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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刊編輯委員會第 307 期會刊摘要： 

    本刊 307 期法規專論，談倫理與疾病之間關聯性規範～人倫法規(中)，本期是

續 10 月份 306 期之內容之舉例二：說明媳婦做家事幹活，確實有很深遠的含義，值

得為人媳婦的，要好好地去琢磨，裡面所說的這位媳婦，正因為她不做活，家庭倫

常顛倒了，孝顛倒了，才把三個孩子的生命線給堵住了。他一做活，三天以後，第

三個孩子的肚脹就消了，可是江山易移，稟性難改，一看孩子的肚子消下去了，媳

婦的懶惰性格又犯上了，又不願意繼續做家事，帶孩子回娘家去待了三天，孩子又

開始脹肚。 

    另外，評價一個媳婦好不好，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要看她媽媽做得怎麼樣，

當媽媽很重要阿！要想生出一個好孩子，就應該從學習做媽媽這兒用功，否則孩子

生不好，就會留下禍根，因母子的心是相連的，從懷孕開始，孩子就是吃著媽媽的

氣血長大，媽媽的一喜一怒、一冷一熱、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孩子，媽媽種因，孩子

結果，孩子若有病，當母親的最要反思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那股怒、恨、怨、

惱、煩等五毒陰氣，是跟誰生氣的，找到了跟誰生氣的病根，面對現實，承認自己

的不對或錯誤，尋找家人的優點，只要認真改正自己的過錯，孩子身上的病就會有

奇蹟產生。本文舉出二個例子，供大家思考。 

    夫婦相處之道，要夫妻和合，要男剛女柔，要志界與意界的夫妻，千萬不要做

心界與身界的夫妻，把志界、意界為夫婦之追求之目標，也是人的去路，儘往除去

人的來踪～性、心、身三界，養心修性，摒去稟性五毒及不好的習性，駛往天性，

做真人，不可做假人。夫妻要相互溫暖，互不管轄，不可輕易離婚，文中並提出二

個例子，一個例子是有位婦人得了尿毒症，另一位女士患了全身性的肌無力症，都

與夫婦道有關。 

    本文最後談到老人道，老人性如灰，將家人的不是(指家人所有的過錯)往自己

的身上背，能委屈，能吃虧，心懷全家好，省是又省非，無事笑眯眯，保養性天魁，

慈祥納福，福星照光輝。這是老年人應該做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推開，順其自

然。要把家人的不是，都藏起來，或扛起來，當家庭鬧糾紛時，老人要說：「小孩子、

孫子們，你們都別爭了，這都是我的責任。」老人若能這樣，小輩們自然就不爭了。

最重要的是，老人不要專制兒女的婚事，本文提出二個例子，一則是因母親干涉女

兒的婚事，結果她的女兒因此得了精神病，另一則是兒女在婚事上，不聽從父母給

他們的安排，父親本身自己生氣長出胰腺癌，一個月後就往生了，我們做老人的，

要切實引為殷鑒呀！ 

 

                                                蔣龍山 謹識 105.12.27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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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01 檢送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紀錄乙份。 

105/11/02 通知各前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於105年 11月8日參加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局長邱森

輝之母邱媽陳蘭往生告別式。 

105/11/02 行文地政士蕭靖安(766)、洪璟霖(767)、陳冠志(768)、廖志桐(769)、劉嘉洪

(770)、陳美禎(771)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

查通過並已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 

105/11/02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10、11、17、18 日假明道大學舉辦 105 年度第

2期地政士專業訓練研習班。 

105/11/02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於 105 年 11 月 25、26 日舉辦 105 年度會員暨眷屬聯誼旅遊活

動(東北部休閒之旅)。 

105/11/04 通知各理、監事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假福華大飯店(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9 號)舉辦 105 年度幹部講習訓練營活動。 

105/11/08 通知參加新竹市地政士公會 105 年 12 月 9 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創會 24 週

年暨改制合併 10 週年慶祝大會(依序輪由潘常務理事鐵城、黃理事炳博出席)。 

105/11/08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局長邱森輝之母往生告別式，本會由黃理事長敏烝、黃理事琦

洲、黃理事炳博、柯監事焜耀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另第八屆理事長阮森圳、

第五屆理事長施景鈜先行於 11 月 3 日前往上香致意) 

105/11/16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彰化辦事處邱傑勤主任及何心瑜股長蒞臨拜訪本會，

本會黃理事長敏烝、謝常務監事金助、邱常務理事銀堆、楊常務理事鈿浚、潘常

務理事鐵城、王常務理事文斌出席歡迎。 

105/11/17 行文各前理事長、各理、監事請就登記預審試行作業辦法(草案)提出意見。 

105/11/18 行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本會為增進會員對於服務科多功能各項服務之瞭解，於105

年 12 月 7 日舉辦會員教育講習，敬請指派講師協助宣導。 

105/11/22 通知全體會員於105年12月 7日假彰化稅務局員林分局三樓禮堂舉辦國有財產出

租標售實務教育講習。 

105/11/22 通知全體會員為順利會務推展，請於 106 年 1 月 30 日前繳交 106 年度常年會費。 

105/11/23 通知各前理事長、各理、監事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訂於 105 年 12 月 6 日（星期

二）上午 10：00 於溪湖藝文館【溪湖鎮員鹿路三段 245 號】舉辦溪揚金檔湖澤

地政「穿越古今地政文物展」開幕活動。 

105/11/25 本會舉辦 105 年度會員旅遊聯誼活動東北部休閒之旅。 

105/11/28 通知各理監事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將於105年 12月 15日(星期四)早上10點拜訪本

會，請各理監事撥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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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倫理與疾病之關聯性規範～人倫法規(中) 
本文作者：蔣龍山∕本會第八屆理事‧第九屆監事‧大學企業管理系商學士‧法律研究所法 

          律學碩士‧2009 年獲彰化縣政府頒發績優地政士‧2012 年獲整復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頒發國家傑出整復師‧2014 年獲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表揚推動會務楷模‧曾 

          發表人體 14 經脈與整復推拿之創新手法應用論文各一篇‧專攻性理問性推背調理 

          運動傷害及各種痠、抽、脹、麻等疑難雜症之推拿整復累積計有 30 年以上經驗‧ 

          現職東洋地政士事務所所長‧東洋性理學推拿整復館館長 

(續 10 月份 306 期) 

舉例二：……善人一看，孩子的小肚子，像扣了個飯碗似的，一敲當當地響。劉善人說：「這 

        孩子脹肚，先天來的，不能好。」聽我這麼一說，她就抱回去了。沒幾天，孩子就 

        死了。 

        兩個孩子死了，可是她還不明白道理。第三個孩子生出來仍是脹肚，等長到五十七 

        天的時候又抱到善人那兒去了。善人一看，問：「你為什麼還生這樣的孩子？」她說： 

        「我也不知道。」善人說：「因為妳性格不改，以後生出的孩子都不能成。」她就哭 

        著說：「好了吧！好了吧！只要能好，讓我怎麼都行。」劉善人一想，得給她出個招 

        兒呀，就對她說：「就抱回去吧！以前妳什麼都不幹活，讓老婆婆伺候妳，還不讓婆 

        婆抱孩子。你這回去，把孩子送到婆婆那屋，讓她給妳哄孩子，妳下地做活兒，餵 

        豬、打食、做飯、掏灰，什麼都幹。按善人說的做，這孩子還有可能好。」她說：「真 

        的嗎？」善人說：「不信，你回去試驗。妳老婆婆也六十多歲了，冷冬數九，妳不可 

        憐妳婆婆嗎？事怕顛倒，理怕翻，拿人心來比自心，妳將妳媽跟妳婆婆對照一下， 

        就知道怎麼做了。」她說：「那好，回去我就改。」 

        她回去之後，真把孩子抱到婆婆那屋去了，婆婆高興地說：「妳生了好幾個孩子，都 

        沒有讓我抱過，今天怎麼抱我這屋來了？」她說：「善人說了要讓妳給哄孩子，我來 

        做家務。孩子吃奶的時候，我餵奶，餵完後，我還操持家務。」她就這樣幹了三天， 

        孩子的肚子真的消下去了。 

        所以「媳婦做家事幹活」確實有很深遠的含義，值得我們好好地去琢磨。上面說的 

        這位媳婦也是一樣，正因為她不做活，才把孩子的生命線堵住了。她一做活，三天 

        以後，孩子的肚脹就消了。她自己覺得挺奇怪，老婆婆也覺得奇怪，「孫子的肚脹病 

        怎麼就消了呢？」 

        可是「江山易移，稟性難改」。這位媳婦，一看孩子的肚子消下去了，媳婦的懶惰性 

        格就又上來了。因為不願意幹活做家事，就把婆婆扔丟在家裡，抱著孩子回娘家去 

        了。在娘家待了三天，孩子又開始脹肚。她沒回婆家，直接把孩子又抱到善人那兒 

        去了，那是 1990 年。善人說：「你怎麼又把孩子抱來了呢？回家以後，孩子沒好嗎？」 

        她說：「好了。」善人說：「好了妳怎麼又抱來了？」她說：「好了三天，又壞了。」 

        我說：「孩子好三天，你幹了三天的家事。」她說：「就那麼靈嗎？」善人說：「你看 

        靈不靈？妳幹三天活兒，孩子肚子就消去三天。孩子肚子脹得像小飯碗，敲起來像 

        鼓，那就是妳鼓氣，鼓脹的。因為妳不幹活兒，還不知足，你認為自己一朵鮮花插 

        到牛糞上了。」她說：「對，我不同意嫁他，沒相中這丈夫。」我說：「沒相中，你 

        就別結婚。勉強結了婚，就把下一代給坑了。」她說：「那怎麼辦呢？這次回去真得 

        好好地幹活的了。」善人說：「那你回去吧，看這孩子會怎麼樣。」從那以後，她就 

        不再只應付敷衍似的幹活兒，而是真正地、真心地、高興地幹，孩子又好了。這些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07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5 年 11 月 

- 4 - 

        都是媽媽懷孕的時候，收到的髒太多了，造成了孩子先天的缺陷。孩子到了六歲的 

        時候，這孩子老病又復發，又脹肚了。她又把孩子抱到善人那兒，善人一看，說：「又 

        脹肚了，你們倆口子一定變了，這個時候孩子就要走啦(死了)。」她說：「能不走嗎？ 

         (能不死嗎？)」善人說：「不走(不死)這孩子身高只能長這麼高，你再怎麼養他， 

        他也難長高。先天性不好，後天能好嗎？這個假票子(指假孩子)要走啦，再來(再生) 

        就會來個好的。」然後，她把孩子抱回去了，不長時間，孩子就死了。 

        這次真是把她嚇壞了，連續生了三個孩子都沒有留住，再不敢往下生了。兩年以後， 

        她又來找善人說：「我得生個孩子。」善人說：「真是笑話，生不生孩子，還要來問 

        我，我又不是送子爺爺，生孩子這檔事，要你們夫妻自己去把握。你們感覺性格改 

        好了，就生；性格要是不改，還是會生出這樣的孩子，就問妳性格改了沒改呢！」 

        她說：「我覺得我變了。」善人就說：「既然你已真是改了，那就準備生吧。」後來 

        生了個姑娘，現在都上學了，長得又聰明又伶俐。 

(六)生一個好孩子 

    劉善人以自己小姨子生的一個姑娘為例：評價一個媳婦好不好，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 

    要看她媽媽(媳婦的媽媽)做得怎樣。當媽媽很重要啊！要想生出一個好孩子，就從學習 

    做媽媽這兒用功。要不然孩子生不好，就會留下禍根，一代代往下傳，真了不得呀！為 

    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母子的心是相連的。從懷孕開始，孩子就吃著媽媽的氣血長大，媽 

    媽的一喜一怒、一冷一熱、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孩子。媽媽種因，孩子結果。孩子若有病， 

    當母親的最要反思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那股氣(怒、恨、怨、惱、煩等五毒陰氣)是 

    跟誰生氣的。找到了跟誰生氣的病根，面對現實，認己不是(承認自己的不對或錯誤)， 

    尋找家人的優點，只要認真改正自己的過錯，孩子身上的病就會有奇蹟產生。 

舉例一：最明顯的例子，是劉善人小姨子的一個姑娘，三歲的孩子，右腦室擴大，路走不穩， 

        走兩步就會摔倒。善人說：「孩子的病是妳，跟妳媽，和妳婆婆使勁來的，妳不願意 

        這兩個人(娘家的媽與夫家的婆婆)。」小姨子一聽，也不迴避，並說：「我不同意我 

        的婚事，是母親強行把我嫁到現在的丈夫家。沒辦法，我拗不過母親，只有照辦。 

        等到了我丈夫家，我又跟婆婆暗暗較勁兒，嘴上不說，心裡不和。」 

        講著講著，她就哭開了，感覺自己很委屈。就這樣哭了三場，把良心哭轉過來了， 

        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認識到了對老人的不孝。媽媽哭完三場後，良心翻轉，孩子走 

        路時就穩當了，不再摔倒。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孩子還小的時候(十二歲之前)，母 

        親對孩子的影響力不可忽視。只要母親扭轉心性，天命自然回歸。天命的力量可大 

        了，只要回歸本位，就能改變乾坤，就能扭轉之前對孩子的不良影響。小姨子知道 

        了自己錯在那裡，立住志向，發下誓願，在媽媽(娘家的媽媽)和婆婆面前認錯，痛 

        改前非，盡好孝道，孩子從此就好了。 

舉例二：有個女孩是學平劇的，她跟男朋友訂婚的時候，男方的父母不同意，說他們家不要 

        唱戲的。這女孩考上平劇院了，為了這樁婚事，也沒有去成。所以這女孩子她暗下 

        決心：你們不同意是吧？我非跟你們的兒子訂婚，看我結婚以後怎麼收拾你們！因 

        為她和男朋友感情特別好，男孩子最後還是堅持跟她結了婚。結完婚，這女孩就想 

        方設法折騰她婆婆，婆媳關係不好，大姑、小姑關係全都不好。天長日久，成了仇 

        敵。後來，她生了一個男孩，孩子生出來就有肝病，還有抽動症，整個半邊臉都不 

        停地抽，有時，甚至整個身子都動。孩子長到 13～14 歲了，還是那樣。她自己呢， 

        肝也不好，後來肺也有了病，都很嚴重。 

        1995 年，她帶了孩子去了我們北安的性理療病所。她聽善人一講，就唱開平劇了， 

        一邊唱一邊哭：「我對不起我婆婆，我都跟婆婆成仇敵了。我以前認為她看不上我， 

        今天才知道，實際是我看不上她。」就在她認錯的時候，孩子的眼睛、鼻子和半邊 

        臉當場就不抽動了。她一看孩子起了效果，哭得就更厲害了，一邊哭，一邊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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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一定當面向我婆婆認錯，一定要扭轉我婆媳之間的關係，好讓我們心心相 

        通。」她在我們那兒待上七天聽講，回到家後，連話都沒說，就給婆婆跪下了。老 

        婆婆一看，兒媳婦怎麼了？出趟門回來，怎麼還跪著哭上了？這女人就說：「媽，我 

        對不起您呀！兒媳婦做得不好，整天抱怨您，還說您做錯了，實際都是我的錯呀。」 

        她越說越傷心，越哭越厲害。老太太一聽，也抱著兒媳婦哭上了，婆媳倆痛哭一場， 

        從此解開了婆媳倆多年的疙瘩，家庭亦變得和睦了。 

        這位女士叫胡淑霞，她改變以後，為《鐵窗》的曲調，配寫了一首新詞叫《悔過的 

        淚》。歌詞寫得特別好，詞曲一和，真把悔過時，那種悲涼的心境，表達出來的淋漓 

        盡致，不管誰唱，誰聽起來，都要掉出眼淚出來！ 

        茲將悔過的淚歌詞摘錄如下： 

        道友呀！聽我唱支歌，善人講道，我記心窩，從今以後，我要改過呀！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洗新革面，重新做人。 

        父母啊！養了兒的身，兒要回報父母恩，是兒對您不孝心哪！從今悔過，我拜雙親， 

        媽媽呀，兒給您磕個頭。 

        公婆呀！養兒為了防老，指望到老，有人照料，是兒媳婦對不住您哪，脫胎換骨， 

        變新人，脫胎換骨，變新人。 

        夫妻呀！本是緣份定，前世的帳碼，我今世還清，今世不還，何時還哪，下了地獄， 

        我後悔難，下了地獄，我後悔難。 

        兄弟姊妹一母生，不要為金錢來爭分，父母面前同盡孝哇，一奶同胞，心連心，一 

        奶同胞，心連心。 

        朋友呀！本是五倫中人，朋實友信，義為真，不要坑蒙，又捌騙哪，丟掉義字，我 

        生存難。 

        跪在呀佛前，我磕頭懺悔，歌中，有我悔過的淚，悔過自己，沒盡好孝哇，白走半 

        生，沒當好人，白走半生，沒當好人。 

        跪在呀善人前，我立下志向，從今化性，圓滿天性，道友，切記，我的教訓哪，善 

        忠孝，要代代傳，善忠孝，要代代傳。 

六、夫婦道 

(一)夫妻和合 

    我們談夫婦之道，道在哪兒呢？道就在自身，別遠求，需要向「動、靜」二個字，去研 

    究事理就能明白。男人為動，女人為靜。動是乾，靜是坤。乾坤之別，就是天地之別、 

    陰陽之別。男人為乾為日，是日頭；女人為坤為月，是月亮。日月合到一起，才念「明」， 

    也就是夫妻和合才能明。夫妻和合，不就是孔子說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嗎？夫婦道， 

    是倫常第一關，它就像車輪似的，不停地往下轉。俗話說：「千年修得共枕眠」，大家看 

    看這個緣有多深啊！為什麼說夫妻的緣了不得呢？因為當無極變動生太極的時候，就有 

    了陰陽，有了陰陽就有了乾坤，有了乾坤就有了男女，有了男女就有了夫妻，這樣的緣 

    分能不珍惜嗎？這個緣真是太重要了。 

    男人為乾，要領妻而不管妻；女人為坤，要助夫而不累夫。男人領妻行道，女人助夫成 

    德。真能達到這一點，就是夫妻陰陽平衡。四書五經中的大學開宗明義就講：「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那怎樣才能明明德呢？必得男 

    女和諧了。因為男人為日，女人為月，放在一起才有明。只有這個「明」具備了，才有 

    可能明明德於天下。也就是說，夫妻必須和和睦睦，和合陰陽。陰陽和，就是天地和，「陰 

    陽和合，煉金丹」，煉什麼金丹？就是給世上留下一個有用的後代。所以說，夫婦是人倫 

    之始、造化之根，我們首先要行好這步夫婦道。 

(二)男剛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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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剛正，女貴柔和。男人無剛，家庭亂如麻秧。什麼是剛？剛就是要有正知、正見、 

    正確的觀念。男人要剛，但這個剛不是剛暴，而是性情剛正不阿。各方面都得正，不但 

    心正，身還得正，言談舉止行為都得正，這才叫男人的真剛。現在很多男人把這個「剛」 

    領會錯了，認為男人就應該有脾氣，就應該嗚鬧喊叫的。男人打罵妻子，就是身剛倒了。 

    身剛一倒，整個家庭就會陷入地獄苦海之中。男人必須要真，如果男人當不真，就會給 

    後代留下遺憾。我們一定要把人當真，千萬不要當假人，說假話，辦假事。我們必須說 

    真話，辦真事，真裡拔真。 

    女子若無柔，家庭必發愁。女人要太剛了，神叉叉，火辣辣，貓一天，狗一天，一陣風 

    一陣雨，沒有長性(指沒有穩定的性情)，家庭就要亂套。若按過去的說法，女人太剛了， 

    不克丈夫就克自身，不克自身就克子孫，到頭來，不是夫離，就是子散。女人的柔，不 

    是讓你軟弱無能，而是讓你性情溫柔。男剛女柔，剛柔相濟，夫妻才能合和，才能生出 

    孝子孝孫。 

    男人不能管女人，不能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我就有權力管她，這樣管就叫霸女。女人也 

    不能管男人，不能因為我嫁給了他，他就得歸我管，就得跟他老人斷絕關系，這樣的管 

    叫做欺男。一個男人往往能夠統帥千軍萬馬，卻統帥不了自己的妻與子，為什麼呢？因 

    為你只會管，不會領，妻與子，才不聽你這一套。男人得會領妻學道，女人得會助夫成 

    德，這樣才能達到家庭和樂，才能給世上留下好的人根。 

(三)四大界夫妻 

    志、意、心、身，四大界是人的去路；性、心、身三界是人的來踪。現在學道、學佛的 

    人很多，很多人一心想要修行，口口聲聲地說：「我可不在這塵世上待了，我要到極樂世 

    界去。」可惜大家不知道什麼叫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在哪兒呢？遠在天邊，近在家園。 

    我們的家就是極樂世界。你在現有的極樂世界，看成了苦惱的世界，還想去極樂？去不 

    了的！ 

    修行、修行，我們要想修行，就得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地去實行。道在哪兒呢？道在我 

    們身上，別老去外面求。外面沒有道，越求越遠，那是捨本逐末。人人都盼上天堂、入 

    佛國，卻不知道天堂與佛國就在我們眼前。 

    1.志界的夫妻：每一位居家生活的人，與人相處時如果能做到好賴都行，一切沒說，不 

      挑任何人的毛病，也不挑任何人的理，這就是佛國的境界。如果沒說的夫妻就是佛國 

      的夫妻，就是志界的夫妻。佛國的夫妻，生出佛子佛孫。 

    2.意界的夫妻：知足常樂，互相感恩，彬彬有禮，相敬如賓。男人愛護女人，女人尊重 

      男人，這就叫相敬如賓。這不就是天堂嗎？還上哪兒找天堂呢？夫妻兩人高高興興， 

      天堂就在眼前。天堂的夫妻生孝子孝孫。 

    3.心界的夫妻：勾心鬪角，分斤計兩。王善人說：「夫妻別講理，講理氣死你。夫妻要講 

      情，講情互相疼。」現在很多夫妻都在爭理，都死在這個理上。夫妻就跟牙齒與舌頭 

      一樣，待在一起，哪能總是頂碰？爭來爭去，肚子都氣大了，還在爭，這不要命了嗎？ 

      古人爭罪，今人爭理。苦用心機，機謀巧算，盡使心眼，你說苦不苦啊？吵吵鬧鬧， 

      陰雲籠罩，這不是苦海嗎？苦海的夫妻生逆子，不聽話，專跟家長對著幹，逆著老人 

      處事。 

    4.身界的夫妻：只知道享受，吃喝玩樂，花天酒地，為所欲為，胡作非為。家裡罵罵吵 

      吵，打打鬧鬧，沒有一天清閒自在，這不就是地獄嗎？還等死了下地獄？活著就在地 

      獄裡啊。雖然吃得好，穿得好，可是你的心卻陷入了地獄之中，那又有何意義呢？地 

      獄的夫妻，生討債的兒女，生來的兒女，不來幹別的，就是來敗壞你的家庭。 

    這就是四大界的夫妻。志界佛國、意界天堂、心界苦海、身界地獄。佛國、天堂、苦海、 

    地獄在哪兒啊？就在人間！就在我們的家裡出現！這樣的話，我們就要好好地對照—下 

    自己，看自己到底站在哪一位。是站在志界，還是意界？或是心界，還是身界？現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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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中，身心兩界的人比較多，志界和意界的人比較少。相應的，我們的家庭又是什麼家 

    庭？佛國家庭，還是天堂家庭？苦海家庭，還是地獄家庭？我們可以自我鑒定一下，看 

    看我們活在什麼樣的家庭裡。 

    上面所說的這些道理，你若能明白，你的家庭就能馬上變樣，就能從地獄返回天堂，苦 

    海化蓮邦。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變了，整個家庭就會變。怎麼變呢？凡事你都別往外 

    怨，要想想自己做得都好嗎？妻子怨丈夫，丈夫怨妻子，婆婆怨媳婦，媳婦怨婆婆，這 

    樣子的家庭有的只是愁眉苦臉，一籌不展，這不變成苦海了嗎？如果我們把它翻轉過來， 

    互相認不是，多找自己的不是，多看他人的好處，多做自我批評，多改造自己、教育自 

    己，這就變成天堂的家庭。這不就是地獄返天堂，苦海化蓮邦了嗎？所以我們想過什麼 

    樣的日子，想創造怎麼樣的家庭，全在我們自己。 

(四)互不管轄 

    我們都病在誰身上了？病在親人和近人身上了。死在什麼人身上？也是死在親人和近人 

    身上。所以王善人教導我們：「近人(指太親近的人，是家人)要遠(其意境是指不必太牽 

    掛，不要太過度的愛心，關心，我們要學會放下，只要盡心即可，而不要累心，惦記)， 

    遠人(遠方的親族人)要近(要時常打電話，打 e-mail 或用 line 去關照)。」 

    近人怎樣遠？不要牽掛，牽掛心最厲害，牽情掛愛就是罪。對家庭中的人和事，我們都 

    要看破、放下，盡心而不累心。我們盡到了心，就不要再惦記。我們如果再去惦記，就 

    要牽掛，就要管人。管人一分，恨你一分。管人十分，恨你十分。愈管愈反感。 

    夫妻之間，不能管轄，要學會放下。丈夫也好，妻子也罷，即便走出千里，都得互相放 

    心。要不放心，心裡惦記這個，懷疑那個，你就等於用意念把對方支使壞了。 

    現在很多女人對男人不放心，怕自己的男人讓人奪走，對他總是起疑心：「哎呀，我的男 

    人怎麼了？他近來對我怎麼不那麼熱情了？會不會是對別人熱情了呢？」有的女人常 

    說：「你跟別人說話笑盈盈的，幹嗎跟我說話總是拉長個臉呢？」她心裡這股怨氣，就起 

    來了，其實，我們對外人說話能像對妻子那樣嗎？跟外人說話，咱們得笑臉相迎，而夫 

    妻之間說話，那就該怎麼的就怎麼的。我們不要挑這個理，為人不挑理，挑理氣死你。 

    故夫妻得講情，講情互相疼。 

    只講女人，不講男人，那也不行。女人低下了，男人亦得低下來。妻子為你生兒育女， 

    又給你燒火煮飯、鋪床疊被，你不愛護她，反而認為她所做的都是應該的，那你就不對 

    了。夫妻間得互相理解，互相關懷，妳尊重我，我愛護妳，家庭才能一團和氣。王善人 

    曾經說：「男人要把妻子放開，不管妻子，女人也不要管男人。」男女之間互相離開的時 

    間不管有多長，你心裡都不要有懷疑，你心裡不疑，他什麼事也沒有。你對她一起疑心， 

    那就不好了，你這邊心念一動，她那兒保證也動。你給她種了壞的因，她就給你那個壞 

    果，夫妻關係就會緊張而不融洽了。 

舉例：有個女士得了尿毒症，因為家離善人之家那兒還算近，只有三百多里，她丈夫便開車 

      帶她到善人之家那兒去了。我們見了面知道病情之後，我就問她：「妳丈夫是幹什麼 

      的？」她說：「是個領導。」善人一看，感覺她丈夫那人挺好，我就說：「妳丈夫是當 

      官的，你是當官的太太，可惜妳信不著他。」這一句話把她丈夫說得哈哈大笑，她說： 

      「您說得對。」善人說：「妳這病就是這麼得來的。妳用鐘點來要求他，看到鐘點到了， 

      心想怎麼還沒回家。要是超過兩分鐘還沒回來，妳就心急了。五分鐘以後還沒回來， 

      妳就趕緊打電話：『你哪兒去了？跟誰去的？什麼時候回來？』保證是這樣。」她丈夫 

      說：「對，就是這麼回事。」大家看，這就是愛得深，恨得也深，最後把自己恨得成了 

      尿毒症。 

(五)相互溫暖 

    夫妻之間應該怎麼做，才能把夫婦道行好呢？夫妻之間要相敬如賓。—對男女素不相識， 

    甚至是天南地北，走到了一起，不應該相敬如賓，以禮相待嗎？彬彬有禮，妳尊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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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重妳，這叫互敬互愛。可是現在的很多夫妻，男人不會當丈夫，女人不會當妻子， 

    整天打打鬧鬧的。別的夫妻相敬如賓，而那樣的夫妻相敬如冰。在一起的時候，不好好 

    過，不是相互給溫暖，互相找好處，只知道互相挑刺，越挑剔當然就越冰冷，最後冷得 

    受不了了，就要找另一個溫暖的地方去了。 

舉例：2005 年，吉林省吉林市有一位女士，患了全身性的肌無力症。當時連地兒都下不了， 

      眼睛要想睜開，眼皮都得用手扒著，手一鬆，眼皮就耷拉了。四肢一點兒力量也沒有， 

      就連咬西瓜和大米粥的力量都沒有，只能靠喝牛奶過日子。因為她媽媽跟我們熟悉認 

      識，所以就開著車，把善人接去了。 

      到那兒一看，這病挺怪呀，善人還是頭一回見到這樣的病。病人見了就問善人：「我這 

      個病是怎麼得的？」善人說：「妳愛生悶氣，又生怨氣，這些毒氣存在妳周身和筋裡， 

      所以妳就得了現在這個病。」善人接著問她：「妳最氣、最看不上的人是誰呢？」她說： 

      「我丈夫不回家，有第三者，把我扔下不管了。」善人說：「男人跑了，不怨妳嗎？」 

      她說：「那怎麼能怨我呢？」善人說：「妳一個勁兒只想賺錢，這回錢賺夠了，他要換 

      『鄰居』了。妳又怕又氣，所以得了病。妳看，他有時不回家，就打電話找他，可是 

      他的手機要麼不接，要麼乾脆就關機了。」她說：「是啊，就是這樣。因為找不著他， 

      我就一晚一晚地生氣。」善人說：「妳看吧，他在那邊樂，妳在這邊生氣，你傻不傻啊！ 

      氣死妳能怎麼樣？妳氣死了，他不就更高興，不是嗎？照我說，妳得好好活著，妳得 

      往妳自己的身上歸。」她說：「我怎麼歸？」善人說：「妳就別怨他了，要怨妳自己。」 

      她說：「為什麼怨我？」善人解釋說：「夫妻相敬如賓，可是妳發現他有第三者了，就 

      跟他相敬如冰。妳像個大冰塊似的，對他一點都不熱情，他當然就要找熱乎的地方去 

      了。妻子是男人的小棉襖，棉襖穿上要溫暖。可是妳棉襖拆掉了，變成假的棉襖，假 

      的棉襖穿在身上涼，他就要把這假棉襖脫掉，換件真的棉襖去穿才會熱乎，是妳把丈 

      夫給冰跑了，完了，這妳怨恨丈夫。妳不說妳自己不對，還說丈夫不對。最後，妳再 

      想往回招呼他，他可不回來了，妳說，是不是這種情況？」她說：「是啊！」善人說： 

      「妳認錯吧，別怨他了，還是妳不會招待。妳要會招待，他會跑嗎？」善人這麼一說， 

      她就放聲大哭了。 

      善人在那兒待了兩個小時，她也哭了兩個小時，哭完了，馬上就能下地了，—下地兒 

      就給善人磕頭。善人說：「妳不要給我磕頭，我也不是活佛，妳給我磕頭沒有用，要認 

      錯才有用。」她在地上磕了兩個頭，騰一下就站起來了，眼皮也能撐開了。當時她拿 

      了個蘋果，試著咬了一口，慢慢一嚼，「哎呀！蘋果我也能吃了。」之後的兩年，她一 

      不舒服，就給善人打電話，善人就在電話裡跟她聊一聊，說一說。 

      2007 年，她又在善人家待了三四天，然後徹底明白了，病也好俐落了。善人說：「這 

      回妳好俐落了吧！以前妳雖然好了一點兒，但是還不明白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說， 

      做妻子的，應該明白做妻子的道理，應該讓丈夫時時感到溫暖，不能跟丈夫玩兒虛的、 

      假的、冰的冷的。妳如對丈夫太冷了，最後，妳就會感受到冰冷的果報。 

(六)不要輕易離婚 

    當今有很多夫妻三言兩語，話不投機，就要離婚。離婚之時，有些男人，眼睛瞪得溜圓： 

    「我就不要妳！」女的也不示弱：「我一腳踹你一邊去。」有些離婚的夫妻，根本就沒多 

    大的事，「生活習慣不同，性格不合適，住不到一起」。這樣就離了。那當初你又是怎麼 

    合適的呢？我們當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們經常最近的鄰居，指的是夫妻，你跟最近的人 

    都合不來，那你還能跟誰合得來？ 

    可是現在的離婚率太高了。有不少人都是喜新厭舊，扔了這個，又找那個。你有扔這個 

    的心，就有扔那個的心，這不就飄起來了嗎？你有這樣飄浮的思想，就會生出飄浮的兒 

    女。等兒女成年了，還是一樣照你的路走，婚姻周折，讓你有操不完的心。不明白道理 

    的人，反過來還埋怨兒女。明白道理的人，一眼就看透了，那不是你自己種的因嗎？都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07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5 年 11 月 

- 9 - 

    在因果之中，都是自作自受。 

    有一些為了追求個人的快樂，一不遂心，夫妻間就反目離婚。離婚之後，最受傷的，還 

    是我們的親人，以及我們的孩子，跟媽媽去吧，沒有爸爸的愛；跟爸爸去吧，沒有媽媽 

    的愛。變成能生不能養，能養不能教，這樣的爸爸媽媽是不是罪人呢？現在有很多離婚 

    的夫妻，把孩子丟到社會上，既給家庭造成了創傷，又給社會和國家留下一個浪子。孩 

    子沒有正確的方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就會在社會上胡作非為。 

    我們曾看到很多有病的孩子，他們怎麼得的病？不是恨爸爸，就是恨媽媽。我們問孩子 

    們：「你為什麼要恨他們？」孩子說：「他們離婚了。」還有很多孩子，不分男孩女孩， 

    都不愛說話，都不想結婚。我們又問他們：「你為什麼不想結婚、不想成家？」他們說： 

    「您可別說了，我媽和我爸打了一輩子，最後分開了，多痛苦啊！我還不如不成家！」 

    你看看，這些孩子多麼可憐，是誰造成的？是父母造成的。所以，夫妻倆千萬不要輕易 

    離婚。一時衝動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害人害已。 

    離婚就能解脫嗎？離婚就能追求另一個幸福嗎？那可不一定。有的女人離婚後，雖然到 

    了另一個環境，可是由於性子不改，生活還是如此，甚至更加苦惱。我們遇到過很多離 

    婚的人，最後都是後悔了，可是「後悔之藥」要到哪兒買去呢？永遠買不到啊。也只有 

    咱們這兒能送給你「後悔藥」，讓你懺悔過去的錯誤，明白自己的過錯，努力改變自己的 

    性情，如果情況許可，最好能夠破鏡重圓；如果確實挽回不了，也可以再建立新的家庭， 

    努力地去盡這夫婦(夫妻)這步道。只有將性格這漏洞補上了，才能了你這個陰命～撥陰 

    取陽，克己復禮，恪盡孝道，因為老天畢竟不殺悔過之人。 

七、老人道 

(一)老人性如灰 

    有些老人，聽善人們講完道以後，高興地說：「這回可好了，兒女都得孝順父母」，兒女 

    確實要孝順父母，不過父母老人們也得會當老人。各人有各人的道，老人也有老人的道。 

    你要不會當老人，當兒女的想盡孝都難。人到了晚年，就如同到了冬季。「冬主藏」，這 

    是天時季節，老人應順應天時。怎麼個順應法呢？就是要學會養藏。在易經易學裡有這 

    麼一句話：「洗心退藏於密。」年老了，我們從工作的崗位退下來，不管工人也好，幹部 

    也好，都叫退休。這是我們老人的天命。這個天命讓我們幹什麼呢？就是讓我們老人能 

    退下來修。修什麼呢？即是修性、修命，修不足的地方，修身上那些毛病。年輕的時候， 

    風風火火，在外面忙於事業，很多人都沒有顧到自己，現在人老了，該歇下來慮一慮自 

    己，該藏起來了，該要悟道啦。 

    老人性如灰，將家人的不是(指家人的過錯)往自己的身上背，能委屈，能吃虧。心懷全 

    家好，省是又省非。年邁交冬季，家政一旁推。無事笑微微，保養性天魁。慈祥能納福， 

    福星照光輝。這是我們老年人應該做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推開，順其自然。把全家 

    人的不是(缺點)都藏起來，或扛起來，當家庭鬧糾紛時，老人要說：「小孩子孫子們，你 

    們就別爭了，這都是我的責任。」老人若能這樣，小輩們，自然就不爭了。 

    很多老人做不到這一點，爐中灰有火，甚至還死灰復燃。尤其有許多老太太，火焰裡埋 

    小灰，勞勞心不舍，事事顯能威。又想掌家政，又想管是非。你想想，遇到這樣的老人， 

    兒女的孝道怎麼盡呢？有什麼事情，老人都跟著亂摻和。叨叨叨，嘴裡沫子起多高！兒 

    女不聽她的吧，她是老人。聽她的吧，她總拿那個老腦瓜，衡量新事物，跟不上新時代。 

    年輕的孫輩們就說：「你老了，跟不上現在的形勢啦，您就別管了。」她不行，還非管不 

    可。兒女不聽她的，她就來火，到處狂轟亂炸，又放炮，又扔炸彈的，成了飛機老太太、 

    大炮老太太。她到姑娘家裡，嗚嗷喊叫地造一通，人家不聽她的，把她氣夠嗆，她也把 

    人家氣夠嗆。在姑娘家炸冒煙了，撂下跑了。再到兒子家，又喊一通，又炸一通，把兒 

    子一家整生氣，又跑了。這不是飛機老太太、大炮老太太嗎？這樣的老人不對，會克兒 

    女。兒女最怕老人克。兒女孝不孝，妳別管，那是他們的問題。當老人的只管自己的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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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其他的，一概不管，這就叫盡道不要道。 

    那老人該怎麼辦呢？家事別管，家人煮什麼就吃什麼，買什麼就穿什麼，有空，得哄哄 

    孫子，領孫子玩玩兒，那多好啊！要往內觀，觀自在。專觀我這老太太、老爺子會不會 

    當。真老太太、真老爺子，都不要再管閒事。管有什麼用呢？您老人不知止，兒女不能 

    長進，你必須要止住。有山靠山，無山獨立。你要操心費力的，當兒女的，就不知要往 

    前進，而養成一個壞的習慣，不知如何去過日子。兒孫自有兒孫福，別給兒孫，自己當 

    牛馬。 

(二)不專制兒女婚事 

    很多老人，都對兒女有一種要求，特別是兒女的婚事上。有些父母不同意兒女的婚事， 

    孩子因而得了心理病、憂鬱症，甚至精神分裂症。我們碰到不少這樣的孩子，父母還認 

    為是兒女不聽話，兒女狠心。我們不以為然的說：「你錯了，你以為兒女是你的固定資產 

    嗎？不對，那是國家財富，是人民的財富，不過暫時讓你保護而已。就像錢財一樣，錢 

    財是誰的？錢財是老天的，只是暫時存放在你那裡。若會用錢財(為眾人謀福祉，指錢用 

    在公共利益上)，永久是你的，若不會用錢財(只知個人享用)，老天立刻會收回去。人也 

    是一樣，你用不好，一場病死了，就收走啦。到時候，你又哭又嚎的，搬石頭砸天都夠 

    不著，所以人得想開些。” 

舉例一：有一女孩，得了精神病，一陣糊塗，一陣明白。她媽媽帶著她去找我們性理諮商， 

        我們問她：「妳一個才 20 歲的小姑娘怎麼得這個病呢？」她說：「我也不知道。」諮 

        商群又問：「妳恨一個人，知道誰啊？」她說：「那我知道。」我們接著又問：「妳恨 

        誰呢？」她就往她媽媽一指：「我就恨她。」我們說：「妳怎麼恨媽媽呢？」她說：「我 

        能不恨她嗎？我原先自己所選的對象，讓她給我弄壞了。」你看看，就因為一樁婚 

        事，把孩子整成精神病了。所以說兒女的婚事，父母別專制。父母看著不合適，可 

        以把建議告訴孩子，但千萬別強行拆散。 

        諮商群又再進一步問她：「媽媽如何把妳婚事給弄黃的呢？」她說：「我倆都約好了， 

        我是非他莫嫁，他是非我不娶，誰也不許違約，之後我就去大興安嶺了。等我到了 

        大興安嶺，我媽就跟她朋友說，我已在那兒找對象了，都結婚了。他一氣之下，就 

        找了別人。等我回來，人家都結完婚了。我去問他，他卻說：「妳媽說妳結婚了，妳 

        騙我！」所以我就恨我媽了！」我們說：「妳別恨妳媽，妳媽吃的鹽巴比妳吃的米還 

        多，過的橋比妳走的路還多。妳見識短，妳媽見識長。妳媽還是為了妳，別恨妳媽 

        了。」我們這麼一說，她愣了半天，然後開口說：「對啊，您們說得有道理，哪個媽 

        媽不疼兒女？都想把兒女送個好地方。」我們告訴她：「妳要明白這個道理，就不應 

        再恨妳媽了。」她說：「那我恨錯了。」說完，給她媽行了個禮，說：「媽，我錯了， 

        是我不對。」認錯之後，當場就吐了一碗白沫子，回家後又吐了一碗，就這樣她的 

        病漸漸地好了。 

舉例二：因為兒女在婚事上，不聽從父母給他們的安排，父母本身自己生氣長出病來了。在 

        黑龍江省趙光縣，遇到一個男的，37 歲得的是胰腺癌。起初不知道自己害的是這個 

        病，等我們給他講完了，看他沒有反應，我們諮商團隊的心裡就琢磨著，這指定是 

        癌，沒辦法了。我就問他：「你跟誰生這麼大氣？。」他說：「跟我女兒。」我們問： 

        「你怎麼跟孩子生這麼大的氣呢？。」他說：「姑娘找了個對象，我不同意，可是姑 

        娘硬要嫁他，跟他走了。把我氣得夠嗆，就得了這場病。」一個月以後，這位父親 

        就死了。大家看看多麼可惜啊。故，對於兒女的婚事，千萬不要專制，更不要強行 

        拆散，否則對父母、對子女，都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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