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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尊敬的師父上人，您好！無限的感恩您接受我們的採

訪。因為這次的採訪非常的重要，它不僅僅關係到一個即將來到人

世間的小生命，還關係到每個家庭，甚至關係到我們人類社會的未

來。如今愈來愈多的社會大眾關注墮胎現象，墮胎不僅僅在中國是

個急需面對的社會問題，而且應該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今天我

非常有幸向您老人家當面求教有關這方面的問題。首先請允許我代

表社會大眾和千千萬萬的父母，尤其是被墮掉的小嬰靈寶寶們，向

您至誠的感恩，感恩您，師父！�

　　尊敬的老法師，我先給您讀一組數據，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

保守評估，全球每天有十五萬人墮胎，其中因墮胎而死亡的女子有

五百名。全球每年的墮胎人數有五千萬，兩年一個億。人類歷史上

最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平均每年死亡的人數是一千萬，而現在

每年因墮胎而死的嬰兒居然是二戰死亡人數的五倍之多。還有一個

數字顯示，二００四年印尼海嘯當天死亡的人數是二十五萬，已經

夠慘烈的了，而被墮胎的嬰兒兩天就有三十萬，每分鐘都有一百零

四個胎兒因墮胎而死。我再給您讀一組資料，相信會讓每一個中國

人都揪心不已。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字，目前中國每年的墮胎

數量居全球之冠，數字是一千三百萬左右。怎麼理解這個數字？打

個比方，上海市的人口一半是一千萬左右，我國每年的墮胎嬰兒遠

遠超過上海市的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的這些數據，相信會讓每個人

都觸目驚心。請問老人家，您是怎麼看待這種現象的？�

　　淨空法師：過去我住在澳洲，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昆士蘭大



學有一個和平學院，過去我很少聽說學校有和平學院。校長邀請我

給和平學院的教授舉行一個座談會，討論的主題就是如何消弭衝突

，促進世界的安定和平。我接受了，這是一樁好事情。那麼開會，

首先我聽到學校做了五十分鐘的報告，才知道全世界有八個和平學

院，並不多。他們有博士學位、有碩士學位，學生畢業出來之後多

半在聯合國服務。我們討論的主題是怎麼樣消弭衝突。過去用西方

人的思惟，消弭衝突用的是報復、鎮壓，因為這種手段對付的時候

，沒有想到引起了恐怖戰爭，所以知道這個方法是錯誤的。要如何

運用真正和平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聽了他們報告之後，他們

讓我發言，我首先告訴他，我說衝突要化解，不是消滅，消滅不掉

，要化解，中國人說的是。那麼衝突原因在哪裡？我說實際上不是

在敵對的兩方，而是在家庭。他們聽了都不能夠理解，怎麼會是在

家庭？我說大家都曉得，今天整個世界到處最常看到的是離婚，離

婚是夫妻不和，夫妻的衝突，夫妻衝突自然就引起父子衝突、兄弟

衝突，這樣的人走進社會，他能跟人不發生衝突嗎？他們這才認真

去想一想這個問題。我說我們幫助別人解決衝突，首先自己沒衝突

，你才能做得到這個事情。可是更深一層的，是你自己本身的衝突

。他們就很難理解，本身怎麼衝突？中國人講的，本性跟習性的衝

突，這才是真正衝突的原因、來源。這個他們很難理解，我舉個例

子，譬如利益當前，我們第一個念頭想是自利還是利他？他們說那

當然是自利。我說我自利，你也自利，他也自利，衝突不就發生了

嗎？如果我們能夠替別人著想，處處想到別人，這衝突不就化解了

嗎？就在這一念之間。而夫妻衝突是個根源。�

　　今天大家都知道災難很多，現在已經不忌諱了，為什麼？媒體

天天在報導，電視、網路、報紙、雜誌天天都在講這個災難。最近

這一年多來頻率不斷上升，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我聽了妳這個數



據我豁然明白了，這個墮胎是殺人，殺的什麼人？殺的自己親生的

兒女。一年全世界殺死的，五千萬，兩年就一個億，我想這是災難

第一個因素。佛法跟宗教都相信因果報應。佛告訴我們，子女跟父

母四種緣，沒有緣不會到你家來。這四種緣是什麼？報恩的、報怨

的、討債的、還債的。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到香港講經，住在藍塘

道般若講堂，壽冶老和尚的道場。一進到他的佛堂，我首先看到一

副對聯，上聯寫著，「夫妻是緣，有善緣、有惡緣，冤冤相報」，

下聯寫著，「兒女是債，有討債、有還債，無債不來」。如果這個

小孩是報恩的，你把他殺掉，恩變成仇。他是報仇來的，你把他殺

掉，仇上再加仇，這怎麼得了！這種怨恨麻煩，生生世世沒完沒了

，互相酬償，麻煩大了！如果是討債的，你沒有還你把他殺掉，債

上再加上仇。是還債的，這是好事情，還債的，你把他殺掉了，都

變成嚴重的冤家對頭。現在人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輪迴，可是因

果輪迴這些事情在全世界每一個地區都看到明顯的例子，能疏忽嗎

？所以這是我覺得這個嚴重災難頭一個因素。�

　　主持人：那您在講經中提到，「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前些

日子中央電視台在新聞報導中說，現在全球的人口目前已達七十億

。世界上這麼多的人口，人是愈來愈多，大家認為人身並不難得，

為什麼佛經說人身難得？�

　　淨空法師：人身非常難得，失掉人身再得人身，為什麼原因？

到人間來，佛家講十法界，講它的因，十法界是果，果一定有因，

什麼因結什麼果，你要想想，知道這個你就知道人身難得了。十法

界第一個是佛，佛的因是什麼？平等心是佛。我們的心平等了，這

就往佛道去了。六度的心是菩薩，四諦的心是阿羅漢，上品十善是

天道，中品十善是人道。你說我們人在這一世，我們一天從早到晚

，我們的善念多還是惡念多？我們一年從初一到臘月三十，這一年



當中，起心動念、言語造作，是十惡多還是十善多？你這樣一想就

知道了。惡多過於善，惡是三惡道，善才是三善道。所以失掉人身

再得人身，除非我們這一生當中，一天到晚，一年到頭，我們的善

念、我們的善行多過惡念惡行。你明白這個道理，你就曉得佛經講

得不錯。�

　　主持人：人身這麼難得！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就是早期墮胎，

只是將一個胚胎的組織去掉，不就是一個小肉團嗎？請問師父，生

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淨空法師：從入胎的時候，他受精的那個時候，那個靈就入胎

了。�

　　主持人：那個靈是靈魂嗎？�

　　淨空法師：靈魂。如果沒有靈入胎這個肉是死的，沒有生命的

，他一入胎的時候他就有生命。所以經上給我們講，在胎裡面這十

個月很難受，像地獄一樣，叫胎獄，母親喝一杯涼水，他就像在寒

冰地獄，喝一杯熱水，就像在八熱地獄。起心動念、言語造作統統

影響嬰兒，尤其情緒，如果情緒浮躁，這小孩將來脾氣很不好，很

不好教。所以中國古時候懂得這個道理，講求胎教，懷孕這十個月

當中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沒有邪念，言語要柔和，舉止要端莊

，這小孩生下來就非常懂得禮貌，他就接受這些氣分，所以小孩好

養好教，非常有道理！�

　　主持人：師父，就是等於是教育，母親的教育從胎兒就開始了

。�

　　淨空法師：沒錯！中國從懷孕的時候教，叫胎教。你看歷史上

記載的，周文王的母親，懷孕的時候，懷文王的時候，目不視惡色

，不好看的東西不看，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

　　主持人：傲是傲慢的傲？�



　　淨空法師：傲慢。身口意都照顧到，生下的小孩將來養成聖人

。所以中國在古代婦女的地位很高，一般人不知道。中國是講究倫

理，倫理是性德，是大自然本來有的原則。總結，人一定要隨順大

自然，那就是最健康的、是最幸福的。自然的法則裡頭，父子有親

，親愛，這是核心，性德裡頭的中心是親愛。父子的親愛是天生的

，不是哪個教的，特別在小孩三、四個月。我有一年在日本參加國

際會議，跟著我一起在我周邊的有十幾個同修，都是念佛的。有個

年輕的媽媽推著她一個小兒子，四個月，我們走在路上，我突然停

下來，我招呼大家，你們仔細來觀察，你看這個小孩，雖然不會說

話，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動作，他對他媽媽那個愛，媽媽對他的

愛，沒人教，你就能感受到，所以說父子有親你就在這看出來了。

所以中國的教育目的就是這一種親愛，天性的親愛，如何能讓它一

生保持不變，中國教育這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這種愛怎樣能把它發揚光大，讓他愛這個家庭，

愛兄弟姐妹、愛家庭裡面的長輩、愛鄰里鄉黨，再擴大的時候，愛

社會、愛國家，凡是人，皆須愛。中國教育教這個，目的不是教你

升官發財。從小就培養這個小孩不能有自私的心理，你到這個人間

來，你的職責、你的天職就是為這個家族，他不是為我父母什麼，

為我這一個家族，榮宗耀祖，他心量大，他沒有自私，一個家族總

有幾百人，你統統都要照顧到。所以中國家教，對社會、對國家貢

獻非常之大。這個國家長治久安，從哪裡來的？每一家都把人教好

，家教就是私塾，就是家學，就是現在講家庭的子弟學校。所以少

，抓住紮根的教育；老，家族養老。所以人不怕，家庭是我們每一

個人的依靠，一生人人都是為了這個家。不敢有惡念，不敢犯法，

犯法不是你一個人承當責任，你家族都要承當，你家為什麼沒有把

你教好。�



　　所以家在中國歷史上造成長治久安是關鍵的一個核心，這中國

人的家，太好了，現在家沒有了。我們跟日本人八年抗戰，最大的

損失是家沒有了，抗戰之前有，抗戰之後沒有了。所以現在我就想

到，血緣的家不可能再恢復，所以我就想到，常常聽說企業家、企

業家，我這個念頭一動，我說今天這個家的解釋不是從前那個，現

在也是一個家，家的意思就是社會、社團，民間的社團、政府的社

團，那就是家。社團如果沒有規矩，家道、家規、家學、家業，過

去家有這四條，四個支柱，現在社團，如果有倫理、有道德、有因

果、有聖賢教育，我們中國古老家的精神又能恢復起來，這個國家

有救，不但自己國家有救，而且會影響全世界。中國老祖宗最懂得

這個教育，就是家庭教育。所以他有教學的智慧，有教學的方法，

有教育的經驗，有教學的成果，貢獻太大了！所以在古時候，社會

上三百六十行，哪個行業最好？做官。做官好在哪裡？在社會上有

地位，收入也不錯，沒事幹，人人都是好人，沒有案子辦，一個月

有三、四件案子就很多了。所以你看《四庫全書》的集部，一大半

那些文章都是一些做官人寫的，他沒事情，在家做文章，寫詩、寫

詞，常常帶著朋友遊山玩水，最好的是這一行。現在真顛倒，現在

這個行業裡頭最苦的是做官的，我看到都很可憐！我有個老朋友陸

克文，在澳洲，他擔任總理的時候，請我到他的國會山莊。接受他

的邀請，我去了之後，看他那個樣子，見我面，端了一大杯咖啡，

告訴我一天要喝五杯。我說怎麼了？提精神，精神不夠用，很辛苦

！我就跟他開玩笑，我說現在這個社會，你這個行業太辛苦了，我

這個行業很快樂，他就笑起來了。確實，所以從前做官清高，真是

各行業最令人羨慕的。現在不行了，現在這個官，請我去做我不幹

。�

　　主持人：中國老祖宗太有智慧了！�



　　淨空法師：有智慧！�

　　主持人：我現在明白了，就是胎兒無論多小，他都是一個寶貴

的生命。�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我們沒有權力剝奪他做人的機會。�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老法師，我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說，這是一個男士，他

說我自己墮了五個，在外面跟別的女人我已經墮了十三個，他說這

個算我的嗎？當時就問我，說外面那十三個算他的嗎？我說當然算

。後來他說，那關我什麼事情！包括我太太墮的那五個都不關我的

事。所以現在大多數社會上的人們都認為墮胎是女人的事情。男人

他應該負什麼責任？背不背墮胎的因果？�

　　淨空法師：一樣負，那些小嬰靈不會放過他。他氣旺的時候，

走運的時候，這個嬰靈他不敢去找他，等到他好運走完了，壞運現

前的時候全都來了，他在等機會。�

　　主持人：他也要報復他爸爸的，不光是媽媽。�

　　淨空法師：不錯，都要報復。�

　　主持人：所以說大家真的千萬不能墮胎，這個真的是有報應，

同時一定要記住，女人墮胎，男人同罪。�

　　淨空法師：對，殺人這個，太殘酷了，這決定不可以的。�

　　主持人：我下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做人流的廣告五花八門，什

麼都有。您看我現在帶了一份資料，他居然說現在是團購墮胎，您

看這裡頭，全是在網上下載的，很多很多這樣的。很多的廣告，叫

無痛人流，有很多這樣的廣告，太多太多，大街小巷、電線桿子上

到處都是這樣的。我就這個問題我是深有體會的，因為有一次我也

是懷孕了，我就是不想去墮胎，因為太痛苦了，看了那個廣告以後



，我就選擇無痛人流。當時我提前一天吃了藥，第二天到醫院以後

，就等待那個自然的從體內排出來。然後我覺得痛得我，我就覺得

我都真的都不行了，從那個床上，那個是鐵床，我就想醫院為什麼

是鐵床？從那個鐵床，那個鐵我都覺得真的我都要把它掰彎了，然

後從床上疼到床底下，又從床底下疼到床上，然後那個醫院有床單

，我就把那個床單都擰碎了，疼得我都覺得不行了。我小的時候聽

說過，就是我的爸爸媽媽跟我說，有的人吃巴豆霜，那麼痛，我就

覺得是那麼疼，疼得我都不行了。後來當時我就想，真是騙人的，

告訴是無痛人流，什麼無痛，疼也疼死了。可是就在我吃完這個藥

以後，然後自然排出以後，醫生馬上告訴我說，不行，妳立即做手

術，因為妳吃這個藥以後，排出來的那些嬰兒的那些胎，一拼湊不

夠，體內有很多，子宮裡還有很多的殘留的東西，又讓我受二茬罪

，我馬上立即又做了墮胎手術。所以我說真是這些廣告商，就是這

些人，真是他們誤導很多的年輕的女孩子，他們讓這些女孩子，告

訴她們說幾秒鐘就結束，而且就像吃冰淇淋一樣那麼的輕鬆，我覺

得他們完全是在騙人，在誤導很多這些青少年們。所以我就想問師

父老人家，這些做廣告的人，他背不背因果？�

　　淨空法師：背因果，不要說是這種殺人的事情，就是一般涉及

到貪瞋痴這些，都有很重的罪，何況墮胎這是殺人，不是殺普通人

，是殺兒女，決定不能做這種事情。�

　　主持人：決定不能做這種事情。�

　　淨空法師：不可以，決定不可以。�

　　主持人：果報太嚴重了。�

　　淨空法師：果報是地獄。�

　　主持人：果報是地獄。�

　　淨空法師：對，你要想到地獄苦你就不敢了。所以現在人就是



這些教育從來沒受過，家裡頭也不講，學校也不教了，社會上也聽

不到了。像我這個年齡小的時候講的人很多，父母講，大人都講，

現在聽不到了，沒人講了，所以這社會亂了。社會這個動亂，問我

的人就很多，這個社會還能不能恢復和平？大家對這個信心都沒有

了。�

　　主持人：人心壞了。�

　　淨空法師：對。怎樣才能夠恢復？就是教育，不是別的方法，

別的方法都做不到，就是教育。所以中國古人，幾千年前的古人就

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你只要把教育辦好了，什麼問題都

解決了。真正你看中國從前倫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還敢做這個

事情嗎？不敢，男女都不敢。�

　　主持人：有很多的人，就是家親眷屬還有朋友，千方百計的勸

自己周圍的人墮胎，還有些人向懷孕的婦女提供一些墮胎的土方法

。請問老法師，他們是在幫人還是在幫助殺人？�

　　淨空法師：幫助殺人。�

　　主持人：他們會承受什麼樣的果報？�

　　淨空法師：都是有果報，絕對有果報。如果他這個事情做多了

，那就肯定地獄去了。�

　　主持人：肯定地獄。�

　　淨空法師：對，而且這些冤親債主都會找來。現在這種事情多

，我們在國內國外遇到的太多了。�

　　主持人：可是很多人他不相信，他說有嗎？�

　　淨空法師：現在不相信的人很多，正常，因為最近這個兩百多

年來著重於科學，大家相信科學，科學頭一個就是教你懷疑。�

　　主持人：懷疑，懷疑一切。�

　　淨空法師：對。中國傳統頭一個是教你堅定信心。�



　　主持人：堅定信心。�

　　淨空法師：對，要信自己。你說佛法裡面，頭一個就是信自己

，第二個才信佛菩薩，信因、信果、信事、信理。�

　　主持人：先要信自己。�

　　淨空法師：對，你對自己沒有信心你怎麼會有成就？佛陀的教

育頭一句話就是告訴你，「一切眾生本來是佛」，告訴你，你本來

是佛，你相信你才能成得了佛，你要不相信自己本來是佛，你怎麼

修也成不了佛。中國的教育，「人之初，性本善」，你要相信本善

，那就是聖人、賢人。我本來是善，不善什麼？不善是習性，是外

面染來的，染污，那不是本性，本性是善的。�

　　主持人：本性是善的。�

　　淨空法師：對。所以你把本性疏忽了、忘掉了，你染成不好的

習慣，變成染污了，染污就不善了。貪瞋痴是染污，自性裡頭沒有

貪瞋痴。�

　　主持人：師父，我這有兩個故事，就是我親歷的。我有一個挺

好的朋友，是河北的，她自從學了傳統文化以後，她是幫人墮胎的

大夫，她的醫術還非常的好，很多人因為她墮胎好，還去找她墮胎

，她學了傳統文化以後，她覺得是在殺人，千萬不能再幹這個，後

來自己就不做了。有一次，就前一段時間，一個月前到我家去，然

後在我家對面的賓館住著，後來她半夜三點鐘給我打電話，哭得都

不行了，她說「救救我！嘉麗姐，救救我！」我以為她遇到壞人，

我就說妳趕緊報警。她說「沒有，沒有。」她說「救我！救我！救

我！」我說妳現在在哪？她說我在賓館，然後泣不成聲，說話都連

不成句。我說那妳趕緊過來吧，四點鐘她就到我這來。進來以後一

下就把我抱住，披頭散髮，就把我抱住了，渾身打哆嗦，嚇得都不

行。我以為後面還有什麼壞人，我說有人跟著妳嗎？她還說不清，



後來等她平靜下來以後，她一直哭了三、四個小時，然後平靜下來

，她說，妳知道嗎？嘉麗姐，有很多很多的孩子，鋪天蓋地那些孩

子，缺胳膊少腿，沒有頭的，特別可怕，一定要我的命，掐我的脖

子，我喘不過氣來了，她說就要她的命。然後她在這個之前她已經

學了傳統文化以後，她不做這個職業以後，已經不做這個，改了行

，然後她都出現很多的狀況，就是她神經質。她丈夫一直想給她送

到精神病院，所有的人都覺得她瘋了，就是這樣不認可。她自己也

特別痛苦，晚上不能入睡，一入睡這些孩子們就來了，就非常的恐

怖。每天就是痛不欲生，就覺得活著有什麼意思，非常非常的痛苦

。�

　　還有一個上海的我認識的一個朋友的朋友，她給我講的，就是

半個月前給我講的，她也是一直幫人墮胎，後來就得了一種怪病，

就是這個胳膊這麼一甩就往下掉肉，後來每天就是掉肉掉得血拉拉

的，別人看得特別的可怕，自己太痛苦了。後來找了全國各大醫院

，治疑難雜症那些醫院醫生都找遍了，中醫、西醫都找遍了，醫生

束手無策，說妳這個病簡直太怪了，我們根本治不了。後來就打聽

到香港能治，她就跑到香港，她也有錢，跑到香港以後，怎麼治療

？就打一針，師父，一針就要花四十八萬元人民幣。關鍵是打了這

針也不好，後來她特別特別的痛苦。最後沒有辦法了，後來她通過

別人就學佛了，別人就說那妳就念佛，就學佛。學佛以後，她就參

加一個法會，她誠心誠意就念佛，反正自己也快死了，什麼都放下

了，就念，每天就在念佛，念佛的期間奇蹟就出現了，因為她是誠

心的，後來結果就是她吐出又黑又臭的東西，您知道嗎？皮膚發生

變化了，居然，就是打那些針都不管用，皮膚不再掉肉了，而且稍

微的結嘎巴了。她丈夫本來是不學佛的，後來看她這種情況，全家

人都學佛了。我想請教老法師，以上這兩個人的這種現象是幫人墮



胎的果報嗎？�

　　淨空法師：對，這個是現世報，你不能不相信。如果說是在這

裡能夠真正懺悔，把這種果報展示出來給大家看，勸人家千萬不要

再墮胎，這就能消她的業障。�

　　主持人：她們倆是給別人墮胎的，那些小嬰靈們都會找這個大

夫吧，應該？�

　　淨空法師：沒錯。這種行業能幹嗎？那殺人的行業！這不是好

事情。你墮胎一個，這一個冤親債主永遠跟著你，你墮那麼多，你

怎麼辦？你怎麼能逃得了！�

　　主持人：太可怕了！�

　　淨空法師：我以前，中國老祖宗講的話，「萬惡淫為首，百善

孝為先」，我對這個理解不夠深刻，看到妳這個數據我就明白了。

老祖宗這一句話了不起，字字句句是真言，淫的後面是殺。�

　　主持人：淫的後面就是殺。�

　　淨空法師：墮胎那不就是殺嗎？跟著就是殺。妳殺了那麼多的

時候，妳以後墮到地獄，什麼時候妳才能出頭？不得了！�

　　主持人：師父，就是我臨來前的十天，我有一個特別好的朋友

，她是河南人，她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也真的把我嚇壞了。這個女

的她本身是個護士，她墮了十五次的胎，她最後一次墮胎的時候發

現子宮有肌瘤，她就做了手術，做完這次手術以後這個護士就變得

神情恍惚，就是神神叨叨的，經常特別失常。然後有一天她從醫院

裡拿了一瓶安眠藥，因為她是護士，然後又拿了兩針毒劑，就是毒

的針劑，拿回家以後，半夜，她就把這個安眠藥拿水給它稀釋，她

自己有個女兒，二十歲，她就把這個女孩子叫醒，把她女兒叫醒，

讓她女兒把這個安眠藥給喝了。喝完以後，她又把這個針劑，帶毒

的針，拿那個針管她就想射向她的女兒，然後她女兒下意識的，因



為在睡夢中，就下意識的一扒，就把這個針劑給掉地。然後她自己

又把另一個針劑毒藥注射進自己的身體裡，然後這兩個人就過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她丈夫回來了，一看她們母女倆這種情況，就急急

的趕緊給她叫１２０送到醫院，到醫院，搶救了十幾天這兩人才甦

醒。後來甦醒以後，這個媽媽，這個護士說什麼都不想活了，怎麼

都要死。後來沒辦法，家裡求了很多人，也沒有辦法，心理醫生，

怎麼也沒有辦法，就找著一個，這個人就算，怎麼說？是有點開天

眼的人，據我那個朋友跟我說，他是開天眼的人，跟這人在溝通，

他就說，妳的問題，就指這個護士說，妳的問題是子宮問題，說妳

是不是墮了十五次的胎？這個人嚇壞了，她說對。他說我告訴妳，

現在那個小嬰靈在跟我溝通。他說妳知道嗎？十五次，妳十五次的

墮胎都是同一個孩子在入妳的胎。她說是，我非常的痛苦，我都不

能跟我丈夫在一起，只要在一起就懷孕。他說，那是小嬰靈告訴這

個通靈的人，他說是我做的，他說我告訴妳，為什麼那天妳丈夫回

來了？說是我讓他回來的，那麼輕易的讓你們死，不可能，太便宜

你們了。他說我就讓你們活受罪，還繼續。而且他說，我告訴妳，

那個小嬰靈跟這個通靈的人說，傳給他媽媽信息說，我告訴妳，我

恨死妳了！他說我是來報恩的，我來到這個世間我是做大成就的人

，他說要當什麼什麼官，我是來報妳的恩的，結果妳把我殺死了。

他說我告訴妳，以後我會冒著碎屍萬段的這種痛苦我都要報仇雪恨

，他說報復還在繼續。所以當時聽這個故事真的把我嚇壞了。師父

老人家，我就想請教您，真的有小嬰靈的存在嗎？�

　　淨空法師：有，真的有。�

　　主持人：太可怕了！�

　　淨空法師：都有，不是假的是真的。�

　　主持人：其實師父老人家，這是河南程晉林團長講的故事，這



個光碟現在流通得可多，很多人看了都嚇壞了，都不敢再那個。最

後我剛才都沒敢講，師父，就是她邪門在什麼地方？他們夫妻倆一

擁抱就懷孕，這個小嬰靈他有這樣的本事。這個碟片現在廣泛的流

通，把很多人都嚇壞了。所以他那個報復心有多重！他恨死了。�

　　淨空法師：這個也是來救世間的。讓大家看看的時候，趕快回

頭，要不回頭的話，將來個個都是阿鼻地獄。�

　　主持人：阿鼻地獄，太可怕了！現在的人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不

想要孩子，像有的人感冒發燒吃藥，還有人喝酒抽煙、未婚先孕，

還有的人檢查發現胎兒有異常，居然還有些的男士，他說他心情不

好，懷了孕，讓對方就墮胎打掉，等等等等。還有個女人，一直想

為她的情人生一個男孩子，然後她每次懷孕的時候她都要去照那個B

超，其實是鑑別性別，發現是女孩她就墮，一次一次墮，一共墮了

九次。以上的這些說法是理由嗎？師父。�

　　淨空法師：不是理由，全都是造孽，這個罪太重了！為什麼要

幹這種事情？�

　　主持人：把墮胎當兒戲了。�

　　淨空法師：愚痴！他要承受果報。�

　　主持人：就是他們這些人都要承受果報的。�

　　淨空法師：實在講真正的原因就是我們把教育丟掉了。所以現

在等於可以說全世界倫理道德教育完全沒有了，幸福人生的教育沒

有，都是在造作罪業。�

　　主持人：其實這些所有的理由都是自私自利，師父，是不是？

全是為自己想。�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師父，浙江有一個婦女，三十多歲，她曾墮過兩次胎

，自從墮了第二次以後她就不懷孕了，後來丈夫因為這個事情就跟



她離婚，離婚以後不久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可是她的媽，這個女

方的媽媽就讓她去墮胎，妳不能說帶著孩子另找婆家，就一定要讓

她墮胎。她就猶豫不決，說這怎麼辦？她就認識一個學佛的長者，

她就向那個人請教。後來那個學佛的長輩就勸她說妳千萬不能墮胎

，說胎兒與父母的緣分很深很深，投胎成人特別的不容易，讓她有

空就誦《地藏經》、念佛。這位婦女就挺聽話，就照做了。但是在

臨產前的十天，醫生檢查的時候發現這個胎兒的頭大身子小，就建

議她趕緊把他墮掉，說很有可能這孩子是個小侏儒。這位婦女就挺

害怕的，就再次向這個學佛的長輩求教。這個長輩就跟她說，他說

妳這麼長時間一直在誦經、在念佛，不可能是個畸形兒，他說妳要

相信佛經上的教誨，就繼續的誦經、念佛，迴向給胎兒消業解冤，

妳不要怕。結果這個婦女自然分娩，生下一個特別健康的小男孩，

今年都五歲了，非常健康。從此以後她對佛法也堅定不移。我在進

行這次採訪的時候也獲得了一個您鮮為人知的故事，聽說您在六十

年前，還沒有出家的時候，就阻止過您的同事墮胎，有這麼回事嗎

？�

　　淨空法師：有。�

　　主持人：您給我們大家說說。�

　　淨空法師：六十二年前，在我學佛兩年前，那時候沒學佛，同

事，雙方我都認識。這兩個人發生這個事情之後，來告訴我要墮胎

。我說不可以，我說你們兩個這樣做的話我去告你們，你們犯罪，

你們要坐牢。他說那怎麼辦？我說你們趕快到法院去公證結婚，把

小孩生下來。結果生下來是個女孩，今年六十二歲了。�

　　主持人：師父您還救人一命。�

　　淨空法師：是！這是我們極力反對的，絕對不可以。這對男女

的年齡都跟我差不多。�



　　主持人：那現在孩子很大了。�

　　淨空法師：孩子現在要在的話六十二歲。好像小孩我跟她見過

兩次面，那個時候她三、四歲的時候，見過兩次面，以後就沒有再

見面了。�

　　主持人：她得多感恩您！我在這我也想起了一個故事，就是一

個在醫生治療的時候一個小手抓大手的故事。就是這個小胎兒，他

叫小阿瑪斯，在母親懷孕二十一週的時候，發現他患了胎兒的脊髓

病變。他的父母非常的有智慧，沒有像別的父母那樣選擇打胎，而

是找了個最好的醫生給他治療。在治療的過程當中奇蹟就出現了，

醫生發現一隻小手從子宮裡伸出來，然後緊緊的握著醫生的大手，

好像是表示感恩，感恩父母大人的救命之恩，感恩大夫的救命之恩

。您看我把這個照片給帶來了，當時這個小手，您看，這是子宮裡

，這是大夫的大手，然後這是小手，您看使勁的握著這個，您看看

。�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主持人：所以小胎兒是有感知的，他知道感恩。�

　　淨空法師：知道，不錯。�

　　主持人：小阿瑪斯後來順利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在洛斯塞

德醫院順利的降生了，是個胖小子。您看這是他出生時候的照片，

非常的健康，您看。很多的女人認為，就是在決定墮胎以後，都會

不停的流眼淚，墮過胎的婦女都會有這樣的經驗，就會莫名其妙的

痛哭失聲。請問老法師，這是否應了人們常說的母子連心？�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小胎兒跟母親真有感應嗎？�

　　淨空法師：有，有感應。如果說是把他殺了，那個靈始終是圍

繞在周圈。�



　　主持人：他那個靈。�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主持人：所以叫小嬰靈，就是墮掉的孩子的那個靈魂就叫小嬰

靈，是吧？�

　　淨空法師：不錯。�

　　主持人：他的靈魂一直在父母周邊。�

　　淨空法師：沒錯。墮胎，不管是報恩、報怨、討債、還債，統

統變成冤親債主。�

　　主持人：統統變成冤親債主。�

　　淨空法師：對，不錯，那都是來討命的。�

　　主持人：討命的，是嗎？�

　　淨空法師：是。�

　　主持人：討他父母的命。�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這可不得了！�

　　淨空法師：這個事很不好辦。中國老人，佛門也是如此，勸大

家冤家宜解不宜結，不要跟人結冤仇。墮胎的時候是跟自己的兒女

結冤仇，這是最難最難的事情，不容易化解。�

　　主持人：我曾聽別人跟我說一句話，他說墮一次胎就等同殺一

個阿羅漢。�

　　淨空法師：那倒不是的，墮一個胎等於是殺兒女是真的。殺一

個兒女，這個兒女能沒有怨恨嗎？他能原諒你嗎？他能饒恕你嗎？

你從這上想想你就知道了。他強烈的報復的心，你以後怎麼辦？如

果以後再懷孕，生下來了，可能來報仇的。這個社會上我們看到很

多不孝的兒女，對待父母就跟對待冤親一樣、冤家一樣。那什麼？

報仇的、報復的。中國自古以來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小孩從小就教



他，好好教他，都把他感化，都把他過去那種怨恨化解，讓他知道

父母養育你不容易，前世是前世，今世是今世，前世不要再計較了

，今世養育之恩你不能忘記。所以教，現在沒人教了。�

　　主持人：父母他本身也不懂，我就是做父母，我不懂，真的不

懂。�

　　淨空法師：這個不能怪妳，《無量壽經》上講得很好，傳統文

化在中國丟掉至少兩百年，不但你不知道，你們的父母不知道，祖

父母不知道，大概到高祖父母才知道，但是知道未必相信，再往上

去就曉得了，多少代了。我這個年齡，我們生長在農村，農村被感

染比較緩慢，城市的改變比較快速，農村沒有，還是保持從前老的

傳統。�

　　主持人：農村人心還比較厚道。�

　　淨空法師：厚道，淳樸，他相信。現在日本也是如此，我上一

次在日本講經，道場是在鄉下，看到鄉下的人民淳樸、老實，貪瞋

痴慢都很少，很難得，都市就不行了，都市的人不好相處，鄉下人

非常好。所以日本的農村不錯，可是還都是沒有教育，人雖然很淳

樸、很老實，沒有智慧，愚痴。�

　　主持人：受教育才能開智慧。�

　　淨空法師：對。所以特別是現在，關於倫理、道德、因果教育

，沒人講了。日本丟掉比中國還久，四百年，中國兩百年。�

　　主持人：中國兩百年。�

　　淨空法師：對，日本四百年，因為日本接受西方文化比我們早

，我們是從日本接受之後，我們從日本那裡接受過來、傳過來的。

現在確實很多錯誤的思想已經主宰了我們的心靈，我們沒有發現它

是錯誤的。近代五十年量子力學家發現這個問題，很多科學上定律

並不是真實的，誤導了我們，也就是造成今天災難的原因。科學不



斷在進步，不斷的在發現宇宙的奧祕，好像沒有止境。這樁事情，

賢首國師，這是隋唐時代的人，華嚴宗第三代的祖師，他有一篇論

文，叫《妄盡還源觀》。這篇文章裡面就講得很清楚，宇宙的現象

，出生無盡，就像我們玩萬花筒一樣，你看裡面圖案的變化，永遠

沒有止境，而且找不到兩個一樣的。科學家現在發現，宇宙之間沒

有一個物質是單獨存在的。它怎麼存在的？都是相互，互相依靠才

存在，單獨不可能。這樁事情佛經裡頭也講得很清楚、很明白。現

在的科學家發現了，這個就叫大自然的規律，在佛法講叫性德，自

性的性德，自性裡頭本來的德性。那就是說宇宙跟我們是一體，這

到現在最近的科學家才發現，確實是一體。人與人、與一切萬物，

是要互相依靠，共存共榮，這是真理，沒有單獨的。所以人必須要

愛人，要愛惜生物，動物、植物、礦物，有真誠的愛心。這個愛心

就是中國人講的父子有親那個親愛。這個親愛要發揚光大，要遍虛

空法界，那這個人就稱他作佛。�

　　主持人：全世界的人類都是一體，一個共同體。�

　　淨空法師：一體，都是一體。�

　　主持人：都是一體，我們彼此之間就不能再仇恨了。�

　　淨空法師：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主持人：就不能再對立了。�

　　淨空法師：不能對立。�

　　主持人：一體。�

　　淨空法師：個人單獨是不能生存的。沒有一個物質現象，譬如

今天研究到最小的物質，現在發現大概總有幾十種，從原子再往下

面去，電子、基本粒子、夸克，講到小光子、微中子，一百多個，

沒有一個是獨立存在的，它像一個網一樣，互相依靠，這樣的存在

，所以宇宙是個共同體。所以這樣一來，看我們中國古代這個家庭



很有道理，因為從前家庭就是個共同體，五代同堂，不分家的。我

們看家譜，你看家譜一行那就是一個家，五代。你看從本身說起，

本身，上面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下面有兒子、

孫子、重孫子，所以講九族，從上到底下，九代，這一個大家庭。

所以它是社會組織，他一個家庭，在中國古時候一般差不多三百人

左右。�

　　主持人：一個家族三百人左右。�

　　淨空法師：你們看《紅樓夢》，就是一個家，就是一個家庭。

家庭興旺的，七、八百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姓鄭的，鄭濂。哪

個朝代的？明朝。歷史上記載，他家庭人口有一千多人。�

　　主持人：那麼多！�

　　淨空法師：對！所以皇帝送他一個匾額，「天下第一家」。這

個家庭上上下下都能夠和睦相處，教育，不教怎麼行？所以中國人

不能不講求教育，你沒有教育，這個家就不能建立。所以中國社會

組織家是最小的單位。這個單位非常健全，因為它有道，它有家道

，有家規，它有規矩，像《弟子規》是家規，規矩，有家學。�

　　主持人：家學是什麼？�

　　淨空法師：私塾，就是家庭的子弟學校。有家業，家庭經營的

事業，無論經營工業、商業、農業的，他有事業。這是經濟來源，

家庭經濟來源。�

　　主持人：師父，我不明白那個家道是什麼意思？�

　　淨空法師：家道就是五倫、五常、四維、八德，這是家道，家

道是共同的。�

　　主持人：那個您給講講，我不大懂。�

　　淨空法師：五倫就是關係，既然生命是一個共同體，那個關係

你就要搞清楚。關係是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君臣關係，就是領導



跟被領導的關係，兄弟關係，這就是長幼的關係。�

　　主持人：兄弟姐妹。�

　　淨空法師：對，兄弟姐妹，長幼的關係，朋友的關係。你在整

個社會裡一切關係當中不外乎這五大類，這五大類所有關係都在其

中。�

　　主持人：五大類，這就是傳統文化說的五倫。�

　　淨空法師：五倫，五大類。關係裡面有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的相

處的一個德行。�

　　主持人：相處的德行。�

　　淨空法師：對，不錯。你說父子，那就是親愛，這是最核心的

，你說君臣，他講義，講忠義。�

　　主持人：忠義，忠心耿耿的忠，忠義。�

　　淨空法師：對，不錯。君仁臣忠，君是領導人，對下屬要愛護

，仁是仁愛，推己及人，仁愛，下屬對長官要盡忠，就是要認真、

負責。夫婦有別，夫妻兩個結合之後，你算是成了家。家裡面有兩

樁大事，第一個是物質生活，過去是男子負責，你去謀生養家，賺

錢養家，婦女負責另一樁大事，就是教育後代。這兩樁大事哪個重

要？教育後代重要，你家裡頭會不會出聖人，會不會出賢人，都靠

這個婦女教小孩，所以婦女負的責任比男子重。因此古代的教學對

女子的教育比男子重，偏重在教女，因為女子教好之後，國家才有

聖人出來，才有賢人出來，國泰民安。做官的都是聖賢，都懂得倫

理道德，都會做好榜樣給人民看，那個不一樣。這個都是婦女的功

勞，都是她們做出來的。所以婦女在中國古時候不是沒有地位，你

說沒有地位那是冤枉他們，說這個話不負責任。�

　　主持人：女子的責任這麼重大！�

　　淨空法師：太大了！�



　　主持人：比男人還要大？�

　　淨空法師：大，大多了，大太多了！你說現在人稱妻子為太太

，太太兩個字從哪來的？周朝，周朝三個母親，太姜，文王的祖母

，文王的母親，太任，他自己的妻子，太姒，這三個都是用「太」

字，這三個母親是聖人。你看兒子，文王是聖人，武王是聖人，周

公是聖人。所以稱太太就是希望妳的兒女像文王、武王、周公，她

們教出來的。中國古時候對女孩子非常謹慎，你說孔子，孔子的外

公，媽媽的父親，外公，外公把他的女兒嫁給他的爸爸，嫁給孔子

的爸爸，生孔子。調查他家裡五代，五代行善積德。所以他的外公

講，孔家一定會出聖人，把他女兒嫁給他家，生孔子。「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中國古人相信這個，五代積德

，他家會出人才。今天整個世界動亂，我們對自己國家要有信心，

為什麼？我們的祖宗，現在是亂世，可是過去，往上數五千年、一

萬年，我們的祖宗都是積德，都是道德仁義傳家。我們今天後世子

孫不孝，把老祖宗的東西丟掉了，還罵老祖宗。所以這一代的人會

受到老祖宗的懲罰，不會滅亡，懲罰，不會把你殺掉。�

　　主持人：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子孫。�

　　淨空法師：對，不會的。�

　　主持人：他是教育一下。�

　　淨空法師：對，要教育，要好好的懲罰你一下，不會滅亡，跟

其他的國家的確不一樣。你看你祖宗，祖宗是幹什麼的，你不就曉

得了嗎？中國老祖宗是積德的，都講仁義道德。�

　　主持人：我做為中國人我無比的榮幸，感恩我的老祖宗，我們

中國人都得感恩祖宗。�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主持人：他們積的陰德厚，庇佑我們這些子孫。�



　　淨空法師：沒錯，積得厚。佛教到中國，用現在的話說，佛教

移民到中國，在中國生根了。�

　　主持人：佛教移民到中國，在中國生根了。這是什麼原因？師

父。�

　　淨空法師：這是當年我們中國把它請來的，聽說西方的大聖人

，中國人尊重聖賢，所以漢明帝派特使在西域，就是現在新疆這帶

地方，遇到印度這些高僧在那邊傳教，把他請到中國來。請到中國

來，跟中國的文化一結合，相得益彰。所以他們在中國就落地生根

了，變成中國傳統的文化。英國湯恩比博士說得好，他說中國人心

量大，能包容不同的文化，那就是佛教，印度文化，你看能包容它

，而佛教的文化豐富了中國本土文化，把中國本土文化，就是儒跟

道，提升了。所以今天講中國傳統文化一定是儒釋道三家，少一個

都不行。�

　　主持人：您這麼一開示，我對老祖宗那種感恩的心油然而生，

真的得感恩祖宗。�

　　淨空法師：對，不錯。所以湯恩比講的話講得好，「解決二十

一世紀社會問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講得好清楚，

他真認識、真明瞭。今天社會這麼亂，中國文化是什麼？中國文化

就是教育，沒有一個人不重視教育。這個在全世界許多國家族群裡

找不到第二家，最重視教育。你說幾千年來，中國政治制度你仔細

一看你就曉得，教育擺在第一，國家推行的政令，教育在第一。宰

相底下六個部，第一個是教育部，禮部，禮部就是教育部。首相有

事不能視事，就是不能上班，禮部尚書代理，就是教育部長他代替

首相。換句話，在國家所有一切設施為什麼？為教育。現在顛倒，

現在是經濟貿易擺在第一。那是什麼？那是人之必爭。教育是讓，

不是爭。�



　　主持人：教育是讓，禮讓。�

　　淨空法師：對，禮讓，他沒有競爭的。所以社會和諧，天下太

平，從這來的。人人都懂得讓，小朋友都曉得讓，沒有競爭，競爭

麻煩大了。所以錯誤觀念，人不能說靠競爭才生存。所以今天科學

發現，沒有一個獨立的物質它能夠生存的，它生存都要依賴其他的

，這就跟中國人基本觀念是一樣的。我們生存在這世上是要依眾靠

眾，是要靠大家，共存共榮，絕對不是獨存獨榮，沒這個道理。所

以中國人的理念、思惟、行動，都跟大自然的原則相應，這就是一

般人講符合於天道，天道就是自然的規則。�

　　主持人：天道就是自然的。�

　　淨空法師：對，大自然的規則。�

　　主持人：大自然的規則這叫天道。�

　　淨空法師：對，大自然的規則。現在被這些量子力學家發現了

。所以他提出來，要我們人改正觀念，不能夠獨大、不能夠自私。�

　　主持人：不能夠自私。�

　　淨空法師：不可以。不能夠競爭，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服務大

眾。要用平等心看待大眾，因為我們是一家，因為我們是一體。�

　　主持人：用平等心。�

　　淨空法師：用平等心，不錯。�

　　主持人：老法師，我還有個問題。前年冬天我去牡丹江去辦事

，然後那天我就去一個寺廟，看見一個法師，他就指著我說，他說

妳這人殺業很重。我就說我不殺生，我說我吃了十幾年的素，我從

來不殺生，雞、鴨、魚我沒殺過。後來他說妳殺過人。當時我很詫

異，後來他看我那樣，他說妳墮過胎吧？我當時就說您怎麼知道？

他說我清清楚楚看到妳後面站著四個小嬰靈。真的把我嚇一跳，我

真的是墮了四次胎。請問老法師，真有嬰靈嗎？�



　　淨空法師：有。�

　　主持人：嬰靈的情況是怎麼樣？�

　　淨空法師：他看得沒錯。�

　　主持人：沒錯，真的就是在我後面站著。�

　　淨空法師：不錯，妳墮多少後頭都站著。�

　　主持人：真的，那我的運氣�

　　淨空法師：妳的運氣還不錯，如果妳的運氣要不好的時候妳的

麻煩可就大了。�

　　主持人：那師父，我這有個問題，我當初認為，我特別不理解

，我覺得當初我在全國傳統文化論壇上我當著很多人的面我懺悔，

已經發露懺悔，我墮胎的事情我懺悔了，而且我也到寺廟去給他立

牌位，我誠心誠意的。其實我當時的心態我是這樣的，我給他立牌

位的時候，我就說你就在這待著吧，你在這修行，你別跟著我，你

千萬別找我麻煩，你以後別跟著我，就這種心態。而且今天我在想

，我當初在台上懺悔的時候我也覺得，反正我懺完了我罪業就消了

，這個小嬰靈也肯定不會跟著我了。我就特別不理解，他居然還能

看到他還跟著我。�

　　淨空法師：對，換句話說，妳懺悔那個力量不夠。�

　　主持人：不夠，我沒發自真心。�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而且我在給他立牌位的心態也是不對的，我是覺得你

千萬別找我麻煩，你別跟著我，你就在這好好修吧，那是錯的。�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但是很多人都是像我這種心態，老法師。�

　　淨空法師：所以業障消不了，道理在此地。妳要真的把他超度

。�



　　主持人：真得發真誠的心。�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真得真心向人懺悔，是吧？�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我虛情假意，人家小嬰靈看出來了，所以人家跟著妳

。�

　　淨空法師：當然看出來了，妳起心動念他都知道。�

　　主持人：天啊！太可怕了，起心動念他都⋯⋯。�

　　淨空法師：他都知道，他怎麼會不知道？無論是有意無意，起

心動念這個波，就跟電磁波一樣，已經發出去了。發到哪裡？整個

宇宙都充滿了，就像無線電波一樣。真正有功夫的人全收到，這宇

宙就是一個電網，看不見、摸不著，他真收到。我們的身體是發射

器，也是收報機，整個宇宙的信息統統我們能接收到。但是我們現

在這有故障，電波是傳到這裡來了，這機器壞了，它不起作用。如

果這個機器靈光的話，什麼信息你都知道。那個法師他比妳就高明

一點，妳那個信息他就看到。�

　　主持人：那我為什麼看不見？�

　　淨空法師：妳心不清淨。�

　　主持人：我心不清淨。�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我為什麼不清淨，師父？�

　　淨空法師：妳心裡有自私自利、有名聞利養、有貪瞋痴慢、有

怨恨惱怒煩，這個東西不清淨。�

　　主持人：我什麼都有。�

　　淨空法師：對，如果這些東西統統沒有，妳清淨心，妳全都知

道了。�



　　主持人：什麼都知道，我也能看見了。�

　　淨空法師：都能看見，都能知道。所以科學他們是用儀器，用

儀器發現到這些小的東西。�

　　主持人：小的什麼東西？�

　　淨空法師：像原子、電子，這些最小的物質現象，發現這個東

西。可是不必要用儀器也能夠看見，清淨心就看見了，平等心就看

見了。清淨心是阿羅漢，平等心是菩薩，《無量壽經》上那個覺，

覺是佛的心，大徹大悟，明心見性，那是佛。這是什麼？本能。�

　　主持人：本能，我怎麼沒有了？�

　　淨空法師：剛才講了，妳因為有煩惱，妳有無明。《華嚴經》

上講，你有妄想、你有分別、你有執著，這就變成凡夫，變成什麼

都不知道了。�

　　主持人：那我那個本能失掉了嗎？老法師。�

　　淨空法師：沒有失掉，永遠不失。�

　　主持人：那它去哪了？�

　　淨空法師：還在。�

　　主持人：還在，就不起作用了。�

　　淨空法師：不起作用了。它這是障礙，妳把障礙去掉了，本能

馬上就會起作用。�

　　主持人：把這些貪瞋痴慢、五欲六塵放下，它就能？�

　　淨空法師：就起作用。�

　　主持人：那我也想這樣。�

　　淨空法師：對，是，妳肯放下就行了。�

　　主持人：肯放下，那怎麼能放下？�

　　淨空法師：問題是在妳自己。�

　　主持人：在我自己。�



　　淨空法師：對。佛教給我們一個方法，念佛就放下。�

　　主持人：念佛。�

　　淨空法師：心裡頭只有阿彌陀佛，除阿彌陀佛之外心裡頭沒有

一個雜念。�

　　主持人：我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對，不錯。用這個方法，很有效，有個一、二年，

妳的境界就不一樣了。要真幹，要知道這個世界是假的，一場夢，

不是真的。�

　　主持人：老法師，那我想念佛，我想恢復清淨心。�

　　淨空法師：對，這個方法比什麼都好。而且妳真正念佛，妳這

些小嬰靈都佩服妳。�

　　主持人：他都佩服我。�

　　淨空法師：當然！因為妳將來到極樂世界成佛當然他就會跟去

，他跟妳有緣，妳才能真正把他送到極樂世界，他就會感恩妳了，

不會找麻煩了。�

　　主持人：我們這些墮過胎的父母們，現在知道自己錯了，特別

的後悔，很多人都跟我說特別特別的後悔。從心裡也想跟墮胎的孩

子來化解，又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們怎麼才能彌補這樣的過失？�

　　淨空法師：念佛迴向，絕對有效。�

　　主持人：就念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就念阿彌陀佛。妳先找時間聽《無量壽經》，《無

量壽經》聽明白了，理上妳就沒有懷疑了，妳效果就會出來。知道

極樂世界是怎麼回事情，阿彌陀佛是怎麼回事情，妳把它認識清楚

、認識明白，妳的信心就生出來了。�

　　主持人：先去聽這個經，是吧？《無量壽經》。�

　　淨空法師：對，妳要認識它、妳要了解它。�



　　主持人：然後去念佛。�

　　淨空法師：那樣念才有效果、才相應。祖師大德常說，「一念

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等於說是我們這一念，他就聽到

了，馬上就有感應。�

　　主持人：誰有感應？誰聽到了？�

　　淨空法師：我們自己感應，佛就聽到了，阿彌陀佛就聽到了。�

　　主持人：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他就聽見我念他。�

　　淨空法師：對，沒錯，你念他，他也念你。�

　　主持人：我念他，他也念我。�

　　淨空法師：對，是。�

　　主持人：就像我今天想我的家親眷屬，家親眷屬也會想我。�

　　淨空法師：對，沒錯，是這樣的。�

　　主持人：這是信息嗎？老法師。�

　　淨空法師：對，信息，這是信息。我們現在有煩惱，收不到佛

的信息，但是佛的信息肯定到這邊來。�

　　主持人：只是我接收不到。�

　　淨空法師：對，妳已經接收到了，但是機器壞了。�

　　主持人：機器壞了。�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主持人：那我得把機器修好。�

　　淨空法師：修好，修好馬上就靈光了。�

　　主持人：我就把這些貪瞋痴慢什麼一切都放下。�

　　淨空法師：統統丟掉，統統放下，不錯。�

　　主持人：然後我的機器就好了。�

　　淨空法師：不錯。�

　　主持人：讓這些很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不信佛關鍵是，這



些人也用念阿彌陀佛這個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就是能幫助這些

被墮胎的孩子。�

　　淨空法師：對，不錯，在佛法裡這個效果是最殊勝的、最大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

　　主持人：我們人都好面子，尤其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不想讓別

人知道，都喜歡藏在心裡頭，更別說要講出來了。那我們怎麼才能

克服這種好面子的這種？�

　　淨空法師：藏在心裡面是罪，是罪過。�

　　主持人：罪過。�

　　淨空法師：對，藏得愈久這個罪就愈深。�

　　主持人：藏得愈久罪愈深。�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為什麼？�

　　淨空法師：因為妳自己受良心責備，妳每想起這個事情就會難

過，妳還有良心。如果想起這個事情不會難過，那良心都沒有了，

那個墮落的時候果報就更苦了。還有良心就是還有救。發露懺悔好

，發露懺悔好在哪裡？讓別人知道這個事情的真相，不要再學我。

一個人覺悟，妳就救了一個人，兩個人覺悟，妳就救兩個人，妳殺

了幾個人，妳救了幾個人，這就難得了。所以發露的功德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主持人：比方說像我，師父，我曾經造了這麼重的罪業，殺了

四個我的孩子，我等於是殺手，但是我從今以後，我告訴世人、所

有的親戚朋友們，你們不要再墮胎了。�

　　淨空法師：對，沒錯，妳把妳這些痛苦妳說出來，告訴大家，

讓大家不敢再去做了，這個功德就不得了，功德就大了。�

　　主持人：讓人提起警覺，說這個事情我不能做。�



　　淨空法師：不可以，淫欲這個事情能做嗎？你要想到後頭要墮

胎、要殺人，就不敢了，你就嚇到了。他不了解事實真相，他一時

衝動，犯下這麼大的罪過，造這麼大的惡業，真正了解事實真相，

不敢做，不敢，決定不敢。�

　　主持人：我們必須克服這種好面子，我們一定要當眾發露懺悔

。您剛講完一本外國人寫的《念力的祕密》，有哪些方法可以用在

墮胎懺悔上？�

　　淨空法師：這是讓我們增長信心。就是念頭，我們以前念頭是

不善的，所以造很多罪業，現在我們能夠把念頭轉過來，轉成善的

，用中國老祖宗的東西，你就想五樁事情，基本的德行，仁，仁是

愛人，推己及人。�

　　主持人：仁是那個仁義的仁嗎？�

　　淨空法師：仁義的仁，仁是兩個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別人，你

才會學會關心別人、愛護別人，我不願意做的事情我就不能教別人

做，所以叫推己及人。義是循理，義是什麼？起心動念、言語造作

合情合理合法，都要遵守，這是義。所以義就不盜，跟佛法的五戒

相同。仁慈就不殺生，怎麼可以害人？�

　　主持人：老法師您剛才說義就不盜，哪個盜？�

　　淨空法師：偷盜的盜，就不會佔人便宜，佔人便宜這是不義。�

　　主持人：那很多的人他自己就是做第三者，那也是盜？�

　　淨空法師：是盜。所以要懂得這些道理。禮，禮是禮節。現在

人都不講禮了，現在人沒有禮了。智，智是理智，不能感情用事，

處事待人接物要有智慧，不能用感情，用感情就會做錯事情，用智

慧就不會。最後一個是信用，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別人，要相信老

祖宗，要相信佛菩薩。信是德行的基礎，如果信沒有了全都沒有了

，上面四個都沒有了。�



　　主持人：信這麼重要！�

　　淨空法師：重要。�

　　主持人：信是德行的基礎。�

　　淨空法師：德行的基礎，就像土地一樣，你這個大樓是從這一

層一層蓋上去的，你這裡沒有了不就全部都沒有了？所以你看《華

嚴經》上說，「信為道元功德母」。信是如來大道的根源，是所有

一切功德之母，就是它能生一切功德。所以佛教我們自己要相信自

己是佛。�

　　主持人：相信自己是佛。�

　　淨空法師：是佛，本來是佛，因為你有了妄想分別執著，你從

佛掉下來變成凡夫。如果我們今天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你就又恢

復到佛位了，你就又成佛了。淨土宗的道理就八個字，是心是佛。�

　　主持人：是心是佛。�

　　淨空法師：對，我的心就是佛。�

　　主持人：我的心是這個心臟的心嗎？�

　　淨空法師：對，但肉體的這個心跟我們自己真心那個心是分不

開的。整個宇宙它是個連體，都分不開的。是心作佛，這個心就是

念頭，我現在的念頭就是念阿彌陀佛、念極樂世界，我到極樂世界

成佛，跟阿彌陀佛完全相同。�

　　主持人：這叫是心作佛？�

　　淨空法師：是心作佛，念佛就是是心作佛，因為你本來是佛，

你現在又要作佛，那怎麼不成佛，當然成佛，淨土宗原理就是這個

。如果你本來不是佛，你念佛也成不了佛，你本來是！�

　　主持人：那些小動物牠也是佛嗎？�

　　淨空法師：都是的，連蚊蟲螞蟻都是的，甚至於現在物理學家

發現的原子、電子、粒子、量子，都是佛。�



　　主持人：都是佛。�

　　淨空法師：佛就是自性，就是真心，那都是真心變的。�

　　主持人：真心變的。�

　　淨空法師：對！離開真心什麼都沒有，全是假的。妳們演電影

，電影的銀幕就好比真心，自己的本性，你所演的宇宙之間萬事萬

物就是裡頭的影像，銀幕上的畫面，畫面是假的，因為它動的，它

不斷在動，銀幕不動。�

　　主持人：銀幕是不動。�

　　淨空法師：銀幕不動，它是真的，沒有那個真它顯不出來。�

　　主持人：那個真是那個銀幕嗎？�

　　淨空法師：真是銀幕，銀幕才顯出來，像顯出來，你這個畫面

不是統統顯在銀幕上嗎？沒有銀幕，像就沒有了，就顯不出來了。

所以銀幕是體，是真心。真心不動，真心不變，會變的、會動的全

是假的。所以整個宇宙就像電視一樣，跟這個電影畫面一樣，銀幕

上的畫面，銀幕上的畫面別計較它，要注意那個如如不動的真心。

所以我們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都能夠做到如如不動，

那就是佛境界。�

　　主持人：老法師，那我肯定就不是真心，因為我這人千變萬化

，我今天愛這個人，明天又不愛了，我今天跟這個好，明天又跟那

個惱了，那就是用的什麼心？�

　　淨空法師：用的妄心。�

　　主持人：妄心，哪個妄？�

　　淨空法師：虛妄，就是假的心。�

　　主持人：假的心，我用的不是我的真心。�

　　淨空法師：對，不是真心，假的。所以現在人都靠不住，虛情

假意，沒有真心，都是假的。假的心造惡業，假的心，就是因為心



是用假心，你出不了六道輪迴，六道輪迴是假的，你超越不了這個

假的，你在這個裡頭，不善的念頭就受罪，善的念頭你就享福。你

這個心常常變動，福會變成禍、會變成災難，禍也會變成福，就在

那裡交替循環，就玩這個把戲，這就叫人生。你把它看穿了、看明

白了，你才真正希望超越，不再玩這個把戲了。這什麼？做惡夢！�

　　主持人：那您說，老法師，我自己是演員，我覺得人生就是一

場戲，您說對嗎？�

　　淨空法師：沒錯，是這樣的，確實是這樣的。�

　　主持人：只是人迷了，不知道，還覺得是真的。�

　　淨空法師：對，不知道，這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到極樂世界

才看到真的，那不是假的。念阿彌陀佛的心是真心。�

　　主持人：念阿彌陀佛是真心。�

　　淨空法師：如果念阿彌陀佛裡頭還夾雜的，那個心就不純了。�

　　主持人：您說夾雜是什麼意思？�

　　淨空法師：妄念，有妄念在裡頭。�

　　主持人：妄念就是想別的什麼事。�

　　淨空法師：不錯。�

　　主持人：我在念阿彌陀佛的時候我在想這個事那個事，那叫夾

雜，是吧？�

　　淨空法師：不錯，那叫夾雜，夾雜就是把妳功夫破壞了，妳不

純了。�

　　主持人：不能那麼念。你什麼都不想，只是一句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那就能恢復清淨心。�

　　淨空法師：能恢復清淨心。�

　　主持人：您給我們講講，就是《念力的祕密》它有沒有什麼方



法用在懺悔上面，就是現在人都想懺悔，但不知道該怎麼懺悔？�

　　淨空法師：它那個懺悔也是叫你用真心。�

　　主持人：用真心。�

　　淨空法師：對，這個理念完全是相同的。�

　　主持人：比方說像我這樣，我們墮過孩子，我們怎麼能跟自己

的孩子懺悔？�

　　淨空法師：夏威夷古老治療的方法是個很好的例子，它的基礎

是完全肯定自他是一不是二，這是基本條件，自他是一不是二，我

們是一體的。�

　　主持人：我跟他人是一體的。�

　　淨空法師：是一體的，譬如說你要治療哪個人，幫助哪個人，

他生病了，你要去治療他的話，你要把他看成跟自己是一體。這是

第一樁大事，第一個條件。�

　　主持人：他得病了，我現在懺悔的時候，我也得的這個病。�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這樣啊！�

　　淨空法師：沒錯，就是他得的什麼病，醫療的時候不需要跟病

人見面，跟病人不見面的，只知道他的病歷，只知道這個人的病歷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看到他的病歷，想到我身上有這些病，

跟他一樣的病，我用念力把我的病治好，他就好了。�

　　主持人：要念這個病人的名字嗎？�

　　淨空法師：要，要念他的名字。你對他了解愈多就愈好，感應

就愈快。不需要見面，而且相隔幾千里都沒有關係，都能把他治好

。可是頭一個這個念頭，就是自他是一不是二，這一點很難做到。

想到他身上的病、他的痛苦，我現在也是這個病，我現在也是這個

痛苦，我用我的意念把我的病痛恢復正常，他就好了。現在這個方



法在美國、在日本，好多好多人在學習。�

　　主持人：真能這樣啊！�

　　淨空法師：好多人學習。這也是一個我覺得是可能與災難有關

係，因為災難來的時候可能醫藥沒有了，醫生沒有了，你怎麼辦？

這個方法非常有效，不需要用醫藥，不需要打針。�

　　主持人：就用意念。�

　　淨空法師：對，就用意念就能把對方治好。它是真的，它一點

不假。四句話，很簡單，譬如我身上不好，我對不起，對不起自己

，我沒有把自己照顧好，為什麼這個細胞、器官變成病毒了，我沒

有照顧好，說「對不起，請你原諒，感謝你」，最後是「我愛你」

，就四句話。你看，對不起，請你原諒我。�

　　主持人：就等於說對不起，我錯了。�

　　淨空法師：我沒有照顧好，我現在是肺病、肝病，我沒有照顧

好。�

　　主持人：如果我自己肺要有問題，我就跟肺上這個細胞說，是

吧？�

　　淨空法師：沒錯，它就能恢復正常。�

　　主持人：對不起，我還沒記住，剛才是對不起？�

　　淨空法師：第一個是「對不起」，第二個是「請你原諒我」，

第三個是「謝謝你」，第四個是「我愛你」，就這四句話。�

　　主持人：對不起，請原諒，謝謝你，我愛你。�

　　淨空法師：一天做一次的話，大約就半個小時。�

　　主持人：一天半個小時，就這四句話沒完沒了的重複跟身上的

細胞在說。�

　　淨空法師：不錯，連續三十天，肯定有效。�

　　主持人：連續三十天，就是一個月。�



　　淨空法師：一定要把那個人想成跟自己是一體，才有效。如果

我是我，他是他，沒效。�

　　主持人：老法師，我現在在想，我曾經墮過四次胎，我向我的

嬰靈小寶寶們我也用這個方法試一下，從今天我就試一下。�

　　淨空法師：可以，不錯。�

　　主持人：那我給他編上名字是吧？�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主持人：跟他們編上名字，然後就這四句話我就⋯⋯�

　　淨空法師：不錯，妳觀想他的時候。�

　　主持人：觀想他，四個，還是一個一個來？�

　　淨空法師：妳是念佛要迴向給他，你要把念佛的功德，譬如說

妳念一個小時的佛，念兩個小時的佛，用這個來迴向，我是為你念

的，是為他念的。�

　　主持人：為他念的。�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念佛是這個。那懺悔這個，師父，我還想請教您，就

是說，比方說我墮四次胎，四個孩子，我還是一次四個把他們叫來

，還是一個一個那樣？�

　　淨空法師：都可以。�

　　主持人：以至誠心去。�

　　淨空法師：對，以至誠心。這個是科學發現的，念力能量太大

了，不可思議，能夠治自己身心的病苦。�

　　主持人：治自己身心的病苦。�

　　淨空法師：對，不錯，肉體跟精神都能夠治好，而且還能幫助

這個地區化解災難。�

　　主持人：那我今天回去就試，找時間。感恩師父，感恩您老法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