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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些年來，看到各大媒體新聞報導，現代人的自殺率每年不斷攀升，尤

其這幾年比過去又增加了一倍半，全國自殺人數的統計，以台北居冠。台北

是一個小盆地，地方不大，但人口密集,台北人無論生活品質、物價消費都
比其他鄉鎮較高，家庭開銷也比較大，每個家庭的父母壓力重擔，都比其他

鄉鎮的人多好幾倍，又巧逢近十年來的經濟蕭條不景氣，造成許多人的經濟

壓力，因此罹患憂鬱症、躁鬱症…等病症的人數每年不斷增加，好像大部份
的人都生活得不快樂，每一個家庭都缺少了溫馨喜樂的氣氛，有一種過一天

算一天的灰色想法，彩色的人生突然變得灰白，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將會像

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有許多人因企業縮編、產業轉移或景氣不佳，失業多年找不到工作而負

債累累，經濟上受到很大的壓力，無法提供子女就學，諸如此類的人很多，

有些人一時想不開就走上自殺的路；也有因年紀大又全身病痛，怕龐大的醫

藥費造成孩子的經濟壓力就上吊或跳樓自殺；也有感情失意、婚姻方面夫妻

外遇問題，也有經濟壓力過大等種種事件，影響情緒的不穩定而發生爭吵，

想不開而自殺的也很多；也有父母對兒女的期望要求過高，孩子受不了課業

的壓力而選擇自殺；也有家庭不和睦，一時衝動口快說出一句刺耳的話：「你

去死好了」諸如此類的話，當下內心氣忿衝動跳樓的案例也經常看到。現代

人心情都很緊繃，經不起一點刺激，如果不學習修身養性，不讓心靈找到一

個出口，將活得很痛苦，也有可能隨時都會出狀況。 
本中心主法上師－堪布  慈囊仁波切，看到台灣近些年來自殺的人數越

來越多，憂鬱症相關病症的人數有增無減，深感痛心與婉惜。 
在佛教來說，自殺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也是罪業最重的，仁波切呼籲

大家，當心情不愉快有自殺念頭時，千萬不要衝動任意自殺，先冷靜下來，

好好地思惟想一想，事情有很多解決的方法，不是自殺結束生命事情就能解

決，而是只要活著才有希望解決困難。 
仁波切親自向大家開示，出版此書，希望有自殺念頭的人能耐著性子，

好好地看完這本書，冷靜地想一想放下自殺的念頭。書中告訴大家自殺不是

結束生命，而是另一個無止盡的痛苦的開始；不是此生所積欠的債自殺後就

不用還了，而是積欠的更多，來生還需加倍的償還，請仔細看完自殺後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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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果報就會明瞭自殺後的真相。 
仁波切年輕時期即圓滿完成了三年又三個月的閉關實修，佛法浩瀚，仁

波切深入經藏，徹底研讀實修諸佛究竟法要，多年來於西藏、尼泊爾、印度

及東西方許多國家弘揚佛法，十多來擔任傳授佛學的重任，培育出為數眾多

的僧才，並完成了許多佛學的著作，也是一位心靈的輔導老師，此生以利他

無我之心奉獻一切，不分種族、宗派，以佛法教義，淨化人心，啟迪人性的

善良面。幫助眾生、利益眾生是上師的志願。 
仁波切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明白人身難得，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寶貴的生

命，愛護自己並能歡喜快樂地過生活，當遇到困難、煩惱痛苦時，找您的好

朋友說出內心的痛苦煩惱，或冷靜的想一想凡事不可衝動行事。 
仁波切來台多年當中，接受各宗教團體不分宗派，以及社會團體、慈善

團體等各單位的邀請，為監獄受刑人及憂鬱症、躁鬱症、多病痛纏身者、心

志頽喪者…等心靈開示輔導，受到各界的歡迎與好評，仁波切為心靈受創者
開示時，慈祥的笑容永遠掛在臉上，對每個人都親切誠懇；非常有耐心地安

慰開導他們，從不覺疲憊。仁波切常說：幫助眾生、利益眾生的事一定要做。 
上師對眾生的慈悲付出令人感動，本中心願配合支持上師的願力幫助眾

生、行善世間，以仁波切多年開導眾生的經驗，相信仁波切親自為想自殺的

人寫下的這本書，能為大家開示勸導，只要你能仔細看完此書，一定可以解

開放下自殺的念頭。 
歡迎大家索取此書贈送給您的朋友，或在您看完後轉贈給其他需要的

人，我們也有出版 VCD，若有不識字或無暇看書者，可以從 VCD上看仁波
切親自開示的法相，若有需要者可以跟中心聯絡，也歡迎繼續再版助印與大

眾結緣，此書印製一萬本，分別放置在各大醫院及圖書館等各地，如果您的

單位需要，可來電告知，這是真正做到救生、放生的善事，其功德不可思量。

做好事大家一起來，助人為快樂之本，救人一命的喜樂，勝過一切。 
聖者釋迦牟尼佛曾說：眾生在過去生中都曾經做過我們的父、母、兄、

弟、姐、妹…等親人。因此之故當我們看到他人想自殺或憂心煩惱痛苦的時
候，絶對不可以袖手旁觀，也許他是我們過去生中的父母或親人，其實追溯

起來大家都曾經是一家人，只不過每百年換一個身份，扮演一個不同的角色

罷了。 



 3 

希望這個社會今後能多一點關懷與鼓勵，少一分自私與仇視，讓這個社

會能充滿溫馨與感恩，到處洋溢著歡笑與和樂，這個社會一定會安和樂利，

國家一定會富裕強盛，從此自殺一定會滅跡。 
祝福每一個人天天開心，每天歡笑，大家一起來關心這個社會，重視自

殺的問題，杜絶自殺的歪風。 
 

菩提三乘林佛學中心 
會長：王莎賀 合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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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不是結束 是痛苦的開始 

今天是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是一個高科技發展進步的時代，無論在經

濟、科學、科技…等等與外在物質條件皆不斷地逐漸進步且發展迅速。 

近些年來有許多人有自殺的念頭，而且每一年自殺的人數不斷地攀升，

這些危險的想法及行為，可以說是令人驚訝與感慨，時代進步成長太快，現

代人對物質條件的需求也日漸升高，因為環境的影響身、心內外皆受到強大

的壓力，許多人因此之故，一旦遇到了生活上的困境，就產生自殺的念頭來

逃避現實不敢面對。 

生命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現代人看起來好像不再那麼重視生命，所以這

件事情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重視關心的問題，應該想辦法讓這種不幸的事件

不要接二連三地繼續發生，如果您的週遭朋友或親人當中有自殺的念頭或出

現這種行為，應該多加關懷、安慰，協助他走出痛苦的陰霾。 

總體而言，自殺的情形並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當事人應當是遇到許多

的痛苦、壓力以及許多外力的影響，對未來失去信心與希望，認為到了走投

無路的地步而形成這樣的想法。有這個傾向的人，大多數由外表及情緒可以

看得出來，只要大家願意付出多一分的關懷與重視，就可以拯救一個生命。 

二十一世紀應該是大家彼此互助、鼓勵與關懷的時代，而不是人情味淡

薄自私自利的時代，更希望能夠世界和平，每一個人都能生活得幸福快樂。 

 

一、不要用自殺解決問題 

在遇到痛苦、困難的時候，並不是除了自殺以外，就沒有其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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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把內心的痛苦去除掉；也不是說這些痛苦就絲毫沒有辦法可以忍

受，因此當遇到外在許多困難的時候，最好能夠冷靜地、好好地思維一

下，不要太快做決定，想辦法看看如何把困難問題解決掉，不要用自殺

這種方法，其實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改善目前的困境。 

 

二、當自殺念頭生起時該如何處理及面對問題 

仔細想一想，自殺的情形大多數都是內心的痛苦、憂慮、煩惱所導

致而引發的危險，如果我們能夠仔細的分析一下原由，是來自內心的痛

苦所致，經過冷靜耐心地想一想，好好地思維如何解除內心的痛苦，應

當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無論遇到任何痛苦的時候： 

(一)我們應當要有勇氣面對痛苦。 

(二)冷靜耐心地好好想一想，就有可能去除這些痛苦，因為在痛苦的影

響之下，內心灰心沮喪，行事衝動，於是失去理智便無法面對困

境，就會覺得這個痛苦無法解決，於是走上自殺之路，這是對自

己的否定，也是輕視自己的行為，所以在遇到痛苦的時候，內心

千萬不能灰心沮喪。 

(三)內心應當要更加堅強。 

當內心堅強之後，就能面對痛苦，不管痛苦的大小如何，就能

好好地思維找到解決的方法，能夠去面對它、處理它，就能削減痛

苦，找到一線希望，當依止在內心堅強的情況之下，比較能夠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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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痛苦。 

當心情出現煩躁、衝動有輕生念頭的時候，最好能夠穩定情緒

不要衝動，好好地想一想，人類比其他的生命具有非常多的特色，

例如：人的大腦比較聰明，懂得運用智慧，且具有非常多的能力，

能夠創造高科技儀器、物質…等。如果不去運用本身具有的特色而

把它浪費的話，那跟其他沒有這種能力的動物就沒有差別了。同時

在我們四周，有許多具有專業心靈諮詢能力的老師或朋友，如果我

們能善加運用，請求他們幫忙，協助處理這些內心矛盾的痛苦，這

對重新站起來面對未來，是非常有幫助的。因此想要離苦得樂的方

法有很多，只要你能夠冷靜下來好好地思維、好好地想一想，應當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解決；不要因為你一時的衝動不願去面對問題，

內心產生錯誤的想法而造成遺憾。 

 

三、造成自殺的原因有多種 

現代有許多人出現自殺的這種念頭，正如前面所談到的，一定有許

多原因導致這種情況發生，這是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應當仔細分析、

討論與研究這些自殺的原因，大多從何而來呢？因為現代人內心缺少平

靜，做任何事都比較衝動，對自己缺乏自信，有很多男、女朋友等，自

殺多數是因為： 

(一)感情方面遇到困難之故導致自殺。 

(二)家庭不合發生爭吵，在這種情況之下而導致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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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的困境，因債台高築導致生活的困難而自殺。 

(四)在工作上面，遭遇同事勾心鬥角、主管的刁難或無法得到上司的賞

識，始終不順，遇到困境而自殺。 

(五)身體不健康，長年生病或得到不治之症，無法忍受長年病苦因此造

成自殺。 

(六)年紀老了無依無靠，沒辦法面對未來及無法忍受衰老的痛苦，也因

此不能冷靜思維，造成自殺。 

(七)在學的學生因為考試成績的壓力之故導致自殺。 

(八)受到損友影響之故造成自殺。 

(九)受到魔鬼邪遂外力的傷害侵犯無法抵抗之故，導致自殺。 

諸如此類各種無法想像的情況導致自殺的情形也非常的多。 

 

四、感情遇到困境時的處理方式 

一般來講，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緣份，想要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

對象，希望彼此在感情方面能夠順利相愛不變，是相當不容易的，因此

男、女在感情方面常有發生問題的時候。 

當感情遇到困境時應當怎麼處理呢？ 

(一)先冷靜思維自己是否仍然愛著對方，經過冷靜分析思維後，仍然決

定繼續在一起，我們就想辦法讓感情能夠恢復順利，將自己的缺點

加以改善，在這方面應當好好地努力。譬如說： 

1.雙方彼此要用溫和的語言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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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小事方面不要太計較。 

3.彼此之間要有互相信賴、寬容的心境。 

4.彼此互相的關愛、體貼對方。 

在這些方面應當持續好好地努力，這是必須要做到的。 

(二)如果已經用盡了各種的方法，自己也都努力了，但是還是不能改變

這些困難的話，那麼應當要怎麼處理呢？ 

1.應當要好好地想一想，內心務必要能放得下，因為這時候再繼續堅

持的話，其實並沒有什麼用處的。 

2.如果自己已經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與關愛，對方仍不能接受的話，也

許彼此之間並沒有緣份，就不要再勉強了。 

3.如果繼續堅持在一起也沒有用處，相反的還會導致內心更加的痛

苦，一生都無法享受快樂的生活。 

 

五、選擇理想的對象要理智，不可勉強 

在許多男、女感情的問題上，如果不能好好地思維，會導致相反的

效果。在感情方面來講，都是希望能夠得到幸福、快樂、互相扶持、白

頭到老而付出情感及關懷。假設付出情感及關懷又不能得到幸褔、快

樂，反而換來痛苦和傷心的話，那表示自己選擇的對象是錯誤的，應當

理智地結束再另外找適合的對象，一定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擔心後

面找不到好的對象。 

西藏有句俗話說：「如果有男孩子或女孩子找不到喜歡的對象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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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因為這個世界上男生有一半，女生也有一半。」不必擔心與自己

喜歡的對象分開後就找不到喜歡的對象，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世界

上的人口男生一半，女生也一半。所以離開了這個對象，還可以選擇另

一個自已喜歡的對象，還有很多的機會。 

 

六、男、女交往初期不要太快將感情全部付出 

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時候，因為運途不順或者是其他的因素，造成

彼此不能再繼續交往的話，實際上是不需要堅持的。分開後可以再找另

一個適合的對象，還是有很多的機會。假如一開始交往就抱著強烈的期

望付出全部的情感，反而適得其反，到時候若不能繼續交往的話會痛

苦、沮喪導致自殺，這實在是大錯特錯的一個行為。 

 

七、用理智選擇幸福的伴侶 

男、女朋友在互相追求時，要先了解之所以付出情感，喜歡對方的

重要性何在？ 

(一)第一個就是希望能得到快樂，不希望分手而導致痛苦。 

(二)第二如果付出真心情感之後，就要仔細的去分析一下，所得到的到

底是傷害還是幸褔？如果付出自己的感情之後能夠得到幸褔，那

當然就繼續相愛。 

(三)第三如果已造成傷害，實際上誰都不希望遇到痛苦受到傷害，因此

這時候就應當想一想，把這段情感放下，給自己找一個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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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命，這是有必要的，感情需要用理智處理，在婚前一定要

看清楚、想清楚，不要愚癡，否則痛苦一生。 

 

八、夫妻相處之道 

由於家庭不和睦、爭吵不休導致自殺，如此形成的就有必要冷靜分

析一下家庭的情況，一般而言男、女朋友彼此互相愛慕，互相信賴之後

才建立家庭，在建立家庭之後，先生或是太太彼此之間： 

(一)應當更加關愛對方、重視對方。 

(二)應當互相信賴。 

(三)如果發生一些爭吵或是錯誤，也應當心胸寬廣不要計較，彼此互

相體諒，因為當初是兩情相悅自願去喜歡對方並共組家庭，應

當希望一生能幸褔，互相扶持、關愛、白頭到老，一定要有這

種期望與想法。 

 

九、夫妻離婚自殺造成下一代的痛苦遺憾 

婚後種種因素造成夫妻之間彼此爭吵離婚，有的甚至殺死自己的小

孩或同歸於盡，這些都是最壞的行為。夫妻經過相識、相愛而結婚，總

是希望婚後家庭生活能夠幸褔美滿，如果在不和睦爭吵的情況之下離婚

分手的話，將會造成小孩子很大的痛苦，將來讀書求學教育方面的問

題、生活方面的問題，都會因為父母分手之後造成一些困難，不僅如此，

給孩子做了一個最不好的示範，甚至會引響孩子的心靈層面及人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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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造成孩子一輩子的痛苦，對感情產生恐懼與不信任，也許將來

孩子在感情方面也沒辦法幸福快樂。 

 

十、夫妻爭吵後應當立即和好 

如果夫妻之間發生爭吵的話，應當想辦法儘快的重新和好，重新過

生活。這種錯誤不在於爭吵，而是發生爭吵之後，雙方不能夠好好地冷

靜溝通，不能夠互相信賴，好好地討論，因此才會導致離婚或自殺，因

此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 

(一)夫妻彼此之間要互相信賴、互相關愛、尊重與體諒，無論發生

任何困難困境的時候，彼此冷靜分析、互相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二)如果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應當請教專業人士或親戚朋友，

一定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幫助。如果不這麼做，也許遇到一點

小小的困難，自己就痛苦、沮喪而離婚或者是導致自殺，這些

都是非常不好的。 

 

十一、焦慮症的對治 

現代人的壓力煩惱倍增，有很多人遇到困難時無法冷靜思維，也

不敢跟朋友、同事、親人討論，導致內心焦慮不安的積壓，而漸漸形

成焦慮症。如果是這種情況首先應該： 

(一) 要讓自己的內心平靜。 

(二) 學習放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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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當的宣洩內心積壓的煩惱與壓力。 

(四) 多接近大自然、多從事戶外活動。 

(五) 日常生活步調要放慢。 

(六) 凡事不要計較，心胸要寬廣，這樣子做會去除許多的痛苦，也

會減輕許多的壓力，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千萬不要放在心裡，

一定要找方法，把心中的壓力解除，否則會愈來越嚴重。 

(七) 多往好處想，保持愉快的心情。 

 

十二、生命是短暫無常的，夫妻應當彼此珍惜 

以前中國有一位大成就者達摩祖師，他曾經講過一句話：「夫妻有

如市場中的行商過客，因此夫妻彼此應當互相關愛不要爭吵。」確實

是如此的，因為世間任何事物皆變化無常，壽命也是非常的短暫。彼

此之間就好像是市場上的店家、生意人或是過客，皆在剎那之間就分

手了。因此夫妻應當珍惜今生的緣分，互相關愛不要爭吵，快快樂樂

地走完這一生，彼此互愛、互相體諒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達摩祖師所講的這句話，我們此生的壽命已經非常短暫了，

為什麼不珍惜在這個短暫的人生當中好好地相互尊重，追求幸福快樂

的家庭生活？所以家庭的和睦和樂，實在是非常重要的。 

 

十三、如何獲得婚姻幸福 

幸褔從何而來呢？幸褔是從內心寧靜喜悅的心情而來，如果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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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無法寧靜的話，就算是外在事業多麼地發達，賺得很多錢財，也

是沒有用處的。內心如果經常焦慮、憤怒，夫妻經常吵架，就算外在

生意做得非常好，也無法幸褔快樂地過一生。夫妻之間應當彼此互相

體諒、互相關懷、互相信賴，這是擁有婚姻幸福基本的條件，雙方好

好地努力配合多溝通協調，相信一定可以讓婚姻生活過得幸褔快樂。 

 

十四、夫妻有一方發生外遇時該如何面對處理 

有些情況是家庭之中夫妻之間有一方另有新的對象，因外遇的問

題導致夫妻感情不睦，譬如說：先生另有新的對象，太太知道後無法

忍受就開始爭吵，因為感情出狀況的痛苦而導致自殺；或者是由於這

件事情造成內心焦慮無法忍受，而造成夫妻離婚，這方面也是有的。 

在這個問題上應當好好地想一想，這種行為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行

為，在夫或妻外遇的情況下，是因為煩惱的力量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並不了解任意離婚是一種錯誤的行為。夫妻之間有一方發生外遇事

件，雙方彼此最好能控制情緒，不要爭吵，冷靜分析，好好地討論、

溝通，看看還能不能挽回這個婚姻，想辦法看看可不可以不要離婚；

如果經由冷靜分析討論後，還是無法挽回這個婚姻，就不要再繼續付

出期望，否則將來承受的痛苦是沒有必要的。 

如果對方願意改變情況的話，當然我們應當努力付出，如果對方

所造成的錯誤無法改變的話，應該先改變自己，要拿得起放得下，自

己要好好地思維，好好地想一想未來的路該怎麼走，包括小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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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的幸褔…等等，這些問題必須好好地考慮做一個抉擇。 

 

十五、外遇會帶來無盡的痛苦 

就宗教方面來講，夫妻外遇是屬於十種不善業之中的邪淫，屬於

身體的不善業，如果造了這個不善業，這種錯誤的事情，會導致來世

經常家庭不和睦，在感情方面倍受痛苦，而這痛苦的原因，是因為前

世所犯下的錯誤行為之故。從宗教方面來討論，邪淫列為不應當做的

事情，列為不善業。假設自己不是一個宗教信徒的話，原因所得結果

跟前面所說也是相同的，因為宗教只是把實際的因果情況講解清楚、

記載清楚而已。善業或是不善業乃前世所造之因，就事情本來的道理

就是這個樣子，如果一件事情能夠給我們帶來快樂的話，那是快樂的

因，稱之為善業；給我們帶來痛苦，那是痛苦的因，稱之為不善業，

應當把它分辨清楚。邪淫是屬於不善的因，將來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

痛苦，所以了解其中的因果關係，就不應該讓它發生，前世無知所犯

下的錯，今世在感情的路上倍受痛苦，現在了解因果的可怕了，就別

再犯下錯誤，以免來世繼續承擔痛苦。 

 

	 十六、只要活下去，一切都有希望 

有許多情況是因為錢財經濟方面出問題，想不開而導致自殺，

就錢財這方面而言，為了生活當然我們必須要有一些錢財，這是肯

定的，但是並非沒有錢財就不能幸褔過一生，還是有很多其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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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讓自己幸褔過一生。就財富而言，它是不一定的，因為世間

萬事萬物都是無常變化的，自己在這一生當中，財富的運勢也是如

此，不管財富再怎麼重要，和生命比較起來，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生命，就算擁有龐大的財富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你已

沒有生命可以享受。能活下去就有機會追求財富，讓自己能獲得優

渥的物質享受、讓生命能安定地走到終點。在錢財幫助的條件下：

主體是生命，財富是次要的，如果喪失主體沒有生命的話，那次要

者的財富，即使擁有的話也絲毫沒有用處的。 

如果不重視生命只想追求次要的財富，那是不正確的想法。一

般來講，財富是靠自己努力工作去賺取的，只要慢慢累積就會有龐

大的財富，但是在物質生活方面其實夠用就可以了，一味地追求高

級的物質享受，甚至為了無法獲得富裕的生活而捨棄寶貴的性命，

不就大錯特錯了嗎？因此應當把重點放在自己的生命，只要生命能

夠保全，能夠活下去，就有機會賺取錢財和享受物質生活，不要任

意捨棄性命，金錢在生命當中只不過是一種日常生活所需以及滿足

慾望的工具，如果人生只是一味的追求財富，是沒有用處的，錢財

不是人生最終的目的，只要我們能夠活下去，維持基本的生活條件，

想辦法皆可逐步得到的。在自殺前好好地多想幾分鐘，就可能有轉

機放下自殺的念頭。 

 

十七、世間變化無常，內心堅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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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我們死亡的時候，不管擁有多少財富，都分文帶不走，一切

都要完全放下，只有自己獨自離開這個世界，了解這個真實道理之後，

對於世間的財富，不必有太強烈的執著，其實我們對於世間感情、錢

財…等等一切萬事萬物都不要有太強烈的執著與貪心，否則執著貪心

有多重就會導致自己有多大的痛苦，這是自然的現象。錢財是可以追

求而得到的，但是得到之後又會失去，這也是肯定的，因此不必為了

這些外在錢財的失去，導致內心上上下下太激烈的刺激，譬如說，發

財的時候，內心自然產生了歡喜與自豪，有一天當財富失去的時候就

非常灰心沮喪，對於自己的期望理想破滅導致心灰意冷，這些都是不

正確的想法，不應該受到外在一些的變化，導致自己內心上下起伏不

安，所以無論發生任何變化，內心堅定安忍相當重要，只要內心堅定

安忍就不會受到外在變化的影響，即使外在一些錢財物質的破損也不

會導致內心的痛苦，仍然可以愉快的生活，世間萬事萬物皆在無常變

化之中，錢財也是如此，有得必有失這是必然的，了解這個道理之後，

內心就不會受到太大的波及，人生經常保持生活在快樂之中是非常重

要的。 

 

十八、少慾知足是人生最大的財富 

如果平常內心可以做到少慾知足的話，那麼外在財富的得失就不

會導致內心的不安跟痛苦；如果內心可以少慾知足的話，不管外在的

財富得到多少都會變成自己幸福快樂的一個助緣，因此平常務必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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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慾知足，對任何事物不要有太多強烈的貪念跟執著，在凡事能知足

的心態之下來運用財富的話，一定可以得到最大的快樂，所以古往今

來許多的聖賢者都曾經談過，少慾知足是人生最大的財富。譬如說，

有一些人他不懂得少慾知足的道理，不管他得到多少的財富，內心始

終在缺乏之中又繼續不斷地追求，因此不管他得到多少財富，內心始

終在貧窮痛苦之中，因為永遠覺得不夠。 

如果能少慾知足的話，不管他得到多少內心都會覺得非常幸福快

樂，因為內心已經突破了追逐慾望的心，也許有人會認為少慾知足的

意思就是不需要那麼努力去工作，也不用刻意累積財富了，這就又誤

解了少慾知足的意思了，少慾知足的意思是指外在物質的享受沒有太

強烈的慾望或要求，覺得日子過得平安順利，錢財夠用就很滿足了。

如果心態一直都這樣子的話，內心就永遠處在最富有的狀況之中，感

覺自己所得到的財富永遠都夠用，內心就會永遠快樂不會有痛苦。 

 

十九、人生有順境也會有逆境，當遇逆境時該如何面對？ 

有些人在工作方面運氣不好，生活上遇到困境就產生絕望的想法

因此導致自殺，但是我們好好地想一想分析一下，一個人在這一生中

永遠運氣都是那麼好嗎？永遠都在順境之中，沒有任何的閃失，沒有

任何的逆境嗎？其實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這一生無論做任何事、生

意、工作、感情、婚姻各方面，其實都是時好時壞，有起有落，有順

境也會有逆境。人生的悲、歡、離、合、聚、散、起、伏，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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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現象，因此當生意、生活、感情或經濟等遇到困難的時候，有

些人會對人生灰心絕望，認為除了自殺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

解決目前的困境，這種想法實在是錯誤的。 

在運氣最差的時候應當怎麼辦呢？應該好好想一想!不要輕視自

己，更不應該灰心沮喪，反而要更重視自己，仔細想一想現在是運氣

很背的時候，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會判斷錯誤造成損失，做任何

事情都要更加小心，保守行事，最後終會度過這段低潮期；等到將來

運氣轉好的時候才能夠好好把握機會努力衝刺，而應該怎麼去努力，

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期間好好地想一想計劃一下。 

世間事皆在無常變化之中，逆境有一天也會轉變成順境，如果能

夠心意堅定勇敢去面對困難的話，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如果生意

不順利，自己沒有冷靜分析，也不仔細的想一想就貿然發脾氣、灰心、

沮喪、甚至衝動而自殺，這實在是錯誤的行為，就自殺而言，其實也

無法消除這些痛苦，如果自殺了，對各方面以及家庭、周遭的朋友、

很多的親人、甚至下輩子，還要繼續面臨更多的困難痛苦，因此將這

些冷靜的想一想，實際上並不需要走上自殺這條路，今年運氣不好不

代表以後運氣都不好，如果今天自殺了就看不到未來的成功了。 

 

二十、無法忍受病苦而自殺，來世將繼續受病苦的果報 

有些人因為身體的疾病造成痛苦而受不了病痛的苦就自殺結束生

命，一般而言，在生病的時候當然要看醫生吃藥，想辦法將病痛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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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痛無法治好的話，就應當面對自己的疾病，儘量往好處想，心

情放輕鬆，以泰然處之的方式來度過這一生，如果醫藥能將病治好是

最理想的，假設不能治好的話，也要勇敢面對自己的疾病，在病痛的

情況下死亡，這是屬於自然的壽終，應該保持愉快輕鬆的心情，來面

對死亡。 

如果在久病的情況之下產生厭世的念頭，以為自殺後病痛就可以

解除了，因而自殺的話，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為病痛不會隨著死亡

而消滅，死亡之後並不是像我們想的如油盡燈枯，火焰熄滅，其實神

識還要繼續投胎的，但是因為自殺造成了許多不善業之故，下輩子許

多身心的疾病痛苦，還是會再度引發，因為這些疾病是過去生的業力

所造成的果報，我們現在的行為會累積到來世繼續承受善或惡的果

報，所以好好地想一想，面對疾病的時候盡量放寬心去治療，如果不

能治好也應當忍受，心意要堅強勇敢的面對，在這方面內心要有正確

的認知與想法，應該要好好地努力使自己內心平靜，勿慌亂、多學習

放鬆，使身、心達到內、外平靜祥和，對健康有極大的幫助。 

我認識的一位朋友曾經告訴我，因為疾病纏身多年之故，在生病

的期間有很多的體會與領悟，因此很熱切的去幫助其他的人，對這個

社會也付出很多的貢獻，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那是對身體受到疾病

之苦而有所覺悟之故，於是將生命的價值發揮了很大的功效，將有生

之年來廣行善業，像這種將自己遭遇病痛的逆境變成一種助緣，這種

例子也是非常的多，這種慈悲發心是非常好的，當自己遇到病痛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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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千萬不要灰心沮喪，應當更加堅強來度過這一生，你也有可能

受到病痛之苦而有所領悟，更行廣大善業，幫助很多同樣病痛的人，

你的病痛就變成是累積福德的最佳助緣，將自己的生命變成非常有意

義且有價值的人生，是非常令人讚嘆的，當你遇到疾病的時候一定可

以勇敢的面對它、可以給自己帶來一些信心與希望，這些都是非常難

能可貴的。 

 

二十一、認為年紀大無人照顧而自殺是錯誤的 

有些老年人在年紀衰老的時候沒有人照顧，因遭遇到很多的困

難而產生自殺的念頭，這種情況也有的，如果是這種情況就要好好

地想一想。一般來講，當然是真正的遇到困難所以想不開，因為年

紀衰老了，無法面對衰老孤寂的痛苦，這個時候確實遇到了困境，

但是認為自殺可以消除這些痛苦的話，那實在是非常大的錯誤，沒

有讓自己的壽命自然地走到終點，就把它結束掉，那表示自己這一

輩子曾經遭遇到的辛苦勞累全都白白浪費掉了。如果一個人他因生

病而自然的死亡，雖然他面對了許多的痛苦，但是他讓生命自然走

到終點，依於自己的努力走到了終點，這是非常好的；現在不是這

種情況，是自己選擇自殺解決生命，沒有將生命走到終點，是自己

讓生命停止，那不是前面一輩子的努力，都白白浪費掉了嗎？沒有

讓生命自然走到人生的終點，是多麼的可惜啊！因此一個老人家遇

到任何生活上的困難或是病痛都應當勇敢的面對，無論如何要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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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一生走到最後終點，這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十二、藉宗教的力量勇敢活下去 

如果是一位學佛的人，應該每天專心的唸諸佛菩薩的名號，或

是唸皈依文、誦經、持咒、迴向、發願、打坐、繞佛、禮佛、懺悔…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或是其他的宗教各自都有自己的方式，例如：

誠心禱告、祈求藉此依靠依止幫助我們度過一生，如果是一個完全

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應當加強自己內心的建設，讓內心堅強勇敢，

在內心堅強之下堅忍度過這些痛苦，在這一方面要好好地努力克服

內心的障礙，勇敢地活下去。 

 

二十三、不要因考試考不好，而自殺 

有一些情況是就讀的學生因考試不理想之故導致自殺，這也是

錯誤的，為什麼呢？考試成績不理想也不需要自殺，因為能夠讓我

們這一生活得幸福快樂，其實有很多的方法，並不是考試成績考得

好將來就一定很有前途，當然成績考得好，代表自己曾經好好地努

力學習，因有付出辛苦的努力，所以有好的成績表現，這也是很重

要的，不過有時候花了很多的精神與時間去努力，但是運氣很背或

其他因素，導致考試成績不理想，如果是這種情況，根本就不需要

懊惱，既然自己曾經努力用功過，因運氣不好之故無法考得好成績，

但也不需要後悔。總而言之，不管是自己盡了努力，考試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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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根本就沒有讀書，沒有努力而考不好，事實上都是有原因的，

就算考試考不好，將來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讓這一生能夠幸福快樂

地度過。例如：有很多的工作機會，依個人的興趣、專長、技術有

很多的發展空間，應當在這方面多花一些心思好好地想一想，好好

地計劃未來，比如說，在鄉下比較落後地區的人幾乎都沒有讀過書，

可是他們也能幸福快樂過一生，這種例子很多，現代人大家都是知

識份子，稍微有讀過一些書，並不需要為了考試考不好就自殺，這

是完全不必要的，或許學生有這樣的心態，考試考不好的時候不知

該如何面對父母、面對老師、面對同學，覺得很丟臉想不開就走上

自殺這條路，這就是更大的錯誤，如果考試考不好內心非常的痛苦，

覺得沒有臉見父母親、見老師、見同學，要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想

考出好的成績，平常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平常多加努力學習，讀

書上課時能專心聽課，當然會考到好的成績，如果自己已經盡了最

大的努力，考試始終考不好的話，或許將來沒有辦法繼續深造就學，

可以在未來的工作事業方面好好地去努力求發展，這也是一個很好

的機會，不要任意斷送掉自己大好的前途，有許多企業家雖然在求

學時期功課不怎麼樣，但在事業上非常成功，這種例子很多。年輕

人不要遇到困境就想自殺，這是一種逃避的方式，應該要勇敢去面

對一切，不是自殺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是極大的錯誤想法。 

 

二十四、受到邪魔的影響有自殺的念頭一定要冷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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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情況是因為受到魔鬼外力的侵害干擾，有的是上輩子業

力的討報，因此導致自殺，這種情況的發生也有很多，假使有這種

情況發生，通常自己想要冷靜分析好好想一想是很困難的，因此平

常自己就應當小心謹慎，假設有自殺的想法出現的時候，應當控制

情緒不要立刻去進行這件事情，想辦法找一些可以幫助你的人，若

是有宗教信仰者，就打一個電話給你的上師或牧師，聊一聊討論一

下所發生的事情，儘量讓自己的心情與情緒好好地冷靜一下，以這

個方式把這些障礙去除掉都是可以達成的。或者，當有自殺的想法

出現的時候，立即唸觀世音菩薩的佛號祈求觀世音菩薩幫助你，或

者是自己知道的佛號都可以專心持誦這樣對穩定我們的情緒有很大

的幫助。 

當前面所說的這些情況出現時，或是遇到任何困難有自殺的念

頭出現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不要立刻去進行，應當冷靜控制自己的

情緒好好地想一想，仔細的分析一下用什麼方式能夠排除這種想

法。如果無法排除這種想法的話，就應當立刻跟其他人聯絡，跟自

己的老師、朋友、家人聯絡，聊一聊討論一下，或者是藉著宗教的

力量唸誦諸佛菩薩的名號做祈請，有許多的方法都能夠把自殺的想

法排除掉。有時候就是因為遇到困難障礙，內心痛苦無奈於是產生

自殺的想法，當然有時候想要排除掉這種想法是很困難的，所以最

重要的是當時不要立刻去進行，應當找信任的人或生命線…等專業

醫師作溝通或心理諮詢，請教一下專業人士的分析，自己好好地冷



 24 

靜思考，這樣的話應當逐漸可以把自殺的念頭去除掉。 

 

二十五、藉著宗教信仰放下自殺的念頭 

如果不是佛教徒，是其他宗教的信徒，也是一樣的道理，好好

地祈禱或祈求自己的上帝天主，好好地研讀祂們所開示的聖經、經

典，好好地學習想一想，假設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前面談到很多其

他的方法，儘速聯絡家人、朋友、心靈諮商的專業人士或心理醫生

與自己講話溝通，說出自己的想法與感覺，讓自己不再覺得是孤孤

單單的一個人，總而言之，儘量找方法努力把自殺的想法排除掉。 

 

二十六、若遇困難時，應該努力去解決 

無論遇到任何的痛苦、困難，想脫離痛苦的方法有很多種，如

果遇到困難就想以自殺的方式來了斷，那實在是錯誤的想法，沒有

任何的幫助。印度有一位學者講了這麼一句話，非常有道理，「如果

可以改變，何故不喜悅；如果無法改變，不悅有何用？」，如果一件

事情可以改變，因為我的努力可以改變它，能夠變得順利的話，又

何必不高興、不喜悅呢？但是假設這件事情用盡各種方法也無法改

變的話，那也不必憂慮、難過、痛苦，這些灰心沮喪是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已經不能改變了。所以這句話講得非常有道理，

當我們遇到痛苦、困難、困境的時候，好好地想辦法去改變它，使

它變得順利，如果這個事情可以改變的話，那我們的努力能夠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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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當然就可以改變，這時候的灰心沮喪、不喜悅根本就沒必要，

因為經過我們的努力可以改變；但是，假設這件事情不能改變，那

灰心沮喪、自殺也不需要，因為事情已經不能改變了，用任何方法

都不能改變，這時候，就用平靜泰然的態度去面對它。因此，遇到

困境的時候，自己要用智慧冷靜分析思考，好好地想一想，這是非

常有必要的，其實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努力去改變現況的，應當在

這方面要好好地加油！如果選擇自殺，不做任何的思維的話，這實

在是不正確的作法，也是一個最壞的方法，除了造成自己的傷害之

外，對事情的改善絲毫沒有任何的幫助，反而給活著的親人帶來更

大的痛苦與遺憾。 

 

二十七、貪執外在物慾愈重，內心煩惱痛苦就愈重 

前面談到自殺的原因其實是有很多的情況，現代很多人有這麼

一個想法，認為要幸福過一生，要依靠外在豐富的物質，穿著越名

牌、吃得越珍貴，表示自己過得很幸福，所以對外在物質抱著強烈

的慾望，因此導致貪念執著越來越強烈，認為物質條件一定要優渥

才能幸福，在這種錯誤的想法之下所以對外在物質不斷地追求，內

心產生了很多的貪念、執著，因此之故，當外在物質失去的時候，

就無法忍受失去的痛苦，對人生產生絕望，最後因此導致自殺。 

 

二十八、如何讓一生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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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想法認為想要過幸福快樂的生活，只有靠豐富的外在

物質，因此如果外在物質不足夠的話，就導致內心產生極大的痛苦，

這是不正確的想法，另外，如果想要一生幸福快樂，除了靠外在條

件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內心的條件，應當是二者皆備之下才能

幸福過一生。因此，應當使外在跟內心這二方面同時兼顧，這是非

常有必要的，如果兩者不能兼顧的情況之下，那內心的平靜就更加

重要了。 

如何使自己能夠幸福快樂，那就是靠內心的寧靜、堅強與智慧，

凡事不計較、心胸寬廣與知足…等等‧如果這些條件都具備的話，

就算外在條件不足有所欠缺，依然能夠快樂幸福過一生。 

如果要我們完全拋棄外在物質，純粹追求內心的寧靜使之得到

幸福，一般來說很少人能做到，實際上也不必要如此，要想幸福過

一生的話，應當是外在跟內心兩個條件都俱足，所以不是純粹靠外

在物質，就能夠讓我們一生幸福快樂，不是這樣的，應當好好地重

視內、外兩方面；如果不能同時都擁有的情況之下，那就要更加去

重視內心這個部份，讓內心不斷學習淨化，自然內心逐漸逐漸的會

進步，外在的物質條件自然會接著進步，如此一定可以幸福快樂的

過一生。 

比如說一天２４小時，我們花了許多的時間，去追求外在的物

質做為生活的重心，也應當花幾個小時在自己的內心上，讓自己的

內心得到寧靜跟充實，這樣的話，自己能夠感到快樂幸福是非常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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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比如說，花幾個小時的時間好好地想一想，什麼是快樂？什

麼是痛苦？內心如何得到寧靜？如何能夠得到內心的快樂？把這些

問題好好地想一想，好好地努力，這是對內心方面的重視，一個人

不管他是學習佛法者，或非學習佛法者，無論如何都希望一生能夠

幸福快樂，一生想要幸福快樂的話，內心因素是更加重要。 

 

二十九、學習內心保持在寧靜之中 

內心經常維持在寧靜之中，不受煩惱的干擾，也沒有痛苦這些

方面的問題，學習內心的寧靜與祥和，這是非常重要的，應該好好

地重視內心方面，下工夫改善自己的脾氣個性，化剛為柔，凡事不

計較，學習謙讓，內心自然會產生愉悅，當遇困難之時上根本就不

必走上自殺這條路，好好冷靜思惟可以避免自殺的危險。往往自殺

者是過於衝動，沒有冷靜思考，有的是個性剛硬不接受別人的勸導，

而導致終生的遺憾，所以在內心方面要下工夫，時刻觀照己心，任

何不好的想法出現，都要立即覺照省悟，慢慢的便可以增長智慧，

放下自殺的念頭。 

 

三十、人生有順境；也有逆境 

我們這一生會遇到許多的變化，其實這也是自然的現象，因為

世間一切的現象，並不是永恆不變的。 

世間萬事萬物都在剎那剎那地變化，所以我們有的時候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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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時候逆境，這也是必然的。所以應當好好地想一想，外在的物

質隨時會有很多的變化，這些是我們無法控制的。我們能夠控制的

是什麼？是自己的內心。如果自己的內心能夠自主控制，好好學習

讓自己的內心能夠進步保持寧靜，經常如此努力的話，讓內心遠離

痛苦方面，如此對我們的人生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三十一、如何排除自殺的念頭 

當我們內心有自殺的這種不好的想法時，想排除掉消滅它的方

法有很多，我們慢慢的來做解釋： 

1：父母生育扶養之苦 

好好地想一想我們這個寶貴的人身。首先，想想媽媽懷孕

的時候，在媽媽的肚子裡面，媽媽要經過十個多月懷孕的辛苦

我們才能出生。出生之後還要照顧我們增減衣服、餵養食物…

等等，在各方面父母都那麼辛苦勞累，我們的身體才能夠發育

長大，而不是不必靠任何其他的養育身體就會自然發育長大，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當有自殺的想法產生時，要好好地想

一想，我們的身體能夠出生、能養育長大，這是父母多麼辛苦、

勞累、付出的心血，我們這個身體才漸漸長大的。如此好好地

想一想，也可以把自殺這種想法在心理滅掉。 

 

2：讀書過程所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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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老師和同學、親人…等等，有很多、很多人都曾經教

導過我、幫助過我，我才能夠在學校讀書，學到許多的知識學

問等。在我一生的幸福方面，這些人都對我付出非常大的心

力。如果我們有自殺的念頭出現，就應當冷靜的想一想，當我

在讀書的時期，老師所付出的心血，還有讀書的過程當中，父

母所支付龐大的學費，這些完全浪費掉了，自己這一生擁有這

些學問，是多年努力讀書，老師努力的教導，而且也花了許多

父母用勞力賺來的薪水。如果自殺的話，這些辛苦就毫無意義

地浪費掉了，應當要往這些方面好好地想一想，自殺的惡劣想

法也可以排除掉。 

 

3：冷靜想想父母、師長對我們的期望 

父母、老師、同學，不僅在我們求學的過程當中付出許多

的愛心照顧，支付許多的學費之外，對我們的未來更是抱著強

烈的希望，因此如果自己不把這些好好地想一想，貿然就自殺

的話，會使父母家人的期望都完全落空，而且自己的前途以及

之前的種種努力都完全的浪費掉了，過去所付出的都變成毫無

意義了。所以往這方面好好地冷靜想一想，就應當會打消自殺

的念頭。 

 

4：多替家人的面子想一想 



 30 

應當好好想一想父母、兄弟、家人等等，如果自己有自殺

的念頭，親人的面子也應當要顧及，在這方面應當好好地想一

想，如果自殺的話，你的家人在外人面前如何抬頭？別人是怎

麼想的？如果自殺了就是不顧家人的情面，這種壞事也是不應

該做的，所以冷靜的想一想親人的情面也應當打消自殺的念

頭。 

 

5：人身難得，自殺是幼稚的行為 

人類的身體比起其他生命而言還要更加珍貴難得，因為人

有聰明的智慧還有稟賦很多的能力。因此如果像其他的動物一

樣很輕易地拋棄掉自己的身體的話，那實在是非常的可惜，如

此幼稚的行為實在是太遺憾了。把這個原由好好地想一想，也

應當打消自殺的念頭。 

 

6：自殺的罪業是最重的 

在業力因果方面好好的想一想，殺生是最嚴重的罪業。自

殺當然也是殺生，因此在殺生的情況方面，自殺更是嚴重的罪

業，從因果罪業的角度想一想，也應當打消自殺的念頭。 

 

7：自殺者來世將會承受五百輩子的自殺痛苦 

如果貿然自殺的話，就他一生的果報而言，下輩子會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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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痛苦繼續承受，將來還會遭受到五百輩子自殺的惡業果

報。所以自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痛苦果報，它是屬於嚴重的

過失。在這一方面一定要了解，知道將來還會遭受到五百輩子

自殺的痛苦果報，應當要打消自殺的念頭。 

 

8：因自己的自殺會給住家週遭帶來不吉祥 

如果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貿然輕易的自殺，會導致自己

信仰的宗教方面的本尊，上師、三寶內心難過不已，也會導致

這個地區的天神、龍神、守護神不高興，同時自己自殺死亡之

後，有人自殺的這個家庭或者是周遭的環境，也會因為有人自

殺之故帶來不吉祥，形成不好的磁場，應當好好地想一想，打

消自殺的念頭。 

 

9：自殺者的怨氣干擾社會群體的安寧 

如果自殺的話，其實對周遭環境也帶來不好的影響。一個

地方如果有人自殺的話，對周遭的鄰居以及社區都會帶來不平

靜，會帶來許多的干擾以及不吉祥，而且會有許多凶惡的徵

兆，使這地方帶來許多的紛爭。因此自己一個人如果不可以幫

助社會利益群體的話，也不應當對社會群體造成傷害，冷靜想

一想應當打消自殺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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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殺是惡劣的行為，使家人蒙羞，名譽受損。 

如果自殺的話，也會給家庭蒙上惡劣的名聲，這是一個不

好的例子。如果殺人當然是違背一個國家的法令，自殺也是殺

生的一種行為。因此自殺死亡之後，人家會議論紛紛，在背後

指指點點這種惡劣的行為，一個家庭如果有人做出自殺的行為

是一個不好的示範。所以冷靜的想一想，應當要打消自殺的念

頭。 

如果這個家族有人自殺的話，會導致這個家族受到污損也

有污點，因為別人會批評指責，也會變成一個不好的例子，以

及受到大家的孤立，而且別人也會對這個家族產生很多的胡亂

遐想，所以僅僅只是個人的自殺，將來會讓家族蒙上很多的污

點。 

我的家鄉，一個家庭裡有人自殺，結果導致他們家後代的

子孫無論男、女想要結婚都沒辦法找到理想的先生或是理想的

太太，為什麼呢？因為人家都在議論這個家族以前有人自殺，

因此別人內心會有很多的猜測，而導致這個家族將來產生很多

的污點。 

 

11：自殺前為曾經對我們付出極大關愛的人想想 

如果自殺的話，家庭裡面的成員、自己的男女朋友、同事

或親戚等都會帶來很多的痛苦，因為對自己曾經付出極大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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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顧的家庭成員，還有自己的男女朋友、同事、親戚等，知

道自己自殺的消息，內心當然會有很大的痛苦與不捨。所以好

好地想一想，就應當打消自殺的念頭。 

 

12：懷恨自殺將投生鬼道，危害親人及週遭地區 

當你自殺死亡之後並不是一了百了，必定還是要繼續投

生。但是自殺的人有很多將來投生在鬼道之中變成魔鬼，因此

造成當地不平靜，因為你內心產生極大的痛苦、憎恨而跟活著

的人討報，如果是這種情況，將來得到的是魔鬼的身體，會給

自己帶來很大的痛苦，也會經常受到別人的傷害或者是給別人

帶來很大的痛苦障礙。想一想也應該打消自殺的念頭。 

以前我跟馬來西亞的一位朋友也談論過這樣的一個事

蹟，當地有一個女孩子自殺之後，變成了鬼魅，經常在附近出

沒，導致這附近的鄉親父老遇到許多的障礙，很多不吉祥的事

發生。這不是只有一、二個人看到，而是很多人都看到，這是

一個真實的事情，特別是投胎鬼道之後，得到鬼魅的身體，對

以前照顧自己的家人及關愛我們的朋友也會造成她們很大的

傷害，為什麼呢？因為你心中的怨恨執著沒有放下之故，導致

自己沒有智慧陷於瞋恨痛苦之中，於是很容易做出傷害他人的

事情，這種情形是有的。所以想一想更不該有自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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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自己自殺，常導致家族及後代子孫也會有人自殺 

如果自殺的話會導致自己的家族後代也會有很多人自

殺，這稱之為煞氣。煞氣是如此可怕的一件事情，自殺死亡之

後往往會產生一股怨恨的煞氣。這股煞氣將來會導致家族之中

有人也會有自殺的情形發生，煞氣會越來越重，這個煞氣將造

成後代子孫不斷有人繼續自殺。所以這個情況是很嚴重的，應

該好好地想一想，一定要打消自殺的念頭。近代也有許多這種

這類相關的例子，有些人經常談到很想自殺，因為在她們家族

以前也有人自殺，非常有可能由於家族人自殺形成的煞氣，受

煞氣的影響後代子孫陸續有人自殺。 

 

14：自殺會給別人帶來一連串的不幸 

聽到自殺或者看到自殺者的屍體，都會感到恐懼害怕，而

且也會讓看到的人帶來疾病、恐懼或厄運連連。自己一時的衝

動造成別人的傷害好好地想一想，也應當打消自殺的念頭。 

 

15：自殺令祖先及後代子孫蒙羞 

如果自殺的話會給家庭、家族帶來屈辱，使家族蒙羞。首

先對自己的祖先而言，是給祖先丟臉；其次造成後代子孫也有

人自殺，其實是因為自己自殺之故而造成後代的子子孫孫在祭

拜祖先的時候也是覺得家族中有人自殺而感覺羞愧。因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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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祭拜祖先的風俗，當自己的兒女去祭拜父親、母親及祖

先，如果他們其中有人是自殺的，這個時候內心很像受到屈辱

一樣。所以自己任意自殺的話，一方面丟祖先的臉，一方面當

祭拜祖先時，後代子孫想到這一件事情也會感到羞愧不敢告知

他人，所以想一想，怎麼樣也不應該自殺。 

 

16：自殺後你的房子沒人敢住，物品沒人敢用 

自殺後會導致自己居住的房子、物品都會矇上污點變成有

缺點，譬如說：有人自殺過的房子以後沒有人敢住，會覺得住

這個房子不吉利、會倒楣。有人自殺的房子，通常這個房子也

沒有人敢進去，所以說自殺的這個人他使用過的房子、用品都

會蒙上很多的污點，沒有人敢繼續使用。所以想一想也不應該

自殺。 

 

曾經有人請我去一間房子灑淨，去的時候就聽到他們談起

這個房子以前有人在此自殺，所以日後不管是誰住都遇到很多

不吉祥的事發生，談到這種事情，其實一般人進去也會感到毛

骨悚然不太舒服，因此可見自殺實在是不好的行為，這些想一

想，無論如何一定要放下自殺這種行為。 

 

17：自殺是很嚴重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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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殺的話，那是自己障礙自己，自己讓生命沒有辦法

走到人生的終點，自己殺死了自己是很嚴重的過失，也背負了

不孝之名等污點離開人世。 

 

18：逃避現實自殺，留下惡名 

如果自殺的話會給自己留下惡名。將來有人談到我們的事

蹟，提到我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這個人後來自殺了，因為逃

避現實不敢面對，留下一些煩雜的事情讓家人去處理，所以最

後會留下一個惡名，一個不好的榜樣，這是不好的，一定要好

好地想一想，無論如何一定要把自殺的想法滅掉。 

 

19：自殺給後人留下壞的榜樣 

如果自殺的話，不僅自己毀滅掉自己的生命而且給別人留

下一個壞的榜樣。別人可能也模仿這個方式自殺，這種情況會

越演越烈，譬如說：這個家庭裡面有人自殺的話，後代子孫遇

到困境也會學習，也會走上自殺這條路，因此自己也給別人做

了壞的榜樣，教導他走一個壞的道路，所以要好好地想一想，

應該要打消自殺的念頭。 

 

20：自殺後變成厲鬼，危害社會安寧 

如果自殺的話，前面提到未來可能投生在魔鬼之中。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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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魔鬼裡面，他的能力更加強烈，往往引發這個社區、社會甚

至國家產生疾病、飢餓、戰爭等，因此傷害更多、更多的人群，

這是很大的危險。以前印度也有這樣的事蹟，某人自殺了，這

個人他活著的時候累積了廣大的福報，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

最後他以自殺收場，死亡之後因為自殺是個惡業之故，因此變

成一個厲鬼，凡是聽到的人都感到非常的害怕，而且厲鬼也造

成地方上很多的傷害與不平靜，像這種事蹟也是發生過的。 

 

21：自殺是嚴重錯誤的行為，罪業極重 

如果你想自殺的話，要先想一想，你如此做不但自己斷送

自己的一生沒有自然走到人生的終點，同時也造成你的家人和

親朋好友很多的痛苦，尤其是自殺所累積的罪業，會讓下輩子

投胎轉世將承受更大的痛苦，把這些諸多的原因好好地想一

想，自殺的行為是一種懦弱、逃避現實、不負責任的行為，實

在是一件錯誤的想法，應該打消自殺的念頭。 

總而言之，自殺這個行為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也是一個嚴

重的過失，很多自殺的例子是因為不了解自殺後所造成的一些

無法挽回的遺憾，以為人死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卻不知道這麼

做是錯誤的，是一種嚴重的罪業，當你了解自殺後的真相，自

殺一定會減少，如果有自殺的想法出現的時候，自己要好好冷

靜的分析想一想，想辦法把自殺的想法去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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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小看個人的行為會逐漸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寧 

在這個社會中其實有很多人面臨自殺的困境，因此只要是

社會的成員不管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不管男、女、老、少，

都應當努力於為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帶來和平與

寧靜，這是世界上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要有的責任與想法，所

以除了打消自殺的念頭之外，也應當經常鼓勵其他的人，想辦

法幫助有自殺念頭的人，如此社會之中自殺的現象，一定會逐

漸的減少。 

 

現在有許多的宗教、許多的國家都致力於世界和平，在這

方面都相當的努力，因為世界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是屬於

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成員，都應當共同努力，假如每個人都能

生活得幸福快樂、地方上自然會平安快樂、國家一定會安和樂

利，就能達成世界和平的目標，而不是離開自己的家庭、社會

與國家跑到另外一個國家，在另外一個地方找尋和平快樂，不

是這種情況。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生活得幸福快樂，這個世界到最後自然

就能人人和平相處，如果生活在地球上每一個人都不幸福快樂

的話，那麼世界就不可能和平。假使每一個人都生活得幸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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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話，這個地區就能祥和安定，社區安定，國家一定安和樂

利，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安和樂利，自然就達到世界和平了。 

因此就世界和平而言，每一個人都應盡一份心力、努力去

達成，所以世界和平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每一個家庭，每一個

地方，每一個國家都應當努力積極去做的事情。 

如果這個地方有人自殺的話就會導致自己的家庭，這個地

方不能寧靜，常常帶來很多的干擾傷害，如果逐漸擴充的話，

當然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甚至逐漸影響到整個世界，這些都會

逐漸慢慢形成的。 

 

三十三:人生最主要的是追求幸福快樂，內心平靜 

把前面談到的原因好好地分析、想一想，人生最主要的是

希望追求幸福快樂的人生，應當多重視自己內心的想法，在自

己內心心靈上面好好提升的話，內心一定可以得到寧靜快樂，

在內心寧靜快樂之下，能夠好好地過一生；其次不僅僅是如

此，因為這世界上一切的生命，實際上彼此都是有關聯的，世

界等於就是一個大家庭，一個大家庭裡面的生命，彼此的痛苦

快樂都互相有連帶關係，所以應當盡自己的努力，想辦法使其

他的生命都能夠離苦得樂，這也應當是自己的責任，所以在自

殺這個方面而言，當遇到內心痛苦的時候應當把前面的各個原

因好好地想一想，了解到自殺是一個壞的榜樣、是一個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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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錯誤的行為，把這些原因好好地想一想之後，應當把自殺

的念頭去除掉，而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這個地方、這個國家、

整個世界，可以說是一個大家族的成員，大家彼此互相關心，

所以應當多去想一想，如何讓其他的生命離苦得樂，這是我們

的責任，大家應當多多重視他人的生命，使他人離苦得樂，在

這個方面好好地去努力、好好地幫助其他生命。 

三十四:杜絕自殺的歪風，助人放下自殺的念頭是真放生 

現在自殺的情形越來越多，在這方面大家應該要多多重

視，努力想辦法杜絕自殺的歪風，這也是放生的一種，對眾生

有很大的幫助，佛教很重視放生，因為放生有很大的利益，如

果幫助一個人使他免於死亡的話，這個功德是非常大的，大家

應該要想辦法幫助有自殺念頭的人放下自殺的念頭，讓自殺這

種事件不再發生，這是每一個人應有的責任，也是一件非常有

意義的善行。 

 

三十五:仁波切對大家的祝福 

祝福大家不會遇到、也不會發生如前面所談到的種種事

情，以及所面臨的內心的痛苦、身體的疾病或是自殺等等的痛

苦，這一切不好的事情，也不會做這種錯誤的示範，祝福大家

能夠一生平安幸福快樂的度過，並且祈願世界和平，祝福每一

個家庭、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成員都能夠達到內心寧靜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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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快樂度過今生，這是對大家的一個期望，也祝福大家一切

都吉祥如意、天天開心、事事順利、福慧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