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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	本會講師

日期：	2019年3月3日至11月10日
	 （逢星期日）（4月21日及
	 5月12日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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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佛教史課程

主講：	資深講師

日期：	2019年3月3日至11月10日（逢星期日）

	 （4月21日及5月12日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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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誦經聯歡會

日期：	公曆2019年2月19日正月十五（星期二），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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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	公曆2019年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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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參老法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	公曆2019年4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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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學 班 及 活 動佛 學 班 及 活 動

（本會所有課程及活動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隨喜參加）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	妙雲集之《唯識學探源》等

主講：		戴燕楣、吳潔珠、伍松老師

日期：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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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妙華佛學會主辦

皈依受戒典禮

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說：

「歸依處處求，求之遍十方，    

     究竟歸依處，三寶最吉祥！」
凡發心學佛修行者，皆應皈依佛法僧三寶。

本會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 ( 星期六 ) 

下午 3:00 – 4:30

恭 請  臺灣福嚴佛學院院長 長慈法師 主持

皈依受戒典禮

地點 :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歡迎發心皈依受戒者報名

報名電話 : 蕭太 6405 5185  /  李民信  9131 6741

或網上登記 https://goo.gl/forms/QBCuSmtYNv9EijPl2

歡迎各界人士隨喜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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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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課  通  知 

     ※  （週三）《寶積經講記》： 2018年10月10日

     ※  （週五）《如來藏之研究》： 2018年9月28日、11月2日、12月7日

合辦

授 課 老 師

圓悟法師 

 

長慈法師 

班 別

中級班 

 

高級班 

課 程 名 稱

《寶積經講記》

《如來藏之研究》

時    間

週三 / 晚上19:00 ~ 21:00

 

週五 / 下午19:00 ~ 21:00

第35期課程（2018年9月12日 ∼ 2019年1月11日）第35期課程（2018年9月12日 ∼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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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佛學會
印度佛教史課程 

上課時間表

2019 年 3 月 3 日開課 ( 逢星期日上午 11:00 至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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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任 :  麥國豪老師

課 堂 課 程 內 容 日 期 導 師

甲  緒 論

1 一、佛出世前的社會和宗教 3 月 3 日 岑寬華

2 二、應機而起的佛教 3 月 10 日 岑寬華

乙  原始佛教

3 一、佛陀的生平 3 月 17 日 黃廣昌

4、5、6 二、佛在世時的教義 3 月 24、31、4 月 7 日 黃廣昌

7 三、 佛世僧團與遺教的結集 4 月 14 日 岑寬華

( 復活節公眾假期 ) 4 月 21 日

丙  部派佛教

8 一、分派的經過 4 月 28 日 岑寬華

9 二、上座系部派的學說要點 5 月 5 日 岑寬華

( 佛誕公眾假期 ) 5 月 12 日

10       上座系部派的學說要點 5 月 19 日 岑寬華

11、12 三、大眾系部派的學說要點 5 月 26、6 月 2 日 麥國豪

13 四、部派佛教與阿毗達磨 6 月 9 日 尤 堅

14、15、16 五、說一切有部和經部等學說要點 6 月 16、23、30 日 尤 堅

丁 大乘佛教

17 一、大乘佛教的起源 7 月 7 日 區佩儀

18、19 二、初期大乘佛教的經典 7 月 14、21 日 區佩儀

20、21、22 三、龍樹與中觀哲學 7 月 28、8 月 4、11 日 區佩儀

23、24 四、續出的大乘經典 8 月 18、25 日 戴燕楣

25、26、27 五、無著世親與唯識哲學 9 月 1、8、15 日 戴燕楣

28、29、30 六、佛性與如來藏哲學 9 月 22、29、10 月 6 日 陳裕皇

31、32 七、瑜伽行派與中觀學派的發展 10 月 13、20 日 陳裕皇

33、34、35 八、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 10 月 27、11月3、10 日 麥國豪



備注：上課前兩小時若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該天停課，課程順延至下一星期

妙華佛學會第33屆佛學初階班上課時間表
2019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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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佛教的精神簡介 梁 志 高

10 2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境及釋尊略傳 胡 文 德

17 3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境及釋尊略傳 胡 文 德

24 4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境及釋尊略傳 胡 文 德

31 5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梁 志 賢

4 7 6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梁 志 賢

14 7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梁 志 賢

21 ( 復活節公眾假期 )

28 8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黃 雁 紅

5 5 9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黃 雁 紅

12 ( 佛誕公眾假期 )

19 10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黃 雁 紅

26 11 座  談  會 眾 導 師

6 2 12 三十七菩提分 黃 衛 明

9 13 三十七菩提分 黃 衛 明

16 14 聖者的果位《四果與十結》 黃 雁 紅

23 15 聖者的果位《四果與十結》 黃 雁 紅

30 16 聖者的果位《四果與十結》 黃 雁 紅

7 7 17 佛教立義的根本《因緣論》 梁 志 高

14 18 生命的流轉與還滅《十二緣起》 梁 志 賢

21 19 生命的流轉與還滅《十二緣起》 梁 志 賢

28 20 業力與輪迴 胡 文 德

8 4 21 業力與輪迴 胡 文 德

11 22 座  談  會 眾 導 師

18 23 法理的統一《三法印》 梁 志 高

25 24 法理的統一《三法印》 梁 志 高

9 1 25 佛教道德的必要條件《三皈、五戒、十善》 黃 衛 明

8 26 菩薩的精神《四無量心、四攝》 陳 慧 儀

15 27 菩薩的利世行《六波羅密多》 陳 慧 儀

22 28 菩薩的利世行《六波羅密多》 陳 慧 儀

29 29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 一 ) 黃 燕 萍

10 6 30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 二 ) 楊 錦 全

13 31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 三 ) 楊 錦 全

20 32 阿含選讀 湯 偉 平

27 33 阿含選讀 湯 偉 平

11 3 34 印順導師 - 人間佛教 胡 薄 淑 貞

10 35 座  談  會 眾 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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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佛學會主辦

2019《佛家經論選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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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pm – 9:00 pm

瑜伽師地論

意地

(朱元鶴居士)

3 4、11、18、25
4 1、8、15、29
5 6、20、27
6 3、10、17、24
7 8、15、22、29

十住毘婆沙論

(伍松居士)

8 5、12、19、26
9 2、9、16、23、30
10 14、21、28
11 4、11、18、25
12 2、9、16

月 份
日期/星期四

7:30 pm – 9:00 pm

雜阿含經選讀 

(戴燕楣居士)

3 7、14、21、28
4 4、11、18、25
5 2、9、16、23、30

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分決擇

(趙國森居士)

6 6、13、20、27
7 4、11、18、25
8 1、8、15、22

大乘入道次第論

及開決記
對 讀

(吳潔珠居士)

8 29
9 5、12、19、26
10 3、10、17、24、31
11 7、14、21、28
12 5、12

 課程/ 講 者  

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話：2570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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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會訊一八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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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實教判為十一、十二

兩種法界，而天台、賢首

等判為圓教，不作十二法界論，指

圓教即是實教，亦似知一乘在三乘

外，以圓教在藏通別三教外，判法

華為純圓獨妙，他教非妙，應如何

區別？

彼等未知一乘為何物，假

圓教為代替一乘，他們的

圓義是徧於各教，故有兼對帶純之

說，而一乘並未散入三乘教內，一

乘就是一乘，不許一乘實教中，有

其他權教滲入其中，亦不許一乘實

教，流入權教方面去，這便是另立

十二法界的界說。他們說圓人說法，

無法不圓，一圓一切圓，一乘人不

能如是說，一乘一切都是一乘，一

實一切實，又他們說圓教，以攬一

切不圓為圓，解法華一乘之教，攬

五乘綜合融通為一乘，則一切雜乘

均是一乘，如舉手低頭皆成佛道，

即一切異方便法，無不是一乘圓教，

此種妄談盡人皆爾。若不別列十二

法界，佛亦不應講《法華經》，又

中國人不但不知一乘實法為十二法

界，即使三乘權法亦是糊塗亂說。

維新佛學不見如何的新，所

依的佛經，仍是舊經，何來

新的？

言新者，非別有新法為新，

即舊佛法是新法，因佛說

《法華經》超出一切經，最後新出，

故名新教，《法華經》宗旨不同餘

經，餘經絕無此義故新也，不能如

天台宗判五時教中有通五時，若言

釋疑集
（之二）

遠參老法師解答

問：

答：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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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五時者，《法華經》義通到各經

去，則時時都有法華，處處亦是法

華，如明之蓮池大師，題綉法華讚

云：「四十九年間，開示佛知見，

得此一毫端，一切麈中現，人皆用

筆墨，爾則針和線，葉葉蓮華生，

字字光明徧，心相本無形，即境能

轉變，我以筆作舌，今用斯為薦，

共結菩提緣，永轉空王殿。」這種

見解，即是《法華經》亦是舊，因

時時說故，任何一經都是法華，則

無法華也。又以一切時說的，無一

不是法華，如中國人所知的經甚多，

其中一切偽經亦是法華，真如食蜜，

中邊皆甜，蜜本中邊皆甜，唯佛法

六乘未必為一味，如是義故，法華

為新教，尊重法華一乘三寶，故立

維新佛學。又中國從昔以來所有的

提倡，皆邪見舊教，今日不能照前

人的邪說，故名新也。

維新的見解乃一人之見解，

亦應得別人作證方可。如

《六祖壇經》中說：「永嘉玄覺禪師，

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

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

偶師弟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

暗合諸祖，策云 : 仁者得法師誰？

曰 : 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

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已後，

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 : 願

仁者為我證據。策云 : 我言輕，曹

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

法者，云云。」觀此前人雖自悟，

仍需證明，維新若無證明，真天然

外道，如何？

照玄策之言，從威音王已

後，所有一切佛皆外道也。

釋尊當然不在例外——佛既是外道，

一切佛弟子，又何能超外道呢？昔

龍樹菩薩出佛滅後五百餘年，讀大

乘經發明大乘，未有師承，亦沒

有證者，亦應是外道啦，當知玄策

之語乃欺人耳。《法華經》自羅什

法師譯入中國，一千餘年，講者、

註者、論者、涉及者不少，敢斷從

沒有一人夢着隻字，又覓誰作證

呢？ ......

若將夜覩明星悟道成佛，

認為外道者，理由可得聞

乎？

此種妄語，並不見出於任

何正典，以後人妄立的誑

語。絕不合佛理，佛教任何種大小

乘理，未見本然理，三歎中言「一

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就不

合理也，且問為何而有「如來智慧

問：

答：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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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相」？難道此等智慧本自天然耶？

又當時並未有甚麼人天在前，而三

歎奇哉，對誰而歎，況三歎乎？若

自悟亦不應歎，可知由後來妄人妄

說令一般狂人盲信以為眾生皆有佛

性，自己亦眾生，亦應是天然佛，

此語成佛教根本錯誤 ......

悟道為妄語，拈花微笑，

不應是虛妄，而言妄語者

理由作何說？

拈花實無其事，只套《法華

經·信解品》，迦葉等四大

菩薩之意。言拈花，即套佛說法華，

假作拈花，實相無相、正法眼藏等

語句皆法華一乘之義，但不解何為

實相，何為正法，何為眼藏等……

又法華會中一切三乘聖人及人天少

部皆同樣得一乘，皆授記作佛，不

是付迦葉一人，亦不是由迦葉傳阿

難……可知拈花一段虛偽妄語，人

人受惑。

中國千餘年的老大佛教，

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最可

尊重者是出家，居住大小寺宇，或

深山窮谷，有得道者，有立德者，

有鑽研教理者……若言各宗派都是

邪說，即抹煞一切，作此武斷太過

甚吧。

若言武斷，盲也，彼等得

道立德等等……並未抹煞

他，不過不敢認可為教中人罷了，

他有他的道，他有他的德，焉敢抹

煞他人的好處，若定說是佛教中人

呢，真真不敢許可也。

此種學說，禪宗的雲門祖

師，似得早已見到，如言

「釋迦誕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日

老僧若在一捧打死餵狗食去，貴徒

天下太平」，這是禪宗的尖銳化，

而今維新，亦不過步雲門的尖銳化，

抹煞一切，有何新哉？

雲門有雲門的尖銳化，維

新絕不是這一套，

切勿誤會。……

釋疑集之二

問：

答：

問：

答：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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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我佛為滿往昔慈悲願力

救濟眾生故，示現世間，住世七

十九載，說法四十九年，教化度

脫束縛眾生，以恆河沙計，化緣

既畢，示入滅度，聲教流傳仍

能相繼，如燈續焰，如佛住世不

異，所謂正法不滅者，資賴有出

家僧侶為內護，在家國王長老等

輩為外護，方能延長不墜，迨至

後漢聖教傳入中土，雖亦有國王

大臣為外護，出家僧侶為內護，

惜乎缺乏統一教權之制度，一任

自由，好作福者廣造寺宇，多施

田產，厚積僧糧，於是乎不良分

子藉此安身，一生衣食住從此解

決，更不知佛教為何物，習俗相

沿，遂成俗化，雖名為出家，實

乃變相家庭，認寺院為己有，產

業為私物，置佛教於不聞不問，

整理佛教
一點意見

只知養尊處優，多納徒眾，不

分良歹，致使佛教墜入不可收拾

的狀態，悲夫！欲事整頓，實非

易事，試問佛教因何而衰，寺產

因何而敗乎？實由多數僧侶腐敗

所致也，僧侶腐敗原因何在？由

濫收徒眾故也，又因何而濫收徒

眾？皆由不知教義，不敬愛佛

教，不擇良歹故也，彼等不知教

義不敬愛佛教，復因何所致乎？

皆因不學故也，彼等又因何出家

不學乎？實因無人教授故，如得

教授人才，不致失學，若有學識

便能愛敬佛法，以愛敬佛法故，

不致濫收徒眾，若不濫收，則不

養成一般敗類僧侶，若無敗類僧

侶，便能杜絕社會種種詬病，

於是佛教雖不振，亦不致如是

衰微，寺產亦可保存也，據上理

遠參老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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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欲振興佛教保存寺產者，必

先培養僧材始為有效，欲得培養

僧材，須創辦佛學院，才能收其

實果，有了僧材，何事不可辦？

諸發心護法者可謂功德無量，惟

必應察所護者，是法非法，有

法無法，若只以修寺保產，並無

佛教關係，非護法也，乃護寺產

耳，若護寺產，雖能令一般腐敗

僧，得其養尊處優，無衣食之

慮，既無佛學，難免不作罪惡，

彼既作罪，則護寺產者，未必得

福，又護而隨失，則護不勝護，

如是護之何益，我粵原有大小寺

菴數百所，只以大叢林計，廢清

時代共有二十六間，今所存僅二

三而已，此二三間雖存，於佛教

又何益乎？餘小寺不足說也，又

各寺之習慣，必該寺之僧，認本

寺及產業為己有，絕不許他寺僧

侶過問，由是互相猜忌，不相愛

護，只有我存彼亡之觀念，如是

者，護寺護產護此資格之僧，又

何益哉，故護法者必須切實認識

佛教寺產，乃佛教公產非私產，

住持權者公選德學兼優者任之，

辦法如下例：

一、興辦佛學院培植僧材。

二、宣傳佛法化導社會。

三、興辦社會慈善事業

 （醫院、義學、施衣食等）。

四、整頓教理及清規。

僅略述一愚之見，以供護法

諸公公決，然乎？否乎？

（轉錄新加坡中華佛教會

佛教季刊第二號）

整理佛教一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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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的
由興到衰及其
未來的展望

-----訪問印順導師

訪問記錄者：郭忠生

深秋，風和日麗的早晨，車行

高速公路上，漠然望著天邊浮雲，

心裏卻關心著身旁宏印法師所談著

的佛教現況。

九時出頭，來到了新竹青草湖

畔的福嚴精舍。一年前，這裏是美

國佛教會所附設的譯經院，而今則

是真華法師和能淨法師所領導的福

嚴佛學院。未入大門，一排青翠

雄偉的龍柏樹就映入眼簾，和著

晴空的蔚藍直攝人心。如茵的青草

地上，聳立著翩翩風采的一代高僧

──印順法師，他穿著一席玄色僧

衣，眼睛直望著來客，卻笑容可

掬地與身邊的性梵法師和明聖法師

交談著。性梵法師是精舍的現任住

持。宏印法師讚歎地對我說：「導

師看來還蠻健康的」！我嘴裏附和

著，心中卻深深為中國佛教慶幸；

總覺得他老人家健朗一天，中國佛

教就輝煌一天！悠悠然，耳邊又響

起在教內時常可以聽到的一句話：

現今真正能為中國佛教的未來說幾

句話的，非法師莫屬了！

	聆聽法師法音的，除了性梵

法師，宏印法師和明聖法師之外，

還有新竹工業技術學院的許巍文博

士。許博士說，遠在美國的李恒鉞

博士也希望能夠聽聽導師的法音，

他預備把錄音帶寄到美國去。臨別

時，許博士還特別叮嚀著，這卷錄

音帶要好好保存！然而，在這裏必

須向各位道歉的是，這次的錄音效

果不佳，底下的訪問稿漏掉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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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問：

答：

精彩而珍貴的片段。雖然就是這些

不完整的訪問記錄，已足夠我們讚

歎了。聽了法師的法音，真有「星

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感覺！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餘

年，從隋唐的輝煌燦爛，

經宋明的守成，而到今天的衰萎，

其中必有根本的原因。正當今天中

國佛教復興的時刻，了解過去的輝

煌、守成，和衰萎，必定有助於未

來佛教的復興與開展。因此，一開

頭我們即首先請您說明過去中國佛

教之所以輝煌燦爛的原因。

中國佛教值得稱道的應該

不只一宗一派。像天台、華

嚴恢宏博大的教理研究，禪宗、淨

土在修行方面的成就，都是值得我

人讚嘆的！說到為什麼會有這些輝

煌的業績，可以從兩點來說明：首

先，從宗教的本質來說，各宗各派

的成立，都是建立在由修行而證得

的某種體驗。這不但限於禪、淨這

些注重修行的宗派，就是台、賢等

注重教理開展的大德們，也都是從

修證而建立起他們的理論。所以，

在《高僧傳》中，台、賢等宗的大

德們，也都被稱為「禪師」，而不

單單是「法師」，這就是所謂的「從

禪出教」。這種「從禪出教」的精

神，才能發揮宗教的真正偉大的力

量，所建立起來的理論，也才具有

生生不息的真實性；這在中國是這

樣，在印度也是這樣。

但是，單單是修持還是不夠

的。在古代，接受佛教的大多是知

識份子，像慧遠、道安諸大師，

以及後來的智者、法藏、玄奘等大

師，他們之所以在教理上有那麼多

殊勝的成就，正因為他們對固有的

中國文化有深刻的認識，如此，佛

法與中國文化互用，才開展出那麼

宏偉的思想體系來。不要說這些特

重義學的宗派，就是講究實修的禪

宗、淨土的大德們，也是這樣。例

如明際的蓮池大師以及近代的印光

大師，他們為什麼能在佛教界有那

麼大的成就，這無非也是他們對傳

統儒家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從這一

點來看，知識份子的加入佛教，是

佛教能否輝煌的一個重要因素。從

各宗各派大德們的修持及世學的深

刻認識，中國佛教在過去的能夠

輝煌，可以說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的！

從您的分析，使我們慶幸今

天臺灣有大批的知識青年

參與佛教的重建行列。然而，這是

不夠的！佛法浩如煙海，沒有專業

而長期的訓練，必難登其堂奧。因

此，我們不能坐待有成就的專家學



17

答：

者進入佛門，而應該更主動、更積

極地廣設佛學研究院，充實弘法人

才的世學，使每一個出家師父都成

為學貫中西的學者，這樣才可能開

展出新的佛教前途。其次，請問：

佛教既然有這麼光輝的過去，為什

麼到後來卻漸漸衰萎，只剩下禪、

淨二宗，甚至脫離社會，而被某些

人視為悲觀、消極的宗教？

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

先，在教理方面，隋唐時

代，天台、賢首二宗已發展到很高

的階段，一般人學養不夠，不容易

完全了解這種高深博大的思想。因

此，漸漸地，各宗各派的後代弟子

們，都把祖師們的著作當做不可疑

議、不可更改的權威。他們在教理

上不能推陳出新，只好走上圓融、

綜合的道路，以致在思想上陳陳相

因，沒有批判的精神。再加上印度

方面沒有新的經論傳入，佛教義學

也就走上了衰萎的道路。

	另一方面，宗教的本質是重

實踐的，只做學問的探討，從宗

教來說都只是第二義，然而一般的

信眾，卻不容易把握實踐的本義。

經論上說，修菩薩行需要三大阿僧

祇劫才能成就；又說發菩提心者無

量無邊，而真正能夠成就的卻只有

一、二。這種真菩薩行的實踐本

義，對一般貪求個己解脫的眾生是

難以信受的，他們害怕困難的真菩

薩行，轉而要求簡易能行的法門。

於是，禪、淨等重視實修的簡易法

門因此而普遍地發揚開來。

然而，淨土的本質是重來世、

重死後，而不注重今生今世的實際

安樂，這可以稱之為「來生的佛

教」。而禪宗則是趨向山林靜修的

「山林佛教」，雖說什麼地方都可

參禪，但實際上所有禪宗的叢林

都建立在人跡稀少的深山裏面。在

這種情形下，重義理的宗派在多圓

融、少批判的思想下衰落了，而

禪、淨這兩個盛極一時的宗派，卻

一個傾向山林，一個傾向來生！也

許我們不一定要用「消極、悲觀」

的字眼來描寫這種畸形的佛教，而

實際上它的確是忽略現實、脫離社

會的佛教！特別是在明太祖時代，

他受儒家的影響，不讓佛教干預政

治及社會事務，他把所有的出家人

都趕到山裏面去，不讓出家人離開

山林。所以一般人認為佛教不問

世事，實際上，佛教要問世事也不

行。你不問世事，人家就攻擊你，

說是悲觀、消極；但是，一旦你

露出要問世事的跡象，那又不得了

了！在這種情況下，佛教自然一天

天走上衰微的道路。

中國佛教的由興到衰及其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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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所以，修持當然是最重要的，

沒有修持就沒有宗教體驗，沒有宗

教體驗就不容易產生堅定的信仰。

但是，奉勸淨土的行者，在一心祈

求往生之外，也應該注重現生的實

際事務，要能夠學習永明延壽祖

師「萬善同歸」的精神，什麼事都

要做一點，不要荒廢世間的事務才

好！至於禪宗，現在已經衰亡了，

因此也就不必去管它了。我想，在

注重現生的實務這一方面，當今的

佛教徒也漸漸有所認識，今後，像

「悲觀、消極」的說法，在佛教必

定也會漸漸消失了！

在教理方面，佛教過去最

輝煌的成就之一是各宗各

派的「判教」。判教可以說是對大

小經論的消化融通，有其特殊的意

義。然而，各宗各派所判卻大相逕

庭。天台說法華最究竟、華嚴不夠

圓融；華嚴則說華嚴最圓滿、法華

只是「同教一乘圓教」。甚至天台

山家、山外之爭也似乎流於意氣，

不以立論的是否對錯為標準，而以

是否合乎自家思想而斷是非。目前

「判教」之風雖已時過境遷，卻仍

有許多人提倡這些。請問，在這諸

種紛爭當中，當今的佛教徒如何看

待它們？

簡單說，判教是對佛法中

各種不同說法的一種抉擇。佛法中

有許多不同的見解，難免會有人想

對全體佛法加以貫通、調理，使它

們各安其位。所以基本上，判教不

是抹煞別人；雖然某些教法被判

得較高，而實際上還是承認別的教

法。不過，在宗派的信仰上，總是

尊重、推高自己而貶低他人，所以

在往返的討論當中，難免發生一些

小紛爭。但是，從世界各種思想、

宗教或政治的爭執來看，佛法在判

教上的差異，只算是小小的爭執罷

了！隨著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隨

之而來的佛教史的各種成就，現代

的佛教徒漸漸能夠看清佛法中之所

以有各種不同學說的原因。因此，

當今的佛教徒也比較能夠超然地欣

賞古代各宗各派的判教。太虛大師

曾經說過，各宗各派的不同說法，

都是適應某些時代、某些地區、某

些信眾的思想而形成的，所以它們

都各有各的價值。

不過，在現代科學進步、工業

發達的時代當中，現代人的想法、

需求，必不同於古代的社會。因

此，為了適應當前的思潮，也可能

產生不同的判教。我們不必一定以

為過去的說法都是要不得的，不過

我們也應該洞澈當代人的需要，本

著全體人類的共同趨勢，提出比較

能夠適應當代人的看法。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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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那麼，請問當代人需要什麼

樣的佛教？

太虛大師曾經依過去中國

佛教的情況說了一些話：

過去的中國佛教徒偏重於自修，而

對現實世間的事務較少過問；如果

以後再繼續這樣下去的話，中國佛

教終究免不了消極、悲觀之譏。另

一方面，過去的中國佛教對天神乃

至具有神力的菩薩談得較多，如果

以後再繼續這樣談下去的話，中國

佛教也難逃迷信、落伍之譏。所以

太虛大師提倡他所謂的「人生佛

教」，他說：每一個佛教徒都應該

立足於現實人生當中，以追求德行

的圓滿；用一句中國的老話說，就

是所謂的做「好人」。所以大師說：

人成佛即成。這的確把握住大乘的

真精神了！

但是，中國佛教向來是過分迎

合民間信仰的，所以神話的色彩相

當濃厚，什麼天啦、神啦，對一些

神秘的境界也極盡其讚美之能事。

這樣一來，雖是「人生佛教」，

仍然免不了受過去包袱的拖累，而

抹上一層出世、消極和迷信的色

彩。所以我就進一步提倡「人間佛

教」，因為釋迦牟尼佛是在人間成

佛的，所謂「佛世尊皆出人間，非

由天而得也」，這是佛法本有的原

始思想，也是大乘佛法入世的真正

精神！

其次，從原始佛法的研究，我

深深體會到佛教是「法」與「律」

合一的。當然，「法」是諸法的

實相，是成佛的關鍵所在；但是為

了得到這「法」，不同的人可以結

合在一齊彼此互相切磋、研究，這

就引生了「律」。佛陀在世的時

代，依「律」而和合起來的出家人

稱為「僧伽」，僧伽中的個人由於

團體的提攜、勉勵而有更快、更高

的成就。現在時代不太一樣了，除

了出家眾之外，還有許多在家的修

行者，他們也可以組成在家的團體

（像居士會）。這些團體不應該只

限於定期做做法會、念念佛、打打

坐，而應在組織方面加強，做一些

更能適應當代思潮的活動，如此佛

法才能夠在現時代生根、茁壯！

說到當代人所適合的佛教，

就想起當代佛教徒常有的

一個問題：在這工商業的繁忙社會

中，一個佛教徒如何修行？請導師

開示。

談到修行方法，雖然有很

多，但是其中有許多都是從

宗教儀式轉變過來的，例如禮佛、

拜山等等，它們不過是一種外表的

儀式而已。我以為，真正的修行還

中國佛教的由興到衰及其未來的展望

答：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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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離不開戒、定、慧三增上學，沒

有這三學，其他都只是外表的、形

式的而已！不過修定、修慧是不容

易的；在這裏讓我來介紹一個大

乘初期的修行方法。從各種經論看

來，當時的大乘行者雖然也修禪

定，不過他們都像《阿含經》的彌

勒菩薩一樣，不修深定，因為修深

定必會耽著於禪樂當中而成小乘。

所以小乘行者說證得什麼「果」，

而大乘則說得到什麼「忍」──柔

順忍、無生法忍。到了無生法忍好

像已經修行得很高深了，但還是沒

有證入實際。這不是說大乘菩薩沒

有能力證入，而是他們不願意證

入，因為他們要「留惑潤生」，救

度眾生！

其次，談到修慧，也就是修般

若空慧。這必須在現實的世俗事務

當中觀空而求得勝解，然後把它表

現在日常的生活當中，以做教化事

業。空，容易被誤解成消極的，而

實際上空是最積極的；得空慧的勝

解之後，即能不怕生死輪迴的痛苦

而努力地去度眾。這並不是說修空

慧的菩薩沒有痛苦或不知痛苦，而

是說他們雖有痛苦、知道痛苦，卻

能依照空慧所顯發出來的勝解，了

知其如幻如化而已。這些說法，不

但早期的般若、中觀這麼說，就是

稍後的唯識經論也是這麼說，只是

方式有點改變而已。所以，談到適

應當代思潮、人心的修行法門，我

就想到了早期大乘的般若法門，也

就是《阿含經》中彌勒菩薩所示現

的榜樣──不修（深）禪定、不斷

煩惱！

總之，我們應該了解，生命是

無限延伸的，我們應該在長遠的生

命之流當中，時時刻刻不斷的努

力，不要急著想一下子就跳出這生

命之流，因為跳出生命之流必定脫

離眾生，而落入了急求解脫的小乘

行！所以太虛大師說他自己「無即

時成佛之貪心」。真正的修行應該

是無限的奉獻，一切功德迴向十方

眾生；本著這樣的精神念佛、打坐，

才能契入大乘的心髓！

您時時提到太虛大師，以及

他所提倡的「人生佛教」。

對老一輩的大德長老們來說，太虛

大師的德行及其對中國佛教的貢獻

都耳熟能詳；然而對現在的臺灣年

輕的佛教徒來說，虛大師的行誼

仍然相當陌生。您能為我們分析一

下，為什麼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

沒有更輝煌的成就？

談到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

運動之所以受到那麼大的

阻力，那是理所必然的。宗教改革

和政治改革一樣，不單單是一種思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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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種理論的改革，而且牽涉到

整個制度的改革。就制度的改革這

一方面，必然的會開罪當時各寺

廟、各叢林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

呼聲愈大，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壓力

也就愈大。另一方面，當時民智

初開，隨著宋明以來佛教的沒落，

當時佛教徒的知識水準相當低落，

他們總以為傳統的祖師所立下的教

條、制度如何如何圓滿、偉大，卻

不能像大師那樣，看到新時代所面

臨的各種新問題。在這種情形下，

虛大師的改革運動自然會遭到難以

想像的阻力。不過，隨著時代的進

步，新一代的年輕佛教徒已經具備

開放的心胸、前進的學養，因此，

雖然目前沒有像虛大師那樣的偉人

出來領導佛教的改革，但是卻也漸

漸能夠體會其苦心，而走向革新之

道！

現在，讓我們換一個話題。

您是目前國內在佛學研究

方面最有成就的學者，也是少數幾

個能指出中國佛學研究方向的專家

之一。請問：一個佛學研究者應該

注意的是什麼？中國佛學研究應走

什麼樣的一條路？

我覺得一個佛學研究者，不

管是走考證的路，或做義理

的闡發，都必須以佛法的立場來研

究。一個佛學研究者最忌諱做各種

的附會，例如把佛法說成與某某大

哲學家或流行的思想相似，然後就

沾沾自喜，以為佛教因此就偉大、

高超了起來。這種做法出自於對佛

法的信心不夠，才需要攀龍附鳳地

附會。其次，一個佛學研究者應該

為求真理而研究，不要表現自己。

研究佛法的人，應該抱著但問耕耘

不求收穫的心情，一個問題即使一

輩子研究不出結果來也無所謂。第

三，一個佛學研究者必須具備客觀

的精神，他的最高目標，應該在找

出佛法中最足以啟發人類、改善社

會人心的教理，把佛法的真正面

目真實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不要自

以為佛法中什麼都好、什麼都有；

要知道佛法只要有其不同於其他世

間學問的地方，那怕是微乎其微的

一點點，佛法仍然會永遠地流傳下

去，因為人們需要它。

在傳統的中國佛教徒當中，要

研究佛法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們認

為佛是修行出來的，那裏需要研究

佛法！這話雖然說得不錯，卻足以

造成偏差。所以在寺廟裏想要做深

入的研究相當不容易，尤其是個人

的精力、時間都非常有限，想要在

佛學研究方面有大成就是相當困難

的。所以，如果一些有志於佛學研

究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互相討論、

中國佛教的由興到衰及其未來的展望

問：

答：



22

妙華會訊一八年第四季

切磋，這樣團體式地工作，我相信

比較可能有成功的機會。我們看看

日本，他們這方面的研究相當成

功，姑不論他們研究的方向是否正

確，但是他們的成果卻受到舉世的

注目，因此也提高了日本佛教的世

界地位。我們實在有向他們學習的

必要！

說到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

盛，我就想起國內有些人士

對日本佛教的歧視；他們說日本佛

教和中國佛教完全不同，不足以效

法。這種說法您認為怎樣？

在古代，大小乘佛教的思想

差異，曾經爭執得互不相

容，而現在卻漸漸成了過去，彼此

也漸漸地傾向於互相容忍、瞭解。

像泰國、錫蘭這些小乘國家的出家

人，也慢慢地走向了社會。而對經

典的成立年代、過程，大乘佛教的

信眾，也在多方研究、會通之下，

承認某些以往所不願面對的事實。

我想，中國和日本的佛教之間，也

是這個樣子。

中國佛教目前以淨土宗最為盛

行，其實日本的佛教，像親鸞以及

東本願寺、西本願寺這一派，實際

上也是繼承中國本有的淨土思想。

日本這一派的佛教，以信仰為主，

這正是中國兩個淨土思想中曇鸞、

善導這一流的說法。他們不重視

戒、定、慧的有無，而特重信願往

生，所以發展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

情形，這當然和目前流傳在中國的

淨土思想不完全相同。目前流傳在

中國的淨土思想，如印光大師等，

是比較接近慧遠這一派的思想，而

慧遠大師不但信願持名，還重視戒

定慧的修學。

中國佛教的本質是偏重修行

的，然而目前在修行方面有幾個大

成就的？在教義的研究上又比不上

人家。我們實在應該老實承認自己

的不足，好好地努力！

最後，是否可以請您談談您

研究佛法的經過？我相信

這一定有助於那些有志於研究佛法

的道友。

最初我看了一點佛書，我發

現經論上所說的佛教，似乎

和一般寺廟或出家人所說的不太一

樣。所以，我一直想要知道，真正

的佛教到底是什麼？乃至為什麼眼

前的中國佛教有不同於經論中所說

的現象？

我真正開始研究佛法是先從三

論、唯識入手的，不過對這些經論

也沒有什麼心得。這也許是因為我

的興趣比較廣泛，看的經論也是多

方面的關係。所以我只能說是個

答：

問：

答：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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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泛）字，並沒有對一經一

論做特別深入的研究。後來我又看

了一些小乘的論典；在四川，因為

法尊法師的關係，也接觸了一些

西藏佛教，尤其是藏傳有關中、後

期中觀的思想。因此，我也開始寫

了一點自己的東西。緊接著，我希

望對初期的佛法有進一步的瞭解，

所以我看了早期的一些經典，像

《阿含經》等，特別是律藏。我發

現，律藏不僅僅是記載出家人的戒

條，而且對佛陀時代的佛教制度，

乃至稍後各派都有記載。

在大乘佛法方面，起初我是依

論典去了解的，後來我有了不同的

看法。有人建議我把早期的作品

──《印度之佛教》重新付印，我

卻一直反對，原因是我不滿意那本

作品。那本作品雖有特色，因為它

在印度的中觀、唯識二大系之外，

又提出了以如來藏為中心思想的真

常系；但是，它的參考材料卻是以

論典為主的。而我發現，不管是小

乘或大乘，都是先有經後有論的。

例如中觀論系，是依初期的大乘

經，而結合了北方說一切有部的思

想；較後的唯識論典，雖尊重初期

大乘經，但卻是依後期大乘經，結

合了經部思想而成的。這兩系的思

想雖然不很相同，卻都是依經而造

論的。既然這樣，要說明佛教思想

的變遷，就不能以論為主，而應以

經為主，這是我不同意把該書再版

的原因。（按：該書在各方請求之

下，已於日前再版。）

另外我還發現，釋迦牟尼說法

的時候，並沒有完整地記錄下來，

而是口口流傳於當時乃至稍後的弟

子當中。如此輾轉傳誦，等到以文

字記載下來，已不免因時因地而

多少有所改變。又如佛經上說到

許多天文地理，這都是適合於當時

的常識，卻未必與現在的科學相

應。我總以為，這些天文地理，

都不是佛法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教

義，有它或沒有它都無所謂，它

們是否合於當代科學也無關緊要。

這啟發我對各種不同思想乃至不

同宗派採取容忍、欣賞的態度，

把它們看成是適應不同時代、不

同地域的不同文化，所以原則上

我對各宗各派沒有特別的偏見；有

人說我主張這個、打倒那個，實

際上我只關心什麼思想才是真正

佛的本懷。最近我正著手寫一本

有關初期大乘佛教的書（按：指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業已出版），然而年紀大了，體力

也漸漸衰了，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完成了！

（轉載自《華雨集》第五冊

一四五	──	一六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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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又見具戒，威儀無缺，

淨如寶珠，以求佛道。」

「具戒」不是指現在有的人受

的具足戒，而是說這些菩薩的戒行、

三業，都做到清淨。現在有的人即使

受了三壇大戒，也不一定能做得到戒

行具足，要身口意三業清淨，不犯十

惡，才稱得上「具戒」，這是最淺

的清淨。大菩薩的清淨，不但不犯十

惡，而且做到三輪體空，無能持戒之

我，也無所持之戒條，無能持所持，

無能犯所犯，也無身業可得，他們知

道身、語、意業皆空，通達一切因緣

所生，無有自性，一切法平等平等，

一切時如如不動。這樣，才是「具

戒」。

戒條有很多是很鎖碎的，如果持

戒者執著那些條文，不會變通，就變

成與戒相違。有般若空慧的菩薩，不

用死記硬背那些戒文，也不會犯戒，

因為他們通達一切法空，心中沒有煩

惱，又怎會作惡業呢？菩薩有道共

戒，或定共戒，自然無戒可犯，而戒

德圓滿。

現在受具足戒，有七日、二十一

日、一個月或四十九日等，引禮師會

教戒子怎樣頂禮，怎樣問訊，怎樣開

具搭衣，教一些禮儀，教一些行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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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的規矩。有的人受了三壇大戒，卻

不知戒為何物，這不稱為「具戒」。

菩薩由於三業清淨，自然就能

「威儀無缺」。「無缺」即無缺點。

「威儀」是由戒行表現出來的，比丘

戒有二百五十條，把日常生活的行為

規矩，一條條列得很仔細。一般說，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很難做到。

初學人要依戒條受持，等到智慧增進

時，由於戒行清淨，所表現出來的威

儀，自然莊重、祥和，沒有缺點，令

人尊敬，別人自然生起恭敬心，以他

做模範。所謂有威可畏（敬畏），有

儀可則（法則、準則）。

學佛人，修戒定慧，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一種威儀，很安詳，很自然，

而這種威儀不是裝模作樣的，不是世

間的儀態學校所能學得到的。出家人

要有四威儀︰行如風，坐如鐘，臥如

弓，立如松；走路直視向前。一個人

沒貪愛，沒瞋恨，沒企圖，沒慾望，

自然表現出心理正常，行為端正，

不令人討厭。威儀雖屬外表，但外表

是發自內心的。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威

儀，如果有惡習，行為怪誕，就沒有

威儀了，不但自己失禮於人，連整個

佛教都受影響。所以威儀也很重要。

佛世時的馬勝比丘，就是一個

「威儀無缺」的人，時常都是眼帘垂

下，目不斜視，五官純善祥和，舉手

投足都很安詳。有一次他托鉢入城，

舍利弗遠遠地看到他，不由自主地被

他的威儀吸引，對他生起恭敬心，上

前行禮，請問他的師父是誰？教甚麼

學問？馬勝比丘回答說︰「我的師

父是釋迦牟尼佛。」他並說了一首偈

語︰「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

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舍利

弗以前是外道的老師，是個很有智慧

的人，外道是講本體論，講第一因，

這一點他想不通，現在聽到因緣所生

法，聞所未聞的真理，馬上覺悟，並

和目犍連帶著二百弟子出家，都是由

好的威儀所引致。

「淨如寶珠」是用寶珠譬喻這些

菩薩的威儀、戒行清淨如寶珠一樣，

寶珠是指如意寶珠，不會染污，在任

何情形下，都光芒四射。這些菩薩能

做到三輪體空，無論怎樣恭敬他們，

他們也不會因此而歡喜；無論怎樣侮

辱漫罵他們，他們也不會生瞋恨心，

喜怒哀樂都不形於色，因為他們有般

若慧，通達一切法性空，甚麼情形都

擾亂不了他們的清淨心。他們就是這

樣修學佛道，志願成佛。

「又見佛子，住忍辱地，

增上慢人，惡罵捶打，

皆悉能忍，以求佛道。」

這裡主要講忍辱波羅蜜多。修

菩薩行要有忍辱力，沒有忍辱力是

修不了菩薩行的。例如，你修布施，

肯幫助人；但世間上有的人會恩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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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忘恩負義，過橋抽板；如果你沒

有忍辱力，就會生瞋恨心，這反而變

成罪過。持戒也要有忍辱力，如果沒

忍辱力，發起脾氣，犯了戒也不知。

《佛遺教經》說︰「忍之為德，持

戒苦行所不能及。」持戒、苦行都

沒有忍辱那麼大功德，不過忍辱要有

般若力，要不住於相，才能做到忍

辱，如果沒有般若慧，就會忍得很辛

苦，勉強忍就變成痛苦了，所以行菩

薩道，修忍辱是非常重要的。

《法華經》其中一品講常被輕菩

薩被人輕慢，也能忍辱，由於他精進

修行，受持《法華經》故，後來增加

了壽命，得到種種功德，令一部分四

眾知道懺悔，回復一乘，這是因有忍

辱力才能做得到，如果常被輕菩薩沒

有這種忍辱力，就不能教化眾生，就

不能令一部分人回復一乘菩薩道，雖

然有一部分人因毀謗而墮地獄，但最

後也有機會教他們回心。

在中國浙江省有一位布袋和尚，

傳說他是彌勒菩薩示現的，他是以忍

辱出名，他曾說過一首偈語︰「有人

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

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臉上，由

它自乾了，我也省氣力，他也無煩

惱，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

古人說，小孩子以哭為力，國

王以驕慢為力，阿羅漢以精進為力，

佛以慈悲為力，出家人以忍辱為力。

修菩薩行，忍辱是有很大的力量，能

維持功德不失。能忍辱，才可以做大

事。小不忍則亂大謀，而且會把所作

的功德化為烏有，一念瞋心火，能燒

功德林，前功盡廢。所以菩薩必須

「住忍辱力」，就算遇到增上慢人罵

他，打他，用物件擲向他，菩薩也

無所畏懼，因為他不著我相，不著人

相，不見能忍辱之我，不見侮辱我之

人，也不見所忍辱之境，通達一切法

空，別人打罵，就當打罵虛空，所以

全部都能忍受。

菩薩為何要修忍辱呢？因為修

行時會有增上慢人來侵害他們，惡

言相向，甚至用木棒打他們。「慢」

是恃著自己有力，有權有勢。「增上

慢」是超過一般的驕慢，是強有力的

驕慢。增上慢的人，多數是小乘中

的修行人，自以為將近到達聖人的境

界，其實是未證阿羅漢果位。他們

聞法少，認識少，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自以為修行好，道德高，已得解

脫。這種驕慢，過失很大，當定力盡

時，就會墮落，這時候，他們就會埋

怨佛︰「佛說阿羅漢是超出三界得解

脫，為何我們還會墮落？」於是謗佛

謗法，生起很大的罪過。

另一種增上慢人，是凡夫自稱

聖者，為了提升名節地位，說大妄

語，自欺欺人，種下墮落之因。尤其

有些聲聞人，一向學的是小乘經，

自以為自己修得很好，有定力，能

持戒，看見菩薩修種種行，為利益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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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施行方便，遷就眾生根機來教

化，所以大乘經有些文義是變通了

的，不合小乘的思想，於是他們就會

毀謗大乘經，說︰「大乘非佛說。」

如《法華經》的持品、常被輕慢菩薩

品，有講小乘人輕慢一乘人，認為這

些經典是一乘人自己作的，不是佛說

的，聲聞人一向聽到的都不是這樣

的，所以他們就會同菩薩作對，就會

瞋恨菩薩，甚至打罵菩薩。

世間人認為，有仇不報非君子；

而佛教是提倡忍辱、和平，制止生

瞋恨心，那些菩薩被人打罵，都能忍

受，他們就是以修忍辱來求佛道。忍

辱力包括有毅力、精進力、長遠心。

菩薩要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如果不

忍辱，怎能求佛道？怎能三大阿僧祇

劫行菩薩道？怎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

行一乘菩薩道？一生瞋恨心，就會退

墮，怎能成佛？所以在逆境中，遇到

不如意事，都要忍受，才能進步。

「又見菩薩，離諸戲笑，

及癡眷屬，親近智者，

一心除亂，攝念山林，

億千萬歲，以求佛道。」

戲笑以及癡眷屬，對行菩薩道

是有所妨礙，所以要遠離。「戲笑」

的「戲」是戲論，「笑」是不嚴肅，

不真誠，說戲弄人的話。戲笑與修學

佛法是相違的，會令人心散亂，心浮

氣躁，妨礙攝心修定。修定要心智

寧靜，身心清朗，所以必須「離諸戲

笑」。有些人特別喜歡戲笑，如果親

近得多，連自己也變成愛戲笑，所謂

近朱者赤，心越來越散亂。

「眷屬」是家裡人，如夫妻、父

母、兒女、兄弟、姐妹、親戚這些時

常接近的人，有直接或間接血緣關係

的都是眷屬。「癡」是癡迷，令人愚

癡、執著、貪戀的就是「癡眷屬」。

對愚癡的眷屬過於迷戀，貪愛心就會

生起，你越愛他，越令你生煩惱，你

就無法靜下來修定，所以要離開癡眷

屬，要善於觀察我空，人空，眷屬也

空，能夠成為你的眷屬，是由於有某

種因緣，無因無緣不成眷屬，他們不

一定永遠成為你的眷屬，何必太癡愛

呢？

「離諸戲笑」主要是離掉悔蓋。

離癡眷屬主要是離貪欲蓋。既然是

要除五蓋，就要「一心除亂，親近智

者」，親近明理有智慧的人，如有疑

問，智者也可為你解答，令你明白，

令你消除種種疑惑，使你除掉五蓋中

的疑蓋。

「一心除亂」，即是專一其心。

以五蓋來講，能專一其心地修定，也

可除睡眠蓋，如果你有睡眠蓋，頭腦

就會很糊塗、迷悶，沒有精神支持下

去。

「攝念山林」的山林，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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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深山，也可以說是在清淨的地方

收攝自己的妄念，這主要是指除瞋恚

蓋。妄念就好像空氣中的微塵，我們

平常不易覺察，如太陽光從門隙照射

入暗室，就可看到有無限的微塵在湧

動。我們在一秒鐘的時間裡，就可生

起幾百個妄念。我們的妄念，就要靠

禪定來對治。

有的經講，修行人有幾件事要

遠離百由旬，要避開這些事︰避開人

供養；避惡友，惡友會令你散心、貪

愛、退墮；避惡眾，遠離鬥爭戲笑的

人，離開貪名奪利的人。如果你的程

度高又另當別論，如觀世音菩薩、文

殊菩薩等，他們可以轉化這些人；但

當你程度不高時，可能會被惡友轉

化，就要避開他們了。

「億千萬歲」是說菩薩修行，

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要億千萬年修禪

定，離開戲笑地修行，離開五蓋的障

礙，而求佛道，直到修成功為止。

「或見菩薩，肴饍飲食，

百種湯藥，施佛及僧；

名衣上服，價值千萬，

或無價衣，施佛及僧；

千萬億種，旃檀寶舍，

眾妙臥具，施佛及僧；

清淨園林，華果茂盛，

流泉浴池，施佛及僧；

如是等施，種種微妙，

歡喜無厭，求無上道。」

這裡是講彌勒菩薩在佛光中見到

他方世界的菩薩修布施波羅蜜，他們

的布施是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四

事供養。

「肴饍飲食」，是講這些菩薩

用最好的食物供養佛以及供養眾僧。

一心修供養，盡自己所能，盡量做到

最好。「肴饍」是好的飯菜，「飲」

是流質、飲料之類，「食」是固體食

物。

「百種湯藥」是指有營養的補

品、湯水。出家人把吃飯當作吃藥，

把飯菜當作良藥，令身體健康，吃飯

是為了對治身體的枯槁，怕身體支持

不住，沒力量修行。出家人要食存五

觀，其中一觀︰「正視良藥，為療形

枯」，不是為貪好味道。

「名衣上服」是用名貴的衣料

縫製的衣服，這些衣服，「價值千

萬」，有的是無價的寶衣。菩薩用這

些衣物供養佛，供養僧。穿著名貴的

服飾，並不合佛教的原則，其實佛沒

叫施主供養這些名貴的衣物，有的佛

弟子還穿著檢拾於塚間的糞掃衣，佛

當時教弟子不需苦行，但要淡泊，

以清潔為原則，不穿白衣或鮮豔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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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只不過供養的人，盡他的供養

心，恭敬心，布施心，而送最名貴的

衣物，認為這樣才滿足他的供養心。

有一次，佛的姨母做了一件金縷衣供

養佛，佛也接受，並穿了起來。施主

恭敬供養你，只要你不存貪愛心、虛

榮心，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沒有執著

心，穿糞掃衣不會覺得失禮，穿金

褸衣也不會覺得很高貴，只要用平常

心，穿甚麼也沒有關係。

有的菩薩布施「旃檀寶舍」，用

最貴重的旃檀香木，建成很寶貴的房

舍，還布施很多妙好的床鋪，讓佛和

弟子居住。

精舍外還建造清淨的園林，讓出

家人散步，可以經行林中。園林中花

果很茂盛，還建造「流泉浴池」，把

山上的泉水引入園中；因為印度天氣

比較熱，建造浴池可以讓人沐浴，使

人清涼。這是描寫大施主為盡自己恭

敬的能事而供養得這樣好，不是佛與

僧人貪愛這樣好的環境。

「如是等施，種種微妙」，有一

類在家菩薩，這樣用種種不同種類的

物品布施供養，每種物品都是很微妙

的、最上乘的。他們不是布施一次就

滿足，而是很熱心、很歡喜、沒厭足

地布施。

如果用歡喜心布施，是出於自

然，出於誠敬，布施很多仍不滿足，

不是受別人影響的；如果受別人影

響，看到某某人拿很多東西布施，自

己千方百計也要跟著布施，否則會覺

得不好意思，不布施就認為沒有面

子。這樣的布施是著相的布施，不會

歡喜，反而會痛苦，甚至生厭。

藥王菩薩燒身一萬二千歲供養，

都不滿足，還要燒臂七萬二千歲來供

養，想盡辦法供養，這就是「歡喜無

厭」的供養。他方世界的菩薩，不是

受了別人的鼓勵、影響、或引誘，是

自然而然，從恭敬心出發，一次、二

次、百次、千次，乃至無量次供養，

他們都是那樣的歡喜。能做到「歡喜

無厭」的布施，不是一般的布施，而

是能做到三輪體空，有般若慧，觀察

到一切都是無常的，不見能施之我，

受施之人，也不見布施之物。用無常

的四大五蘊的身體布施，可以增進自

己的福德智慧。智慧命是堅固的，色

身是無常的，不必太愛惜無常的色

身；世間的財寶，也是無常的，總有

一天會散滅，如果用來布施修福，利

益大眾，就變成功德，把無常之財變

易為成佛的功德財，把無常的色身變

易為法身，無常的身命變易為慧命，

這就是以三不堅法變易為三堅法。菩

薩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能「歡喜無

厭」地布施，以求無上的佛道。

「或有菩薩，說寂滅法，

妙法蓮華經序品講記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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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教詔，無數眾生；

或見菩薩，觀諸法性，

無有二相，猶如虛空；

又見佛子，心無所著，

以此妙慧，求無上道。」

這段講菩薩修般若行。般若是

空慧，通達一切法因緣所生，無自

性。菩薩自己通達了，做到了，但眾

生未明白，就會生煩惱，非常可憐，

所以就要教導無數眾生，用種種的善

巧，種種的語言，種種的譬喻，同

他們說寂滅之法。「詔」本來是國王

所下的詔令，很有力量；這裡所說

的「教詔」，是形容菩薩說法很有力

量，是真理，菩薩通達一切法本來

不生不滅，本來空寂，是因緣所生，

無實性，一切都在變動當中。人也一

樣，有這種因緣，就現人相，但他是

會變的，當他有另一種因緣時，就現

另一種相，隨時都會變。例如香港，

一百多年前，還是個小漁村，現在變

成繁華的大都市，或者幾百年後，可

能又會變回小村落。總之一切都是無

實性，如果有實性就不會變，眾生有

實性就不會成佛，凡夫有實性就不會

成為聖者。一切法既然是無實性，所

以就如龍樹菩薩所說︰「不生不滅，

不常不斷，不一不二，不來不出」，

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

「觀諸法性，無有二相，猶如

虛空」。「無有二相」，也即是「無

有二性」，法性即法相，即一切法空

性。在佛經裡，「性」與「相」是通

用的，意思一樣。有的菩薩，觀察到

一切法的本性、本相是空寂的，本來

不生，本來如是如是，沒有二相，也

即是沒有差別相。

眾生不明白一切法本來空寂，一

切法是因緣所生，執為實有，認定差

別相為真實，就有二相，有生相、滅

相，有男相、女相，有高有矮，有長

有短，有大有小，有貧有富，有貴有

賤。其實一切都是無定相的，是眾生

愚癡顛倒執著而有差別相。

從前有一對開酒鋪的夫婦，丈

夫叫妻子在酒埕裡倒酒出來，妻子揭

開酒埕，看見埕裡有個女人，就質問

丈夫為何把女人藏在埕裡？丈夫在埕

口往裡看，也看見有個男人在埕裡。

於是兩夫婦互相懷疑對方有奸情，爭

吵起來。正好有朋友來探望他們，朋

友問明原因，把酒埕打爛，根本沒有

甚麼男人女人。這個故事說明，眾生

因為愚癡，因為迷執，執著實有，所

以引起很多煩惱，世界大戰都是因此

而打起來。如果執著某某人對不起自

己，因而生起很大誤會，都是迷執，

庸人自擾﹗



31

妙法蓮華經序品講記之七

其實一切法無實性，猶如虛空。

虛空者，是無自相，具無礙義，有礙

就不是虛空。因為是虛空，所以你可

以放一張椅子，坐在這裡，如果別人

先坐在這裡，你就不能坐下來了。以

其無礙故，因空顯色，沒有虛空顯不

出色，色以質礙為義；一個人，一張

椅子，一間房子，都是屬於色法，

因色也顯出虛空。其實空是無相無礙

的，不過靠著虛空可說這些物質是

色，靠著色也可說明虛空，兩者是相

依相待，假名安立。

有人以白為純潔美麗，外國有

人以黑為高貴，古代認為珠圓玉潤

為美，現代人又千方百計要減肥；所

以一切法都是無定相，因此說「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因色故顯出

虛空，因虛空故顯出色，色是無實性

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法都

是「猶如虛空」。如能依理修行，

通達一切法畢竟空，即入不二法門。

《維摩經》的入不二法門品，教我

們由二相觀察，觀察到二相都不可

得，就是入不二法門。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去觀察，觀察到長不可得，短也

不可得；肥不可得，瘦也不可得，一

切相都是相對安立的假名，哪有實性

可得？無二相就無所著，有二相就有

所著，心像被鎖鏈鎖著一樣，一切痛

苦從此產生；所以我們要修般若慧，

能了達一切法無實性，就能「心無所

著」。

「以此妙慧」的「妙慧」是指

般若空慧。我們修般若，也不可以執

著有個空，要了達般若即非般若，是

名般若；空也即非空，是名為空；桌

子即非桌子，是名桌子；房子即非房

子，是名房子；眾生即非眾生，是名

眾生；一切都是但有假名，以世俗諦

來講，是有暫時的作用，不是實有。

「妙慧」不偏空，也不偏有，

不落二邊，無所執著，既然有不可

得，空也是不可得。執空與執有都有

過失，執著空就變成狂慧，不是「妙

慧」；執著有，就會住相，會厭倦，

又怎能行菩薩道呢？如果有「妙慧」

就無所執著，通達諸法的平等性，如

如性，這樣就可以無量無邊劫上求

佛道，下化眾生，可以無量無邊劫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他方世界的

菩薩，就是以此微妙的般若空慧，求

無上的佛道。

上面一大段講菩薩以六波羅蜜多

修行，屬正方便。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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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曇無竭菩薩語薩陀波

崙菩薩言：『善男子！諸佛無所從

來，去無所至。何以故？諸法如，

不動故。諸法如，即是如來。善男

子！無生無來無去，無生即是如

來。實際無來無去，實際即是如

來。空無來無去，空即是如來。斷

無來無去，斷即是如來。離無來無

去，離即是如來。滅無來無去，滅

即是如來。虛空性無來無去，虛空

性即是如來。善男子！離是諸法，

無有如來。是諸法如，諸如來如，

皆是一如，無二無別。善男子！是

如唯一，無二無三，離諸數，無所

有。善男子！譬如春末後月，日中

熱時，見野馬動，愚夫逐之，謂當

得水。善男子！於意云何？是水

從何所來？為從東海來？南西北海

來？』」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曇無竭品第二十八

第一段講記

2018年7月8日  黃家樹居士主講

何翠萍筆錄

「善男子！諸佛無所從來，去無

所至。」這句是般若的一貫作風，以

否定式來糾正我們現有的觀念，然後

進入新境界。你若不認識因緣法，根

本就不會接受這個境界；若認識因緣

法，就很容易接受。

這裏說，諸佛沒有從哪裏來，

也沒有去哪裏。如果你說有物從那裏

來，回到那裏去，則是大錯（這只是

你自己的見地），而且令你生起很多

迷惑。問題是，不能依你的見地去解

決。佛很偉大，智慧無盡，淺淺說幾

句，就已把中道說出，讓大家心服口

服。

「何以故？諸法如，不動故。

諸法如，即是如來。善男子！

無生無來無去，無生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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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實際無來無去，實

際即是如來。」

諸法如是不動的。這裏講的

「如」是什麼意思呢？世界上有很多

法，尤其是有本體的那種觀念，本體

和現象，「如」和「不如」，應有很

大分別，才可表示出尊貴和卑微的不

同。常人以為世界進步了，以為有錢

人享受，無錢的人挨窮，是應該的。

這樣，諸法就是「不如」。有錢人

穿得名貴，盡量花錢享受，以為是應

該的。他們認為：我特別聰明，我

有眼光，投資成功，我什麼都是如法

的，我得到現在的成就，現在自在享

受，一點也不過分。如果把一切法這

樣分，就會露出一大堆低級的、無能

的、浮動的、爭鬥的、各種不平等的

法，令我們很難收拾。而「諸法如」

則表示，在一切法中，你與我，到長

大成人，直至圓滿的境地，大家都是

平等無分別。《維摩經》所說的不二

就是這樣，沒有分別。

一般人覺得，凡夫與菩薩有很大

分別，佛與凡夫的分別更大。若說佛

與凡夫是一樣的，人們就會很疑惑，

何必要學佛？其實，你與我，大家都

是因緣所生，因緣所滅，本質全部是

一樣的，你是條件所造成，我也是條

件所造成，何來有不同？

所以，這裏說，「諸法如，不

動故」。一切無變動，無波動，這是

本來的性質。西方學說多講本體，描

寫得很齊備；但實際上，這些講法並

不正確。西方人不明白「實際無來無

去，實際即是如來」，有實來實去就

不是實際。佛陀所見到一切事物變化

不定，虛幻不實，實際就是如此，實

際上大家的中心是一樣，你常常在改

變，我也常常在改變；你努力為人類

謀幸福，我也努力為人類謀幸福；不

分貧富貴賤，大家都可以做到。若說

誰有誰無，說的人已經錯了。

既然人人都平等，為何我們與

佛菩薩有這樣大的分別？因為我們沒

有智慧，看不到真相。其實世間的真

相，是「無來無去」，這就是實際。

實際上，你是如此，我也是如此；我

所得的，是從眾生那裏得來；眾生所

得的，也有我的努力。在這方面，大

家沒有分別。

何 謂 實 際

經文說「實際即是如來」。佛陀

所做的事情，就是實際。在最微妙那

點上看，我們就知道，原來大家都是

一樣，無分別，無移動。

以人的智慧來說，我們現在做

的，很有問題；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探

究就知道，你與我的實際，都是因緣

所造。若要完成人生的大業，就一定

要把人生的實際找出來。我們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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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是這樣，但迷路之後，失去理

智，產生我見，執著於我，以為這就

是真相。

其實這不是真相，而是妄想。

妄想怎會是實際？若是實際就不會變

壞，不會墮落；就因為我們過的不是

實際的人生，才變幻出這麼多妄想。

只要我們珍惜、發表、發揮，把原來

的作用表示出來，佛與我們就會平

等。這個平等，是如來的思想，如來

要我們明白，你與我，我與他，大家

都是同一路去顯露世間的真相。當他

修行的時候，若不明白這些道理，可

能會走很多冤枉路；但因為走了冤枉

路，他才會看到很多條路，條條路都

可通羅馬。羅馬是什麼？羅馬是譬如

因緣法。不一定講去羅馬，去美國也

可以，去非洲亦可以。

實際就是這樣，真相就是這樣，

一切都沒有虛假，就叫如實，如世界

的真實。我們現在所見的，有邊際，

有限制，那不是如實見。因為緣起法

無所謂邊際，無所謂實際；實際只是

語言文字，並非真實；但我們為了明

白道理，無法不借助語言文字。真實

的結構無法完全說出，說出來的，都

不是真實。就如我們把芭蕉葉一層一

層掰開，最後才發現，裏面什麼也沒

有。眾緣不成就，就不可以變成實際

的環境讓我們了解。

我們要了解諸法，一定要敬仰佛

陀的威德和智慧，學佛陀那樣沒有各

種不必要的糾纏，然後直落到底才能

見到，如來的實際，原來如此，「無

生無來無去，無生即是如來」。這只

是舉例，你可以用其他例子。當你明

白時，什麼例子都可用，沒有限制。

凡有限制，是人生的現況，不是真

實，真實並無限制。

當然，我們明白了這些道理，並

不表示可以馬上證悟，還要多生多世

修行，但起碼我們知道，現實中有生

有死，有好有不好；好與不好，是靠

我們去轉變，靠我們去用功，然後才

可以到真相上說。

我們做完一番工夫，才能明白

佛陀，才可以在深層中看出，如來

不動，「無生無來無去，無生即是如

來」。凡是深層看到的事物，一定與

世間所見有所不同，但這不同，沒有

影響事物的實際，我們仍然知道，實

際是不同，其實也是相同。所以，不

二法門為何這樣重要，就是因為它

講到如來所說的實際，裏面是無來無

去，怎樣無來無去呢？這裏講無生無

來無去，實際也無來無去；實際即是

如來，無生也即是如來；因此，無生

就是實際。這個結構，我們要知道，

不要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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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謂 諸 法 如

「諸法如」之「如」字，就是

我們提出的目標，我們明白了，看透

了，便知道何謂如來，何謂生滅。其

實，如來是否真的？不是真的；生滅

是否真的？更加不是真的。有什麼是

真的？沒有！當你在深層次來看人生

的一切，就會覺得不外如此，不值得

一笑，一切事物，皆不是實際。一

切事物本來是這樣，你若看到不是這

樣，那就看不到世間的真相。

我們要避免這些，就要知道，

「生滅」、「斷」這些字眼，在反面

來說，世間法要這樣看才正確。如果

你現在看不到，就要回頭再學。若你

所學的，與我們現在的課程不一樣，

一定有問題，一是老師有問題，一是

你有問題，不過多數是你有問題。

為何因緣法令我們有這些實際

的感受呢？原來，一切事物的成、

住、壞、空，全部都有軌跡，任何事

放在這世界，全部都是這個軌跡。就

算你現在見到金星有不同衛星圍繞，

這都不是表示實際，只不過是接近實

際情況，還要研究是否真的有實際的

現象，你所見到的是否真是本身的現

象，未必如此。遙遙長路，要靠我們

努力去完成、去研究，但起碼給我們

一些信息，實際不是單方面造成，以

後是否這樣，還要看事物的發展。所

以，剛才為何講不二，二就不正確，

不符合實際。世間法雖然非真，但能

幫我們找到實際，所以非真也有價

值，可以變成有限度的真。

空性不可以說從哪裏來，空性

為何會構成這個結果讓我們去承受？

我們不可以不喜歡空性，除非不生在

這緣起的世間，否則別無選擇。我們

若要超脫世間的束縛，唯有進入空的

境界，在裏面才能明白，空原來是這

樣，看似有來有去，但實際是無來無

去。無來無去亦要斷、要離。大菩薩

已經不需要依止什麼，未得究竟的小

菩薩才需要依止。所以盡量要避開

依止，到最後才能證悟實際，證悟空

理。

這個「空」的意思是說，每一

事物，包括道理，都不是獨一的因緣

可以成就。凡是成就都是眾緣所成。

我們要緊記「眾」字，不只是因緣所

成，若只說是因緣所成，就有偏差。

因為因緣條件，不是單一的，十件亦

可以。我們要講的是眾緣所成，即是

多種因緣所造成，不只是一種因緣造

成。

這與西方人所說的一元論、二

元論又有不同。一元論，每人獨佔一

個山頭做山大王，這是人類爭鬥所成

「空無來無去，空即是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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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現象。而眾緣所成的事物，一

定是多種結構。你不可以說：「這座

山是我一個人的，我佔據以後可以在

這睡覺。」你在這裏睡覺，我不讓你

睡可以嗎？我身材瘦小就不可以趕

走你，但他身材高大就可以佔據這座

山。但可以長久嗎？亦不可以。他死

後，別人又來霸佔。人人都以這種心

情做事，所以人類就越來越貪，無有

了期；於是，就用武力、用制度、用

人類的聰明去截止不良於他的事情。

而某些不良於他的事情，對某些人來

說是良好，對其他人來說，則是不良

的，大家便互相爭鬥。

佛陀用平等心去處理所有個案，

全世界所有個案，都不能走出這個範

圍，都不能走出如來的五指山。這個

五指山，不是武，不是力，不是鬥，

而是一個順乎天理的人情的禁地。既

然如此，爭來做什麼？爭來爭去都

是空的，都是不實在的，都是會改變

的。由此，我們便能超然看到，原來

世界是這樣複雜，我們能站在這世界

上，全靠我們的努力，改造人間，用

佛法改善人心，種了善根才可以消除

各種不同煩惱。所以，這段經文非常

重要，在幾萬的詞語中總括出這些字

眼，是有原因的。

「空無來無去，空即是如來。」

這個「空」字有何意思？空理教我

們不要執著，不要以為自己很重要。

我們要知道，人人都要歸於這個道理

之下，你去找其他道理，都是白費

的。這個道理就是，眾緣所生的事物

是無來無去，眾緣所生的事物其性不

實在。「空」的意思就是不實在，不

實在的事物，其實就是實在；相反的

才正確，我們的觀念常常都是錯了又

改，改了又錯，改到自己亂七八糟，

浪費了人生。

我們應該要看到不實在，不實在

就是性空。「空」這個文字，你可以

用其他字眼代替，但道理不能改變。

所以性空之下產生了很多名詞，我們

記下一大堆詞語，但值得記憶，記了

之後就不會錯，將要做壞事、惡事

時，就用性空的道理來對治思惟：一

切性空不實，都值得這樣爭鬥？這就

可放平我們的心。這種方法不會很難

做，習慣了，我們便會覺得很容易。

我們做到之後，再冷眼旁觀那些作

事如火爐一樣的人，那是熱，熱便生

惱。

「空無來無去」，所以空就是如

來。「實際無來無去」，所以實際亦

等如如來一樣。「斷」、「離」、「滅」

也同一意思，都是無來無去。我們要

小心「離」這個很簡單的字眼。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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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地方，離開我們本來以為值得依

戀的地方，在世俗來說，這種「離」

是好的，但還差很遠。所以，有些

字眼，分量是不一樣的，有高有低。

「滅」已含生滅。

「虛空性無來無去，虛空
性即是如來。善男子！離
是諸法，無有如來。是諸
法如，諸如來如，皆是一
如，無二無別。」

這段經文不淺，有很深意。這

個「如」，我們要研究它的意思。

這段的中心是這樣的：「諸法如」等

於「如來如」，我們可以加上，諸法

如等於眾生如、五蘊如，什麼如都一

樣。這是什麼意思呢？在世間法的範

圍裏，諸法有不同的排列，生死的作

用，變幻不同，我們掌握了「如」、

「離」、「生滅」的真正意義，思想

就可以超脫，但人的身體可以不跳出

來，仍然可以在世間做事。

「實際」，如來所做的，是很

實際，不會帶我們入邪路。「空」

也是帶我們去正路。為何可以帶我

們去正路呢？「無生」、「實際」、

「空」、「斷」、「離」、「滅」、

「虛空性」，全部都是「無來無去」。

為何「無來無去」？既然說一切事物

是眾緣所成，有因緣為何說無呢？因

緣也是方便法，它本身亦讓人看見

事物有來去，例如散學典禮，大家穿

得很整齊、很漂亮去參加典禮。這個

典禮怎樣得來？是很多事情造成的，

你去報名，我去報名，大家就去參加

這個班。這個班，你有份，我有份，

我依時到，你不可以叫我不到。如果

我很努力學習，成績就好，可以拿到

獎狀；你懶惰不努力，就拿不到獎

狀，這是你的事，不關我事。這就是

條件所成，條件之下，你與我都是

平等的，沒有什麼分別；但誰的成績

好，誰的成績差，這就有分別。這個

「來」是有的，為何說是「無」？若

說「無」，何必讀書？我參加這個

班，起碼我學到很多知識，得獎的禮

物也快將收到，這就是「來」；即使

我不要禮物，亦是有來。因此，你會

懷疑「不來不去」是否正確？

世間事情是否正確也不一定。就

如忽然投下炸彈，大家同歸於盡，房

子倒塌了，重建也要幾年。這表示因

緣無法去追尋，但又可以追尋，這才

微妙。佛法很微妙，如果不學佛法，

就冤枉了此生。因為佛法很圓滿究

竟，給我們真實的狀態，由這個真實

狀態，讓我們可看到人生百態，都有

原因，不可以亂來。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曇無竭品第二十八第一段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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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可以嗎？暫時可以，你

給錢，他收錢，雙方很安樂，但禍

根在後面，日後要坐多長時間的牢

獄，與人無關，由自己造成。他要

這樣做就做吧，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抓到誰，誰就要受刑罰，現在抓

不到，以後抓到刑罰更重，以前那

個，判三個月，緩刑三年，等如無

事；但你現在隱瞞不坦白自首，日後

被人揭發，刑罰比之前判三個月那

個，重了很多。這就是不自首的結

果。大家會看到一切是有報應，但如

《雜阿含335經》所說「有業報而無

作者」，佛法真是很厲害，令人無所

遁形，而且各人應得多少報，絲毫不

爽，不管什麼身份，都同樣要受報。

那些落後的地區，很多貪污，

那些人現在暫不須受刑罰，不是因為

他們聰明，更不表示他們不須受報，

當積怨太多，必然會引起反抗，日後

大家一起受苦報。這可能對你有所損

害，你覺得自己現在沒有貪污，不應

該受苦報。但你現在沒有貪污，不表

示你以前沒有貪污。根據緣起法的規

則，一定有報應，無法避免。

我們遵守因果法則，即是守護我

們的尊嚴，令我們能夠保持尊貴。我

們不須很有錢，但應該依正道而行，

大家努力，就一定會有美好的境遇。

我現在講的是老生常談，即使佛陀沒

有講到，你也可以用聰明智慧領悟出

來，沒有遺留。學佛的人不應只是表

面學佛、念經。當你做到一分，那一

分就是方便。即使只捐兩元，亦是出

自真心，我們不是經常有機會捐錢，

捐錢要捐得其所。

我們學佛，要有智慧地選擇，

應該老老實實跟著佛陀學，看些正確

的經書。不過，不是中觀才最正確，

適合那個人的，而又是正法的，那就

是正確。那些研究學問的人，屬思想

型，較喜歡唯識，若不學唯識，會很

不安，就讓他們學吧。當他們學了一

段時間，不那麼順利，碰壁了，就會

回頭。

平 等 無 分 別

有人說，般若很深，要利根才可

以學。是這樣嗎？

可以這樣說，在比較上來說，

是有高低，世間事物有一、有二、

有三、有四......，但達到某個程度，

大菩薩就平等了，大菩薩心裏虛懷若

谷，無有高下。大菩薩心清淨，即是

說，在菩薩眼中，一切都是清淨的。

這正說出其中的實際。人說的話，說

到盡都是差不多，不可以再創新。

除非大家好像維摩居士，學到不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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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思想各方面都可以溝通，就不會

有爭執。如果大法師、大修行人都爭

吵，那就不妥當。若入不二法門，怎

會爭吵？你與我是一樣的，不過出來

行善做事時，你用的方法，與我用的

方法，可能不同，但大家的原則沒有

改變。

這裏說的「實際即是如來」，

「XX即是如來，XX即是如來」，表

示了實際的地方是無分別。我以前

在《淨土在哪裏》寫了篇文章〈分

別與無分別〉，很淺白，大家容易吸

收。為何有分別？廚工與校長，可

以調轉職位來做嗎？不可以。你有

你的背景、條件，我有我的背景、條

件，不可以掉亂。但一講到原則卻是

相同的，違法的要坐牢，特首也好，

總督也好，都應遵守法律，做得不

好，是人的缺點，就算少許貪污，都

很嚴重，與大大貪污沒有分別，都是

貪污。所以我們要很小心，每一個行

為都要用佛法來衡量自己做得是否正

確，這樣，自然就會做得正確。

結   語

今天提前同大家作綜合總結。我

們讀完《小品般若》，應看看哪方面

要改進，在哪裏可以用來做人生的拐

杖。我們學了佛，好像無所變動，若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曇無竭品第二十八第一段講記

沒有改進，就要檢討自己在什麼地方

忽略了，令我們改動不了，或者改動

得很少。如果能在此處改進，就可能

改動得很快，社會就會進步。

我們現在雖然未能做到「如如

不動」，但可以把這句記在心中，知

道目標在那裏。「如如」就是如第二

個「如」，這「如」是真實的如、超

群的如。這個如是「不動」的，所謂

不動，是說我們所作的一切表現、

行為，當中有種道理在指揮我們。我

們的動作，全由這個指揮做到各種

不同。各種不同就是性空、斷、離、

滅......，我們所做的，全部都不出這

個範圍，在這個範圍裏，我們就會做

到「如如不動」。

有人就有世間，有世間就有不同

的動作，不同的活動；有不同的活動

和世間，就會有聖者與凡夫，各有各

的目標去做事。所以，常覺得大和尚

不應常坐在寺中敲經念佛、修止觀之

類，應該多做工作。世俗圓滿，就是

出世間法的成就。所以，在世俗我們

做得不夠好，但我們不要看低自己。

我們現在行菩薩道，將來做到圓滿，

就很尊貴。不過，我們若只想得到尊

貴，馬上又會降級了。

這篇是我最近幾年講《小品般

若》的一個總結，希望大家

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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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日，超強颱風山

竹雖然不是正面吹襲香港，只是

從香港以南一百多公里掠過，但

由於風勢強勁，香港天文臺亦掛

起十號烈風訊號，各行各業中絕

大部分都停工停業，所有學校停

課，妙華佛學會的佛學班亦停課

一天。

據說超強颱風山竹是有記錄

以來的最強

颱風，光是

風眼就大過

整 個 香 港

島，威力相

當強勁。山

竹橫掃菲律

文：何翠萍    攝影：何乃麟   鄭展鵬

賓時，

狂風暴

雨造成

致命的

山泥傾

瀉，死

亡人數

達七十

以上，

還有很多人失蹤。因此，港澳及

內地沿海地區，各地政府都呼籲

市民做好防風措施。

山竹最接近香港的時候，風

聲猶如鬼哭狼嚎，海面的狂風翻

起幾層樓高的巨浪，如海嘯般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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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岸邊，很多岸邊

的屋苑，受損嚴重，

尤其是杏花村，更成

重災區，海水淹沒

屋苑低層，水深到

腰，部分大廈停電；

紅磡的一座商廈外

牆的玻璃窗，被狂

風吹到千瘡百孔；

很多住宅的窗戶，

也被吹到支離破碎，

搖搖欲墜；有天臺

屋更被吹走；有地盤的天秤倒塌；廣

告牌吹倒在地；海邊有些船被吹致翻

沉，也有很多遊艇被吹上岸擱淺，被

海浪打爛，即使在避風塘的船隻，也

有很多因被風吹致互相碰撞而損毀，

連躉船也被狂風吹致受損，西貢更有

帆船被吹到岸上的樹林中；全港很多

樹木亦折斷倒塌，連百年大樹也被連

根拔起，橫七豎八地倒在路中；海

水倒灌，造成一些低洼地區大面積水

浸，而水退之後，大量的海洋垃圾，

堆積在岸上，所有海灘都須要頗長時

間去清理。東平洲這個偏遠的離島，

受災嚴重，島上一些房屋被毀，到處

頹垣敗瓦，居民盡失家園，斷水斷電

（按：其後有居民向傳媒披露：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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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後兩星期，仍未恢復供水供電，島

上垃圾仍未清理；其他偏遠離島及偏

遠道路，倒塌的樹木及垃圾，兩個多

星期仍未全部清理）。風暴期間，共

有四百幾位市民受傷，其中兩名傷者

情況危殆，三十一名傷者情況嚴重。

警方與消防員合力清理阻塞道路的倒

塌大樹期間，再有大樹倒塌，兩名警

員被擊中而受傷。

這種情形，令我想起佛經中所

說，三界惡業眾生由共業所感，將來

必受疾疫、饑饉、刀兵的小三災及

火水風大三災的惡報，大火可燒至初

禪天，大水可淹沒二禪天，大風可刮

到三禪天。大三災到來時，世界盡毀

壞。如今我們所見山竹帶來的水災和

風災，雖然遠遠不及佛經中描述的那

樣嚴重，但這是一個警號。山竹的破

壞力令人非常震撼！山竹就像一個失

去理性而亂發脾氣到處泄憤的巨人，

似要毀滅整個世界。面對山竹排山倒

海的威勢，人類顯得那樣的渺小，那

樣的無助！

山竹走後的第二天，市面一片

狼藉，香港部分地區的公共交通系統

幾乎癱瘓，東鐵及輕鐵線服務受阻，

很多巴士也停駛，有些小巴及的士更

坐地起價，無數打工仔，無法準時返

工。政府沒有因為交通問題宣布停

工，很多老闆亦堅持要求員工返工，

於是，有很多人只好擠迫在東鐵沿線

的港鐵站，無了期地等候列車重開；

亦有很多人在巴士站大排長龍，等待

不知何時才能到站的巴士。人們這種

焦慮的心情，非筆墨可以道盡。有已

退休的師兄說：看到電視新聞播出的

交通混亂畫面而感到不安。他批評政

府不下令停工是漠視市民之難和苦。

大自然的現象，神秘莫測，變幻

無常，非人類的能力可以控制，而大

自然的無常變化，帶給人類無盡的煩

惱痛苦，所以，佛經說「無常故苦，

苦故無我」。「我」的意思是指「恒

常、一、主宰」等義，不需要其他

因緣，也可以完全一個人單獨主宰一

切、單獨決定一切，我要怎麼樣就能

夠怎麼樣。而佛法則說一切法無我，

一切法皆因緣和合而成，一切法皆變

動不居，一切法皆空，全部都是會變

化的，並無一個可以獨一存在的、

恒常不變的、可以主宰一切的實在之

「我」。「我」沒有能力叫颱風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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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亦沒有能力令列車、巴士

馬上重開，「我」更加沒有能力要求

老闆讓員工再放假一天 ...... 試問，哪

裏有「我」？

這次風災，有關部門表示，共收

到超過五萬四千多宗塌樹報告，這些

倒下的樹木，大多數因為阻塞道路而

被鋸掉。看著這些生長在香港這片土

地上，與港人一起歷盡無數風雨，盛

夏中又為港人遮擋猛烈陽光，亦為人

煙稠密的香港淨化空氣的樹木，如今

轉變成廢物，實在令人心痛。有些市

民在倒下的大樹前拍照留念，向大樹

告別；亦有市民抬頭望著滿目瘡痍的

樹林，仰天長嘆！而折斷的樹木堆積

如山，要花一段時間才能處理完畢。

筆者相信，倒塌的樹木，遠遠不止五

萬多棵，因為山中倒塌的樹木，不計

其數，根本無法統計。筆者遙望遠處

的山林，青山雖然依舊在，但已不復

往日那樣秀麗。

有師兄很有先見之明，知道風暴

會摧毀很多樹木，於是在山竹來臨之

前，把住所附近的樹木，用手機拍攝

下來，以作留念。她看見很多樹木倒

塌，覺得非常可惜。老師亦趁機開導

她：有為世間有生住異滅，皆不實在，

不必緬懷，無須可惜！依稀知道其曾

經存在便是，不要執實其存在

而生情緒！拍照留念，如果記

憶卡壞了，是否更不開心，加

重煩惱！學佛就要知世間無常

亦無我，對於無常過轉要學放

下，放不下只得煩惱！

我們面對風災、水災，

應該作出深刻的反省，超強颱

風的形成，與地球暖化、海水

溫度升高有關；我們生活在這

個地球上，應該注重環境的保

護，盡量減少碳排量，不要令

海水的溫度升高，颱風的威力

便會減低。我們亦應該愛護海

洋，盡量減少棄置垃圾，更不

要把垃圾扔到海上，破壞海洋

生態，造成惡性循環。

我們雖然不可以阻止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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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來，但我們可以

改善防風措施，重

新檢討樓宇建造玻

璃幕墻的安全指引，

在經常水浸的低洼

地加建堤圍，以及改

善排水設施。長遠來

說，我們依法修行而

有所成就，未來則一

定可以免受火水風大三災。

依佛法來說，眾生是正報，我

們得到人身是我們的正報；我們生活

的地球，我們所依住的地方，就是我

們的依報。正報和依報都是由業所感

得來，眾生往昔若作了善業，會招感

好的正報，往生人、天、阿修羅三善

道；往昔若作了惡業，業障重，福德

淺，便招感劣的正報，下墮地獄、餓

鬼、畜生三惡道，往生惡濁的世界。

而每個眾生的依報，又各有不同，就

如菲律賓與香港、大陸等地區，同樣

受到山竹的吹襲，受災的程度大不

相同；即使生活在同一國土，同一區

域，同一時空，又因各人的福報不同

而際遇便有所不同。那些安然無恙，

不受風災影響的人，是不是他們太幸

運？不是，幸福不

是必然的，一切都

有因有緣。所以，

《雜阿含 · 5 3 經》

說：「有因有緣集

世間，有因有緣世

間集；有因有緣滅

世間，有因有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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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滅 ......」

印順導師撰寫的《淨業頌》亦說：

「心淨國土淨，心淨眾生淨。」佛教

雖然不是講唯心，也不是講唯物，但

也承認心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我們

的修行，首先要從心的改造來做起。

我們修清淨行，令自己的心變得清

淨，我們的業力亦會隨之改變，便會

往生清淨的國土。眾生受到我們的影

響，他們也依法修行，將來同樣亦會

變得清淨。所以，我們要修淨業，努

力把人間穢土建設成清淨莊嚴的人間

淨土。

《妙法蓮華經 ·如來壽量品》

也有講述一乘淨土：「於阿僧祇劫，

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眾生見劫

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

常充滿，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

寶樹多華果。眾生所遊樂，諸天擊天

鼓，常作眾伎樂，雨曼陀羅華，散

佛及大眾。我淨土不毀，而眾見燒

盡 ......」

釋迦佛說：我釋迦佛常在娑婆

世界，也在其他世界，其他國土，佛

的一乘淨土無處不在，周遍處處。當

煩惱業障充滿的眾生見到這個世界被

劫火燒毀的時候，但我釋迦佛所住的

這個清淨莊嚴的一乘淨土是安穩的，

不會因大三災而摧毀。大家雖在同一

個世界，卻因為業力不同，各有各的

受用不同，觀感不同，感覺也不同。

我們依本師釋迦牟尼佛所教而行一乘

菩薩道，將來便可在一乘淨土見佛聞

法，常隨佛學。

山竹掠過後，天氣很快轉好。筆

者漫步街頭，驚喜地看到路邊很多小

花草及柔軟的小植物，經過狂風暴雨

的洗禮，依然不屈不撓地迎風搖曳。

常言道：「疾風知勁草。」原來，烈

風可以把百年大樹連根拔起，卻無法

摧毀柔韌的小花草。這給我們很大的

啟示和鼓舞，當我們遇到逆境和打

擊，都應如柔軟的花草般堅韌不屈。

佛法常教我們要柔軟，柔軟非懦弱，

柔能制剛。柔軟者，能忍能耐，是菩

薩修六波羅蜜必須具備的德行。

山竹雖然帶給大家很多不愉快的

遭遇，但災難中往往現起正面而令人

讚嘆的事！例如，風災過後，食環署

及各屋苑的清潔員工之工作量大增，

他們辛勤地清潔，令大部分市容迅速

回復整潔乾淨，確實值得讚嘆！更加

值得讚嘆的是，很多義工朋友，自發

參與清理社區及清理沙灘的工作！而

最值得讚嘆的是，在狂風暴雨中冒著

生命危險外出執勤的警務人員及在危

難中做拯救工作的消防員！

最後，祝所有在風災中受傷人士

早日康復，亦祝受災影響的災民能早

日脫離苦困，回復正常，更希望社會

各界人士能在災難中發揮

互助互愛的精神，共建人

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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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時常都會聽到「迴向」這

一語詞，誦經法會完結前，大眾一定

念迴向偈：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大眾希望藉著誦經法會，消除

業障、報障、煩惱障，希望通過誦

經，明白道理，得到智慧，希望往昔

因為愚癡而做的錯事所得的障礙全部

消除。又因為現在的社會，有很多事

情需要改進，我們既然發大心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而行菩薩道要多生多

世才能圓滿，不是修一世菩薩道就可

以成佛，所以我們就要立下崇高的志

願，迴向菩提，希望將來生生世世常

行菩薩道，乃至成佛！

每本佛經的最後，也印有迴向偈：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早晚功課的課誦本，結尾也有迴

向偈；法師或居士講經說法之後，通

常也帶領大眾念誦迴向偈。助印佛經

的人，希望把助印的功德，迴向一切

眾生；誦經的人，也希望把誦經的功

德，迴向一切眾生；講經說法的人，

亦希望把講經說法的功德，迴向一切

眾生；聽經聞法的人，都希望把聞法

的功德，迴向一切眾生，希望自己與

一切眾生，將來都能成就佛道！

略說迴向 何湘兒

迴向偈有很多種，以上只是其中

常用的兩種。有些法師講經說法之後

的迴向，有時會把講經說法的功德，

迴向某某大德，祝願某某大德身體健

康；有時會把講經說法的功德，迴向

大眾，祝願大眾如意吉祥，也祝願世

界和平！

當有親友離世，佛教徒亦會常恭

請法師帶領大眾誦經，迴向亡者，祝

願亡者宿業消除，永斷怨憎，福慧增

長，往生淨土！即使無緣恭請法師誦

經，佛教徒也應親自誦經，迴向逝去

的親友。

很多佛教徒也會把自己修六度

萬行所得的種種功德，迴向一切眾

生。迴向是方向的轉變，本來是自

己受用的，現在轉給眾生。真正的

迴向，不是為自己求福求壽，而是如

《妙法蓮華經》序品偈頌所說：「恒

沙菩薩……歡喜布施，迴向佛道。」

菩薩修福修慧，做種種功德，都是為

了迴向自己的佛道，亦迴向一切眾生

的佛道。

又如《阿闍世王授決經》，講

述了貧婦燃燈供佛的故事，那位靠行

乞為生的貧窮老婦人，用行乞所得的

兩文錢，全部用來買油點燈供佛，於

「佛前燃之」，希望自己「後世得道

如佛」。雖然貧窮老婦的錢很小，但

她的心量極大，而且她的迴向，不是

為自己求福，而是為了將來成佛的張

本，所以佛陀也為貧窮老婦授記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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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

《維摩經》之佛國品也說：「迴

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

具足功德國土。」迴向是因，具足功
德是果，迴向功德能具足一切功德，

菩薩成佛的時候，他所感召的眾生，

能夠得到一切功德。

大家經常念迴向偈，有否想過，

為何迴向的功德這麼大？因為真正的

迴向，是把自己這次所做的事情，所

得的功德，所有的好結果，全部給某

人，或全部給眾生，或迴向自己得到

更高的菩提境界。這樣迴向，我們的

心量就很廣大，自己得到好處，得到

功德，不會自己獨享。人們若以這種

迴向心來做事，即使只是捐很少錢，

功德可能變得無限廣大；若無迴向心

去做善事，並且把所得的福德歸自己

擁有，那麼，就算你捐的價值一億，

你所得的福德，都只能限於此數，福

德不會變大。

迴向的性質有向上和向下，向上

迴向是希望把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

不為自己，而是為了成就大菩提。向

下迴向是迴向有情，這是很辛苦的工

作。我們為眾生做工夫，有時會很受

氣。例如，你幫助他，他或會諸多要

求，又說你做得不好，令你受盡委屈。

你若不明白空理，就會覺得：不做這

些善事，反而沒有煩惱，做了卻更麻

煩。你若有般若智慧，即使受盡委屈

亦不悔，這就是菩薩精神。大乘菩薩

除了要做實質修行，還要把心量擴大

到無比遠，無比深，這就是迴向心。

迴向心包括三種心：捨心、願心、

慧心。迴向一定要有捨心，自己無論做

了多少善事，都不會記在心中，更不會

到處宣揚，這就是有捨心；做了善事就

以為自己很有功德，又希望別人知道，

是有所求，這便是做不到捨心。

我們有了捨心，還要有願心，迴

向不能離開發願，沒有發願，便沒有

力。佛教徒總不會只發求人天福報這

些小願吧，若是修菩薩道，就應該迴

向菩提，發大願乘願再來，世世常行

菩薩道。

迴向心一定要有慧心才能發揮作

用，所以，我們迴向佛道，需要有智

慧心。有智慧的人就知道，所有事情

都不比成佛重要。因為圓滿成佛，就

可以有大悲大智大勇大雄猛之力救度

更多眾生，令更多人得益，一佛出世，

萬萬人得救。而那些沒有智慧的人，

則不會迴向。如果只是為了自己，你

捐多少錢，做多少善事，福德都是有

限有量。

以性空立場來講，智慧心是迴向

究竟，迴向畢竟空，迴向最高的般若，

迴向第一義，把我們所學的法，所有

的功德，全部迴向佛道。我們要知道，

我們所做的一切，皆不可執著，這就

是般若空理。當我們看到現在所做的

一切，裏面只有因緣條件的改變，並

沒有實在不變的「我」在內，也沒有

固定不變的對方在內，亦沒有一件實

實在在的法在內，一切隨順因緣，讓

因緣去它應該去的地方，這就能斷除

一切執著，就可以迴向究竟。迴向究

竟可令我們在修行路上時常保持正知

正見，只要我們不斷精進努

力，最終能達到究竟圓滿，

證無上正等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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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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捨行經 《增支部》A.10.167. (paccarohani 1) 13379 下 13379 
1041 入處餓鬼經 《增支部》A.10.177. Janussoni生聞(婆羅

門)； 

cf.《小部‧牆外經》(Tirokuttasutta) 

13380 下 13380 

1042 鞞聞摩婆羅門經

（1） 

M.41. 薩羅村婆羅門經﹐

M.42.Verabjakasuttam鞞蘭若村婆羅門經

《增支部》A.III,399.、401經.

13381 下 13381 

1043 鞞聞摩婆羅門經

（2） 

13382 下 1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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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鞞紐多羅經 S.55.7. Veludvareyya鞞紐多羅

(竹門婆羅門)【自通之法】

13383 下 13383 

1045 隨類經 《增支部》A.10.199. Sevitabba-Bahupubba 13384 下 13384 
1046 蛇行經 《增支部》A.10.205. Samsappaniya蛇行法 13385 下 13385 
1047 圓珠經（1） 《增支部》A.10.206. Mani摩尼珠(喻)，

CS:Pathamasabcetanikasuttam 所思(1)， 

《增壹阿含 48.1經》(T2.785.3)， 

13386 下 13386 
1048 圓珠經（2） 13387 下 13387 

1049 殺生經 《增支部》A.10.174. (Hetu) 因 13388 下 13388 
1050 出不出經 《增支部》A.10.175. Parikkama出離 13389 下 13389 
1051 岸經 A10.169. Savgarava傷歌邏， 

《增支部》A.10.170.Tira 岸。 

13390 下 13390 

-13393

1052 真實法經 《增支部》A.10.191. Saddhamma正法 13394 下 13394 
1053 惡法經 《增支部》A.4.207-210.Papadhamma 惡法

(1-4)。 

13395 下 13395 

1054 善男子經 《增支部》A.10.192. Sappurisadhamma善

士法； 

D.33./III,252.有「七善士法」：

《長部》 (等誦經)「知人」︰ 

A《增支部》A.7.64./IV,57-8.︰知人勝

劣、利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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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不善男子經 《增支部》A.4.201.Sikkhapada 學處， 

《增支部》A.4.204.Dasakamma 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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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十法經 《增支部》A.10.210. Dasa-dhamma十法 13398 下 13398 
1057 二十法經 《增支部》A.10.211. Visati-dhamma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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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三十法經 《增支部》A.10.212. Timsa-dhamma三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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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論會編 

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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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雜阿含》1經 

1165 下 1165 

1063 惡色經 S.21.6. Bhaddi (侏儒)拔提，

《別譯雜阿含》2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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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雜阿含》9經,

1173 下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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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雜阿含》10經, 【上座比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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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僧伽藍比丘經 《自說經》Ud.1.8. Bodhi-va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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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讀：《尼柯耶 Nikaya》 

《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佛光 

雜阿含 

經論會編 

十法 

1060 法非法苦經 《增支部》A.10.198. Sacchikatabba應作證 

《增支部》A.10.191.Saddhamma 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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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善生經 S.21.5. Sujato善生

《別譯雜阿含》1經 

1165 下 1165 

1063 惡色經 S.21.6. Bhaddi (侏儒)拔提，

《別譯雜阿含》2經 

1166 下 1166 

1064 提婆經 S.17.35.Acirapakkanta 離去不久，

S.17.36. Ratha五車 (Pabcarathasata)

S.6.12./I,154 (gatha)，

《增支部》A.4.68. Devadatta提婆達多 

《別譯雜阿含》3經 

《增壹阿含》12.7經 

《雜寶藏經》 (附帶說明提婆達多過去世

為利養所害之因緣。)(T4.465.2) 

1167 下 1167 

1065 象首經 S.3.2.Purisa 人、

《別譯雜阿含》4經 

《如是語經》Iti.3.1.1. 

1168 下 1168 

1066 難陀經（1） 《別譯雜阿含》5經 1169 下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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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雜阿含》6經,  

《增壹阿含》18.6經 

1170 下 1170 

1068 尊者低沙經 S.21.9. Tisso（低沙）

《別譯雜阿含》7經 

1171 下 1171 

1069 尊者毘舍佉經 S.21.7. Visakho毘舍佉

《增支部》A.4.48. Visakha毘舍佉

《別譯雜阿含》8經 

1172 下 1172 

1070 年少經 S.21.4. Navo年少

《別譯雜阿含》9經,

1173 下 1173 

1071 長老經 S.21.10. Theranamo上座

《別譯雜阿含》10經, 【上座比丘經】 

1174 下 1174 

1072 僧伽藍比丘經 《自說經》Ud.1.8. Bodhi-vagga 

《長老偈》Thag. 453-458經, 

《別譯雜阿含》11經,,  

《增壹阿含》35.1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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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來 
所 
說 
誦 

業 
報 
相 
應 



50

妙華會訊一八年第四季

58 

誦 

相

應 

大正藏 

雜阿含經 「攝頌」經名 

對讀：《尼柯耶 Ni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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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壹阿含》23.5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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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7《佛說戒香經》 

《本事經》卷六（T17.693） 

《法句經》Dhp.v.54. 

1176 下 1176 

1074 結髮經 Mv.1.22. [ Seniya Bimbisara洗尼頻毘娑羅] 

《別譯雜阿含》13經（T2.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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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藏》〈大品〉(Vin,I,35./Mv.1.22.)， 

《十誦律》卷24(T23.174.2)， 

《撰集百緣經》卷2.19經.

〈頻婆娑羅王請佛緣〉(T4.212.2)， 

《五分律》卷16(T22.108.)， 

《四分律》卷33(T22.794.3)， 

《中阿含》62經＜頻鞞娑邏王迎佛經＞ 

前分(T1.497.2)， 

《方廣大莊嚴經》(T3.612.3)，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T3.962.3)， 

《佛所行讚》(T4.32.1)， 

《佛說初分說經》(T14.766.3)。 

1177 下 1177 

1075 陀驃經（1） 《律藏》〈犍度小品〉Cv.4.4.4. 

[ Sativinaya ] 

《別譯雜阿含》14經, 

《雜寶藏經》 (T4.p.457.1)， 

《五分律》(T22.p.15.1)， 

《摩訶僧祇律》(T22.p.280.1)、 

《四分律》(T22.p.587.1)、 

《十誦律》(T.23. p.22.1)， 

《鼻奈耶》(T.24. p.867.20)，Vin.Cv.II,74-

5。 

1178 下 1178 

1076 陀驃經（2） 《自說經》Ud.8.9.Pataligamiya-vagga,

《別譯雜阿含 15 經》。 

1179 下 1179 

1077 央瞿利摩羅經 M.86./II,97.Avgulimala-sutta鴦掘摩經,

《別譯雜阿含16經》,

1180 下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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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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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眾 

誦 

比

丘

相

應 

《增壹阿含38.6經》(T2.p.719.2)， 

No.118,《佛說鴦掘魔經》(T2.p.508.2)， 

No.119《佛說鴦崛髻經》(T2. p.510.2)， 

《鴦掘魔羅經》(T2, p.512.2) 

《賢愚經》(52)(T4，p.423.2)， 

《出曜經》雜品第十七(T4, p.703.1)。 

1078 捨現前樂經 S.1.20.Samiddhi (具壽)三彌提,

《別譯雜阿含 17經》。

《佛說義足經》卷上《摩因提女經》

《瑜伽師地論》卷 17「體義伽他」 

1181 下 1181 

1079 丘塚喻經 《中部》M.23.Vammika-sutta 蟻垤經， 

《別譯雜阿含18經》,

《增壹阿含9經》(39)〈等法品〉

(T2.733.2)， 

No.95《佛說蟻喻經》(T1.918.2)。 

1182 下 1182 

1080 慚愧根經 Cf.《別譯雜阿含19經》, 1183 下 1183 
1081 苦子經 《增支部》A.3.126. Katuviya吐出之食物 

《別譯雜阿含 20經》苦子喻, 

1184 下 1184 

1082 覆瘡經 Cf.《別譯雜阿含 21經》, 1185 下 1185 
1083 食藕根經 S.20.9. Nago象

《別譯雜阿含》22經 

四分律(藥犍度)(T.22，p.867.3)， 

《四分律》(破僧犍度)(T22, p.910.2) 

1186 下 1186 

魔

相

應 

1084 長壽經 S.4.1.9. Ayu壽命(1)

《別譯雜阿含》23經 

1187 下 1187 

1085 河水竭經 S.4.1.10. Ayu壽命 (2)

《別譯雜阿含》24經【恭敬經】 

1188 下 1188 

1086 波旬經 S.4.2.15. Manasa意

《別譯雜阿含》25經【梵天王經】 

《別譯雜阿含》177經-及 328經 

《增一阿含經》〈力品〉 

《四分律》卷 32。【世間有五欲…】 

1189 下 1189 

1087 睡眠經 S.4.1.7. Suppati (惡魔:何故) 睡眠,

《別譯雜阿含》26經 

1190 下 1190 

1088 經行經 S.4.2.11. Pasana巖

《別譯雜阿含》27經 

1191 下 1191 

1089 大毒蛇經 S.4.1.6. Sappa (波旬化作大)蛇, 1192 下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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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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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眾 

誦 

魔 

相 

應 

《別譯雜阿含》28經 

1090 無所為經 S.4.2.13. Sakalika(巖石之破片)；

《別譯雜阿含》29經。 

S.4.2.13.說：當時佛陀是在王舍城鹿野

苑，為石片所傷而臥床休息。

《瑜伽師地論》卷95【三槍】 

1193 下 1193 

1091 求悳經 S.4.3.23. Godhika (具壽) 瞿低迦，

《別譯雜阿含》30經 

《出曜經》(T4, p.647.2)。 

《瑜伽師地論》卷 51【退定】 

《大毘婆沙論》卷 60【退果】 

《俱舍論》卷 25【退定】 

1194 下 1194 

1092 魔女經 S.4.3.25./I,124. Dhitaro (魔之)女兒﹐

《別譯雜阿含》31經〈七年經〉， 

《過去現在因果經》(T3, p.639.3)，

《修行本起經》(T3, p.470.3)， 

《太子瑞應本起經》(T3.p.477.1)，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T15. p.652.1)， 

《普曜經》( T3.p.519.1)， 

《佛所行讚》(T4. p.25.1)， 

《佛本行經》(T4. p.76.1)， 

cf.《本行集經》(T3. p.782.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T24. p.123.1)。 

1195 下 1195 

1093 好惡經 S.4.1.2. Naga象

S.4.1.3. Subha淨

《別譯雜阿含》32經 

1196 下 1196 

1094 苦行經 S.4.1.1. Tapo kammab ca ca(脫離無益之)苦

業﹐以下十經《別譯雜阿含經》缺。 

1197 下 1197 

1095 乞食經 S.4.2.18.Pinda 團食 (世尊乞食空缽還)，

《法句經》Dhp.v.200. 

1198 下 1198 

1096 繩索經 S.4.4.-5. Pasa (Marapasa) 惡魔的陷阱 (1-2)

偈頌參考Mv.I.11.2。 

1199 下 1199 

1097 自應經 S.4.2.14. Patirupa適當 1200 下 1200 
1098 作王經 S.4.2.20. Rajjaj統治 1201 下 1201 
1099 眾多經 S.4.3.21. Sambabula眾多 (比丘不放逸) 1202 下 1202 
1100 善覺經 S.4.3.22. Samiddhi三彌提 1203 下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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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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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眾 

誦 

1101 師子經 S.4.12. Siha獅子 1204 下 1204 
1102 鉢經 S.4.2.16. Patta (惡魔化作牡牛近) 缽。 1205 下 1205 
1103 入處經 S.4.2.17. Ayatana (世尊說六觸) 處。 1206 下 1206 

帝 

釋 

相 

應 

1104 帝釋經 S.11.2.11.Deva or Vatapada天或七道德 (1)

《別譯雜阿含 33經》 

1207 下 1207 

1105 摩訶離經 S.11.2.13. Deva天(3)

《別譯雜阿含》34經,  

《一卷本雜阿含》21經 

1208 下 1208 

1106 以何因經 S.11.2.12. Deva天(2)

《別譯雜阿含》35經 

1209 下 1209 

1107 夜叉經 S.11.3.22. Dubbanniya醜陋

《別譯雜阿含》36經 

《增壹阿含》45.5經〈馬王品〉 

1210 下 1210 

1108 得眼經 S.11.24 Accaya罪過 (Akodhana 無忿)，

S.11.25.Akodhana 無忿 etc.

《別譯雜阿含》37經 

1211 下 1211 

1109 得善勝經 S.11.1.5. Subhasitam-jaya

《別譯雜阿含》38經 

1212 下 1212 

1110 繫縛經 S.11.1.4. Vepacitti吠波質底 (or Khanti)﹐

《別譯雜阿含》39經,  

《增壹阿含》34.8經〈等見品〉 

cf.《雜阿含 1168經》 

cf. S.35.207. 

1213 下 1213 

1111 敬佛經 S.11.2.19. Sakka-namassana (2) 帝釋之禮敬

《別譯雜阿含》40經 

1214 下 1214 

1112 敬法經 S.11.2.18. Sakka-namassana (1) 帝釋之禮敬

《別譯雜阿含》41經 

1215 下 1215-1216 

1113 敬僧經 S.11.2.20. Sakka-namassana (3) 帝釋之禮敬

《別譯雜阿含》42經 

1217 下 1217 

1114 須毘羅經 S.11.1.1. Suvira須毘羅

《別譯雜阿含》43經 

1218 下 1218 

1115 仙人經 S.11.9.Isayo arabbaka (Gandha臭)森林聖者

S.11.10.Isayo samuddaka 海邊仙人，

or Sambara 參婆羅(阿修羅王)﹐ 

《別譯雜阿含 44 經》。 

1219 下 1219 

1116 滅瞋經 S.11.3.21. Chetva殺 (忿最樂寢)

《別譯雜阿含》45經 

1220 下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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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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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月八日經 《增支部》A.3.36~37. Catumaha-raja 

四大王(1-2) 

《別譯雜阿含》46經 

《增壹阿含》24.6經-前分〈高幢品〉 

1221 下 1221 

1118 病經 S.11.3.23. Maya幻術

《別譯雜阿含》47經 

1222 下 1222 

1119 婆稚經 S.11.1.8.Virocana-asurinda (or Attha)

毘留奢那阿修羅王 

《別譯雜阿含》50經 

1223 下 1223 

1120 持一戒經 S.11.1.7. Na dubbhiya不欺瞞 

《別譯雜阿含》48經 

1224 下 1224 

如

來

所

說

誦 

不

壞

淨

相

應 

1121 釋氏經 《增支部》A.10.46.Sakka 釋氏。 13177 下 13177 
1122 疾病經 S.55.6.54.Gilayan 疾病 13178 下 13178 
1123 釋氏菩提居士經 cf.55.5,48.Bhaddiya 跋提(居士)。 13179 下 13179 
1124 往生經 S.55.4.36.Sabhagata 朋輩

(Devasabhaga 天人之朋輩)。

13180 下 13180 

1125 須陀洹經（1） S.55.5.50.Avga支﹐

S.55.6. 55.Caturo phala (1) 果。
13181 下 13181 

1126 須陀洹經（2） S.55.5.46.Bhikkhu比丘(or Suddaka)。 13182 下 13182 
1127 四法經 S.55.1. 2. Ogadha預流 (or Satayham)

S.55.5.46. Suddhaka清淨者

13183 下 13183 

-13190

1128 四果經（1） cf. S.55.6.55-58. Caturo phala果 (1-4) 13191 下 13191 
1129 四果經（2） cf. S.55.6.55-58. Caturo phala (1-4) 13192 下 13192 
1130 行住坐臥經 13193 下 13193-13220

1131 四食經 S.55.4.31. Abhisanda (1) 13221 下 13221 
1132 潤澤經（1） S.55.4.32. Abhisanda (2) 13222 下 13222 
1133 潤澤經（2） S.55.4.32. Abhisanda (2) 13223 下 13223 
1134 潤澤經（3） S.55.4.33. Abhisanda潤澤(3)

S.55.41.Abhisanda 潤澤(1)，

《相應部》所說的「四種福德」，指於

佛、法、僧、戒成就證淨。 

13224 下 13224 

1135 四十天子經 S.55.1.18~20. Devacarika天上遊行(1-3) 13225 下 13225-13235

大 1136 月喻經 S.16.3. Candupamam月喻

梵 Candropama (Hoernle 1. p. 40-44)

《別譯雜阿含》111經（T2.299-300）, 

No.121《佛說月喻經》（T2.544-545） 

13236 下 13236 

八 

眾 

誦 

帝 

釋 

相 

應 

葉

相

應 

南北傳《雜阿含經》綜合對照表

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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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展鵬

新的一年來臨，打開報紙總看

到初生嬰兒出世的新聞，今年也不例

外。新西蘭是全球首個踏入 2018 年

的國家之一，當地 32 歲香港移民誕

下該國首名元旦男嬰，極可能是「全

球第一 B」，其同齡丈夫是台灣移民。

男嬰重 3.5 公斤，是夫妻兩人的第一

胎，母親指兒子在超聲波照片的外形

像暴龍 (T-Rex)，出世時聲音亦雄厚和

響亮，故取名為 Rex。丈夫對初為父

親感神奇和興奮。

在香港，也有 5 名元旦嬰兒於零

時，分別於私家醫院及公立醫院搶閘

出世，包括 3 男 2 女嬰。當中 2 男 1

女 3 名嬰兒是踏正零時零分出生。眾

元旦嬰的父母均希望兒女健康成長，

其中土生土長的香港父母直言，曾經

想過移民，但最終捨不得離港而繼續

留下來，目前只希望香港社會減少戾

氣，令小朋友可以在開心愉快環境下

成長。

「生」似乎是令人欣喜的事，

人們都讚歎新生命的降臨。但是，分

娩過程中，母親是要承受著極大的痛

楚。婦女分娩過程子宮收縮最痛，等

同牙痛 2 倍。醫生指出，不論自然或

是剖腹產，生產困難最是痛上加痛。

傳言：目前按照醫學界的劃分，將疼

痛等級列為 0-10 級，網上有傳言說，

分娩等級超過 10 級，應該為 12 級，

而且還有危險。那麼，對準母親來說，

迎接新生命的來臨真是一件十分矛盾

的事，既喜且憂！以筆者的經驗，太

太是擔心、恐懼較多。

證嚴法師靜思晨語：「生日在佛

教中是『母難日』。佛經上說：『親

生之子，懷之十月，身為重病，臨

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難言。』

母親為了生育子女，受了多少苦呢？

在懷胎守護時，是含辛茹苦；而臨產

陣痛時，又受盡折磨，生死就在剎那

間。所以，母親生子是何等危險痛苦

啊！」

不管帝皇將相，凡夫俗子，皆

由母親所生，所以在此向天下母親致

敬！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深思──自己

出生的那一刻，母親歷經多少辛苦！

苦是四聖諦中的第一聖諦。苦在

佛教中有很多不同的分類，例如三苦

( 苦苦、壞苦、行苦 )、八苦 ( 生苦、

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

會苦、求不得苦、五蘊熾盛苦 ) 等。

而母親生育時的痛苦是苦苦，三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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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苦的性質而區分的。

苦苦是生理上的苦，也就是一般

說的痛苦，如饑餓、勞役、風雨、寒

熱、疾病、受外傷時肉體上的痛苦。

此為與前五識相應的苦，也就是三受

中的苦受。

壞苦是心理上的苦，也就是樂境

消逝或壞滅所引起的苦。嬰兒出生，

皆大歡喜，但如夭折了，或因病未能

長大而往生，則由樂受變成為苦受。

又如親友身故、錢財損失、名譽受損

等精神上所引起的痛苦。此為與第六

識相應之苦，也就是五受中的憂受。

行苦是因緣和合或離散，因而使

種種現象遷流變異的苦，這是一種微

細不易察覺的苦。行苦的行，就是三

法印中諸行無常的行，也就是說，凡

是因緣造作之法（有為法），其本身

沒有自性，即是沒有定性，因緣聚散

而有生滅變異。所以，任何的幸福與

快樂，不能常住，終歸消逝，這叫做

行苦。

佛陀自人生現實的生老病死問題

中，研究其果，推察其因，所觀察出

的現實真理，這真理就是「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判斷佛法是

否究竟，即以此三法印來衡量。「法」

是指普遍的必然理性，「印」則是指

依此普遍的必然理性（法）而能證實

為究竟正確者。

《雜阿含 · 474 經》中，佛告阿

難：「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行

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

又復阿難！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

說，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一切諸

受悉皆是苦。」

學佛除了藉由「諸行無常」、「諸

法無我」、「涅槃寂靜」等三法印來

作為了義佛教的判準外，有於「諸行

無常」之下加上「諸受皆苦」一句，

這就成為「四法印」。因為凡是無常

的，就會有生、住、異、滅，無常故

苦便是其中一種實相。

人生之苦，包括身 ( 色 ) 苦、心

( 受、想、行、識 ) 苦，除了飢餓、

生病等自身的問題，還有身邊的父母

家人、朋友同事，種種意外、不測。

先妻三十六歲，便因肝癌往生，留下

十一歲的女兒。彌留之際，只望多活

一些時日，可以見到女兒中學畢業，

臨終也要受求不得之苦。二十年過

去，仍放不下，唯有寫詩抒發感情：

「伊人逝去心悲痛，

凝望空庭淚滿腔，

獨坐窗前難入睡，

尋尋覓覓盼填房。」

雖然續弦再娶，能減少苦痛嗎？

當然不可以！接著四十三歲的四弟因

交通意外突然身故，臨終時沒有留半

句話，白了頭的父母卻要送黑頭人！

愛別離之苦並非人人能接受，不少人

因另一半離去而導致精神崩潰，更甚

者自殺！若問生活在香港苦嗎？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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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香港是天堂，到處有美食，交通方

便，免稅購物。可是在 2016 年，香

港貧窮人口已輕微上升至 1,352,500

人，貧窮率為 19.9%。有人放工到街

市地上，拾一些還可以吃的蔬菜，有

工人每天花幾小時在交通工具上，有

些小童十多歲未看過電影，未到過海

洋公園，更不要奢望坐飛機出國旅

遊！

如此說，富人豈不是生活愉快，

無憂無慮？非也，無論貧富，總離不

開老病死。可能富人能買較貴的藥，

住環境較好的醫院，但能減輕病苦

嗎？蘋果電腦創辦人喬布斯臨終的講

話，談到他不能帶走一生所賺到的財

富。全世界最貴的牀是病牀。他可以

請司機駕車，投資讓人幫他賺錢，但

不可以付錢請人代替他病。他留下大

約 10.2 億美元遺產，卻學會及教人珍

惜生命！

《佛說無常經》中，佛對比丘說：

「有三種法，於諸世間是不可愛、

是不光澤、是不可念、是不稱意。

何者為三？謂老、病、死。汝諸苾

芻！此老、病、死於諸世間實不可

愛、實不光澤、實不可念、實不稱

意。若老、病、死世間無者，如來

應正等覺不出於世，為諸眾生說所

證法及調伏事。是故應知，此老、

病、死於諸世間是不可愛、是不光

澤、是不可念、是不稱意。由此三

事，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為諸

眾生說所證法及調伏事。」

《雜阿含經 · 379 ·轉法輪經》中，

佛陀告五比丘：「此苦聖諦，本所

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

明、覺；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

道跡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

惟時，生眼、智、明、覺。」知苦

和知苦因，是和十二因緣密不可分，

而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即為十二因緣

從瞭解到滅盡的過程。四聖諦與十二

因緣並非分開的兩種理論，是次第和

內容的不同面向敘述。

如何去破解苦集，使苦不再積

聚，及離苦的修行方法。必須要去修

八正道，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就

是「道諦」。隨順趣向涅槃之道，細

化為三十七道品。

《 佛 說 無 常 經 》中有兩句：

「三四二五理圓明」，三四者，四

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也。二五

者，五根、五力也。「七八能開四

諦門」，七謂七覺支，八謂八正道。

合上文三四二五，共為三十七道品，

幫助記憶。佛陀開示的修行法門實多

種多樣，但三學 ( 又稱三無漏學 )	：

戒、定、慧則離不開三十七道品，又

稱三十七菩提分法。依此老實修行，

自能踏上解脫的正道上，有機會經過

多生多世的修行而成佛。

《妙法蓮華經》中有許多種比

喻，其中繫珠喻 ( 又稱衣珠喻 )	，說

明眾生為自己解脫 ( 小果 )	，甚至世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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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事務的衣食忙碌奔波，卻不知心

裡早有佛陀贈與的寶珠──「一乘佛

法」。寫詩一首讚歎佛陀的慈悲：

「明珠暗藏汙衣內，

愚昧凡夫不自知，

也許遺忘已累世，

聞思修慧遠瞋癡。」

在《雜阿含 · 406 經》裏，佛陀

引用了「盲龜值遇浮木」來說明想要

生而為人有多難！所謂：「人身難得

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

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還

不趕快修行！可是參加過兩次短期出

家 ( 五天及七天 )	之後	，知道今生要

安於在家居士的角色，出家在家都要

老實修行，感悟到：

「剃掉三千斷續絲，

猶存煩惱自心知，

菩提欲證由煩惱，

精進修行莫嘆遲！」

慾望本是中性，如精進修學佛法

是好的。但是急求解脫，反而生起另

一種煩惱。《雜阿含 · 254 經》中，

佛陀向二十億耳所開示的一樣：「精

進太急，增其掉悔；精進太緩，

令人懈怠。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

受，莫著、莫放逸、莫取相。」能

夠調適而處中道而行，這是在長途修

行路上所必須要學習的。

明白到「斷、捨、離」的真正意

義不是 :	「斷」絕所有關係，「捨」

棄全部所需，「離」開人群獨自修行。

而是「斷」除煩惱，「捨」棄貪欲，

「離」開瞋恨。

《雜阿含 · 335 經》中，佛陀主

動告訴弟子：「眼生時無有來處，

滅時無有去處。」我們所看到的、

想到的東西，都是「來無始、去無終」

的。因為因緣所成的法，全都要很多

條件才可以造成。有著這麼多條件，

那就沒有辦法找到哪個才是起初的第

一個條件，這就是無始。有著這麼多

的條件，如果它要變壞或毀滅，亦找

不到哪個條件最後壞滅。所以，沒有

一個單獨條件，可使事情發生，也沒

有單一條件，可使事情壞滅。還有世

間的所有事物都在無常變化之中。所

以佛說：「此所生法，無實可得。

生已即滅」。

世間任何事情都如空中鳥跡，

鏡中影像。我們不能否定鳥兒確實飛

過，站在鏡前看到自己。但正因為天

空中沒有痕跡，其他的鳥兒才能自由

自在地飛行。而鏡中沒有留下我的影

像，鏡才能映照其他人。所以，現實

中一切「有」都是不實在，只是因緣

有、假名有；「我」也是不實在，

沒有固定不變、常一之「我」。如

《心經》中說：「無受想行識，無

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

死盡，無苦集滅道。」所有名相都

是空無自性。學佛就是要明白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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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空、無我的道理，因此，筆者感

悟到：

「斷弦再續情難了，

欲入空門靜待緣，

俗世凡塵如夢幻，

遊心法海樂乘船。」

憶起十年前初接觸佛教，讀初階

班時老師講「菩薩的精神」。初次瞭

解到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的略稱。

菩提意為覺悟，薩埵意為有情，譯成

漢語的意思為走向覺悟的有情眾生，

或指求無上正覺的有情。又有一意思

是指，引度眾生至覺悟彼岸的人。薩

埵另一意思是勇猛向前，很有勇氣，

很熱情奔放。菩薩是覺有情，上求佛

道，下化有情，向著覺的方向前進，

無止境無限量地向前，向著佛道努力。

有情是有情識，有愛情的動物，

也即是指眾生。這個愛是十二緣起愛

取的愛，也即是說，我們都是有情，

我們這個世間是有情世間。凡夫是迷

的有情，菩薩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的覺悟的有情。

老師例舉一個人間菩薩──德蘭

修女，令筆者感到佛教的包容，更瞭

解到菩薩是人而不是神，即是說每個

人都可以是菩薩，正如人人有機會成

佛！就讀基督教小學的筆者，自一年

級便聽聖經故事，及「施比受更有

福」。可惜從來不相信有一個造物主，

反而經常沉思「神」，是否由人創造，

施設出來？生命究竟有何意義？

未學佛前，已參加外教會的助養

兒童計劃，明白到富有的真正意義其

實是能夠付出，自覺足夠了，能有機

會布施是一種福氣。金錢只是一種工

具，如沒有善用，哪怕擁有更多財產，

富翁跟窮人並沒有差別。難怪近年流

行一句話：「窮得只剩下錢！」

首個助養的是住在尼泊爾的女

孩，而第二個是生在緬甸的女孩，父

母分居！雖然不會祈求任何回報，但

每次收到她們的節日咭，學習進度報

告等，內心充滿喜悅。看到她們日漸

長大，內心充滿感動，像多兩個親生

女兒！感恩今生有緣能為世界某一個

角落的兒童，付出一點綿力。希望每

月以飲一餐茶的錢，能改變一個女童

的命運！那麼，生就不是苦，也不是

樂，如實觀察便知道，既苦且樂，苦

中有樂，再加一點點意義！

德蘭修女說：「每一個人都能以

強烈的內在生活，透過默觀――祈禱

的精義――以及奉獻來得到這份愛。

不要以為愛必須非凡才是真實的。我

們需要的是毫不倦怠地去愛。一盞燈

要如何燃燒？要靠不斷地輸入小滴的

油。什麼是我們燈裡的油呢？它是每

天生活中的小小事物：忠實，溫柔的

尋常話語，為別人著想，以及我們的

沉默、觀看、說話、行動的方式。」

這個愛，並不是指異性間的情

愛、情慾，而是「大愛」，這在許多

宗教裡面常會聽到，其中以佛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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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首先『大愛』是一種無私的愛，

不會因為各種因素，而吝嗇付出的

愛，就像父母對兒女的愛，不會因兒

女的外表或是行為，就吝嗇去付出這

樣的愛，當然除非是子女做出大不孝

的行為，有些父母會停止去付出這樣

的愛。雖然有些時候男女之間的愛，

也是這種無私的付出，但通常是有限

的，尤其是當問題產生，或是彼此私

心作祟時，再無私的愛有時也經不起

考驗，如緣盡了，難再付出下去。更

甚者，因愛成恨，造成不幸事件。

1998 年大愛台成立時，證嚴法師就慈

悲地開示「大愛電視臺不只是媒體，

更是傳法的平台，而且隨著傳播科技

的發展，要科技傳法！」當然，這又

是另一類，順應當今人間世俗的方便

法門了！

自私是人的天性，很難做到無

私的，因為人是有感情的。不是說人

性醜惡，自私其實只是人的一種普通

的反應。人總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總是發現別人的錯處，其實每一人事

物，都有好的一面、壞的一面，都是

相對。

回憶起四弟往生一段時間後，母

親拿出他的一些遺物，著我及姊弟取

一或數件留為紀念。各人便在其中挑

選，剩下一些沒有人要的，母親無奈

地保留！及後反思，為何留一份四弟

的紀念品，也要左挑右選，揀一件自

己喜歡的？當日也應該將沒有人要的

全部收下，不是貪心，是避免母親每

次見到四弟的遺物而睹物思人！身為

佛弟子，哪怕是請一本結緣書，也要

挑選一本自認為好的，筆者就是如此

凡夫一個！

學佛三要的信願、慈悲、智慧中，

慈悲近於這「大愛」，但遠遠不止。

慈是給人快樂（予樂），悲是將人從

苦難中拔救出來（拔苦），亦泛指慈

愛與悲憫。菩薩的慈悲比外教的愛，

付出更廣更深，更不單只是對人類，

而是眾生，五戒中不殺生就是要不殺

眾生。除了不殺生，還要放生，當然

中國人放生的習俗，至今已受到不少

的批評。

前述菩薩是覺有情，上求佛道，

下化有情，向著覺的方向前進，向著

佛道努力。而德蘭修女是執行「天主」

的命令，及如跟耶穌一體地奉獻愛，

她說：「不要在你的身外尋找耶穌，

祂不在那裡；祂在你內，保持你的燈

火燃燒，你就會認出祂來。」如此看，

她就不是佛教所說的菩薩。可是，

佛法有八萬四千個法門，是世間的智

慧、是出世的智慧，及世出世間的智

慧，可說是普世智慧，遍佈在我們日

常生活中。若德蘭修女的愛，能讓許

多人得到安慰，某些人能到「天國」，

如某些佛弟子祈求生天，往生去西方

或十方淨土等，外教徒以非佛教徒得

道，雖是不究竟，仍可理解德蘭修女

是菩薩以非佛教徒應化身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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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佛法之廣，本身就

包含了非佛法。外道因緣而生，佛

法也有機會在某些地方因緣而滅。

佛法跟外道在世間並存，佛與魔共

存。在有漏的世間，修證無漏菩提。

《六祖壇經》( 般若品第二 )	說：「佛

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

提，恰如求兔角。」佛法是在世間

而出世間的法，所以說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一切的般若智慧。若離開世

間去找菩提，就好像要尋找兔子生出

的犄角一樣，不可得。

從廣義來說，發了菩提心，行菩

薩道，求成佛的人，就是菩薩，不過

是初發心菩薩，與其他大菩薩如觀世

音菩薩等，還差太遠呢！印順導師慈

悲，勸勉學佛應「以念誦懺悔培養

宗教情操，安立於聞思經教慧學

中，不求速成，以待時節因緣。」

明瞭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具足信

心，在這紛擾繁亂的城市中修解脫

道，擦亮被塵埃封蓋的心鏡。面對煩

惱，如實觀察世界就是這樣的，境隨

心轉，生起智慧，處理好人、事、物

之後，立刻放下，那麼煩惱生起，成

就菩提。換句話說，沒有煩惱，哪有

菩提？煩惱即菩提就成立了。

因果法則中，筆者認為現在的緣

是最重要，過去 ( 前生 ) 所作的業已

不能改變，未來 ( 下生 ) 要受的果未

可知，以今生「我」這個身心作為助

緣，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而明了世事萬物空無自性，無智，亦

無得。以無所得心依於空義行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四度，助成禪定、

般若二波羅密。因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故心無罣礙，

從利他中自利，願眾生可以一起成

佛！學佛修行最終當然要斷除貪愛，

因這是生死輪回的根本。但初發菩提

心，願行菩薩道，希望多生多世修行

圓滿至成佛，那就不能只想自己了脫

生死，而是對人乃至一切眾生保持這

份愛而又不執着人、我、眾生相。人

生，是多姿多彩，無常而變化多端，

充滿挑戰的，盡餘生修學，隨緣布施，

量力而為，但願下一生能重臨人間！

鵬 慧		合十

2018 年 2 月 19 日

( 戊戌年正月初四 )

後 記

人生，總會在某一些年份，作一

些反思、總結。筆者四十九歲才有緣

接觸到佛法，徹底改變了對佛教的看

法。由 2008 年 3 月初學佛，只參加

過幾個課程及共修，皈依、受戒及短

期出家：

2008 年：妙華佛學會──

佛學初階班、宣隆內觀禪修班

2009 年：妙華佛學會──

佛學進階班 ( 中觀思想 )

2010 年：妙華佛學會──

佛學進階班 ( 唯識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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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妙華佛學會──

佛學進階班 ( 印度佛教史 )

2011 年 5 月 9 日：

香港佛教聯合會──萬人皈依大

會，皈依三寶，萬人皈依導師：

覺光長老、永惺長老、融靈長老、

暢懷長老、智慧長老、紹根長老、

泉慧長老。( 法名：鵬慧 )

2012 年：妙華佛學會──

佛學進階班 ( 中國佛教史 )

2013 年：香港居士林──

佛教心理輔導證書課程

2014 年：佛教中觀學舍──

佛學進修班

2015 年 12 月 24 至 28 日：

東蓮覺苑──五天律儀營，短期

出家，證受師：僧徹法師。

2014-2016 年：明珠佛學社──

宣隆內觀禪共修及佛法分享

2016 年 3 月 19 日：

戒定慧講堂──受五戒，五戒本

師：觀成法師。( 法名：思欽 )

2016 年 8 月 22 至 30 日：

圓明寺──七日七夜八關齋戒暨

短期出家，短期出家，得戒和尚：

暢懷長老。

2017 年：普明佛學會──

佛學研習班

東蓮覺苑――五天律儀營，短期出家，證受師：僧徹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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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因緣是不可思議的，經過前五

年在妙華佛學會的修學，由眾老師、

慧瑩法師、印順導師而了解正信的佛

法，而至最近開始閱讀太虛大師的著

作，心屝是大開了！

由於黃家樹居士的講座，引領筆

者到佛教中觀學舍上佛學進修班。跟

梁志高、梁志賢兩位師兄學習、共修

宣隆內觀禪修法，至參加明珠佛學社

的宣隆內觀禪共修，受劉錦華居士的

教導，令筆者感到十分幸運，更欣喜

這是遠參法師一脈相承的道場。因宣

隆內觀禪共修，導引筆者參加普明佛

學會的佛學研習班。

十年轉眼過去，明年生日便到花

甲耳順之年，今生餘下的時間已不多

了。要完成定下已久的閱讀目標、內

觀禪共修、隨緣隨份做義工，更希望

寫些文章。這一篇是八篇的第一篇，

是由去年底佛學研習班的功課：「雜

阿含經選釋──人生真的是苦嗎？」

修改而成，希望令自己堅持

寫下去！

戒定慧講堂――受五戒，五戒本師：觀成法師。

圓明寺――七日七夜八關齋戒暨短期出家，短期出家，得戒和尚：暢懷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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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八年六月至九月份

常務經費：

$4000: 吳蓮菊   $2000: 趙宅   $1500: 王明心   $1200: 佛弟子   $1000:

吳玉群  $900: 李淑嫻 胡昭源 胡薄淑貞  $524.40: 趙泳均  $500: 戴德恩

曾榮裕 周美華 黃金針 胡惠貞 黃鳳如 周果維 張玉冰 王莉娟 陳文孝   

$400: 林大成 ( 黃宅 黃添源 ) 張錦珍 陶婉芬 崔穎詩   $303: 佘秀英   

$300: 張玉英 程啟軒 吳國強 衛健雯 ( 詹楚光 詹紫慧 )  $200: 周笑雲  

( 郭綺華 衛倩妤 )  ( 衛健基 衛泳妤 )  黃日朗小朋友  唐淼德 黃美雲 

黃麗蓉 Leung Lai Yuk 潘慧蓉 司徒洪 李月明 程桂嬋  $100: 羅群玉 

張國海  李愛彩  吳燕瓊  徐鳳琴  楊淑平  楊潔英  鍾寶嬌  鄺杏崧 

¥1000: 譚淑儀  ¥100: 陳桂玲

助印： 

$5500: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1000:  ( 陳智豪 簡潔瑩 )      ¥500: 趙艷婷  ( 梁紹傑 張佩嫻合家 )   

¥300: 蔡卿 譚淑儀 周新蘭   ¥200: 陳桂玲 龐錦明合家 王海林 郭志華 

郭愛蓮合家  郭惠蓮合家  郭美蓮合家  郭芷蓮合家  郭穎雯合家 ( 郭家康 

林秀榆合家 )   ¥150: 鄒桃   ¥100: 關漸爽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