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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刊編輯委員會第 313 期會刊摘要： 

    本刊 313 期 106 年 5 月份法規專論，談談生活與修行（上），我們就從一、性

命雙修，二、當人就要知道：（一）會當人，就是活神（二）各盡其責（三）認識

酒色財氣是苦海（四）要懂得珍惜知足常樂，三、要深信因果：（一）了人間的因

果（二）要認帳，受了。茲簡述如下： 

一、性命雙修： 

    如果修性不修命，靈光無處用；修命不修性，萬劫難成聖。我們必須性命雙

修，才能達到至善的境界，才能得到至善的果報。那麼何謂修性，修性就是

去除我們不良的習性，化除我們的禀性（那是怒、恨、怨、惱、煩等五個毒

性）進而去圓滿我們的天性。所謂：「人之初，性本善」，我們的本性都是善

的，那為什麼我們原來本善的天性沒有顯露出來呢？就是因為我們被物質上

的物慾所蒙蔽，被我們後天的不良習性和禀性遮蓋住了。 

二、當人就要知道： 

   （一）會當人，就是活神：我們不談玄，不論妙，專談當人之道。」道是人修 

         出來的，我們如果離開人道談修行，那就捨近求遠，逐本求末了，也就 

         會修偏了。學道不要學偏，偏道不能成佛仙。 

   （二）各盡其責：一個社會國家之人民分佈不同職業「士、農、工、商、官」， 

         各有各的用處，各有各的長處。大家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國家太平， 

         社會康莊。 

    (三) 要認識酒色財氣是苦海：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財是惹禍根苗，   

         氣是下山猛虎。 

    (四) 要懂得珍惜知足常樂：宇宙人間就好像是大深淵一樣，每個人都在這深  

         淵裡面貪。工人貪學藝，農民貪好的收成，即貪利，商人做起買賣，貪 

         多賺一些錢財，行善之人，想貪點兒善功善德呢。軍人、教師、公務員 

         每天總想升官，貪得更高的俸祿，更好的薪資，學生們亦想貪得更好的 

         成績表現，升上第一流的名校，取得更高的學位，以達到人生的高峰， 

         人人稱羨。所以說世上的人沒有知足的，他們都在貪，只是貪得方式不 

         一樣罷了。 

   三、要深信因果： 

      （一）了人間的因果：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種下菩提樹，必開吉祥花。 

      （二）要認帳，受了：有些人遇到不順心的事，一味強忍，硬往下壓，這可不 

            行，我們能吃，還得能裝，能裝還得能化，能忍不能化，早晚還是會起 

            爆炸。那怎麼化呢？信因果，真認帳，真受了。 

以上談生活與修行（上）願與諸兄長姊妹共勉，（下）期待續~~ 

                                    蔣龍山 於彰化市性理學研究室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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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3 通知各前理事長及各理監事自由報名參加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訂於 

          106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3時至 5時於逢甲大學中科校區 A棟 4樓 A401 

          講堂(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951 號)辦理「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政策宣導及推廣作業說明會。 

106/05/03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白玉慈申請蔡瀞儀為登記助理員。 

106/05/03 行文通知顧明河地政士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會， 

          避免受罰。 

106/05/03 行文通知侯金霞地政士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會， 

          避免受罰。 

106/05/04 行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本會訂於 106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舉辦會員教

育講習，敬請指派講師教導並請協助辦理場地借用登記。(遺贈稅申報實務及網路

申報實務) 

106/05/04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柯錦慧申請終止蔡瀞儀、彭幃婷之僱傭關係。 

106/05/04 通知鹿港區理監事於 106 年 5 月 13 日參加會員王銘輝之父王公金墻往生告別式。 

106/05/04 會員黃美慧之父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由黃理事長敏

烝、郭監事政育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 

106/05/07 會員王秀燕之子結婚喜筵，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禮金，並由黃理事長敏烝親

自出席祝賀。 

106/05/09 通知員林區理監事於 106 年 5 月 13 日參加會員邱俊結之女文定之喜。 

106/05/09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蔡啟仲申請蕭嫦惠為登記助理員並終止蔡佩娟之

僱傭關係。 

106/05/09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檢送本會會員出會名冊一份。(480 王柏棠) 

106/05/09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陳美月申請陳宜平為登記助理員。 

106/05/09 行文賴豐盛地政士參加本會106年 5月 10日假彰化縣立體育館106教室舉辦本會

106 年度第 3 次會員教育講習，依「與地政士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

專業訓練時數規定」第五點，得折算地政士專業訓練時數 3小時，特此證明。 

106/05/09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於 106 年 6 月 7 日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 3 樓禮堂舉辦

「國土及都市計畫法規與實務及土地開發與建築線法規與實務」教育講習。 

106/05/09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於 106 年 6 月 2、3、4 日舉辦 106 年度會員暨眷屬聯誼旅遊活 

          動-神秘紅頭嶼與大哥火燒島 3日遊，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106/05/10 本會假彰化縣立體育館 106 教室舉辦 106 年度第 3次會員教育講習。 

106/05/13 會員王銘輝之父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由黃理事長敏

烝、王常務理事文斌、郭監事政育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 

106/05/13 會員邱俊結之女文定之喜，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禮金，並由黃理事長敏烝親

自出席祝賀。 

106/05/16 通知二林區理監事於 106 年 5 月 22 日參加會員廖志桐之母張媽詹日往生告別式。 

106/05/16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檢送本會會員出會名冊一份。（030 陳○穗、080 鄭○換、

284 謝○美、554 羅○相、630 張○翔、691 林○榮、746 劉○淑、747 吳○源） 

106/05/22 會員廖志桐之母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由黃理事長敏

烝、卓理事建中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 

106/05/26 基隆市地政士公會舉行第九、十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本會由(黃理事

長敏烝)出席前往參加。 

106/05/29 通知彰化區、員林區理監事於 106 年 6 月 2 日參加會員蔡貴香之母蔡媽張秀枝往 

          生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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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關於授權由財政部核定非短期投機項目，因難以類型化而應

視個案情形核定，自難以未作成有利於納稅人之令釋，即謂為裁量怠惰 

裁判字號：106 年判字第 162 號 

案由摘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3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稅捐稽徵法第 12-1 條（100.05.11） 

          銀行法第 76 條（97.12.30）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條（89.12.13） 

          企業併購法第 32、33 條（93.05.05） 

          公司法第 24、84、315 條（100.06.29） 

          行政罰法第 7、8 條（94.02.05）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3、5、7、8、16、22 條（100.05.04） 

要  旨：按納稅義務人持有房屋、土地一旦於持有期間二年內銷售，除非合乎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之例外規定，否則即該當特銷稅課徵之要件，是否出於 

          獲利目的並非所問。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 條第 1項第 12 款概括規定 

係立法明文授權由財政部核定確屬非短期投機項目，個案情節不一而難以逐一 

類型化，應由財政部視個案情形核定其他非屬短期投機交易情形之項目，自難 

以財政部未作成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令釋，即謂為裁量怠惰。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 

訴狀送達後，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項第 3款定有明文 

裁判字號：106 年勞訴字第 90 號 

案由摘要：給付資遣費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4 月 2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 78、255、280、386 條（104.07.01） 

          勞動基準法第 11、13、14、16 、17、20 條（105.12.21）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23、24 條（90.10.31）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 條（105.11.16） 

要  旨：訴狀送達後，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3款定有明文。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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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行核定遺產總額，卻不再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補徵遺產稅，自

有未合 
裁判字號：106 年判字第 149 號 
案由摘要：遺產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3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 256、260 條（103.06.18） 
          民法第 1030-1 條（104.06.10） 
          稅捐稽徵法第 6條（106.01.18）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17、17-1、23、45 條（104.07.01）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104.11.04） 

要  旨：因其他繼承人對遺產有所爭議，致生存配偶遲遲無法取得應分得之配偶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金額之財產。於法院判決前，國稅局先將原准扣除配偶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金額更正為 0，再重行核定遺產總額及應納稅額。後因該 

生存配偶請求給付其應分得之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金額財產之民事 

判決勝訴，原未申報之被繼承人商標權及脫標價款等財產列入遺產，重行核定 

遺產總額，卻不再扣除該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補徵遺產稅，自有 

未合。以未對該核定不服，不得再爭執，而不適用遺贈稅法第 17 條之 1第 1 

項規定，亦有不當。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 

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原有一定之程序與標準，如已踐行法定程序並合乎標準，

當事人自不能因不滿意於補償地價之數額，而遽指為違法 
裁判字號：106 年判字第 126 號 
案由摘要：徵收補償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3 月 1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程序法第 19、165 條（104.12.30）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93.05.19） 
          行政訴訟法第 107、209 條（103.06.18）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4、7 條（104.01.15） 
          土地法第 155 條（100.06.15） 
          平均地權條例第 4條（100.12.30）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63 條（92.10.15） 
          土地徵收條例第 11、16、17、18、22、27、30 條（101.01.04）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30、31-1 條（101.06.27） 
          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99.05.19） 
          水利法第 78-1 條（103.01.29） 
          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99.12.08）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 2、4、6、7、9、10、11、13、17、18、19、20、

21 條（103.11.14） 
要  旨：有關地價及徵收補償地價加成補償成數之判斷，係經由委員會所作成，應認享 

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應予尊重。因此，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依土地法及 

有關法令之規定，原有一定之程序與標準，如已踐行法定程序並合乎標準，當 

事人自不能因不滿意於補償地價之數額，而遽指為違法。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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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生活與修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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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非台中市私立中國醫藥大學）推拿氣功班第一 

          期‧中藥班第六期結業‧1992 年獲彰化縣政府頒發優良商人表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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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 

          絡+任督二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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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傷害及手腳四肢各種痠、抽、脹、麻等疑難雜症之推拿整復累積計有 36 年（民 

          國 70 年至 106 年 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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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性命雙修 

    修行修什麼?怎麼修？概括地說，五大教（佛教、道教、儒教、回教、基督教）都在講性 
    命雙修，修性不修命，靈光無處用；修命不修性，萬劫難成聖。我們必須性命雙修，才 
    能達到至善的境界，才能得到至善的果報。何謂修性，修性就是去除我們不良的習性， 
    化除我們的禀性（五毒性：怒、恨、怨、惱、煩），圓滿我們的天性。「人之初，性本善」， 
    我們的本性都是善的，那為什麼本善的天性沒有顯露出來呢？就是我們因為被物質上的 
    物慾所蒙蔽，被我們後天的不良習性和禀性遮蓋住了。受後天的熏染，受天時、山川、 
    地脈、父母血統的影響，形成了我們的禀性與習性。禀性的根子很深啊！否則，怎麼會 
    有「江山易改，禀性難移」的說法呢? 
    我們要想化除禀性，就得從不良習性入手，不良習性是禀性的根子。殺、盜、淫、妄、 
    酒、吃、喝、穿、戴、闊、抽煙喝酒耍大錢。這些都是不良習性，只有甩掉這些不良習  
    性，才能化除禀性，圓滿天性。不甩掉這些不良習性，禀性，就很難化除。王善人告訴 
    我們：「為名的死在名上，為利的死在利上，為財的死在財上，為色的死在色上。」你說 
    要修行，但一遇到酒色財氣，心裡又癢起來，這能修什麼呢?當然，不良的習性一定要甩 
    掉，但好的習性，還要保留，不能一刀切。如果把所有習性都甩掉了，善的習性也甩掉 
    了，那善事就沒人做了。 
    何謂修命？修命就是要明白我們在生活中的本分，盡好本分就是修命。你有什麼名，就 
    有什麼命。你在父母跟前是兒子，你就有兒子的命；你是姑娘，你就有姑娘的命。你要 
    不把姑娘當好，那就把命丟了，丟了命也就違了天命。因為這個名，是眾人給起的，眾 
    人就是天。 
    就像劉有生善人，大家都管他叫「善人」，開始之時，劉有生善人，也不希望大家叫他 
    「善人」。眾人一叫，劉善人就把臉一扭，不高興起來，因為這個名分太大了，他害怕 
    可能擔當不起。後來他也琢磨，大家為什麼這麼叫呢？因為劉有生講病到現在，已經整 
    整三十五年以上了，到他家去的病人，哪兒的都有，什麼人都有。大家到劉有生善人那 
    兒，他供吃、供住，還給你講病，病好了，你該上哪兒，就上哪兒，劉善人既不收飯錢， 
    不收宿費，也不收講病的錢，所以大家就給我送了這麼個名，這麼一想，他心裡就坦然 
    接受了。講道的時候，他也說過：「我一不為名，二不為利，既不為身，也不為家。」 
    那他想幹什麼？就是想要天下為家，四海漂流，幫助眾生，讓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都健 
    康，都長壽，讓我們每個家庭都和睦幸福。 

二、當人就要知道 

（一）會當人，就是活神  

      王善人說：「不談玄，不論妙，專講當人之道。」我們講道，講來講去，沒離開這個「人 
      字」。因為道是人修出來的，我們如果離開人道談修行，那就捨近求遠，逐本求末了， 
      就會修偏了。學道不要學偏，偏道不能成佛仙。可是現在有不少人，學佛念經，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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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念散了，怎麼散的呢？老倆口分居了。四十來歲就分居，你這樣念佛，對方能滿意 
      嗎？五大教的教主，都希望我們家庭和樂，哪個讓我們分家呢？ 
      我們不要等死了，再去成佛，我們要當活佛。活著怎麼成佛？存佛心，說佛話，辦佛 
      事，當體成真，立地成佛。你會當人，就能當活佛，你不會當人，等死了，再去成佛， 
      那也不一定能成，因為佛是人成的，你人都沒當好，怎麼成佛？ 
      我們現在講道，就是要讓你明白，你站在哪個位上，你應該怎樣盡道，這一點很重要。 
      如果你能把姑娘當好，你就是個姑娘佛，你能把媳婦當好，你就是個媳婦佛，你能把 
      老太太的角色當好，你就是個老太太佛。人道盡圓滿，天道才能返。我們行的是人道， 
      得的就是天道，成的就是佛道。 
      學佛的人都明白，我們每個人都在輪迴之中，什麼叫輪迴？輪迴並不是說等我們死了， 
      今天轉個貓，明天轉個狗，那就講遠了。生前死後的事，我們既看不見也摸不著，其 
      實輪迴就在當下，家庭就是一個輪迴圈，我們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在輪迴之中，活著就 
      在輪迴。你昨天是姑娘，今天就當媳婦，明天就當媽媽，後天又當婆婆，大後天又當 
      奶奶，這不是一輪一輪地往下輪嗎？各個角色我們都得當，而且都得當好。你那一輪 
      沒當好，就是那一輪的罪人。你過不了這一關，就出不了輪迴圈，還得繼續往下輪迴。 
      有人說了：「我就怕鬼。」善人說：「你胡鬧，哪裡有鬼？」他說：「怎麼沒鬼？」善人 
      說：「人是鬼，鬼是人。辦鬼事就是鬼，辦人事就是人，辦神事就是神，辦佛事就是佛， 
      看你平常怎麼做。」你心中清淨，一切沒說，好也沒說，歹也沒說，你就是佛。你知 
      足常樂，助人為樂，你就是神，活神仙。你自私自利，占便宜就樂，吃虧就生氣，你 
      不就是鬼嗎？你禀性當家，爭貪攪擾，罵罵吵吵，打打鬧鬧，當下就活在地獄中了。 
      善人年輕之時，脾氣暴躁，誰也不怕，你說打，咱倆就打，豁出命跟你打，善人能病 
      到要死的地步？那不都是善人自作自受嗎？ 
      人鬼神佛，是誰成的？都是人成的。你使鬼心，你就是鬼；你使人心，你就是人；你 
      使神心，你就是神；你使佛心，你就是佛。王善人說了：「念破了嘴，跪折了腿，性不 
      化，還是地獄的鬼。」你不用整天念叨，你是修佛的，關鍵看你怎麼做。存的是佛心， 
      說的是佛話，辦的是佛事，你就是佛，說它幹什麼！ 
      可惜現在的人，都樂意當鬼，不樂意當佛。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一睜眼，就看別人 
      的不是；他一閉眼，就想別人的不是。這個不是，那個不是，全都不是。別人不是。 
      你就生氣，生氣你就得病。俗話說「氣鬼、病鬼，」指的就是這一類人。所以說，放 
      下吧！別再拿他人的過錯，來懲罰你自己啦。 

(二)各盡其責 

    人體有內五行，外五行，家庭有五行，國家也有五行。在家庭中，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 
    的名，都有各自的道。在社會中，我們在不同的行業，擔任不同的職務，恪盡職守也是 
    立命。國家五行，就是士、農、工、商、官。「士農工商官」，各有各的用處，各有各的

長處，缺一個也不行。 
    士子是指教書的，也就是老師，讓人得到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懂科學，能有發展前

途，這是士子的責任。孔子教書成了聖人，他為什麼能夠成為聖人？因為不管賢愚、窮
富，他都教，而且越窮越教，越愚越教，能托起愚人是賢人。此即是所謂的有教無類。
在王善人的《言行錄》中，大家都看到了，那個李永成有多傻呀！大家都他叫「傻和尚」，
可是王善人並不嫌他傻，把他收在跟前，最後李永成成佛了。所以，我們也要學著把愚
人托起來，讓愚人成為聖人。 

    農民就是種地的，不管刮風下雨，農民必須把土地伺候好，多打糧食供給天下人吃，供
給國家建設，這就是農民的義務與責任。現在農民，也開始學會科學種田啦，中國東北
那地方，割稻、種稻、打鏟現在也全都是機械化了。 

    工人也有工人的責任，工人不能為了自己賺錢而偷工減料，建築房屋必須要堅固，精益
求精，好了再求更好，這就是盡道。工人必須勤快、任勞任怨地工作，否則即是失職。 

    商人之義務是什麼呢？商人屬於水，水是流通的，南北貨暢其流，把南方的東西運輸到
北方，使北方能享受到南方的物質；把北方的物質運送到南方，讓南方人也能享受到北
方的物質，這就是商人的道。商人在做買賣的時候，不能摻贓使假，不能糊弄坑蒙，不
能大斗小秤，所用斗秤工具必須公正。如果缺斤短兩，就會損傷你的福祿壽。不要以為
糊弄了人，誰也不知道。其實不能騙你自己的心裡，其實你心裡早就都知道了，因為人
心就是跟天心通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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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在王善人的《言行錄》裡，趙品三問王善人：「經商的人有道嗎？」王善人說：「有道，
有商人道。」他們正說到這兒的時候，看到一個農民，趕車上油坊賣黃豆。農民問：「豆
子多少錢一斤？」收黃豆的老板說：「一斤黃豆，一塊一毛五。」農民嫌價低，就拉到
另一個油坊去賣。農民剛一走，這個老闆就給那個油坊打電話，告訴那裡的老闆：「來
了一個農民賣黃豆，我給他的價是一斤一塊一毛五，他沒賣，上你那兒去了。」農民
到了那兒，問：「收買黃豆多少錢一斤？」老闆告訴他：「一斤一塊一。」農民跟老闆
說：「一塊一毛五我都沒賣，一塊一就更不賣了。」說完，又去了另一個油坊。到了那
個油坊一問：「收黃豆多少錢一斤？」老闆告訴他：「一塊零五分。」他說：「一塊一毛
五我都沒賣，哪能賣你一塊零五分呢？」然後農民又回到賣一塊一毛五的地方，要把
黃豆賣給先前的那位老闆，可是老闆卻說：「不行啊，哈爾濱剛來電話，黃豆降到一塊
錢一斤了，你賣不賣？」農民沒辦法，只好把黃豆按一塊錢一斤的價格賣掉了。王善
人說：「這樣的人就是奸商，這叫損了商人的道！」所以那家油坊的老闆，三十年內，
讓土匪搶了三回，平均十年搶一回。結果三十年過去了，什麼也沒有攢下，只剩一棟
房子。有道是：聚財不善，早晚要散。真的是分毫不差啊！ 

      還有，商人不能牟取暴利。取利的時候，正常的利潤是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如利過半，就不善了，利潤超過了一半，你就要捨出來。因為那不是你的錢，是大家
的，是老天的，在你那兒存一會兒而已。 

舉例：前面曾經提到過，有位女士生了三個小孩，都沒活成。最後因為自己改變了，再生的
一個女孩不但活過來了，而且還很聰明。可是這孩子有個毛病，皮膚像蛇皮一樣。她
媽媽就問劉善人：「我孩子為什麼老長蛇皮啊？」我說：「你還記得你老公公和你往外
放高利貸的事嗎？人家在最困苦的時候，向你家借貸，你們要的利息不是一分二分，
達到三分到五分啊！這哪叫借貸，這叫扒人皮。你扒窮人的皮，老天就要扒你的皮。」
聽劉善人這麼一講，孩子她媽就哭著跟善人說：「這可怎麼辦呢？」善人說：「已經這
樣了，也沒什麼好辦法。若能多做善事，有功於人，有德於世，可能不會再往壞裡發
展。」結果，這女孩子的病，真沒有再繼續發展更壞下去。 

舉例：為什麼說她孩子的病是從錢財上來的？因為她還有個小姑子，十六歲也是皮膚病，全
身的皮膚一層一層地起白痂。發癢時，又抓又撓，一撓就揭起皮來，全身像個血葫蘆
似似的。善人就對她說：「你一個小姑娘，怎麼會得這種病，可能還是從老人那方面來
的，一定是你爸爸在錢財上出了問題。」姑娘回去就跟她爸爸講，她爸說：「要真是從
這上面來的，那我借出的錢，利息全不要了。窮人我連本都給他，救他一時之困。」
她爸爸這個願心一發，三宿的功夫，小姑娘全身的蛇皮就掉淨了。農村燒煤用的那爐
鏟子，一宿能掃一爐鏟子皮，三宿掃了三爐鏟子，那麼嚴重的皮膚病，就這樣好了。 

      最後，談到做官的，官就是領導。官主正，上正下忠。領導人要做得正，下面的人就 
      會盡忠。領導人做的不正，下面的人就不會效忠。所以說，做領導的，不要看下屬忠 
      不忠，而是要先看自己正不正。你要是不正，貪贓枉法，胡作非為，你就違背了當官 
      之道，你如何能讓你的下屬怎麼盡忠呢？ 
      以上所說，就是士、農、工、商、官的道。行行有道，各司其責。如果都能夠各正本

位，各盡其職，自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了。 

(三)要認識酒色財氣是苦海 
    現在很多人都活在苦海之中，什麼是苦海？爭貪就是苦海。爭什麼？貪什麼？就是爭貪

酒色財氣。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氣是下山猛虎，財是惹禍根苗。酒色財氣四
座關，世人都被它來拴。有志男女能看破．翻身跳上九層天。酒色財氣四堵牆，世人全
在裡面藏。酒色財氣是人人所好的，每個人前後左右都有牆，把我們圈得緊緊的。我們
只有把這四堵牆推倒了，才能逃出無常。如何推倒這四堵牆？不是讓你消滅酒色財氣，
而是要心裡有數，有節有度，恰到好處。 

    談到酒。無酒不成席，但是喝酒別喝醉了。前人給我們留下一句話：「酒宜少喝，事要三
思，免生後悔。」酒不是不可以喝，適量少喝對身體也有好處。喝酒的時候，你得有定
力，不能過量。飲酒不醉真君子，能把握好這個度，才是真正的君子。 

    可是一般人喝酒都把握不住，所以佛教的五戒中有戒酒。還有不少人端起酒杯，就想把
對方灌醉，最後弄得傷人傷己，兩敗俱傷。把一個能養生的酒，弄成了糟蹋身體的酒。 

    雖然善人不喝酒，但是善人家裡也備酒。來了客人，如果想喝酒，善人也會把酒拿出來，
讓客人自己喝。有人會這樣說：「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賭錢。你不陪酒，讓我怎麼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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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說：「喝酒不用人陪，你自己照著量喝。覺得喝夠了，你就撂下。」善人學道之前就
不喝酒，但是常常看見那些喝酒的喝得五迷三倒的，喝多了就信口開河，什麼都說，像
「喝酒不醉，不夠義氣！不夠朋友！」喝醉了就夠義氣嗎？那不是坑朋友嗎？ 

    俗話常言：「無德，酒後失言，酒後壞事。」酒喝多了，膽子就大，仗著酒膽，就敢行凶， 
    那不喝出禍。 

舉例：善人曾看見過一個人，他喝完酒後，乘著酒勢就去拽女人，那女人告他強暴，讓他在
監獄裡蹲了十五天。大家想想，他如不喝醉，能去拽女人嗎？還有不少人帶著悶氣喝
酒，這樣的喝法最容易得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最後把命喪了。 

      再來談到「色」，世上要是沒有色，不就斷了人煙了嗎？色得有，但也要節制。「不醉
真君子，見色不亂是英豪。」不是自己的夫，不是自己的妻，再美也不能貪，哪怕邪
念都不能有。貪了就是過，貪了就是罪。聖人講：「百善孝當先，萬惡淫為首。」萬惡
之首就是淫蕩。我們沒犯的，要加以提防；犯了，要趕快回歸正的。 

      談到財。「無財不能養道」，我們不去掙錢不行，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之財
不能貪，不義之食不能餐。王善人說：「現在的道讓水淹了，道到水下面去了。」這話
說得一點兒不錯，道真讓水淹了。現在太多的人只顧財，不講道。為了把錢弄到手，
不擇手段，巧取豪奪，這不是把道淹死了嗎？ 

舉例：1998 年 12 月，劉善人在黑龍江省依安縣見到一位患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病人，四十多
歲，臉上煞白的，一點兒血色都沒有。走路也不行了，走上十步八步，就得喘一會兒。
中國東北的天氣很冷，皮襖、皮帽、大圍脖，反正能穿的都穿上了，那也不管用，凍
得直哆嗦。自從得了病，就上醫院治，治到最後，錢也花光了，病都還沒有好，而且
越來越重。醫院告訴他，你到這樣的程度，很難治了，回家去吧。 

      醫院不留了，他也沒辦法，只好回家等死吧。就在這個時候，正趕上善人去給別人講
病，他碰巧也在場，就坐在旁邊聽。那次善人講了很多商人道，當講到做買賣必須要
貨真價實，不能摻贓使假，不能大斗小秤，不能為了金錢而殺生害命時，他動心了，
知道了自己錯在哪裡，於是他站起來說：「我知道我患了再生障礙性貧血是怎麼來的
了。我做買賣，盡用秤糊弄人。我賣菜，消費者若是不挑，我就是原秤給他；他要是
要挑，我一斤頂多是給他八兩。再一點，收糧食時，高秤來的，我讓它低秤走；大秤
來的，我讓它小秤走，而且還往裡摻假。」善人說：「怎麼摻假？」他說：「我往黃豆
裡面摻土、摻沙子。沙子沉底，灌袋子時，老闆就在旁邊看著，也看不出來。」善人
說：「你看看這招兒有多損啊！你為了多得一些錢，多賺一些利益，害了多少人！有的
甚至還把命喪了。就有那麼一個販黃豆的老闆，把一批黃豆運到大連港口準備上船。
因為黃豆裡摻的土太多了，港口檢查不合格，不能出口。這下可是難辦了，黃豆放的
時間一長，因為裡面的土多，加上受了些潮濕，就生出豆芽了，豆芽還直從袋子裡往
外鑽出。看到這一幕，販豆的老闆受不了，跳海自殺了。要是這黃豆是從你那裡買來
的，你不就欠下一條人命了嗎？再說，財屬於水，血也屬於水，同氣相求，所以你的
血才出了大問題。」他又接著說：「再一點，我還殺牛、殺馬、殺羊，三個公社的羊讓
我給殺光了。我的眼力好，一群羊從我眼前走過，那隻羊身上能出多少肉，我都能看
出來，上下不差半斤。所以肉還沒賣，我就知道這只羊能賺多少錢。」善人說：「你看
吧，你殺了這麼多的生靈，把生靈的血給放了，這回把你的血也整沒了。」他說：「那
該怎麼辦呢？」善人對他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他是知錯了，決心今後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並要多行善事，以消
罪業。善人告訴他：「嘴皮子認錯可不行啊，得從心裡發出來。要想活命，你得大變一
個活人，脫胎換骨，從零開始。」之後，這個病人在劉善人那兒待了二百天，整個人
真正起了變化，才把命保住。 

      命是保住了，可是血氣不旺，走路還是喘。善人又問他：「你知道為什麼血，好像老升
不起來嗎？」他說：「我知道。」善人又問他：「什麼原因呢？」他說：「我的德行不夠，
沒有能力做德。」善人說：「你說得對。王善人講過，財屬水，血也屬水。你為錢財殺
生，現在就得放生。常去買些魚、鳥放生，這樣血像就會上升。可是要記住，我是讓
你放生，你可別放死噢。」 

      於是他就問：「什麼叫放死？」善人說：「你放生的時候，可別大聲叫喚，我放生去啦，
要是讓人知道了，就會來打撈。這不就成了放死了嗎？另外，有的人放生前，就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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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的販子定好了斤兩。販子為了湊夠這些斤兩，就拼命去打撈，本來活蹦亂跳的活物，
打撈時受了驚嚇，加上堆放在一起，有的壓死了，有的悶死了，那不也變成放死了嗎？
你要放生，自己心裡知道就行。看到哪樣動物活潑可愛，隨時隨地就買下來，然後偷
偷地把它們放掉。做善事不讓人知道，那叫陰功，也叫陰德，這陰德力量相當大！」
聽善人這麼一說，他真就隨力地去放生，後來血像慢慢就升起來了。直到現在，這個
人還活著，而且什麼工作都能做。自己開車，自己種地，七八十畝地，都能應付。 

      常有人問善人：「錢這東西，究竟是好還是壞？」善人就告訴他們：「是好，也是壞，
能好，也能壞，關鍵看我們會用，還是不會用。」會用的就能超三界（天地人），不會
用的罪難逃。 

      怎麼算不會用？自私自利，吃喝嫖賭，為所欲為，這算不會用。在王善人之《言行錄》
裡有這樣的一個人，他講到：「自從有錢之後，我就用錢來幫助我的親戚朋友，讓他們
也都有錢。原先自認為做得很對，可是聽王善人這一講，才知道錯了。因為他們有錢
之後，都找了好幾個女人，又是嫖，又是賭，還吸大煙，造下了無邊的罪孽。他們的
罪苦是誰給造成的呢？都是我給造成的。」大家看看，這個人就沒把錢用好。現在還
有一些父母，給兒女很多的錢，讓兒女養成了很多壞的習慣，揮霍浪費，驕奢淫逸。
那是在愛兒女嗎？那是在推兒女下地獄啊。 

      那麼怎麼算會用？如救困扶疾，惜老憐貧，修橋補路，捨身佈道，修建學校，這就算
會用。現在有不少人，自己生活儉樸，卻把多餘的錢財用於資助貧困，用於建設希望
工程，用於幫助敬老院。這樣用錢，就用出了水準，用出了功德。 

      我們說完「財」後，再來討論這個「氣」。如果沒有氣力，沒有氣度。那什麼事也辦不
成。可是脾氣來了，卻要忍之、讓之。忍一忍，饒一饒，「忍」字都比「饒」字高。「忍」
字頭上一把刀，誰要不忍就挨—刀。現在很多行兇動惡的，不都是因為忍不住一時之
氣，而鑄成終生大錯嗎？ 

      俗話說：「有氣不生是長生藥，五火不發是不老丹，有冤不報是真修行。」氣是什麼？
氣是殒命之幫，生氣就如服毒，那是會要命的。五火是什麼呢？五火就是五魔，就是
怒、恨、怨、惱、煩，就是殺、盜、淫、妄、酒。想要戒除五火，就得用聖人所說的
仁、禮、信、義、智。仁能養肝，戒怒殺，禮明心正，淫恨少，信土無妄，無憂慮，
義缺傷肺，盜惱差。智除煩水，腎生花。五氣朝元道德家。茲說明肝（木）、心（火）、
脾（土）、肺（金）、腎（水）等 5 臟與儒家之五常（五氣）仁、禮、信、義、智相互
配置，來戒除五火怒、恨、怨、惱、煩，將使五臟六腑之陰氣，轉變陽氣，即撥陰取
陽。以便掃除身體腹中之垃圾排出體外，做為健康照護管理的新方式： 

   1、木(肝)問有主意「仁能養肝，戒怒殺。」木殺、火淫、土妄、金盜、水酒，屬佛教五
戒，木怒、火恨、土怨、金惱、水煩，屬善人所說的五毒，木仁、土信、火禮、金義、
水智屬儒門五常。以上所列之五戒、五毒、五常，雖各不相同，但皆歸五行統領。其
中，殺、怒、仁皆歸於木，淫、恨、禮皆歸於火，妄、怨、信皆歸於土，盜、惱、義
皆歸於金，酒、煩、智皆歸於水。從五行的聯繫中，我們可以看出，殺與怒屬於同一
屬木性，我們講道，就把怒看成殺。仁能養肝，是指若人能心存仁德，大慈大悲、悲
天憫人，就能把肝養住。人要有仁德之心，也就不會產生殺機，也就不會產生怒氣。 

      有些得肝病的人來問善人：「我已吃素多年，並且戒殺放生，幹嗎還得肝病呢？」善人
說：「真的嗎？就算你吃素放生了，也不一定就戒殺了，因為你還沒有把怒戒掉。要做
到不生怒氣，才是真正的戒殺。你看殺生的那些人，全是在一怒之下，動起的殺念。
沒有怒，他能動殺念嗎？所以說怒氣未除，殺念就未除，就容易傷肝。」他們聽完這
一席話，都很驚訝，因為他們都喜歡生蔫巴氣。蔫巴氣，就是鬱怒之氣，這個氣最容
易傷肝。 

   2、火（心）問明禮，「明禮心正，淫恨少」禮能養心，禮是什麼？禮是規矩，規規矩矩的
態度。守持規矩，必須有克己的功夫，孔子講「克己復禮」就是這個意思。那怎麼克
己呢？首先必須明白道理。人能夠明理，心才能正，淫欲才能戒掉。其次，還要能明
白對方的道。你能夠明白對方，達透對方，就能體諒對方，這樣恨心就少了。 

   3、土（脾）問信實，「信土無妄，無憂慮。」信與妄正好相對，有信就無妄，有妄就無信。
佛教中五戒的妄，主要是指妄語，指舌、口、語，舌指多舌、口指惡口、語指绮語。
而最大的妄，是什麼呢？就是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王善人說：「講道而不行道，
是第一等的惡人。」如果能夠言行一致，講道行道，那信土就真正落實了，就無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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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了。 
   4、金（肺）問響亮，「義缺傷肺，盜惱差。」義能養肺，人如果不講義氣，最容易損傷肺

金。若又是犯盜，或又是常常惱人，也同樣容易傷肺。 
   5、水（腎）問柔和，「智除煩水，腎生花。」現在一般的人，腎都有毛病，雖然只是普通

的問題，但如果再嚴重一些，就會患上西方醫學所說的腎病。為什麼現在患腎病的人
這麼多呢？就是因為缺少智慧，想不開。不隨心意的人和事，一到你眼前就生悶氣，
心裡就起火。火往上升，煩性就來了。煩能傷腎，煩久了，腎病很自然地就上身。如
果你有了足夠的智慧，煩惱就化掉了，腎水才能生起來。我們要想修行，也得先從腎
下手。因為腎為五臟之根，根牢固了，修行才會成就。 

      結論：「五氣朝元道德家。」我們如果能把佛家、儒家、王善人所提出的五戒、五常、
五毒，這三項合一，真正把這三項落實好，我們就能成就五氣朝元道德家庭，有了道
德家庭，我們才有可能生出有道德的子孫。茲附陰陽五行問性推背分解圖如下，將上
面所論述的內容，簡化如圖： 

 

 

 

 

 

 

 

 

 

 

 

 

 

 

 

 

 

 

 

 

 

 

 

陰陽五行‧撥陰取陽‧性理諮商‧問性推背‧分解圖 

(四)要懂得珍惜知足常樂 

      宇宙人間就好像是大深淵一樣，每個人都在這深淵裡面貪。工人貪學藝，農民貪好的
收成，即貪利，商人做起買賣貪多一點財，行善之人，想貪點兒善功善德呢。軍人、
教師、公務人員每天總想升官對爵貪得更高的俸祿，更好的薪資，學生們亦想能貪得
更好的成績表現，升上一流的學校，取得更高的學位，以達到人生的巔峰，人人稱羨。
所以說：世間的人沒有知足的，他們都在貪，只是貪得方式不一樣罷了。 

舉例：古時候有一個要飯的，冬天冰天雪地的，他在路橋底下守著一堆火，捧著半個碗吃水
飯，吃得直流汗，邊吃邊說：「今天真好，吃得真飽。」正巧一個員外，從橋上經過，
聽見了這番話，心想：這大冷天的，橋底下怎麼還有人說：吃得挺好？吃什麼呢？就
趴到橋邊沿一看，看見那要飯的，捧著破碗在吃水飯。員外心裡想：「他吃這樣的飯都
能知足，我一天到晚吃香喝辣，怎麼還不知足呢？」於是員外就叫管家，把這要飯的
請回家去，做起管帳先生，大家都管他叫他「知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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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五載過去了，時間一長，生活條件一好，知足先生反倒不知足了。怎麼一回事呢？
知足先生戲弄員外的丫鬟，結果被員外看見了。員外心想：你不知足啦！不知足，我
還不好攆你，怎麼辦？員外想來想去，最後想出一個招兒來，對他說：「知足先生，你
在我這裡待了這麼久，也得有個出頭之日，這樣吧，我送你去一個地方，讓你求個一
官半職。」知足先生一聽，覺得機會來了，趕忙說：「老爺，全仗您的栽培啦。」員外
說：「給你一匹全鞍馬，帶上盤纏路費和我的親筆信，趕緊上路。千萬記住，不到為難
的時候，不要打開這封信。」知足先生問：「那我往哪兒去呢？」員外說：「你到南京
去，有個姓賈的宰相，你去找他就行了。」知足先生信以為真，樂歪歪的上路了。可
是南京哪有什麼姓賈的宰相啊？找來找去都沒找著。時間一長，錢花光了，馬也賣了，
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打開了那封救命信，裡面寫到：「知足先生戲臘梅，忘了橋下
烤炭灰。南京哪有賈宰相？讓你一去永不回。」大家看看，不是白扯了嗎？ 

      讓我們想一想，三十年前、五十年前，我們過的是什麼生活？現在過的又是什麼生活？
不就是如同天堂的生活嗎？如果你還不知足，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有福你得會享，
沒福你得會找。你看那要飯花子吃半碗水飯就樂，因為知足了，就算是一個花子也能
享著樂。而那些在酒店裡大魚大肉，吃得滿嘴流油，還說不好吃，沒吃出香來，這就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這樣不知足，哪能享到樂呢？當然只有苦了。 

      善人在北京曾遇到一位女士，身家千萬，可是滿臉愁容，怎麼也樂不起來。她跟善人
訴了半天的苦，善人也不吱聲。最後善人問她一句：「知足常樂，你不知足，能樂起來
嗎？當然樂不起來。」她聽完這句話，她就嘎嘎大笑。她說：「我太高興了，我從來沒
有這麼高興過。你一句話把我點醒了，我就是太不知足。」此時善人說：「對，你有百
萬、千萬，還不知足，你也是一個窮蛋漢。」 

      我們看吧，凡是有錢的人大都很累，為什麼呢？是錢壓的。這一類人往往物質上滿足，
精神上痛苦。王善人告訴人們：「為名的，死在名上，為利的，死在利上，為財的，死
在財上，為色的，死在色上」。錢、財、物是身外的東西，你把它看得太重，就會被它
所累，就會死在上面。所以說，有很多錢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也許不是你抓住了錢，
而是讓錢抓住了你，也請大家沉思。 

三、要深信因果 
（一）了人間的因果 

聖人說過：「因果不虛，毫釐不爽。報應昭彰，如影隨形。」確實因果不虛，歷歷不差
分毫！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種下菩提樹，必開吉祥花。春天沒種下，秋天收什麼？
善人是個農民，明白這個道理。就拿種地來說吧，你春天下什麼種子，秋天就收什麼
果實。你沒種下善因，就想收穫善果，可能嗎？ 

      《太上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吉凶禍福都是我們自作自受。我們周圍
的這些人，也都是因果上來的。什麼樣的人，就來什麼樣的因果，什麼樣的因果，就
來什麼樣的人。所以，當我們遇到不順心的人或事時，不要往外怨，要先找找自己的
不是。如果你識不透這個因果，就不知道自我反省，就要起怨恨心。你一怨恨，因果
就會加倍，怒、恨、怨、惱、煩，若是全部上來，五臟六腑能不病嗎？  

      有人說前世和來世的因果，但善人只講現世的因果，不講無形的因果。人世間的因果
都沒辦法了，無形的因果更不能了。如果我們能把人間的恩恩怨怨了了，無形的因果
自然就了了。 

      我們人來到世上幹什麼來了？是還人間的帳來的。那麼要還誰的帳呢？要還兒女的
帳。以現世來說，要帳的兒女，多如牛毛，還帳的兒女少如麟角。當你懂得這個道理
之後，兒女要什麼，你就給什麼，還不能有怨言。這樣才能了帳。孩子成人以後，有
的知道回報父母，有的很少回報，還有的乾脆就不要回報。農村裡這樣的事情可多了，
孩子長大以後，就只有為他一家三口人活著。為妻子兒女付出多大代價都行，為老人
付出一點點，就要講價錢。還有一些孩子長大以後，抱怨說：「我的老人（父母） 對
不起我，什麼也沒有給我留下。」遇上這樣的兒女，老人也不要抱怨，還得先問問自
己，以前對你自己的父母怎麼樣？你以前曾給你老人（父母） 付出了多少？你以前孝
親，兒女能孝你；你以前逆親，子準逆你，這是天理。你對老人不孝，子女保準對你
不孝。子女對你不孝，就是你對老人不孝。因果報應，自作自受，絲毫不差。 

舉例：2010 年春節剛過，善人家來了一對河南的父子，男孩十八歲，得的是抑鬱症。初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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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念完，就退學了。他爸帶他四處求醫，治了很長時間，都不見好。他們看到善人講
病的 DVD 光盤，四處打聽，找到善人家來了。 

      當時善人正在給大家講病，父子倆進屋。坐沒多久，那孩子就開始樂，一邊樂，一邊
抽他爸的嘴巴。那勁兒可使得不小，啪啪地直響啊。他爸爸也不反抗，也不吭聲，就
靜靜坐著任憑他孩子抽。一屋子的眾人都看不過去了，替他爸打抱不平。善人一看，
就知道這裡面肯定有事，善人就問他爸爸：「孩子是什麼時候開始打你的？」他爸說：
「我們從家裡出來，一上火車，他就反常，就開始打我。」善人說：「沒有前因，就沒
有後果。孩子不能無緣無故地打你，你得好好反省檢討自己。你以前對你爸媽什麼樣？
有沒有對不起父母的地方？」聽我這麼一問，他當時眼圈就紅起來了，說：「孩子打我，
確實是我自作自受，我對不起我爸。我小的時候，他進了監獄，同學們都嘲笑我，讓
我小時候丟盡了面子，所以我對我爸非常怨恨，真是恨之入骨。後來我爸出獄了，我
就故意氣他、損他、罵他，我還打他。時間不長，他就窩囊死了，他是被我氣死的。」
於是善人說：「你爸進監獄，心裡本來就夠難受了。出了監獄，你不但不理解他、幫助
他，還怨恨他、打他、罵他，你這兒子是怎麼當的？你有沒有感受到你爸的心啊？」
說到這裡，他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放聲大哭：「爸啊！都是兒子不孝啊！我沒有想到
您的難處，求您原諒兒子吧……」 

      第二天一早，孩子的思維就清醒了許多。為什麼呢？因為爸爸這一認錯，良心就翻過
來了。所以長輩和晚輩之間，老人就像樹根，孩子就像樹梢，樹根動了，樹梢自然會
動。父子倆人待到第三天，孩子的病就好得差不多了。 

      四個月後，孩子遇到一些問題，沒有想開，又犯病了。他爸又來找我，善人告訴他：「父
母的心，就是兒女的身，就是你還沒真。你還得好好找找自己的問題。」他爸然後又
哭了一場，哭完沒多久，孩子就從河南打來電話，說：「爸，我這次真好啦，您回來吧。」
他爸就回去了。 

舉例：例外善人還碰到過這樣一個人，平素很愛乾淨，可突然間得了個髒病。怎麼個髒法呢？
就是不流鼻涕，但一到吃飯的時候，鼻涕就往下滴，止都止不住。一個愛乾淨的人得
這麼個髒病，他自己也覺得討厭，於是問善人：「我怎麼端起飯碗就流鼻涕呢？」他連
續問善人兩遍，善人才告訴他：「你知道為什麼會得這個病嗎？」他說：「不知道。」
善人說：「因為你嫌老人（父母）髒。」他突然就醒悟了：「對呀，我爸得的是腦血栓，
經常流口水，我就嫌他髒。從那以後，我端起飯碗就淌鼻涕，比我爸還髒呢。」說著，
眼圈紅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感慨地說：「我這道不就白學了嗎？怎麼還嫌棄老人
呢？」想明白之後，再端飯碗，鼻涕就沒有了。大家看看，因果報應，真是絲毫不差
啊！你嫌老人髒，結果你比老人更髒呢！ 

（二）要認帳，受了。 
      有些人遇到不順心的事，一味強忍，硬往下壓，這可不行，我們能吃，還得能裝，能

裝還得能化，能忍不能化，早晚得爆炸。那怎麼化？信因果，真認帳，真受了。王善
人不是說過嗎，「逆來順受，天加福，飛來對照了前因」。來的就有前因，看你能不能
認帳。你能把這些人和事，接受過來，就叫認帳，就叫受了。受了受了．一受就了。
不然的話，因果不了，帳碼沒消，還得循環。從因果的角度看，我們都在因果之中，
都在循環。你不欠他，他不會來。來者有份，你別嫌棄，樂呵呵地給。等你還夠了數
量，他就不再朝你要了。所以王善人才告訴我們：「受了，受了，一受就了。」你要能
受，你就能了。你要不受，就不能了。 

舉例一：善人剛開始講道的時候，遇到一位女士，家住黑龍江省拜泉縣。她經常被丈夫打罵，
氣得面黃肌瘦，一筐柴火都搬拿不動，一根柳條就能把她絆倒。善人就問她：「你這
是怎麼回事呢？能跟我說說嗎？」她回答：「我這氣啊，每天晚上九點，丈夫從外邊
喝酒回來，進院就罵。不管我對不對，反正就是罵。他這一罵，我當然就生氣，我
一生氣，他就罵得越兇，弄不好還打我。就這樣，每晚要折騰到十二點才能睡覺。
我這氣啊，快受得不行了！善人啊，你能救救我嗎？」善人說：「你要能相信我，我
才能救你。你如果不相信我，我也沒辦法。」她說：「只要我丈夫回家不再罵我，我
什麼都能信。」於是善人就告訴她：「今天妳回去以後，到妳丈夫回來的那個時間，
別等他進屋，你就到屋外門口接他。」她說：「還接他？不接都罵，接了不更罵嗎？」
善人說：「罵妳也得挺住，不但不能生氣，亦不能還嘴，你還要得樂。」她說：「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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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樂？」善人說：「對，還要得樂。表面樂不算，心裡頭也得樂。他這是幹什麼來了？
是給你消罪來的，給你了帳來的。你要能這樣做，你的罪業就可以消，你的所有欠
帳就可以了了，今後，他就不會再罵你了。妳能做到嗎？」她想了半天，說了一句：
「這很難啊……」善人說:「你要覺得難，他就會罵到妳死。」她說：「我要真能受
了呢？」善人說：「受了，受了，一受就了。」她說：「真的嗎？」善人說：「真的。
我說的話，保證算數。」她說：「那我聽您的。」 

        終於到了晚上，快到九點的時候，她真就到大門口接她丈夫。丈夫一進大門，她就
跑上去拽住她丈夫的手說：「你回來了啦！」丈夫還是那樣開口就罵。她心裡想：你
罵吧，這回我可不罵你了。前世我罵你，今世你罵我，罵得對，罵得好。可是善人
提醒我，不但不可還嘴，還要我樂，這怎麼樂得起來呢？讓人罵，還得樂，這招太
損了！想到這，她「撲哧」一聲，就從心裡樂出來了，而且愈想愈樂。 

        就這樣她牽著丈夫的手往屋裡走，一進屋就坐到床上。丈夫怎麼罵，她也不吱聲，
只是挽著丈夫的胳膊笑，邊笑還邊說：「你罵吧，你罵吧，我是不能罵了。」罵過一
陣子，丈夫問她：「妳真不罵了？」她說：「我真不罵了。」丈夫說：「不罵拉倒，那
就睡覺。」這下，她心裡更樂了。躺到被窩裡，把腦袋蒙上，一個勁兒地樂。為什
麼樂呢？因為以前都罵三個小時，今天只罵一個小時，少罵兩個小時，這多好啊！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找善人來，見面善人問她：「昨天晚上怎麼樣？」她說：「善人啊，
您教的招，真是好用，昨晚只罵了一個小時，十點就能睡覺了。可是我很擔心，今
天晚上他再罵我，我還不吱聲，他要打我可怎麼辦？這個打，怎麼能挨過去？」善
人說：「打還有打的招兒。你回去準備好掃炕的掃帚，他要打你，你就把掃帚塞他手
裡，讓他用梢兒那頭打，別讓他用把手那頭打，掃帚梢兒抽人不會疼。他要打你的
時候，你心裡還不能有任何的反感。」她說：「那我能做到。罵已經挨了，那就讓他
打吧。」善人說：「對，這叫受了。你要能這樣做，看他以後變什麼樣。 

        第三天她過來報告：「按照您說的，昨晚到點了，我又出去接他。他二話沒說，還是
罵。接進屋，坐在炕沿沒罵十分鐘，就問我：「我總罵你，你怎麼不還嘴呢？」我說：
「我不能還嘴。」他說：「你不還嘴，老子就打你！」說著，舉手就打過來。我順手
就把掃帚塞他手裡，說：「用這個打。用手打，震得疼。」我把身轉過去，背對著他，
腦袋一蒙，就讓他打。打了十多下，他見我不還手，他就把掃帚一扔，說了一句：「我
罵你不還口，打你不還手。從今以後，我不再罵你，也不再打你。」從那以後，她
真就不再挨罵，也不再挨打了。 

舉例二：在克山縣，有一位女人，因為得了風濕病，就上善人那兒去了。她有一個兒子，兒
子的蠻勁一上來，就只會要錢花，不給還不行。拿了錢，就到外面大吃大喝，等錢
花完了，再回來要。時間一長，把家裡的錢花得溜光。她在善人那兒待了一段時間，
關節炎漸好了，然後就問善人：「善人啊，孩子再要錢，我該怎麼辦啊？」善人說：
「孩子要就給呀，他來要帳，你就得還。」她說：「我現在什麼都沒了，怎麼給啊？」
善人說：「什麼都沒有了，他就該向你要房照（房產證）了。」她說：「您說對了，
他真朝我要房照了，我是給還是不給呢？」善人說：「給了吧。」她說：「那給了怎
麼辦呢？」善人說：「你還夠了，他就拉倒了。他要夠了，就得走啦。」她說：「他
要真走了，那就大喜了，我可不跟他過了。」你看看，把媽媽嚇成那樣了。後來，
這個女人真把房照給了兒子。兒子拿了房照，把房子賣了。只一個月，房錢就花光
光了，一個月零一天，她兒子就讓車給撞死了。 

        講了那麼多鮮活的例子，大家應該好好想一想，人生是什麼？古人說「人生如夢，
夢如人生」，人生就是一場夢，亦就是一場戲。家庭就是戲台子，上了戲台，該唱什
麼就唱什麼，下了戲台，不就各奔東西嗎？既然是唱戲，又何必恩恩怨怨呢？我們
來到一起就是緣，就應該好好地珍惜這段緣。要是你怨我，我怨你，那緣就變成怨
了。怨氣連天，把病種下，死都不知怎麼死的，那豈不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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