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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慶寺十週年
演唱會在疫情
中圓滿舉辦

心清一切明，心濁一切暗。心癡一切迷，心悟一切禪。延慶寺合唱團十週年演唱會，令人
聽了心清破暗，心喜不迷。正是“延曲遍法界，慶歌韻十方”,是佛曲，也是禪音，方可傳唱
十方。

普通流行歌曲，常有歌舞昇平之作，迎合世俗招搖過市，哪有香火傳承？而那些高山流
水，古典音樂，美聲唱法，在音樂文化中，彷彿不食人間煙火的另類，只能歸入小衆羣
體。佛曲禪音是別開生面，從佛教梵唄，讚頌囉鉢，偈語弘化中，經過高德大師刪繁就
簡，傳承至今，使得大衆的眼耳身心意別有洞天，喜結法緣，盪滌心靈。

以音樂歌唱弘法，讓大衆喜聞樂隨，在生活衆苦煎迫裏亦得心清療養，豁然貫通，度越
困厄。正如三寶歌裏所唱：依淨律儀，成妙和合（身心之歌）。

曼妙的旋律和雋永的歌詞兩者有機結合，共同表達作品的思想感情，配合上歌者恰當
到位的演繹，整首作品纔算完整。如果只聽歌詞，卻忽視唱腔、咬字、情感的話，歌曲就
會大打折扣，難怪有人聽的都是半首歌，心不在焉，怎麼相應？

當晚合唱演出，掌聲經久不散，意涵深遠。有道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十週年了），
十年磨一劍，如今開花亮眼。

 演職人員與嘉賓大合照

延慶寺合唱團
十週年演唱會

anniversary
th

陳文傑

梵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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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
曉霧
如煙曇雲裏閒情信步，歸依法寶，心清一切明。人們的認知改變，就不會生活在雲裏霧中。

茉莉花（亦歌亦舞）
詞曲雖然簡單易入耳，哼哼隨唱沒人不會。若是把每個音階唱準，都是經典。等於將茉莉
花摘下，送別人家，弘法利生了。唱着唱着，就漫延流淌成一段歲月，默契的歲月就開出
一朵花來，散播芬芳。

心經
菊花臺上有花開，身心五蘊皆空。一切衆生一切法，一切法都由心生，一切相都是心的投
影，心淨無染，不爲外界境相所動，得大自在。覺醒了，一切法當體即空，了無痕跡可尋，不
再貪嗔癡世間一切，萬緣放下。《心經》實乃平常心，平等心，般若度一切苦厄之大明金曲。

BUDDHAM SARANAM
歸依、禮敬三寶，有音樂的橋樑和發心，勉勵自己，接受挑戰，克服挑戰。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真言指路，實踐、實踐、再實踐。功德莫能名。

飛天  禮佛  敦煌舞蹈
在佛曲禪音裏配合舞蹈，禮佛作爲橋樑。

舞姿造型，融合了彈指移項、揚眉動目、扭胯厥臂、騰踏旋轉，將S形態巧妙融合入禮佛當
中，賦予音樂多姿多彩的生命力。

敦煌古稱西域，音樂曲調、舞姿風格結合維吾爾族、俄羅斯、印度、古希臘等地風情，服裝
設計花色豐富精美，仙女頭飾搭配道具鈴鼓，古韻靈動，形成鮮活的的敦煌壁畫。這在本
地是首見，可謂別開生面，一舉多得。

這次演唱會的圓滿舉辦，讓社會各界更多的有緣人結識瞭解了延慶寺，進而聞佛知法，
深入往昔歲月醞釀的智慧芬芳。

在此，預祝延慶寺歲月如歌不蹉跎，再創輝煌。

  與會嘉賓（左起）：郭書
明、馬雙祿、郜茜茜、黃
馬家蘭、瓊英卓瑪、田
平、鄒璐。

延慶寺合唱團
十週年演唱會

anniversary
th

延慶寺十週年演唱會照片回顾
日期：30/10/2022
时间：7.30 pm -9.00 pm
地点：南洋藝術學院李氏基金劇場

  延慶寺主席陳慶力居士（左）與大會主賓：黃馬家蘭居士（中）和尼迫爾比丘尼瓊英卓瑪（右）主持
開幕儀式

 300多位觀眾，座无虚席一同觀賞佛音妙曲。

延慶寺合唱團
十週年演唱會

anniversary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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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慶寺合唱團
十週年演唱會

anniversary
th

延慶寺合唱團
十週年演唱會

anniversary
th

  淡濱尼藝術團的「飛天禮佛」敦煌舞蹈以及其他優美舞蹈。   張凱欣老師帶領的延慶寺合唱團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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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送馬雙祿居士的墨寶給慈悲SK義工團團長Andy師兄，感謝他們對延慶寺的義務護持。                                                         

延慶寺合唱團
十週年演唱會

anniversary
th

不平凡的平凡師兄
——訪問曾傳吉居士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佈
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佈施，後日分亦以
恆河沙等身佈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
佈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
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出生於台灣�清寒之家裡�少時即學商�但覺世無常�傍佳又無奈�才知智慧少�
即使找原因�因緣總未期�一日又一日�終見有善緣�上厚下宗師�為我指迷津�
逐入於佛法�以成為導師�為表學法意�刺血抄經偈�越挫越精趣�日夜難放筆�
半生入此地�似入於佛意�眾生皆是佛�示現成就我�為報眾生藏�努力不懈的�
刺血抄經偈�迴向與眾生�一切無求欲�感恩又感恩�十方皆佛地�恭敬合十禮�
—平凡居士 。

法名：悟諦、平凡
出生：1942年於臺灣
國際：臺灣人、
           新加坡永久居民

尋師訪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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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傳 吉 居 士 四 十 年
來以血代墨，抽自身
約6萬西西血液，抄
兩 千 萬 字 佛 經 成 就
上千部佛經，薰習佛
法、與佛對話……

請問什麼因緣以血代墨抄經呢？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那麼殊勝的因緣要用怎麼樣的方式來表達
呢？我覺得用我的血來抄經才能表達。當你念一部或一百部經，不如用心抄寫
的方式，因爲每一個文字都會顯出它的道理。如果說，世間的文字用世間法來
抄或寫文章，它只是在表達一個定論，那麼，當你在抄寫佛經時，你抄了這句不
知下一句是什麼，我們一直在追，一直在追這個道理，這種方式就會讓你產生
智慧，覺悟到生命的可貴， 反思要怎麼貢獻我們的生命。

請問您會鼓勵信徒用血來抄經嗎？

我不鼓勵但也不認為用血抄經的方式不好。個人因
緣、環境、願力不同，不一定要用抽血抄經的方式
才能表達對佛法的尊敬。不是說用血抄經就是最好
的，佛法是平等的。只要你是專心、誠心，不一定是
要用這個方法修持。持咒、念經、念佛也是很好的方
法。你可以練習專心，這個是用生命來學習的，當我
們在抄經時是一心不亂的。抄經是一個非常殊勝的
修行法門。

請問您需要用多長的時間抄經呢？

當你進入異境的時候，抄經已經沒有時間的限制了。我每晚抄經，有時不知不
覺中，天已經亮了。抄經是非常慶幸和幸福的修行，抄經使我對世間的看法發
生了改變，我會以佛法教導的方式來生活，看每一樣東西都是好的，也不會胡
思亂想。將佛法實現在生活中，感悟到世間就象極樂世界一樣。

請問您與哪部佛經最相應呢？

其實每部經都一樣。當時進入佛門是背誦《金剛經》。我以前是從事佛教文物行
業，有一天，我的同修在貼金，我把金薄一片片地剝下來給她貼金，那時她得貼
到凌晨四點多才會完成。就在她貼金的時候，我想，也好，我剝完金薄以後，好
好詠誦《金剛經》陪伴她。當時我已經會背金剛經了，誦完爐香讚「……諸佛海
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後，不可思議的境界就出來了。我好像就是須菩提
在問佛陀，一問一答，一問一答……啊！那個時候我終於瞭解金剛經了！以後
的法緣一直過來。包括上海玉佛寺真禪法師、明陽法師,還有海內外大法師都
會常常到我這邊來交流。真是不可思議！後來碰到星雲法師，他請我回佛教界
服務。我覺得所有的經典都是一樣的，但《金剛經》是我個人的起點也是終點。

  曾居士收藏的地藏菩薩像。

延慶文壇辛丑年冬季刊  Ean Keng Si Digest 2022 Winter Edition   11 10   www.yanqing.net



請問您跟哪位老師或法師最相應？

啟蒙老師是眾生，他們一起來成就我們。今生能夠順利的修行總需要過去宿世
的因緣，如果過去世沒有好的因緣，這一世也要創造好的因緣。多做善事，未成
佛先結緣，先要廣泛地結緣，眾生才會成就你。以前與惟覺法師談笑風生。他旗
下有1000多位徒弟，他說他很辛苦。我跟惟覺法師說：“師父呀，您要感恩啊，
您有一千多個師父啊”他說“徒弟啦”。我說“師父呀,是師父，他們揭發了你的
問題。他們來問的問題，你想都沒有想過，因為他們的問題啟發了你的智慧。那
他們不是你的老師是什麼？他們就是來成就我們……” 惟覺法師說：“是對對
對……”

後語

曾傳吉居士以輕鬆幽默的方式，深入淺出將佛法生活化與大眾分享。大願的平
凡師兄在臺灣宜蘭建設佛教文物館，收藏太虛大師、弘一大師、虛雲老和尚等
高僧墨寶、罕見珍貴文物，以及自身刺血敬書的上千多部佛經等。曾居士的書
法猶如弘一大師，具有佛理一體的書法風格，有佛友稱他為“弘二”……有關
曾傳吉居士的弘法頻道，敬請預覽以下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user-os4es1qg9z/videos

除了抄經還，有其他推薦的修行法門嗎？

我也喜歡打坐。打坐的意境非常殊勝。當你日定時，不可思議的境界一切都會
到來。打坐一定要有護法。所謂的護法就是時常的念經持咒，還有一定要守戒
律。當你守一個戒律就有五個護法。如果你只是盲目的打坐，生活不檢點，不好
好地守戒律，那會走火入魔。打坐前，最好念一些你自己相應的佛號才開始打
坐。修行最主要的是有慚愧心與感恩心。如果沒有慚愧心和感恩心，那就不懂
什麼叫修行。當我們一打開眼睛，一切都是眾生給予我們的，我們應該感恩。不
管坐計程車或開車上路，這條道路你有參與修建過嗎？我們就理所當然地開
車出去，或坐車出發了。由此思維，我們就會產生感恩心，就會將生活佛法化。

我們還要珍惜每一粒米、每一口水，我們要用一顆感恩的心對待每一件事物。
對於不喜歡的，無論是逆緣，還是逆境都把它當成我們的增上緣。它們都是在
成就我們。有人對我說他怎麼運氣不好等等……我對他說因為你有修行，他
是來考試你的,看看你有沒有及格。所以修行要珍惜逆緣。人生十之八九不如
意,如果說一路順遂的話，人生也沒有什麼意思，幾乎沒有人是這樣的。如果你
一路順遂的話，那不稱為人。就算是仙和神也有煩惱呀！阿羅漢都還有煩惱，除
非你證到菩提大道才沒有煩惱。十地菩薩都還有煩惱呀，還有一分無明在，所
以需要精進纔不退轉，一定要將生活佛法化。

念佛能到西方淨土嗎？

《阿彌陀經》有提到，要到西方極樂世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必備的條件
要做善事。沒有做善事就沒有好的因緣，即使你天天念佛也到不了。我不相信
他能往生西方。所以大家要對世間有所貢獻，對困難的人有所幫助。那些我們
幫助的人是成就我們，而不是說你有所幫助。幫助人或佈施需要三輪體空才可
以，就是無施者、無受者、無施物。生活沒有負擔，也不會認為我今天做了一件
好事……其實那是應該的，不是你做了什麼好事、不好事。當下每個念頭都是
要修行，每一個念頭都是一個佛度。清淨不是什麼都不管，是用一個非常感恩
的心看待這個事情，那你就會覺得這個事件是圓滿的。當下就是極樂世界，而
不是要到十萬億國土去。沒有東方、西方，當下就是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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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師說抄經十大利益
1.	 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也得轉輕。

2.	 	常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盜賊、刀兵、牢獄之災，
	 悉皆不受。

3.	 夙世怨對，鹹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仇報復之苦。

4.	 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虎狼，不能為害。

5.	 	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身力充盛，
	 所做吉利。

6.	 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祿綿長。

7.	 	所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為多眾傾城愛戴，
	 恭敬禮拜。

8.	 	愚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不願為婦女者，報謝之日，
揭轉男身。

9.	 勇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勝。

10.	能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眾生心，作大福田，
	 獲無量勝果。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聞法。直至三慧宏開
	 六通親證，速得成佛。

我的母親於1945年秋天，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個多月，以24歲的英年病死於
肺結核。在她臥病期間，家父因對地藏菩薩（台灣民俗稱為地藏王）有信

仰，曾到鹿港的地藏王廟求籤問卜，據他說，籤詩明示我母親不久人世，無力回
天，果然應驗。家父青年喪偶，悲痛之餘，對地藏王之信仰愈加虔誠，常去地藏
王廟焚香參拜。

1999年8底或9月初，家父因心肌梗塞送醫，院方以電擊急救，雖救回一命，但
隨即變成植物人，由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插管灌食，家人憂心如焚。大約一
個星期後，一位佛友送我一捲地藏菩薩聖號的錄音帶，囑我播放給家父聽，據
說會有靈驗。我對不省人事的父親說：「多桑，你一生對地藏王有信仰，我現在
放地藏王菩薩聖號給你聽，祂會救度你往生極樂世界，請你放下世間的一切，
跟隨地藏王菩薩走吧！」地藏菩薩聖號僅僅播放了兩天，就有奇蹟出現，9月8日
凌晨，即921大地震前不到二星期，醫護人員來電話通知家父即將離世，請家
屬趕快過來。我從南部任所趕回台北時，父親的大體已移送醫院的太平間，兩
位藏傳佛教志工慈悲陪伴我家人助念。

以上是我的父母親與地藏菩薩的一段因緣。

由於對地藏菩薩心存感恩，我在修持禪淨法門的同時，也對地藏菩薩生起信
心。家父往生後，我每天恭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一部迴施功德，祈願地藏菩薩的
本願功德力救拔家父往生西方淨土。後來有一位姑媽往生，我也多次到她家裡
念誦這部經，祈求地藏菩薩為她超度。

從此我的禪淨修行也多了地藏菩薩的加持力。首先，我認為淨土法門的法義可
涵攝地藏菩薩的大悲和大願，在拙著〈佛法果地修行的理路與實踐——從華嚴
圓教到彌陀淨土之路〉這篇長文中，有如下一段話：「對於深解佛理的修行者而
言，念佛法門的法義可以開展到涵蓋全體佛法智海的精華，工夫可以達到定慧
等持的甚深三昧，即念佛三昧；在念佛三昧的無我空性觀照下，一法門可總攝
一切法門，一句彌陀名號可開顯無限深廣的佛德智海。此所以蕅益祖師欲以禪
淨一體的念佛法門「總攝釋迦一代時教」，親鸞大師在其〈正信偈〉裡也用流麗

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陳玉璽

念佛人與地藏菩薩的因緣
大願菩薩

14   www.yanqing.net 延慶文壇辛丑年冬季刊  Ean Keng Si Digest 2022 Winter Edition   15 



唯
識
觀
與

地
藏
菩
薩
本
願
經雁

飛
若
水

貧窮就是罪惡？

有位佛教大師曾說：“貧窮就是罪惡”。許多人聽
了不太理解，貧窮已經很可憐了，爲什麼是罪惡

呢？讀了《地藏經》就明白了。《地藏經》講出了其中的因
果，因就是正報，果就是依報。《地藏經》講人爲什麼會
貧窮呢？經上說：“若遇偷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貧窮是
過去生、今生偷盜別人的果報，是因爲正報不好。那怎
麼解決貧窮的問題呢？首先就是懺悔自己的偷盜業，其
次是開始學會奉獻和佈施，這樣就把自己不好的正報
修補了，依報就會自然變好。

的漢文寫道：「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由此可見念佛法門可淺可
深，佛教各宗派和各法門的智慧精華都含攝於彌陀本願的無量智海裡…….」
質言之，只要對地藏菩薩（或其他佛菩薩）生起恭敬信心，其功德智慧的加持力
都能顯現於彌陀本願的無量智海以及念佛者的心中。

具體地說，由於我對地藏菩薩的感恩、讚歎和真誠信心，在禪定中觀想阿彌陀
佛的無量功德時，靜心默念地藏菩薩名號所涵示的「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
密如秘藏」，即時蒙受加持，頓斷煩惱而安住於當下淨土。從淨土法門的觀點來
看，「安忍不動如大地」有兩層意涵，一是念佛觀佛達到無生法忍，入正定聚，亦
即安住於當下淨土，心不動揺、不退轉（即阿彌陀經所說的「阿鞞跋致」）；二是
念佛觀佛的心廣大寬厚，有如大地厚德載物，念佛功德迴向予淨土聖眾及娑婆
眾生，祈能共成佛道、同證菩提。「靜慮深密如秘藏」即是在念佛觀佛中，體悟「
阿彌陀佛」名號所涵攝的無量壽佛（彌陀本尊）、無量諸佛如來、無量覺、無量慧
命、無量清淨光明，以及「一佛即一切佛，名無量佛」的甚深法義，如斯觀照，工
夫漸深，久之自能臻於念佛三昩，也就是活在當下淨土的意思。

一般念佛者都會把地藏菩薩（或其他菩薩）的信仰視為雜信雜行，只有持念阿
彌陀佛名號才是正信正行，這恐怕是因為他們把得救的希望寄託在命終以後（
往生西方淨土），而不是在現世。然依佛法正理，出世法不離世間法，若現世不
能成就淨業（平生業成），命終後是否有淨土可得（命終業成）？這是歷來爭議
不休的課題，在此不論。我想說的是，佛法教導世人穢心的本質即是自性清淨
心，猶如污水的本質是清淨無染的，經過淨化處理，就能回復本來的清淨性；同
樣的道理，人們若能實踐正確和善巧的修行，染妄的心識也能轉化為原本的自
性清淨心，心淨則所見國土亦淨，因而諸佛淨土與人間淨土乃是一體不二的。
念佛者若能了解這個道理，應可認同地藏菩薩及諸佛菩薩的加持力有助於成
就人間淨土，故與彌陀救度可以相輔相成，並行無礙。

我讀地藏菩薩本願經有一心得，分享如下：若想救拔在地獄或人間受苦的親
人，光是設供祈福，迴施自己的親人，那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擴大心量，秉持「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薩精神，發願超拔一切在地獄中受苦的眾生，給
予食布施和法布施，進一步發願救度在人間受苦的眾生，不但死後往生西方淨
土，而且現世就要遠離貪瞋癡煩惱及罪苦，共創人間淨土。這是世親菩薩在其《
往生論》（或譯《淨土論》）中，歸納淨土三經所揭示的「作願門」和「迴向門」的旨
趣所在。總之，地藏菩薩的大願和大悲，跟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本願是一脈相
通的，惟依善根因緣與至誠信心方得以蒙受加持。

大願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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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薩本願經》在佛教界視爲佛門的孝經，因爲這部經的主要內容，是宣
說地藏菩薩因地的行孝故事，及大悲願行，旁及因果報應，地獄情狀等等，這與
華夏重視孝道的傳統不謀而合，所以在民間流傳極爲普遍，地藏菩薩也爲華人
普遍信奉。提起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的聖號，一般人都不陌生，華人都知道有
十八層地獄，也應與此經的流傳有關。

唯識觀照《地藏經》

因爲是宣揚地藏菩薩的大悲願行，《地藏經》所以偏重在事相的敘述，而少作理
論的闡揚，故俗眼凡夫，懷疑其說的大有人在，迷妄衆生，甚至以爲是我佛杜撰
的故事，認爲不過是神權時代的產物，用以嚇阻作惡的人，而達到勸善止惡的
目的，其實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

衆所周知，佛稱大覺，他的所知所見，凡夫難以全知全解，能知能解的，就信其
有，不能領悟的，就說是無，這原是衆生的通病。如何讓迷妄衆生，避免妄作主
張，強逞知見，不識事在理中，理非事外，我們不妨依照萬法唯識之理，就《地藏
經》所述之事相，以理說明其所以然，使受持讀誦此經的人，因事入理，因明理
而益信其事，何樂而不爲呢？

從空有二義，談地獄重罪

如來說法，有從“空”說，有從“有”說，有“空”“有”俱說。所以者何？“空”有二
義：一者相空，二者性空。相空者，諸相緣起，幻有非實；性空者，法性清淨，非
此非彼；譬如刀劍（相），依於鋼鐵（性）因緣幻現，何故謂幻？以此刀劍，離開鋼
鐵，無實際故；何謂清淨？以此鋼鐵，爲刀爲劍，疊相更替，而此鋼鐵的實際，仍
然非刀非劍；何以故？此刀劍相，因緣幻變，此鋼鐵性，不生不滅故。

由此可知，一切衆生，由於善惡因緣（因）依於法性，幻現六道（果）；此六道形，
離開真如法性，無實有故，所以說是相空；而此真如法性仍然非天堂非地獄，故
能不生不滅，常清淨故，所以說是性空。

諸佛菩薩已經親證這種勝義，所以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一切刀劍所不能
傷，什麼原因？幻相不壞實性，猶如刀劍不壞鋼鐵；正因爲如此，觀音、地藏諸
大菩薩，化身無量百千萬億，入諸地獄，救度衆生，地獄猛火所不能燒；什麼原
因？不離四大即真如性，猶如不離刀劍即鋼鐵性；地水火風、相有差別，相生相
剋，性本無二，不生不滅；衆生隨相流轉，故有可壞；諸佛菩薩，不隨相轉，故不
可壞；地獄衆生，業障重故，不聞此法，若能得聞，地獄重罪，頓時消滅。

三界六道唯識所現

明白了這個道理，就知道三界六道唯識所現；而其依、正二報的差別，都是由
於衆生共業（依報）和別業（正報）感召所致；當知業由惑生，惑因識有，識依無
明，無明依覺。今不言無明所現，而言唯識者；蓋無明如土壤，識如種子；僅有土
壤，沒有種子，仍然是個死的宇宙，故曰宇宙萬法，唯識所現；可是光有種子，沒
有土壤，則種子無依。

猶如畫依紙存，離紙無畫，是故又曰識依無明。又紙可畫，即具“無明”，若不可
畫，猶如淨鏡，物來則現，物去則寂，則無“無明”，上根利智，但破無明，則識心
無依，猶如淨鏡，不粘不滯，則三界六道不破而破，所謂“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
空空無大千。”如此者，則緣起界一切法，順自然業，能作如來勝妙功德，成就實
報莊嚴的清淨國土。

無明衆生起惑造業，幻現六道輪轉不息

相反，如果僅僅依於無明識心，就會起惑造業，幻現六道，業感差別，則六道升
降，一切衆生，無始劫來，隨善惡業，死此生彼，輪轉不息。然而善少惡多，衆生
都是這樣，所以三途易墮而難出，人、天難升而易降，人、天衆生尚可苟安於一
時，三途衆生受苦無量！尤其是無間罪報，一日之間，萬死萬生，求一念間，暫住
不得！許多人每每讀到這部經典，不禁熱淚盈眶，雖未目睹，不忍耳聞，可惜世
人譏爲迷信，以爲老太婆經，爲智者所不取，固執這樣的見解實在可悲。

人如果依照“唯識觀”解說此經，我們就會了解，三界幻業，猶電光影，雖說如
幻，色聲俱在，能夠使迷罔衆生，悲歡離合，驚恐怖畏！身心俱受逼迫！這就是由
幻心、幻境所構成的幻受，好像有人帶着黑色眼鏡（喻幻心），則見天昏地暗（
喻幻境），而生怖畏（喻幻受）！當知吾人視覺，沒有色彩，故能紅來見紅，綠來見
綠，皆見實色。妙覺明心，本無諸相，心若著相，猶如眼睛掛彩，應物失真；由失
真故，妄生幻受，受有苦樂，及諸怖畏，六道衆生，若苦若樂，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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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緣諸佛，則生佛國 

各位同修！一切衆生，心（識）緣地獄，則墮地獄，如果至心緣諸佛，則生佛國，這
就是所謂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故唸佛法門，是一
切衆生脫離苦海的最勝方便，也就是說，一切方便，無勝於此者。原因何在？九
界衆生，在未證佛果以前，皆有識想，有識想者，不緣四聖，則緣六凡，不緣人、
天，則緣三塗，即便八地以上的法身大士，尚且緣於諸佛圓滿報身，實報莊嚴國
土，何況我們這些凡夫，怎麼能不有所緣呢？

十法界中，唯有諸佛，依於實相般若，照破識想，不緣十界，住常寂光。原因是他
們心無所緣，則法住法位，本自涅槃（常寂光土），猶如大衆不迷戀（緣）刀劍的
幻相，則不離刀劍之本位，本自鋼鐵，不必滅相方名涅槃，也就是不必破壞刀劍
方名鋼鐵，至此方爲了真實義，得見宇宙萬有之究竟義也。

否則依據衆生識心，觀一切法，猶如帶上有色眼鏡，各隨其業（色）見有差別。
科學再進步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有各隨其業，幻作幻受而已！如其幻受三
塗，何如幻受人、天？如其幻受六道輪迴，何如幻受西方極樂？這就是衆生未
離識想（未證佛果）以前，想要脫離衆苦，唸佛菩薩聖號，是一種勝妙方便的法
門。所以，經中屢敘禮佛菩薩像，稱佛菩薩名號，功德不可思議。原因何在？因
爲菩薩神力與衆生業力（意業），二俱不可思議，以此二不思議力，所以菩薩的
功德汪洋浩瀚，遠非普通人識想所可企及。

由此可知，我們採用“唯識觀”解釋《地藏經》，是依照大乘經論，透視萬法唯
識。因爲這部經典是如來從“有”說法，從“情”說法，經中所述都屬於三界因
果，爲俗諦的道理。唯識觀者，是依據“觀照般若”觀察三界因果，唯識所現，並
不是依據凡夫識心能觀唯識，這一點是需要大家深思的。

地
藏
經
的
功
德
與
感
應

地藏菩薩以大悲願力，在娑婆世界度化剛強、障重
的眾生，脫離六道輪迴苦海，菩薩的功德無量無

邊，都詳述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我們恭讀《地藏
經》，必能得到菩薩的感應加被，在臺灣，就有很多殊勝
的感應，例如《地藏經》第十二卷見聞利益品：

復次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或乳哺時、或
三歲、五歲、十歲以下，亡失父母，乃及亡失兄弟姐妹，
是人年既長大，思憶父母及諸眷屬，不知落在何趣、生何
世界、生何天中？是人若能塑畫地藏菩薩形像，乃至聞
名，一瞻一禮，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聞名見形，瞻禮
供養。是人眷屬，假因業故，墮惡趣者，計當劫數，承斯男
女，兄弟姐妹，塑畫地藏形像，瞻禮功德，尋即解脫，生人
天中，受勝妙樂。是人眷屬，如有福力，已生人天，受勝妙
樂者，即承斯功德，轉增聖因，受無量樂。

是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禮地藏形像，念其名字，
滿於萬遍。當得菩薩現無邊身，具告是人，眷屬生界。
或於夢中，菩薩現大神力，親領是人，於諸世界，見諸眷
屬，……。

地藏菩薩讚
稽首慈悲大教主  萬德洪名稱地藏
誓願宏深無與等  威德尊嚴更難量
十方菩薩同皈命  三世諸佛共稱揚
地獄未空不成佛  眾生度盡證覺皇
末法眾生無依怙  唯有大士駕慈航

施
瓊
梅

大願菩薩

大願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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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紅教所傳的地藏形像如下圖，菩薩身白色，右手持寶穗，左手持金剛鈴，相
貌極為慈悲：

在末學學密的30幾年中，見過很多
感應的實例：我在臺北醫學院有一位
認識很久、學佛的學姐。有一年，她的
舅舅突然重病過世，她的家人都悲痛
萬分，尤其是學姐的母親特別難過，
所以她為了舅舅做了很多的佛事，
念佛、誦經、供養僧眾等等，還請金
剛上師爲舅舅超度。學姐已經很盡力
了，但是，母親還是不能釋懷，終日想
念，傷心不已。

學姐因為常誦地藏經，憶起經中第
十二品所述，就請母親念地藏菩薩聖
號。雖然母親與家人大多沒有學佛，
但是母親想幫助弟弟，就願意為弟弟
念地藏菩薩聖號，並且在短期內念了
100萬句。就在她勤奮的持誦滿100

萬遍時，當天晚上就夢見有一長者，帶領她到一個遍地黃金，殊勝美妙，從未見
過的地方，她再往前走，就看到弟弟在美麗的水池旁的一棵大樹下站著，笑容
滿面，看起來好像回到年輕時18歲的模樣，病全好了。

她高興地向弟弟招手，但一招手，便從夢中醒過來了。她告訴女兒，她看到自己
的弟弟在極樂世界了，明白是地藏菩薩帶她去見弟弟的，也知道是女兒為弟弟
所做的功德，弟弟全都已收到了。經歷了這件事，母親自己也再發願：往生以
後，一定要一起到極樂世界去！

地藏菩薩的功德、願力是如此的不可思議！

密宗大持明華藏金剛上師，稱揚、讚嘆地藏菩薩，作了本文開頭的地藏菩薩讚，
也寫了下面的《地藏菩薩本願經 . 心要頌》，重點提醒我們，依照經中所說爲人做
事，就能夠不下三惡道，自利利他，更能幫助先人離苦得樂。

地藏菩薩本願經 心要颂
地藏菩薩  本願功德  一心淨信  塑畫形像
懺悔業障  瞻禮讚嘆  至誠皈依  如經所說
布施供養  先人離苦  存者眷屬  增福除障
承佛咐囑  於此世界  至彌勒佛  已來眾生
悉使解脫  永離諸苦  遇佛授記  以此因緣
為此世界  幽冥教主  娑婆本尊  念持聖號
業障消滅  三惡道苦  悉皆超脫  三善道眾

增長善緣  圓證菩提  畢竟涅槃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南無幽冥教主 娑婆世界本尊 大願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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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接到友人的一通電話，說來臨一期的《延慶文壇》談地
藏菩薩，問我有什麼與地藏菩薩有關的作品、文稿還是

小故事可以分享？猶豫了幾天，想著想著開啓了電腦，桌面壁
紙正是卡通地藏菩薩像，不由的會心一笑。

初次與地藏菩薩結緣是在南洋藝術學院的時候。當時明明流行
的是《七龍珠》，我也和同學追了幾期，就是不記得是在什麼情
況下接觸到漫畫版的《地藏菩薩本願經》。讀著讀著，覺得這菩
薩好了不起、很孝順、很慈悲，能發這麼大的願：“地獄未空誓不
成佛，衆生度盡方成菩提”！好不感動！

初學篆刻，很不自量地拿了塊石頭刻了一方圖章，以自己的方
式讚頌地藏菩薩的功德。現在回頭看自己的作品，無論是佈局
還是功夫都不是很到位，如今只能很阿Q地說，“用心就好，至
少當時是誠心地在做”。

多年後又再與地藏菩薩結緣是因爲父親的佛友。這幾位師兄非
常發心，那時候專門為破舊的佛菩薩像重新彩妝。他們知道我
修讀美術，對佛教藝術有興趣，而且剛回國還沒找到工作，便招
我一同去做彩繪。搞笑的是，他們自認是“老粗”，膽大心不細，
說面積大的由他們上色，細活如畫眼睛等就交給女生做。就這

與
地
藏
菩
薩
的
緣
分張

雪
瑩

善
解

  桌面壁紙的地藏菩薩對著我微笑。

  1993、94年，初學篆刻時刻的地藏菩薩像-長7.9 x寬7.8 x高10公分（青田石）。

樣，又一次不知天高地厚地為新加坡九華山報恩寺的地藏菩薩像描繪五官。後
來我們也陸續為不同寺院的地藏菩薩和其他佛像彩繪。

爲什麼會畫卡通版地藏菩薩，其實也是一份斷斷續續的緣分。開始時是為新加
坡佛牙寺的《時代龍華》雜誌撰稿和插圖，於是提起了畫卡通菩薩像的興趣。機
緣巧合下，讀到《普賢菩薩行願品》，頗有感觸，想到了在臺灣的良師益友（靈鷲
山寶祥師）的教誨，便給她畫了卡通普賢菩薩和六牙白象。畫作被世界宗教博
物館的了意師看到，便叫我幫她們畫四大菩薩，而四大菩薩當然少不了地藏菩
薩啦。

大願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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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爲疫情在家，開始抄經。隨著年齡的增加和閱歷的豐富，抄寫《地藏經》
又有不同的感觸和體會。平時坐德士或在餐廳用餐時，音樂稍微大聲一點就會
感到不適，有時甚至頭暈想吐。這時想到無間地獄有著受苦衆生的哭嚎、碓磨
鋸鑿、剉斫鑊湯等形具的聲音，還包括種種鷹蛇狼犬、鐵驢鐵馬等等，就會覺得
地獄痛苦無比，但偏偏就有這麼一位菩薩能”tahan”（馬來話“忍受“的意思）
，並願意在這種環境下無怨無悔地救度衆生。“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
如地藏”，真的是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四大菩薩紅包封套 。

真心希望地藏菩薩能早日成佛，但地獄未空怎麼辦？怎樣才能幫到地藏菩薩？
我想我們能做到的大概是努力別讓自己下地獄吧。別讓他多為一個衆生操心。
先自救，不要等菩薩來救。重要的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用心去做，不要怕自
己做得好不好（沒去做壞事就已經是好事了），有機會行善的時候，哪怕只是念
一句佛號，也別忘了迴向一切衆生，願大家能遠離三途苦，皆共成佛道。

  邊款拓本 。

  圖章印文，中間：“我佛慈悲“
     左上角：”未了事“。

  《心清水現月，意定天無雲》
 2022年7月 善解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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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生前未
曾學佛，但是她

的 病 逝，由 於 堂 姐 請
了助念團來幫媽媽 助
念，卻 讓 我 見 證 了 許
多奇蹟。

我的媽媽楊游阿雲女
士是一個勤勞樸實的
鄉下人，一生辛勞，對
人 誠 懇。她 不 幸 於 民
國100年中秋節的前
兩天，突然腦中風，非
常 嚴 重。雖 然 經 過 開

刀搶救，又經過羅東博愛醫院、聖母醫院以及臺北長庚醫院
歷經半年多往返的救治，媽媽的命救回來了，但是從此離不
開病牀，無法自行活動，需要專業人士的照顧。所幸在羅東瑪
麗亞長照中心有修女們細心的照料，媽媽才得以在生命中最
後的 11 年能安穩度過，真的非常感恩。

媽媽在三年前曾一度病情惡化，生命垂危，經過醫生搶救總
算度過難關，病情穩定了下來。但是今年6月11日郭修女告
訴我，媽媽的情形很不樂觀，藥物、營養品無法順利經過鼻
胃管餵食，都嘔吐出來。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擔心。但是由
於疫情嚴峻，中心無法正常開放家屬探視。還好院長郭修女
幫忙，特許我一個人於6月13日去探視媽媽，這才讓我有了
機會跟媽媽告別。媽媽中風傷到大腦語言中樞神經，這 11 年
來我未曾聽過媽媽說過話，甚至發出過任何聲音。我跟她聊
天，她也只能微微點頭或眨眼示意而已。在告別的時刻，我
跟媽媽說：“媽媽你心理一定要念阿彌陀佛，要跟隨阿彌陀
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您先去以後我再去跟您團圓。”我不
斷地跟媽媽重覆這些話(這是堂姐教我說的)，結果讓我驚奇
不已的是，媽媽竟然發出一個長音跟我說「好」——這是第 一
個神奇！聽到媽媽這麼說我很安慰，隔天早上9點50分媽媽
就與世長辭了。

6月14日媽媽往生後，郭修女隨即替媽媽換衣清洗，並蓋上往生被。透過修女的
幫忙，媽媽遺體載回家裏短暫停留後，再送到聖母醫院懷恩堂，堂姐請了諾那
華藏精舍宜蘭助念團來為媽媽助念。神奇的事情發生了，當師兄、師姐們一到
懷恩堂，把覆蓋在媽媽臉上毛巾拿下的時侯，原本媽媽剛過世時，只是微張的
眼睛，現在卻明顯睜大，一臉怒容，彷彿受到了打擾。這個巨大的變化至今讓我
難以忘懷。

隨即師兄為媽媽灑金剛明砂，並蓋回往生被。隨即大家開始助念，助念數個小
時後，衆人將媽媽移進冰櫃中。這時，二哥和大姐從臺北趕回來，希望能見媽媽
最後一面。於是，葬儀社人員再次將往生被打開，讓我沒有想到的是，經過幾個
小時的助念，媽媽的眼睛從原本瞪得非常大到現在只是微張而已，臉部神情也
明顯從暴戾轉為祥和。這讓我深感念佛的偉大以及助唸的不可思議，這是第二
個神奇。

後來堂姊告訴我，媽媽應該是剛斷氣,被清洗，又被移動,難免臉色不太好。由此
可知，人剛斷氣還是有感覺的，往者八小時之內耳朵還是能夠聽得到的。

我們將媽媽的遺體安放在宜蘭福園殯儀館 10 天，在這段時間，助念團又來了兩
次為媽媽助念，大家看慧華上師助念普軌的影片共修。此外，我每天也會到殯
儀館念兩遍「佛說阿彌陀經」迴向給媽媽，並跟媽媽說一定要隨阿彌陀佛到極
樂世界去。

媽媽火化後，頭蓋骨有明顯的圓洞，骨頭上有舍利花，助念團師兄說這是瑞相，
因爲上師說過，頭蓋骨完整並有洞，表示神識上衝到極樂世界。“實在是太棒
了！”師兄的話讓我非常開心。這是第三個神奇。

媽媽能夠順利往生，我由衷的感謝助念團的師兄、師姐們不辭勞苦地多次來幫
忙助念，我們全家都非常感念！

媽媽的往生使我感悟到，生命終將有盡頭，極樂世界纔是最後的歸宿，我們應
該努力唸佛，纔是回家唯一的方法啊！南無阿彌陀佛！

新加坡《 一念蓮華 》助念團隊共修
地點：延慶寺 
日期與時間：每逢星期六，11.30am-1pm
熱線：+65 9088 9048
此項服務免費，謝絕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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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郭景婷， 41歲
孝恩禮儀坊創辦人兼殯葬禮儀師
美國跨學科研究、社會科學和犯罪學學士文憑

請問在這行多久了？什麼情況下進入這個行業？

我當初入行時，是因爲家父也是在經營自己的殯葬業公司。由於我叔叔離職，
公司的殯葬業務缺少人手，父親請我回去打理。看在年老的父親一個人忙不過
來，我就斷然決定回去幫忙。一呆就是十年，直到2019年，基於對經營公司有
着不同的理念，我便離職創立了自己的「孝恩禮儀坊」。

您背後的泰文刺身對這行有着怎樣的作用嗎？

泰國佛教屬於南傳小乘佛教，把經文紋在身上算是一種護身符，能辟邪、擋災、
避降頭等。當時的我對這些經文很感興趣，從第一個紋身到整個背後都紋經
文，感覺很酷、很炫。當年我背部紋南傳經文，一方面是信仰，一方面是叛逆，
尤其是我家人都比較信奉北傳大乘佛教。他們覺得女生紋身是遊樂、放蕩的行
爲，也覺的是對經文的不敬。

孝恩禮儀，情暖人间
女生要把泰國南傳佛教經文紋在身上其實也是有所避
忌，例如不能紋佛像，不能紋在腰以下的部位，除了一般
雞、豬、羊、牛和海鮮，其餘的類似狗肉，或者野生動物都
不能吃，去按摩時也不能讓人踩在背上。

當年剛開始紋身時，我還沒踏入殯葬業，所以大致上沒感
覺有什麼奇妙之處。之後投入殯葬業，逐漸覺得有些境遇
不可思議。例如，有時候，我身上某個部分的經文會感覺
燒燒，很癢又浮腫，那種癢是抓不到的，就算能抓癢卻不
能止癢。只有等到它自己恢復正常，不燒不癢不腫才感覺
比較舒服。

在這些感覺慢慢變得頻密時，我就去詢問我的泰國師父。
他告訴我，經文所以會有這樣的反應是在幫我“擋災”，
或者警告我附近有看不到的“好兄弟”。記得有次受理一
個喪事委託，由於往生者是自殺墜樓身亡，所以隔天才能
去領屍。當晚接到委託時我心裏感覺不踏實。隔天在醫院
見到家屬時，我才知道，亡者的老公也是在三年前的同一
日、同個地方自殺墜樓身亡。此外，法醫確認亡者已有身
孕而且胎兒不到三個月大，可說是一屍兩命。聽聞這個消
息後，我心裏的那份不安更加強烈，雖然這也不是我第一
次接到類似的委託，但是這次有很強烈的不安。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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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自殺身亡的亡者都帶有很深、很重的怨氣，當時我背後的經文也在不同的
部位開始發燒、發癢、浮腫，但是我卻沒當一回事。隨後在領取遺體時，擡着屍
體的我從樓梯的兩個臺階直接往地摔了下去。由於我沒鬆手，所以遺體並沒掉
落而是壓在我身上。當時那種痛是無法形容的，我真的以爲我這輩子很可能不
能再走路了，因爲在摔倒時，我的脊椎是碰撞在樓梯尖端。我躺在地上整整15
分鐘才能慢慢地扭動腳趾，確定沒傷到重要部位，我立馬起身和同事把遺體搬
上車。

由於同事沒駕照，所以我繼續開車。由於車是手排擋操作，所以每次伸腳去踩
離合器都會疼得掉眼淚。之後回到公司，我就安排別人把遺體送入防腐室，而
我自己開車去醫院。在做完X-光之後，醫生說我很幸運，因爲我受傷的部位，離
一輩子下身癱瘓的位置，只差一點點。在這些事發生的時候，我背部的經文一
直都在不同的部位發燒、發癢和浮腫。直到我拿了藥，回到家，身上的經文才開
始慢慢恢復正常。之後我便告訴我師父這件事，他說經文已經在給我“警告” 
了，而我卻沒加理會。他還說要不是有經文防身，我就癱瘓了！是巧合還是人們
說的 “靈異事件” ，那就由你們自己判斷了！

近期的疫情對壽板店有什麼影響？

在這兩年的疫情管制下，許多壽板店都受到嚴重的影響。尤其是剛剛開始實行
管制時，喪事辦理所限制的人數在十人之內。許多家庭的成員都已經超過十個
人，有些家屬就不滿說爲什麼只限十人，他們應該怎麼決定哪十人來代表出席
喪事。之後我就勸請家屬安排“輪班制”，分配不同的家庭成員在治喪處。

當初因爲疫苗還沒到，條例已說明，因冠狀往生的病人不能停柩，必須直接送
去火化。而且從醫院領屍到入棺都不能給家屬參與，家屬也見不到摯愛的最後
一面。也是因爲此事，許多家屬都抱怨和不滿，我們也只能表態無能爲力，因爲
是政府限制的條例。那時，萬禮火化場也出現了爆滿的情況，他們也延長運作
時間，從原本的6-7點延遲到9.45pm。

許多家屬也因爲喪事限制在十人以下，原本想停柩的家屬只好選擇直接領取
遺體，同日火化。這大大影響到我們供應商的運作流程，包括搭建帆布帳篷、擺
放桌椅、設置流動廁所和提供飲料和雪櫃，以及提供自助餐等服務。

雖然我們殯葬業者是直接接觸因冠狀病發身亡的遺體，但是卻不算是前線人
員。每一次我們接到冠狀病人家屬的委託，我們必須全身消毒，包括運送遺體
的車輛、擔架和可能觸碰到遺體的物件。當時因爲疫情來的太突然，我們需要
用到的許多防疫配備如消毒劑、防僞衣甚至手套之類的用品都缺貨，導致我們
不能完全的保護我們的個人安危。也因如此，我們也擔心把病毒傳染給家人，
在疫情最嚴峻那段期間，有些同事他們的家人直接就把我們的同事隔離起來，
不讓他們接觸其餘的家人。

大疫無情人有情

我記得當時來往新馬的通道已被封閉，很多在新加坡過世的馬來西亞人，他們
的家屬無法把骨灰送回馬來西亞，也不清楚疫情會拖多久。尤其那些在馬來西
亞已經購買了骨灰位的家屬，他們不願在新加坡浪費一筆錢買個骨灰位，也不
知道能寄放在哪裏。

有些佛教和道教的道場雖然有讓家屬寄放骨灰，但是費用也不便宜。最大的困
難不是因爲金錢，而是那時我們都不知道來往新馬的通道幾時解封。當時，我
就建議家屬，如果不介意，可以把骨灰暫時寄放在我家的書房。我一個人住，平
時家裏也沒往來客人，所以我就把書房的最高書架騰空，好讓這些亡者的家屬
寄放骨灰。身爲一名佛教徒，不要造成他人不便，還要做好人、行好事、存好心
和說好話。對於骨灰擺放在我自己的家裏，我絲毫不會避忌，助人爲樂也是一
位佛教徒應該有的基本理念。

我記得有一個委託案子，往生者是因冠狀病毒而過世的。在他過世的時候，因
爲發現他體內有冠狀病毒，所以和他同住的妻子被政府隔離在家。

由於妻子被隔離，所以她無法去醫院領屍，也沒能去爲她丈夫申報“登記遺失”
，導致遲遲無法將她先生的遺體領出。此外，太平間的負責人聯繫亡者的太太
說，如果還不來領屍，他們就會額外收費。爲此，我親自開車接送和陪伴這位太
太去警察局申報她先生的“登記遺失”，然後隔天去太平間領取遺體，由於她
先生體內有冠狀病毒，所以從往生到入棺，這位太太也沒機會接近或者瞻仰遺
容，最後一面也沒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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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之下，我安排把棺木消毒後放入靈車，之後便停留在新明路殯儀館外的停
車位。我拿了張椅子給這位太太，讓她隔着靈車的玻璃和她先生告別。什麼叫
做最近卻最遙遠的距離？剛剛好就應驗在此時。在我們前往萬禮火化場之前，
只聽到老太太輕聲說了一句“I Love You”。隔天在萬禮領取老先生的骨灰時，
老太太說了一句 “沒想到最後「看」到你時會是一堆白骨”…… 

無愧天地人心，足以笑慰人生

人的一生，從呱呱墜地到上學，到畢業踏進社會，之後忙於工作，結婚生子，也
不過是短短數十載。有些人追求奢華的一生，有些人追求平平淡淡。這一生，有
愛恨情仇，有你爭我奪，還有名利、地位、金錢、權利各種誘惑。無論你今世成就
了什麼，或者沒成就什麼，到頭來，也不過是白雲蒼狗，最終化爲一縷青煙。所
以能花的叫財產，死後叫遺產。無論是財產或者遺產，你愛的、恨的，喜歡的、討
厭的，沒有一樣是帶得走的。來時一絲不掛，去時也兩手空空，這就是人生。做
人做事要無愧於天，無愧於地，無愧於人，無愧於心，若能做到，此生便足以笑
慰人生。

結束語：
作爲新一代的年輕殯葬業者，郭景婷居士負責整個喪事的策劃與執行，
也爲亡者的親屬提供事務協助。照陰顧陽，服務衆生的她，以非一般的勇
氣和愛心鼓舞並圓滿了許多失落的靈魂。

人生無常，瞬息萬變，珍惜當下。佛弟子應當積極修行，真誠擁抱生命，坦
然面對生老病死。生死兩相安，真愛漫青山。

https://www.facebook.com/unionbereavementservices

心理學堂

THE MENTAL HEALTH INDUSTRY – 
Unblocking The confUsion
Jeffrey Po
Counselling Psychologist.

I could recall that during my younger days (some 60 years ago!) no one spoke about 
“mental health” or was bothered by “mental illness.” Life went on peacefully. Only 
those exhibiting somewhat “strange and odd” behaviour would be deemed to be 
afflicted with some sort of mental illness.

Today, however, the term “mental illness” or “mental disease” is more defined 
and would denote those whose behaviour (physical or verbal) are related to 
some neurological disorder and/or psychological or emotional imbalances that 
differentiate them from the generally accepted societal behaviour. Hence in today’s 
context, it implies a link between the eccentric behaviour and a medical cause.

The terms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wellness” have recently crept into the 
psyche and vocabulary of modern society, particularly densely populated urban 
society. With the rapid infusion of such terminology, and especially with some 
unclear guidelines, people can easily be confused as to what the expression means 
and where they could seek help if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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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at really is “mental health”?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defines it as:

A state of mind characterised by emotional 
well-being, good behavioural adjustment, 
relative freedom from anxiety and disabling 
symptoms, and a capacity to establish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s and cope with the 
ordinary demands and stresses of life.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denotes the overarching wellbeing of a person—physically, 
mentally, emotion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and sometimes even religiously and 
spiritually. It would then follow that if one or more aspects are out of sync with 
others, the person could be diagnosed with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Such a 
situation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person’s daily activities.

Where could one then seek assistance?

Chart One briefly summarises the avenues where help can be obtained.

Psychological

The Directions-1

Mental-Emotional Health Issues

Non-Medical

Psychotherapy

Secular

Counselling

Non-Secular

SpiritualReligious

Medical (Psychaitry)

• PSYCHIATRIST 
If it is suspected that the ailment has a neurological or biological cause, it is best 
to consult a psychiatrist, who is a qualified medical doctor who has completed a 
postgraduate course in psychology. He is therefore able to approach the problem 
with medical intervention and prescribe the relevant medication.

• PSYCHOLOGIST
A psychologist would have completed formal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The intervention protocol would be non-medical, and he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 
clinical assessment of the distressed client.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here are about 55 “divisions” or sub-categories of psychology, e.g., 
Clinical psychologist,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Industrial psychologist, Sex 
psychologist,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Transsexual psychologist, 
Organisational psychologist, Community psychologist, Forensic and Criminal 
psychologis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and so on. Hence, it would be prudent 
to check the credentials before meeting the chosen psychologist.

• PSYCHOTHERAPIST 
This is another non-medical approach that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alk 
therapy.” The therapists are those who have been trained in some special therapeutic 
modalities of an emotional, cognitive, or spiritual nature that have been designed 
by some experts in the field. Those therapy protocols can be useful in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specific mental ailments. Some of the therapy modalities can include 
Hypnotherapy, Time-line therapy, Family constellation therapy,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Choice and Reality therapy (CRT), Existential therapy, 
Cognitive Behavioral Cognitive therapy (CBT), Meditative flow Psychotherapy 
(MfP), and so forth.

• COUNSELLING
Counseling is considered another form of “talk therapy.” A therapeutic alliance 
is usually forged between the counsellor and the client. Counselors are normally 
engaged 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lients and skillfully manoeuvre the client 
into a position where the issue(s) is resolved. During the counselling sessions, the 
counsellor can utilise some of the therapeutic modalities that he may be trained i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levels of classification in the counsell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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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riender 
Typically untrained individuals who volunteer their time and services to those in 
need of companionship and basic human support resources. 

  Para-counsellors
These volunteers are given some basic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human 
interaction skills. They usually help social workers and the professional counsellors. 
Sometimes a token monetary renumeration is paid to them.

  Intern Counsellors 
These are the undergraduates who may be attached to some organisations to polish 
their practical counselling skills. It is normal for a senior or professional counsellor 
to sit in during the session as well. Be wary when an intern or trainee counsellor has 
been assigned to handle your case.

  Novice Counsellors
They are those freshly graduate counsellors with a Master qualification but                
lack experience.

  Senior/Professional Counsellors
Such would comprise of those with about 1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counselling. 

• SOCIAL WORKERS
Social workers are case managers. They do not provide counselling services. They 
are trained to handle special family, financial and community social behavioural 
norms that comply with government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When seeking help, it would also be wise to find out the approach and direction 
that the helper (especially a counsellor) employs or is engaged with. In other 
words,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know whether the helper is using a “secular” or 
“non-secular” approach. The “non-secular” approach would include the religious or 
spiritual component. 

Some of you may come across the term “pastoral care”. They can be paid or 
volunteers whose main job is to guide those who may require a “hand-holding”  
into their personal life journey. Pastoral is derived from the word “pastor” meaning 
“shepherd”. Pastoral cares are usually provided for to students and not adults.

善知識造訪

    2022年12月16日
  彌陀之家東林寺、臺灣宜蘭本山當家師- 普根法師、新加坡彌陀之家東林寺-普弘法師、總知客-

普涵居士（臺灣宜蘭）、秘書長-普奘居士（臺灣宜蘭）、臺灣蓮友及慈悲SK義工團。

    2022年12月24日
 頒獎活動：瓊洲樂善居與慈悲SK義工團。

諸山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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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pm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與其他殊勝陀羅尼經念誦
The Chanting Session of the Sutra of Casket Seal Dharani 
of the Whole Bodies’ Relics of the Secret from the Minds 
of All Buddhas and Various Other Sacred Dharani

11.30am
一念蓮華志工同修與交流
Instant Padma Fellowship

2.00pm
延慶寺合唱團排練
Ean Keng Si Choir Session

8.30am
祈福煙供 
Sang Puja

9.30am
道家龍門派築基功
Dragon Gate Daoist Qigong
Meditation

11.00am
藏語文獻導讀
Reading Tibetan Classic

 1.00pm
頌讀《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也稱《文殊真實名經》
Chanting of the Mañjuśrī
-Nāma-Saṃgīti 

 2.00pm
梵唄經誦與拜懺
Traditional Mahayana
Chanting Prayer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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