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吐蓮香-法華尼-PK-腳踏蓮花-崔婆】 

【念佛感應事蹟】-【法華尼】、【崔婆婆念佛】 

  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膾炙人口的《醉翁亭記》就是他寫的。特別是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乎山水之間也」，更成為流傳千古的佳句。 

  他任潁州知府時，每年夏天都會和朋友們賞蓮飲酒。他命人將蓮花插在盆中，依次相傳，同時讓歌伎唱歌助興。

當歌聲停止時，蓮花傳到誰的手中，誰就得飲酒一杯。 

  有一天，他又請朋友們來府中飲酒。當一位叫盧媚的歌伎開口唱歌時，大家都聞到了一股無比美妙的蓮香，竟勝

過府中的滿池蓮花。 

  大家很驚訝，問盧媚為何會口吐蓮香。她說，自己出生時便是如此，誰都不知是何原因。她從小家貧，父母為了

餬口，只得把她賣進樂坊當了官伎，嘗盡人生艱辛。 

  聽了盧媚的身世後，大家紛紛搖頭嘆息，其中一位僧人更是嗟嘆不已。 

  這位有宿命通的高僧說，其實盧媚前世是位比丘尼，修行精進，讀誦了整整三十年的《法華經》。可臨終時因為

一念之差，不幸墮落，此世才淪為官伎。 

  有人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怎麼可能呢？人只活一輩子，哪有什麼前生後世？」有人說：「高僧有宿命通，不

會妄打誑語的。盧媚，你這一生中讀過《法華經》嗎？」盧媚回答:「身為官伎，哪有條件讀佛經呢？」 

  歐陽修令人取來《法華經》給她讀，她居然讀誦如流，好像已經讀過無數遍。然後又取其它的經書給她讀，她就

完全讀不下去了。這時，大家才相信僧人的話果然是真的。 

  後來，北宋的王日休將「法華尼」的故事寫進《龍舒淨土文》中。他說，「法華尼」實在太可惜了，如果她知道

淨土法門，用三十年的時間來念佛的話，早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何至淪落至此？ 

－－－－－－－－－－－－－－－－－－－－－－－－－－－－－－－－ 

  與「法華尼」相比，崔婆子就幸運得多了。崔婆子也是宋朝人，在一個官宦人家當傭人。 

她生得粗手大腳，極其愚笨，連一句整話都說不清楚，每天只知道默默地幹活，經常被別人欺負。崔婆子的女主人是

信佛的，喜歡研究禪學，每天在家裡打坐參禪。崔婆子也信佛，但她大字不識，每天就只會一邊幹活，她站也念，坐

也念，走也念，停也念，念佛對她來說念阿彌陀佛，就像吃飯睡覺一樣自然。 

  就在崔婆婆 72 歲那年，突然得了重病，不能下床了。但她卻不以為意，反而念佛念得更勤快了。有一天，她突然

毫無病容的在床上唱起歌來：「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然後告訴

大家十月初五申時（下午三、四點）她就要往生極樂世界了。 

  果然到了那天那時，崔婆子當真就走了。大家將她火化之後，驚訝地發現她的舌頭仍然完好無損，而且像一朵綻

開的蓮花瓣一樣，放光彩。 

  法華尼念了整整三十年的《法華經》，得到的果報，不過是來世口吐蓮香而已；而崔婆子只憑著一句佛號，便能

當生腳踏蓮花，往生淨土。在所有的修行方法中，念佛法門的功德利益最大，最殊勝。 

  法華尼修行的通途法門是難行道，如螞蟻登山，解脫遙遙無期。崔婆子修行的念佛法門是易行道，如風帆順水，

今生就能往生淨土。你是想學崔婆子，還是法華尼呢？ 



附：故事原文【誦法華尼轉生官妓】 

  歐陽永叔知潁州，一官妓口氣作蓮華香。有僧知宿命，言此妓前世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

於此。 

問妓云：「曾讀《法華經》否？」答云：「失身於此，何暇誦經。」與以《法華》，則讀誦如流；與之他經，則不能

讀。以此知僧言可信矣。 

  使此尼知西方法門，則上品上生可也；不知而墜墮於妓，可不哀哉！ 

  以此知能用西方法門教人者，其濟拔之功大矣，福報豈易量哉！（王日休《龍舒淨土文》卷七）按： 

出家為尼已是難得 

苦行卅年更屬不易 

唯仗自力無他力持 

煩惑未伏再度沉迷 

余門學道蟻子登山 

念佛往生風帆順水 

不生極樂尚在娑婆 

一旦生西永斷輪迴 

 

【崔婆作偈舌如蓮花】 

  宋朝，東平，梁氏乳媼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

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 

  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洩不下床，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 

【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 

  諷詠不絕口。問何人語，曰：「我所作。」問:「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3~4PM）果以其時死，十

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元明，予友婿也。（《夷堅志》乙卷九、《淨土聖賢錄》） 

按：大集經言：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 

古德云：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 

 又云：隨緣開妙法，教眾得真情。 

    聖道多辛苦，西方一路平。 

節選自《念佛感應錄一》 

-------------------------------------------------- 



【六道輪迴苦，孫子娶祖母，牛羊為上座，親屬鍋內煮】 

  在梁武帝時，佛教非常興盛。當時有位誌公禪師，乃明眼善知識，能知人的前因後果。梁武帝很相信誌公禪師，

而其他一般人也很相信他，不論是什麼場合，生小孩、親友結婚、喪禮等，都要請誌公禪師去念經。有一次，一位富

人請誌公禪師去為他女兒的婚禮誦經，並請他在婚禮中講幾句吉祥話，令婚姻順利。 

  誌公禪師到了那兒，一見新郎和新娘，就說了： 

「古古怪！怪怪古！孫子娶祖母。女食母之肉，子打父皮鼓。豬羊炕上坐，六親鍋裡煮。眾人來賀喜，我看真是

苦。」 

  誌公祖師說，真是古怪得很！是什麼事古怪？孫子娶祖母。當這孫子一出生時，他的祖母就生病了，到臨終時還

掛念著孫子，恐怕沒有人照顧他，將來誰幫助他成家立業？因此，當她嚥氣時，仍手拉著孫兒的手，戀戀不捨的死

去。到了陰間，見到閻羅王，就痛哭流涕的哀求道：「閻羅王啊！請你做一點好事啦！我世間的孫兒無人照顧他，請

你讓我回去照顧他好嗎？」閻羅王慈悲為懷，答應她的請求，說：「好的！妳可以回去照顧他。妳本來是他的祖母，

現在妳就回去做他的太太吧！」祖母業不由己，就又投胎到陽世做個女孩子，長大後就和她的孫兒結婚。只是改頭換

面，穿另一件衣服，大家就全不認識了。 

  但誌公認識，故說：「古古怪！怪怪古！孫子娶祖母。」誌公又見到一個小女孩正啃著豬蹄，故說：「女食母之

肉。」這女孩的母親造了重罪業，而托生成豬，現在被人屠宰做了美食，所以小女孩吃她母親的肉。 

  又看見院子有個男孩子正高興的拍打驢皮鼓，而說：「子打父皮鼓。」男孩的父親也因造罪，托生為驢，死後被

人剝皮做鼓。而小男孩不知是他父親的皮所做成的鼓，只會歡喜的玩耍打鼓。 

  誌公又往炕上一望，全都是往昔被吃的豬牛羊，而今轉變為人，互為親戚。在鍋裡所煮的肉類，卻是六親眷屬

啊！所以誌公說：「你們大家到這裡都說大喜大喜，恭喜主人娶媳，其實我看這真是苦啊！人人在輪迴裡互相還報，

互相殘殺，互相食噉，真是苦不可言。」當誌公說完之後，就有很多人明白，而發心茹素念佛要修行。 

－－－－－－－－－－－－－－－－－－－－－－－－－－－－－－－－－ 

冬瓜和尚 

 

  清朝時代，杭州有一位奇異僧人，因遺其名字，故號為「冬瓜和尚。因其嗜食冬瓜，人即以此綽號名之。住華嚴

庵，為人緘默，平素既不見其參禪與看經，更不見其念佛及禮拜。衣衫襤褸，半文不蓄，神情奕奕，行動瀟灑。唯獨

終日遊行街市，寒暑無間，經十餘年，緇素皆莫測其所以。師一生別無知交，唯與鄰庵慧照法師友好。一日，走訪慧

照法師，而告之曰：「明年新正初六日，吾欲行矣，屆時請駕臨送我。」照師屈指一算，距行期尚有月餘，遂允為送

行，決不誤期。時光荏苒，瞬間已是新正六日。是日，師一本慣習，仍然遊行街市，若無其事，中午猶至法慧庵應

齋。齋返，見慧照法師已在其住處候行，師問之曰：「今日我兄光臨，有何見教？」照師笑而答言：「師早已與我有

約，今日特地前來相送。」師曰：「我真糊塗，若非兄言，幾已忘卻。」於是，沐浴更衣，焚香禮佛。事畢，跏趺蒲

團，而謂照師曰：「我今既行，不可不留一偈，即請兄代為書之。」偈云：「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

識，別有一天堂。」說偈已，即便怡然而終。 

 

  按：古德有言：「念佛不在嘴，參禪不在腿。」這意思是說，真正攝心用功的人，不一定要死板板的拘於形式。

所謂：「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然忙似箭，不忘阿彌陀。」禪師有云：「處處真，處處真，塵塵儘是本來人。



要活潑，要灑脫，時時都是攝心時，處處都是用功處。」若過分的拘泥，反引起人的詬病。同時，身心也不能調攝，

工夫反而不易前進。但是，話得說回頭，切忌不拘形式而放蕩形骸，懈怠成性，無所用心，則上當非淺。最好，如我

人環境許可，四事具足的話，還是多做些形式的工夫，借此攝收身心。如學不拘形式，恐我人的根性還不夠。 

－－－－－－－－－－－－－－－－－－－－－－－－－－ 

冬瓜和尚──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 

（一）清朝冬瓜和尚念佛修行事跡 

【原分類：修行故事 2007/12/07】 

  清朝冬瓜和尚，喜食冬瓜，人稱冬瓜和尚，失真名。自住茅篷，古如終南山，居茅篷者多，有二、三百間，彼此

相距不遠，可互相照顧。和尚晚年，不知何故，歡喜逛街，朝出暮還。 

  年底，老同參來訪。告訴老友，『將於正月十五往生西方，請來助念。』老朋友表面答應，心中存疑──整天逛

街，怎能往生？ 

  元宵節，依舊上街，人來助念，卻不見蹤影。恰好那天，冬瓜和尚提早回家，見友甚喜，問：『有何貴事？』

答：『送往生。』始恍然，馬上沐浴禮佛，端坐念佛。臨終前留偈云：「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皆不識，別

有一天堂。」 

主要是前兩句，走街坊，目的為磨練動中念佛，不受境轉。所以，念佛人應訓練自己動、靜、順、逆皆不忘彌陀聖

號。 

 

（二）冬瓜和尚：【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天堂。】 

  清朝有一位冬瓜和尚，名沒有傳下來，不知什麼名字，喜歡吃冬瓜，人們就稱他冬瓜和尚。他是杭州人，在華嚴

庵出家，出家以後，專修念佛法門，鄰近庵有一位慧照法師和他打同參，二人很好的同參道友。很奇怪，冬瓜和尚，

吃飽就跑出去街上走，在杭州街上走來走去。走到晚上就回來，晚上繼續念佛，每日都一樣，都是在街上走。他的同

參感覺到，好像不太肯修行，看他一天到晚都在街上走。但是也不敢對他說什麼話，而他的習慣就是這樣。每日吃飽

就到街上走，晚上就回來，回來又有在念佛，這樣的生活，經過了十多載。有一年他要往生的前一年底，見到同參慧

照法師的時候，他就對慧照法師說：「老同參啊！我正月初六就要去西方，你正月初六要來送我！」 

  慧照同參把他看做在開玩笑，想他一天到晚都在走街路，說他要往生，實在不太相信。但是口不敢說，心中在冷

笑，口就回答說：「好啦！好啦！你若要往生，當然我會來送你！」 

  冬瓜和尚說：「我一旦話說出來就標準！不要忘記！」「好啦！好啦！我不會忘記！」 

  年過了，正月初六，那日早上冬瓜和尚就去法慧庵，受人供養吃飯。還沒回來的時候，慧照師就已經來要送他。

看他不在，就知道可能是在開玩笑，連他自己都沒有在準備，說他會往生，那有這一回事？就在裡面坐，坐到冬瓜和

尚吃過午飯回來。回來見到老同參慧照法師坐在那裡，就問說：「你來做什麼？」他說：「你告訴我說，你正月初六

要往生，叫我來送你！你卻問我要來做什麼？很奇怪？」「真的！我有對你說過，你若沒有提起，我也忘記。這樣，

好！現在我要去了！」馬上就去沐浴換衣服。海青、披衣已經穿好，就去拜佛。拜好，就去坐著，就向他的同參說：

「這樣，我要去了，但是我有一首偈頌，請你寫起來。」開始念：「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

天堂。」偈頌念好的時候，念一聲「阿彌陀佛」，靜靜的坐在那裡，他的同參見他靜靜坐著，就為他念佛，念了念，

就看他，他都沒有動，沒有表示。再過一段時間摸他，他已經沒氣了，果然是走了，非常自在。 



  看他的偈頌就可以知道：「終日走街坊」：說我一天到晚都在街上走來走去，做什麼呢？「心中念佛忙」：我雖

然是走街坊，沒有一日閒空，不是在逛街，我是在念佛！怎樣念佛？意思就是藉這個動中鍛練念佛，利用街上很鬧的

地方，這樣鍛鍊念佛。可見這位冬瓜和尚，他的念佛功夫是相當深，所以能在鬧中念佛。而且想到要走，就走！事先

說好那一日要往生，到時候自己卻忘記了，由同參提醒，隨時就走。像這種來去自由的，可以說是非常罕有。在高僧

傳裡面，像這種自己說什麼時候要往生，結果自己忘記，別人提醒他，隨時就去的，和冬瓜和尚只有兩位，可見功夫

相當深。而且他是修念佛成就，專念阿彌陀佛得到這樣殊勝的瑞相，這是非常難得。 

  根據這個事實的證明，就可以知道念佛的功德是怎樣的殊勝，念佛是真實能令人了生死、出苦海，這就是鍛鍊

「動中念佛」！ 

  按：古德有言：「念佛不在嘴，參禪不在腿。」這意思是說，真正攝心用功的人，不一定要死板板的拘於形式。

所謂：「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然忙似箭，不忘阿彌陀。」禪師有云：「處處真，處處真，塵塵儘是本來人。

要活潑，要灑脫，時時都是攝心時，處處都是用功處。」若過分的拘泥，反引起人的詬病。同時，身心也不能調攝，

工夫反而不易前進。但是，話得說回頭，切忌不拘形式而放蕩形骸，懈怠成性，無所用心，則上當非淺。最好，如果

環境許可，四事具足的話，還是多做些形式的工夫，手把念珠，待在念佛堂，老實念佛，借此攝收身心。如果初學

者，就想要學不拘形式，恐怕根性還不夠，這一生的修學又要落空了。 

 ------------------------------------- 

五、念佛一聲 陰曹現光 

  民國初年，諦閑老法師住持觀宗寺。門下有一僧人名志誠，平素很慳，多年來存銀洋多枚，甚珍視，朝夕攜之，

不離身邊，以致影響其參禪用功。 

  一旦患病，為陰曹捉去，二鬼逼其自前殿搬銀至後殿庫房，搬了半天，又坐下來休息。志誠以自己生前，貪心未

了，耽誤用功，現時人已死，有銀亦無用，甚悔之。對被逼搬銀事，無心去做。稍後，二鬼來，見志誠工夫未做妥，

甚怒，猛以膝頭撞之，志誠覺痛楚，隨應聲念「阿彌陀佛」一聲，頓時陰曹，全現金光，驚動閻王出現，詢之，知為

二鬼偷懶。又知志誠貪銀，被抓來做勞役，閻王斥之，二鬼遂將志誠放回。 

  志誠在世，死去半日複回，詳言陰曹事，知為心系銀錠所誤，遂發心精進念佛，痛改前非，終獲修成。（大光法

師《臨終助念法》） 

------------------------------------------------------------------------ 

 十三、【彌陀文字 觸字見光】 

  經中曾言：「六根互用」，即眼睛不只能看，也能聽能嗅能嘗能覺能知；耳朵不只能聽，也能看能嗅能嘗能覺能

知等等。這是神通境界，凡夫不能。然而在特異功能（超能力）人士當中也有能以耳朵看字，或以手指識字的。 

  臺灣大學李嗣涔教授、中央研究院王唯工教授及其他幾位大學教授，近幾年來以科學方法及儀器測試具有手指識

字的三位特異功能的小朋友，經過數百次的測試，證明他們都有手指識字的能力。 

  其測試方法是將文字或符號、圖案等，寫或印在紙上，將紙包紮密封，然後交給這幾位小朋友以手指接觸，使其

感知裏面是什麼字，或何種圖案，同時以儀器測試其手掌、手臂及腦部的反應；讓人驚奇地這三位小朋友都能在幾十

秒或幾分鐘內，百分之百正確無誤的以手「看」出。 

  一九九九年八月底的幾天測試當中，曾有教授寫上「佛」字交給他們以手辨識，奇特的是此「佛」之一字在他們

的腦中所浮現的不是「佛」字，而是一片很亮的亮光，光中有一個人，甚至還能聽到餘波蕩漾令人舒暢的宏亮笑聲，

也看到和尚、寺廟等；而以注音符號所寫的「ㄈˊㄛ」，或以英文寫的「Buddha」（佛），也只看到亮光一閃，而看



不到字跡。若是其他的字或圖案，則是直接看出是某字或某種圖案，既無光也無聲。若是與佛字連接在一起的詞句，

如「佛山」、「佛米級」、「比佛利山莊」、「埃佛勒斯峰」等，結果只看到上下的字，而佛字看不出，佛字的地方

是一片亮光，甚至佛字附近的字也被光明遮住而看不出。若是特有佛名，如「阿彌陀佛」或「藥師佛」、「彌勒佛」

等，則已更超越，只有光明，再無人形；尤其辨識「藥師佛」時，也有「像中藥的味道」。當中有以「鬼」之一字給

其中一位辨識，當她摸著紙條時便說「一片黑」，過了一分鐘又說「很暗的紅黑」，半分鐘之後看出來是一個「鬼」

字，並皺著眉頭表示，剛才一直感覺很冷、很不舒服。（以上測試發表于李嗣涔教授所著《難以置信--科學家探尋神秘

資訊場》） 

  這幾位小朋友是否真有特異功能所謂的第三眼，或外靈附加，姑且不論。然而此番測試，竟讓幾位科學家們驚

奇、讚歎、感動，心情興奮，思潮澎湃，可謂大開眼界，歎未曾有，頓使整個實驗室的氣氛熱烈起來。想不到佛教中

神聖字眼或特殊音節，有其神奇力量、殊勝功能；凡夫肉眼以為白紙黑字，毫無奇特，但在特異功能（或靈界）的

「第三眼」中，則是燦爛的光明或莊嚴的異像，透露、證明出在我們所熟知的世界之外，還有佛世界的存在，而其

「佛名」是進入佛國的通道。 

  經中常言「佛皆有熾盛光明」，所謂「佛佛道同，光光無礙」；其中特別讚歎阿彌陀佛的光明是「最尊第一，諸

佛光明所不能及」。 

  與「佛名」接觸，明亮、溫暖、舒服。 

  與「鬼」字接觸，則相反地，頓覺一片黑暗、陰冷、很不舒服。 

  是故，眾生憶佛念佛，其身便有佛光；現生能啟發本有智慧，消除黑暗業障；臨終往生淨土，同證無量光壽。 

  按：彌陀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 

  佛光所在。能除戾氣。解冤釋結。轉惡成善 

  若在三塗。見此光明。無複苦惱。皆蒙解脫 

  鬼神之處。不祥之地。應置佛名。以度幽靈 

----------------彌陀佛光------ 

法藏比丘發願：【我作佛時，光明無量，普照十方，絕勝諸佛，勝于日月之明千萬億倍。若有眾生，見我光明，照觸

其身，莫不安樂，慈心作善，來生我國。若不爾者，不取正覺。】（十三、光明無量願；十四、觸光安樂願；） 

--------------------------------------------------------------------------------------- 

至心精進第五 

 法藏比丘說此偈已，而白佛言：我今為菩薩道，已發無上正覺之心，取願作佛，悉令如佛。願佛為我廣宣經法，我當

奉持，如法修行，拔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無上正等正覺。欲令我作佛時，智慧光明，所居國土，教授名字，皆聞十

方。諸天人民及蜎蠕類，來生我國，悉作菩薩。我立是願，都勝無數諸佛國者。 

--------------------------------------------------------------- 

明?照第十二 

 佛告阿難：阿彌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諸佛，所不能及。?照東方恆沙佛剎，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

是。若化頂上圓光，或一二三四由旬，或百千萬億由旬。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剎，或照百千佛剎。惟阿彌陀佛，光



明普照無量無邊無數佛剎。諸佛光明所照遠近，本其前世求道，所願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時，各自得之。自在所

作，不為預計。阿彌陀佛，光明善好，勝於日月之明千億萬倍。光中極尊，佛中之王。是故無量壽佛，亦號無量光

佛，亦號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等光佛，亦號智慧光、常照光、清淨光、歡喜光、解脫光、安隱光、超日月光、不

思議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眾生，遇斯光者，垢滅善生，身意柔軟。若在三途極苦之處，見此光

明，皆得休息，命終皆得解脫。若有眾生聞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稱說，至心不斷，隨意所願，得生其國。 

----------------------------------------------------- 

禮佛現光第三十八 

 佛告阿難：若曹欲見無量清淨平等覺，及諸菩薩、阿羅漢等所居國土，應起西向，當日沒處，恭敬頂禮，稱念南無阿

彌陀佛。阿難即從座起，面西合掌，頂禮白言：我今願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供養奉事，種諸善根。頂禮之間，忽見

阿彌陀佛，容顏廣大，色相端嚴。如黃金山，高出一切諸世界上。又聞十方世界，諸佛如來，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

功德，無礙無斷。阿難白言：彼佛淨剎得未曾有，我亦願樂生於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親近無量諸佛，植

眾德本。汝欲生彼，應當一心歸依瞻仰。作是語時，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無量光，普照一切諸佛世界。時諸佛國，皆

悉明現，如處一尋。以阿彌陀佛殊勝光明，極清淨故，於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剛、鐵圍大小諸山，江河叢林，

天人宮殿，一切境界，無不照見。譬如日出，明照世間。乃至泥犁、谿谷，幽冥之處，悉大開闢，皆同一色。猶如劫

水彌滿世界，其中萬物，沉沒不現，滉瀁浩汗，唯見大水。彼佛光明，亦復如是。聲聞、菩薩一切光明，悉皆隱蔽，

唯見佛光，明耀顯赫。此會四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見極樂世界，種種莊嚴。阿彌陀佛，於彼高座，威德巍

巍，相好光明，聲聞、菩薩，圍繞恭敬。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明現照耀，清淨平正。無有雜穢，及異形類。唯

是眾寶莊嚴，聖賢共住。阿難及諸菩薩眾等，皆大歡喜，踊躍作禮，以頭著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諸天人

民，以至蜎飛蠕動，[者*見]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憂惱，莫不解脫。悉皆慈心作善，歡喜快樂。鐘磬、

琴瑟、箜篌樂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諸佛國中，諸天人民，各持花香，來於虛空，散作供養。爾時極樂世界，過於

西方百千俱胝那由他國，以佛威力，如對目前，如淨天眼，觀一尋地。彼見此土，亦復如是。悉[者*見]娑婆世界，釋

迦如來，及比丘眾，圍繞說法。 

------------------------------------------------------------ 

寶蓮佛光第二十一 

 又眾寶蓮華周滿世界。一一寶華百千億葉。其華光明，無量種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光色亦然。復有

無量妙寶百千摩尼，映飾珍奇，明曜日月。彼蓮華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一一華中，出三十六

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

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 

 -------------------------------------------------------------------------- 

  參、念佛鬼退 

  一、至心念佛 羅剎不害 

  佛世，有一國鄰于羅剎，羅剎食人無度。王約：自今國中，家以一人，次第送與，勿得枉殺。 

  有奉佛家，止生一子，次第充行，父母哀號，囑令至心念佛。以佛威力，鬼不得近。明晨往視，見子尚在，歡喜

將還。自是羅剎之患遂息，國人慶慕焉。（蓮池大師《往生集》） 

  二、拼命念佛 化解群鬼 

  北通州，王鐵珊者，前清曾作廣西藩台，其時廣西土匪甚多，彼於作兵備道時，即設計剿滅其黨，所殺甚多。 



  四年前得病甚重，一合眼即見在黑屋中。其屋甚大，又甚黑。其鬼無數，皆來逼迫，遂即驚醒。久則複合眼，其

境仍如是，複驚醒。三晝夜不敢合眼，其人已奄奄一息。 

  其妻因諭之曰：「你如此怎麼樣好？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吧，念佛總會好。」 

  鐵珊一聞此言，遂拌命念。未久，即睡著，遂睡一大覺，了無境界可得，而病亦漸漸痊癒矣。因長齋念佛。 

  鐵珊前年與陳錫周來山，親與光說耳。（《印光大師嘉言錄》二乙） 

  按：王鐵珊者。位居將領。一聲令下。萬靈喪命 

  只有造業。不信佛法。不知教理。亦未皈依 

  病重身危。群鬼現前。三日不眠。命在旦夕 

  參禪悟道。打齋拜懺。斯等修行。緩不濟急 

  只有念佛。不可思議。一念彌陀。群鬼遠離 

  再念彌陀。當夜安息。念念彌陀。重病痊癒 

  不問善惡。不問信疑。圓頓簡易。無法能比 

 ----------------------------------------------------------------------------------- 

  三、專念彌陀 冤鬼不侵 

  四川釋顯真，又字西歸。在家時歷任縣長，殺戮土匪甚多。出家不久，即住寧波慈溪五磊寺。 

  每夜夢見土匪多人，血肉狼藉，兇暴憤怒，執持槍械，向其索命。 

  遂大恐懼，發勇猛心，專念阿彌陀佛，日夜不息，乃至夢中亦能持念。 

  夢見土匪，即念佛號以勸化之，自是夢中土匪漸能和馴。數月以後，不復見矣。 

  餘與顯真同住最久，常為餘言其往事，且歎念佛功德之不可思議也。(弘一大師《淨宗問辯》) 

  按：一燈入室。長暗頓明。一佛當令。群魔退聽 

  一向專稱。彌陀佛名。既能解冤。又得往生 

  琥珀取塵。磁石吸鐵。我等惡業。如塵如鐵 

  彌陀佛名。如珀如磁。應作此想。常稱佛名 

 -------------------------------------------------------------------------------- 

  四、念佛卻鬼 往生成佛 

  予同郡望江陳企，嘗妄殺人。後見鬼現，企畏懼，急念阿彌陀佛，鬼不敢近，企念佛不已，鬼遂不現。後常念

佛，臨終坐化。 

  後半年，附本家孫女名妙光云：「我因念阿彌陀佛，已生極樂世界。」舉動言語一如平生，親戚相知皆來看。 



  至兩三日，家人云：「惜乎你在生時，不曾傳得喜神供養。」企遂現，儼然如平生，唯面帶少顏，蓋西方長生不

老；其頭如佛之螺髻，蓋成佛之漸也。望江士人周憲叔為予言之。（王日休《龍舒淨土文》卷八） 

  按：聞佛名號 雖無信心 亦不稱念 也成道種 

  已由知故 遇境逢緣 便能提起 當下免難 

  猶如陳企 因念佛故 冤鬼不現 遂起信心 

  畢世念佛 臨終往生 歸述前因 親現妙相 

  倘未預聞 不知念佛 被鬼奪命 永劫沉淪 

----------------------------------------------------------------------   

七、念佛一聲 水鬼暈退 

  四川黃書雲的「覺園筆記」記載說：「自流井（四川的食鹽產地）的街道很窄，有些人家在屋後臨河的水面搭起

木板。建一層樓住在上面，打開窗戶，就可俯視河水。每一家的房子都是這樣，一眼看去沒有兩樣。有一個做篾器的

工人，夜裏作工，聽到兩個鬼在水上講話。 

  有一個說：『我明天就能得到替身，脫離水難了。』 

  另一個鬼說：『真為你高興！那個人是誰呢？』 

  這個鬼說：『午後有個挑煤的人，把煤賣完，在街上喝酒。喝醉了，會到河邊來喝水，我就把他拉下水，他就可

以代替我了。』 

  篾工細聽之後，第二天午後，打開窗戶對著河，把手中的篾片支出窗外，坐著編東西。他時時低下頭看，果然看

到一個人踉踉蹌蹌來了，帶著醉容；這人把擔子放下來，蹲在河邊，掬水而飲，身體微微向前傾，差一點掉到河裏。

他拚命喝水，一面說：『阿彌陀佛，水很好喝！』然後再一面掬水一面喝，喝罷連念『阿彌陀佛』。結果也沒出什麼

意外，竟然肩著擔子走了。 

  夜裏，又聽那個鬼對同伴說：『你的替代人還沒來嗎？』 

  那同伴說：『來了，我趁他捧水時拉他，他幾乎掉下來了。想不到他喝一口水，便念一聲“阿彌陀佛”，我倒退

了兩、三丈之外；我再到岸邊，他又喝水，又念佛號，我嚇得一直後退，眼冒金星不能動，而他已經肩著擔子走遠

了。』 

  第二天呂仙岩佛教會的會員來店裏休息，聽到篾工講這番話，回家之後，我把它照實記下來！」（紅葉《自殺以

後的真相》） 

------------------------------------------------------------------------- 

  三、雙目複明 預知時至 

  清朝，梁維周，紹興嵊縣人，在龍潭庵為行者。年四十而瞽，無所得食，欲求死。僧雲麗止之，曰：「勿徒死

也，西方有佛，曰阿彌陀，子能至心稱念，不難橫截生死，瞽豈足患乎！」從之。雲麗為募飯供之，維周念佛甚切。

三年，目複明。居半月，告眾曰：「吾將去矣！」越三日，方午，向西坐脫。事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僧

雲麗述、淨土聖賢錄） 



------------------------------------------------------------------------------ 

  六、勸人念佛 可免水難 

  清朝，吳允升，字常導，徽州歙縣人。少年貿易蘇杭間，偶于虎邱遇一僧，孰視之，謂曰：「子頗有善根，惜二

十九歲有水厄，當奈何。」允升甚恐，求解免之策。僧良久曰：「從今以往，戒殺放生，每日虔誠念佛，持大悲咒，

或可免耳。」升信受奉行，並常以此勸人。 

  至二十九歲，因歸裏，道由杭州，于江幹附舟，同舟十七人。開行數十裏，而潮適至，巨浪洶湧，勢瀕危，忽憶

前僧言，急合掌念佛。未幾，舟覆，允升墮水，於昏瞀中，聞人語曰：「吳允升，勸人念佛有功，可免此難。」開目

顧視，則身已登岸，乃為漁人撈救而出也。冠履盡被水沖去，唯平日念佛十八子數珠一串，猶牢持手中。其同舟十六

人，已漂沒無蹤矣。自是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染香續集、淨土聖賢錄） 

----------------------------------------------------------------------------- 

  八、心誠念佛 電殛生還 

  據臺灣聯合報及自由時報於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十一月二十七日報導，臺北市佑昌企業公司的一輛水泥灌漿

車，由工人彭賢堡操縱輸送泥漿伸展臂時，不慎將高壓電線觸斷，彭當場彼電殛身亡（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電力）。

而當時在現場的工人林萬力和該公司老闆娘林姿慧聽見彭賢堡一聲慘叫，立即繞到水泥送漿車後，急欲設法搶救他，

可是也被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電吸去，殛昏！一?那失去知覺倒地，而老闆娘四肢及臉部都被擊成重傷，嚴重內出血，

昏迷在地。十分奇怪林萬力本人卻很快蘇醒，神智清醒，全身毫無受傷，並能籲請附近民眾呼叫救護車來，將林姿慧

和當時騎機車路過該地，被掉落電線擊傷的女騎士方秋送到馬偕醫院急教。 

  為何同為血肉之軀的林萬力能抵擋一萬一千伏特的電力？能在災劫降臨之際，化臉為夷？記者為此作了更深一層

的瞭解，原來這位住在中和市圓通路三六七巷二十弄二十五號的唯一生還者（獲悉林姿慧已於冬至夜過世），是一位

虔誠的佛教徒，終年吃素，廣行善事。當林萬力和老闆娘欲設法搭救彭賢堡時，他心中虔誠且急切地稱念「阿彌陀

佛」聖號，電流竟奇跡般被截斷而死裏逃生。今引報端結語以為明鑒： 

  心中有佛，能敵一萬一千伏特 

  日日長素，彌陀化解及身災禍 

----------------------------------------------------------------------------- 

  九、閉目念佛 車墜人安 

  臺北市仰德大道連環車禍慘劇中，坐在肇事砂石車駕駛座旁僅受輕微擦傷的計程車司機陳洝田，成為整個車禍經

過的重要調查對象。他否認外傳當時是和駕駛蕭春民在試車，而是無意遇到蕭後，蕭邀他一同去倒掉車上所載的砂

土，途中只聽見蕭大喊「沒有煞車」，他即閉上眼睛，不斷念著「阿彌陀佛」。以下是記者訪談紀要…… 

  記者問：可否說說車禍發生的經過？ 

  陳答：大約上午八時廿分左右，蕭春良突然大喊「沒有煞車」，我心裏一急，就緊閉眼睛，口中不斷念著「阿彌

陀佛」，隨後聽到撞擊聲，即迷迷糊糊的，直到砂石車翻落到山坡下，被路過的人從車上拉出救起，不清楚撞到什麼

東西。（1991、12、5《聯合報》社會新聞第七版 記者詹三源／專訪） 

----------------------------------------------------------------- 

  



 十、危急念佛 車禍平安 

  今年（一九九二）四月十二日上午八時，淑惠蓮友，提著菜籃，疾步穿越臺北市松江路十字路口。走到一半，交

通訊號轉為紅燈，適時從左邊急速駛來一部計程車，時間緊迫煞車不及註定被撞必死無疑。在此緊要生死關頭，他隨

即大聲唱一句「阿彌陀佛」，立即覺得有人把她托上再往前推倒。 

  司機驚慌停車下來查看究竟傷勢如何？但見淑惠緩慢起身拍拍塵埃，若無其事站好且還向司機合十問訊說：「請

別緊張，我沒事了，謝謝你的關懷！」讓司機及在場目睹者驚訝又讚歎。 

  事後淑惠邊走路邊念佛，走向市場，愈念愈歡喜，對淨土法門及彌陀悲願，親蒙大益終身難忘。一句佛號救她一

命，誠為修行上的大增上緣。（果真法師《我的學佛心得》） 

------------------------------------------------------------------ 

 十二、冥刑停止 念佛往生 

  徐雷，字電驅，浙江樂清人。出身行伍，喜飲酒，好冶遊，烹割飲宴無虛日。民國庚申元夕，夢見一人，手足縛

四短柱，二鬼卒以椿舂其背，慘酷可怖。雷近視之，即己身也。驚懼間，恍惚四肢被縛，背受痛擊，痛而大號。微聞

空中念佛聲，隨口和之，頓醒，背猶作痛。因大懼，追念平日邪行，愧悔交集。既而猛然曰：「吾聞學佛可了生死，

得離地獄之苦。」由是痛改前非，日誦《普賢行願品》，持彌陀聖號不輟。既而病篤，猶力疾誦經，空中常有白光，

狀如圓鏡。一夕謂其妻曰：「明日佛菩薩來接引我，當清淨室內，焚香預備。」次日，沐浴衣冠，端坐念佛而逝。

（近代往生傳、淨土聖賢錄） 

------------------------------------------------------------------ 

   十四、宰割念佛 解苦脫苦 

  蘇州，劉錫玄，字玉受，號心城，庚戍進士。初為盧陵教授，應滇聘，道過黔中，回泊舟郵亭，夢一長面偉人，

告曰：「某朱將曹翰也，予在唐朝為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餘發心，設齋一堂，隨

聽經一座；以此善因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偏將軍，名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

世為豬，受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 

  劉公蹶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少頃門啟，抬一豬出，號聲動地。劉倡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即

應。公刊因緣遍佈，兼載《黔枝偶存集》中。 

  罷翁曰：「豬業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余惠也。余辛未時，同公聽講台教于即中堂。公口述其

事，餘至西園猶及見。此豬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

勳榮冠世；曹翰乃恣意屠城，致墮畜類，累生酬債。慈忍分途，苦樂異報如此。嗚呼！能撥無因果也哉！」 

 又，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殺時，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

忍，惟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鑊熟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准提咒，不獨解苦，且有脫苦

之益。」言訖，悲涕謝去。（戒顯法師《現果隨錄》卷三） 

----------------------------------------------------  

   

 

 



十五、教夢中鬼 念佛升天 

  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年）底，當我就讀高三時，某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奇特的夢，夢中我看見一位年紀約

二、三十歲的小姐，在離我家不遠的忠孝東路四段華南銀行對面的斑馬線上淋雨，面容憂戚，似有心事困擾。由於不

忍看她淋雨，我便邀她一起順道撐傘。 

  當我們一起撐傘時，她便告訴我她的悲慘遭遇。其實，她早已在某日的下午四點多時，騎機車被車子撞成重傷，

而肇事者在目睹騎機車的她被撞傷後，趕緊開車逃逸，完全不理會受害者，讓他延誤就醫，而喪失生命。 

  此刻她的神情充滿忿恨、不平，很想找肇事者報仇，卻又無能為力，而顯出孤立無援、無可奈何之情。 

  聽完她悲苦的?述，內心為之憐憫不已。於是，我勸她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因為只有慈悲的阿彌陀佛能解救她

的痛苦，將她帶往極樂淨土，在淨土中的人們，每個人都會心中充滿希望與喜樂，不再彷徨無助。 

  在聽完我的勸告後，孤立無援的她，念起了「南無阿彌陀佛」，稱念數聲之後，頓見滿面愁容的她，轉為安詳和

樂，並且藍黑色的衣服也立刻變成白色，全身似乎煥發著白光，緩緩升上天空，漸漸地離我越來越遠，而我也衷心地

祝福她。 

  隔天，為了證實此夢是「實夢」還是「虛夢」，便特地到忠孝東路四段明曜百貨隔壁的華南銀行打聽，證實在不

久前的下午四、五點左右，的確有位騎機車的女生，在此處發生車禍，而肇事者逃逸。（臺北 林紀妤 筆） 

------------------------------------------------------- 

  一、為親造像 入獄度亡 

  並州張元壽為亡親造阿彌陀像感應出並州記 

  張元壽，並州人，雖有善心，其家以殺生為業。雙親亡沒後，斷殺生業，修念阿彌陀佛。發心為救雙親，造阿彌

陀佛三尺像，安置舊室，香花燈明，供養禮拜。 

  其夢室中有光，光中乘蓮台者二十餘人；于中二人，近于庭上呼元壽，壽即問：「誰？」 

  答：「吾是汝父母，雖解念佛三昧，好酒肉食，殺生魚鳥等多故，墮叫喚地獄；雖墮地獄，以念佛力，熱鐵融銅

如涼水。昨日沙門身長三尺，來說法；同業者二十余人，聞沙門說，皆離地獄，方生淨土。時熟以是因緣來告，在空

中人者，即地獄中同業者也。」 

  說此事已，指西方而去。以所夢語僧，皆謂所造像，往地獄中救苦矣。（三寶感應要略錄、淨土聖賢錄） 

  按：南無阿彌陀佛者，如《莊嚴經》言：「彼佛如來，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無生無滅，非過現未來；但以酬願

度生，現在西方。 

 此即為救度六道眾生，故垂名現形，以度有緣。 

------------------------------------------------------------- 

   四、誠心供佛 代殺保全 

  賈客，系遼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系褲帶上。每食時，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叫曰「佛爺你先

吃」，同伴皆笑之。 



  忽途遇大盜，賈客被殺砍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撿出腰間佛身，有三刀痕。賈人大哭，叩頭高叫云「佛爺

救我也」。 

  靈隱道源監寺親見口述（《現果隨錄》卷三） 

------------------------------------------------------------------ 

  一、童子七歲 隨佛西去 

  清朝，丁童子，常熟人，住梅裏鎮。七歲時，聞其父母持佛名，亦每朝持之。 

  未幾，有微疾。一日晨臥，忽躍然而起，曰：「今朝未念佛名，自誤大矣！」遂盥漱，禮誦畢，複就寢。 

  至晚，告母曰：「吾隨佛西去，願勿驚訝。」乃連誦佛名，良久暈絕。 

  母出不意，猶望其蘇。聞喉中作聲，若欲有言，喚之不應。忽大聲稱「大慈大悲」四字，遂絕。 

  次日就殮，舉體皆冷，而頂則尚暖也。（往生近驗錄、淨土聖賢錄） 

 --------------------------------------------------------------- 

  一、童子十二 佛持花迎 

  明朝，袁宗道，子登，年十二。病痞將終，語宏道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宏道曰：「汝但念佛，即得往

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微笑云：「見一蓮花，色微紅。」俄

而曰：「花漸大，色鮮明無比。」俄而曰：「佛至矣，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氣促，宗道曰：「汝但稱佛字可

也。」登稱佛聲，合掌而逝。（珂雪齋外集、淨土聖賢錄） 

  按：嬰兒吸乳 雖不識味 身自生長 

  病人服藥 不識藥性 任運得愈 

  知或不知 念佛往生 亦複如是 

------------------------------------------------------------------- 

  二、販雞惡人 異香滿堂 

  長安，張鍾馗，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 

  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化云。（《佛祖統紀》卷二八、淨土

聖賢錄） 

--------------------------------------------------------------------- 

  三、殺牛屠士 紫雲繞家 

  汾州人，不得姓，殺牛為業。臨重病時，見數頭牛，逼觸其身。告妻子曰「請僧救我」，請僧至。 

  病人曰：「師誦佛經，如弟子重罪，還救得否？」 

  師曰：「《觀經》中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佛豈妄言！」 



  遂應聲念佛，忽爾異香滿室，便終，眾人皆見異香瑞色，祥雲繞其宅上矣。（淨土瑞應傳）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汝殺我」。 

  善和告妻，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眾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

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撚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

我寶座。」言訖而終。（《佛祖統紀》卷二八、淨土聖賢錄） 

  按：張鍾馗，販雞惡人，異香滿室； 

  張善和，殺牛屠士，祥雲繞家。 

  轉地獄火，乘寶蓮台，瑞應昭灼； 

  皆憑最後善知識之開示助念也。 

---------------------------------------------------------- 

  一、自己念佛 父母往生 

  清朝，周汪氏，華亭人。夫周文榮，家貧，游幕遠方，客死湖北，久無音信。女工自活，長齋奉佛，撫子成立，

命尋父骨歸葬，旌表節孝。晚年，念佛益虔，願父母翁姑及夫，齊生蓮界。後得疾，閉戶念佛，不問家事。 

  臨終謂子曰：「昨夢汝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汝父，均住蓮華世界。現前有五色雲，擁一蓮如舟，我即乘此往生

也。」言訖而逝，室香如蘭。（染香集、淨土聖賢錄） 

  二、你佛給我 我就好去 

  無錫近來念佛者甚多，一人會做素菜，凡打佛七皆叫他做菜，彼日日聽念佛聲。後其子將死，即曰：「我要死

了，然不能到好處去，你把你的佛與我，我就到好處去了。」 

  其父云：「我不念佛，那有佛？」 

  其子曰：「你佛多的很，你只要說一聲，我就好去了。」 

  其父曰：「那隨你要多少拿多少。」其子即死。 

  自謂「素不念佛，何以有佛？」明白人謂：「汝做菜時，所住之屋，近念佛處。日日常聽大家念佛，故亦有大功

德。」 

  此系無心聽者，若留心聽，功德更大。念經則無有重文，不能句句聽得明白；即留心聽，亦難清楚，況無心乎。

可知念佛之功德殊勝。（《印光大師文鈔》第五冊三○七九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