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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嘉麗：尊敬的師父上人，您好。�

　　淨空法師：妳好，大家好。�

　　丁嘉麗：感恩您，我們繼續昨天的採訪。我剛才聽說昨天我們

進行採訪完以後，然後您吩咐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的一些負責人，他

去給這些嬰靈菩薩們在做皈依，然後嬰靈菩薩們有些感應，您在這

裡跟大家⋯⋯�

　　淨空法師：我剛才進來的時候，秀月在樓下迎接我，告訴我昨

天晚上給這些嬰靈皈依，她說人數分量非常多。�

　　丁嘉麗：小嬰靈的人數？�

　　淨空法師：很多，這個皈依有效果。�

　　丁嘉麗：有效果。�

　　淨空法師：有效果，而且有天神在幫助他，協助他們。可是有

一部分，這個小孩對母親怨恨太深，堅決的要報仇。�

　　丁嘉麗：堅決的要報仇。�

　　淨空法師：報仇。所以他們像那個泥巴一樣，那個樣子很難看

，一片血肉模糊，就扒在母親的身上狠狠的咬她。所以你看到那個

狀況的時候非常殘忍。她就去勸導他們。他罵秀月，「妳多管閒事

」。我跟秀月講，這個東西要把它寫出來，寫出來將來跟著妳們這

個光碟，或者將來寫成書一樣，一起流通，這些效果一起流通。所

以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總希望能夠化解。了解前因後果，不再冤

冤相報，這個重要。�

　　丁嘉麗：感恩師父您慈悲。昨天我們那個問題問了一半，就是



說我們對鬼神應該什麼態度？我由此就想到一個，我自己的一個故

事。就是前年，我去佳木斯的時候，我老家，後來在一個朋友家裡

頭，就一個狐狸菩薩附體了。當時我還盛氣凌人的，我還教訓人家

妳不該怎麼樣，因為她身體不好，我就教訓她怎麼樣。她說她自己

是那狐狸，然後我就在那一直叫。最後的時候，我跟她叭叭叭在那

說了一個多小時。她就特鄙視那麼看著我，她說妳閉嘴，說我，說

妳瞧妳那傲慢樣，妳貪瞋痴慢一大堆，妳煩惱習氣一大堆，妳還腆

著臉說我？她說我告訴妳，我今天跟妳說實話，妳要好好的修。妳

不好好修，妳比我還慘，妳還不如我。所以那天真的讓我出了一身

的冷汗。現在我一懈怠的時候，我就想想，那天我真相信了。因為

我那個姐姐她平時是溫文爾雅的一個特賢淑的一個女人，她那天的

神態、神情全都變了，說那話簡直是，我那天真的相信了。所以我

覺得這鬼神真的存在。但是大部分人還是不相信有鬼神存在。師父

老人家請您慈悲的開示，我們應該對鬼神什麼態度？�

　　淨空法師：孔子教導我們、佛教導我們，意思都很接近，鬼神

確實有，他也是一類眾生。�

　　丁嘉麗：一類眾生。�

　　淨空法師：對，跟我們是一樣的。有些比我們智慧高，德行高

；有些比我們差，還不如我們。確實存在，有不同維次空間。孔子

的態度教導我們，「敬鬼神而遠之」；佛在五十三參裡面教給我們

，「一切恭敬」，恭敬不就是敬嗎？�

　　丁嘉麗：一切恭敬。�

　　淨空法師：恭敬，對他沒有讚歎。為什麼沒有讚歎？他有些做

法不如法，他如果做得是如法的，與倫理道德相應的我們讚歎，相

違背的不讚歎，這個態度就對了。�

　　丁嘉麗：師父，我請問您，我那四個小嬰靈現在還跟著我嗎？�



　　淨空法師：妳做這些好事，即使他跟著妳，他也是在保護妳，

他就變成護法神了。�

　　丁嘉麗：感恩您。那我現在心裡也發個這樣的大願，在此，我

就希望以後全世界小嬰靈寶寶們，都跟著我一起。我就是看見他們

，我覺得他真的是像他們所說來成就我，我要好好的念佛，老實的

念佛，把真實的那種功德迴向給他們。�

　　淨空法師：沒錯，自己成就，就成就他們；自己不成就，他們

永遠在受苦，他們的怨恨永遠不能化解。所以化解別人先化解自己

，想成就別人先成就自己。�

　　丁嘉麗：先成就自己。�

　　淨空法師：自己不能化解、不能成就，想成就別人，沒這個道

理。�

　　丁嘉麗：沒這個道理。�

　　淨空法師：沒這個道理。�

　　丁嘉麗：師父，我就是現在回去以後，我一定要老實念佛，認

認真真的念佛。真的我自己念佛得力，那小嬰靈菩薩們他們也會得

利了。�

　　淨空法師：他們也得利，沒錯。�

　　丁嘉麗：那我一定要努力。�

　　淨空法師：沒錯，一定要聽經。�

　　丁嘉麗：好，一定要聽經。�

　　淨空法師：聽《無量壽經》就好。《無量壽經》非常圓滿，方

方面面統統都講到了，很難得。�

　　丁嘉麗：好的。師父老人家我問您，就是這些婦女們墮完胎以

後，那小嬰靈菩薩會不會跟著她回家？�

　　淨空法師：跟著她。�



　　丁嘉麗：跟著她？�

　　淨空法師：對，他不跟著她，他怎麼報復她？�

　　丁嘉麗：那就是他的靈魂，我們說神識，老百姓說靈魂，一直

就是，老百姓說那小鬼就纏身了。�

　　淨空法師：沒錯，真的，這個話講得完全正確。纏身是什麼？

他黏在妳身上，黏在哪個地方，妳就感覺那個地方不舒服，就疼痛

。�

　　丁嘉麗：很多的婦女都是脖子、頭，然後腰和腿。�

　　淨空法師：那就是附在身上。�

　　丁嘉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從此的怨恨就結上了，這個結

就結上了。�

　　淨空法師：沒錯，愈來愈深，愈來愈麻煩。妳自己做的心行不

對，他更瞧不起妳。�

　　丁嘉麗：是的，就像我一樣。�

　　淨空法師：妳在造業，造罪業。他報復也很厲害。就他們問我

，小嬰靈怎麼會有牙齒？咬他媽媽，貼在身上咬。我就告訴他，他

沒有投胎之前他什麼都不缺，圓滿的。他出胎的時候你看他沒有牙

齒，他靈魂有牙齒。�

　　丁嘉麗：他靈魂有牙齒。�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所以他咬他媽媽，他媽媽會身體劇痛，覺得找不出，

連醫生也不知道怎麼樣。�

　　淨空法師：找不到原因，不錯，找不到原因。�

　　丁嘉麗：那師父，這個真萬萬不能墮胎，太可怕了！師父老人

家，我再請問您，小嬰靈就這麼的報復我們，師父，我們就這麼忍

受著嗎？�



　　淨空法師：忍受事小，是一時，將來他要把妳推到地獄去，那

個麻煩才大了。所以一定要懺悔。�

　　丁嘉麗：一定要懺悔。�

　　淨空法師：對。一定要請他們原諒，自己要改過自新，一心向

善，斷惡向善，他也佩服妳。�

　　丁嘉麗：那師父，我們就用，我們真心的用您那天教給我們的

五⋯⋯�

　　淨空法師：實在講，那個不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比那個高多

了。�

　　丁嘉麗：那我們就念阿彌陀佛，然後迴向給這些嬰靈小菩薩們

。�

　　淨空法師：對。我們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那個願不能沒有。

妳沒有求生淨土，念阿彌陀佛不能到極樂世界去，還是搞六道輪迴

。�

　　丁嘉麗：師父，那您說說願是什麼？�

　　淨空法師：願是我真的要到極樂世界。�

　　丁嘉麗：我真的要到極樂世界。�

　　淨空法師：對，是，就是想往生極樂世界。像我們現在移民，

外國環境好，我們想盡方法想移民到那邊去居住，就這個意思。我

們現在知道極樂世界好，阿彌陀佛好，那個世界阿彌陀佛天天講經

教學，等於到那邊去學習、去上課，一堂課都不缺，我就要到那裡

去。�

　　丁嘉麗：天天都在受教育。�

　　淨空法師：沒錯，沒錯。�

　　丁嘉麗：那我也要去。�

　　淨空法師：對，不錯。這個念，意念要非常堅強。�



　　丁嘉麗：這個意念要非常的堅強。就等於是生命當中這個是最

重要，別的都不重要，全都放下，這是最重要的，我一定要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我一定要成佛。�

　　淨空法師：對，妳這個心一發，就是妳所有的冤親債主對妳都

佩服了。為什麼？妳成就了，他們沾光，那他也成就了。�

　　丁嘉麗：小嬰靈菩薩們肯定沾光。�

　　淨空法師：對，不錯，他不會障礙你，他會幫助妳。�

　　丁嘉麗：師父老人家我請問您，我是這麼理解的，就是說，以

前我懺悔，我就說我對不起，我現在明白了，就是說念阿彌陀佛是

最大的懺悔。�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好，我一定念阿彌陀佛。那師父老人家，下面我想問

的問題是，生命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可不可以說就是一剎那，這

神識一入胎他生命就開始了？但是很多的女人，很多很多，天下很

多的女人都認為，就是發現自己懷孕以後，就急急忙忙趕緊趁四十

五天的時候，趕緊把他墮掉。因為她們那個時候認為四十五天，他

沒有成人形，所以那不叫殺人，就急急忙忙的四十五天就了結了，

自己還挺輕鬆。您說她們這個想法是對的嗎？�

　　淨空法師：錯的。�

　　丁嘉麗：錯的。�

　　淨空法師：完全錯誤。�

　　丁嘉麗：完全錯的。�

　　淨空法師：告訴妳，這個神識是沒有生滅的。�

　　丁嘉麗：神識是沒有生滅的。�

　　淨空法師：對，不生不滅的。他一投胎，雖然是極微細，這是

現在量子物理學家都發現了，他沒有成形，是個什麼樣子，最原始



的樣子是什麼？比原子還小，我這說原子妳比較好懂，比原子小，

那小得太多了。妳看看中微子，這是科學家發現的中微子。原子當

中有原子核，它像個太陽系一樣，很多電子圍繞，電子就好像星球

、行星一樣，圍繞著它，電子更小的了。一個中微子多大？是一個

電子的一百億分之一。�

　　丁嘉麗：那麼小！�

　　淨空法師：也就是把一個電子分成一百億分，那個一分就叫中

微子。�

　　丁嘉麗：一百億分！�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那有多小！�

　　淨空法師：才那麼小。那麼小裡面它就具足色受想行識，那就

是生命。所以他不生不滅。任何一個生命都是不生不滅的。但是生

命是決定不能單獨生存的，他是群體的，要依眾靠眾，要依靠大家

的。像我們人在社會上，你不能離開社會，社會每個人、各行各業

跟我都有關係。我穿的衣服，衣服從哪來的？我吃的這些飯，米飯

從哪來的？你曉得多少人工在合作才有這碗飯、才有這些衣服，你

怎麼能離開群體？�

　　丁嘉麗：沒法生存。�

　　淨空法師：沒法生存，極小的這個物質現象它也沒有辦法生存

。它一定是許許多多的原子電子，它都是互相交流，互相聯繫，這

樣生存的。只有群體可以生存，單獨不能生存。我們對群體的關係

要了解，對群體這個愛就要發揮出來。愛自己，不愛群體，這錯誤

的，那是假的。愛一切眾生，那真正叫愛自己。為什麼？一切眾生

跟我是密切的關係，一體的關係，一個生命共同體，在佛法裡面講

叫自性。�



　　丁嘉麗：自性。�

　　淨空法師：叫法身，對。�

　　丁嘉麗：法身，自性。�

　　淨空法師：對。難得現在科學家發現了，說出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一聽就懂，跟佛經上說的完全一樣。所以一定要曉得，這個墮

胎，就是一個星期、二個星期都不可以。為什麼？他入胎的那個時

候，進來的時候，他就是一個生命。�

　　丁嘉麗：入胎就是一個生命。�

　　淨空法師：沒錯。入胎那就是一念之間，一剎那之間，他來投

胎了，他跟妳就有緣了，就有母子關係了，母子的關係那個時候就

建立了。�

　　丁嘉麗：所以妳要把他殺了，他那個冤仇有多大！�

　　淨空法師：對。而且這個婦女沒有盡到婦女的責任，婦女唯一

大的責任就是延續後代，妳怎麼可以把後代殺掉？哪有這種道理！�

　　丁嘉麗：您說師父，就是我們，因為我也是很無知，當初墮胎

的時候我父母特別的生氣，特別的憤怒。後來有人告訴我說，妳錯

了，不光是妳的父母恨妳，最瞋恨的是祖宗，因為妳把人家子孫後

代，妳讓人斷子絕孫了。�

　　淨空法師：沒錯，確實如此。�

　　丁嘉麗：人家對方的祖宗和妳自己的祖宗都不會饒過妳的，不

光是小嬰靈菩薩，是這樣的嗎，師父？�

　　淨空法師：對，是這樣的。我們古書上都有記載。�

　　丁嘉麗：古書上都有記載？�

　　淨空法師：有記載。中國古時候古書教小孩，你對太太要好。

為什麼要對她好？她替你家傳宗接代，你沒有她的時候，你就沒有

後代了，你怎麼能對得起祖宗？所以你一定要對妻子好，你要愛她



。她生下小孩你要愛他，為什麼？那個小孩就是你祖宗的後代，就

是你的後代，你怎麼可以糟蹋他？講得很清楚、很明白。現在人不

念古書不知道了。�

　　丁嘉麗：還有人告訴我，他說像我們這些造罪業的女人，墮過

胎的女人，說以前不是家族有那個墳墓，家族的墳墓，說妳這樣的

女人不可以進入人家家族，人家不要妳了，人家祖宗不認妳。�

　　淨空法師：沒錯，是這樣的。現在這個世界，在上個世紀後半

段，也說是我們中國人講一甲子，六十年前，六十年以前跟這六十

年以後社會不一樣，那個時候還有點良心。現在最近半個世紀，六

十年，很糟。�

　　丁嘉麗：喪盡天良。�

　　淨空法師：人良心沒有了，完全不相信了。只看到今天，沒有

看到明天，也看不到過去，什麼事情他都敢做。果報現前，後悔來

不及了。古人留下來的這些典籍都是好東西，不是好東西怎麼能留

得下來？誰肯用這個心、誰肯出這個力來給你留下來？從前一本書

不容易，都是手抄本，這宋朝以前。宋朝發明印刷術，那個印刷是

木刻版，一張一張去刷，很費力。我們到金陵刻經處去看，那邊還

有木刻版本，在那邊印刷的，一個人一天只能做三本。�

　　丁嘉麗：每個人拿到就非常珍惜。�

　　淨空法師：非常珍貴。現在印刷術發達了，印個一萬本、十萬

本輕而易舉，古時候哪有那麼容易？所以人家出錢出力把你的東西

印下來保留著，真有價值、真佩服你才給你傳下去。要不是真有價

值，對社會、對大眾真正有貢獻的，誰肯幹這個事情？所以現在人

不了解過去那些狀況，對古聖先賢的教誨不珍惜。�

　　丁嘉麗：不珍惜。所以這個教育簡直太重要了。所以一個女孩

，一個女子要提升德行，提升自己的德行，至關重要，因為她關係



這一個家庭，關係到一個社會，太至關重要了。我真的很慚愧，做

為一個女人不懂得怎麼做女人，在家為姑娘的時候就不會做，也沒

受過這種教育，所以造作罪業，真的很可惜。�

　　淨空法師：這個是《無量壽經》上佛都說了，不能怪你們。因

為這是歷史造成的，中國傳統教育疏忽了兩百年，應該從慈禧太后

那時候開始。慈禧可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太多的認識，她掌了

權，所以對於這些東西疏忽。她相信鬼神，相信扶乩、扶鸞，相信

這個。在她之前，清朝宮廷裡面經常有大德，儒釋道的大德，在宮

廷裡面講學，這是他們祖宗留下來的，朝朝代代都是這樣的。到她

廢止了，她不要聽。不要聽的時候，大事怎麼辦？大事就請鬼神，

請鬼神來決定，駕乩扶鸞，這樣亡國的。所以章嘉大師告訴我，慈

禧亡國是亡國在扶鸞上。因為我曾經問他這個問題，我對扶鸞很懷

疑。我小時候住福建，福建人很喜歡，很喜歡搞這個。我看了我相

信。因為扶鸞的人不認識字，都是找什麼？拉黃包車的，挑水的、

賣柴的，找這些人，這些人一點文化都沒有。而且是兩個人扶。�

　　丁嘉麗：兩個人扶？�

　　淨空法師：兩個人扶，一個人一邊，他能在沙盤上寫成字。我

們在旁邊看，那字我們都認識，規規矩矩那樣寫法。寫了，旁邊有

個人把它記錄下來。我說這不是假的，那些人根本寫不出來字，他

為什麼在沙盤上能寫出來？可是我到台灣之後，台灣也有鸞壇，有

一次他們帶我去參觀。乩童是職業的，別人就不靈，只有他才靈。

而且我們在沙盤裡看了一個多小時，一個字都看不出來，動作太快

了，他口裡頭念念有詞，旁邊人給寫，一個鐘點寫幾千字，我們小

時候看一個鐘點寫幾十個字。所以我把這個事情向章嘉大師請教，

他老人家就把慈禧太后一段故事講給我聽。這個東西確實有靈媒，

有鬼神，但是都是冒充的，說是佛菩薩，那是假的。要說什麼孔子



、什麼聖人，未必！不是真的，冒充。因為他自己的身分沒人相信

，他要冒充這些人來取信。小事情很靈，大事情他就胡說八道，反

正你也找不到他。所以這個還是敬鬼神而遠之，不能聽他的指揮，

他叫你去幹什麼你就幹什麼，那問題就嚴重了。他提供的信息，有

智慧的人可以做參考。�

　　丁嘉麗：參考。�

　　淨空法師：可以做參考。就是看他合情、合理、合法，這可以

做參考；如果不合情、不合理，就根本不要理他。�

　　丁嘉麗：不要理他。�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那慈禧也是千古罪人了，讓我們後代斷了傳統文化，

那她的果報也很重的。�

　　淨空法師：慈禧在地獄裡頭是最重的地獄。�

　　丁嘉麗：是最重的地獄！�

　　淨空法師：她出不來。�

　　丁嘉麗：她出不來了。�

　　淨空法師：從她疏忽，大家對這不重視了，冷淡了。到民國，

民國就更糟糕，民國完全丟掉了，說的人都沒有了。今天這個大難

就這麼形成的。所以要曉得原因，你才曉得怎麼樣應對；你不知道

原因，你就不知道怎麼應對。決定要斷惡修善、改邪歸正。�

　　丁嘉麗：斷惡修善、改邪歸正。�

　　淨空法師：對。起心動念要跟倫理道德相應，這我常講十二個

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與這十二個字相應這就

對了，違背了就錯了。�

　　丁嘉麗：現在保守的估計，二十年已經是十個億的小嬰靈菩薩

了。據您估計他們要報復人類，我們這個人類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景



？他想要報復。�

　　淨空法師：出現迷惑顛倒。�

　　丁嘉麗：迷惑顛倒。�

　　淨空法師：就是頭腦不清楚。�

　　丁嘉麗：迷迷糊糊的。�

　　淨空法師：對，他自己做錯事情自己也不知道。�

　　丁嘉麗：事實上是嬰靈菩薩在操縱我們。�

　　淨空法師：就是他，就是說他把磁場搞亂了。�

　　丁嘉麗：他可以擾亂我們這樣的磁場。�

　　淨空法師：他的力量太大了，他那麼多！他不是幾個，幾個產

生不了大力量，他太多了！所以這個力量就太大了。他能叫天地昏

暗，叫你看不到日月光明。這個東西多麻煩！讓你的思想混亂。�

　　丁嘉麗：這個挺可怕的。�

　　淨空法師：很可怕。�

　　丁嘉麗：你不能自主了，那個時候，最後你就完全⋯⋯�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很可怕。那現在人一頓飯要殺很多的眾生，師父，像

魚蝦之類的，牠們的神識也會報復我們嗎？�

　　淨空法師：會。�

　　丁嘉麗：像海嘯聽說有幾十米高，那是不是跟這個有原因？�

　　淨空法師：有關，有原因。�

　　丁嘉麗：動物的那種神識跟小嬰靈菩薩們是一樣的，更瞋恨，

還吃我的肉？�

　　淨空法師：對，一樣的。�

　　丁嘉麗：那墮胎的人很多，請問老法師，這跟災難有什麼關係

？比方說，像海嘯、地震、山崩地裂等等等等這種自然災害，這跟



墮胎有什麼關係？�

　　淨空法師：有關係。因為你的惡念，你不善的念頭、不善的言

語、不善的行為，山河大地、花草樹木它都知道，你不要以為它無

知，那你完全錯了。你說這一片花、一片樹葉，我很愛它，它就特

別綠，又特別好看，花就特別香；我討厭它、恨它，它就變枯了，

它就憔悴了，它懂得人的念頭。山河大地懂得人的念頭，你要是隨

便破壞它，它就報復你，現在叫什麼？破壞自然生態。變得什麼？

變得地球上這些，所謂自然災害，它不是自然災害，沒有自然災害

，自然哪有災害？自然是最美好的。我們今天是破壞了自然、違背

了自然，所以山會崩下來，地會陷下去，海水會上漲，海嘯會吞沒

沿海許許多多的城市。那是什麼？它的報復。什麼樣的因有什麼樣

的果，我對於山河大地愛它，它們就平安無事，也呈現最美好的讓

我們去欣賞。我們隨便去開採，山底下埋的礦統統都掏光了，那山

不恨你？你要這些東西幹什麼？�

　　丁嘉麗：貪。�

　　淨空法師：對，是貪。你可以不必要它，你的生活過得很美好

。這些都要懂，但是這些都沒人教了，沒人說了，說的人都沒有了

。古書上有記載，不看，要把它燒掉；佛的經典上講得更詳細、更

多，不要，把佛經全燒掉。這個罪業多重！全是地獄罪業。所以現

在有人說鬼神好度，講經教學聽眾裡頭，我們看不到的這些聽眾，

比看得到的不曉得多多少倍，十倍、百倍都不止。他們明白了，他

們超度、超生了，地獄空了，這些人去填補。�

　　丁嘉麗：那師父，可不可以這樣說，其實所有的自然災害，沒

有自然災害，都是人心的不善感召來的。�

　　淨空法師：沒錯，完全正確。�

　　丁嘉麗：所以妳墮胎，山河大地、老天都不允許妳，都要報復



妳，這個大自然都要報復妳。�

　　淨空法師：不錯。�

　　丁嘉麗：所以是自己，老百姓說自作自受。�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所以千萬不能再作惡了，千萬不能再作惡。�

　　淨空法師：所有的這些果報都不能夠推卸給別人，全是自己自

作自受。�

　　丁嘉麗：我們很多的世人，有了不好的境遇，身體狀況不好了

，就怨天尤人，怨天怨地，然後說是這個不好、那個不好，是天不

好、是地不好，是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其實都是自己的心行不善

感召的。�

　　淨空法師：不錯。�

　　丁嘉麗：可是人們不認可這個理！�

　　淨空法師：這個念頭就是嚴重的罪業。�

　　丁嘉麗：這個念頭就是嚴重的罪業？他不肯「行有不得，反求

諸己」。�

　　淨空法師：他不肯認錯，把責任都推給別人，這是嚴重的罪過

。�

　　丁嘉麗：這是嚴重的罪過。�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那下面，師父，我想問一下這個墮胎的根源。現在墮

胎就是個果，請問根源是什麼？這些女孩子，這些女人，要是早生

五十年，或是六十年、一百年，就不會出現這麼大量的墮胎的現象

，您說根源是什麼？�

　　淨空法師：根源是貪欲。�

　　丁嘉麗：貪欲。�



　　淨空法師：對，財色名食睡。�

　　丁嘉麗：財色名食睡。�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財、色、名、食、睡。�

　　淨空法師：對，這個叫五欲，五種欲望。�

　　丁嘉麗：五種欲望。�

　　淨空法師：對，你對它不了解，你貪著就犯罪。你要是能把它

看得很清楚，你就不會動心。這個裡頭，我們中國古人這個教育，

有倫理道德教育，你懂得倫理道德，你不願意做，覺得什麼？這是

羞恥，不好意思去做。懂得因果，不敢做。�

　　丁嘉麗：懂得因果就不敢做。�

　　淨空法師：懂得因果，有報應。現在這個教育沒有了，他根本

不曉得這個東西是恥辱。人到不知恥，這人就完了。�

　　丁嘉麗：不可救藥了。�

　　淨空法師：不可救藥了，果報決定在三途。�

　　丁嘉麗：果報決定在三途？�

　　淨空法師：決定在三途，就是畜生、餓鬼、地獄。�

　　丁嘉麗：財色名食睡。�

　　淨空法師：沒錯，他全幹了！�

　　丁嘉麗：可是人們，世人們，包括我，財色名食睡還死死抓住

不放，覺得這個是好東西。�

　　淨空法師：這是地獄，這是地獄的根。佛在經上講，「財色名

食睡，地獄五條根」，有一樣就下地獄了，五個都有⋯⋯�

　　丁嘉麗：那還得了！�

　　淨空法師：是，你還得了嗎？�

　　丁嘉麗：那永遠都無期了，在地獄裡出不來。�



　　淨空法師：真的出不來，五個都有，全的。�

　　丁嘉麗：可是世人都把這個財色名食睡做為人生的目標，天天

在追逐這些東西，為它去造業。�

　　淨空法師：錯了。我們年輕的時候不知道，也是在追逐這個。

以後學了佛、學了倫理道德，慢慢的知道了，才把它丟掉。丟掉之

後，我們就很快樂，看看追逐的人，看到他好可憐。�

　　丁嘉麗：好苦。�

　　淨空法師：好苦！完全不一樣了。所以這個東西真的不是好東

西，你所得到的不是甜頭，是苦頭。你真能夠把它丟掉之後，你就

嘗到甜頭，你就看到別人在受苦。�

　　丁嘉麗：但是一定要丟掉，才能嘗到真正的甜頭。�

　　淨空法師：你不丟掉的時候你看不到，你不會覺悟，要丟掉。�

　　丁嘉麗：現在人類墮胎的數量這麼的驚人，已經形成墮胎潮了

，原因就是色情氾濫。色情氾濫就有災難。�

　　淨空法師：色情氾濫原因就有兩個，第一個教育失掉了，就是

倫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丟掉了，沒有了，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媒體在宣揚，媒體大力的在宣揚，造成這個現象，造成這個

果報，來源就在此地。�

　　丁嘉麗：來源就在此地。�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那色情氾濫它就會有災難。色情氾濫的原因就是色情

教育。�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會讓全社會的人的價值觀都迷惑顛倒。誰在教育他們

？我現在真的認可您的話，我堅信不疑的，就是我們這些做媒體的

人，這是頭一個，頭一個罪魁禍首。�



　　淨空法師：所以我跟劉長樂見面，頭一句我就這樣告訴他，今

天毀滅世界、拯救世界你們的責任最大。現在世界已經被你毀滅得

差不多了，快要完了，你想不想拯救它？�

　　丁嘉麗：想。�

　　淨空法師：要拯救它，趕快回頭是岸。�

　　丁嘉麗：想回頭是岸。�

　　淨空法師：所以今天拯救，我覺得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為什

麼？人性本善。佛說得很好，一切眾生本來是佛，所以回頭會很快

。我們在湯池的實驗得到了一個結論，人是很好教的，不是我們想

像的。我們最初想像，人染污這麼久，染污這麼嚴重，我們搞這個

《弟子規》、《感應篇》這種教育，總得要二、三年人才能回頭。

沒有想到三個月就回頭了，這麼好教！出乎意料之外，我們老師都

嚇到了，這怎麼回事情？所以當時我跟那些老師說，我們可不能邀

功，可不能認為自己很能幹，祖宗之德。�

　　丁嘉麗：祖宗之德？�

　　淨空法師：對，祖宗之德，三寶加持，我們有什麼能力？�

　　丁嘉麗：師父，我特別有一點感觸，您每次都先把祖宗放在前

面，三寶放在後面。什麼事情都是祖宗加持，然後⋯⋯�

　　淨空法師：佛法是師道，祖宗是孝道，師道以孝道為基礎，沒

有孝道的基礎，師道就沒有了。今天佛法為什麼沒有了？孝沒有了

，師道就不能建立。�

　　丁嘉麗：孝道非常重要。�

　　淨空法師：頭一個，你看淨業三福裡頭第一句話「孝養父母」

，第二句話「奉事師長」。�

　　丁嘉麗：孝擺在頭一個。�

　　淨空法師：對，頭一個。�



　　丁嘉麗：那我們今後我們人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時候，一定要想

一想，我這件事情能不能對得起祖宗，我就不敢再做。所以應該把

祖宗時刻的放在心裡頭。�

　　淨空法師：沒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在台灣，我那個時候好

像還沒有出家。我們聽到祠堂毀掉了、家譜燒掉了，我兩個星期都

沒有睡覺。這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根，這個要拔掉了，我

們這個國家就完了。所以我那個時候想，想什麼方法，什麼方法來

恢復，所以我就想了一個百姓宗祠。�

　　丁嘉麗：百姓宗祠？�

　　淨空法師：對，每一家祠堂毀掉了，沒有了，那怎麼辦？我們

就建一個祠堂，所有的姓氏都在一起，就現在我們萬姓先祖紀念堂

。希望每一個縣市有一個，春秋來祭祖，提倡孝道。這也是民族大

團結，每一個家庭的祠堂沒有了，現在我們集體做祠堂。以前不曉

得，百家姓，中國傳統百家，百家姓四百多個姓氏，現在這樣一搞

出，才發現是有二萬四千多個姓氏。你看中國這個族群多大！所以

就不是百姓宗祠了，是萬姓先祖。因為宗祠跟政策有點矛盾，政策

是從此不要了，廢除了，我們再搞這樣這個也不好，所以我就想了

一個先祖紀念堂。�

　　丁嘉麗：先祖紀念堂。�

　　淨空法師：對，萬姓先祖紀念堂，我們這是第一個。�

　　丁嘉麗：太好了。那師父，現在的人迷惑顛倒，把自己的孩子

都奉為祖宗那麼的侍奉，對待孩子那樣，然後把祖宗真的就忘掉了

。�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我們太沒有良心了。是不是我們現代的人應該時常的

頌頌祖德？�



　　淨空法師：沒錯。如果不知道祖德的時候就完了，連根都沒有

了。�

　　丁嘉麗：連根都沒有了。�

　　淨空法師：沒有了。你說《弟子規》裡頭一百一十三樁事情，

它第一大段就是孝道。�

　　丁嘉麗：第一大段就是孝道，所以孝有多麼的重要！�

　　淨空法師：重要。�

　　丁嘉麗：做人最根本的。�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你連自己的父母你都不孝，你對別人孝，那真的就是

假的。所以對於父母的恩德難報。�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我們今天所有的一切，我們得了這麼豐盛的物質享受

，還有我們能健健康康的活在人世間，可能都是我們的祖宗在庇佑

我們。�

　　淨空法師：是祖宗。�

　　丁嘉麗：所以我們無比的感恩我們的祖先。�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師父老人家，現在這墮胎問題，這個四、五十年前，

基本上這樣的事情，墮胎的事情很少，三百年前、三千年前就更沒

有了。�

　　淨空法師：沒有，絕對沒有。�

　　丁嘉麗：為什麼這小姑娘早生幾十年就是個賢妻良母，而生在

現在就是個殺子墮胎的這麼一個⋯⋯�

　　淨空法師：對，所以這個我常常講慈禧太后是千古罪人，她是

國家領導人。國家領導人，清朝歷代的皇帝都是皈依三寶的。�



　　丁嘉麗：皈依三寶。�

　　淨空法師：都是佛門弟子。�

　　丁嘉麗：全是佛門弟子！�

　　淨空法師：對，不錯。她自封為「老佛爺」。�

　　丁嘉麗：她自己說她自己是老佛爺？�

　　淨空法師：對，老佛爺，你看大家不都稱她老佛爺嗎？�

　　丁嘉麗：對，我們演電影⋯�

　　淨空法師：諸佛菩薩都放在旁邊，她這坐到當中去了。這麼一

個表法，大家對於諸佛菩薩就看輕了，就沒有那麼尊重了。所以這

個表法表得不好，她帶頭。所以是禍與福，國家領導人是第一個。�

　　丁嘉麗：因為他要決策。�

　　淨空法師：對，他能帶頭帶得好的話，整個都好。慈禧帶的這

個頭帶得不好，傲慢，輕視傳統文化、輕視佛法，儒釋道她都瞧不

起。�

　　丁嘉麗：我相信慈禧太后現在在地獄裡後悔得不得了，可是現

在⋯⋯�

　　淨空法師：沒有辦法。�

　　丁嘉麗：沒有辦法。當今的人，最能影響他們的是電影、電視

、小說，還有網路、報刊雜誌、流行歌曲、廣告、手機上的信息，

五花八門，什麼什麼都有，等等。那我是個演員，我很慚愧曾一度

錯誤的認為，評價一個演員，因為很多人就是這樣的認為，就說妳

，一個好演員，妳是不是一個好演員，看妳性不性感。所以那個時

候我很恬不知恥的，穿了很暴露的衣服，露了肚臍，把我父母氣得

不得了。然後袒胸露背的，特別的不知羞恥。也拍了一些很多這樣

不好的那種很暴露的那種雜誌，就是封面，發表在各種雜誌上。其

實現在很多年輕的女孩子們，年輕人，都在效仿這些所謂我們這些



明星們。因為覺得她今天穿這麼暴露，她沒有善惡的標準，沒有美

醜的標準，她認為妳這就是非常時尚的。你看著明星一穿什麼樣的

衣服，一發表雜誌上，或者在演戲當中也穿得特暴露，接著馬上就

流行這些東西。有很多人，就是這些服裝商們，他們就做這樣很暴

露的這些衣服。然後孩子們就學，然後就走在大街上，然後父母生

氣不行。父母的話都不聽，她就覺得這個明星我要向她學，她是我

的榜樣。您看看，師父，您看這是我臨來之前從網上下載的這些接

吻大賽。就是現在很多的商家為了營利，比方年節，為了營利，因

為慶祝活動，演節目已經沒有人看了，不吸引人眼球了，這些人就

是接吻大賽。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跟西方學的，中國以前沒有的。您

看看，他們在台上接吻大賽，多少個孩子們，你看我畫的這個圈，

多少孩子們在津津樂道的在那兒看，哈哈大笑，青少年會受影響的

。�

　　淨空法師：對，他們在學習。�

　　丁嘉麗：您看看，這些孩子們，您看我畫圈的這些，都在那看

著。�

　　淨空法師：對，他們在學習。�

　　丁嘉麗：在學習。像接吻大賽很多人認為是時尚的。男女有親

密的行為，很容易誘導男女性的行為，造成墮胎。古代人說男女授

受不親，看來是真有道理。�

　　淨空法師：是有道理，男女五歲不同席。�

　　丁嘉麗：應該這樣。�

　　淨空法師：對。古時候防範很嚴，所以社會長治久安，不出問

題。你今天把這個堤防拆掉了，問題出來了，誰都救不了！天崩地

陷的時候你怎麼救？哪來的？就是這業障招得來的。老祖宗費多少

心血，老祖宗真有智慧、有方法，你不遵守，你毀滅了你自己。�



　　丁嘉麗：也毀滅了這個社會。�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現在很多的演員⋯⋯�

　　淨空法師：你說今天這麼大的災難，什麼原因？哪個不造業？

人人都造業，災難就現前了。�

　　丁嘉麗：因為他不相信聖賢的教誨。�

　　淨空法師：不相信。你說我們提出老祖宗這十二個字，「孝悌

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他說全是假的，每一個他都反對。�

　　丁嘉麗：師父，他要知道禮義廉恥，這種事情就絕不會發生。�

　　淨空法師：對，不會有，不可能有。所以現在全沒有了，倫理

道德沒有了，因果沒有了，宗教沒有了，祖宗也沒有了。�

　　丁嘉麗：您剛才提到禮義廉恥，真的我覺得非常重要。現在我

們很多的演員，自己給自己製造緋聞，就是說我現在跟了誰誰誰男

演員什麼什麼好了，然後自己給自己，這就叫炒作，現在老百姓說

演員在作秀。曾經我家旁邊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她就跟我說，她

說嘉麗阿姨，我太崇拜什麼什麼明星了，她，我們大家知道就三十

個男朋友，她怎麼那麼有魅力，我太崇拜她了！真的，誤導很多孩

子們，就是這樣，她認為這樣有魅力、這樣性感，然後這樣能招了

這麼多男孩子在喜歡這麼一個女演員，她覺得無上的光榮。然後孩

子們也會效仿，覺得她怎麼那麼魅力。所以導致很多的女孩子們，

爸爸媽媽生出這樣，就去做美容，因為不滿意自己的，覺得自己不

夠漂亮，就花很多父母的錢去做美容什麼的。這種蠢事，這種愚蠢

的事情，我也幹過，非常愚蠢，我非常的後悔。現在的女人就是這

樣，現在年輕的女孩子就是跟著明星走，就是跟著這些演員們走。

您看包括很多，現在有一本雜誌，我不提它了，很多的明星，年輕

的明星，都在，其實那個雜誌裡的內容不是那樣的，就是讓大家要



注重健康，但是大家都拍，基本上可以說是全身裸體的照片，不堪

入目的，大街小巷報刊上全是這樣。那這些照片會剌激太多人的性

情氾濫，男女之間關係混亂，就引起墮胎。所以說我們就是隱形的

殺手。�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因為我們做為媒體的這些工作人員，我們在大量的製

造和傳遞這些刺激人欲望的這種色情的信息，所以人們會色情氾濫

。這是誰教的？您說的一句話我現在百分之一萬的我支持您這種觀

點，真的是我們這些人教導的。�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所以我們是罪人。�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您想想看，你看看現在走在大街小巷，一個個刺激人

的廣告比比皆是，其實他做手錶的廣告，沒必要袒胸露背的，但是

都是這樣子。尤其是孩子們看這些，他都是血肉之軀，他看到這些

女人暴露的這些廣告宣傳，他能不受到染污嗎？這樣下去，人們的

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就全都顛倒。所以這會造成什麼惡果，師父

？�

　　淨空法師：會造成上帝算總帳。�

　　丁嘉麗：上帝算總帳？�

　　淨空法師：對，所以這個西方宗教裡面講最後的審判。那最後

的審判就要來了。�

　　丁嘉麗：就是老天要收人了。�

　　淨空法師：要收人了。�

　　丁嘉麗：老天要懲罰我們了。�

　　淨空法師：對，要懲罰，不錯。因為什麼？太過分了，太不像



樣子了。等於說洗牌一樣，重新洗刷，一切從頭來過。這個裡頭意

味著科學全部會毀掉。�

　　丁嘉麗：科學全部會毀掉？�

　　淨空法師：全部會毀掉。所以很多人認為什麼？這個事情可能

就是二０一二，如果二０一二馬雅預言那個話是真的，那這個現象

就會發生。這個地球上這是受到太陽風暴，受到銀河中心的巨大的

引力，把地球上這些海底的超級火山爆發幾個，這世界就完了。而

且太陽風暴跟銀河中心的引力，能夠改變地球的磁場，就是南北極

它會顛倒，這一顛倒之後氣候完全變了，所有的動植物都不能生存

。你看熱帶變成寒帶，熱帶動物就光了；寒帶變成熱帶了，寒帶動

植物也都不能生存。科學家現在很擔心這個事情，這是什麼？今天

科學無能為力，沒有辦法抗拒。偏差二十度就不得了。�

　　丁嘉麗：偏差二十度就不得了！�

　　淨空法師：但是現在知道已經偏差五度，所以氣候不正常。�

　　丁嘉麗：師父，我昨天晚上拿到了就日本的那個三一一⋯⋯�

　　淨空法師：三一一大地震。�

　　丁嘉麗：我現在我想是這樣，回家我要常常的看。因為我們大

家都說美國拍那「２０１２」是電影，製作，你看它拍得多好，它

後期製作很好。但這個是真真切切的，所以我想我要多看。�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一個星期我要看二、三次，提醒我自己不要再造惡了

，一定要斷惡修善，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念，所以這要提起我自己

的警覺。�

　　淨空法師：對。這個片子是各個地方新聞報導的，當天的新聞

。�

　　丁嘉麗：匯總的。�



　　淨空法師：拍的照片是他們的飛機在空中拍攝的。�

　　丁嘉麗：那很真實，那是真真切切的事情。�

　　淨空法師：真正的事情。�

　　丁嘉麗：不是後期再製作。�

　　淨空法師：不是，不是後期製作，完全是現場。所以非常可怕

。�

　　丁嘉麗：非常可怕。�

　　淨空法師：妳要曉得，這個海嘯才只有十米。�

　　丁嘉麗：十米。�

　　淨空法師：對，就成這個樣子了。如果是一百米怎麼辦？�

　　丁嘉麗：那就不得了。�

　　淨空法師：科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海底這個超級火山爆發，會

引起海嘯高度是一千米。一千米，即使是在太平洋的中心，一千米

這個大浪分散到四周陸地的，就算是減一半，也五百米，再減一半

也有二百五十米，完了！�

　　丁嘉麗：太可怕了！�

　　淨空法師：它的沖擊範圍多大？距離海岸邊上直線兩百公里。�

　　丁嘉麗：兩百公里。�

　　淨空法師：兩百公里的地方都會波及，兩百公里以外的才算安

全地區。�

　　丁嘉麗：那一個城市就毀了。�

　　淨空法師：沒有了！兩百公里多少城市？妳看在中國沿海浙江

、江蘇，往內陸延伸兩百公里到哪裡？恐怕全省都沒有了。這個東

西太可怕了！科學家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這是去年八月他們在悉

尼（雪梨）開會，我們還有幾個代表去參加。定弘師那時候沒有出

家，他也參加了。第一天他們報告的是最近量子力學所發現的，這



新的東西，我們看到是跟佛經上講的很像。第二天，就一天的時間

，專門研究二０一二馬雅預言這個事情，這些科學家一半認為可能

，另外一半認為是未必。�

　　丁嘉麗：不相信。�

　　淨空法師：對。美國布萊登也是研究量子力學的，所以他提出

了四句話，災難並不是真的可怕，最重要是人心。�

　　丁嘉麗：最重要是人心。�

　　淨空法師：人心。因為心影響物質現象。如果我們地球上的居

民，真的在這個時候回頭是岸，棄惡揚善，那就是斷惡修善，改邪

歸正，端正心念，不但這個災難可以化解，而且會把地球帶上更美

好的方向。這個話說得對，佛經上都這麼說的。但問題就是人肯不

肯回頭？幾個肯回頭？科學家算出最低的這個標準，就是百分之一

的平方根。�

　　丁嘉麗：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淨空法師：那就很少了，以地球人數，這是他們那個時候的話

，那個時候還不到七十億，總人口百分之一的平方根，不到一萬人

，大概八千多人。能找到八千多人嗎？這八千多人真的回頭了，真

斷惡修善了，真改邪歸正了，端正心念了。八千個找得到嗎？找不

到。這是最低的人數。�

　　丁嘉麗：最低的人數。�

　　淨空法師：最低的人數。�

　　丁嘉麗：八千是最低的人數？�

　　淨空法師：對，八千是最低的人數。世界上能有這麼多真正的

好人，大家沾他的光，災難雖然不能夠完全化解，但是大幅度的減

輕了。�

　　丁嘉麗：大幅度的減輕。�



　　淨空法師：對，不是很嚴重。�

　　丁嘉麗：看大家肯不肯發這個心了。�

　　淨空法師：難，太難太難了。�

　　丁嘉麗：師父，現在你看，這個香港，我昨天在路過那個車上

，在看大街小巷晚上那麼的熱鬧，真是五分鐘我真就糊塗了，就覺

得眼花繚亂，燈紅酒綠的這些東西。香港會有災難嗎？�

　　淨空法師：有。�

　　丁嘉麗：有？�

　　淨空法師：怎麼會沒有？妳要曉得，哪個地方不遭災難？那個

地方人不造業。所以很多人問我，哪裡最安全？我就告訴他，你看

哪個地方人有福報，那個地方就安全。什麼叫福報？他不造業。我

這麼多年在海外走，我選擇居住的地方我只看兩樁事情，第一個，

這個地方離婚率少。�

　　丁嘉麗：離婚率少。�

　　淨空法師：第二個，青少年犯罪率少。這就不錯了。離婚率多

、青少年犯罪率多，這個地方不是好地方。�

　　丁嘉麗：還能找到這樣的地方嗎，師父？�

　　淨空法師：我就到處找，所以我在澳洲找到圖文巴。�

　　丁嘉麗：圖文巴。�

　　淨空法師：人家就問我，你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沿海的這些

大都市你為什麼不住？為什麼跑到這個地方來？我覺得這個小地方

人比較純樸。有沒有犯罪率？有，但沒有沿海那麼嚴重。�

　　丁嘉麗：沒有沿海那麼嚴重。�

　　淨空法師：沒有那麼嚴重。�

　　丁嘉麗：因為沿海的人，那些魚蝦水族類的眾生吃得太多太多

了，無量無邊。�



　　淨空法師：所以這個山城比較上好一點。�

　　丁嘉麗：山城稍微好一點。�

　　淨空法師：對，好一點。�

　　丁嘉麗：那些人造惡還少，然後⋯⋯�

　　淨空法師：城市不大，居民，我去的那時候只有八萬多人。�

　　丁嘉麗：八萬多人。�

　　淨空法師：現在大概將近十萬人。而且這個城市有個好處，居

住的人水平都比較高，因為多半都是退休到這邊來養老的。�

　　丁嘉麗：香港這個城市是國際上都公認的，是欲望之都。�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那欲望愈多，造的罪業愈重？�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但是我想請問您，師父，您是在香港，您都是八十五

歲的高齡了，您不怕嗎？�

　　淨空法師：我不怕。�

　　丁嘉麗：您不怕，為什麼？�

　　淨空法師：因為我就想往生極樂世界，我並不想留在這個世界

，我不想長壽。我活一天就講一天經，講經就是我的工作。�

　　丁嘉麗：講經就是您的工作。�

　　淨空法師：對，我除這個沒有第二個工作。所以我是很想早一

點往生，我不怕死。�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為什麼在一個地區，只要有正法在，

只要有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在，只要有人在宣講佛法，有人在宣揚

傳統文化，那就能減輕，或者是避免災難，這是什麼原理？�

　　淨空法師：祖宗保佑。�

　　丁嘉麗：祖宗保佑。�



　　淨空法師：當然，祖宗千萬年他的心血在此地，你這裡還有一

點點，他能不守護嗎？鬼神保護，連這些小嬰靈都保護。為什麼？

他們才認識這是好東西，科學技術不是好東西，這個才是真正好東

西。所以三寶加持。�

　　丁嘉麗：三寶加持。�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祖宗也保佑。�

　　淨空法師：對，所以你要從這方面看，在整個世界這大災難當

中，那中國可以說是最輕的。�

　　丁嘉麗：中國是最輕的？�

　　淨空法師：最輕的，為什麼？中國是千萬年來祖宗都是積德，

都是懂因果，都是認真教學。只不過這兩百年疏忽了。所以底蘊深

厚。中國有災難，不會滅亡。全球災難之後，大概中國人領導全世

界，為什麼？非用倫理道德因果，這個佛教的教育，就是湯恩比所

說的話，真正解決問題的是中國孔孟學說、大乘佛法。外國人講的

，他講的一點都不錯。全世界都需要。�

　　丁嘉麗：全世界都需要。�

　　淨空法師：唐太宗附體，這個我們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從國內

同修帶來的這個光碟給我看，我看了之後，我很受感動。他講的話

跟我們所講的是完全相同，他講全球有災難，中國有災難，不會滅

亡。�

　　丁嘉麗：中國有災難，不會滅亡。�

　　淨空法師：不會滅亡。講得很清楚。而且告訴大家，災難就在

眼前，搞什麼都來不及了，只有念佛。�

　　丁嘉麗：念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對，只有念阿彌陀佛。你看人家問到二０一二的災



難，他那個表情你能看到，驚慌失措。�

　　丁嘉麗：驚慌失措，就這個唐太宗？�

　　淨空法師：對，在地下打滾的時候，告訴大家，來不及了，來

不及了，什麼都來不及了，趕快念佛，趕快念佛。那不是演戲，不

是演出來的。�

　　丁嘉麗：對，演不出來的。�

　　淨空法師：三月二十五，今年三月二十五，我在澳洲，唐太宗

附體，在我面前，我們悟忍師的妹妹，他就附在她身上，告訴我，

我是李世民，來感謝。我說感謝我什麼？我印的這個《群書治要》

。�

　　丁嘉麗：《群書治要》？�

　　淨空法師：他就因為印這部書他出地獄了。他說這部書將來救

全世界。�

　　丁嘉麗：將來救全世界。�

　　淨空法師：救全世界，就這部書。所以他是憑一生當中做這麼

一樁好事情，他能離開地獄。人家問他為什麼墮地獄？殺人，殺太

多了。造什麼業，你就一定要承受果報。所以那個問他的人也很有

意思，「你是好皇帝，你是明君，你怎麼會墮地獄？」他說得很好

，明君造了地獄業就不墮地獄嗎？哪有這個道理！�

　　丁嘉麗：這因果定律就推翻了。�

　　淨空法師：對。明君造的地獄罪業還得要到地獄受果報。�

　　丁嘉麗：那就是等於他做了這個《群書治要》，功是功，過是

過。�

　　淨空法師：沒錯。因為《群書治要》是唐朝治國的一部指導原

則。�

　　丁嘉麗：治國的？�



　　淨空法師：治國的，完全是根據這一部書，接受這部書的指導

。所以唐朝能夠做得那麼好，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朝代，就靠

這個東西。他說這個東西，現在普遍全世界就能幫助全世界。�

　　丁嘉麗：就能幫助全世界，那他也功德無量？�

　　淨空法師：功德無量。所以我們把這個書，你看我拿到這個書

之後，就印了一萬套。因為失傳了，找不到了。我是知道這部書，

自己沒看過。所以我在講經的時候提到，就真的有同修，沒見過面

，他們不曉得從哪裡找到的，找到之後就送給我。我如獲至寶，太

難得，太稀有了。所以馬上找世界書局，台灣世界書局，印一萬套

。�

　　丁嘉麗：印了一萬套。�

　　淨空法師：以後又找到一部書，《國學治要》。�

　　丁嘉麗：《國學治要》。�

　　淨空法師：這是我天天想到的，夢寐以求的。我不知道有這部

書。這部書是什麼東西？是《四庫全書》的鑰匙。�

　　丁嘉麗：《四庫全書》的鑰匙？�

　　淨空法師：對。《四庫全書》那麼多，你從哪裡讀起？有這個

東西就能入門了，它教你從哪裡讀起。所以我早年就有這個念頭，

想編一套這種書，把《四庫》裡的精華選出來，編一套。你先看這

一套，你了解《四庫》、認識《四庫》，等於說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然後你再去學習。我想編這個東西，沒有想到民國初年這些人已

經編好了，我們不知道。我一發現這個，這個很破舊，好在字還完

整，字沒有缺，我也趕緊交給世界書局印一萬套。這就保留它，不

會再失去了，好，真好！這兩部書我現在交給馬來西亞蔡老師，他

們那些人在那邊修學，我就希望他們把《群書治要》注音、註解，

再寫成白話文，這樣對照，大家就好讀了，現在人讀不懂文言文。



做這個工作。可是急，大家都想要，要看，等著看，來不及，那我

就另外再編一個書，編叫《群書治要３６０》。�

　　丁嘉麗：３６０？�

　　淨空法師：就是三百六十句，這樣的小冊子。我的計畫是一年

出一本。�

　　丁嘉麗：一年出一本。�

　　淨空法師：十年圓滿，十年就完全出齊了，一年出一本。這本

東西出來之後，是選擇裡頭最重要的，眼前所迫切需要的，解決問

題的一些理念方法，把它翻成英文。那英文本大概這個月可以出來

了，可以印出來了，能夠普及到全世界，再從英文本翻成其他國家

文字。真的，唐太宗說的，能救全世界。�

　　丁嘉麗：感恩師父，大慈大悲。�

　　淨空法師：我們這個英文稿，起草的稿子，還沒有完成的，三

百六十句，那個時候寫到二百七十句，後頭還沒有寫完。我在馬來

西亞，我就把這份資料送給馬哈迪前首相，送給現在的納吉首相，

兩個人歡喜得不得了，真是如獲至寶，他們談話的時候就引用了。�

　　丁嘉麗：很智慧的。�

　　淨空法師：真難得。�

　　丁嘉麗：師父，我請教您，如果遇到大災難了，人們該怎麼辦

？�

　　淨空法師：第一個，不要驚慌。�

　　丁嘉麗：不要驚慌。�

　　淨空法師：對，心要定下來。�

　　丁嘉麗：心要定下來？�

　　淨空法師：對，定下來，你才能夠應付環境；你一慌張的時候

，都被嚇死了。就像癌症一樣，癌症沒事，傷風感冒一樣，為什麼



死那麼多人？都被嚇死了。�

　　丁嘉麗：師父，怎麼讓心裡定下來？�

　　淨空法師：這個自己平常要修養。�

　　丁嘉麗：修養。�

　　淨空法師：對，平常的時候，我們盡量斷惡修善。不如理、不

如法的，特別是損人利己的事情，決定不能做，想都不能想。�

　　丁嘉麗：想都不能想。�

　　淨空法師：不能想。�

　　丁嘉麗：那心裡要念什麼，那時候？�

　　淨空法師：念阿彌陀佛。�

　　丁嘉麗：念阿彌陀佛，至誠心那時候真的可能就出來了。�

　　淨空法師：所以為什麼我講這部經，這部經你多聽，你就了解

經上講的這些道理，說明是非善惡、吉凶禍福，都給你講清楚了、

講明白了。那我們就知道，我們修福，最大的福報是求生極樂世界

。�

　　丁嘉麗：最大的福報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淨空法師：對，因為你到極樂世界，你很快就成佛了，你就真

正到究竟圓滿了。�

　　丁嘉麗：究竟圓滿。�

　　淨空法師：究竟圓滿，其他的經論不容易，很難做到，理太深

，方法太困難。這部經理論深，真的是方法簡單容易。�

　　丁嘉麗：方法是什麼？�

　　淨空法師：只要你相信，你相信有極樂世界，相信有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是另外一個星球，不是在這個地球上，你相信它真有，

你真正願意去。我們這個身不能去，我們的靈魂會去。真願意去，

怎麼個去法？念佛就能去。�



　　丁嘉麗：念佛。�

　　淨空法師：對，念佛是它的方法，你看阿彌陀佛多簡單，誰都

會念。真心念，我真信，念他；我真想去，念他，這就成功了。�

　　丁嘉麗：真想去是願力嗎，師父？�

　　淨空法師：願力，是願力，我真想去。�

　　丁嘉麗：真想去。�

　　淨空法師：對。這個世界有緣，有災難現在大家不相信，我到

極樂世界去，極樂世界成佛之後，這個世界大概受苦受難已經醒過

來了，那個時候我們再來幫助他，這很好。他在迷惑顛倒，沒有清

醒過來，我們暫時離開。�

　　丁嘉麗：那也就是再來人了？�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那就有能力了。�

　　淨空法師：你就有能力了。所以這個事情是真的，決定不是假

的。懷疑就沒辦法去了。�

　　丁嘉麗：那師父，我想問一下，念阿彌陀佛，不懂佛法的人，

他也不學佛的人，都想問問什麼是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阿彌陀佛這個意思很深，所以經上講得清楚，為什

麼叫大家聽經？阿彌陀佛就是自己的靈。�

　　丁嘉麗：自己的什麼？�

　　淨空法師：自己的，真正自己的靈。�

　　丁嘉麗：自己的靈？�

　　淨空法師：不錯、不錯，就是真正的自己。�

　　丁嘉麗：是真正的自己？�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那我也是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對，沒錯，一點都沒錯，個個都是阿彌陀佛，就是

他自己不認識自己。�

　　丁嘉麗：對，我自己不知道！�

　　淨空法師：不認識自己，不錯！阿彌陀佛這四個字是梵語，從

印度梵文翻過來的。阿翻作無，意思是無，彌陀是量，佛是覺，合

起來無量覺。�

　　丁嘉麗：無量覺。�

　　淨空法師：無量覺是什麼？宇宙之間沒有一樣你不知道的，過

去你知道，未來你知道，現在你知道，此地你知道，整個宇宙你全

知道，這就叫阿彌陀佛。這個人是誰？就是自己，不是別人。就是

到極樂世界去幹什麼？恢復我的本能，恢復我的智慧。無量的智慧

，無量的德能，無量的相好，到那邊去完全恢復。恢復過來之後，

你才有能力普度眾生，這些迷惑顛倒的人，你再回來把他們一個個

叫醒。所以一切諸佛菩薩的總名號叫阿彌陀佛。�

　　丁嘉麗：一切眾生？�

　　淨空法師：一切眾生、一切諸佛，一切諸佛是已經醒過來的。�

　　丁嘉麗：我們這些人？�

　　淨空法師：在迷惑。�

　　丁嘉麗：迷惑的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對，迷惑，迷了的阿彌陀佛。�

　　丁嘉麗：它也是嗎，師父？�

　　淨空法師：對，是，沒有一樣不是。樣樣都是，所以你完全沒

辦法離開，你的起心動念全都知道，你瞞誰？連它都知道，我們這

桌子知道、椅子知道、地板知道，沒有一樣不知道，瞞不了人的。

這樁事情，現在量子力學家證明了。因為我們的思想，我們這個肉

體它也有波動，它是物質，它波動，沒有波動的話它就沒有了，它



存在是波動存在。這個波動的時候立刻就全宇宙都收到了，全都收

到了。所以這速度比光快多了。�

　　丁嘉麗：速度比光都快多了？�

　　淨空法師：光，太陽光到地球還要八分鐘。我們這個念頭才一

動，整個宇宙都知道。�

　　丁嘉麗：那我們現在動一個念頭，全世界墮胎的小嬰靈都在此

了？�

　　淨空法師：都知道，沒有一個不知道。所以整個宇宙，你搞清

楚、搞明白了，整個宇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阿彌陀佛就是回歸這

個共同體。�

　　丁嘉麗：阿彌陀佛就是回歸這個共同體。�

　　淨空法師：回歸共同體。�

　　丁嘉麗：我就是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所以佛經，大乘經上說，「我心即是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即是我心」，這個心是真心，這不是妄心。�

　　丁嘉麗：不是那個肉團的心。�

　　淨空法師：不是。所以這一句名號的功德就太大了，你念別的

都念局部，念這個是念全體。像一個國家一樣，我念總統是念全國

，我念個省長是那一省，我念個部長是局部，不是全體。阿彌陀佛

是全體，全包了。�

　　丁嘉麗：師父，為什麼我們念阿彌陀佛就能消災免難？那西方

極樂世界在哪裡？�

　　淨空法師：西方極樂世界妳不要問在哪裡。�

　　丁嘉麗：不要問在哪裡。�

　　淨空法師：西方極樂世界就在現前。�

　　丁嘉麗：就在現前？�



　　淨空法師：對，就好像我們這個電視頻道一樣，你按那個頻道

，極樂世界出來了，它就在這裡。這就是空間維次不一樣。�

　　丁嘉麗：空間維次不一樣。�

　　淨空法師：對，極樂世界是遍法界虛空界，它不是局部的，它

是整體的。�

　　丁嘉麗：那在什麼地方能聽到您講經說法？�

　　淨空法師：現在我們有電視、有網路，你有電腦就可以能接收

到。�

　　丁嘉麗：有電腦就可以接收到。�

　　淨空法師：可以接收到。�

　　丁嘉麗：您現場直播的？�

　　淨空法師：對，不錯。我現在現場直播的是網路，衛星電視大

概是一個月，因為它要把字幕打上去，它有後製。�

　　丁嘉麗：我是個演電影的，是個演員。我曾經演了很多那樣不

好的影片，也說過很多不好的台詞。比方說，我長了一個勾魂的眼

睛什麼的，我覺得特別慚愧。那我曾經演過一部話劇，師父，話劇

就是戲劇，就是當場那樣的。�

　　淨空法師：對，我知道。�

　　丁嘉麗：然後我在裡頭演一個高級的妓女，然後跳脫衣舞。有

一次就中學生在包場，反響特別的不好。中學生們完全是，我很不

知羞恥的在台上就演得很帶勁的時候，孩子們就吹口哨，然後就好

，什麼的，就那樣。我就覺得，我現在知道我自己錯了，我真的我

在想，我說我有一天我也會成為別人的祖先，那我就給子孫後代留

下這些嗎？真的很慚愧，做為這個做媒體的，我就是在這裡頭想深

深的懺悔，我錯了，我以後再不拍這種殺盜淫妄的片子了，真的不

能再拍了，這流弊太深了。�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師父，有個重要的問題，我想懇請您老人家慈悲的開

示。我演了很多不好的電影，那師父您曾經說過，就是說你演的殺

盜淫妄的光盤，只要有一片還在人間流通，你就從地獄裡出不來。

我雖然現在想改好，我也懺悔了，可是這些光碟還在發揮著影響，

人們看到了還會受到染污，現在有很多的觀眾精心的保留了我這些

光碟，請問老法師，我該怎麼辦？�

　　淨空法師：對，妳只有念佛求生極樂世界。妳要不到極樂世界

，妳只有兩條路，一個極樂世界，一個阿鼻地獄。�

　　丁嘉麗：太可怕了，我不想去。�

　　淨空法師：妳沒有當中的，妳只有這兩條路。�

　　丁嘉麗：我不想去地獄，師父。�

　　淨空法師：那妳就趕緊念佛求生淨土。�

　　丁嘉麗：我一定念佛求生淨土。�

　　淨空法師：妳不到極樂世界妳就到地獄。�

　　丁嘉麗：阿鼻地獄。�

　　淨空法師：對，阿鼻地獄，是最苦的地獄。�

　　丁嘉麗：太可怕了，師父。�

　　淨空法師：到那裡去跟慈禧太后她們在一起。�

　　丁嘉麗：我不想去！那請問師父，這個色情氾濫，男女縱欲，

和災難有什麼關係？�

　　淨空法師：直接是災難它造成的。�

　　丁嘉麗：災難直接造成的。�

　　淨空法師：對，不錯，它直接造成災難。�

　　丁嘉麗：邪淫。�

　　淨空法師：對，所以我過去的時候也對這個事情了解得不夠透



徹，自從看到這些現象，才真正體會到古人講的「萬惡淫為首」。�

　　丁嘉麗：萬惡淫為首。�

　　淨空法師：對，我才真正懂這句話。為什麼？整個大災難就是

這個造成的，它是第一個因素。�

　　丁嘉麗：淫後面才是殺？�

　　淨空法師：對，殺，它統統都有，貪瞋痴慢疑全都有，它全都

包了，就這一個字。這一個字淫裡頭，它有殺、有盜、有妄語、有

傲慢、有嫉妒、有障礙，它統統就這一個字裡全包括了，這真厲害

。所以古人這一句話說得太有道理了，我們年輕的時候體會不到，

沒有這麼深的體會。今天這麼大的災難臨頭，就曉得，禍首就是淫

。�

　　丁嘉麗：災難這個頭號的罪魁禍首就是淫。�

　　淨空法師：就是淫，就是邪淫，頭號。所以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倡導邪淫的、宣傳邪淫的，他們都是要負責任的，他們背負的因

果責任太大了。�

　　丁嘉麗：那就是剛才您說的，就是說這些人宣傳這些東西，讓

人們色情氾濫，讓人邪淫了。�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那所有這些東西都不存在了，他地獄才能出來？�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但是我覺得太渺茫了，這個希望太渺茫了。�

　　淨空法師：對。所以今天上天收人是很有道理，如果真的像這

些靈媒傳遞的信息，這信息我們也不談它，我們也是對這些只是聽

聽而已。那他們這個信息是說，這個災難地球上要死多少人？死五

十億。現在地球上七十億人，死五十億的時候，災難過後只剩二十

億。�



　　丁嘉麗：二十億都留下什麼人？�

　　淨空法師：二十億大概是心地比較端莊的、善良的，總就是沒

有造業。造業的話是留不住的，你得要受這個果報。這麼大一個災

難之後，人慢慢就覺悟了。�

　　丁嘉麗：人慢慢就覺悟了。�

　　淨空法師：就清醒過來了。所有科技就毀滅了。�

　　丁嘉麗：所有科技⋯�

　　淨空法師：毀滅了。�

　　丁嘉麗：什麼都沒了？�

　　淨空法師：什麼都沒了，人要回到原始的生活，科技文明全沒

有了。科學家告訴我們，人類過去曾經有過，亞特蘭提斯，它有這

麼一個傳說。大概是五、六萬年前，那個時候地球上科學技術也是

發展到最高峰，人類瘋狂了，倫理道德全沒有了，也不相信有神了

，也就是造作罪孽。整個大地沉到海底，就是大西洋，所以叫大西

國，整個沉到海底去了。�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我再請問您，現在的人沒有人倫的觀念

，他意識不到自己在殺自己的孩子，這是千古未聞的，大面積的這

麼殺孩子，一殺就是上千萬。那古代孩子殺父母是大逆不道，要凌

遲處死。現在的婦女殺孩子算什麼罪？從人倫上應該怎麼講？�

　　淨空法師：那個罪，她所受的她就已經知道了。�

　　丁嘉麗：她所受的她已經知道了。�

　　淨空法師：對，不錯，她現在所受的叫花報，是很輕的，果報

在地獄。�

　　丁嘉麗：就我們現在很多的孩子忤逆，然後身體出現狀況，事

業上有很多的障礙，這都是花報，果報還在地獄？�

　　淨空法師：對。你要曉得，身體各方面出的這個東西，都是這



些小鬼在作祟。�

　　丁嘉麗：他有這麼大的力量。�

　　淨空法師：對，他有這麼大的力量。�

　　丁嘉麗：可不能輕視他們。�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我再想問您一個問題，就是全世界搞色

情服務的這些風塵女子，她們常常墮胎，也就是常常殺人，那這些

女子的數量非常的龐大，她們的墮胎次數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她

們通過這個來賺錢，來發達富貴。一個常常墮胎殺人的風塵女子，

她的命運會怎麼樣？�

　　淨空法師：妳可想而知，她的壽命一定不長，而且死得一定不

好。�

　　丁嘉麗：死得一定不好。�

　　淨空法師：對，不錯，不錯。所以她做這種事情的時候，她是

造地獄業。她自己現在不相信，到地獄境界現前，她後悔莫及了。�

　　丁嘉麗：那也晚了。�

　　淨空法師：那晚了。�

　　丁嘉麗：那世界上有許多尋花問柳的男子，有的人花了錢去色

情場所去享樂，就讓很多女孩子墮胎。那請問他們應該承受什麼樣

的果報？�

　　淨空法師：同樣的果報。�

　　丁嘉麗：同樣的果報。�

　　淨空法師：同樣的果報。�

　　丁嘉麗：就是你讓多少個女孩子墮胎，你殺人你要償命的，你

今後要償命的。�

　　淨空法師：對，沒錯，對，對。�



　　丁嘉麗：那就是我們墮了胎的那些孩子們，殺了他們之後，他

們會不會還來投胎？�

　　淨空法師：會。還來投胎的那都是報仇的。�

　　丁嘉麗：就是報仇的。�

　　淨空法師：對。�

　　丁嘉麗：所以很多被殺的這些，就很難再投生，因為他的怨恨

太深了。所以墮過的這個小嬰靈，附在他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身上，

他們心理特別的不平衡。他們覺得你為什麼要給我的弟弟買書包，

為什麼我沒有，為什麼妳給他母愛，妳為什麼不給我母愛，為什麼

妳對他們如此的溺愛，為什麼把我殺掉。所以這個怨恨，恨得不行

了，所以他心理不平衡。當他看見妳對這孩子好的時候，他心裡就

受不了，他就要報復妳。�

　　淨空法師：沒錯。�

　　丁嘉麗：那有些投胎來的孩子，您剛才說可以，他來投胎來報

仇，父母對他無微不至的愛，那就是說，想盡辦法對孩子好，那這

些孩子還是忤逆、怨恨，很多是您說被墮胎的孩子來投胎的，那墮

胎後的小嬰靈對父母的怨恨那麼的深、那麼的重，投胎來他是有目

的，是來報怨的，這是什麼原理？�

　　淨空法師：這是冤冤相報。�

　　丁嘉麗：冤冤相報。�

　　淨空法師：而且是沒完沒了，生生世世，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

　　丁嘉麗：那下世還得來？�

　　淨空法師：對，投好多世，苦不堪言。只有遇到佛法的時候才

能夠化解，你遇不到佛法不知道化解。�

　　丁嘉麗：那您說，師父，他投胎來了，他就想來報復我們，就



是什麼在起作用，什麼在主導他這樣做？�

　　淨空法師：他自己的意念。�

　　丁嘉麗：意念。�

　　淨空法師：自己的仇恨。�

　　丁嘉麗：是阿賴耶識？�

　　淨空法師：是，你殺他，他能情願嗎？�

　　丁嘉麗：那就是說他這個阿賴耶識有這種記憶了？�

　　淨空法師：對，有。�

　　丁嘉麗：就是你曾經殺過我，我就一定要找你來，我不會找他

。�

　　淨空法師：而且記憶不是一生的，生生世世都記憶在裡頭。�

　　丁嘉麗：就存在這個檔裡，信息裡。�

　　淨空法師：對，沒錯，信息。所以阿賴耶是一個資料庫。�

　　丁嘉麗：阿賴耶是一個資料庫。那它能存很多很多，累生累劫

的資料？�

　　淨空法師：沒錯，沒錯。�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我請問您，這報怨的孩子我們怎麼能看

出來？對這樣的孩子我們該怎麼辦？很多剛才門口有人給我提出這

樣的問題。�

　　淨空法師：無論這個孩子既然來了，我們心裡要能夠想到，報

恩的太少了。�

　　丁嘉麗：報恩太少了。�

　　淨空法師：你對誰有恩？你這一生當中，對多少人布施了恩德

？你沒有做過這些，你哪有報恩的？你有多少念頭是對別人不善的

，這不就看出來了嗎？我的是冤家多還是親家多？冤家比親家多一

百倍都不止。那這報怨就太多了，報怨就很常見了。可是這一定要



化解。無論是怨是親，都把他變成法眷屬，我們一同來學佛，一同

來念佛。這個世界太苦，我們都到極樂世界去作佛去，大家一起都

去，我學佛了，你們跟著我一起去，這好！�

　　丁嘉麗：這樣才能化解。�

　　淨空法師：對，這樣才能化解。�

　　丁嘉麗：他就不會再恨你？�

　　淨空法師：不會。我們同一個目標、同一個方向，我們互相照

顧，我們親近阿彌陀佛。�

　　丁嘉麗：關鍵，師父，我們這些人得真得相信阿彌陀佛，相信

佛法，真得去得了，人家小嬰靈這個怨、這個疙瘩才能解開；你要

是去不了，你到了地獄，他們就沒希望了。�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我想問您，剛才您說講經說法有這麼大

的力量能化解這個，讓這一方的人都受益，這是為什麼？�

　　淨空法師：這是大家聽了經之後覺悟了，心平靜了，怨恨化解

了，就是這個，力量在這個地方。�

　　丁嘉麗：他明理了。�

　　淨空法師：天天在這裡講，天天勸他。�

　　丁嘉麗：他明白因果，不敢再造惡了。�

　　淨空法師：對，特別是鬼神。�

　　丁嘉麗：特別是鬼神。�

　　淨空法師：鬼神覺悟了，他就不找麻煩了，他就不再迷惑人了

。真正覺悟的時候，他保佑這一方。所以一個真正的道場，利益是

很大的。一般人不相信，他認為是迷信，要把它除掉，那就沒法子

了。正法沒有了，邪的就來了。�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我繼續懇請您慈悲開示。有人說喝了



酒懷的孕，對孩子不好，就不能要了。有的單身的年輕人她意外懷

孕，就覺得我也不能在社會上生存，我自己還養不活自己，我怎麼

生活？她們這些人都想些這種理由，都想去墮胎。能不能這麼說，

就是說比方說有的人是單身，孩子上不了戶口，我工作會丟掉。有

的人就是說，比方說我自己，我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那麼我又

意外又懷孕了，那我如果要是再留下這個孩子，可能工作就受影響

。可不可以這樣說，就是說即使是妳上不了戶口，即使是讓妳丟了

工作，都比殺人強？�

　　淨空法師：對，沒錯。妳丟了那個是小事情。�

　　丁嘉麗：丟了那是小事情。�

　　淨空法師：小事情，只是眼前生活苦一點，妳殺人，將來在地

獄，那個苦報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這是必須要知道的。真正知道因

果的就不敢幹這個事情。�

　　丁嘉麗：不敢幹，真的不敢幹。�

　　淨空法師：對，絕對不會。�

　　丁嘉麗：那現在全國各地您都去不了，很多世界各國的都想讓

您去，您⋯�

　　淨空法師：世界各國，我現在國際旅行沒有障礙，我到哪個地

方去都不需要簽證，好處在這裡。但是我出去之後講經就耽誤了。�

　　丁嘉麗：講經耽誤了。�

　　淨空法師：所以這個太重要了，你說災難這麼多，大家這麼苦

，這經一天都不能停。�

　　丁嘉麗：一天都不能停的，對。我們全國各地，現在都在，基

本上很多家家戶戶在播您的《無量壽經》，二十四小時的播經供養

。�

　　淨空法師：好事情。�



　　丁嘉麗：那您說，就像您的化身一樣，就是您的分身一樣，是

否能達到化解災難？就是每家都放一個這樣機器，現在國內很多這

樣的機器。�

　　淨空法師：有，有這個力量�

　　丁嘉麗：有這個力量。�

　　淨空法師：因為他聽了之後他明白了，他至少這些罪業的事情

他不敢造了，這就是化解。少一個人造罪業的時候，災難就減輕一

分；多一個人造罪業的時候，災難加重一分。�

　　丁嘉麗：加重一分。�

　　淨空法師：不錯。�

　　淨空法師：如果衛星能夠落地，當然更好。�

　　丁嘉麗：衛星落地？�

　　淨空法師：落地是家家能夠電視上看得到。另外就是只要有電

腦就可以能收到，電腦可以收網路，網路可以跟衛星連接，我們都

是連接的，所以電腦可以收看衛星電視。我現在住在六和園，我那

裡就是用電腦收看衛星，收看華藏，我講的二十四小時不中斷的。�

　　丁嘉麗：那就不用安鍋了是嗎，師父？�

　　淨空法師：不需要安，你就用電腦就可以了，用個電腦線接上

就可以了，很清楚。所以這是好事情，一樣有效。�

　　丁嘉麗：一樣有效。�

　　淨空法師：一樣有效，如果實在沒有的話，用光碟，都很好，

盡量的用這些。現在我看到國內做的這個隨身聽，做得很好，而且

全部的《無量壽經》就在一個小機器上。�

　　丁嘉麗：《大經解》，這麼一個小卡，每個人基本上人手一個

。�

　　淨空法師：很難得，一千二百個小時，都在裡面，非常理想。



聽的時候聲音大一點，我們人聽，鬼神也聽。�

　　丁嘉麗：利益他們，自利利他。�

　　淨空法師：對，都能聽到，都能聽到。所以也可以說，聽的時

候打開，這個開放的時候，也合掌邀請這些小嬰靈都來聽經，都可

以。�

　　丁嘉麗：好，謝謝您師父，謝謝。�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在什麼情況下，男女可以行為？他既

然有這種行為，就有懷孕的可能，正常的也是如此。可是現在又有

各種各樣的理由、原因不能生。�

　　淨空法師：沒有理由。�

　　丁嘉麗：沒有理由。�

　　淨空法師：沒有理由，都是些歪理由。�

　　丁嘉麗：都是歪理由？�

　　淨空法師：對，不錯。�

　　丁嘉麗：不正的？�

　　淨空法師：都是不正的。換句話，就根本不應該幹這種事情。�

　　丁嘉麗：那就是說現在沒有人教我們這樣的標準，很多人認為

財色名食睡的享受，就是說一下子⋯⋯�

　　淨空法師：你要是告訴他，真正覺悟，財色名食睡的享受結果

是阿鼻地獄。你可以盡情享受，最後墮阿鼻地獄。�

　　丁嘉麗：就什麼理由都不能殺人。�

　　淨空法師：對，不可以。不但不可以，財色名食睡根本就不能

沾。�

　　丁嘉麗：財色名食睡�

　　淨空法師：都不要去沾。�

　　丁嘉麗：根本就不能沾。�



　　淨空法師：不錯，那地獄五條根。何必跟地獄去結緣？不要財

可以活得下去，生活清苦一點好，身體健康。色是可以離開的。�

　　丁嘉麗：色是可以離開的？�

　　淨空法師：可以離開的。名可以離開的，要名幹什麼？假名。

釋迦牟尼佛，國王的地位人家都肯捨掉，一生去做一個教員，窮教

員，他生活得多自在。�

　　丁嘉麗：所以叫萬惡淫為首。那師父老人家，可不可以這樣理

解，正常那種夫妻間那種行為，都要節制。�

　　淨空法師：可以行，要節制，是要節制。生育是什麼？生育為

下一代。�

　　丁嘉麗：生育是為下一代。�

　　淨空法師：對，這個重要。一定要把底下一代教好。�

　　丁嘉麗：你要對下一代負責任，不能隨隨便便。�

　　淨空法師：不可以。�

　　淨空法師：這個問題在過去沒有。過去是什麼？過去中國人沒

有一家不希望多子多孫，妳生得愈多愈好。�

　　丁嘉麗：興旺。�

　　淨空法師：對，家庭興旺。�

　　丁嘉麗：人丁興旺。�

　　淨空法師：但是現在國家制定這個政策，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他不許可。所以必須要遵守國家的政策，就盡量的要預防，預防工

作做好。萬一還是懷孕的話，能不能向政府提出請求，你說我現在

要殺這個小孩，佛家講有因果責任，這因果責任我要負，要負這個

責任，這個國家要不要負責任？我想統統都要負責任。�

　　丁嘉麗：統統都要負責任。�

　　淨空法師：都要負責任，不錯。孩子既然來了，他就能夠生活



，就能夠活下去。現在有很多人提出糧食問題，其他的一些問題，

說是我們要控制人口。這些問題聽到好像是有道理，其實道理不足

以服人。人到有福的時候，這個地上的五穀雜糧它會加倍的增長；

人到造作罪業的時候，五穀雜糧就會減少，就會有很多災難。所以

人還是以積德為重要。�

　　丁嘉麗：積德為重要。�

　　淨空法師：對。那小孩一定要好好教，小孩不教的話，那也是

重大的過失。�

　　丁嘉麗：不教都重大的過失？�

　　淨空法師：重大的過失。中國的文化幾千年來長治久安，實在

講家庭的貢獻是最大的。為什麼？每一個家庭都把小孩教好了，所

以人人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所以古時候做官舒服，各種行業裡

頭，最值得人羨慕的就是做官。做官清高，有地位，待遇也很不錯

，工作沒有，沒有案子辦，都是好人好事，哪有案子辦？一個月有

三、五件案子就不得了。哪有像現在，辦不完的案子？每一天堆積

辦不完，古時候沒有。所以《四庫全書》裡頭集部，一半以上都是

這些做官的人寫的文章、寫的詩詞，他沒有事情做，以這個來消遣

。所以你說那個時候的社會多美好！那是什麼？倫理、道德、因果

、宗教把人教好了。現在全部都不要了，人就學壞了。學壞了你怎

麼收拾他？人沒辦法收拾，那就上天來收拾。上天的收拾就是災難

。�

　　丁嘉麗：師父，我想請問您，過去古代的人很少有墮胎，人數

也不多，那現在這麼大面積每天這種殺這些胎兒，地球上人愈來愈

多了，這是怎麼回事？�

　　淨空法師：這就殺業造成的，冤冤相報。你愈殺，他就愈多。

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從前農作物沒有農藥、沒有化肥，東西



長得很好。你看現在用農藥、用化肥，那個病害蟲愈來愈多。應當

把牠殺了就沒有了，為什麼愈殺愈多？而且這些農作物的害蟲，抵

抗能力一次比一次強，殺不盡。�

　　丁嘉麗：殺不盡。�

　　淨空法師：不殺就沒有了，愈殺愈多。很明顯的，我們最近十

年，我們自己種菜，我們不用農藥、不用化肥。有沒有蟲吃？有，

很少，不多，不像你們想像的。而且我們跟小蟲還有溝通，我的菜

園劃一個角落，專門供養牠的，你們吃，都到這兒吃，那邊留給我

們。牠們很守規矩，牠就遵守條約，過一個田埂牠就不會去。鳥也

是這樣的。我在澳洲，我這個院子很大，種了有三十多種果木樹，

果實都非常好。鳥吃水果，我們跟鳥約了，指定幾棵，這幾棵專門

供養你的，你們都到那邊去吃。沒有指定的，得要留給我們。都是

非常有規矩，守信用，牠就不去，就留給我們。我們對供養牠的，

我們也很用心照顧，不是說隨便讓它自生，不是的。我們也給它，

我們是用堆肥，老辦法，這肥料堆肥。就是腐爛的一些菜葉花果，

堆到，挖個坑，大概三個月之後，它就發酵變成肥料，這個是土方

法，老方法。所以我們照顧很周到，都很感恩。大家在一起生活多

麼和睦、多麼圓滿，何必要互相殘殺？決定不殺蟲，不殺病害蟲，

不害這些小鳥。所以我們鳥好多，就像家裡養的一樣，非常自由。

我們這十年做出來了。所以宇宙之間沒有別的，要和諧、要和睦相

處，西方人這個學說弱肉強食，這是錯誤的，這是不對的。�

　　丁嘉麗：這是不對的。�

　　淨空法師：不對的，愈殺仇恨愈深，報復的就來了。不錯。所

以愈殺愈多，你不殺就沒有了。我們從農作物這個例子就很明顯的

能夠看出來，決定不能殺害。而且不殺害，來的時候，都是聖賢，

都是好人，投胎來的。那些頑皮搗蛋的他不會來。你這個一殺生，



他全部都來了。好人，好人不來了。�

　　丁嘉麗：逆子。�

　　淨空法師：對，好人不來了，社會亂了，好人不來了，來的人

都是搗亂的。�

　　丁嘉麗：萬萬不可墮胎。�

　　淨空法師：不錯，不錯。�

　　丁嘉麗：師父，我再有個問題，很多的孕婦，她通過醫院的檢

查，發現胎兒有異常，家裡和大夫都建議她墮掉這個孩子，您說她

該怎麼辦？�

　　淨空法師：念佛。�

　　丁嘉麗：念佛。�

　　淨空法師：對，三寶加持，縱然是，以一顆善心，純淨純善的

心，小孩子從報怨的也會變成來報恩的。�

　　丁嘉麗：念佛。�

　　淨空法師：對，我們要相信我們的意念。意念的能量非常之大

，最近科學家都提出報告，我們的念頭能改變自己、能改變宇宙，

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善念不能沒有，惡念決定不可以有。�

　　丁嘉麗：就是說他母親念佛，能把胎兒的這種轉變過來。�

　　淨空法師：對，不錯，胎兒的畸形會變成正常。�

　　丁嘉麗：畸形會變成正常，就念佛？�

　　淨空法師：對，對。真有這個力量，你說說山西小院，你們知

道這個例子，四十多個人得的癌症的，念佛就能把它念好了，不需

要醫療，不需要醫藥，念上三個月，再檢查沒有了。同樣的，畸形

的這個小孩會變成正常。�

　　丁嘉麗：謝謝您，師父。�

　　淨空法師：純淨純善的心。�



　　丁嘉麗：純淨純善的心。阿彌陀佛，謝謝您。感恩您，師父。�

　　丁嘉麗：那師父老人家，我懇請問您一下，就是說協會付出了

這麼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我們盡心的做這個節目，如果觀眾看完了

，如果他說他不相信，您說我們該怎麼辦，怎麼面對？�

　　淨空法師：這個不要去管他，不要放在心上，他能夠看懂，就

是說他的這個善緣現前。�

　　丁嘉麗：善緣現前。�

　　淨空法師：他看的時候不相信，這個是他的業障還沒有消除。

所以慢慢來，也許過幾年他業障消掉之後，他就能接受了。業障沒

有消掉，不能接受，我們自己也一樣。�

　　丁嘉麗：我們自己也一樣。�

　　淨空法師：當然了，你看我沒有遇到方東美先生之前，那業障

。也正好在那個時期，在早些年來的時候，我很固執，方先生說這

些話我未必能接受。所以人隨著年齡、隨著環境，他思考有變遷的

。他到能接受的時候，這就是業障減輕了；不能接受的時候，他業

障很重。�

　　丁嘉麗：那藉此因緣，我在這裡想向我曾經墮過胎的四個嬰靈

小寶寶，還有我累生累劫墮過的嬰靈小寶寶，我也代表全世界墮胎

的人們，在這裡深深的懺悔，我們誠心誠意的向小嬰靈菩薩們說一

聲對不起，無知的媽媽對不起你們，我們錯了，請原諒我們。也懇

請諸佛菩薩慈悲的加持那些無辜的嬰靈菩薩們，從今以後我們一定

要老實念佛，斷惡修善，把功德迴向給你們，希望你們聽話，乖乖

的跟我們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願天下永遠不再有墮胎的

事情發生。我們知道這個光盤會翻譯成各國語言，流通到全世界，

那我知道有很多無量無邊的小嬰靈菩薩們都啟請，希望能得到您老

人家的超度。現在我們想全世界有這麼多的嬰靈小菩薩們希望得到



超度，就啟請您大慈大悲，對這些小嬰靈們開示，怎麼樣能讓他們

離苦得樂？�

　　淨空法師：世出世間的聖賢，沒有一個不是從教學著手。所以

釋迦牟尼佛出世，開悟之後一生從事於教學，沒有一天缺課的，這

個我們從經典記載裡頭看出來，非常認真負責。為什麼要教？人不

教，你很容易迷在七情五欲當中。天天學，天天聽，慢慢的覺悟了

，七情五欲不是好東西，那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吃起來是很甜，後

頭是要命的。七情五欲裡面包裹的是阿鼻地獄、是餓鬼畜生，非常

可怕，所以一定要知道。佛為什麼要講經？不講經你不明瞭。現在

災難現前了，我們講什麼經？一定挑整個佛經裡頭最重要的一部經

典，真正對我們現前救急的一部經典，那就是《無量壽經》。所以

我在去年把《華嚴》停止了，《華嚴》講了四千多個小時，才講五

分之一，《華嚴經》講圓滿估計需要兩萬個小時，來不及了。所以

換這部經。這部經從頭到尾講一遍，大概要一千二百個小時到一千

三百個小時；換句話說，一天講四個鐘點，要講滿三百天。三百天

才一千二百個小時，可能還會超出一點。�

　　這個經對我們有大利益，讓我們真正覺悟，真正明白了，認識

自己，認識環境，認識宇宙，認識過去未來，認識西方極樂世界，

認識阿彌陀佛，知道自己如何回歸自性，回歸我本來是佛那個地位

，這經有這麼大的好處！所以一定要聽。其他的不聽可以，這一部

不能不聽。我是學佛六十年，講經五十三年，最後做的這個決策，

專門弘揚這部經。我說我活在世間，跟大家表個法，做個好樣子，

一門深入，長時薰修，我活一天就講一天。我的一生，六十年前章

嘉大師教我的，我把我自己捐獻出來，送給佛陀，我的一生佛陀安

排，不是我自己安排。我住在這個世間，哪一天走這都是佛菩薩安

排的。佛菩薩要我多住幾天，也可以，我也不會不願意，不會。佛



菩薩什麼時候要我走，我都很歡喜。我接受老師的教誨，心安理得

，很自在，一切佛菩薩安排。�

　　今天住在香港，也是佛菩薩安排的。佛菩薩怎麼安排的？這個

地方有個信徒，何澤霖老居士，我們認識三十多年了。我第一次到

香港講經，一九七七年，他每天都來聽，那次講了四個月，我們結

了這個緣。他老人家往生了，他把他自己的住宅供養給我，我沒有

想到，我沒有這念頭。在律師樓簽字，手續非常清楚，乾淨俐落。

這是佛菩薩安排的，不是我安排的。一生沒有住處，那現在有這麼

個住處，我就知道，佛要我在此地長住。我自己想在哪個地方長住

，不行。上次到台灣，很想在台灣，也是鄉下的地方，有個地方可

以住，簡豐文居士告訴我，我還拿了五、六百萬台幣，在那裡建一

個小房子。房子建好之後，不行，那個地方已經租借給大家做學習

的道場，租約還有兩年，要兩年之後我才能去住。那我就算了，我

就知道緣不成熟。沒有想到人家這個地方，這個小地方比那個地方

還好，比台灣那個地方還好，非常清靜優雅，佛安排的。我就把心

定下來了，哪兒都不去了。香港有災難，我不會離開；香港沒有災

難，我還繼續講我的經，我一天都不會空過，這就對了。所以這是

佛陀的安排，一生順從佛陀。�

　　丁嘉麗：師父老人家，感恩您的大慈大悲，感恩您的慈悲開示

，您辛苦了。通過您的開示，讓我們了解了事實真相，避免以後犯

更大的過失，讓殺子悲劇不再天天上演。通過您的開示，也讓我們

了解世界墮胎亂象的根本原因，指出回歸幸福本源的道路。師父老

人家，請允許我代表社會大眾，代表曾經墮過胎的人們，特別是被

墮胎的嬰靈小菩薩們，至誠的感恩您。謝謝師父。�

　　丁嘉麗：師父，我在這裡代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世界墮胎的嬰

靈小菩薩們，禮請您老人家給他們做三皈依。�



　　淨空法師：好，這個地方大家已經預先準備好一份皈依證。�

　　丁嘉麗：這是小菩薩們，他們想得到您老人家的皈依。�

　　淨空法師：這是一個皈依證，我在這裡念一遍。皈依三寶證書

，「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

兩足中尊，皈依達摩，離欲中尊，皈依僧伽，諸眾中尊」。這個要

念三遍。「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皈依

佛陀，兩足中尊，皈依達摩，離欲中尊，皈依僧伽，諸眾中尊」。

「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兩

足中尊，皈依達摩，離欲中尊，皈依僧伽，諸眾中尊」。這念三遍

。「茲有全球墮胎水嬰靈菩薩，至誠皈向三寶，禮請淨空法師為三

皈證明阿闍黎，更取法名曰妙音。從今以後，盡此形壽，誓依佛為

師，誓學法藏，誓敬僧眾，於佛教誡，信受奉行。三皈證明阿闍黎

淨空」。這個皈依的儀式，這是一個總的，全球，往後我們每天都

要給你們做皈依。為什麼？每天是當天的，當天被墮胎的這個水嬰

靈，每一天全球都有，所以每一天都給你們皈依。每一天這個世界

上，殺害的那些動物，被殺的、被吃的，不知道有多少，我們每一

天也要為牠們皈依。我在講經，每一堂經，都把講經功德迴向給大

家。希望大家認真聽經，聽經覺悟，發菩提心，一心專念阿彌陀佛

，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在極樂世界聞法修行，圓滿成就佛陀。謝謝

大家！�

　　丁嘉麗：無限的感恩師父，感恩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