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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了凡凡四四訓訓大大意意親親聞聞記記  
  

淨空法師講述  劉承符居士筆記 

 

淨空法師於一九九三年四月二十八日在加州德安乍(DEANZA) 學

院講了凡四訓大意，為期五日，承張德聲居士寄贈錄音帶五卷，恭聽

之後，摘要記錄，供養讀者。 

各位同學 ： 

今天我們研究袁了凡先生家庭四訓，這篇文章從明末一直流傳到

現在將近四百年，其價值幾乎等於經典。佛經是由真如本性中流露出

來的，這就是一般人所說的真理。真理永恆不變，超越時空。此四篇

文章亦如此。淺者見淺，深者見深，絕不是由思考中想出來的，而是

由真性中流露出來的。同時又搭配他幾十年修學的心得與經驗，故能

有如此普遍廣大的流傳，給後人真實的利益。往淺裡說，它能改造個

人的命運，深一層講，它給大乘佛法奠定了非常深厚的基礎。 

印光大師的序文非常好，開頭說：「聖賢之道，唯誠與明。」這兩

句話把世出世間教育的精髓一語道破。人生在世都被命運所支配，如

果知道事實真相，即可主宰命運。大師前面兩句話的重心即「誠與明」。

佛四十九年說法與孔老夫子教誡我們的也是這兩個字。孔子教學的對

象是人道，佛教化的範圍是九法界，誠與明在境界上比孔子說的廣泛，

若言其根源即佛家的三無漏學。「誠」屬於「戒定」；「明」屬於「慧」。

迷即凡夫，明則為佛菩薩，世間法的成就亦建立在誠與明。大師說誠

之一字，凡聖同具，而凡夫不去用它。誠即真心，不誠即妄心。佛說

真心離念，心中無念頭即是誠。但不要誤會，了凡先生與雲谷禪師坐

了三天三夜，一念不生，但雲谷仍說他是凡夫。金剛經說:「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若只有應無所住，就落入外道的無想定，其果報在無想

天，出不了三界。無念是無妄念，非無正念。六根仍有廣大圓滿的作

用，也沒有邪念。對境界無分別無執著，了了分明，清清楚楚，謂之



 
 
了凡四訓大意親聞記 
 
 

2 

正念。心經講「照見五蘊皆空」，用照字，即非思維想像。大師又說誠

是本有，而今失掉，把它恢復叫修德，本有的叫性德。恢復的方法要

覺要察，覺是醒覺，由內心覺悟，察是對外面之觀察。修學的三大綱

領是覺而不迷，正而不邪，淨而不染。迷、邪、染是凡夫，覺、正、

淨是聖人。覺是決定不能有雜念，時時刻刻保持自己的清淨心上這是

很難修的。對人對事對物非常複雜，如何保持清淨心乃是真正的工夫。 

人有過去現在未來，依佛經所述，釋迦佛時代，人壽百年，以後

每百年減一歲，算到現在，人的平均壽命應為七十歲。這幾十年的壽

命，極為短促，而未來的時間無限。聰明人不計較現在，假如今生為

名聞利養所牽掛，將來後患無窮，應時加警惕，如何起心動念，處世

待人，以及言語行為是否有違於情理法之處，應即檢點自己習氣過失，

力求改正，此謂之修行。修行不在形式而在內心。若是坐在佛堂，敲

著木魚，念佛拜佛，而心中胡思亂想，甚至於貪瞋痴慢依舊未減分毫，

非真修行。印光大師一生，生活清苦，作到了與人無爭，於世無求。

他勸人閑邪存誠，老實念佛，對人一無所求，可見其所說的都是真心

話。我們對於先賢要認識其人格，先建立信心，一分誠敬得一分利益。

大師又說：「然作聖不難，在自明其明德。」明德即誠與明。此是性德，

真性之流露。在序文小註云：「明德指在聖不加，在凡不減，人人本具

照耀天地之真心。」大師說教是依儒家之修行次序，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講格物之物字指物欲而言，與佛家

所說斷煩惱右同一意，均為修行之根本。離開物欲乃真解脫，自由自

在，不再受煩惱的束縛。 

致知是破所知障，心中若有妄想，真智慧即不能現前。格物最後

得定，亦即是誠。致知的效果是慧。一定要從斷煩惱下手。用何種推

動力使學人努力修學，精進不懈，乃是一大前提。世人熙熙攘攘，奔

波勤勞，其推動力是為名為利。佛教我們放棄名聞利養，聞之嗒然若

失。因為眾生不了解事實真相，不知道名利是假的、是虛幻的，所以

學佛人多而肯認真斷煩惱者，並不多見。菩薩以大願心為推動力，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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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邊誓願度，幫助一切世人出於苦難。這個偉大動力可使他們能斷

一切煩惱 修學一切法門。 

每人都希望幸福快樂，安康自在，如照佛法之教誡行之，一定可

以得到，因果報應，如影隨形，作善必有善報。但須參考了凡在四訓

中所說之積善之方，他說善有真假、端曲、正偏、半滿之別，為善必

窮理，否則行無益。例如用私曲心打著佛教幌子，興辦佛事，暗中得

到名聞利養，可能一時收穫頗豐，而後面的苦報不堪設想。 

凡夫之煩惱千差萬別，有人貪心重，有人瞋恚心重，有人貪名，

有人圖利。斷煩惱如治病，須先治重的症候，大病治好，小病就容易

辦了。煩惱斷，心中清淨，然後再廣學多門。學一門，心可專，多則

雜亂。 

心正、言行自正，若心不正，言行雖然儘量掩飾，也會被人看穿。

學人應把所學聖教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絕不起絲毫自私之念。大師在

序文中又講：「克己復禮，主敬存誠」。這是修學的綱領，克己復禮是

手段，主敬存誠是法則。己是私慾，禮是性德，亦即王陽明先生所說

的良知良能。主與存同義。誠是內在的真心，敬是表現於外的恭敬。

華嚴經十大願王第一條禮敬諸佛，佛包括過去現在未來佛，未來佛就

是我們尚未成佛的眾生。諸佛禮敬九法界一切眾生，而眾生不知道禮

敬諸佛，諸佛當原諒我們無知。至於如何才能作到克己復禮，主敬存

誠，具體而言必須用顏子的四勿與曾子的三省。四勿是「非禮勿視，

非禮勿聽，非禮勿言，非禮勿動」。如真能明白這四句的意義而且真能

作到，修持三年即可成聖成賢。 

禮、前面已經說過，就是性德，就是合法如法，其絕對的標準是

三福、六和、三學、六度、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相對的標準是世間的

風俗習慣，法律規章，以四攝法隨順世俗，如何將此絕對與相對標準

相輔相成，乃為當今的重要課題。佛法不能普遍推廣，其最大障礙即

此兩種標準不能調和。有人學佛之後要去當古人，與現代人格格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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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視之亦覺其不能隨群，互有矛盾。佛法的原理原則，萬古常新，

沒有時空的限制。至於手段與方法隨 

時適應於每一時代。換言之，絕對的標準不變，相對的標準可以

隨時在變以適應各地區各時代眾生的需要。 

曾子的三省：「為人謀而不忠乎？與朋友交而不信乎？傳不習

乎？」這三句話適用於每一個人，無論士農工商，凡是天天外出工作

者，應檢點是否盡心負責，把一份工作作好，對社會國家以及一切眾

生有無盡到應盡之責。在家庭中，無論家長或主婦，照顧一家人，是

否作到盡善盡美？這全包括在為人謀而不忠乎一句範圍之內。交友本

來是志同道合之結合，應肝膽相照，絕無詭曲之心。美國講信用是建

立在法治的基礎上，佛教的信建立在性德上，自動自發，無人無制。

傳不習乎？對老師的教誡有無認真學習，依教奉行。不辜負父母師長

的期許，天下親師都希望子弟將來成聖成賢，至少也是正人君子，事

業有成，並不願意子弟作奸犯科。 

大師講到修學的次第，完全引用儒家術語，年歲稍長者都讀過四

書五經，讀大師文章倍覺親切，且其意義與大乘佛法完全相應。他先

從格物開始，革除物欲，離開五欲六塵，生活樸素節儉，妄念少，心

地清淨，快樂自在。反之、若追求奢華，填補欲望，生活必受壓力，

活的好苦。以美國而言，起碼的生活並不困難。衣能禦寒則可，不必

求時髦。食能得到營養，無須大魚大肉。住家更不需要豪華。有人為

我參觀其住宅，建築高雅，設備講究，確實不錯，但我覺得房主人太

可憐了。清潔打掃，整理花園，吸塵除草，一天到晚作房子的奴隸，

誠愚不可及。學佛果能突破物欲，即能得人生最高的享受，無絲毫壓

力、牽掛、憂慮，作自己最喜歡作的事，讀自己最喜歡讀的書，心清

淨，煩惱少，自性裡本有般若智慧自然透露出來，此為根本智，再按

照外面境界，眼一看就清楚，耳一聽就明白，此為後得智。性德透出

來謂：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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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單有誠而無明，單有定而無慧，屬小乘定。單有慧而無定是

狂慧，乃八難中之世智辯聰。真智慧非由研究經典思考而來，是自性

裡自然流露。一看佛經與我自己的意思一樣，乃真智慧。下手一定由

斷惡修善開始。善惡的標準應先了解，凡是為己者皆惡，念念增長我

執，永遠在搞六道輪迴。樣樣不為自己而為眾生，不但超越三惡道與

人道，而且超越天道。念念為眾生是善，善必有善報。「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欲知來世果，今生作者是。」把這種事實搞清，知道一

生遭遇是果報，決不怨天尤人。讀誦了凡四訓之後，即知了凡先生改

造命運之法根據的理論所在。 

作一個佛弟子乃無上光榮，必須作到「行為世則，言為世法」。一

舉一動為世人的模範。如是則佛法那有不興旺，那有不被社會大眾尊

重的道理。今天佛法未能普遍推廣，乃是我們講的是一套，作的又是

一套。能說不能行，使大家瞧不起。甚至於所講的與所作的完全相違

背。勸人修善，而自己作惡，不但自身墮落，也破壞了佛教的形象，

這個罪過可太了。 

在中國大陸有許多佛教徒聽過我的錄音帶。當我去北京時都想來

見我一面，信徒很多，場面很大。可惜大家不知遵守秩序，爭先恐後，

亂遭遭地把我包圍。我於是乎大聲告訴大家保持肅靜，不然把佛教形

象被壞了。外面人不知發生什麼事情，警察都來維持秩序。甚至於還

有人請我簽名，拿我當作明星。過去朱熹先生到寺廟參觀，正趕上過

堂用齋。朱熹一看，一點聲音沒有，秩序井然，他說：「三代之禮，盡

在是矣。」 

了凡四訓一書，按照佛經序正流通三分法分之，立命之學為序分，

改過積善為正宗分，謙德之效為流通分。第一篇立命之學，內容最主

要的一點，說命運是真有，述明事實真相，有理論的根據。一開端他

先說他自己的一段故事，童年時遇雲南孔老先生，為其推算一生命運，

最初纖細皆驗，說明人的命運可以用數運推算休咎。中國一般的算命

看相占卦均發源於易經，易經是高深的數學又是哲學。由數理算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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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福，榮辱休咎，多有靈驗。推理 

是比量，有時也會推錯。最正確是現量，現量由禪定產生。甚深

禪定中，時間空間的界限都消失了，過現未融成一片能親眼看到，一

點不會有錯。孔先生對皇極經頗有研究，得邵子皇極數正傳，其推算

之術相當高明。為了凡先生批算流年大運極為準確。各位同學仔細看

完立命之學一章後，方知人的一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他算了凡

每年收入的俸綠，絲毫不差。每歲考試，考第幾名，作官作到什麼階

級，在最初二十年一一悉驗。他乃恍然大悟，人的一生命運已經定了，

無可奈何，打妄想也沒有用。後來他到北京一年多時間，終日靜坐，

不讀書，求個心安理得。次年南歸，到南京棲霞山訪雲谷禪師。雲谷

禪師當時很有名氣，也很有道心。他與禪師在禪堂中坐了三天三夜，

不瞑目，禪師對他肅然起敬。對他說：「凡人所以不得作聖者，只為妄

念相纏，汝坐三日，不見起一妄念何也？」他答覆道：「我的一生命運

已被孔先生算定，榮辱生死皆有定數，打妄想也沒有用。」雲谷笑著

說：「我原來認為你是一位豪傑，其實仍然是個凡夫。」 

談到禪定工夫，佛經裡說得非常透徹。了凡的定功三天三夜不起

一妄念乃小工夫，倓虛大師開示，禪宗工夫好的一坐半個月不出定，

再如色界天無色界天，以至於非想非非想天的禪定有八萬大劫之久，

已非按年數計算，如此甚深禪定還是不管用，因其仍有妄念，不過是

伏著，還未斷根，如定功失掉，妄念又起，所以天人也是凡夫。有妄

念仍落在數裡，逃不出命運之支配。若修到羅漢才真無妄念，稱為第

九次定，又稱滅盡定，滅盡了妄念，超出三界，謂之聖人，已不是凡

夫。 

了凡最初二十年的經歷興與孔先生推算的行運完全符合，所以他

認為命有定數，數不可逃，亦未作大善大惡之事，乃是一位標準凡夫。

雲谷禪師告訴他說：「命由我作，福自己求。」命運是自己造的，佛事

門中有求必應，求富貴得富貴，求男女得男女，求長壽得長壽。佛教

經典中如此說，豈能誑語欺人。況且淨宗經典是求永遠不死，無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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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佛都能求，何況其他。應知一切造作都離不開心，動作言語皆

以心為主宰。一念善即得善果，一念惡即遭惡報，他引用六祖大師的

話：「一切福田，不離方寸，從心而覓，感無不通。」我最初同李老師

學佛，他告訴我，講經說法不容易，只靠經教不行。如想通達世出世

間一切學問，不要說現代學術以及外國與籍，即以中國古老的四庫全

書而言，亦無法偏閱。我曾向台灣商務印書館訂購一部，該館經理對

我說，一個小孩一生下來就看這部全書，活一百歲，到死還看不完。

何況 

大藏經以外之佛學典籍亦不少於大藏經之數量。一生中不能通達

世出世間一切學問，如何能講經說法。光靠讀誦研究不能通達，要用

至誠感通之法。自古以來佛門裡代代相傳的就是這個法門。孔孟之學

亦用此心傳，所謂「一經通－切經通」，非文字通、義理通，而是以「真

誠心」感通。世出世間－切法都是由心性中流露出來。大師說主敬存

誠。內真誠、外尊敬。普賢十大願王第一個是「禮敬諸佛」。一即一切，

這一個敬字即包括後面九個願王。 

從心性中求，無不可得。最初了凡還有疑惑，認為道德仁義可以

力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功名富貴由心性中求亦能求得，如由外面

求，即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仍在數中。兩個人同樣求發財作生意，

一個發財，因其命中有財，一個賠本，因其命中無財，還是逃不出命

運。如由心性中求，內外雙得。你必須知心性是什麼？在有情眾生方

面叫佛性，在無情方面叫法性。外面萬事萬物均是由心性變現出來，

由性中求，求功名富貴，求兒女，求長壽，求羅漢果，求菩薩果，求

無上佛果，均能得到。不但其道德仁義成就，其外在的榮華富貴亦得

到了。華嚴毘盧遮那佛之依正莊嚴，世無倫比，是其性德自然流露。

有人懷疑，生活儉樸為美德，而佛的依正二報那樣豪華，黃金為地，

七寶宮殿，豈不太奢侈了嗎？其實佛也不要這些，而是由性德自然流

露，不是自己有意如此。 

真修行就是修定、修清淨心、修真心、修菩提心。中國在過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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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在家出家，皆由先斷一切知見入門，現在由廣學多聞下手，完全不

同。民國以來把古老的教學方法完全捨棄，民初唐大圓先生寫了一篇

文章，暢述此項改革之非，頗有見地。從前是先求根本智，即清淨心，

亦即儒家所說的正心誠意。至於修齊治平是後得智。現在學西方人，

沒有根本智，那裡來的後得智，所以兩種智慧全失掉了。現已根深蒂

固，對古老的教學方法已很難接受。古人教學，儒家教小學生，先教

識字，念三字經、百家姓，然後讀四書五經，只是背誦，並不開講。

使學生心中清淨安祥。佛教之教學方法類同，一出家頭五年學戒，遵

守老師的教誡，祖祖相傳，先求心之清淨，心要空要寂，空是沒有一

樣東西，本來無一物。寂是不要動，不要胡思亂想。各宗派用的方法

不同，禪宗修禪定，用觀心之法，不打妄想，也不能不想，什麼都不

想叫死定枯定，修成功就變成外道的無想定。教下是讀經，不論經文

長短，念得字字清楚，句句分明，不許思維經中義理，一研究即是打

妄想。何以言之？舉例說，金剛經與法華經的古德註解不下一百多種，

每種都是打妄想思考出來的。如果是如來真實義，應當只有一個，何

以有如此之多，且不一樣？因真實義是沒有意思，無言說。古大德的

註解只能幫助啟發學人的後得智，但是沒有根本智，那有後得智。佛

知道後世修行人契入佛法困難，所以說出四依法，其中之一是依法不

依人。法是佛經，人是古德註疏。依經就對了，依古德注疏可能有偏

差。今天知道此項事實者不多，往往一開端就把路子走錯了。 

學經教只能受持一種，如楞嚴或法華，每天讀誦一遍要五六小時。

讀經是修定，有三五年功夫必見功效。讀經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

華嚴說：「行步不礙圓融，圓融不礙行步。」行步依次第學習，圓融不

涉次第。讀經是圓修，不讀經時，處世待人接物是次第修。五年學戒

是奠定戒慧基礎。戒學總綱領是「諸惡莫作，眾善奉行」。定學綱領是

「自淨其意」。慧學綱領是「般若無知」。心經最後結論是「無智亦無

得」。得到根本智，然後應用於 

日常生活中，六根接觸六塵境界，無所不知，見色聞聲不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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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裡無界限，無分別，無執著。因無隔礙接觸任何境界都知道它的前

因後果，因為心量是橫遍十方，豎窮三際，此古時教學法之特色。 

孔先生為了凡算命，在功名方面不能中進士，一生無子，壽命只

有五十三歲，官居七品。了凡非常誠懇，他說自己毛病很多，第一不

耐煩劇，器量小，不能容人，刻薄傲慢，輕言妄談，福薄之相。其次

自己有潔僻，好發脾氣，又過份愛惜羽毛，不能捨己為人，多言耗氣，

喜飲酒，喜長夜靜坐。有此種種毛病，不能有子。了凡勇於認錯是其

可取處。 

四訓小註中有一段說：「大修養人除欲淨盡，心境空明，更無陰氣

足以覆蓋，常在定中，智光湛然，永斷睡相，此聖境也。」修學一定

要如道自己的能力，達不到的勿勉強去作。如了凡之徹夜長坐，即禪

宗講的不倒單。這要很好的工夫，要私欲斷盡，名聞利養五欲六塵都

沒有，心中無一物，自性裡的般若智慧透出來，光明偏照，可以不倒

單，否則坐著睡那有躺著舒服，真有工夫，坐幾分鐘即可以恢復精神。

佛門中有兩種現象，一個是不倒單，一個是持午。大多數人自不量力，

目的在求恭敬供養，完全錯了。身體即一副機器，要靠能量，能量不

足，毛病就來了。能量百分之九十都消耗在打妄想上。我們念佛人修

當生成就的法門，經上並沒有叫我們日中一食，夜不倒單，所以不必

標榜這些。 

雲谷又說：「世間享千金之產者，定是千金人物。享百金之產者定

是百金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不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

毫意思。」這是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從歷史上看，可以得到證明，

捨己為人，累功積德者有三個人，第一個是孔老夫子，有教無類，以

真誠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教化眾生，其學生代代相傅，弘揚夫子之

道。二千年來孔氏子孫歷代受到世人擁戴，孔子在世時並非有顯赫地

位，一普通百姓而已。其世代子孫託生孔氏家中定是其前生積德修善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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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按】法師說中國歷史上捨己為人者有三個人，但只說了孔子

一人，其後二人未曾提及。在下猜測第二個人應為范文正公，作宰相，

一生不置產，所得俸祿均施諸鰥寡孤獨。後世子孫簪纓不絕，直到民

初蘇州范家後人都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雲谷禪師對了凡說：「如想功名兒女，要把無功名沒兒女的業因消

除，改過刷新，才能有求必應。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包荒就是能

容人，所謂量大福大，不能容人，沒有福報。自己沒有福報不怕，怕

的是不積德不修善。我見過很多人，年輕時高官厚爵，飛黃騰達，到

五六十歲下台之後，困苦不堪。真正享福要在晚年，青年得意時，多

作布施，捨掉之後，其命中福報仍在，到晚年又發了。佛說富貴、聰

明、健康長壽是由財、法、無畏三種布施得來。 

我初學佛時，朱鏡宙老居士送我一本了凡四訓，讀過之後非常感

動。年輕時，我的福氣比了凡還薄，習氣比了凡還重。有人給我看相

算命，都說我很聰明，福薄，壽命到四十五歲。學佛的時間表我就訂

到四十五歲，到四十五歲那年害了一場病，知道時間到了，也不看醫

生，只念佛求往生，結果不藥而癒。有一年台北舉辦仁王護國法會，

在會中遇到甘珠活佛，他把我叫到一邊，對我說：「從前我們都在背後

笑你，你福薄又短命，你現在變了， 

將來福很大，壽也很長。」我前生大概修慧不修福，所以今生聰

明有，而福報一點沒有。現在的境遇都是今生修的。 

我有一位老友劉延武先生，去年過世。多年前他曾一度貧困潦倒，

一家七口有五個小孩，幾乎活不下去。我給他一本了凡四訓，叫他學

了凡先生。後來五個小孩有四個博士，晚年完全改變過來。他非常感

激我，說我救他一家。其實我不過送他一本書，他肯認真改過積善，

扭轉了自己一家的命運。 

佛門常講乘願再來，大家都認為生西以後，再倒駕慈航來世度生，

謂之乘願再來。其實當前即可作到，我們都是受命運支配，如果斷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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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善，積功累德，利益眾生之願超過自己的業力，現在就是乘願再來，

已經是願力身而非業力身。這種轉變完全操之於自己手中，與佛菩薩

上帝鬼神並不相干。起心動念只想到世人的苦難，眾生的迷惑，希望

社會國家長治久安，自然福慧日增，不求而自至矣。我們雖然力量有

限，不能沒有這個心，存此大悲心，感應不可思議。 

雲谷禪師說：「易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聖賢之教是為君子，世

人只有君子善人才能接受聖教。並不是聖賢有偏愛，不肯施教。他又

說：「凡祈天立命都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就是要由清淨心中求感應，

真誠恭敬心中無界限，如起了一念妄心，即有是非人我變為窄小。清

淨心盡虛空偏法界與佛菩薩天地鬼神感應道交，冥冥中得到加持。 

以上是雲谷禪師教他改造命運之法，即所謂立命之學。雲谷禪師

舉一個例，說明真誠之意義，道教有畫符之說，畫符要一筆下來畫到

底，心中不能有雜念才靈，心中真誠能與天地鬼神感應道交。念咒也

是一樣，念咒時不得有妄念。佛法中許多咒語為鬼神言語，雖寫成梵

文，印度人也不懂。代代相傳，其音已變，縱然特誦的音調不正確，

只要誠心亦有感應。大悲咒只有八十四句，持誦時如不打一個妄想亦

不容易，其實「阿彌陀佛」這一句也是咒，最短最易持，果能以清淨

心念佛，功德無量無邊。 

世出世間一切法，凡用妄心均不能成就。儒家正心誠意，修齊治

平，基礎即在一「誠」字。由事上下手應先修身，把不正確的思想言

行糾正過來，只驀直行去，認真修行，用平常心對待，不必問收穫。

佛法叫人發願廣大無邊，但不可急於求功，或預計如何如何，如此則

落到意識心上，全是妄想。清淨心能生福德智慧，所以求乃是向自性

中中求，而非向佛菩薩求。 

道理明白了，作起來並不簡單。平生妄想習氣太重，不易斷除，

不容易接受聖教，往往半信半疑。佛度有善根的人，經中說佛不能度

無緣之人。無緣之人就是無善根福德之人，他不肯照佛法去行。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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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世累積的，福德是對聖教肯信受奉行，因緣是此人一生有無遇到

正法。善根福德因緣同時成熟，這一生就有得度的機會。此三者俱足

不容易。 

了凡先生粗念沒有了而還有細念。雲谷禪師又教他念準提咒。古

德說：「念經不如念咒，念咒不如念佛。」六字洪名最易受持。如大勢

至菩薩在楞嚴會上所說：「都攝六根，淨念相繼。」在初學時可用念珠

記數，起初不妨定得少一點，慢慢增加，不懷疑，不夾雜，念到純熟

時，念而無念，無念而念，自有感應。縱有感應亦不必管它，一喜歡，

心就不淨。了凡接受雲谷之教，認真修學。後來聽到雲谷說，功名可

求，他又心動了。他原來的號叫學 

海，希望廣學多聞，自從受教以後，又將學海改為了凡，取「明

了凡間事」之義。以前只知命運既經算定，無可奈何，似頗消極。用

功以後神智清醒，變為積極。存心改過自新，斷惡修善，念念中不敢

得罪天地鬼神。用現代術語說，就是怕輿論的指責，若是作了虧心事，

沒有臉見人，頗有警惕之心。西方極樂世界的人，從下下品到上上品

與阿彌陀佛的能力一樣，都是天眼洞視，天耳徹聽。我們天天想生極

樂世界而仍然存壞心作壞事，豈不叫西方人看笑話。有人瞋恨我、毀

謗我，以前不能忍受想報復。現在能忍受而且歡喜忍受，因為道理明

白了，有很大的轉變。真心修行之後，孔先生所算的命運就不靈驗。

某年禮部考科舉，孔先生算他該中第三名而了凡考第一名，行善初步

效果已驗。但他言行方面缺點仍多，行善不夠，救人不徹底，口仍有

過，醉酒後仍亂心，過多於功。曾發願行三千善事，行了十幾年才圓

滿，設無堅固信心，勇猛精進，可能半途而廢。後又發願再作三千善

事求子，命本無子，全家行善，四年五千善事圓滿，即連生二子。然

後再求中進士，許願作一萬件善事。他在河北省寶坻縣作縣長，每天

行功過格，有一夜晚夢見一神仙，對神仙說：我許一萬件善事，不易

完成，頗為發愁。神仙說：只減糧一節，萬行俱完。醒來之後，想想

確有減糧一案，但仍然猶疑不決。恰好有一位幻余禪師由五台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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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凡即將夢中之事請教禪師，請為印證。師告之曰：「善心真切，即一

行可當萬善，況全縣減糧，萬民受福乎！」他聽後心安理得，又用自

己的俸祿在五台山齋僧，打萬僧齋，其中如有得道的高僧，受其供養，

功德很大，對一般僧眾亦因而結個善緣。孔先生算他五十三歲即無壽，

他寫此四訓時在六十九歲。晚年命運完全改變過來。 

了凡有幾句話很重要，他說：「凡稱禍福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

若謂禍福惟天所命，則世俗之論矣。」又說：「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

蓋父母之愆。」想到自己的祖先，要光大祖先之德。人非聖賢，熟能

無過，如父母有過失，不可到處宣揚，屬大不孝，應知有所愆蓋。佛

門也一樣，遠要發揚光大佛菩薩對一切眾生教化之德，近對老師要尊

重護持，老師尚未成佛，難免有過失，如宣揚老師的缺點，他教化此

一地區必有障礙。學生對老師有幾分恭敬就得幾分利益，有恭敬才能

依教專行。若常說老師壞話，不但使人瞧不起你的老師，也瞧不起你

這個學生。更有甚者，許多學生退失道心，這個因果可負不起呀。此

種愚人到處都有，我到各地講經，也有道友講其道場及法師的是非。

我的態度對任何這場與法師只有讚歎，使大家生歡喜心。只要這位法

師的是正法，即應護持。至於其私人生活方面有點小缺陷，對大家修

學並無妨礙，何必多加責難。如有不如法者，不讚歎而已，不必談其

過失，更重要的不與眾生結冤仇。君子絕交，不言人過。 

「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福。」應常常懷念在心。「外思濟人

之急，內思閑已之邪。」閑是防範之意，防非止惡。每天要反省自己

的過失，一天認為沒有過失，這一天就空過了。只有佛沒有過失，連

菩薩都還有一品生相無明未斷。改過是真正修行，不覺悟如何能改，

一定發大勇猛心。一般人知道自己的過失，但是沒有勇氣改，因循苟

且過日子。在學業上在道業上不能發覺自己的過失，如聽到旁人說自

己的過失，聰明人感激之不暇，一定以恭敬歡喜心欣然接受，有則改

之，無則嘉勉，切勿與人辯駁。歷代帝王中唐太宗確有過人之處，有

人說太宗的過失，其實是誤會而非太宗之過，太宗並不以為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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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嘉獎他。太宗說：如果我處分他，以後沒人敢說我的過失了。 

在第一篇裡我們明白命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事實真相搞清楚後

就要談到如何改過積善，以轉變命運。了凡先生引用古代典籍春秋國

語裡所載，說明一個人在吉凶禍福將要來臨時，事先必有預兆。古時

候有，現在也一樣。只要冷靜觀察都可看到。大體上說，心地厚道會

有福報，刻薄寡恩者，縱然眼前得意，難保一生不遭災難。福之將至，

由其善心善行可以預知。災難來時亦能預先看出，其心不善，其行不

善，必有災禍發生。明白此理，若想常享幸福，遠離災禍，必須改過

積善。改過是因，遠離災禍是果，積善是因，幸福是果。如在一生中

不能安身立命，這一生就白過了。佛法的基礎建立在因緣果報上。了

凡四訓等於觀經三福之第一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不殺，修

十善業」之詳細說明。觀經三福佛講的明白切要，在結論中說，此三

條是「三世諸佛淨業正因」。一切修行成佛之人，非一個法門，各各法

門均可證得無上佛道。法門雖多，但均建立在三福的基礎上。李老師

說過，念佛人多，能生淨土者不過萬分之三五，其原因是三福的基礎

未能打好，心行習氣毛病不能革除為其主因。 

說到改過，了凡先生提到三點，第一點發恥心。古人說知恥近乎

勇，知道自己不如人，必須發奮努力迎頭趕上。諸佛在無量劫前興我

們一樣，同是凡夫，他們今天成佛，我們仍搞六道輪迴，此是事實。

今天聞到佛法，能發一念歡喜之心，皆是過去生中種的善根，決非偶

然。真正發心求生極樂世界者，其善根決定超過無量壽經中所說的阿

闍王子。因阿闍王子曾經親近並供養過四百億佛，而聽到佛說無量壽

經尚未下定決心往生淨土。可知我們學佛不只這一生，過去生生世世

無量劫都在修，修到今天，人家成佛，我們還搞生死輪迴，覺得慚愧

可恥極了。如能常常反省，自然勇猛精進，真正回頭。 

第二要發畏心，即敬畏之意。騙人容易，騙自己也容易，騙天地

鬼神可不容易。大多數鬼神都有五通，其能力大小不同。鬼神有他心

通，我們心裡想什麼，他都知道，因為一想心裡就有一個相，鬼神就



 
 
了凡四訓大意親聞記 
 
 

15 

能看見。無量壽經中說的最詳細，凡往生西方者，從上上品到下下品，

其神通能力幾乎與阿彌陀佛相同，鬼神都不能比。有人懷疑，我們一

身業障，何以有如此能力？其能力之來源有二：一為報得，鬼神的神

通亦為報得。二為阿彌陀佛本願威神之加持。我們很小聲說話，怕人

聽到，西方人早已聽到，起心動念無法瞞過西方人。 

恥心是慚愧，知道對不起自己。良心是惟恐對不起人。了凡先生

說：「古人有一生作惡，臨死悔悟，發一善念，遂得善終。謂一念猛厲，

足以滌百年之惡也。」這話當真。觀經中之阿闍世王受提婆達多之教

唆，行五逆十惡之事，臨終真正懺悔，念佛求生淨土。是上品中生。

造五逆十惡尚能生到如此高的品位，一因其一心念佛求生淨土。一因

其臨終懺悔出於至誠。善導大師說：上三品是發大乘心念佛者，發菩

提心，一心專念。中三品是世間修善之人。下三品是造惡之人。念佛

法門確是三根普被，利鈍全收。懺悔心真，懺悔力大，一回頭即證得

很高的品位。 

第三要發勇心。人皆有慚愧心，因無勇氣不能改過，只是因循，

把時光空過，道業不能成就，非常可惜。在修行中一般通病即昏沈與

掉舉。一用功即打瞌睡，念佛堂在止靜時常有睡覺者。掉舉與昏沈恰

好相反，心裡七上八下，一想用功，妄念特別多，其實妄念本來就多，

平常不覺得而已。佛在世時，弟子阿   樓馱(即阿那律)尊者聽佛講經

時打瞌睡，佛呵斥他說：「好睡像蚌蛤一類，一睡一千年，不知佛名字。」

他聽了非常慚愧，發奮修行，七晝夜不眠，用功過猛，把眼睛搞瞎。

佛教他修見光明的禪定，結果他得到天眼通，在十大弟子中天眼第一。 

改過一事了凡舉出三項法則：第一從事上改，第二從理上改，第

三從心上改。事是事項，日常生活方面，屬律儀戒。初學看到戒律覺

得太難，不易做到。一出家先受沙彌戒，有十條戒，二十四條威儀戒。

幾乎一舉一動都犯錯，深覺難持。其實佛家所講律儀比儒家少得多，

儒家講威儀三千，佛法無如此之多。現代人放逸慣了，忽加以限制，

處處覺得不自在。所以小乘比大乘難，小乘由事上改，大乘由理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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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乘者由心上改。改過積善，近可避免一切災禍，遠則培養修行證

果之基。 

易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了凡舉了十個人，行業不同，出

身不同，皆是積善修德，得到好報。至於善惡的標準，他又說：「善有

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

大有小，有難有易，皆當深辨。為善而不窮理，則自謂行持，豈知造

孽，枉費苦心，無益也。」這是人天福報的標準，依此標準而行，必

可改造命運，不受命運之束縛。再以此基礎念佛求生淨土，萬修萬人

去，一個也不會漏掉。他又引述中峰和尚之言曰：「凡情未滌，正眼未

開，認善為惡，指惡為善，往往有之。」凡是我們言語思相造作有益

於人者均謂之善，凡有益於己者皆惡。在佛法中也是一般的標準，利

大眾者為功德，利自己者為私欲。凡利己者只有增長我執，我執是煩

惱之本，煩惱不斷不能超越六道輪迴。利益社會大眾者，自己也有一

份，因我亦大眾之一，只求自利者，反而為自己造了許多成佛的障礙。

修善而暗中謀利養者乃是假善。端是正直，純為濟世之心，無絲毫所

求。曲是委曲，行善而附帶條件。又如愛人之心，敬人之心，要由真

心中發出。陰陽之分，如政府表揚者為陽善，無人知曉，更無須乎標

榜為陰善，亦稱為陰德。是非與利害往往連在一起，很難辨別。有的

善會產生副作用，有些事當時看不出來，而日後對社會發生很大的影

響。 

從前僧人出家須經政府考試及格才發給戒牒，准其出家，限制極

嚴，故出家人的水準很高。自從滿清順治皇帝把僧人考試制度廢除之

後，任何人均可出家，不識字的，不得意的，均可薙染。現在佛學院

的學員有高中畢業者，也有小學未畢業者，均在一班上課。天主教基

督教的神父牧師均須受神學院之訓練，才有資格作傳教人，比較起來，

佛教亦應有所改進。有人好心作了壞事，乃正中有偏。有人惡心而作

了好事。乃偏中有正。其中錯綜複雜，宜謹慎從事，免受冤責。 

中國古時教學有兩門功課很重要，即經與史。經是學問，明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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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見識，如歷代個人成功失敗之教訓，國家興亡之明鑑。目前人文

學科的學生畢業找不到工作，經史已不被重視，所以倫理道德乃逐漸

式微，此今日之實況，若欲研究經史，只可盡其在我而已。 

易曰：「善不積不足以成名，惡不積不足以滅身。」成名不在當時，

孔孟之成名均在後代，所積的是陰善。心要真誠，善即圓滿，否則為

半，故善有半滿之說。盡心而力不逮，有障礙，缺緣份，仍屬圓滿。

盡力不盡心，則屬於半。呂祖的故事殊令人覺悟。鍾離授呂祖點鐵成

金之術，謂可以濟世。呂祖得知鐵變金五百年後仍復本質，呂祖說：「這

樣豈不害了五百年後的人，我不學了。」鍾離說：「修仙要積三千功行，

你這一念心三千功行已滿。」所以說最上乘者修心。 

作善事心若真誠就能圓滿，與大眾經論中所講慈悲心遍滿法界的

理論同。善又有大小之說，了凡先生舉衛仲達的公案為例。衛被鬼抓

去，見到閻羅王，審判時要調查他所作的善惡業多寡，叫小鬼把他一

生所作善惡業案卷在天秤上秤一秤，結果惡業案卷多，重量輕，善業

只有一卷，反而很重。調查後才知這件善事是他寫了一個條陳，建議

皇上不要興辦一件不必要的大工程，以免勞民傷財。他記得有這件事，

但皇帝並未聽他的話，仍把這工程作了。他對閻王說：「皇上未採納我

的意見，有何功德可言？」閻王說：「你這一念悲心已在萬民，假使聽

了，你的功德更大了。」此件公案現代人聽了，大概不會相信，常有

人說：現在人類已登陸月球，仍然說些荒誕不經的話，豈不可笑。說

實在的，陰間是真有。我初學佛時，常與朱鏡宙老居士往來，他是民

初樸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之女婿。朱居士對我說：他老岳丈在世時曾作

過東嶽大帝之判官，地位相當秘書長。他白天工作，晚間還要到陰間

上班，常與鬼道友人往來，朱居士也聽了許多陰間事情，證明陰間確

實真有。 

儒佛二家都教我們斷惡修善，由難行能行處下手。大乘經說，菩

薩捨身為他之事甚多，如釋迦佛捨身飼虎，割肉喂鷹，一般人聽了，

可以說這種事不近人情。如不深入經藏，不明其真理所在，就不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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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真理不是一般人所能了解。發大慈悲心，以一念真誠，大地都會

震動，依報隨著正報轉，此心一發，感應不可思議。他舉一個例，江

蘇舒翁，一位私塾老師，捨二年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

又舉一例，邯鄲張翁，捨十年所積之錢代還贖銀，而活人妻子。這都

是難捨能捨之例。為什麼作到，因為有大慈悲心作發動力，儒家謂之

「惻隱之心」。 

了凡先生又提到隨緣濟眾之事甚多，略舉十項。他先說與人為善，

舉古代聖王大舜，帝舜在中國歷史上是一位聖人，給後世最大的啟示

是孝順父母，感動一家，作社會大眾最好的模範。帝堯知道有這樣一

位孝子即找他來讓與王位，這是最崇高的與人為善的典型。今值亂世，

無論何處均有苦難，此乃共業之感，共業中亦有別業，如能斷惡修善，

亦可幸免災難。自己過失應認真悔改，看他人有長處，善心善行，應

幫助他成全他。 

愛敬存心。聖賢存心，端在愛人敬人。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第一條

是禮敬諸佛。諸佛包括過去現在未來諸佛，敬佛是恭敬愛護人，敬事

是認真負責作事，敬物是對一切物件放置整齊，保持乾淨。 

成人之美。成就他人之長處或善行，盡心盡力幫助他成全他。俗

話說：「善事常易敗，善人常得謗。」又說「好事多磨」。善人的心都

是正直的，不會委曲婉轉，諂媚奉承。因而在社會上難免受人嫉妒陷

害。遇此情形，應主持公道，以維護之。 

勸人為善。古時只有兩種方式，「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

現在科技發達，有錄音帶、錄影機，弘法的範圍比前更具效果。了凡

先生寫四訓，在當時不過教訓其子，假如不寫出，其利益僅及於一家。

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本書普遍流通於後世。民國初年印光大師為社會

一般大眾所尊重，他一生倡印了凡四訓、安士全書、太上感應篇等勸

善書籍，使人了解困果報應，六道輪迴，勸人老實念佛，求生淨土，

決不談玄說妙。我們能知道有這本書，也是由大師在民初倡印流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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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版本，今日讀之，亦應感謝大師之恩德。一九七七年我到香港，

住在倓虛老法師的道場中華佛教圖書館，長達四個月講枋嚴經，有機

會看到印祖弘化社所印的經書甚多。印祖是陝西人，有濃厚的鄉音，

一般人不易聽懂，所以他皆用文字弘法，所收供養均用之於弘法利生

以及印送經書善書之事。弘化社所印版本最好，字大，美觀大方，校

對精確，很少有錯。我看到的了凡四訓已是第二十版，每版所印量運

異常龐大，有一萬冊、二萬冊、甚至五萬冊，連同安士全書、太上感

應篇，約略估計至少有三百萬冊。他曾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講了八天

開示，其講詞印有小冊子流通。冊內曾經提到當時北方有旱災，他聽

到之後，馬上叫人由印經款內撥三千元現洋賑災。侍者對他說：「這筆

錢匯出以後我們銀行存款只剩一百元。」他聽了也不管，仍叫人馬上

匯去。他已作到難行能行。 

救人危急。我們有急難時希望旁人助我一臂之力，人同此心，心

同此理。人家有災難，我們也應當救人之急。任何人不能保證一生不

遭災難。要想得善果，必須修善因。尤其照顧老人最為切要，除非短

命，人都有老的時候。對自己年老的父母公婆，務必要盡心盡力照料

其生活，絕不可嫌棄，否則等你年老時，兒女們都會跑得遠遠的，這

並不是迷信而是很現實的。 

興建大利。中國五千年來不被瓜分，亦未滅亡，實因兩千五百年

前接受儒家倫理道德教育，與佛家大乘佛法，知道孝親尊師，維護倫

常。今天提倡孝道應列為第一優先，它能利益整個國家民族。早年政

府提倡恢復中國固有文化時，我提出建立百姓祠堂，有許多人響應，

也有人讚歎，但是後來事情發展未如理想。不過我們已在佛堂中另外

闢出一部份作為祖先堂。師道是建立在孝道基礎上。孝親尊師沒有了，

要想天下不亂乃不可能。我對於建祠堂始終念念不忘。我的老師李炳

南先生山東濟南人，我與台中同學商量，打算在濟南蓋一個李炳南先

生記念堂。我們這些學生可以每年輪流回濟南講幾天經，以報老師之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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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財作福。大乘菩薩修行，歸納為六度。六度中第一個是布施，

其餘五度皆可以納入布施之內。布施分財、法、無畏三種，持戒、忍

辱屬無畏施，精進、禪定、般若屬法施。布施就是施捨，四攝六度均

以布施為首。將無始劫來的貪瞋痴三毒煩惱先捨掉，恢復本來的清淨

心，智慧光明自然顯出。古往今來有智慧福德之人無不認真修學，恢

復自性。禪宗明心見性，念佛人講一心不亂，從布施下手即能達到目

的。 

護持正法。首須依教奉行，如自己不修行而勸人修行是假的，自

己作出成績給人看，人家才信服。大乘法要作師，受菩薩戒之後，一

舉一動，作眾生之表率，社會的典型。盡力弘揚正法，使眾生有得度

的機緣，乃真護持。弘法利生，道場非常重要。從前寺院庵當是弘法

的場所，千百年來逐漸變質，已不能代表正法，我在認識佛教小冊子

中已有詳細說明。要想發揚光大，必須把佛教恢復其本來面目，回歸

到佛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佛四十九年所說一切經是說明宇

宙人生之真相，可見佛教與我們有切身之關係，不能不學。 

敬重尊長即三福中「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愛惜物命即三福中之

「慈心心不殺」。最後一章謙德之效是全篇之總結，說明謙德最為吉

祥。易經在六十四卦中，每卦有六爻，各有吉凶，惟有謙卦，六爻皆

吉。謙卦的卦象，上面是地，下面是山。山應在上而在地下，表示謙

虛之象。又引書經之文：「滿招損，謙受益。」了凡先生為人，精明細

心，以前喜歡挖苦人，找人的缺點，學佛以後改變作風，尃看人家長

處。他觀察人，凡謙虛者，其後來果報必然殊勝。他說：「予屢同諸公

應試，每見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從前應試就是趕考。縣

考秀才，省考舉人，殿試考進士。讀書人經過三次考試，常常看到特

別謙虛之人往往高中。他舉幾個很明顯的例子，第一個為丁敬宇賓。

丁賓是名字，敬宇是號，字禮原，嘉善人，隆慶進士。丁賓參加應試，

了凡看到即對旁人說：「這位青年今年一定考中。」問何以知之？他說：

「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聞謗不辯，如敬宇使者乎？及開榜，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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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古時名字眾父母起的，如改名為大不孝。在童子時，大家均

可稱其名，二十歲成年行冠禮之後，其名只有父母可叫，祖父母均不

能叫。滿二十歲時，其同輩送他一個字，除父母外均稱其字。將來作

大官，皇帝召見，亦稱其字而不稱名。稱名除父母外，老師可以稱其

名。古時老師的地位與父母同。如在社會上有了聲望，不稱其字而送

一個號。最極恭敬時連號都不稱，而稱其地名，如李鴻章稱為李合肥。

若是出家人稱其寺院名稱，如智者大師稱天台大師，窺基大師稱慈恩

大師。 

過去社會對功名非常重視，如非高官有實權者，想興大利護持正

法很難，自己作不了主，悉聽命於人。如編纂四庫全書是一大工程，

乾隆皇帝有權，一句話，千百學者替他服務。今天社會改變，不作大

官亦能作大事，我們可以作社會福利事業，特別關於倫理教育大善大

利之事，民間都可以辦。 

此次講了凡四訓，只是簡單扼要說其大概，希望大家重視這本小

冊子，奠定修學的基礎，如欲詳細研究，我們在大專講座有一套全文

的錄音帶，可以借用參考。謝謝大家。 

 

一九九四年平二月二十八日記於西雅圖市時年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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