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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公曆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本會於下午二時在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

第三十二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日期：2018年3月11日至11月18日（逢星期日）

        （4月1日、7月1日公衆假期休息）

時間：上午 11:00–12:30

地點：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2樓Ｄ座

唯識思想課程
主講：資深講師

日期：2018年3月11日至11月18日（逢星期日）

                （4月1日、7月1日公衆假期休息）

時間：上午 11:00–12:3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妙雲集之《唯識學探源》等

主講：朱元鶴、吳潔珠、伍松老師

日期：2018年（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5:30 

地點：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2樓Ｄ座

新春法會 
日期：2018 年 3 月 2 日（正月十五），本會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

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新春誦經法會暨聯歡會，讀誦

《妙法蓮華經》。

（本會所有課程及活動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隨喜參加）

佛 學 班 及 活 動佛 學 班 及 活 動



慧日講堂及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主辦 

中華佛教青年會、台北市佛教青年會協辦 

香港妙華佛學會視訊直播 

一、宗旨：探索佛經結集的過程，釐清佛典成立的真相，建立佛法的正知正見 

二、活動時間：2017年11月12（週日）(09:30至17:00) 
[注意：香港視訊直播時間：2017年11月12（週日）(13:00至17:00)]  

三、活動地點：慧日講堂 

四、活動內容：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主講人 

09：30 ~ 09：50 開場演說 宏印法師 宏印法師、淨耀法師
09：50 ~ 11：10 阿含等原始聖典的結集與大乘思想的淵源 宏印法師 呂勝強老師 
11：10 ~ 11：30 提問與交流 宏印法師 呂勝強老師 
11：30 ~ 13：00 休息時間 
13：00 ~ 14：20 般若經之傳出、集成與弘傳 宏印法師 長慈法師 
14：20 ~ 14：40 提問與交流 宏印法師 長慈法師 
14：40 ~ 15：10 休息時間 
15：10 ~ 16：30 大乘經的結集過程—以華嚴經為例 宏印法師 林建德教授 
16：30 ~ 17：00 提問與交流、總結 宏印法師 長慈法師、林建德教授

呂勝強老師 

五、講師介紹： 

宏印法師：中華佛教青年會創會會長，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任佛學院教務主任、
院長。佛學著作多種，深入淺出，甚獲喜愛。現任慧日講堂住持。 

長慈法師：福嚴佛學研究所畢業，澳洲雪梨大學博士，現任印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福嚴佛
學院講師，並即將接任福嚴佛學院院長。 

呂勝強老師：現任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曾任妙心寺、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

正信佛青會講師，編著有關闡揚導師思想的書籍多種，如《妙雲華雨的禪思——

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錄》及《人間佛教的聞思之路》等。 

林建德教授：台灣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及教學科
目為佛教哲學、人間佛教思想、佛道比較宗教等，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數十篇。 

歡迎參加，無須報名。聯絡查詢：鄭展鵬居士：9039 2554、薄淑貞居士：9523 4768 

 

 



妙 華 佛 學 會 第 3 2 屆 佛 學 初 階 班 上 課 時 間 表
2018 年 3 月 11 日逢星期日上午 11 時至 12 時 30 分

課程主任 : 陳慧儀老師

地址：香港北角堡壘街 36 號 D 二字樓                 電話：25700443

月 日 堂 數 課                        題 導    師

3 11 1 佛教的精神簡介 梁志高

18 2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境及釋尊略傳 胡文德

25 3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境及釋尊略傳 胡文德

4 1 復 活 節 假 期

8 4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境及釋尊略傳 胡文德

15 5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梁志賢

22 6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梁志賢

29 7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梁志賢

5 6 8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黃雁紅

13 9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黃雁紅

20 10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黃雁紅

27 11 座談會 眾導師

6 3 12 三十七菩提分 黃衛明

10 13 三十七菩提分 黃衛明

17 14 聖者的果位《四果與十結》 黃雁紅

24 15 聖者的果位《四果與十結》 黃雁紅

7 1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紀 念 日

8 16 聖者的果位《四果與十結》 黃雁紅

15 17 佛教立義的根本《因緣論》 梁志高

22 18 生命的流轉與還滅《十二緣起》 梁志賢

29 19 生命的流轉與還滅《十二緣起》 梁志賢

8 5 20 業力與輪迴 胡文德

12 21 業力與輪迴 胡文德

19 22 座談會 眾導師

26 23 法理的統一《三法印》 梁志高

9 2 24 法理的統一《三法印》 梁志高

9 25 佛教道德的必要條件《三皈、五戒、十善》 黃衛明

16 26 菩薩的精神《四無量心、四攝》 陳慧儀

23 27 菩薩的利世行《六波羅密多》 陳慧儀

30 28 菩薩的利世行《六波羅密多》 陳慧儀

10 7 29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 一 ) 黃燕萍

14 30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 二 ) 楊錦全

21 31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 三 ) 楊錦全

28 32 阿含選讀 湯偉平

11 4 33 阿含選讀 湯偉平

11 34 印順導師 - 人間佛教 胡薄淑貞

18 35 座談會 眾導師
備注：上課前兩小時正在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該天課堂取消，課程順延至下一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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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思想研習班

妙華佛學會
合辦

主辦單位：  福嚴精舍 / 印順文教基金會 

授課語言：  國 語 (普通話) 

上課地點：  妙 華 新 講 堂  
  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報       名： 聯絡人： 鄭展鵬居士 

  電   話 ： 9039 2554 

  電   郵 ： zennoncheng@gmail.com 

  註： 週六下午《十住毘婆沙論》課後，同學可隨喜留下討論當日課堂

所教的內容，提出有關《十住毘婆沙論》或其他佛學上的問題。

停  課  通  知 

※（週五）《如來藏之研究》：2017年 11月17日、12月8日

※（週六）《十住毘婆沙論》： 2017年9月23日、11月18日、12月2日、12月9日

合辦

授 課 老 師

長慈法師 

厚觀法師 

班 別

中級班 

高級班 

課 程 名 稱

《如來藏之研究》

《十住毘婆沙論》

時    間

週五 / 晚上19:00 ~ 21:00

週六 / 下午14:00 ~ 16:00

第34期課程（2017年9月8日 ～ 2018年1月13日）第35期課程（2017年9月8日 ～ 2018年1月13日）

堂數 課 程 內 容 日  期 講 師

2 甲、唯識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3月11日、3月18日 稍後公佈

1 乙、唯識宗所依的經論及研究文獻 3月25日

復 活 節 假 期 4月1日

丙、唯識學的基本理論 :

2 (1) 八識總論 4月8日、4月15日

1 (2) 心、心所的結構 4月22日

2 (3) 種子說 4月29日、5月6日

2

(4) 對象世界的探析 :

a. 唯識無外境

b. 三類境

c. 所緣緣

5月13日、5月20日

1 (5) 三自性 5月27日

2 (6) 從賴耶緣起釋生死還滅的過程 6月3日、6月10日

2 (7) 唯識五位的修習過程 6月17日、6月24日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紀 念 日 7月1日

1 (8) 轉識成智 7月8日

丁、唯識學與其他學派的關連 :

2 (1) 中期中觀學派對唯識學的批評 7月15日、7月22日

1 (2) 瑜伽行中觀派對唯識見的評價 7月29日

2 (3) 唯識學對因明學建立的影響 8月5日、8月12日

2 (4) 如來藏思想與唯識學的關係 8月19日、8月26日

戊、典籍選讀

4 (1) 《辨中邊論 · 相品》
9月2日、9月9日
9月16日、9月23日

4 (2) 《解深密經 · 分別瑜伽品》
9月30日、10月7日
10月14日、10月21日

4 (3) 《唯識三十頌》
10月28日、11月4日
11月11日、11月18日

結業禮 容後通告

地址 :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字樓 電話 : 2570 0443

妙華佛學會
唯 識 思 想 課 程 上 課 時 間 表

2018 年 3月11日開課 (逢星期日上午11:00至12:30)

課程主任 : 麥國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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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華 佛 學 會 主 辦

2018《佛家經論選講四》
講者: 朱元鶴、伍松、趙國森、吳潔珠、戴燕楣等居士

課 程 /  講 者 月 份 日 期(星期一)
7:30pm - 9:00pm

3 5、12、19、26
4 9、16、23、30
5 7、14、21、28
6 4、11、25
7 9、16、23、30
8 6、13、20、27
9 3、10、17

10 8、15、22、29
11 5、12、19、26
12 3、10、17

大乘廣五蘊論

（二）
(朱元鶴居士)

中論選

（二）
(伍松居士)

課 程 /  講 者 月 份 日 期(星期四)
7:30pm - 9:00pm

3 8、15、22、29
4 12、19、26
5 3、10、17、24、31

6 7
6 14、21、28
7 5、12、19、26
8 2、9、16、23、30
9 6、13、20
9 27

10 4、11、18、25
11 1、8、15、22、29
12 6、13

顯揚聖教論
成無性品（二）
(趙國森居士)

瑜伽師地論  
力種姓品

(吳潔珠居士)

辯中邊論
(二)

(戴燕楣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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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佛學會主辦    歡迎各界人士隨喜參聽

（本講座無須報名，費用全免）

講 者： 何翠萍老師、黃雁紅老師

日 期： 2018年 3月11日開始
（4月1日、7月1日公眾假期休息）

時 間： 逢星期日下午2時至3時半

地 點： 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 3樓         

             妙華講堂

宗 旨：

遠參老法師生前特別推崇《妙法蓮華經》，在

香港被譽為法華王。妙華佛學會前身之妙寶經

室，亦是為紀念遠老法師而成立。

本會遵循慧瑩法師遺教，致力弘揚《妙法

蓮華經》, 致力弘揚遠老法師思想，特開設此講

座，歡迎各界人士參加，期望各位會友發心護

持！祝願各位於一乘菩薩道上，永不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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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

大乘菩薩篇
（之二）

遠參老法師解答

問：若是權教之名與實教無別者，

必有其由，未審其由何在，可

得聞乎？

佛為一乘實教事業出現於世，

雖無一乘之機不說一乘之教，

亦可將一乘之名賤用於權教中，暫作

如是呼之；待有相當機會時，便乘此

名以唱一乘，以免易名令聞者生怪

故，其由就是這樣。如止小兒之啼，

以他黃色之物，命其名為黃金；小兒

無知，便因金名為實，貪著不捨；但

利在一時，害在永遠之將來；小兒雖

大，若無人對他說破此物非金，即認

此為金，害了一生好處；必要大人多

方說明，此非金也，但黃色似金而已。

佛亦如是，為權機大乘人說，

如是者為菩薩，如是者是佛，是菩

提……皆是一乘實教中正當名辭，但

方便賤用於權乘之中，以別小乘各種

因果名目。今佛欲令一切信一乘故，

此非實佛……如大人對小兒言，作如

是說非金也，但名同於金。此非菩薩，

非菩提……唯一乘才是菩薩……為真

實也。

以上所述是權教佛果義，若欲知

佛因為何者，作下文之商量。菩薩從

初慕佛果故發心求佛菩提之道，既發

心求道，須要按一切因中所修之行為

務。因行有六度、四攝、四無量心等

法，總歸納於真俗二諦，真俗亦不立。

如是歷行經時極長，次第依位而進，

由初地至十地滿足後是為終止。六度

者何？

（一）智慧度，智慧之義，不

得泛泛廣用類餘智慧。此只限於大

乘菩薩獨用，因這名辭散於各種凡聖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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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會訊一七年第四季

中，都名智慧，所謂鬼神畜生人天二

乘等皆有，唯不得名為大乘。大乘之

智慧是主張一切世出世間一切的一

切，皆空的。餘智慧皆主張有的，因

此故不同，既主張一切是空，即所作

所為不離此空義，所作所為是俗諦，

一切空是真諦，故菩薩就以真俗去行

道了。

《大般若經》云：「菩薩不住

一切法，住般若波羅蜜中。」又

《維摩經》云：「爾時文殊師利問

維摩詰：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

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

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

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

燄，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

中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

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

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

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無色界色，

如燋榖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

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

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

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

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

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

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眾生

為若此。」這是住智慧力，不住一

切眾生法。

《 金 剛 經 》 云：「如是滅度

無量無數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

者。」亦是不住眾生而住般若波羅蜜

之謂也。又復對於眾生行菩薩的大慈

心工作應如何才對呢？文殊菩薩又問

維摩云，若菩薩觀眾生如此空寂，當

如何行慈呢？維摩又答云：「菩薩

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

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文殊

又問菩薩如何行悲？答云：「菩薩

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

又問云何為喜？答：「有所饒益，

歡喜無悔。何謂為捨？答曰：所

作福祐，無所希望。」

菩薩四無量心是如此義，都歸真

諦第一義，合於不住一切法，住般若

中。經文作此說不是深奧，但人們不

甚關懷，便不知大乘智慧是怎樣，便

向黑暗處去尋索，許尋到驢年亦終無

所獲。若要目前最近處，得到一點智

慧亦不難的。可作一種分析的方法，

去考究一下，不用多大的力，亦不用

多的麻煩，便能見到這個最堅實的

物，其自身是空虛的，亦如維摩菩薩

所說不異。

就是這個「佛」字，吾人都是作

為字，又作代表佛陀的用具。這「佛」

字有兩種見法，一見是字，二見是黑

墨。若作字是迷的，若作墨是悟的，

此悟亦不深，實非字非墨，但由人迷

故，誤認作字作墨，應照維摩菩薩說

之觀眾生當體是空，文字是空，萬物

是空，就是智慧。若無如此智慧，便

是愚痴、顛倒、妄見、無明……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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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即破愚痴無明，了知諸法本來

空，不是滅後為空，實無法可滅，滅

個什麼，有了一點智慧便能行菩薩

道。

「智慧」二字，是由佛大乘教生

起的，先知教法，次去依法而起觀於

理，教是文字語言，由文字語言得明

空理，明空理後，依理而觀一切世出

世間凡聖情非情境皆空，這個明觀境

之觀便是智慧。不單指教為智，亦不

是單指空理為智，乃指明理不忘之觀

為智，智慧之法門極多，智慧之名亦

多。智慧門者，由有法為門，有門便

可入智慧，即是教門多，即智慧亦廣

矣。決不能依照中國人說三種般若，

作三種智慧分別說。

他們說：

（一）實相般若，謂一切眾生

個個具足本有實相，是實相般若。

（二）觀照般若，謂實相本自

寂而常照，如珠之有光。或作反照實

相名觀照般若。

（三）文字般若，以實相般若

觀照般若，依文字方能起能知，故以

世間文字語言亦是般若。

前二般若是邪見，文字般若是妄

立，不知般若乃六度之一，功行之名

也，非天然之性為般若。文字只是代

語言宣傳及記載，屬工具，有何智慧

可言？若言有文字般若，亦應有文字

布施，文字持戒……何以不說？可知

中國佛教就是這一套。自有佛教入中

國已有千餘年，連智慧之名義都摸不

著，還要大談特談。

能明白一切諸法皆空，亦不以空

為空，龍樹菩薩曾對吾人作如是言：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

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這麼

樣嚴格告訴，不能作戲論者；應知以

空為理，以知空為智，以說空為教，

是對治顛倒見有之施設，如不見有

有，則無須要如是空了。在未能脫卻

有有的階段，凡所作所為，或對外言

談，問答之際，仍緊握著空的立場為

主觀，龍樹大士又有重要的指示，謂

「若人有難問，離空而欲答，是

則不名答，俱同於彼疑。若人欲

難他，離空說其過，是則不名難，

俱同於彼疑。」這種教訓多麼嚴勵

啊！

此是對外用空義，不可忘之為

重。不同一般愚人說，「寧可執有

如須彌，不可執空如芥子」的妄

論。又《大般若經》常以二十空示諸

菩薩。

（一）內空，指眾生聖賢等內

部而言，即五陰、六入、十八界等為

內，空者一一皆不可得故名內空。

（二）外空，指與內之所對的

外境眾生及眾生境界，諸佛及佛境，

總名為外，空者無性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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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外空，縱作內外相並

亦不可得，由內空外空故，何有內外

相並而成有法耶。

（四）空空，指上三空所得之

空而言為空，然三法既無，又何有空

法？故空亦無，名空空，正是龍樹之

言，若復見有空義。

（五）大空，言大者指虛空也。

虛空最大，乃對色言空，非實有虛空

法，《百論》破空法甚詳。又外道以

四法為四大，即地水火風四大種徧一

切處故名為大，並虛空為五大：又有

外道以識為大，並上共為六大。然實

論何大，都是妄見邪見妄計，故名大

空。

（六）勝義空，此名各外道都

有一種最高之義為勝義，不論如何勝

義，亦只有言說名字而已，故空。

（七）有為空，此指一切法通

名有為，對無為立名，如小乘人厭有

為取無為，不知有為本空，何用厭？

故菩薩說，有為其性是空的，無需強

捨。

（八）無為空，以小乘人深愛

無為涅槃，不知無無為，以有為既不

可得，何來無為？若有無為，必先有

有為，有為滅後名無為，有為五陰體

性本空，不可言滅，故無無為，名無

為空。

（九）畢竟空，言畢竟空者，

亦指小乘人說，以小乘人常作此言，

謂諸法終歸於空，畢竟終歸也，本無

諸法，當然無終歸畢竟的終期，故云

畢竟空也。

（十）無際空，際是時之邊際，

方之邊際。外道謂有時，時無邊際；

又有外道計方，方為無邊際，總名無

際。然實無時亦無方，況有無際之廣

大周徧的體乎，故名無際空。又小乘

人以涅槃無為法為無際，故有此說無

際空。

（十一）散空，有見諸法有聚

有散，如小乘及外道、一切凡夫都有

此說，既一切法皆無將何為聚？既無

聚，從何有散？散亦滅義，如世界聚

地大為世界，散世界為微塵等……。

（十二）無變異空，外道計神

我是常住不變的，是邪見，縱有神亦

是無性，故無變異的亦空。又小乘人

證得涅槃後，不會再有生滅變異，名

為無變異，實則但有名字故言空。若

以中國佛教大乘之理來論，可指妙性

真常為無變異，如見這裡說空，定然

嘩爾目為邪說也，邪說也。

（十三）本性空，本性之說，

指一位物而言，本者原有之性，是固

有的，如水性濕、火性熱、地性堅、

風性動……一一本然而然，非由別緣

所加致之使然也，為本性義。餘則各

有自體名本性，如牛從劫初以來常為

牛，未見變為馬；人常為人，未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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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犬等……以性有定故，不知皆無

性，但由妄因妄緣，非有似有，計以

為有性，便稱之為本性。又本者始

也，各各始初有定性，以有定性故不

變，名為本性。如茨常為茨，柑常是

柑……無一物無有性。眾生受迷，不

能超愚癡過患，故教之為本性空。如

中國各宗佛徒聞此，必大駭異斥為斷

滅之邪說，地獄種子云。《中論》有

破本住品，辯之甚明。

（十四）自相空，相亦是性義，

前言本性是指原有，今指現有，以見

現有自性，雖無原有性，必有今性，

故云自相，而實由妄執故，於無中見

有，便示之言自相空。

（十五）共相空，前自相約獨

個單位言，今共相約自他共成之，如

多原料和合混為一個性，是名共性，

然實一無性，雖多何有性，如一草無

席，多草何有席？一縷無布，多縷何

有布？一椽無屋，多椽亦無屋，故共

性空。

一草無席，多草亦無席，然今

人人所臥之席，從何而得呢？

臥者草也，非席也；但人人共

迷此義，共言臥席。若能再進

一步來說，草亦無，臥亦無，餘義皆

爾。

（十六）一切法空，一切法

指凡聖依正色心等法，一一皆妄緣妄

見，何有有法？當知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但是假名字故。

既是一切法空，於二十空中只

此一句，足以知一切空，何又

說前後許多空？豈非好說多言，以討

人生厭嗎？

眾生妄見執著不一，若說一句

諸法空，於義雖無不可，於

人難得實益，故作餘法空說。又雖說

二十空，尚有執己見為有，以為佛未

說他所見之理，仍見是有。吾人對於

二十種境，依然不動不搖，再說多數

十空，亦無關痛癢，若廢棄餘空，但

說一切法空，一句作為了事，那真是

佛法不可說，不可說矣！

（十七）不可得空，這個不可

得是什麼？乃指一般有智慧的凡夫、

外道及小乘人，以不可得為第一義，

一切內外皆不可得，就以不可得為自

在自得，以見到能得及所得皆是虛

偽，不去多事。不知這個不可得是虛

渺之境，豈可以不可得為妙境哉？應

知此妙境亦非境，故云空。

此不可得義，與一切空不可

得，有異否？

一切空不可得，以空故不可

得。今言彼等不可得為自得，

到了不可得的妙境認為了不可得，有

此異故，豈可混之乎！

問：

答：

問：

答：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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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無性空，有人說有無

性物，指虛空、幻、化、夢、影、龜毛、

兔角、石女兒等為無性，又有反對有

性名無性，如說地性、水性、風性……

而反對者，必言此等無性，以不可見

聞感觸故，名無性，然而如此說無性

由有性而起，亦無無性，故名無性空。

大乘人常說諸法無性，與彼等

反對有性名無性有別乎？

彼等反對作無性論，是對有言

無，大乘人常說無性，是指一

切當體非有，不是見有說無，此義略

深思之。又亦可作佛說一切法無性之

無性義，此無性亦空。如上空空義同

名不同。

（十九）自性空，以一一法各

各自性為自性，實則凡說有自性皆不

實故空，以牛有牛自性，犬有犬自性，

人有人自性，天有天自性，皆非實有

故空，吾人常有一句最大錯的話，謂

人人皆有佛性，但不易知，必需自悟

才能了知，此中既言一切都無自性，

即是人無自性，人尚無人自性，況再

加上一個另外的一個佛性呢。

教中有一段問答似得十分有

理，亦甚明瞭，今試言之於

下，昔日印度有一位阿羅漢名波羅

提，一日與一位國王相值，王名異見，

便問波羅提曰：何者是佛？曰：見性

是佛。王曰：尊者見性否？曰：我見

佛性。王曰：佛性何在耶？尊者以偈

答曰：「佛性在腹曰胎，在世曰人，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

在舌談論，在手執作，在腳運奔。

放之則俱賅法界，攝之則在一微

塵，識得知是佛性，不知喚作精

魂。」觀此偈文可知佛性就是胎、

是人、是見、見聞、是齅、是論、是

作、是奔、是性、是魂，亦可再命名

是雨、是雲、為單、為群、為伍、為

倫……一一豈非周徧法界，彌滿無盡

者哉？

若爾者，何必又要易名為佛

性？不是多事嗎？你言似十

分合理者，乃合中國大乘各宗教理，

不是合真正大乘教理，將外道之理作

佛教用，罪亦大矣。當知此種問答未

必有其人，但邪見人捏造之論也。觀

乎阿羅漢，以四諦為觀點，四諦中不

應有佛性義，故阿羅漢小乘人斷無此

語，以此推想便知《楞嚴經》為偽經，

彼經二十五圓通有大乘小乘同是圓

通，佛教決無此說明矣。

（二十）無性自性空，有等竟

以無性為自性，故破云，決無這種無

性為自性之性，當知此性空也。有性

尚空，況無性歟。二十空義破一切法，

不容有一法存在，真是大智慧菩薩，

斷於無明妄見，是名般若波羅蜜。

（待續） 

問：

答：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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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創刊以來，已屆三十周

年。在佛教的雜誌界，朱斐居士專

心於這份月刊，為菩提樹服務了這麼

久，實在是希有難得的。逢此三十周

年，擬出「紀念特輯」，並以「如何

使佛法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為

主題。這一主題，對於佛法，對於現

代的中國佛教，是非常切要，應時應

機，是值得向佛教界鄭重提出的。我

們知道，釋尊所開示的佛法，與重信

的神教不同，是理智的、德行的、人

本的宗教。所以佛法的內容，不外乎

軌範身心，淨化身心，達到身心解脫

自在。信佛學佛，不是向外追求（物

欲與神力救濟），而是從自己身心的

修治出發，實現自利與利他的理想。

如能依著佛法去信受奉行，當然會普

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佛法的信修，

一定會知見正確，動機純正，智慧與

慈悲的不斷增進。不過，佛法在長期

流行中，從印度到中國，或是為了適

道在平常
日用中

印順導師

應世俗，或是方便的曲引鈍根，佛法

傾向於神秘的、形式的、知識的；學

佛者的解行，漸漸有了與日常生活脫

節的現象；這實在是值得大家重視的

問題！要知道「佛法普遍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並不等於：天天忙著誦

經、禮懺、放焰口；日日研究經典，

講經、著作、念佛、持咒、素食、放

生；到處參加法會，布施功德；或修

建寺院，辦學院，辦文化慈善事業；

住茅蓬修行……。這些，可能與佛法

相應，也可能是徒具形式。從現代中

國佛教來說，上面這些活動，並不太

少，而念佛、持咒，建大寺、大佛，

近二十年來特別風行。佛法的信受奉

行者，應生起軌範身心，淨化身心，

或進而達到身心解脫自在的德用。

即使是弘法利生，從事文化、慈善、

教育、國際佛教活動，如自身忘失了

這一真實意義，也還不能說是「佛法

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此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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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出這「如何使佛法普遍應用於

日常生活中」一題，我認為值得佛教

同人重視的！

「使佛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也就是修學佛法，能起軌範身心，淨

化身心，解脫身心的德用。佛法不是

虛玄莫測的理論，神奇怪僻的事行；

佛所開示的，是一般人所能知能行

的。佛說：「我所說法如爪上塵，

所未說法如大地土」。這是說：

佛只開示基於人生正行而通向究竟的

正法；世間有更多的理論與事行，

即使有益於世間，因無關於修治身心

以趣向解脫的理想，佛是存而不論的

（自有人去發揚。如經中說到，那是

適應世間的世間善法）。佛直就人類

（眾生）的身心，指出迷妄流轉與如

實解脫的可能，激發誘導人去持行。

佛說五蘊、六界、六處法門，都不外

乎身心（通於器界），從不同立場而

作不同的分別。佛法可分知與行，而

知是行的始導，也是行的完成（知與

行不可分離）。說到「知」，即經說

「正見」、「正思惟」、「正觀」、

「如實知」等。身心──以心識為主

導的身心活動，無論為對自己、對他

人（眾生）、對物質世間；或現在，

或從現在到過去，從現在到未來，佛

說：一切「從緣生」，「我論因

說因」。佛從因緣相生、相依存的

理法，去理解世間，處理世間。依

緣起說法：「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

滅」，所以不落兩邊（極端），而開

示不有不無，不常不斷，不一不異，

不來不去，及不生不滅的中道。凡從

緣而生起的，必歸於滅，所以是「無

常」的；無常的不得究竟安穩，所以

是「苦」的；無常苦的，所以是「無

我」（我是真實、常、樂的）。眾

生不能悟解世間是緣起的，也就不能

正知無常、苦、無我無我所，不得解

脫涅槃，名為「無明」（無明，簡要

分別為「不知苦集，不知苦滅」），

一切煩惱由此而來。煩惱依我我所為

本：計執我我所的，是「見」；染著

我我所的，是「愛」；存我恃我的，

是「慢」。依煩惱──自我中心的思

想與行為，如違反緣起的相互依存，

損人（他人、他族、他國）利己，是

非法，惡行（業）；如順緣起而互助

利人，是法，善行。善行與惡行，能

得安樂與苦報。由於不能正知緣起，

所以都是不徹底的，是有漏的，生生

不已的生死法。如正見緣起，依法而

行，那就無常苦而起「厭離」，無我無

我所而能「離欲」（離煩惱），解脫

而證「滅」（身心憂苦的止息）。佛

法，只是依心識為主導的身心緣起，

開示苦集與苦滅的中道。學佛要有此

切要的正見，正見不是知識，而是化

正確知識為自己的見地，有正見就有

正信。「信」，「心淨為信」；「如

水清珠能清濁水」。一念淨信現前，

一定沒有煩惱，沒有憂苦，內心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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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清淨、安定與喜樂；這樣才是真

正 的 歸 信 三 寶 的 弟 子 。 佛 法 所 說

的「淨信」，與世俗所說的信，不完

全相同。別人（或書中）所說的，承認

他是確實的，一般也說是「相信」，這

只是確認，如相信「一加一等於二」那

樣。還有，對人及所說的話，有好感，

有同感，肯接受他所說的，一般也稱之

為信仰，如信仰主義，信仰領袖之類，

這只是世俗的「順信」。世俗所說的

信靈感，信命運，信風水等，都不出

於上二類。佛法所說的「淨信」，是

依三寶而起，內心所引發，有清淨、

喜樂等感受的。因正知正見而引發，

通過理性，所以是寧靜的，雖近於一

神教的信心，而不會陷於狂熱的迷

妄。

說起來，中國佛教徒是相當多

的。多數是信佛及僧──羅漢與菩

薩，而信法的似乎不多。不知法，

不信法，所以神佛不分（近來竟有

人主張信佛也要信神），對佛、阿羅

漢、菩薩，大多數是神秘仰信，以信

神那樣的心情去崇信。一方面，信佛

及（賢）僧的神力，祈求加被。一方

面，多數信眾，為了現生與來世的世

俗利益──健康、長壽、富貴、家庭

和樂、事業發達、不墮惡道……，而

表現為消災免難，植福延壽的宗教行

為。雖可說方便適化，但專重於向外

祈求，不向身心檢點，淨信不生，又

如何能使佛法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之

中？徹悟緣起而能「厭、離欲、滅」

的，在這重物欲而向外馳求的時代，

當然不大容易；解了相互依存的緣起

法，深信善行樂果，惡行苦果，通於

三世的因果必然律，應該是學佛者所

能有的信心。善惡業果說，特點是：

「自力創造非他力」，「機會均等

非特殊」，「前途光明非絕望」，

「善惡有報非不定」。善惡業果的深

信者，確信基於正見而有的，「合理

的行為，成為改善過去，開拓未來的

力量」。不怨天，不尤人，「盡自己

的 努力 以 向 上，不 因 現 在 的 遭 遇

（不如意）而動搖離惡行善的決心」。

深信因果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就能

表顯出佛法的精神。佛法的三世因果

說，傳來中國，一般是似信還疑，存

有徼幸、取巧的心理。多數不肯依法

而行，從離惡行善的人生正行中去實

踐，而中國固有的求籤、看風水（地

理）等，嚴重的滲入佛教中，為多數

長老、大德所容許。佛教界的向外祈

求，以及類似巫術化的低級行為，是

迷妄而不純正的。正信三寶，深信因

果，是學佛的基礎，所以惟有正信而

汰除不純潔的迷信，佛法才能普遍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

淨信依於正見，正見從正確而深

切的認識中得來。佛法的正知，依於

聽聞──起初是釋尊開示，弟子們展

轉傳授；等到經典集成，書寫記錄，

才有依經（論）而聞法的。為了法義

的明確，經弟子間的長期論辨，形成

了體例精嚴的論書，為了應付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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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難，也有深明法義以護持佛法的

必要。不過論義的發展，不厭其詳而

多少有點煩瑣；部派分化，法義的解

說，有了種種的解說不同。更由於佛

法長時期的流通，適應時機，方便無

邊，無論是印度傳來的，中國古德所

宏闡的，都是內容廣大，有義學說理

的傾向。佛法在世間的發展演化，可

說是必然而不可免的！但部類繁多，

內容複雜，對初學者來說，從什麼

經書去直握佛法的心要，依正知而起

正信，確是一件為難的事！這樣，也

難怪上也者深究而傾向於虛玄，義學

成為少數人的佛法；下也者信佛而不

知信法（有些信法的，只是信某部經

的偉大，持誦以求功德），不免惑於

方便，專求現實世俗的利益了！我覺

得，佛世的周梨槃陀伽，愚笨而現證

阿羅漢，唐代的慧能，不識字而能深

有所悟；依佛法正見而達信智一如的

「證淨」，不一定從無邊法義的研究

講習中來，只是末世善知識難得，不

能不依於經論。為正法的宏揚，引

生正信著想，佛法正義的精要提示

（佛法共通的基本法義），應該是非

常切要的！同時，經論的講習，以及

近代興起的學術化的研究，當然有其

存在的價值，但不一定能使人從正解

而引生正信，使佛法深入人心，能普

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講說

者與研究者，為講說而講說，為研究

而研究，自身不能因講說研究而引起

正信，在學佛的立場，是沒有太多價

值的！至於佛法的義理，那些更能應

用於現實，也是值得注意的！

說到「行」，聲聞道是八正道，

菩薩道是六波羅蜜與四攝。大概的

說，自利行以戒、定、慧為主，利他

行以施、戒、忍為主。在佛法中，

行是以（從正見而來的）淨信為出

發的。「信為欲依，欲為（精）

勤依」：有了清淨信心，會引起願

欲，誓願依法而勤行。三乘道的「歸

依」，菩薩道的「菩提心」，都是以

信願為體性的。有了願欲（求），立

定志向（名為「發心」），就能策發

精進，努力實行以求理想的實現。所

以，從正知以引生淨信，是一切佛弟

子的「入佛之門」。

在修行中，戒是聖道的基礎。

一般以為，戒就是（法律那樣的）這

樣不可犯，那樣不可以，不知這只是

戒的施行項目，不是戒的實質。什麼

是戒呢？梵語尸羅，譯為戒。「尸

羅（此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

放逸（作惡），是名尸羅。或受戒

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

戒是「性善」，「數習」所引發的性

善。戒不是一般的善行，是經父母師

友的啟發，或從自身處世中引發出

來。內心一度的感動、激發，性善力

（潛在的）生起，有勇於為善，抗拒

罪惡的力量。如遇到犯罪的因緣，內

心會（不自覺的）發出抗拒的力量。

「性善」是潛在而日夜常增長的，

道在平常日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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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違犯，性善的戒德還是存在，不

如犯了重大的惡行，性善的力量消

樣的戒善，沒有佛法的時代，或有法

而不知的人，都可以生起的，不過佛

法有正見的攝導，表現於止惡行善，

更為正確有力而不致偏失吧了！基於

性善的戒德，在日常生活中，身語意

行如法。由於生活方式，社會關係，

團體軌則不一致，佛法應機而有在家

出家等種種戒法，而依此性善力，成

就自利利他的功德，實質上是沒有差

別的。有了「性善」，雖沒有受戒，

或僅受五戒，都可以成為向解脫的道

基。如沒有，雖清淨受持比丘戒、菩

薩戒，也不一定能種解脫善根。所以

出現於內心深處的性善戒，是佛弟子

受戒、持戒的要點。三十年來，我

國傳戒的法會是年年有的，雖依法授

受，而受戒者能在事相上著力的，就

不可多得，這就難怪不能普遍應用於

日常生活之中了！

淨信，是於佛不壞信，於法不

壞信，於僧不壞信；性善戒，是聖

所愛戒成就。成就這信戒為內容的

「四不壞信」，決不退墮，決定向

三菩提（正覺）。如進修定慧，那

現生就能得解脫。在佛法中，淨信

是入佛之門，戒善是學佛之基，更深

一步的定慧修證，是不能離信戒而

有所成就的。經上說：「持戒便得

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

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

樂，因樂便得定」。依戒修定，是

合理的向上進修，如順水行舟，容易

到達。修定的先要「離（五）欲及惡

不善法」，也就是這個意義。有些修

習禪定的，為了身體健康，為了神秘

感受……，不離欲染，不斷惡法，多

在氣息、身體上專注觀想，即使一心

相續，能夠不流於邪定，落入魔王眷

屬，已經難得了，這不是佛法所要修

的（有漏或無漏的）淨定。說到慧

悟，龍樹說：「信戒無基，憶想

取一空，是為邪空」。平等空性

的體悟，豈是無信、無戒者所能成就

的！信與戒，人人都在說，而其實並

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這所以佛法不能

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了！

我出家以來，整日在三藏文字

中摸索，雖說為眾生而學，想求得精

要來供養世人，但說來慚愧，法海汪

洋，終於一鱗片爪，所得有限！我總

覺得，佛法本來平實可行，而「賢者

過之，愚者不及」，所以佛法一天

天在興隆中墮落。現在藉此「紀念特

輯」，略申所見，與真正要學佛的共

勉！

轉載自『華雨集

第四冊』(p.269-279)

道在平常日用中

過犯多了，戒力會減退（名為「戒羸」）。

失，這 就 是「破 戒 」了。「性 善」

的 戒 德，名 為「 律 儀 」（也 譯 為

「護」），就是佛法所說的「戒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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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四眾圍繞，

供養恭敬，尊重讚嘆，為諸菩

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

薩法，佛所護念。」

這裏開始是別序，只有這部經才

特有。「爾時」是當大眾齊集的時候，

與往常不一樣，往常沒有那麼多菩薩、

天、人眾來齊集。「世尊」是指佛，佛為

世間出世間之最尊。

「四眾」一般是指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但上面經文沒有提

及優婆塞、優婆夷。關於四眾，還有一

種分類法，即指︰發起眾、當機眾、影

響眾、結緣眾。這部經的發起眾是彌勒

菩薩，他與文殊菩薩討論所見的不可

思議之因緣，發起請問。當機眾是專為

這種根機而設，所說的法是講給這類

人聽的，這部經的當機眾是舍利弗等

聲聞人。諸大菩薩是影響眾，佛所說的

法，他們早已聽過，他們的到來，不是

為了聽法，而是為令法會熱鬧些，甚至

現種種身，令其他身份的人也來聽法。

佛說法也不是為結緣眾而說，這類人

來到法會，只不過是為了結法緣，種善

根；所謂「一歷耳根，永成度種」，日

後也容易度化他們。

四方八面來的大眾也可叫「四眾」，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20

妙華會訊一七年第四季

大眾為法而來，圍繞著佛而坐，無論坐

在東南西北方都能見到佛，形容佛在

四眾的圍繞下，如須彌山立於大海一

樣。

四眾的到來，當然是有所動作，

「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就是四眾的四

種動作。佛菩薩最希望大家修「法供

養」，物質供養是次要的。諸佛菩薩的

福德受用不知有多好，根本不在乎物質

的供養。恭敬、尊重、讚嘆也是供養，心

恭敬是心供養，身恭敬是身供養，尊重

是內心很殷勤、很莊重的表現，讚嘆是

作詞、作詩、作歌賦，讚美佛的功德。

四眾圍繞著佛，佛為眾多的菩薩

說大乘經。這時候未開權顯實，這裡說

的大乘，是指權教大乘。大乘梵語叫摩

訶衍，摩訶衍義是無量無邊，窮盡一切

法的邊底。大乘能利益無量無邊眾生，

令眾生成佛。佛說的大乘經，經名叫無

量義，是為大乘人而說的，不是為小乘

人而說，但法會上有很多小乘人，還有

天龍八部眾。佛說的大乘經，是教菩薩

修行的方法，教菩薩行大乘道。「教」

的意思是效法，令你仿效，依著去做。

中國佛教的《無量義經》所講的

道理，同摩訶衍所說的道理是不相應

的，不是這裡所說的無量義。這裡所說

的無量義，全名應該是《無量義教菩

薩法佛所護念經》，是佛所護念的，

此法是佛一向所護念，一向很尊重，

一向未曾說過，無緣無故不會輕易說

出來，要有因緣才講，如今在開權顯

實之前講，是有其特別的意思。「教菩

薩法」是教菩薩修大乘行。在說《法華

經》之前說這個大法，一定比六波羅

蜜更深更廣，比《般若經》更深更廣。

「佛說此經已，結跏趺

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

不動。」

佛說完無量義經之後，就入了

定。兩腳盤起來，腳板向上，就是「結

跏趺坐」。「三昧」是梵語，譯成中文

是正定。三昧有多種，佛在這裡入的是

「無量義處三昧」，是大乘的禪定，與

般若相應的禪定，是很深的定，如如不

動。入此定境，心無分別，諸境不現，寂

如虛空。一般人修定，有入定、住定、

出定；而佛卻常在定中，即使在說法之

時，或在出定之後，佛都在定中。

「身心不動」是形容佛的心是無

分別的，達到一種最寂靜的無分別境

界。佛無論是否入定，身心都是如虛空

一樣，完全不起分別。佛雖常在定中，

但卻不是枯定，不是像木頭一樣一無所

知，而是有智慧的禪定。

「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

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

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

眾。」

這時候，天上像下雨一樣，落下很

多天華，散在佛的身上和大眾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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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羅華」是適意華，令人看見心意

覺得很舒適。這種曼陀羅華有大有小，

「摩訶曼陀羅華」即是大的曼陀羅華。

「曼殊沙華」是柔軟華，也有大小兩

種。適意華和柔軟華同時散在大眾身

上，是表示一種平等，因為佛即將說

《法華經》，而《法華經》是要令一

切眾生都成佛。

「普佛世界，六種震動。」

「普」是普及的意思，不但這個世

界在震動，而且所有的佛世界都有六

種震動。有人解釋六種震動為動、起、

涌、震、吼、擊；但這六種是恐怖相，而

下文說大眾很歡喜，沒半點恐怖。所以

這六種震動應解釋為東涌西沒，西涌

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

邊涌中沒，像嬰兒的搖籃一樣舒適。在

中國的寺廟常有「普佛」的名詞，那是

指做佛事，與這裡的意思完全不同。

「爾時會中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

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諸

大眾，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

心觀佛。」

「比丘、比丘尼、天、龍、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前面已解

釋過。「優婆塞」是在家學佛的男仕，

譯為淨信男。「優婆夷」是在家學佛的

女仕，譯作淨信女。「夜叉」是捷疾鬼，

是四王天的部屬，聽四王天差遣。「摩

睺羅伽」是大蟒蛇神。「小王」是人，

「非人」是人以外的八部眾。王之中有

大王、有小王，就如中國有諸侯和天

子，諸侯是小王，天子是大王。

在印度，諸國王是小王，「轉輪聖

王」是大王，是王中之王，他有輪寶、

象寶、馬寶、主兵神寶、主藏神寶、玉女

寶、珠寶。他的輪寶，能自轉，不需人駕

駛，如飛機一樣來去自如。主兵神寶，

要多少兵有多少兵。主藏神寶，金銀寶

藏取之不盡。玉女寶是指他有賢淑的

王后。珠寶是如意的夜光珠，也即是安

樂行品所說的髻中明珠。轉輪聖王的

七寶中，以輪寶為主，聖者正也，他以

正法治世，以十善正道治世，有賢明之

德。凡有轉輪聖王出世的世界，即是大

同世界，是有福的時代，民眾有福，個

個向善，崇尚道德，不需用刑罰，不設

監獄，不用刀兵。佛經說，將來彌勒菩

薩成佛的時代，就是人壽長的時代，同

時有轉輪聖王出世。釋迦佛出世的時

代，是苦惱的時代，不見有轉輪聖王。

現在法會上出現轉輪聖王，可能是他方

世界來的，他可以坐著輪寶來到法會。

當時法會上的大眾，包括四眾弟

子、天龍八部眾，見到法會上的境像是

見所未見的，於是「歡喜合掌」，合掌

表示恭敬。「得未曾有」不是說那些大

菩薩，那些大菩薩見多識廣，不會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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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一心觀佛」的一心，是形容大

眾沒有異心，專一其心地觀看著佛。

「觀」是專注地望，表示很渴慕，因為

大眾都想知道佛雨華動地究竟所為何

事？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

周徧，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

迦尼吒天。」

當大眾歡喜到得未曾有的時候，

佛的兩眉之間放出白毫相光。眉間白

毫相，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釋迦佛

一出世，眉間已有這條白毫，孩童時

有五尺長，隨著人的長大，這條白毫

也跟著變長，到成佛時，已有一丈五

尺長。毫是很幼細的毛，可捲起也可

伸長，凡有隆重的事情，在必要的時

候，佛就把白毫伸出來放光。這佛光

照得很遠。如今佛放光，照向東方一

萬八千個世界。「萬八千世界」不是

指一萬八千個國家，不是一萬八千個

地球，而是指一萬八千個三千大千世

界，一個世界有三千個日月，有三千

須彌山，這個範圍就很大了。

「靡不周徧」即是沒有不周徧的，

萬八千世界都被佛光所照，最下的阿鼻

地獄，乃至色界頂的阿迦尼吒天都能見

到佛光。

「阿鼻地獄」譯作無間地獄，是

最苦的地獄。六道中最低下的眾生，

就是地獄道中的眾生，墮阿鼻地獄是

罪業最重的苦報。有所謂「趣果無

間」，趣向地獄這果報是無間斷的；

「受苦無間」，種種的痛苦一分一秒

都無間斷；「壽命無間」，不會死了

就了事；還有「身形無間」，表示身

形很大，時時處處都在受苦。

我們未見過地獄，但我們可以

推測，地獄不一定是指方立向，所謂

下者，是指這一類的地獄眾生，是最

可憐的。所謂獄的意思，是堅牢、困

擾，有一種很堅固的東西困著，令地

獄的眾生沒辦法脫離地獄之苦。其實

人間也有很多地獄，人如被某個環境

困著，沒辦法擺脫，肉體上、精神上

就會很痛苦，如果沒智慧去打破它，

就等於常在地獄中一樣，而精神上的

痛苦比肉體上的痛苦更難忍受。要破

地獄只有靠自己的智慧，佛陀教我們

開智慧就是教我們自己破地獄。佛光

照到最下的無間地獄，令地獄眾生見

到光明，熱惱的心變為清涼。

「阿迦尼吒天」是色究竟天，是

第四禪天，又名摩醯首羅天，是色界

之中最高級的天。

「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

趣眾生。」

「此世界」是指這個娑婆世界，當

時在靈鷲山法會上的人，依著佛光看到

那一萬八千個世界，還見到那些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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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六

道眾生。「彼土」是世界，是依報；「眾

生」是五蘊四大的身體，是正報。

「六趣」即六道，但「趣」與

「道」有些不同，趣是趣向，取因

趣果，作甚麼因，趣甚麼果，作地獄

因，趣地獄果；作畜生因，趣畜生

果。趣是未到達終點站，在進行之

中，向著目標前進，「趣」偏重於因

而說；「道」偏重於果而說，已經到

達終點站，成了定數，結了果，已經

成了天，或成了人，或成了六道中的

某一道眾生。

法會中的大眾，盡見光中所照的

世界之六趣眾生，作天之因，趣天之

果，作甚麼因得甚麼果，由因至果都能

見到。

「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

聞諸佛所說經法。」

法會大眾見到的這些景象，本來

不是大眾能力所能見到，而是因佛光

所照，依著佛的力量而見到。大眾又見

到一萬八千世界的現在諸佛，以及聽到

現在諸佛正在說法，但他們所聽到的

都是三乘法，因為釋迦佛未開權顯實，

未說一乘法，他方世界現在諸佛即使

有開權顯實，有說一乘法，也不會令靈

鷲山法會的大眾聽到。

「並見彼四眾，諸修行得

道者。」

「彼四眾」是指萬八千世界的四

眾，我們這個世界有四眾，他方世界也

有四眾。在佛光中，見到他方世界的四

眾，並且見到很多證果得道的修行人。

「得道」不是死，而是修道人證悟

的境界，證得各種果位，達到目的，得

到解脫，脫離束縛，由凡夫轉為聖人，

就叫得道。聲聞人證初、二、三、四果，

緣覺證辟支佛果，就叫得道；初地以上

的菩薩得無生法忍，破我執，見諸法空

相，也是得道。總之，有聖者的境界才

是得道。

「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

種因緣，種種信解，種種相

貌，行菩薩道。」

大眾在佛光中又見到他方世界的

大菩薩行菩薩道。這些大菩薩不是初

發心的菩薩，而是程度很高，有大智

慧、大功德的大菩薩，他們上求佛道，下

化眾生，修六度四攝等，都是行菩薩道

的種種模式，種種表現。

「種種因緣」是指各位菩薩因甚

麼皈依，因甚麼緣故受戒，因甚麼出

家，各各不同。有人是因逆境而發心，

有人因順境而發心，有人因聽到佛法，

心有感觸，有所領悟而發心。所以行菩

薩道的因緣是種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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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信解」是指菩薩對佛法的

信解有淺深不同，有的菩薩根性猛利，

信解必然深；有的菩薩根性鈍些，信解

必然淺。

「種種相貌」，行菩薩道的模式

也有種種不同，如布施、持戒等各有不

同的表現，也就是說，種種模式都可行

菩薩道，都可利益眾生。在社會上做任

何工作都可行菩薩道，在路上看見有果

皮，或任何障礙物，把它撿起來，免別

人跌倒，也是行菩薩道。

「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

見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

七寶塔。」

這裡講大眾在光中見到他方世界

的諸佛入涅槃，也見到他方世界的人，

在佛入涅槃後，用佛的舍利起七寶塔，

也可以說是用七寶建造佛的舍利塔，

供養佛的舍利。

諸佛有八相成道，有示現降生、出

家、修行、降魔、成佛、轉法輪，也有示

現入涅槃。當度眾生的機緣已盡，應度

者已度，佛就要入涅槃，因為有些眾生

如果長時間見到佛，就會以為慢慢學

佛修行也不遲，反正佛長時都在，就會

生懈怠心、倚賴心，所以佛就示現入涅

槃（示現入滅）。所有動作都停止了，能

令那些懈怠的眾生對佛生起渴仰心、

戀慕心，發起精進心修學佛法。

「般涅槃」即入涅槃。涅槃不是

死，而是佛所證悟的境界。佛在菩提樹

下證悟真理，證悟一切法本來寂滅，本

來不生，本來如如不動，證悟一切法性

平等，那個時候已經證得涅槃。涅槃是

息滅、平息、寂滅，是靜如止水的平靜

境界，沒有動亂，沒有痛苦，沒有矛盾，

一切凡夫的雜亂境界，一切苦惱都平

息了，停止了，悟證到如如空寂平等的

真理，就是證得涅槃。涅槃的境界是要

用智慧證悟的，不可說的，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舍利」是佛的靈骨。釋迦佛入涅

槃後，遺體是火化的，火化後有骨灰，

這些就是舍利。中國人以為一粒粒很

堅固的、打不爛的，或者彩色的、白色

的才算舍利，其實佛火化後剩下的一

塊塊、一粒粒、長形、方形的骨份，

都是舍利。

世間上，唯有佛的舍利最為人所

紀念和仰慕，所以人們就用七寶起塔

來供養佛的舍利。佛有大功德。用七寶

來起塔，是為了尊敬佛，引起後人的敬

心。塔與佛像的作用差不多，都是為引

起後人的仰慕心、恭敬心而建造的。釋

迦佛滅後三百年都只是起塔，三百年後

才有人建造佛像。大眾見到佛的舍利

塔，就知道這塔是為紀念佛，因為佛有

很大的功德智慧，值得大眾恭敬禮拜

供養；禮敬者能得大福。

本來學佛最重要的是明理，破除

執著，精神得解脫，起塔只是形式的

事，是為後世人而建造，因為後世眾生

根機淺薄，要有佛像、佛塔才能引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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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敬心，利根的眾生不一定要用這

些。方便品最後的偈頌有講起塔造佛

像是異方便，是為引導根機淺劣的眾生

藉以修福。佛是不注重形相的，佛說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

來，連三十二相也叫弟子不要執著，豈

有要大眾注重起塔造像呢？起塔雖是

異方便，但亦可助顯一乘道，引導鈍根

的眾生發心，有機會種善根。

這七寶，不一定要找齊金、銀、

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真珠七

寶，總之是找好的材料，盡了自己恭敬

的能事。

「爾時彌勒菩薩作是念：

今者世尊現神變相，以何因緣

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入於三

昧，是為不可思議現希有事，

當以問誰，誰能答者？」

這時候彌勒菩薩看到佛光所現的

境界，生起三個念頭（疑問）︰現在世

尊現出神變相，是甚麼原因呢？所為何

事呢？可能為了不可思議的希有事。現

在世尊入了無量義處三昧，這些問題，

應當問誰呢？有誰能回答我呢？

彌勒菩薩是大菩薩，不可能不知

這些因由，他是一生補處菩薩，在釋迦

佛滅後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成佛，他

豈有不知呢？他不過是代大眾而問。

「神變相」是神通力變現出來的

雨華、動地、放光等瑞相，是由佛的最

高定力、慧力所示現，是很奇特的瑞

相，不是由「神」變出來的。

「是 為 不 可思 議 現 希有 事」，

「為」字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加得

很好。如果沒有「為」字，很多人就

會把雨華、動地、放光等當作不可思

議希有事，加上「為」字，則成為另

外為一件事而特別隆重，令大家驚奇

而現出希有事。佛為何事呢？是為了

說《法華經》，為了開權顯實，為了

引導眾生回入一乘，這「不可思議

事」還在後頭，大家未知。

「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

法王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

無量諸佛，必應見此希有之

相，我今當問。」 

彌勒菩薩再起另一個念頭︰這位

文殊師利法王之子，過去曾經親近供

養過無數諸佛，必定是聞法多，經驗

多，智慧高，見多識廣，一定見過這些

希有之相，我現在應當問他，他一定知

道。

「法王之子」是指有真實資格的大

菩薩，凡是繼承他的事業就是法王之

子，廣義說，我們所有佛弟子，都可稱

為法王之子，不過我們的資格就沒有大

菩薩那樣高，我們程度淺，資格低，文

殊師利菩薩的名氣大，日月燈明佛的八

位王子都是文殊師利菩薩教化的。「佛

弟子」應該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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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就可稱為佛子。佛說法能領略，

能覺悟，能開智慧，就是從佛口生；佛

陀教弟子觀無我，觀無常等，弟子依法

修行，破我執、法執，有進步，有轉化，

就是從法化生；弟子依法修行，得佛的

法分，明白真理，即是有覺的質素、佛

的氣分，就是得佛法分。我們聽佛法，

越聽越明理，才能得佛法分，如果越聽

越糊塗，又怎能得佛法分呢？沒有得佛

法分，就不是法王之子。佛當然希望大

家都做法王之子，人人能做法王子，佛

就最喜歡了。

「爾時四眾及諸天龍鬼

神等，咸作此念，是佛光明神

通之相，今當問誰？」

這時法會上的四眾以及諸天龍鬼

神等，全部都這樣想︰釋迦佛現放光、

動地、雨華等神通之相，是為了甚麼

呢？如今應當問誰呢？

「爾時彌勒菩薩欲自決

疑，又觀四眾及諸天龍鬼神等

眾會之心，而問文殊師利言︰

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世尊以

何因緣而有此瑞，神通之相，

放大光明，照於東方萬八千

土，悉見彼佛，國界莊嚴。」

這時候，彌勒菩薩很想解決自己

的疑惑，同時看到法會上的四眾以及天

龍鬼神等心裡也有這樣的疑惑，所以

就問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摩

訶薩，釋迦世尊因甚麼緣由，而現出這

些瑞相？

「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世尊」是

遠老法師加上去的，加得很好，因為請

問別人，要有禮貌，加上稱呼才合理，才

合規矩。

大眾見到佛的「神通之相」，是佛

的定慧力、功德力表現出來的現象。外

道、天人、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也有神

通，而佛的神通是最希有難得的、最高

等的。

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向東方一

萬八千個世界，這是直照，未有講橫

照。法會大眾在佛光中看到很多景象，

看到很多眾生，很多菩薩，以及他方的

佛國土，非常莊嚴。「莊嚴」是裝飾得

宏偉又美觀，令人看了肅然起敬。其實

萬八千世界未必都是淨土，可能有淨

土，有穢土，有半淨半穢土，說不定是

有莊嚴，也有不莊嚴。

舊本還有一句「彌勒菩薩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遠老法師認為太累

贅，彌勒菩薩說話是一直說的，沒必要

多此一句，因而刪除了這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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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

這故事出自《大莊嚴論經》，在《大

正藏》第 4 冊 269 頁下欄到 270 頁

中欄。

經上說：如果有人內心賢明善

良，必能安穩利益一切眾生。所以，

有智慧的人應當修煉自己的心，經常

保持賢明善良。

過去曾聽說，有幾位比丘以及一

些要到海上尋寶的商人，共同乘一艘

船出海。當行駛到大海中，船身因為

破損，眼看著船隻就要沉沒了；那時，

有一位年少比丘抓住了一塊浮板，可

是戒長的上座比丘卻來不及抓住支撐

物，就快要沉沒到大海中；這時，上

座比丘既驚慌又害怕，擔心自己會被

海水沖走，就對年輕比丘說：「你難

道不記得佛所制的戒律，應當禮敬上

座比丘嗎？還不趕快將你手上的浮板

交給我！」

當時，年輕比丘就想：「如來世

尊的確曾說過這樣的話，只要是有利

益安樂的事物，都應當先禮讓、供養

上座比丘。」

年少比丘又想：「如果我將浮板

交給上座比丘，我一定會被湍急回旋

的海浪沖走而沉沒大海之中，茫茫大

海是那麼的廣大遼闊又深不見底，看

來今天我是性命不保了；想想我年紀

輕輕，才剛出家不久，還沒證得道果，

常為此感到憂慮，而我現在犧牲自己

的身命來救上座比丘，剛好是恰當的

時機。」

年輕比丘這樣思惟之後，便說了

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我是保全自己的性命好呢？

還是遵守佛陀的教誡比較殊勝呢？

佛陀累積了無量的功德，好名聲遍

滿十方，我應該要好好地遵守佛陀

的教誡才是！

我為什麼要為了卑微低賤的性

命，而違背聖人的教誨呢？現在我

已經受了佛戒，必須堅持到底，一

直到死絕不違犯。

為了隨順佛世尊的教誡，我將

浮板供養上座而犧牲自己的性命；

如果不做難行之事，終究無法獲得

難得的果報。

捨己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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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拿著這塊浮板，一定可

以免除這次的海難；但是，我如果

不能隨順佛陀的教導，將永遠沉沒

在生死輪迴的大海中。

我今天淹沒在大海中，雖然死

了，但還是個高尚的人；反之，如

果我捨棄佛的教導，就將失去人天

的利益以及大涅槃最高無上的安

樂。」

年輕比丘說了這段偈頌之後，就

將浮板交給上座比丘。上座比丘收下

浮板之後，海神被年少比丘的真誠感

動，便將年輕比丘送到岸上。海神很

恭敬地對年輕比丘合掌並說：「我現

在要歸依堅持守戒的您，今天遇到這

麼大的危難，您仍能夠嚴格持守佛的

戒律。」

海神便說了一段偈頌讚歎年少比

丘，大意如下：

「您是一位真正的比丘，是真

正修苦行的人，稱呼您『沙門』真

是名符其實。（『沙門』的意思是

止息諸惡、調善身心、精進修善法

的出家人。）您真是一位名符其實

的沙門啊！

由於您的福德力，您的同伴及

財寶都得以避免遭受重大的災難，

一切都能平安地度過。

您的誓言堅定，敬信隨順佛所

說的教誡，您是位德行高尚的大丈

夫，能排除種種艱險困苦；今天我

怎能不好好護持您呢？（當然要好

好護持您！）

如果已經見到真諦而能持守淨

戒，這還不是太難；但是凡夫卻能

不違犯戒律，這才是稀有難得。

比丘身處在安穩的環境，清淨

自心，謹慎身、口、意三業，能不

違犯禁戒，這還不算太難；但是未

證得聖果，又身處在非常驚恐害怕

的狀況下，還能為了護持佛陀的教

誡，捨棄自己最愛惜的性命，難行

而能行，這是最稀有難得的。」

這則故事值得我們反省：

年少比丘這樣思惟：如果為了自

己活命，緊抓著浮板或救生圈，雖然

可以避免沈入海底；但如果不遵守佛

陀的教導，將永遠沉沒在生死輪迴的

大海中。雖然沒有沈入一般的大海，

但卻沈沒於生死輪迴的大海中了！當

我們面臨生死關頭的時候，請問我們

自己又是如何選擇呢？

已經入見道位得聖果而能持守淨

戒，這還不是很難；而一般凡夫生死

未了，多數人是怕死的，凡夫未證得

聖果，在面臨生命危險時仍然能嚴持

淨戒，不違背佛陀的教誡，這才是稀

有難得的！

有人只知道愛惜「身命」，卻不

知道愛惜「慧命」。身命與慧命，到

底哪一個重要呢？希望我們都能瞭解

佛陀的教誡：「寧可持戒而死，不

犯戒而生！」

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2928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
1
，則多

安隱利益一切，是故智者應修其

心恒令賢善。

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

客
2
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

3
破

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

上座
4
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

于時上座恐怖惶悸
5
，懼為水漂，

語年少言：「汝寧不憶
6
佛所制

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
7

我。」

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

世尊實有斯
8
語，諸有利樂

9
應先

上座。」

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

上座，必沒水中洄澓
10

波浪，大

海之難
11

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

將不全
12

；又我年少初始
13

出家未

經典原文

一、《大莊嚴論經》卷3〈12 經〉（大正4，269c25-270b10）：

1 賢善：1.賢明善良。（《漢語大詞典（十）》，

p.242）

2 估客：即行商。（《漢語大詞典（一）》，

p.1224）

3 船舫：泛指船。（《漢語大詞典（九）》，p.8）

4 上座：又稱長老、上臘、首座、尚座、住

位等。乃三綱之一。指法臘高而居上位之

僧尼。《毘尼母經》卷六，就法臘之多少

而立下座、中座、上座、 耆舊長宿等四

階。（《 佛 光 大 辭 典（ 一 ）》，p.719.1~ 

p.719.2）

5 惶悸：驚恐。（《漢語大詞典（七）》，p.662）

6 憶：2.記住，不忘。（《漢語大詞典（七）》，

p.765）

7 與：1. 給予。（《漢語大詞典（二）》，

p.159）

8 斯：11. 指示代詞。此。（《漢語大詞典

（六）》，p.1063）

9 （1）利樂：指利益與安樂。按利與樂為

一體之異名，或謂後世之益為利，現世之

益為樂。《佛光大辭典（三）》，p.2810.2）

   （2）唐 窺基撰《成唯識論述記》卷1：「一、

利謂利益即是後濟，樂謂安樂即是現濟。

二、或現益名利，後益名樂。三、或攝善

名利，離惡名樂。四、或翻此。五、或出

苦名利，與樂名樂。六、或與智名利，與

福名樂。七、或與出世勝善名利，與世勝

善說名為樂。八、或與小果名利，與大果

名樂。九、或利與樂一體異名。」（大正

43，234a12-19）

10（1）洄澓（ㄏㄨㄟˊ ㄈㄨ ）́：見“洄洑” 

（《漢語大詞典（五）》，p.1150）

 （2）洄洑（ㄈㄨ ）́：亦作“洄澓”。湍急回

旋的流水。（《漢語大詞典（五）》，p.1150）

11 難（ㄋㄢ ˋ）：1. 危難，禍患。（《漢語

大詞典（十一）》，p.899）

12 全：5. 保全。（《漢語大詞典（一）》，

p.1157）

13 初始：開始。（《漢語大詞典（二）》，p.620）

捨己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漢語大詞典（五）》，p.1150）

 （2）洄洑（ㄈㄨ ）́：亦作“洄澓”。湍急回   

 旋的流水。（《漢語大詞典（五）》，p.1150）

11  難（ㄋㄢˋ）：1. 危難，禍患。（《漢語

   大詞典（十一）》，p.899）

12  全：5. 保全。（《漢語大詞典（一）》， 

  p.1157）

1 3  始：開始。（《漢語大詞典（二）》，p.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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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佛語故，奉
23

板遺
24

身命，

若不為難事，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必渡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25
，將沒生死海

26
。

我今沒水死，雖死猶
27

名勝
28
；

若捨佛所教，失於人天利，

及以大涅槃，無上第一樂。」

14（1）《大智度論》卷 3〈1 序品〉：「若

無八正道，是中無第一果，第二、第三、

第四果；若有八正道，是中有第一果，第

二、第三、第四果。須跋陀！是我法中有

八正道，是中有第一道果，第二、第三、

第四道果。」（大正 25，81a3-6）

  （2）道果：佛道的正果。（《漢語大詞典

（十）》，p.1071）

15 濟：5. 救助。（《漢語大詞典（六）》， 

p.190）

16 （1）全濟：保全，救活。（《漢語大詞典

（一）》，p.1165）

 （2）「我為自全濟」，「自全」：保全自己。

（《漢語大詞典（八）》，p.1312）

17  為：41. 連詞。表選擇。猶言還是，或

者。《後漢書 ‧ 卓茂傳》：“人嘗有言部

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茂 辟左右問之曰：

‘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

乎？’”（《漢語大詞典（六）》，p.1105）

18 勝：1. 勝利。5. 形容事物優越、美好。

（《漢語大詞典（六）》，p.1334）

19 軀命：生命。（《漢語大詞典（十）》，p.712）

20 鄙賤：1.卑微下賤。（《漢語大詞典（十）》，

p.680）

21 聖教：聖者所說之教法。即指佛所說之教

與聖賢等所撰述之典籍。又總稱經、律、

論三藏及其他聖賢等之著書為聖教。《異

部宗輪論述記》（卍續八三‧二一二上）：

「聖者，正也，與正理合，目之為聖。又

契理通神，名之為聖。此言所顯，即佛世

尊所說教能引聖，名聖教。」（《佛光大

辭典 ( 六 )》，p.5581.2)

22 死＝心【宋】【元】【明】。（大正 4，

270d，n.1）

23 奉：3.給與，贈與。4.供應，供養。（《漢

語大詞典（二）》，p.1507）

24 遺：6.遺棄，捨棄。（《漢語大詞典（十）》，

p.1186）

25 聖旨：5. 佛教徒稱佛諭。（《漢語大詞典

（八）》，p.667）

26 生死海：謂眾生沈淪於生死迷界而輪迴

無窮，猶如大海之無邊際，故稱為生死

海。（《佛光大辭典（三）》，p.2061.2 ~ 

p.2061.3）

27 猶：10.副詞。還，仍。13.副詞。則，卻。

（《漢語大詞典（五）》，p.93）

28 勝：1. 勝利。5. 形容事物優越、美好。

（《漢語大詞典（六）》，p.1334）

 p.190）

得道果
14

，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

濟
15

上座，正是其時。」

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
16
，為

17
隨佛語勝

18
？

無量功德聚，名稱遍十方。

軀命
19

極鄙賤
20
，云何違聖教

21
？

我今受佛戒，至死
22

必堅持。

「我為自全濟
16
，為

17
隨佛語勝

18
？

軀命
19

極鄙賤
20
，云何違聖教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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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

座。既受板已，于
29

時海神感其

精誠
30

，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

海神合掌
31

白比丘言：「我今歸

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

能持佛戒。」

海神說偈，讚比丘曰：

「汝真是比丘，實是苦行者，

號爾
32

為沙門
33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眾伴及財寶，

得免大艱難
34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能除眾患難
35

；

我今當云何，而不加擁護？

見諦
36

能持戒，斯事未為難；

捨己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29 于＝於【明】。（大正 4，270d，n.2）

30 精誠：1.真誠。（《漢語大詞典（九）》，p.226）

31 合掌：1.佛教徒合兩掌於胸前，表示虔敬。

一般人亦藉以表示虔誠或敬意。（《漢語

大詞典（三）》，p.155）

32 爾：1.代詞。你。（《漢語大詞典（一）》，p.574）

33 沙門：梵語 śramaṇa，巴利語 samaṇa。
乃西域方言（龜茲語 samāne，于闐語 

samaṇa）之轉音。又作沙門那、沙聞那、

娑門、桑門、喪門。意譯勤勞、功勞、劬

勞、勤懇、靜志、淨志、息止、息心、息

惡、勤息、修道、貧道、乏道。為出家者

之總稱，通於內、外二道。亦即指剃除鬚

髮，止息諸惡，善調身心，勤行諸善，期

以行趣涅槃之出家修道者。據《長阿含》

卷三《遊行經》、《大毘婆沙論》卷六十六

載，沙門可分類為下列四種：( 一 ) 勝道

沙門，又作行道殊勝，如佛或獨覺；以能

自覺之故。( 二 ) 示道沙門，又作說道沙

門、善說道義，指說道無誤者，如舍利弗

等；以能常隨佛轉大法輪之故。( 三 ) 命

道沙門，又作活道沙門、依道生活，指依

道而生者，如阿難等；以雖居「學位」然

同於「無學」，多聞善持，具淨戒禁，傳

法身慧命於世之故。( 四 ) 污道沙門，又

作壞道沙門、為道作穢，指污染聖道而偽

善者，如莫喝落迦比丘；以盜他財物之故。

《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九亦舉出四種沙門，

謂勝道沙門即「諸善逝」，說道沙門即「說

諸正法」者，活道沙門即「修諸善法」者，

壞道沙門即「行諸邪行」者。此外，《大

寶積經》卷一一二〈普明菩薩會〉亦列舉

形服沙門、威儀欺誑沙門、貪求名聞沙

門、實行沙門等四種沙門。（《佛光大辭

典 ( 三 )》，p.2972.3 ~ p.2973.1)

34 艱難：2.危險。（《漢語大詞典（九）》，p.269）

35 患難：5. 謂艱險困苦的處境。（《漢語大

詞典（七）》，p.531）

36 （1）諦：5.佛教語。梵文satya的意譯。謂真

實無謬的道理。（《漢語大詞典（十一）》，p.353）

   （2）案：「見諦即聖者見四諦理。參見「見

道」：又作見諦道、見諦。為修行之階位。

與修道、無學道合稱為三道。即指以無漏

智現觀四諦，見照其理之修行階位。見道

以前者為凡夫，入見道以後則為聖者。其

次，見道後更對具體之事相反覆加以修習

之位，即是修道，與見道合稱有學道。相

對於此，無學道又作無學位、無學果、無

學地，意指既入究極之最高悟境，而達於

已無所學之位。（《佛光大辭典（三）》，

p.3000.1 ~ p.3000.2）

（1）諦：5.佛教語。梵文 satya的意譯。謂真

詞典（七）》，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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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不毀禁，此乃名希有
37

。

比丘處安隱，清淨自謹慎
38

，

能不毀禁戒，此亦未為難；

未獲於道跡
39
，處於大怖畏，

捨己所愛命，護持佛教戒，

難為而能為，此最為希有。」

如海船壞，下座比丘以守戒故，授板上座，沒海而死。

經典原文

二、《眾經撰雜譬喻》卷1〈七〉（大正4，533a13-26）：

持戒之人寧失身命，不違佛

教。

譬如往日有賈客乘船入海，

時有二人欲至他國，傍載至於中

流，值遇惡風吹破船舫，諸賈客

取所依用以自濟。

時下座道人得一板木，上座

語言：「佛說法恭敬上座，汝與

我板來，不畏犯戒也。」

下座道人聞是語已，便自思

惟：「何者為重？護戒為重。」

思惟是已：「我寧當慎護佛教而

死。」即以板木獻上座，下座便

沒海水中。

水神見道人持戒如是，不違

佛教，將是道人至於岸上。因此

道人至誠持戒故，一船賈客皆得

不死。

水神讚道人言：「汝真是持

戒之人也！」

以是證故寧持戒而死，不犯

戒而生。是以戒德可恃怙，能濟

生死苦。

37希有：1.少有。（《漢語大詞典（三）》，p.695）

38 謹慎：言行慎重小心，以免發生有害或不幸的

事情。（《漢語大詞典（十一）》，p.397）

經典原文

三、《賢愚經》卷5〈23 沙彌守戒自殺品〉（大正4，381b9-10）：

39 道跡：證得初果。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

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403）：

「佛弟子依數息修四善根，發十六無漏心，

斷八十八結，證道跡（初果）。

捨己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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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着重個人修道，因

此，原始佛教的經典《雜阿含經》

之道品誦第四，內容有念處相應、

正斷相應、如意足相應、根相應、

力相應、覺支相應、聖道分相應，

着重地教示四念處、四正勤、四如

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

道這三十七道品，是為佛陀教導聲

聞弟子修道之方法。所以，很多人

便以為，三十七道品是聲聞、辟支

佛道，只是聲聞法，大乘菩薩道則

不需修三十七道品。其實，這種想

法是不正確的。

就如《大智度論》卷第十九，

有人問：「三十七品是聲聞、辟

支佛道，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

薩道，何以故於菩薩道中說聲

聞法？」

聲聞、緣覺這二乘人依三十七

道品修行，斷除煩惱，便可證阿羅

漢，證辟支佛。而大乘菩薩道是修

六波羅蜜，為何《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卷第一序品第一云：「菩薩

摩訶薩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

中，不生故，應具足四念處、

四正懃、四如意足、五根、五

力、七覺分、八聖道分......」，

為何講解行菩薩道的時候，要為菩

薩說聲聞法？為何叮囑菩薩要具足

三十七道品？

《大智度論》是解釋《大般

若經》的，所以，龍樹菩薩在《大

智度論》卷十九這樣回答：「菩

薩摩訶薩，應學一切善法，一

切道。如佛告須菩提：菩薩摩

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悉學一切

菩薩是否應修

三十七道品 
 何湘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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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一切道......復次，何

處說三十七品但是聲聞、辟支

佛法，非菩薩法？是般若波羅

蜜摩訶衍品中，佛說四念處乃

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

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

佛以大慈故，說三十七品涅槃

道，隨眾生願，隨眾生因緣，

各得其道。欲求聲聞人，得聲

聞道；種辟支佛善根人，得辟

支佛道；求佛道者，得佛道。

隨其本願，諸根利鈍，有大

悲、無大悲。譬如龍王降雨，

普雨天下，雨無差別。大樹大

草，根大故多受；小樹小草，

根小故少受。」

大乘菩薩要上求佛道，下化眾

生，不學習一切善法、一切道，又

怎能自利利他？怎能善行菩薩道？

所以，龍樹菩薩說，大菩薩應當學

習一切善法、一切道。就如佛陀教

導須菩提：大菩薩若要善於行般若

波羅蜜，對於一切善法、一切道，

都要認真學習。

龍樹菩薩又反問那些有疑問

的人：你們是從哪裏聽說，或者，

你們是從哪些經典看到，三十七道

品只是聲聞、辟支佛法，不是菩薩

法？在《大般若經》之《般若波羅

蜜摩訶衍品》中，佛陀說四念處、

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覺支、八

聖道分是大乘菩薩道；經、律、論

三藏之中，也沒有說過三十七道品

只是小乘法。

佛陀以大慈大悲的緣故，為

眾生宣說三十七道品，告訴大家，

三十七道品是涅槃之道，隨著不同

的眾生，不同的願力，不同的因

緣，各自得到自己所趣向的涅槃之

道。希望學聲聞的人，得到聲聞

道；種下辟支佛善根的人，得到辟

支佛道；上求佛道的大乘修行人，

便得佛道。隨著眾生各自所發的本

願，以及各自的根性利或鈍，程度

的高低，有人能發起大悲心，發願

度化眾生，亦有人因怕佛道長遠，

怕眾生剛強難化，而未能發大慈悲

心去度化眾生。這種情形，就如龍

王普降大雨一樣，大雨普潤大地，

而不作分別，只是大樹和大草由於

根莖較大的緣故，吸收的雨水便會

較多；小樹及小草，因為根小之緣

故，吸收的雨水則較少。

《妙法蓮華經》之《藥草喻

品》也有類似的譬喻：「譬如三

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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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

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

布，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

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

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

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

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

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

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

長，華果敷實。雖一地所生，

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

別......」

雖然是同一片雲所下之同一

場雨得到滋潤，然而同在一地所生

之草木各各不同。眾生也是一樣，

依緣起因果關係而各各不同，有的

感情性強，有的理智性強，有貧富

貴賤、智愚之別。過去種下人天善

根，即依住於人天之地，「是小藥

草」；發過出離心者，即住聲聞辟

支佛之地，「是中藥草」；發菩提

心之善根者，即住於大乘菩提心之

地，「是上藥草」。

在《大智度論》裏，龍樹菩

薩解釋之後，那些人仍然不信服地

說：「三十七品，雖無處說獨是

聲聞、辟支佛道，非菩薩道，

以義推之可知：菩薩久住生

死，往來五道，不疾取涅槃；

是三十七品但說涅槃法，不說

波羅蜜，亦不說大悲，以是故

知非菩薩道。」

有不信服者說：雖然沒有在任

何地方聽說過三十七道品是聲聞辟

支佛道，不是菩薩道，但以三十七

道品的義理推測便可知道，菩薩多

生多世長久地在生死中，往來人、

天、地獄、餓鬼、畜生五道中度化

眾生，不急於證涅槃；而這三十七

道品只是教弟子如何證涅槃，沒有

說六波羅蜜多，也沒有說發大慈悲

心度化眾生，因此推斷三十七道品

不是菩薩道。

於是，龍樹菩薩這樣回答他

們，解釋了菩薩應學三十七道品之

理由：「菩薩雖久住生死中，亦

應知實道、非實道，是世間、

是涅槃。知是已，立大願，眾

生可愍，我當拔出著無為處；

以是實法行諸波羅蜜，能到

佛道。菩薩雖學，雖知是法，

未具足六波羅蜜故不取證。如

佛說：譬如仰射空中，箭箭相

柱，不令落地；菩薩摩訶薩亦

如是，以般若波羅蜜箭，射三

解脫門空中，復以方便箭射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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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箭，令不墮涅槃地。」

菩薩雖然久住生死中，應該知

道世間真實，其勝義之道，亦知世

間不正確之處，世間與涅槃都能清

楚明了；由於二道之通達而立度眾

大願，為了憐愍眾生而作教化；亦

感覺到自身不應急於無為解脫，抽

身而出，以出世間之智慧在世間行

度世方便，始能成就佛道。

菩薩雖然學了三十七道品，

雖通達三十七道品，但六度萬行未

得圓滿，所以不取證涅槃。就如佛

曾說過一個譬如：如果向虛空中射

箭，箭上升到半空之後，一定會墮

落地面。若想箭不墮地，必須發第

二支箭，射向第一支箭，用第二支

箭支撐、頂著、承托第一支箭，令

箭不墮落地面。

大菩薩就如這個譬如一樣，以

般若波羅蜜之箭，射向施設在空中

的三解脫門，再以方便之箭射向般

若之箭，雖得涅槃的境界，也不取

證涅槃，使自己不墮入涅槃之地，

然後繼續在世間做工夫，繼續度化

眾生......。因此，「菩薩摩訶薩得

是實相故，不厭世間，不樂涅

槃。」

《大智度論》卷十九還說：

「菩薩摩訶薩求是道品實智

時，以般若波羅蜜力故，能轉

世間為道果涅槃。」就如《中

論》所說：「涅槃與世間，無

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

少分別。」菩薩通達這些道理之

後，即發大誓願：眾生非常可愍，

我要憐愍眾生，要教化眾生，不要

墮無為坑，不要耽著無為，不做自

了漢，要以實法行六波羅蜜，這樣

一定能達到真實佛道。

另外，《大智度論》卷二十四

也說：「此（三十七道品）非但

是聲聞法，是法中和合不捨眾

生意，具足一切佛法，以不可

得空智，故名菩薩法。」

聲聞緣覺乘，他們依三十七道

品修行，便能斷煩惱，得解脫，證

涅槃，成阿羅漢、辟支佛，不會輪

廻六道，不再流轉生死。但此法另

有含義，是為不捨眾生之大乘菩薩

大悲大願，是圓滿之佛道修行，以

無所有不可得之般若空慧而名之為

菩薩法。

由此可知，三十七道品不但是

聲聞法，也是菩薩應修之

法。

菩薩是否應修三十七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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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經《相應部》S.35.7~12 經與 

226 上 439 
326 六觸身經 227 上 440 
327 六受身經 228 上 441 
328 六想身經 229 上 442 

六   入

入   處

處   相

誦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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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誦 

相

應 

大正藏 

雜阿含經 「攝頌」經名 

對讀：《尼柯耶 Nikaya》 

《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佛光 

雜阿含 

經論會編 

六 

入 

處 

誦 

入 

處 

相 

應 

329 六思身經 「入處相應」S.22.81~92 經相同。】 
《瑜伽師地論》卷 92【捨所學】 

230 上 443 
330 六愛身經 231 上 444 
331 六顧念經 232 上 445 
332 六覆經 233 上 446 
333 過去經 S.35.7-12. Anicca etc. 無常等

cf. S.35.7.(7) Ajjhattaniccatitanagata

無常(3) 內。 

234 上 447-454 

334 有縛法經 《瑜伽師地論》卷 92【業等】 235 上 455 
335 第一義空經 

【佛說勝義空

經】 

《增壹阿含》37.7〈六重品〉。 

cf.《增壹阿含》51.8〈51 非常品〉 

○大 No.655，《佛說勝義空經》 

《瑜伽師地論》卷 92【空】 

236 上 456 

336 六喜行經 cf. D.33. Savgiti-suttanta 2-2-11； 

即六支捨《長部》等誦經 D.33./III.250.； 

《增支部》A4.195./II.198.； 

《增支部》A.6.1./III.279。 

《瑜伽師地論》卷 92【隨行】 

237 上 457 
337 六憂行經 238 上 458 
338 六捨行經 239 上 459 

339 六常行經（1） 經義：若成就六常行，則為世間無上福

田。 

《瑜伽師地論》卷 92【恆住】【師弟二圓

滿】 

240 上 460 
340 六常行經（2） 241 上 461 
341 六常行經（3） 242 上 462 
342 六常行經（4） 243 上 463 

雜 

因 

誦 

因 

緣 

相 

應 

343 浮彌經 S.12.24. Abbatitthiya 異學

S.12.25. Bhumija 浮彌（意為地）

梵 Tripathi

《瑜伽師地論》卷 94【觸緣】 

265 中 485 

344 拘絺羅經 cf. M.9. Sammaditthi-sutta 正見經 

cf.《中阿含》29 經〈大拘絺羅經〉 

 梵 Tripathi

《瑜伽師地論》卷 94【見圓滿】 

266 中 486 

345 集生經 S.12.32. Kalara 伽立羅：後半

S.12.31. Bhutam 生者：後半

《中阿含》23 經〈智經〉 

〈經集〉Sn. v.1038 

 梵 Tripathi

《瑜伽師地論》卷 94【實】【解】 

267 中 487 

346 三法經 《增支部》A.10.76. Abhabba 不能 

梵 Tripathi

268 中 488 

六   入

入   處

處   相

誦   應

雜   因

因   緣

誦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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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 

相

應 

大正藏 

雜阿含經 「攝頌」經名 

對讀：《尼柯耶 Nikaya》 

《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佛光 

雜阿含 

經論會編 

雜 

因 

誦 

因 

緣 

相 

應 

《瑜伽師地論》卷 94【不愛樂】

347 須深經 S.12.706. Susima 須尸摩(須深)

《瑜伽師地論》卷 94【法住智】 

269 中 489 

348 十力經 S.12.22. Dassabala 十力 (2)

《瑜伽師地論》卷 94【精進】 

270 中 490 

349 聖處經 參考《善見律毘婆沙》卷七, T.24. P.718.1 ~ 2)

《瑜伽師地論》卷 94【生處】 

271 中 491 

350 聖弟子經 S.12.49-50. Ariyasavaka 聖弟子(1-2)

《瑜伽師地論》卷 94【聖弟子】 

272 中 492 

351 茂師羅經7 S.12.68. Kosambi憍賞彌--「井水喻」

《瑜伽師地論》卷 94【有滅】 
273 中 493 

352 沙門婆羅門經

（1） 

S.12.13-14. Samana-brahmana (1-2)

S.12.29-30. Samana-brahmana (1-2)

S.12.71-81. Samana-brahmana (1-11)

《瑜伽師地論》卷 94【沙門娑羅門】 

274 中 494 

353 沙門婆羅門經

（2） 

275 中 495 

354 沙門婆羅門經

（3） 

276 中 496-499 

355 老死經 S.12.28. Bhikkhu 比丘 277 中 500 
356 種智經（1） S.12.33. Banassa vatthuni 智事(1) 278 中 501 
357 種智經（2） S.12.34. Banassa vatthuni 智事(2)

《瑜伽師地論》卷 94【受智】 

279 中 502 

358 無明增經 S.12.35-36. Avijjapaccaya 無明緣(1-2)

《瑜伽師地論》卷 94【流轉】 

280 中 503-511 

359 思量經（1） S.12.38. Cetana 思(1) 281 中 512 
360 思量經（2） S.12.39. Cetana 思(2) 282 中 513 
361 思量經（3） S.12.40. Cetana 思(3)

《瑜伽師地論》卷 94【來往】 

283 中 514 

362 多聞經 cf.《雜阿含》25 經 284 中 515 
363 說法經 S.12.16. Dhammakathika 說法者,

cf.《雜阿含》26 經

285 中 516 

364 次法經 cf. S.12.16.Dhammakathika, 

cf.《雜阿含》27 經 

286 中 517 

365 見法般涅槃經 S.12.16. Dhammakathika 518 中 518 

6 「先知法住，後知涅槃」：S.12.70.：「先有法住智，後有對涅槃的智」。 
7 異信異欲、異聞，異行覺想、異見審諦忍：S.12.68.作︰除了信，除了個人的愛好，除了傳說，除了推理思

考，除了對見解審察而認可。異︰abbatra，除了…之外。 

雜   因

因   緣

誦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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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 

相

應 

大正藏 

雜阿含經 

 

「攝頌」經名 

對讀：《尼柯耶 Nikaya》 

《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佛光 

雜阿含 

經論會編 

 

 

 

 

 

 

 

 

 

 

 

 

 

 

 

 

 

雜 

 

 

因 

 

 

誦 

 

 

 

 

 

 

 

 

 

 

 

 

 

 

 

 

 

 

因 

 

緣 

 

相 

 

應 

366 毘婆尸等經 S.12.4-9. Vipassi 毘婆尸 etc 等 519 中 519-524 
367 修習經 S.12.83. Sikkha 學 525 中 525 
368 三摩提經 S.12.84. Yogo 瑜伽 526 中 526 
369 十二因緣經（1） cf. S.12.4-10./II.5-10 Vipassi etc.毘婆尸等 

S.12.65./II.104-5;  

D.14./II.31. 

《瑜伽師地論》卷 94【佛順逆】 

論』義，依『中部』（二四）『傳車經』， 

『中阿含經』（九）『七車經』， 

『增壹阿含經』（三九）『等法品』一０

經。 

527 中 527-532 
370 十二因緣經（2） 533 中 533 

371 食經 S.12.11. Aara 食， 

《增壹阿含》29.4 經 

《瑜伽師地論》卷 94【安立】【因緣】 

534 中 534 

372 頗求那經 S.12.12. Phagguno 頗求那 

《瑜伽師地論》卷 94【觀察食義】 

535 中 535 

373 子肉經 S.12.63. Puttamamsa 子肉 

《瑜伽師地論》卷 94【多諸過患】 

536 中 536 

374 有貪經（1） S.12.64. Atthi rago 有貪 

《瑜伽師地論》卷 94【雜染】 

537 中 537 
375 有貪經（2） 538 中 538 
376 有貪經（3） S.12.64. Atthi rago 有貪 

《瑜伽師地論》卷 94【譬喻】 

539 中 539 
377 有貪經（4） 540 中 540 

378 有貪經（5） 541 中 541 

 

 

 

 

 

 

 

 

 

諦 

 

相 

 

應 

379 轉法輪經 S.56.11-12. Tathatena vutta 如來所說(1-2) 

No.109 轉法輪經（T2.503）,  

No.110 三轉法輪經（T2.504）, 

《律藏》大品一‧六，10-12, Vin. I, 10-12 

《四分律》卷三十二 (大正 22.P.788) 

《五分律》卷十五 大正 22.104)； 

《法蘊足論》卷六 (大正 26. P.479 中) 

 M.141. Saccavibhavgasuttam 諦分別經 

 梵 Dharmacakrapravartana 轉法輪 

 (Quai Voltaire, Waldschmidt 小經) 

 藏 (東北 31, 北京 747 ) 

《瑜伽師地論》卷 95【得】 

542 中 542 

380 四聖諦經（1）  543 中 543 
381 四聖諦經（2） 《瑜伽師地論》卷 95【瑜伽】 544 中 544 

因

緣

相

應

諦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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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 

相

應 

大正藏 

雜阿含經 

 

「攝頌」經名 

對讀：《尼柯耶 Nikaya》 

《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佛光 

雜阿含 

經論會編 

 

 

 

 

 

 

 

 

 

 

 

 

雜 

 

 

因 

 

 

誦 

 

 

 

 

 

 

 

 

 

 

 

 

 

 

 

 

 

 

 

 

 

 

 

 

 

 

 

 

 

 

 

諦 

 

相 

 

應 

 

 

 

 

 

 

 

 

 

 

 

 

 

 

 

 

 

382 當知經 S.56.29. Paribbeyya (or Abhibbeya) 

《瑜伽師地論》卷 95【如病】 

545 中 545 

383 已知經 S.56.30. Gavampati 伽梵婆提（具壽） 546 中 546 
384 漏盡經 S.56.25. Asavakkhaya 漏盡 547 中 547 
385 邊際經  548 中 548 
386 無有關鍵經（1）  549 中 549 
387 無有關鍵經（2）  550 中 550 
388 五支六分經 cf.《雜阿含》71 經 

S. 56. 13. Khandha 蘊+14. Āyatana 處 

551 中 551 

389 大醫王經 《瑜伽師地論》卷 95【如病】 552 中 662 
390- 聖諦不如實知經

（1） 

S.56.5-6. Samanabrahmana 沙門婆羅門(1-2) 

cf. S.56.21-22. Vijja 跋耆(1-2) 

《瑜伽師地論》卷 95【相】 

553 中 553 

391 聖諦不如實知經

（2） 

554 中 554 

392 如實知經 555 中 555-562 
393 善男子經 S.56.3-4 Kulaputta 善男子(1-2) 

《瑜伽師地論》卷 95【處】 

563 中 563-583 

394 日月經（1） S.56.37. Suriyupama 日喻(1) 

 cf. S.56.38. Suriyupama 日喻(2) 

584 中 584-586 

395 日月經（2） S.56.38. Suriyupama 日喻(2) 

 cf. S.56.37. Suriyupama 日喻(1) 

587 中 587 
396 日月經（3） 588 中 588 
397 佉提羅經 S.56.32. Khadira 佉提羅（樹葉） 589 中 589 
398 因陀羅柱經 S.56.39. Indakhila 因陀羅柱 590 中 590 
399 論處經 S.56.40. Vadino 論師 591 中 591 
400 衣經 S.56.34. Cela 衣 592 中 592 
401 百槍經 S.56.35. Sattisata 百槍 

《瑜伽師地論》卷 95【業】 

593 中 593 

402 平等正覺經 S.56.23. Sammaasambuddha 正等覺者 

 cf. S.56.24. Araham 阿羅漢 

594 中 594 

403 如實知經 S.56.21. Vijja 跋耆 

《增壹阿含》25.1經「四諦品」 

藏 (東北 316, 北京 982) 

595 中 595 

404 申恕林經 S.56.31. Simsapa 申恕林 

《瑜伽師地論》卷 95【障】 

596 中 596 

405 孔經 S.56.45. Chiggala 毛(1) 

《瑜伽師地論》卷 95【斷上慢】 

597 中 597 

諦

相

應



4342

南北傳《雜阿含經》綜合對照表

 

24 
 

 

誦 

相

應 

大正藏 

雜阿含經 

 

「攝頌」經名 

對讀：《尼柯耶 Nikaya》 

《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佛光 

雜阿含 

經論會編 

 

 

 

 

 

 

 

 

 

 

 

 

 

雜 

 

 

因 

 

 

誦 
 

 

 

 

 

 

 

 

 

 

 

 

 

 

 

 

 

 

 

 

 

 

 

 

 

 

 

 

 

 

 

 

 

 

諦 

 

相 

 

應 

 

 

 

 

 

 

 

 

 

 

 

 
 

406 盲龜經 cf. S.56.47-48. Chiggala 孔 (2-3) 

cf.《增壹阿含》29.6 經 

cf.《佛說泥犁經》(T1.909.1)。 

《瑜伽師地論》卷 95【斷待時】 

598 中 598 

407 思惟經（1） S.56.41. Cinta 思惟 599 中 599 
408 思惟經（2） S.56.8. Cinta 思 600 中 600 
409 覺經（1） S.56.7. Vitakka 尋 601 中 601 
410 覺經（2） S.56.7. Vitakka 尋 602 中 602 
411 論經 S.56.10. Katha 論 603 中 603 
412 爭經 S.56.9. Viggahika 諍 604 中 604 
413 大力經 自說經 Ud.2.2. Mucalinda-vagga目真鄰陀

品。 

605 中 605 

414 宿命經  606 中 606 
415 論說經 《瑜伽師地論》卷 95【云何放逸】 607 中 607 
416 受持經（1） S.56.15. Dharana 受持 (1) 608 中 608 
417 如如經 S.56.20. Tatha 如 

S.56.27. Tatha 如 

609 中 609 

418 受持經（2） S.56.16. Dharana 受持(2) 610 中 610 
419 疑經（1）  611 中 611 
420 疑經（2） 《瑜伽師地論》卷 95【三行相任持聖諦】 612 中 612 
421 深嶮經 S.56.42. Papata 深嶮 613 中 613 
422 大熱經 S.56.43. Parilaha 熱煩 (Maha-parilaho)  614 中 614 
423 大閣經 S.56.46. Andhakara 闇黑 615 中 615 
424 千明經 cf. S.56.46. Andhakara 闇黑 

 cf.《增支部》A.3.80. Abhibhu 阿毘浮 

616 中 616 
425 千世間經（1） 617 中 617 
426 千世間經（2） 618 中 618 
427 四聖諦經 S.56.29. Paribbeyya (or Abhibbeya) 應徧知 619 中 619-621 
428 禪思經 S.56.2. Patisallan 宴默 622 中 622 
429 三摩提經 S.56.1. Samadhi 定 

《瑜伽師地論》卷 95【生黑闇處】 

623 中 623 

430 杖經（1） S.56.33. Danda 杖 

cf. S.15.9. Danda 杖 

624 中 624 
431 杖經（2） 625 中 625 
432 五節經 cf.《雜阿含》954 經 626 中 626 
433 增上說法經  627 中 627 
434 黠慧經 參考《中阿含》172 經（T1.709.2~3） 

《瑜伽師地論》卷 95【黑異熟等】 

628 中 628 

諦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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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 

相

應 

大正藏 

雜阿含經 

 

「攝頌」經名 

對讀：《尼柯耶 Nikaya》 

《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佛光 

雜阿含 

經論會編 

 

 

 

 

 

 

 

 

雜 

 

 

因 

 

 

誦 
 

 

 

 

 

 

 

 

 

 

 

 

 

 

 

 

 

 

 

 

 

 

 

 

 

 

 

 

諦 

相 

應 

435 須達多經  629 中 629 
436 殿堂經（1） S.56.44. Kutagara 重閣 

《瑜伽師地論》卷 95【漸次】 

630 中 630 
437 殿堂經（2） 631 中 631 
438 蟲經 S.56.36. Pana 生類 632 中 632 
439 山經 S.56.49-50. Sineru 須彌(1-2) 633 中 633 
440 湖池等經 S.56.52. Pokkhrani 湖池 

S.56.53-54. Sambhejja 合流 (1-3) 

634 中 634-641 

441 土等經 S.56.55-56.Pathavi 地(1-2) 

《瑜伽師地論》卷 95【大義】 

642 中 642-651 

442 爪甲經 S.56.51. Nakhasikha 爪尖 

S.56.61-70. Abbatra etc. 餘處等 

《瑜伽師地論》卷 95【難得】 

652 中 652-681 

443 四聖諦當生來生經 《瑜伽師地論》卷 95【生起】 682 中 682-691 

 
 
 
 
 
 
 
 
界 
 
相 
 
應 
 
 
 
 
 
 
 
 
 
 

444 眼藥丸經 《瑜伽師地論》卷 96【總義】【自類別】 692 中 692 
445 鄙心經 S.14.14. Hinadhimutti 劣意志 693 中 693 
446 偈經（1） S.14.16. Sagatha 有偈 694 中 694 
447 經行經 S.14.15. Kamma 業， 

《增支部》A.1.14.1-4（說 42 位） 

《增壹阿含》4.1~10 經， 

《增壹阿含》49.3 經「放牛品」 

695 中 695 

448 偈經（2） S.14.16. Sagatha 有偈 696 中 696 
449 界和合經 S.14.12. Sanidanam 有因 

S.14.25. Pabcasikkhapada 五學處 

cf.《一卷本雜阿含》20 經 

cf. No.111 失譯雜阿含 21 經《相應相可

經》 

《瑜伽師地論》卷 96【似轉】 

697 中 697 

450 少聞等經 S.14.24. Dussila 惡戒 

《瑜伽師地論》卷 96【三求】 

698 中 698-709 

451 界經 S.14.1. Dhatu (十八)界(Dhatunanatta) 710 中 710 
452 觸經 S.14.2-6. Samphassam (緣種種觸, 生種種)

觸 (Phassananatta) etc. 等… 

711 中 711 
453 受經 712 中 712 
454 想經（1） S.14.7-10. Sabba 想 (Sabbananatta) etc.等 713 中 713 
455 想經（2） S.14.7-10. Sabba etc. 

《瑜伽師地論》卷 96【諸界為緣】 

714 中 714-718 

456 正受經 S.14.11. Sattima 此等之七界 (Sattadhatu) 719 中 719 

諦

相

應

雜

因

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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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著使經 《增支部》A.4.177. Rahula 羅睺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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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96【自性因緣】 

729 中 729 

467 劍刺經 S.36.5. Datthabbena 當見 (應被見) 

《瑜伽師地論》卷 96【見】 

730 中 730 

468 三受經 S.36.3. Pahanena（以）斷 

《瑜伽師地論》卷 96【染】 

731 中 731 

469 深嶮經 S.36.4. Patala 嶮崖 

《瑜伽師地論》卷 96【數取趣】 

732 中 732 

470 箭經 S.36.6. Sallattena 箭 733 中 733 
471 虛空經 S.36.12-13. Akasa 虛空 (1-2) 734 中 734 
472 客舍經 S.36.14. Agara 客舍 

《瑜伽師地論》卷 96【轉差別】 

735 中 735 

473 禪經 S.36.1-2. Samadhi 三昧 etc. 

S.36.11. Rahogataka 獨坐 

《瑜伽師地論》卷 96【道理】 

736 中 736 

474 止息經 S.36.11. Rahogata 獨坐 

cf. S.36.15-18. Santaka 止息等 (1-2) 

《瑜伽師地論》卷 96【寂靜】 

737 中 737 

待 續

雜

因

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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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器度迷情
 孔亮人

右手挾鼓槌，輕擊鼓中面，鼓

聲隨嚮徹，莊嚴由此現。一下之後，

第二下停止，鼓聲餘音裊裊，心靈

攝靜；左手鐘槌，撞銅鐘去，三下

四下，嘹亮清脆！

第一拍擊鼓，二拍停頓，三、

四拍敲鐘。咚、...、噹、噹！這是

每節四拍，名為「正板」，乃佛教

徒 平 時 早

課、誦經、

禮懺等，由

鐘鼓法器敲

打出來，最

為普遍的一

種節拍。

所謂法

器，亦名唄

器，原為僧

團集眾時發

信號之物，

後來才成為

誦經禮懺所

用樂器。大

致有鼓、鐘、木魚、銅鈸、鐺、引磬、

大磬等。在妙華參學多年，只知道

有一個法器教學班，但多年來卻沒

有學習打法器的意向。直至今年，

心血來潮，適逢其會，便報名參加；

也想不到今次竟有二十多人，比起

以往只四、五人報班，算是較特別

的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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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甫進門來，便見師

兄們已經準備就緒，將大堆法器，

擺滿了幾張枱面；二十多人齊集，

新知舊識，闊論高談；也有好奇如

筆者般，握起很少接觸到的各類法

器，胡亂拷打一番。人聲、鼓聲、

鐘聲，聲聲相雜，鬧若墟場，嘈如

市集。未幾，教導法器班笑容可掬

的 蕭 式 球 老

師， 徐 徐 而

入，大眾才驀

然靜了下來。

雖 是 往

事如煙，卻還

有記憶可尋。

三十幾年前，

蕭 老 師 自 己

便是參加第一

屆法器班的；

更 自 諷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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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是小伙子，現在變了「老菩

薩」。第一屆由慧瑩法師親自所教，

那一期也像今天這麼多人；但當時

妙華只有一個鼓，一個鐘，一個木

魚和一個磐；不像現在每人都可分

到一件法器，那時很多同學便要用

手模擬學習，像敲打著無形鐘鼓一

樣。後來才加多了一個鐺子和一個

銅鈸。所以這裡有幾件法器，便是

由三十幾年前，一直用到現在。...

妙華比較著重於講解經教，多

於儀軌。只有在法會誦經，或者老

菩薩往生助念，才用得上法器。想

起當年，我們很早便到，因為慧瑩

法師除了帶領我們之外，還會有開

示的。... 早期年代，香港各道場的

唱腔都會相近，現在卻有在旋律方

面較多加花（節奏變化）的內地唱

腔。 而 今 教

的 都 是 由 慧

瑩 法 師 一 直

傳 下 來， 也

可 以 說 是 舊

腔了。...

以 前 某

一 年 開 法 器

班 之 後， 跟

著 一 年 便 做

早 晚 課 練

習。 而 今 沒

有了早晚課練習，卻還是維持兩年

開一次法器班。在第一、二屆之後，

慧瑩法師帶我們上華嚴閣做觀音

七，即是觀音誕那七天不斷誦經唱

唸打法器。我們由朝早打到晚上，

七日之後，對於打法器的節奏感，

便已經非常熟練了。中國佛教便有

佛七和觀音七這種特色儀軌，由朝

到晚，大概有七次到九次不停的唱

誦。做完一個七，便等於有四十九

到六十三次的練習，哪有不熟練之

理？ ...

傳統法器打法，節奏與傳統戲

曲相近，都是慢慢的。而「維那」

便是指擊壓大磐和帶領之人，當大

磐發出「吽」的一聲後，第一拍亦

由他帶腔起腔，決定音階高低，順

落拖音；第二拍給予打鐘鼓者接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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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便形成節奏；第三拍才開始

第一下鐘音，大眾便由鐘聲開口唱

誦；第四拍也是打鐘，便完滿了第

一節的正板。第二節第一拍復由一

下鼓聲開始繼續下去。

三十年傳承演變，都只付輕描

淺述笑談中。唯有枱上所見，已非

從前一鼓一鐘，而是法器滿目，估

計有三十件左右。再細看一下，可

分七類。...

鼓 － 通常以木為殼，獸皮

作面，狀若矮桶。大型鼓多半懸掛

鼓樓中，或大雄寶殿簷角之下。中

小型鼓則配以「吊鐘」在旁，用作

唱唸讚誦時敲打。

「手鼓」是指當需要離開座位，

站立行進時，用手將鼓執持敲用。

操作時，左手大、食、中三指托之

以持鼓。右手大、食、中三指合持

鼓槌（桴），向鼓面敲之就是。

鐘 － 最大的「梵鐘」懸在

佛寺鐘樓內；一半大小的「半鐘」

吊在佛堂後門簷下；「小吊鐘」則

掛在中小鼓旁。執事僧按時敲擊梵

鐘、半鐘以作報時。小吊鐘卻是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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唄所用樂器之一。

《增一阿含經》：「若打鐘時，

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

《諸經要集》卷二十：「洪鐘

震響覺群生，聲徧十方無量

土，含識群生普聞知，拔除

眾生長夜苦；六識常昏終夜

苦，無明被覆久迷情，晝夜

聞鐘開覺悟，怡神淨剎得神

通。」

木魚 － 魚形木制之法器。

大眾誦經時，音聲隨其敲打節拍而

整齊劃一。敲打木魚，要用力平穩，

切不可忽輕忽重、忽緩忽急。

根據《百丈清規注》說及，魚

類目不闔睛，晝夜常醒。以魚形作

法器，取魚之習性，無論動或靜止，

永遠都是睜著眼睛，警惕大眾不要

昏沉懈怠，務要精進勤修。

銅鈸 － 又名鉿子，由兩片

圓盤形響銅製成，中央隆起處穿小

孔，孔內繫有一布條。使用時，以

兩手各持一面銅盤，互相撞擊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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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鉿子時，左手仰托一片，右手覆

提一片。相互碰擊後，不要完全分

開，也不要無縫合上，中間還留數

分，若即若離，這樣聲音便會響亮

而嘹遠。

在不需敲打時，將兩片合攏，

兩手捧持平胸，用兩大拇指與兩食

指壓在鉿子邊沿上面，其餘六指托

著，稱為「平胸鉿子」。

鐺 － 形狀如一只圓盤，

直徑大約有四、五寸，四邊留有

小孔，用細繩梆在圓形或方形的

邊框上。敲擊時，左手握鐺子，

右手執鐺椎，以鐺椎往鐺面上打落。

鐺子有若照面鏡子，故亦稱為「照

面鐺子」。

引磬 － 俗稱小手磬。底部

中央貫以紐，附於木柄。敲擊時，

左手拿著引磬，右手執磬槌敲擊；

或者僅用右手中指、無名指、小指

與手掌拿住，以食指和大拇指向上

勾擊。

執持時，左手握引磬和磬

槌的下端，右手抱住左手，平於

胸，將引磬正對口部，故也稱為

「對口引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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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磬 － 又名「圓磬」，有

如缽狀，多用銅鐵所造。大者直徑約

二、三尺，高不足二、三尺。小者直

徑約半尺，高不足半尺。

大磬是在課誦時由維那師擊鳴的

法器，用來指揮大眾腔調，進退起止，

號令讚誦。多半在起腔、收腔、合掌、

放掌以及佛號等處敲擊。唱音之高低

則由維那

師帶引，

故此他們

必須音聲

響朗、字

正腔圓，

以防大眾

高 低 失

準，參差

不齊。

※ ※ ※

三十年來法器班，轉眼就過；三個月

的法器訓練班，更是未曾深究已完

成。我等輕輕的來，很快便輕輕的走；

浮雲緣聚散，無主蕩飄塵，去來未著

跡，踏雪總留痕。...

打法器需要有平淡而專注的心。

平淡者，不貪愛旋律多樣化；調子簡

單，能配合唱誦便可，以防心靈燥動

惹慕求。專注者，雖然單調，亦要保

持注意力；稍為鬆散，便會神忽他往，

立刻跟不上節拍來；但法音仍續，未

及兩下即可察覺走了神，趕緊收攝意

馬心猿，不容迷失下去。

低音的鼓，與高音的鐘，實在是

夢幻之組合。聞鼓聲以莊嚴，聽鐘聲

而覺醒；感已往之放浪，望來者能可

追；落迷途何久遠，幸今是而昨非；

藉音聲呼喚醒，以法器度迷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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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喜愛看粵語長片，對《西

遊記》中的每一個角色都非常熟悉。

其中特別喜愛那戇直、膽小而又無能

的師父唐三藏，每次到生死關頭總要

求助於徒弟孫悟空。真不知道他有何

德行可冠以師父之名，直至今年報讀

了中國佛教史課程，了解更多之後，

才知道原來歷史中真有其人。加上看

了電影「大唐玄奘」及 YouTube 十二

集的「玄奘之路」使我不能不佩服他。

透過他西行求法的經歷，更明白到什

麼是堅持，可笑的是那戇直又無能的

人原來是自己，一直把一個在歷史上

這樣有影響力的人物誤以為是神話中

的一角。只嘆一句自己是何等愚癡！

玄奘法師於隋朝仁壽二年（602

年）出生，少時因家境困難，跟長捷

法師居住淨土寺，學習佛經五年。在

這期間他學習了小乘和大乘佛教，而

他本人偏好後者。他十一歲（613 年）

學員天地
凡有學佛心得，歡迎學員們踴躍投稿。稿件可交給

妙華工作人員或電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妙 華 佛 學 會 佛 學 班

2016年度中國佛教史課程

玄奘法師西行求法
梅廣榮

就已熟讀《妙法蓮華經》、《維摩詰

經》。十三歲時（615 年），洛陽度

僧，被破格入選。少年時期的玄奘法

師已經顯露出積極的修學態度和贏取

了美好的名聲。

玄奘法師感到多年來在各地所聞

異說不一，產生很多疑問，不能解決，

於是發願要到天竺取經。貞觀元年

（627 年）玄奘法師結侶陳表，向朝

廷聯名上表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唐

太宗批准，其他人便打消西行念頭。

然而玄奘法師決心已定，為了佛法，

為了眾生，為了道業，再大的困難也

要克服，意志堅定地踏上往西天求法

的路程。由於邊界戰事剛剛停止的緣

故，關防嚴謹，不許百姓出境，雖得

不到唐朝發放的過所（護照），幸好

在每一次的困境上都有虔敬的佛弟子

和西域商人隊伍的協助而順利西出玉

門關。從這點看到玄奘法師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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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身為僧人也不怕犯法鋌而走險西行

求法。他踐行著「為求佛法發願西方，

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

悔也」的誓願。

玄奘法師在瓜州買到一匹馬，但

苦於無人相引，此時一名胡人叫石磐

陀，被玄奘法師收為弟子，他護送玄

奘法師前往，由於得到胡人石磐陀的

導送，夜渡瓠河，但石磐陀最後膽小

怕事，中途變心，返回瓜州。從此以

後，玄奘法師便隻身冒險毫無畏縮，

備歷艱辛，過了玉門關外五烽，度莫

賀延沙磧，終於到達伊吾國境；又過

數日，到了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

縣），從此與高昌國王麴文泰結下一

段不解之緣。

玄奘法師到了高昌國，國王麴文

泰虔信佛法，見法師智慧風采，想到

西行前途艱難，強力邀請他留在國中

擔任國之法導弘揚佛法，玄奘法師明

白自己求法取經的意義，於是婉謝，

絕食明志，他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

第四日，高昌王見玄奘氣息漸惙，深

生愧懼，乃稽首禮謝，眼見他終生命

垂危而志向不改而被感動，遂與他結

為兄弟，並傾盡國力為玄奘法師提供

了馬匹畜力、護衛隊伍、嚮導物資、

金銀禮品和「通關文牒」。

橫在眼前的是高聳入雲的蔥嶺，

與終年積雪的皚皚山巔。玄奘法師及

高昌王派賜護送的人馬，一個挨著一

個抓緊著行囊，他們躬身無語、默默

地前進，生怕絲微的音聲共鳴，會引

發狂瀉的雪崩。嚴峻陡峭的崖壁，必

須以繩為橋，一行人匍匐攀爬在萬丈

深淵的峭壁上。一天，稜山大雪，幾

位禁不住冰寒飢饉的徒侶及牲畜，活

活地被凍死在高山上。玄奘法師看到

這種情形，堅定地告訴自己：「我為

求法，願捨軀命，若不到西天，誓不

東回；縱然喪身在此，也絕不後悔！」

他繼續沿著西域諸國越過帕米爾高

原，在異常險惡困苦的條件下，一

路上護衛隊員很多都在艱難行程中逐

個死去，而玄奘法師在西進中也不忘

弘揚佛法，深受各國民眾的推崇和尊

重，最後他終於平安抵達了當時的天

竺──印度。

玄奘法師在高昌國所經歷是我最

為感動的。他以死來表達西行求法之

決心。更對高昌王說即使能留下他的

屍骨，但求法的意志和決心，是他所

留不住的。高昌王與他結為兄弟一事

也是我所感動，一個是一國之君，另

一個作為一個出家人，本應脫離一切

世俗倫理關係，但他二人仍能結拜為

兄弟，可見當中二人之緣有多妙！臨

行前，高昌王為玄奘法師寫了二十四

封致西域各國的通行文書，請西域國

王們照顧他結拜的「弟弟」去天竺求

法，還贈送了馬匹和二十五名僕役，

出發那天，全城夾道相送，高昌王更

抱住玄奘法師失聲勵哭，親自送至

一百公里外的交河城，才依依惜別。

在天竺的十多年間，玄奘法師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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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過許多著名高僧學習佛法，他停留

過的寺院包括當時如日中天的著名佛

教中心那爛陀寺，他向該寺的住持戒

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與其餘經

論；瑜伽行派大師戒賢是護法的徒弟，

世親的再傳弟子。在貞觀十三年，玄

奘曾在那爛陀寺代戒賢大師講授《攝

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此後，

他還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

在曲女城一場聞名教界的數千人

辯論大會，更增勝大眾對他的崇敬，

有十八個國家的國王於這場辯論會後

皈依於他座下，並且為了表達對他的

敬意，特地啟建七十五日的無遮大法

會。

他在天竺居住多年，對佛經爛

熟於胸，成為第一位周遊天竺全境的

中國人，並在印度佛學界樹立了崇高

的威望。玄奘法師赴天竺時，曾答應

高昌國王，返國時留住三年，但此時

他決定東歸時，高昌國已被唐太宗所

滅，高昌國王更已病故，他對此深感

遺憾不能履行自己的諾言。貞觀十九

年正月二十五日（643 年）， 玄奘法

師辭別各國國王的懇切挽留與大眾追

隨相送的不捨，東行返國。同樣的經

過漫漫長路，所不同的是，行囊裡滿

載著珍貴的法寶——六百五十七部梵

文聖典帶回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熱烈

歡迎，並派大臣前去迎接他。當他回

到長安時，百姓沿途歡呼，香花遍地，

法幢飄揚，熱鬧非常。唐太宗要求

他根據遊歷見聞，修西域法，接見並

勸其還俗出仕，玄奘法師婉言辭謝。

之後，他開始了長達十九年的譯經工

作。顯慶五年，始譯《大般若經》。

此經梵本計二十萬頌，卷帙浩繁，玄

奘法師頗為謹嚴，不刪一字。至龍

朔三年（663 年）終於譯完這部多達

六百卷的巨著。此後，玄奘法師深感

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 年），

譯出《咒五首》一卷後，遂成絕筆，

同年二月逝世。

玄奘法師生命的最後幾年，也是

在緊張的譯經工作中度過的。六十五

歲時，他預知到無常將至，便停止了

工作，虔心禮佛誦經，他的身體開始

顯病業相。據載，玄奘法師前後共譯

經論七十五部，總計一千三百三十五

卷。所譯之經，在中國的譯經史上開

闢了一個新紀元，後人均稱其譯籍為

新譯。

為了眾生的法身慧命，為了佛

法的弘傳，無數祖師大德用自己的生

命，換取佛法延續的可能。緬懷祖師

大德們為法忘軀的精神，面對經典，

我們更應感恩珍重，一如開經偈所說：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

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

實義。」

另外，由玄奘法師口述、弟子

辯機執筆的《大唐西域記》，堪稱中

國歷史上的經典遊記，近年來考古學

家根據此書進行了遺蹟發

掘，證實了書中所述史料

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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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七年七月至九月份

常 務 經 費：

$8000: 黃衛明  $4011: 陳蘭送  $4000: ( 趙之南 趙之東 趙之西 

趙蘊姸 )  $3000: 吳蓮菊 鄧秀瓊  $2000: 劉健輝 王天生 石煥英 

$1500: 吳妙芳   $1450: 佛弟子   $1100: 曾柳英   $1000: 李淑嫻  

江停香 楊錦全 吳玉群   $600: 胡昭源 胡薄淑貞 陶婉芬 梁美雲 

趙泳均   $500: 曾榮裕 李綺雄 蘇世彬 果維 陳潔蓮 喻安妮 胡惠貞 

戚汝民合家 黃雁紅 衛健雯 林潔貞   $400: 梁轉雲 梁惠玲 (黃宅 高

嬋英 ) 李月明  $300: 三寶弟子 岑光洪 黎蘊璋 李秀雯 楊淑平 張國

海 佘秀英 ( 衛健基 衛泳妤 ) ( 吳蓮菊 梁社釗合家 ) ( 梁家強 馮慕燕

合家) (許少平 梁美華合家) (梁家榮 楊美萍合家) (郭綺華 衛倩妤) 

( 詹楚光 詹紫慧 )  $200: ( 黃翠顏 淨賢 ) 邵萍菲 胡果麗 何杏兒 林

尉瑜 麥忠 林仕傑 ( 梁麗瓊 梁麗容 ) ( 張思驊 黃育明 ) 黃妹 盧淑珍 

司徒洪 劉倩薇 羅群玉 李秀珍 徐鳳琴 楊潔英 湯偉平  $100: 關本願 

梁家豪 黎乃綾 趙十七 ( 岑光洪 岺寶嫦 何峰民 ) 周笑雲 岺寶蓮 ( 岺

寶嫦 何峰民 ) 鄭瑞屏 黃惠蘭 劉瑞芳 王佩賢 郭慧兒 張思驊 戚凱傑 

宋凱欣 鍾寶嬌 吳燕瓊  $50: 福齊 曾清梅 陳玉嫦  ￥2000: 楊秀貞  

￥1000: 高志輝合家  ￥600: 平洲法會 ￥500: 麥英  ￥300: 楊展萍  

￥200: 郭燕如 蔡卿   ￥100: 無名氏 禤慶群 郭麗珍 曾玉英 鄭汝輝

合家 鄭國華合家 陳瑞林合家 袁錦漢合家

助 印：

$6500: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200: 鄒桃 

￥3000: 楊秀貞      ￥2000: 周曼瑩 

￥120: 范氏   ￥50: 范婉顏 范秀顏



《妙華會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