做好一

個人，就是所謂的不二法門，就是規范你的行為和思想。你應該明白，作為一個人，應該

用什么樣的生活態度和工作方法去為人處事，那么，他的方法就是讓你首先你去明白人生

真諦。所謂人生真諦，也就是說佛法和佛學，或者任何的宗教，它都是導人為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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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是道教，道教它當然也是導人為善，不能因道教之中有一兩個害群之馬，你就否定

道教；佛教也是導人為善，當然佛教也有不肖子孫；那么你天主教，其他任何教派，只要

你是導人為善的，那么你就應該依照你的方法，去好好去規范你自己，去積极地去面對這

個人生。其次呢，華藏它讓每一個人能夠去真正認識自身的价值，它是用一种符合于我們

人与自然之間的信息能量溝通的一种特有的方法，讓人是明心，因為明心方能見性。

所謂明心，讓你通過种种的方法，當然，你就是以戒定慧之中的某些特有的方法，讓你自

己去明白你自身的生命節律。這种生命節律即是，你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你未來之時又

是什么？也就是讓你最大限度地認識你自己。當你自己無法認識你自己的時候，你談不上

認識別人，所以我們不要自欺欺人。我們應該認識自己，首先你應該明白你自己應該怎么

樣地生活才是你最佳的生活方式，你應該生活在一种什么樣的空間。再簡單來說，你應該

明白你自己的生命的規律是什么，就是說生物鍾。每一個人的生物鍾不一樣，你應該明白

你的生物鍾是什么，你是屬于哪一個類型的，你應該從事什么樣的職業，應該住在什么樣

的方向；然后，你就應該明白，在你的人生過程當中，你將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如何去

糾正、如何去扭轉、如何去面對。當你明白你自己的時候，你才能去了解吳澤恒是一個什

么樣的人，這個事情是好是坏，那才是真實理地。如此不然，你連自己都不認識，就憑我

們自己在社會點點滴滴所學的一些社會知識、文化知識，用我們的邏輯推理去評判某一件

事情的是与非，那么顯然不完全正确；甚至，人類的發展歷史我們都已經看到，尤其國家

与國家之間，就拿我們中國來說，它走了几十年、几百年，回過頭來，哦，把以前的歷史

否定掉，我們以前錯了，現在從頭開始，再來。那么從頭開始以后，走過若干個時間以

后，又發現又走錯了，又否定我們以前所走的路。那現在想起來，我們說，在自欺欺人。

當然，我們應該明白這些道理，然后我們應該這么去做。首先我們應該明白我們自身，認

識你自性，其次你才能夠認識万事万物。

那我始終認為，真正的任何教義、任何教派，它是一种廣義上的醫學。所謂醫學呢，它是

醫治人們的心、身健康。那么無論你信仰任何宗教，無論你生活在任何的体制里面和任何

的社會系統里面，都是無分別的，都無分別，就有如簡單到，我現在到北方去我要穿多一

點衣服，我到南方來我穿少一點衣服，我同樣是我。就是說，一個披麻帶孝的我和一個錦

衣羅緞的我沒有任何的分別，都是我，一樣的。所以在這一點呢，華藏又提倡，所有的法

門、所有的信仰，它都有一個共性，它由不同的個性組成一個共同体。那么就像我們在座

的每一位善長，我們不同的個性，就是說，我們有不同的習气，我們有不同的工作方法、

工作崗位、生活方式，有不同的經濟基礎和家庭組成，但是我們的共性，一個，就是我們

追求健康、和平；共性，這就是我們的共性，所以無論你是什么人，無論你是什么宗教，

在有個性的基礎上我們獲得了這种共性的統一。那么，如果能夠這樣的話，人与人之間將

不分彼此，那么當然，教派与教派之間也不會紛爭，不會言下之意就是天下就是唯我獨

尊，“什么人都不如我。”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所以我講了這一些，我只不過，我愿意和大家這么來做，并且，這是我一己之見，我認為

佛法應該這樣發展。如果，當然我可能是打誑語，或者是有口業，當然我也愿意，最后我

愿意承受這种惡果。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如果整個人類每一個人都能夠規范自身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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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就不需要，以佛法來說，我們就不需要出家眾，我們就不需要去深山老林里面去，

因為人人是佛。

佛法的真正体現是人、佛平等，是人性、佛性，它不是要求每一個人都去出家，去當比丘

和比丘尼，它提倡呢，創造、開辟人類的淨土和促進世界和平。它并不是提倡讓世界毀滅

掉，讓人類中斷，讓人類滅亡。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應該，它去號召全人類都去出家，

唯有出家是信奉佛法，是真正的佛教徒，是正統的佛法，那么，可能我們最長在一個世紀

之內，我們的人類、娑婆世界也就沒了；那么如果還有的話，那就奇怪啦，就有很多我們

可以想像出來的事情。那么我們始終，華藏始終認為佛性是平等的，當你真正你做好一個

人的時候就是佛，當你連人都做不好的話，你就不要假惺惺地自欺欺人，在里面在念經、

在拜佛，沒用的！

那么以華藏的角度，華藏不會提供世人進入佛門的廉价門票，不會。這就有如你欠錢必須

還債一樣，因為一個人，每一個人所做的事情，他必須要負責的。所謂的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那只不過是你已經開始种下善根而已，不可能你為非作歹了五十年，然后你一天拜

佛，你就可以全盤抵消，那不會的。所以，以華藏要義來說，它不會提供這种廉价門票，

它最多，就是說，你在欠債所必須還錢時，它最多是讓你，你在跟人家借高利貸，它最多

呢，去幫你跟對方講一講，少要一點利息，讓你不要付太多利息而已，而債你還是要還

的，不能不還。所以華藏不會提供，你只要到華藏來你就可以消除一切業障，不可能。你

只能，你在華藏之中，你在佛法之中，你好好地去規范你自己，以忍辱、精進和布施，去

抵消你的种种業障，然后惡盡，善自然也就呈現出來。所以，那么它是要求你閉着眼睛修

持的時候，是為了睜開眼睛去做人。而不是要求你拋家离舍，然后离妻別子，到一個地方

去閉關，到最后，你在里面死掉了，他說，美其名說你已經圓寂了、成佛了。我沒看到，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么話說了這么多了，也就是說，綜歸一點就是說，因為我從不掩蓋我自己的這种思想，

當然，華藏也不會去隱藏自己的觀念，那我說的是對還是錯，是善還是惡，我只能這么

講，也只能讓大眾、讓世人去衡量和去考量。所以我們提倡，每一個事情，不要分你我，

不要分佛与道，不要分出家眾和在家居士，不要分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不要這么分，不要

以宗教，人為地用宗教的形式和宗教的這個詞語，這种墨守成規的觀念，又制造出另外一

种新的、人与人之間的矛盾和隔閡，這是業障，是罪孽深重。當然，我也歡迎人們不斷地

在罵我，也不斷在罵華藏，當然我初衷未改，我還是這么做。所以，我會在我有生之年，

我會一往如故地這么做。那就是以我的學識、以我的本領，去為更多的人服務，去換回眾

生對我的供養，給我飯吃、給我衣服穿、給我地方住，那我不會作為社會的寄生虫。相信

大家也不會。

話說回來了，剛才比較粗淺地講到了華藏的這個要義。那么在此同時呢，我們又回到了佛

法是人間法。那自從我出來以后，我走過了二十几個國家，那華藏也遍布了二十几個國

家。那么我接触的很多，就是說上到國家元首、國家總統，下到平民老百姓，當然我也會

讓他們，就是說他們在執行我關于國家政策啦、關于社會体制、法律体制，乃至于民族前

途，他們有時候會，他們如果是信得過我，或者是看得起我，他會讓我給他們提供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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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或者我的想法。當然，我也樂意這么去做。而這個時候呢，新的問題又來啦，人

們就把我想像成有個人的什么野心。比如說，這個人，你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就不應該關

心社會，你不應該關心政治。我認為這是屁話。因為你要開辟人間淨土，我們要生活在一

個很好的社會環境之中，那我們應不應該去關心我們現在的社會体制？應不應該關心？我

們應該關心。而這种關心，我們不是說去挑起新的爭斗和新的爭端，不是；我們不會去制

造戰爭、制造掠奪、制造欺壓，不會；我們只是去給社會的某個人、去給世人、去給一個

公家机构、去給一個組織團体，乃至去給一個國家，提供我們對他們有進一步參考价值的

資料，和我們的這种看法和信息而已，這并不代表我們在做什么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我可以這么說，我在大陸的時候，我經常地接受大陸當局對于政策上的咨

詢，我也經常樂意給他們提供這些；那我在到新加坡、到了香港，乃至到了英國、到美

國，我都在盡力地促進國家与國家之間的安詳和和平。其次，我為什么到台灣？我是不是

已經超脫了？不，我并不超脫，因為我是俗人，我就要做俗事。那么俗人，我還有我執，

真的，我有我執的時候。那我的我執是什么呢？誰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親人、朋友有什么

樣的苦難，誰都不愿意這么看，誰都不愿意看到，那我當然，我也是一個人，在我沒有涅

槃之前，我有血、有肉、也有感情。

所以我記得，我一次來到台灣，從中正机場一下飛机的時候，我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了。

可能，我這么講，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但我始終認為，在這塊地方有我的朋友、有我的

親人，所以我更不愿意看到這個地方有什么樣的問題出現，我也不愿意看到台灣和大陸會

出現什么樣的不好的結果和下場。那么顯然，我到了台灣以后，我也在勸導一些人，乃至

勸導我的學生應該怎么樣做，怎么樣對待這种，怎么樣面對社會，怎么樣面對人生，怎么

樣面對兩岸。當然，也有不少人向我提出，兩岸的未來發展會是怎么樣？台灣的發展會是

怎么樣？這時候，有時候，當然敏感的問題一般我不會講，我有時候我也會給他們提供一

些比較正面的、有積极性的、有推動性的，也可以說把百分之八十的立場站在我們周圍，

去設想一些要怎么樣合融的事情。那這個時候呢，我不僅僅我在大陸受到了有人的很多看

法，那到台灣，在大陸那邊呢，有人他認為我是在為台灣在跟大陸搞什么爭斗、對抗；那

到台灣來，有人認為我是在為大陸跟台灣搞統戰，來送給我這么很多的帽子。當然我除了

無奈之外，我還是會這么去做。我當時，我在很多人面前這么講過，世人都可以拭目以待

吳澤恒所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的所作所為，最后會讓、會使我的下場怎么樣，我認為我

沒有任何遺憾的地方。所以華藏在其他的地區很興旺，得到了不同層次的人的接受和接

納，而正因為我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我關心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我關心着中國的未來發

展；或者，我關心、我希望大陸能夠興旺、發達，我希望台灣能夠安詳、更加強大。如果

我這樣做是錯，那么我也愿意這么錯下去。（鼓掌）

所以剛才所說的种种呢，可以說由于這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之下有了華藏。那么華藏從本意

上來說，我出身是佛門，我是佛教弟子，那么華藏現在的很多分支系統，因為華藏它是在

倡導生命科學，那么它包容了現代科學的某些精華，同樣，它也吸收了很多道家、儒家的

思想，乃至于方法，同時，它也接受和接納了某些組織系統和社會系統的有效的管理方

法，來建設華藏、來倡導華藏、來推廣華藏。那么可以這么說，華藏的立足點是佛教，但

是它不以佛教，不以教与教之間來分別，它不以人与人之間來分別，它是一個全方位開放

型的一個大系統，它愿意接受所有的人的教導、批評、幫助和支持，它也愿意和不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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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和所有的世人共同地去建設我們這個美好的人生。那么在此之下呢，我們的所作所

為，也就是說，為了能夠使這种事業能夠最大限度發展，或者更快地發展，華藏也希望能

夠得到大家的愛護、支持与幫助。

而華藏宗旨，是它愿意舍棄，當它在必要的時候它愿意舍棄一切，去換來世道的升平。它

愿意去暫時地去犯天下之大不韙，召來眾人的辱罵，它也愿意去召來，尤其是對于我來

說，愿意召來佛教界的排擠、誤解和辱罵。當如果說，如果需要吳澤恒不在這個人世，在

這個人世間消失掉，我們宗教与宗教之間、人与人之間能夠達到合融、平等的時候，我

想，我會在所不惜。這也就是我的最高目的和最終的志愿！

所以很簡單地講了這么多華藏的要義和精要，就這么回事了。那么現在呢，因為一般我在

演講的時候都是臨場發揮的，胡說八道，所以可能沒有太多的系統化，只能讓大家抽象地

了解一下。那么在此之下呢，我也認為我應該帶給大家一個禮物，因為呢，我們在座的犧

牲這么多時間，來听我在這邊說。那么我要回報給大家什么呢？我唯一的、能夠奉獻給大

家的，就是說使大家能夠身体健康。

那么接下來呢，我想呢，需要我們每一位都配合一下，這种配合不僅僅，因為在這七、八

年來，我們在通過很多的試驗之中是行之有效的，不僅僅是對你自身的身心，乃至于對你

家人的身心，多多少少可能會起到一點幫助，那最起碼，能夠起到一點心理安慰，那么所

以呢，我愿意這么做。當然我做完以后呢，我現在我發現在我們的台上擺了很多的礦泉

水，那我們這個台灣華藏中心，它說希望呢，把這些礦泉水呢，我們現在已經不回避所謂

的超能力了，通過我的特有的方法，能夠呢贈送給大家，贈送給每一位，讓大家回去呢，

能夠從自身的身体健康和親人、朋友當中能夠有所作用。

那么剛才的雜亂無章的這些話，已經告一段落啦，因為我們時間呢，是非常之有限。那么

對于華藏，它的詳盡的要義、它的系統，那就需要我們不斷地（探討），首先，我很樂意

跟大家交朋友，當然是平等的朋友啊，平平等等的朋友；當你，如果你不嫌棄我，或者不

看低我的時候，我們可以繼續地在不同的時間、不同地點，我們再共同地來探討華藏的精

要、華藏的要義和要點是什么。不過，當你接受華藏的時候，那么華藏确實，它要求你不

僅僅要獲得善知識，而且要你擁有本來你應該擁有的潛在能力，去為更多的人服務。所以

華藏提倡每一個和華藏結緣的人，他都能夠去自利利他，去用特有的方法和手段，确确實

實地能夠去幫助你周圍的人。那么在這一點呢，如果我們還有緣份，我們還會再見面；還

有緣份的話呢，我們還可以在不同的場合之中，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教育；同樣，我也愿意

把我自己的毫無保留地奉獻給每一個人。

好啦，那么接下來呢，我想呢，給大家一個良好的信息，這种信息就希望大家能夠配合

嘍。可能你，無論你，因為我發現我們在座的有，身体上有問題的也是不少了；那么當然

也有一些，在我們的這個有一、二、三個在座的，想來看看吳澤恒是個什么樣的人物啦，

什么樣的思想都有啦。不過，我現在我已經發現我們這個气氛很好，在這种很好的情況下

呢，我得給大家一個良好的意念，那么就希望大家配合，如何配合呢？請腰背不要靠在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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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坐直，坐直。然后，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況且你試一下，如果能夠對你有幫助，

那是你的福報。

好，那么現在有兩點需要注意的：如果想你要調整你自己的身体的疾病的時候，你只想你

自己；當你如果你想幫你的親友調整的時候，你可以想他的形象。所以，兩眼自然垂閉就

行了。想你自己就是說，不要太過于复雜，就是，你給自己的意念，就是說，你現在有什

么疾病，希望他健康就行了。

好，現在我們開始。（佛樂聲起）眼睛要閉上啊。（師加持）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給自己一個非常良好的愿望啊，你希望你自己怎么樣，你希望你的親

人、朋友獲得健康。

好啦，現在我們可以睜開眼睛了。那么再接下來呢，因為我剛才所講的，還有這些什么礦

泉水之類的，我會用我的方法調整一下，就是說把它的分子結构改變掉。不過，是否大家

呢，可能在我在進行這些信息的調整的時候，你們可能，當你，只要你愿意，你愿意看着

我，或者愿意看到在我身邊、周圍有發生什么事情，當你看到的异常的情況的時候，你可

以有所愿心，就是說你可以發一個愿心，就是許一個、發一個愿。什么愿心呢？我們等一

會儿，我們會請我們在台上的這几位先生，把那些東西搬到台上，搬到中央。那么我呢，

我在開始在進行，用我的方法在加持這些礦泉水的時候呢，你們如果已經看到在我的身

体，或者在我的身体周圍有什么异常變化，你這個時候，我又重复一遍啦，你可以發一個

愿。這個愿就是說，你現在你必須解決一件什么樣的事情，在你心里面你挂念一件什么樣

的事情，你希望獲得圓滿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可能對你會有幫助，也會有結果的。

那么下來，不過再做的事情，再這一道工作，就需要，為了讓大家能夠看得更清楚，等一

下就需要考慮把燈閉掉了。那么現在呢，我們就先請我們在台上的几位先生把礦泉水搬到

台面的中間，或者輕輕地讓几位听眾起來幫幫忙，同時我們保持這种場面秩序的安靜。

（工作人員搬礦泉水；佛樂聲起）

我們現在可以把所有的燈全部關閉。

（師祈愿：）在座的每一位善長、善知識，在此，我以我的愿力，以我的修為，我在祈

禱，讓我們每一位善長身心康泰；同時，讓我們一起，我們旦愿我們台灣人民世代安詳，

我們也祝愿我們的民族永結同盟，以我們的平等、清淨、慈悲之心，以我們的大無畏施，

我們共同地祝愿世界和平，我們祝愿人類永昌。我愿以我終生之淨心，尤以竭盡我終生之

能量，為我們的人類，也為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善長，帶給你們、帶給所有的人身心康泰、

福澤永年。華藏愿意以自身的一切奉獻給所有的人，愿所有的人長享安詳、永結同盟、遠

离紛爭、身心康泰。在此時此地，您如果有善心善念，你會發現在此台上有佛光普照，那

么，你可以以正念、正心發一個愿心和愿力。旦愿我的一點靈光，帶給諸位善長常享安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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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我們在台上的護法，以“法輪常轉”帶給我們在場的每一位善長福澤安宁。在這個宿生

的机緣，我們有如此的緣份共聚一室，旦愿我們的善緣綿綿不絕，愿我們所有的業障從此

漸消，愿我們從此充滿法喜，脫离諸多惡障，獲得身心自在。

最后，我再一次地感謝諸位能夠撥出這么多的時間，來跟我共處一室。旦愿在以后的日子

里，我能夠繼續地為在座的每一位善眾，做一點點有益于你的身心和人生的事。謝謝！阿

彌陀佛！

好，現在呢，我們今天暫且到這里，謝謝！

（開燈；鼓掌；諸眾向師獻花）

（听眾領取礦泉水和花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