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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禪修班
2019年度

禪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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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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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雲集讀書會

主持：	眾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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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	公曆2019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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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瑩法師誕辰紀念法會

日期：	公曆2019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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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及《成佛之道》。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	公曆2019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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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樓舉行觀音菩薩誕誦經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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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九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敬請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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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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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生
日		期			：	 2019 年 8 月 3 日至 9 月 28 日

	 	 （逢星期六）共 8 堂

	 	 9 月 14 日中秋節翌日放假

時		間			：	晚上 6 時至 7 時 30 分

地		點			：	香港北角英皇道３６８號榮馳大廈３字樓

報名查詢： 	請致電梁老師，電話：9373	8113

導		師			：	梁志高老師、梁志賢老師

費		用			：	全免

內			容				：	何謂禪修？禪修為何能導致覺悟？禪修

的方法有多種，如何選擇禪修的方法？

是否所有方法都能導致覺悟？

	 直觀的修習——「宣隆禪法」，特點是不

需要依靠任何預設的理論、知識、概念

及任何宗教背景，利用觀察呼吸的觸覺，

提升強大及敏銳的直觀能力，從而洞察

身心活動的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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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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識身相應地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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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順導師思想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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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課  通  知 

     ※  （週三）

     ※  （週五）

妙華佛學會

合辦合辦

授 課 老 師

圓悟法師 

 

長慈法師 

班 別

中級班 

 

高級班 

課 程 名 稱

《大乘起信論講記》

《印度佛教思想史》

時    間

週 三

晚上19:00 ~ 21:00

週 五

晚上19:00 ~ 21:00

第38期課程（2019年9月11日～2020年1月3日）

《大乘起信論講記》：2019年10月23日、2020年1月1日。

《印度佛教思想史》：2019年9月13日、10月11日、

                   10月25日、11月29日。

第38期課程（2019年9月11日～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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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云：「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 ......」至於遇

事須忍時，自然成就忍力，故云具

足羼提波羅蜜。佛觀被忍者（即辱

者），亦一乘人，不應瞋他，共他

結個解脫因緣吧！

「身心精進不懈怠故，應具

足毗梨耶（精進）波羅蜜。」此

示精進是大乘行，其文應云離身心

相，應具足 ...... 或云身心精進及不

精進不可得 ...... 以住般若故，不住

身心相，亦不住精進懈怠相，如此

行精進者，為圓滿究竟之精進行。

佛意方面以大事因緣出世，欲

培植此等一乘菩薩，有精進力，備

作聞一乘之助而已，並未有望其以

此精進可成佛。

「不亂不味故，應具足禪那

波羅蜜。」此教菩薩修行靜定。小

乘人、外道、人、天，各有禪定；

而大乘人，或亦修小乘禪、外道禪、

佛 學 大 綱
（之三）

遠參老法師講於星洲中華佛教會

人天禪，不以為貴。唯修各種三昧

大禪，能起大用，作大利益事；然

不以為實，皆幻化耳。

 經言不亂不味者，以亂不可得

故，味即禪味著樂，實亦不可得。

以不住一切法住般若，自然不見有

散亂，亦不見有禪味，如此修禪，

即禪具足矣。

中國人言禪，多是不合法之禪，

或以「明心見性」為禪，或追求「心

性」為禪，或以昏迷為禪。如某禪

師能坐數十日，不知不覺，不起之

類。或沉思窮理為禪，種種邪見妄

談妄為，欺騙社會，為佛教罪人。

佛雖以禪法教菩薩，意不在此，

意在免其散心馳逐妄境，將來聞開

權顯實之後，易於受一乘法，佛為

此出現於世，未曾一念或忘故。

「於一切法不著故，應具足

般若波羅蜜。」教菩薩如此修行智

慧，智慧要修，不說天然。此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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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法不著」，是修行法，即

般若也。應作如是言：「以一切法

空故」，或「一切法無所有故」，

或「不可得故」，或「一切法寂滅

故」，此言理也。

明理為智，「不著」是行，般

若之行，即以時時明此理本來空，

便是般若；亦不是既知一切法本空，

便一意認為諸法空相，絕不作何觀

想，此非智也。不過，同時此智亦

是空，故經云：「佛說般若波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如須菩提言：

「我不見有菩薩，亦不見有般若

波羅蜜，將何教菩薩修般若波羅

蜜？佛言：如是如是，實無菩薩，

實無般若波羅蜜，汝應常教諸菩

薩修行般若波羅蜜。」這就是般

若波羅蜜。

中國人談般若，必以天然理談

之，謂人人皆具有般若，即人人之

心光是，乃破大乘也。佛設大乘權

教，方便淘汰此種根性稍利者。

綜上諸說，從略而述，若欲廣

知，請讀《大般若經》，兼參閱《大

智度論》，或讀《中論》、《百論》、

《十二門論》，則大乘教理行證，

徹底明瞭。

佛 教 衰 落， 眾 生 無 福， 佛 滅

度 後， 小 乘 紛 亂， 派 分 數 十， 或

五百，小乘經典經數次整理，至今

亦是勉強支持，一種似是而非的巴

利文佛教。至於大乘經教，則無人

過問，直至佛滅後，五百年間，甫

有龍樹大士，提起宣揚造論教人，

然亦不久沉寂無聞。

中國、日本、高麗、西藏、蒙

古各處，雖名大乘佛教國，實未夢

見，只以一種不倫不類之虛偽宗派，

傳承邪說惑人，繩繩不絕的保守下

去，如真言宗本非佛教而亦附於佛

教，居大乘中之最上乘，或自判為

一乘。其餘大乘宗徒，各各無一不

如是。試想那一說合上述佛說大乘

義，一乘更不用論。噫，佛教如是

墮落，吾人應作何感想！

廢除大小乘教

佛革除四十餘年之立言，此事

說之不易，需用一適合的手段為步

驟，才能揭幕。說起來頗覺麻煩，

不說即不知，且略說其梗概。

當佛將欲宣布出世立意時，居

靈鷲山，與一萬二千大阿羅漢，八

萬餘大菩薩，並有若干百千萬億人

天鬼神，亦同集會於山中。是時佛

為諸來大眾，說無量義經，說完之

後，仍就座而坐，即入禪定，名無

量義三昧。佛以神力雨花，動地，

大眾驚喜，良久之間，佛之眉間「白

毫相」（三十二相之一），放出一

道大光，向東方直照，計世界有一

萬八千之多，橫照即不知幾許世界，

如是橫直，所有被照之世界，一切

的一切，若凡若聖，若因若果，若

好若醜，完全現露。

在會大眾，無不了了目擊耳聞。

然皆不知因何而現這些奇特之相？

會內有一位彌勒（慈氏）菩薩，亦

覺甚奇，必有要故，但不能自測，

因欲預知故，恭恭敬敬的作禮，問

文殊（妙吉祥）菩薩。而文殊（妙

吉祥）菩薩並不客氣，亦不推諉，

一力擔承答之。言如我所知，「今

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

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

雖然說了幾句「大法」，未足作為

了事，次作詳細的解答，廣說往古

故事，以作今日的證信。

往古之日月燈明佛，亦是說完

無量義後，入三昧，即雨花動地，

放白毫相光，亦照東方，同是一萬

八千世界之遠，亦是大眾分明見了

一切。佛從三昧起，即說《妙法蓮

華經》，歷六十小劫，今釋迦世尊，

亦必定出定，說《法華經》，各人

當恭敬合掌，一心善聽。

文殊（妙吉祥）菩薩答完之後，

佛從三昧起，先對舍利弗讚嘆諸佛

智慧，及自證佛果功德，廣如前文

第一部分「佛為何事出世」中詳說。

舍利弗等，聞佛如是大嘆特嘆，

不唯其中所嘆之智慧，甚深微妙，

不能知其少許，簡直究竟為何因何

緣而嘆，亦不知；亦斷不能說，絕

無緣故，作無用之嘆，追憶文殊（妙

吉祥）之言，謂佛必說大法，莫非

就此嘆佛智，為大法乎？若爾者，

此大法有何用哉？吾人既不能明，

而佛亦不許可人明。如云：三乘人

皆不能測知。豈非與吾人無涉耶？

又文殊（妙吉祥）在前亦曾說過云：

「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

當為除斷，令盡無有餘。」今反

增吾人無限疑惑，吾當力追此事，

勿輕放過。

於是舍利弗，挺起精神，殷殷

勤勤，懇請分明詳說其意。佛不答，

反云不須說。舍利弗再請，佛亦不

答。舍利弗不肯中止，無論如何決

求佛說，由舍利弗三請後，佛諾許

之，並誡善聽云云。開始首句作如

是說：「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

意趣難解。」以上經過諸多繁瑣，

意在說此。此中十個字，除「諸佛」

二字，尚有八字，此八個字，為《妙

法蓮華經》的頭腦。一部《法華經》，

以此為根本，是以首先提起，然後

逐漸解釋下去。佛雖提起此句，猶

恐大意者誤會。在未解義之前，先

佛學大綱（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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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語（語即文）。

佛自徵釋云：「所以者何？諸

佛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

辭，演說諸法（釋『隨宜說法』四

字），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唯有諸佛乃能知之（釋『意趣難

解』四字 )。」

佛 釋 明 我 自 成 佛 以 來， 四 十

餘年，處處宣說大小乘教，是方便

說，非真實說。「方便」約智慧力，

佛之方便智，一時在一處，能對千

萬億眾生，假使個個根性不同，好

樂各異，佛觀其機宜，宜於何法令

其受益，能一時普遍隨宜為說。所

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

得解」。當知「隨宜說法」，是佛

十八不共法中之口業隨智慧行，一

口能說無邊言詞，能詮無邊法門，

以逗眾機。佛身亦復徧現於眾前，

各各自見為我說法，不為別說，名

「隨宜說法」。所說之法式分十二

分，名十二部。今文中譬喻是一部，

因緣是一部，略去餘部不提。

十二部為權教大乘，小乘只有

九部，今總括三乘教，皆名方便隨

宜教，正演法時意在一乘，佛為大

事出世，念念不忘，念念欲說一乘，

可惜未有機受，故云「意趣難解」。

「難解」二字，是已經提出，佛別

有用意，試令其猜度，無論如何用

盡心力，亦不能猜中，故云「唯有

諸佛乃能知之」。若說破之後，任

何人都可知，別無秘密，就是意在

一乘，不在三乘，三乘法是就三乘

機，乃一時之方便設施，終歸要開

除。

復次當知「隨宜說法」四字，

是開權根本，「意趣難解」四字，

是顯實根本。若知方便隨宜，雖受

深法，證果亦無用。若知別有意在，

可注意下文。

經云：「所以者何？諸佛世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

世。」廣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講，此

不再述。其中依經來說，其文甚長，

有一句要語是這樣說：「如來但以

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

乘，若二若三。」此是顯實及開權，

最是顯明。

又云：「十方世界中，尚無

二乘，何況有三？」此更顯明，開

除權教，因本無餘乘故。又云：「無

有餘乘，唯一佛乘。」三乘權教，

確出於不得已，十分勉強方便設施。

因眾生五濁垢重，障一乘善根，不

能通利，何能解佛之智慧。又觀眾

生往昔，習有三乘因緣，就其各人

接近之善根，按其程度，一一施以

臨時智慧，洗滌其五濁，輕重二種

塵垢，為二種小乘人垢重故說小法，

令得涅槃。為大乘人垢輕故，說大

乘佛法，令得各種功德。

佛雖一度作廢權之說，而小乘

中，只得舍利弗一人信解，收效極

微。舍利弗解後，心生歡喜，深知

以前之證小果為誤，大起悔過之心，

向佛陳說種種經過。

經云：「今從世尊聞此法音，

心 懷 踴 躍， 得 未 曾 有。 所 以 者

何？我昔從佛聞大乘法，見諸菩

薩受記作佛，而我等不預斯事，

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

言以前感傷，今日開除三乘，彼此

一律作廢，有何分別大乘可成佛，

小乘不能成佛的話。要成佛只有一

乘為真。此是悔昔日苦惱愚癡，表

示領受開權顯實之意。

又云：「世尊！我常獨處山

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

我本與此諸菩薩同入無為法性，

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

舍利弗分別最大，懷疑佛心有偏，

彼此同是出世，求於涅槃無為法，

因何菩薩成佛，獨我不許成佛，只

許成阿羅漢？真莫名其妙！

「今日方知是我等咎，非世

尊也。」此正知自悔，歸咎於己，

豈佛之偏乎？佛雖以一音隨宜而說，

亦許別人共知，故舍利弗聞佛教菩

薩。

「所以者何？若我先有待說

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者，如來必以大乘而得度脫。」

舍利弗今日深知昔日之錯，說明理

由，只是自己未有菩提種子在前，

故佛不為說大乘。倘能成就大乘因

緣者，佛亦必教我大乘，由大乘脫

離三界。

「 然 我 等 不 解 方 便 隨 宜 所

說，初聞佛法，遂便信受思惟取

證。」當日不知是權宜之設，以為

確有此事，糊糊塗塗，如癡狂一般，

如餓者不擇粗細，見食即如狼似虎。

「世尊！我從昔來，終日竟

夜，每自尅責，而今從佛，聞所

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

泰然，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

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

佛法分。」舍利弗一向怪佛及己，

晝夜不分，因他是阿羅漢，無須睡

眠，亦不修行，只有分別大乘小乘，

心極不滿，今日盡將一肚障礙付之

東流，一心一德向一乘佛道，安樂

極矣！又決知往昔以來，是一乘真

正大菩薩，由佛往日一乘之口所說

故，又知從昔一向是從一乘法化生

的，又知往昔所修一乘菩薩行，必

有大成就，必得佛法少分，或半分，

或過半分，或多分，此等功行雖忘，

而實未曾絲毫有失。

佛學大綱（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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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舍利弗，如此深深的表示，

領受佛旨，真不可多得。又舍利弗

之深表信解，亦有來歷，試述之於

下，佛曾在前作如是說過：「諸佛

興出世，懸遠值遇難，正使出於

世，說是法復難，無量無數劫，

聞是法亦難，能聽是法者，斯人

亦復難。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

樂，天人所希有，時至乃一出。

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

已供養，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

有，過於優曇華。」舍利弗讚嘆不

止發一言，發一言已是供養三世佛，

已過優曇華，發多言可知。

佛亦知舍利弗，能在先信受，

故初呼之。舍利弗既信解，佛授其

記，將來成佛號華光如來。更有少

部分天人及四眾，因見舍利弗受記

作佛，此事可靠，即亦隨喜信解，

迴向佛道。從此告一段落，是為廢

除大小乘教之好結果。

吾人應知，我們雖處今日佛法

衰落的時代，能有機會知此消息，

亦是不幸中有大幸也，慎勿當面錯

過。時代雖離佛世二千五百年，佛

之正法並無新舊之分，論根性或有

利鈍，論福慧或有深淺，論信心即

無種種差別。

佛在世時之人，對此種教義，

亦只是信佛語，解佛語，並未解其

義。如經云：「汝舍利弗，尚於此

經，以信得解，況餘聲聞。其餘

聲聞，信佛語故，隨順此經，非

己智解。」

又文殊（妙吉祥）菩薩在先亦

說過：「今佛世尊，欲令眾生，

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故

現斯瑞。」可知此事只論信解佛語

便是。

吾人無論聞何等偽教，亦不過

起信心去受為止，亦未見誰人有何

修證。既然信邪偽亦是信，不如信

仰一乘為穩當，同是用信心故，比

況有人立心入山擔柴，已得柴，後

忽見有炭，便捨柴擔炭；次見銅，

便捨炭擔銅；次見銀，便捨銅擔銀；

後見金，便捨銀擔金。此人有智能，

捨劣取勝。為佛徒亦應如是，先雖

受邪師所惑，深信邪言，深受邪法，

不欲刻捨；若遇正法，應捨邪受正，

此為智者。今能信此說，佛為大事

出世，我是一乘人，應信應受，當

下一念信起時，立刻即名一乘大菩

薩。因以前，曾從佛親近四萬億諸

佛故，每見一佛，聞一乘法不同，

進修不同，可知吾人從佛口生，從

法化生，得佛法分在前，此就是金，

應擔此金。尊重自己吧！

（待續）

佛學大綱（之三）

佛教是實踐的人生宗教。「誦

習千章，不如一行」，就是教理的

探索，目的也在獲得正知正見，以

指導行踐。理解與行踐，必然一貫；

這在三期佛教的行踐中，可以完美

證實。佛法中的神奇與臭腐，行踐

就是試金石。佛陀的本懷，唯有在

行踐中，才能突破空談的罥索，正

確的把握它。

初期佛教，比較接近原始佛教，

它的行踐特色，可以從佛陀適應時

代的根機中去理解。當時的印度，

可以分為兩大流：一、是出家的苦

行者，目的在個人的解脫；除實行

嚴酷的苦行外，注重禪定的修養，

以達到廓然無累的解脫。這解脫，

在佛陀看來，只是一種定境而已。

二、是在家的樂行者，目的在五欲

的享受；在後世人、天的快樂；所

用的方法，

是布施、持

戒、祭祀天

神。佛陀適

應時代的根

性，唱道中

道之行。反

中 道 之 行
印順導師

對祭祀，但承認諸天是眾生之一。

批評無益的苦行，但也讚歎合理的

淡泊知足。大體上，初期佛教的聲

聞（出家）弟子，衣食知足，淡泊、

清淨、少事少業，修習禪定，是適

應這出家苦行者的。釋尊的常隨眾，

不多是從外道中來嗎？不同的，在

注重出世的「無我正見」，與不許

有害身心的苦行。其實，在家經營

事業，生育男女，也還是可以解脫

（兼攝樂行者）。那還不能接受出

世法的，佛常說「端正法」，就是

布施、持戒、生天之法。這主要的，

是適應在家的樂行者。釋尊反對他

們的祭祀生天，但勸導他們布施持

戒，這可以得人間、天上的果報。

不過，要生高級的色、無色天，那

非修禪定不可，這又是兼攝苦行者

了。

	 	 	祭	祀	 	

	 樂行者	 	布	施	 人	乘	

	 	 	持	戒	

		印度的時代根性	 	 	苦	行	 天	乘	 佛教中道之行

	 苦行者	 	淡	泊	 	 	 	

	 	 	禪	定	 出世法	

	 	 無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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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人乘是側重施、戒

的，天乘又加禪定；出世法再加無

我慧。當時出世法，雖可說全部是

聲聞乘，但也還偶有菩薩，菩薩是

側重利他的。在一般聲聞弟子看來，

菩薩雖在僧中持戒，但「不修禪定，

不斷煩惱」。所以聲聞是側重因定

發慧的，菩薩是注重布施、持戒的。

據初期佛教的解說，在智慧上講，

聲聞、菩薩，都是觀察無常而厭離

世間的。總結起來作大體上的分別，

人乘是世間樂行者的改善；天乘是

世間苦行者的救濟；聲聞、緣覺乘

是引導苦行者出世的，菩薩乘是引

導樂行者出世的。從世間到出世的

層次上看，布施不如持戒，持戒不

如禪定，禪定不如智慧。但從以智

慧為主的出世法看，那又聲聞的戒、

定（自利的），不如菩薩的側重施、

戒（利他的）了。這一點，將成為

佛教徒行踐的尺度。

從聲聞乘為主的，轉入人身菩

薩（適應積極的、入世的）為主的，

就是中期佛教。聲聞弟子，已不是

教化的對象主機，它需要修學般若，

已在埋怨自己為甚麼不想做菩薩了。

初期佛教中的在家弟子，像賢護等

十六開士、寶積、淨名等五百人，

王公、宰官，乃至婦女、童子，成

為佛教的中心人物。印度的群神——

天，也在漸露頭角。梵王是三果，

帝釋是初果，諸天聽法，本來初期

佛教也有這樣的記載。現在，諸天、

龍、鬼，觀世音等已現菩薩身了。

因此，修行苦行的外道（天乘行者）

領袖，也大有菩薩在。

在複雜根性與不同的行踐中，

可以分為三大類：據龍樹菩薩說：一、

一分鈍根的菩薩，最初觀察五蘊生

滅無常、不淨，要久而久之，才能

觀察一切法性空；這是「從無常入

空……」的。這一類大乘學者，經

上說它「無數無量發菩薩心，難

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者」。我們要知

道：大乘菩薩，要修行六度、四攝

去利他的；像這樣充滿了厭離世間、

生死可痛的心情，焉能克服難關、

完成入世度生的目的？這樣的學者，

百分之百是退墮凡小的。二、一分

中根菩薩，最初發心，就觀察一切

法空不生不滅，這是中期大乘依人

乘而趣入佛乘的正機，是「從空入

無生……」的。唯有理解一切性空，

才能不厭世間、不戀世間；才能不

著涅槃，卻向涅槃前進。這樣的大

乘行者，「與菩提心相應，大悲

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去實

行菩薩的六度、四攝行。它一面培

養悲心，去實行布施、持戒、慈忍

等利他事業；一面理解性空的真理，

在內心中去體驗。這需要同時推進，

因為悲智不足去專修禪定就要被定

力所拘；不厚厚的培植布施、持戒、

慈忍的根基，一心想證空，這是邪

空；如果智勝於悲，就有退墮小乘

的危險。所以在悲心沒有深切，悲

事沒有積集，它不求證悟；「遍學

一切法門」，隨分隨力去利人。它

時常警告自己：「今是學時，非是

證時」。三、一類利根的菩薩，它

飛快的得無生忍，也有即身成佛的。

龍樹沒有談到從何下手，或者是從

涅槃無生入佛道的。這根性的不同，

性空論者的見解，既不是無始法爾

生成的，也不像一分拙劣的學者，

把鈍根、利根看為初學與久學。根

性的不同，在它「最初發心」以前，

有沒有積集福智資糧。成佛要度眾

生，要福德、智慧，這不是可以僥

倖的。鈍根者（現在盲目的學者，

稱為利根），幾乎從來沒有積集功

德（悲事），忽略利他而急求自證

的習氣異常強。因種過少分智慧，

偶然的見佛發菩提心，但厭離的劣

慧，使它立刻失敗。這與絲毫無備，

倉卒應戰與優勢的敵軍硬碰，結果

是全軍覆沒一樣。那中根者，多少

積集智慧功德；發心以後，它理解

事實，採取任重致遠的中道之行，

不敢急求自證。悲心一天天的深切，

功德也漸廣大，智慧也同時深入，

坦然直進，完成最高的目的。這像

沒有充分的準備，而事實上不得不

應戰，那必須採用消耗戰，爭取時

間，穩紮穩打，殲滅敵人一樣。那

利根的，在未曾發心以前，雖沒有

機緣見佛聞法，卻能處處行利他行，

為人群謀幸福。福德廣大了，煩惱

也就被部分的折伏。因為入世利他，

所以會遇見善友扶助，不致墮落。

在世俗學術的研究中，也推論出接

近佛法的見地。這樣的無量世來利

他忘己，一旦見佛聞法發菩提心，

自然直入無生，完成圓滿正覺了。

這像充分預備，計劃嚴密，實行閃

電戰一樣。總之，根機的利鈍，全

在未發心以前的有沒有準備，與正

法的淺深無關。醍醐、毒藥，並不

是一定的。雖有這三類，鈍根與小

乘學者所說的相同，容易墮落。後

一類，希有希有，所以無著世親他

們，也就不去說它。要學大乘行、

自利利他，那唯有採取積集悲智、

學而不證的正軌（前機急求自證失

敗；後機自然的立刻證悟，不是勉

強得來）。或者認為非迫切的厭離

自己的生死（無常苦），他絕不能

認識他人的苦痛、發大悲心去利人。

中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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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意見，非「從無常門入」不

可，這是非常錯誤的。他如果願意

一讀《諸法無行經》，就知道行徑的

各別了。「從空而入」的依人乘而

進趣佛乘，不是貪戀世間，在性空

的正見中，才能觀生死無常而不致

退失呀！從人類菩薩為主，轉化為

天身菩薩為主的，是後期佛教。在

後期佛教的法會中，已少有小乘聖

者參加的資格，除非它願意轉變。

中期佛教大乘的菩薩，一分已不知

去向，一分與印度群神合流。原來

印度的諸天、龍、鬼、夜叉、羅剎

它們，竟然都是諸佛菩薩的示現。

因此，從諸天、夜叉等傳出的法門，

雖然近於印度的外道，其實卻說得

特別高妙。

後期佛教，經過的時間很長，

意見也不能一致。大體上，菩薩有

鈍漸之機；有從無常入空、從空入

無生的漸機（後期的初階段，也有

只許這一類的），要三大阿僧祇劫

才能成佛。有直入頓入的利機，這

利機，雖有的主張直入無生或直入

佛道的，有的以為還是從無常來，

不過走得快些；總之是速成的。時

代的當機者，是利根，我們不妨看

看它的行踐。它是唯心的：唯心本

是後期佛教的特徵，因唯心的理論

與利他非神通不可的見解，我們認

為一般的難行大行，不成其為波羅

蜜多，因為它不得究竟。如果從定

發 通， 最 好 體 悟 清 淨 法 相， 真 俗

雙運，才能一修一切修，一行一切

行，在定中分身千百億，度脫一切

眾生，它要急急的從事禪定的修習

了！它又是速成的：前二期佛教，

有一個原則，就是成就愈大，所需

的時間、事業愈多。聲聞三生六十

劫，緣覺四生百劫，菩薩三大阿僧

祇劫；到中期佛教，達到「三僧祇

劫有限有量」的見解。雖有頓入的，

那是發心以前久久修習得來。這種

但知利他，不問何時證悟的見地，

在後期佛教中突變，就是法門愈妙，

成佛愈快。「三生取辦」、「即身

成佛」、「即心即佛」，這當然適

合一般口味的。它又是他力的：「自

依止，法依止，不餘依止」，是佛

法的精髓。中期佛教也還是「自力

不由他」。諸佛護持，天龍擁護，

也是盡其在我，達到一定階段，才

有外緣來助成。說明白一點，自己

有法，它才來護，並不是請託幫忙。

易行道的念佛，也只是能除怖畏，

也是壯壯膽的。有人想找一條容易

成佛的方法，給龍樹菩薩一頓教訓，

怎麼這樣下劣的根性！然後攝它，

教它念佛，後來再說別的行法，它

說你不是教我念佛嗎？龍樹說：那

有單單念佛可為以成佛呢？但後期

的佛教，受著外道的壓迫，覺得有

託庇諸天（其實是佛菩薩）的必要。

他力的頂點，達到要學佛，非得先

請護法神不可。它又是神秘的：若

行者感到人生無味，有點活不下去，

實行厭離自殺；如來苦心孤詣教他

們念佛的功德相好、念天上的快樂，

這在初期佛教也有。中期佛教，似

乎要發達些，但還不出安心的範圍，

等到後期佛教，佛菩薩與諸天融成

一體，不但求生淨土是念佛，密宗

的三密相應，修天色身，何嘗不是

念佛？佛與天既然是合一，印度神

教的儀式與修行的方法，自然也可

與佛法合一。茅草可以除罪業，牛

糞可以塗地；屍骨大有用處；念念

有詞的真言，更是有不可思議的效

力；看地理、卜善惡；講星宿、定

吉凶；求雨、求晴、求子、求財；

燒護摩；修起屍法；「方便為究竟」。

印度民俗的一切，在後期佛教中，

無所不包，豈不圓融廣大哉！它又

是淫欲為道的：初期佛教的濃厚禁

欲色彩，本是適應出家僧團的規則，

並不是究竟談；在家弟子不照樣也

可以悟道嗎？不但說淫欲不障道，

並且還是妙道，這至少也有點深奧。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在

中期佛教裡，是大地菩薩的隨機適

應。「淫怒癡即是戒定慧」，也是

在說佛法不離世間。後期佛教的佛

與天統一以後，天有天女，佛菩薩

也要明妃。「般若為母，方便為父」

的聖教，索性用男女的關係來表現。

適應遍行外道等淫欲為道的思想，

漸漸的從象徵的達到事實的。生殖

器稱為金剛、蓮華；精血稱為赤白

菩提心；交合是入定；交合的樂觸

是大樂；男女的精血，稱為灌頂；

既可即身成佛，又可洋洋乎樂在其

中，豈不妙極了嗎？這唯心的、他

力的、速成的、神秘的、淫欲為道

的後期佛教的主流，當然微妙不可

思議！但「大慈大悲，自利利他」

的大乘佛法，能不能在這樣的實踐

下兌現，確乎值得注意。

這三期的佛教，都有菩薩，從

他們的實踐看來，初期是依小乘行

（厭離為先）而趣入佛乘的；中期

的主機，是依人乘行而趣入佛乘的；

後期的主機，是依天（神）乘行而

趣入佛乘的。環顧現實，探索佛心，

我們應提倡些甚麼？有眼睛的當

看！有耳朵的當聽！

（轉載自印順導師《華雨集》

第四冊 第一○○至一○九頁

《法海探珍》）

中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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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

明，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

號日月燈明，姓頗羅墮。」

文殊菩薩不是志在講第一位日

月燈明佛，其實是想說最後那一位

日月燈明佛；但他也要講出全部佛，

令大眾知道，不會搞亂，如不全部

講出，這麼多佛同名同姓，又怎知

是哪一位？這裡說連續有二萬位佛，

都叫日月燈明，一位佛入滅之後，

並不是馬上有一位佛出世，中間可

能相隔的時間或短，或長。有時相

隔一劫、兩劫，有時要相隔幾十劫，

才有下一位佛出世。這二萬位日月

燈明佛，不但同一個名字，連姓氏

也相同，都姓頗羅墮。頗羅墮譯作

利根，他們的種族是利根的。

「彌勒當知，初佛後佛

皆同一字，名日月燈明，所

有說法，初中後善。」

文殊師利菩薩繼續對彌勒菩薩

說︰彌勒菩薩您應當知道，這二萬

位佛，從第一位佛，乃至最後一位

佛，都同一個名字，都叫做日月燈

明佛。

舊本是「所可說法」，遠老法

師覺得「可」字不通，就改為「所

有說法」。凡是佛所說的法，初期

說的也好，中期說的也好，後期說

的也好，總之從頭到尾都是說善法，

都是說正法，都是令眾生得解脫。

「其最後佛未出家時，

有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領

四天下。是諸王子，聞父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悉捨

王位，亦隨出家，發大乘

意，常修梵行，皆為法師，

已於千萬佛所植諸善本。是

時日月燈明佛，說法已久，

於大眾中而說大乘經，名無

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

念。說是經已，即於大眾中

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

昧，身心不動。」

文殊菩薩不是籠籠統統地講個

故事，而是很清楚說明是最後一位

日月燈明佛，表示他的記憶力很強，

令大眾更加容易相信。

最後那位日月燈明佛未出家時，

即在家的時候，生有八個王子。舊

本有講出八王子的名字，古德的註

解用八王子的名字來代表八識心王，

八王子出家成佛叫轉識成智。唯識

也有它的作用，它的用意是把一切

事事物物，尤其是心理分析得很微

細。如果從分析方面去了解，明白

心識也是因緣所生法，知道它的作

用如何，怎樣架構，怎樣和合，怎

樣現起這種現象，依法了解因緣所

生法的道理，依法對付心理上的煩

惱習氣，也有好處的。但一般講唯

識的人，偏重了有一個最後的實在，

有個唯識性，是最後的真實，近於

本體論和唯心論，這就與佛法的本

義不合。遠老法師的立場，最反對

本體論，他認為古來用本體論的講

法，根本不合《法華經》的本義，

而且人的名字沒有必要這麼多解釋，

沒必要配上這麼多的內容穿鑿附會，

為免大眾多生枝節，就刪除了八王

子的名字。

這裡只講八王子「威德自在」。

王子身份，長大後也是轉輪聖王，

轉輪聖王統領四天下，地位很高。

四天下即四大洲，娑婆世界的四大

洲是南贍部洲、東勝神洲、西牛賀

洲、北俱蘆洲。日月燈明佛的八王

子各所統領的四大洲，是指一個小

世界的四大洲。世界的組織，傳統

上是這樣安立的︰一個三千大千世

界有很多小世界，一個小世界是一

個四天下，也即四大洲。有很多世

界，就有很多四大洲，所以四大洲

的名未必相同。

八王子是很有福報的人，他們

的威力、德行當然是自在的。「王」

有自在的意思，凡是王都得自在，

有大力量，能令全國民眾都歸服於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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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本是「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多了「出家」二字。

遠老法師認為王子的父親不是現在

才出家的，早已出家。如果等到父

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才知父親

出家，是不合理的，所以這裡有「出

家」二字是多餘的，就刪除了，令

文字暢順，又合理。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

是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即是成佛。

成佛是一件大事，這八位王子，聽

到父親成佛，他們很歡喜，認為出

家修行能對治自己一切煩惱，能利

益眾生，能積集功德，等到將來自

己的福慧圓滿，也會成佛，比做國

王好得多，所以全部都捨棄自己的

王位，也發心跟隨父親出家修行，

弘揚佛法。

釋迦佛也一樣，出家成了佛，

連自己的兒子也跟隨出家。他認為，

自己不做國王，很多人會爭著做，

不用擔心沒有人做國王。這八王子

已經做了大王，也都捨棄自己的王

位，因為他們有智慧，覺得王位沒

甚麼可貴，統領天下也沒甚麼意義，

學佛才更有價值，比做大王高尚得

多，優勝得多。而世俗人沒有這種

智慧，則認為王位很寶貴，權力很

高尚，享受很豪華，怎捨得了？別

說做皇帝很富有，環境好的都捨不

得，何況王位？

現在說說「出家」二字，每逢

說到「出家」二字，我都有很多感

慨。一般人認為，剃了頭，穿上出

家人的衣服就是「出家」，那裡傳

戒，就去參加受戒，做一下儀式，

入戒壇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或三個

星期，完成所有儀式，拿了戒碟，

就認為自己是出家人了。

一個出家人，要知道自己出家

的崗位、立場、任務，同時要知道

出家的意義，是犧牲、奉獻、割捨。

出家時發願︰「毀形守志節，割愛

無所親，出家弘聖道，誓度一切

人。」剃了頭髮是毀形，與別不同，

表示決心盡形壽修行學佛，決心守

志節，連最親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

至親的，都割捨了，辭別所有親人，

出家修行。既然發心出家，就要放

棄一切。

現在中國有的出家人，尤其是

廣東籍的香港出家人，大部份出家

後不修行，只顧賺錢供養自己的父

母眷屬，使家裡人變得富有，左鄰

右里都欽羨，就覺得很光榮。這等

於沒有出家。

台灣的出家人，又有另一種現

象，有的出了家，卻叫父母眷屬供

養自己，覺得是應受的，認為自己

不必受社會施主的供養，於是就有

懈怠心、倚賴心，不積極修行，不

知對治煩惱，因為他不知道要報答

施主恩、眾生恩。思想上仍同未出

家一樣，哪裡有出家呢？

以上兩種做法都不對，各走極

端，都沒有出家的理念。或者你會

反問︰佛教是講慈悲，難道父母很

困難都不照顧嗎？可以接受眾生的

供養，難道不可以接受父母的供養

嗎？話又不能這樣說，你既然出了

家，父母有困難，是應當照顧，別

人有困難你都應當照顧，何況是父

母呢？不過你不要當作照顧父母，

要有等於救濟眾生的理念，要當作

照顧一切眾生一樣去照顧他們。父

母與一切眾生一樣平等，都是施主，

當你接受父母的供養，不要認為父

母應當供養你，要當作接受普通的

施主供養一樣，要用修行的功德，

報答施主之恩。

釋迦佛出家前是太子，王宮裡

的物質享受應有盡有，但他出家離

開王宮的時候，甚麼都沒有帶走，

父王叫親屬搬很多東西去雪山，供

養太子，但他全部退回，一點都不

接受，如果接受了就不成出家。佛

世時的出家人要托鉢化食，並要一

日吃一餐，過午不食，這才是正命，

還要守手不捉金銀錢戒。

佛為何要這樣限制出家人呢？

這好像是為難自己和弟子；其實這

不是限制，不是為難，而是出家人

為求解脫，為將身心奉獻三寶，奉

獻一切眾生，就不可以再有貪欲心。

出家要勤修戒定慧，熄滅貪瞋癡。

如果時常掛念親人，千方百計想得

到更多錢，就不能降伏貪心，貪之

不足就有瞋恨心、妒忌心。這是因

為他們愚癡，不明白出家的本份。

中國寺院裡，很多人都有貪的表現，

或貪信徒多，貪大施主多，好像爭

生意一樣。所以遠老法師批評大寺

院是大佛店，小寺院是小佛店。如

果只是剃了頭，穿著出家人的衣服，

而沒有做出家人的工作，沒有修戒

定慧，倒過來，向錢看，這是沒有

意義的，不算是出家。

佛世時的乞食制度，目的是要

降伏貪心和瞋恨心，折服驕慢心。

因為托鉢乞食，不可以儲蓄，手也

不可以接觸金銀錢，沒甚麼可以貪；

無論是太子、王子或宰相、大富翁，

除非不出家，出家就要拋棄一切；

不像有的中國人，說甚麼等有錢才

出家，這就笑話到極點。有的人出

家拜師父，要看看師父有沒有錢，

要看看那間廟有沒有產業。這些人

不是出家，只是換家，貪瞋癡還很

重，哪裡有出家呢？

現在中國沒有托鉢的風俗習慣，

如果我現在去托鉢乞食，是沒有人

布施給我的，反而會被人譏笑。如

果我把所有的東西扔掉，也沒辦法

生活。雖然我們現在不用托鉢，但

妙法蓮華經序品講記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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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體會佛世時為何要制定托鉢

化食的規矩，為何要制定手不捉金

銀錢戒，目的是要我們戒貪瞋癡，

戒驕慢，要我們精進修行，報答四

恩，要我們少欲知足，消除貪念。

我們雖然在風俗上做不到把所有東

西扔掉，但心裡都要知道慚愧，盡

量節儉。我們吃飯是為了支持色身，

因為我們要借助身體來學佛修行，

身體如一副機器，不加點油，就不

能運轉，就不起作用；我們受用飲

食，都當作良藥，以保持有足夠的

體力去學佛修行，不可以罔顧身體

的健康。

佛在世既然有這些戒律，我們

雖然環境上不能嚴格守持，但也要

體會佛設戒的用意，起碼要做到「少

欲知足」，降伏自己的貪瞋癡煩惱、

驕慢、嫉妒等。在家人有時形容自

己窮，說些「捉襟見肘」等等的謙

卑話，出家人就不能用這些詞語了，

否則就失了自己的身份。出家人以

道為榮，不是以金錢為榮，如果以

金錢和享受為榮，就不是出家人，

失了出家人的資格。

有的人不知出家的真義，卻以

為出家就高人一等，妄生驕慢，所

以就出家了。有的人看見某人出了

家，就很歡喜，連忙恭喜他。若他

真是出家就應當恭喜，若他只是扮

出家相，或有所貪圖而出家，是不

值得恭喜的。真出家的功德可以說

是很大，經中說︰「孔雀雖有色嚴

身，不如鴻雁能遠飛。白衣雖有

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勝。」出

家可以修行，斷煩惱，解脫生死，

證涅槃，得自在，可以自利利他；

但一般人不知道出家的功德，是怎

樣的殊勝，以為隨便剃了頭，就是

出家。出家人不做出家本份的事，

則是枉出家。

應該以信出家，對佛法有真誠

的信心，信得過佛法是有很高的價

值，信得過自己經過修學，能得解

脫，有一種純潔清淨的信心來出家。

所以出家有消極的一面，放棄世間

的五欲樂，也有積極的一面，要定

慧增進，解脫自在。如果出家不知

道消極於哪方面，也不知道積極於

哪方面，等於沒有出家。

中國有些出家人，不是真正出

家，只是換一個大家庭，終日糾纏

在形式上，真是「未著袈裟嫌多事，

著了袈裟事更多」。所以遠老法師

經常說︰「中國沒有出家人。」這

些話，令人很難接受，他們會想︰

中國明明有很多出家人，有很多大

法師、大和尚，有很多高僧、名僧，

為何你這樣批評啊，硬說沒有出家

人，這不是太荒唐了嗎？這不是毀

謗人嗎？

我們須知道，現在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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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世時的佛教，大大不同，很多

出家人都不了解出家的意義，沒有

盡出家的責任，不知道該做甚麼，

形相是變了，但心境和工作沒有變，

這就是等於沒有出家。只有真真正

正如法如律，盡自己的責任，有正

當的理念，知道該做甚麼工作，才

算是出家；否則，即使剃了頭也不

算是出家。

「發大乘意」即是發大乘心，

立 志 成 佛， 成 佛 的 志 願 叫「 大 乘

意」。八王子知道父親已經成佛，

他們也要修大乘菩薩行，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他們「常修梵行」，即是常修

清淨行。小乘的梵行是修三十七道

品，不染世間，不著五欲，對治煩

惱。大乘的梵行是依布施、持戒等

六度修行，或用四攝法攝受眾生，

積集無量功德，志在成佛。而且大

乘行更加清淨，因為有般若空慧，

以不住相而修一切善法，以般若波

羅蜜多來完成一切功德，聲聞雖然

已經不貪世間的五欲，也很清淨，

已具足清白的梵行，但比起大乘來

講，大乘行是更加清淨。

這八王子「皆為法師」。他們

不是平常人，而是很有來歷，他們

出家是為了行菩薩道，續佛慧命，

弘揚佛法，護持法藏。佛所說的法，

從淺至深，隨機說法，種種都是法

藏。「為法師」者，即是能夠護持

佛的法藏，弘揚佛法，發揚光大，

這才謂之「法師」。能成為法師的

人，一方面是以法為師，另一方面

是以法施於人；要以佛所說的法來

做自己行事的標準，以般若空慧覺

悟一切法空，依空理來做事，所做

的一切都是應做就做，不住於相，

這就是以法為師。在利他方面，是

以法施於人，讓他人得到法的利益。

這八王子「已於千萬佛所植諸

善本」，這說明八王子不是普通人，

而是大功德人。他們在過去無量劫

以來，已經親近了無量諸佛。下面

的〈方便品〉講，成佛不是短時間

的事情，不止經過三大阿僧祇劫，

而是要經過無量阿僧祇劫，還要親

近無量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

八王子在千萬佛所培植了無量無邊

的功德。「善本」即是功德，如樹

根越深，樹越壯大茂盛，善根功德

也一樣，功德多，善根深就是大樹，

八王子久已種下大乘的善本，及一

乘的善本。

文殊菩薩講了二萬位日月燈明

佛，也講了最後那位日月燈明佛，

講了八王子，為何他要講那麼多呢？

因為他要講釋迦佛的事，最後那位

日月燈明佛與釋迦佛是有關係的，

所以要講那麼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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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啟示（之二）
何湘兒筆錄

編 按：

2018年 12月2日晚上，

臺灣昭慧法師應邀蒞臨香港

妙華佛學會，為大眾演講。

法師對《長阿含·遊行經》的

重要內容作了詮釋分析，大

眾皆法喜充滿！

昭慧法師講述了佛陀最

後的遊化足跡，我們從昭慧

法師的詮釋分析中，得到了

一些啟示。以下節錄了一部

分昭慧法師的詮釋分析：

佛陀在「羅閱祇隨宜住已，告阿

難言：汝等皆嚴，吾欲詣園」。「竹

園」就是竹林精舍，是迦蘭陀長者

皈依佛陀以後，奉獻給僧團的莊園，

是佛教史上第一座僧團專用的建築

物，佛陀常在這裡說法，特別是在

冬天，佛常住錫於此。由於這裡有

很多僧眾共住，所以佛陀來到這裡，

就為比丘們「說戒、定、慧。修戒

獲定，得大果報；修定獲智，得大

果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

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已得

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後有。」這

是佛陀的一般教法，教弟子依戒、

定、慧而達到解脫。

其後，佛陀「於竹園隨宜住已，

告阿難曰：汝等皆嚴，當詣巴陵弗

城。」這個「嚴」不是把自己打扮好，

而是備辦行李。原來，佛陀即將準

備上路至巴陵弗城（Pāṭaliputra）。

巴陵弗城又譯華氏城，後來成為摩

竭陀國的都城，它位在洹河南岸，

早期是阿闍世王建於北邊的邊防之

城，靠近跋衹國。阿育王以此為都

城。

巴陵弗城諸清信士聽到佛陀來到

巴陵樹下，於是來見佛陀。「世尊

漸為說法，示教利喜」，大眾聽完

佛陀說法，非常歡喜，馬上向佛陀

說：「我欲歸依佛、法、聖眾」，

希望佛陀慈允他們成為優婆塞，他

們想受五戒，「自今已後，不殺、

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奉戒

不忘」；而且他們希望於翌日供養

世尊及大眾。「世尊默然許可」，

接受了供養的請求。

居士們準備好供養之後，便請佛

陀及僧眾蒞臨。佛陀帶著大家來到

居士們建造的講堂。由於這些居士

對三寶很有敬信之心，前一日已要

求歸依、受戒，因此佛陀就以「犯

戒五衰耗」與「持戒五功德」對他

們加以勉勵。

半夜，居士們回去了，佛陀仍停

留在講堂。顯然這一天，居士們不

但在講堂供養佛陀用餐，也請佛陀

在講堂安住一晚。

「世尊於後夜明相出時，至閑

靜處，天眼清徹。」以初、中、後

夜三時而言，初夜是晚上六點到十

點，中夜是十點到二點，後夜是二

點到六點。佛陀在後夜時分用天眼

觀看，「見諸大天神各封宅地，中

神、下神亦封宅地」，這城市空間，

竟然滿滿的都是善神，而且他們各

自分封宅地。這是多重宇宙觀，人

間的凡夫看不到諸神，可是佛陀用

天眼看到了諸神在巴陵弗城分封宅

地的盛況。

那時候，「世尊知而故問阿難：

誰造此巴陵弗城？」阿難說：「此

是禹舍大臣所造，以防禦跋祇。」

請注意：這是為了防禦，不是用來

攻擊。因此阿闍世王竟想越界攻打

跋祇，這已逾越原先的建城目的。

佛告訴阿難：「造此城者，正得天

意……阿難！當知諸大天神所封宅

地，有人居者，安樂熾盛；中神所

封，中人所居；下神所封，下人所

居。功德多少，各隨所止。」也就

是說，什麼樣的人，配什麼樣的神，

這些神跟人，在多重宇宙中居住在

同樣的空間裡；而有大天神分封宅

地，居住在這裡的人蒙受福蔭，生

活安樂。

諸神居住在這裡，有何好處？

「此處賢人所居，商賈所集」，商

人會集，意味著這裡物流通暢，就

業機會較高，經濟力比較強。「國

法真實，無有欺罔」，這個地方，

大家都講究誠信互動，所以居民住

得比較安樂。再加上此間有諸神居

住，所以，「此城最勝，諸方所推，

不可破壞。此城久後若欲壞時，必

以三事：一者、大水，二者、大火，

三者、中人與外人謀。」

此城若有一天毀壞時，必壞在這

三種事情：第一、二個都是天災，

第三則是人禍──城中之人與外人

合謀，即是所謂「內神通外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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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自己人先行腐敗或是叛國，

否則，這座城池倍受諸神福佑，照

理是不應該被毀滅的。

當然，諸神也不是無緣無故地到

來，諸神是因為喜歡這裡「賢人所

居」而來。所以，這點大家要注意，

不是先請什麼神來進住，而是要先

管好自己。你若行為端正，他會不

請自來。如果你胡作非為，即便殷

切懇求，他也不會過來。

《長阿含經》就有這個特色，會

描述些我們看不到的異次元空間，

這就是「世間悉檀」，把世間宗教

性的內容，轉化成鼓勵人朝向聖善

的佛法。

這個晚上，巴陵弗城的清信士

們，通宵準備供養佛陀與僧眾的食

物。到了白天，佛陀及眾僧接受完

供養之後，佛陀再度於講堂為他們

開示：「今汝此處賢智所居，多持

戒者，淨修梵行，善神歡喜。」然

後為他們祝願：「可敬知敬，可事

知事，博施兼愛，有慈愍心，諸天

所稱，常與善俱，不與惡會。」前

一天，佛陀於此講授「犯戒衰損」

與「持戒功德」，這一天，佛陀進

而勸導大家廣慈博愛，修布施行。

該敬重的就要敬重；該從事的就要

從事。易言之，不只是消極性地「不

該做的不做」（持戒），還要積極

性地「該做就做」（布施）。佛陀

就著昨晚所見的眾神奇觀，解明了

其間的因果關係。原來，巴陵弗城

居民只要以廣博慈愛的心行待人，

那麼，巴陵弗城就會是善神歡喜的

地方。

佛陀說法後離開，禹舍大臣趕來

送行。他知道佛陀要離開邊境，前

往另一個國家，為紀念佛陀曾到此

地，於是把佛陀走出的城門叫「瞿

曇門」，把佛陀渡過的河叫「瞿曇

河」。瞿曇（Gautama）是釋迦佛陀

王族的姓氏。

佛陀出了城，來到水邊，如何渡

河呢？「世尊與諸大眾，譬如力士

屈伸臂頃，」手臂一曲一伸的一剎

那間，便立刻到了彼岸。佛陀還講

了一首偈語：

「佛為海船師，法橋渡河津；

大乘道之輿，一切渡天人。

亦為自解結，渡岸得昇仙；

都使諸弟子，縛解得涅槃。」

佛在此以「渡河」譬喻「說法」。

渡河須有橋有船，法橋或是法船，

恰是渡脫一切天人的大乘道，佛陀

不但依法而證，解除煩惱的繫縛，

還令諸弟子同樣解除了煩惱的束縛

而證得涅槃。「昇仙」不是指仙道，

古時候的「仙」，通常是指佛陀。《長

阿含經》據說是法藏部所結集，從

這段經文來看，部派佛教業已蘊釀

「大乘道」的思想。佛陀就是一個

典範，他不會只顧著自己到達彼岸，

還要用大型交通工具，帶著大家一

起渡河。在此，佛陀是以神通力載

運大眾，全部免搭渡船，瞬間到達

彼岸。這雖然表顯了佛陀不思議的

神力，但偈頌中也體現了大乘佛法

的精神。

通常來說，都城不會建在邊境。

這時的巴陵弗城只是邊城而非首都。

到後來，阿育王之所以選此為都城，

那是因為孔雀王朝時代的領土，業

已擴充到了全印。巴陵弗城也不再

只是「邊城」，而是水陸交會的樞

紐，物富民豐的勝地。

從邊境進入其他國家，一定會

經過一些村落。這時佛陀進入跋祇

國境，先到拘利村，為比丘說了戒、

定、慧、解脫四種深法。其後，佛

陀又帶領大眾，抵達那陀村。

「爾時，阿難在閑靜處，默自

思惟」：以前我們到過這條那陀村，

曾見過這裡的十二位居士。如今他

們都往生了，他們命終之後，生在

何 處？ 還 有 五 十 人 去 世 了， 又 有

五百人也去世了，他們命終之後，

又生在何處？

阿難不但這樣默想，還跑去請

教佛陀。佛陀告訴阿難：那十二人，

「斷五下分結，命終生天，於彼即

般涅槃，不復還此」。五下分結就

是身見、戒禁取、疑三結，再加欲

貪和瞋恚，這是下界（欲界）的五

種結縛。「斷五下分結」表示他們

到達不還果，證第三阿那含果，若

在生不能即時證得阿羅漢果，那麼

在命終之後，他們將生五不還天，

在那裡般涅槃。

另外，「五十人命終者，斷除

三結，婬、怒、癡薄，得斯陀含，

還來此世，盡於苦本。」還有，

「五百人命終者，斷除三結，得須

陀洹，不墮惡趣，必定成道，往來

七生，盡於苦際。」也就是說，那

五十人已證二果，那五百人則證初

果。

佛陀雖然耐心答覆阿難的提問，

但他還是告誡阿難：「夫生有死，

自世之常，此何足怪！若一一人

死，來問我者，非擾亂耶？」有生

必定有死，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假若每有一人死亡，阿難都來問佛

該人的去處，那豈不形成了對佛陀

的攪擾了呢？

「阿難答曰：信爾，世尊！實是

擾亂。」「信」的意思是「確實」，

「信爾」，即「確實是這樣」，阿

難承認，這樣確實是在擾亂佛陀。

於 是，「 佛 告 阿 難： 今 當 為

汝 說 於 法 鏡， 使 聖 弟 子 知 所 生



28 29

妙華會訊一九年第三季 《長阿含．遊行經》之啟示

處。......」法像一面鏡子，這鏡子能

用來自照。也就是說，看自己的德

性與修為，就已知道自己會到相應

稱的地方。

「法鏡者，謂聖弟子得不壞

信，歡喜信佛：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 ...... 十號具足。歡喜信法 ...... 歡

喜信僧 ......」，歡喜地敬信佛、法、

僧三寶。

敬信三寶與「法鏡」何干？原

來，三寶而不只是「法寶」，都可

以成為我們依此以端正身心的鏡子。

以佛為鏡，是因為佛陀十號具足，

福慧圓滿。以法為鏡，是因為「真

正微妙，自恣所說，無有時節，示

涅槃道，智者所行」，簡而言之，

依法修行，可以令我們達致涅槃。

以僧為鏡，是因為僧團有健康的制

度，讓僧眾能「善共和同，所行質

直，無有諛曲」而又「上下和順」，

加入這樣的僧團，依法修行，容易

達致四雙八輩的「道果成就」，「法

身具足」。

每次講到「信僧」，或「皈依

僧」，我都特別強調：這不是指信

一個出家人，或皈依一個出家人，

那個單獨的出家人可不可信是另外

一回事，但僧伽是集和名詞，指一

個共同修道的正向團體。皈依僧，

是因為僧團可以讓自己向上提升。

願意加入或護持僧團，是為了讓僧

伽產生這些功能：一、在良好的修

道環境條件下可以證得四雙八輩的

聖果；二、僧伽可以成為「令正法

久住」的基地，佛陀傳授的正法若

要久住，要靠僧團代代傳持，而不

能靠子孫血脈，或是帶有神秘色彩

的轉世活佛。在這些正向的修道團

體中，大家受學純正的教法，有佛

法領悟與修持經驗，較能承擔起「正

法久住」的責任。

除了敬信三寶，還要「信賢聖

戒」，因為持賢聖戒可令我們「清

淨無穢，無有缺漏，明哲所行，獲

三昧定」，不但德行潔淨，而且打

下了獲證三昧的良好基礎。

信佛、法、僧、戒，即是「四不

壞淨」，也就是於此四者產生不動

不壞的清淨信心。為何能夠不動不

壞？原來，信心所是善法，可是倘

若信錯了對象，也很有可能給自己

帶來不幸或災難。但是信佛、法、

僧、戒不會給信者帶來不幸或災難，

而且這種「信」的狀態非常良好，

可以增強信者為善與成聖的力量。

就如前面說的，可以借助三寶光明，

瞬間增強自己的正能量。同理，對

賢聖戒的不壞淨信，也會帶來為善

與成聖的大力量。

賢聖戒為何有這麼的大力量？持

戒為什麼可以讓人成賢、成聖？如

果只是世間一般的明禮法，守規矩，

嚴守道德分際，只是世間善人，跟

「成聖」有什麼關係？念佛、法、僧，

可以通向聖道，是因為心念緣對佛、

法、僧，能與無漏對接，可是戒與

佛、法、僧不同，它只是世間有漏

善法，性非無漏，怎麼會成賢、成

聖？

原來，必須是依「自通之法」而

持戒，方能獲致成賢、成聖的效果。

《雜阿含經》有一部經，特別提到

所謂的「七聖戒」，亦即：持戒必

須依自通之法。所謂「自通之法」，

是將心比心，同情共感。不可以作

此意念：「我為了自己將來的福報

而持戒，我希望來生繼續留在人道，

我希望上生天堂，我為了獲得天人

果報，所以必須持戒。」若是想來

想去都是為了自己，我要 X，我要 Y；

雖然 X 與 Y 不同，但「我要」的意

念是一樣的，是以「我」為中心而

畫個大圓圈，圓圈範圍之內都是「我

所」──我所屬的，或是我所有的一

切，這叫「我所愛」。假如你用這

樣的心態持戒，對不起，你最高只

能獲得天人果報，不可能成為聖者。

反之，必須依於自通之法，易地

而處，將心比心地忖度別人的痛苦

煩惱，把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

苦一般，用這種穿透「我」或「我所」

藩籬的思路去覺知別人的痛苦，因

此而嚴守戒法，不敢侵犯別人，以

免因為自己言行不端而讓對方受苦、

受害。用這樣的心來持戒，才會通

於成聖之路。因為自通之法把自己

與別人的身心藩籬打通了，純然為

他人設想，在這個當下忘記自己，

只想著對方的需求，體貼對方的心

情，不忍對方受傷害，這就是短暫

的忘我境界。在與人互動時，都不

斷用這樣的心情來規範自己的言行，

那麼不啻是在累積一種「忘己利他」

的慣性，切近於「無我」的修持，

無形中朝向著證聖之途邁進，所以

名為「聖戒」。這種「自通之法」

的持戒精神，甚至也可對接到菩薩

道的戒波羅蜜。易言之，這不只是

解脫道的成聖之路，也是菩薩道的

心理基礎。

佛陀教導阿難，要以法作為你的

一面鏡子，你不要老是問：「這個

人去哪裡了？那個人去哪裡了？這

個人死後是升天了嗎？那個人死後

是解脫了嗎？」問這些徒增佛陀的

煩擾。反正人都是會死的，你應該

要依四不壞淨之法來觀照自己的前

程，至於死後會到哪裡，答案不就

在這面法鏡裡了嗎？依四不壞淨可

證初果，事實上，當時阿難已經獲

證三果了。以上，是佛陀緣於阿難

的詢問，而為阿難所說的

「法鏡」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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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樹居士

正文二　指物明不遷

「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

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

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

靜而非動①。動而非靜，以其不

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

僧肇於引經論為教證後，跟著

便開展他的論說，辨析他所說的「近

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之「物

性」了。他指出：那些說有物流動

的人和他都認為「昔物不至今」，

即過去的事物──昔物並沒有延續

到今天。但由此而得出的見地卻彼

此相反，他主張物靜而非動，他們

則主張物動而非靜。為什麼同一前

提而推出相反的結論呢？原因在於

「不來」與「不去」的觀點不同。

他們說動而非靜，是因昔物不來；

他說靜而非動因昔物不去。主張動

者從今天看往昔，認為以前之物沒

有來到現在，表示它經過生、住、

異、滅，已過去了，不能延續到現

在，所以是動而非靜；僧肇則站在

昔物的觀點來看，昔物就是昔物，

它沒有離開過昔時，也就是說，它

並無移動，沒有離開原來的位置。

如上文解釋，Ｓ1 之物住於Ｓ1 之位

置永遠是Ｓ1 之物，所以物是靜而非

動的。

這裡僧肇舉「昔物不至今」這

一命題來說，是上接開首「生死交

謝，寒暑迭遷」之文而來。人有生

死，故古人不能生存至今；時令有

寒暑，故冬天不能延續到夏日。這

些事實，僧肇與常人所見都是無異

的。

「然則所造②未嘗異，所見未

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

苟得其道，復何滯哉！」

這樣看來，兩方面的立論根據

──「昔物不至今」並沒有不同，

只不過見解不同而已。若違反真理

即塞，反之則通。若能通達其理，

就不會滯礙了。　　　

其實以「昔物不至今」為前提，

是不能決定是動是靜之結論的，換言

之，前提與結論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

係。這是一種二律背反的情況③。僧

肇所以採用二律背反的方法，雖則

不能立刻確實地建立自己的理據，

但可首先破壞對方的主張，讓對方

反省，不要以為講動是對的④。所

以，他的目的，在破而不在立，而

他於下文要建立的，並非「不遷」

之論，而是即動即靜的中道義（上

文所說的「斯皆即動而求靜」即此

義）。這一點，上面的釋義已曾提

及。

註：

① 「夫人之所謂動者，……故曰靜而

非動」：古注解此數句，以《憨
山注》最為簡要明快。其注云：

「如朱顏在昔，今已老耄。以謂

流光遷謝，故曰動而非靜；以我

（指僧肇）而觀，朱顏自住在昔，

未嘗遷至於今，故曰靜而非動。」

朱顏會老去，這是常人與僧肇共

認的事實，但常人因為朱顏不來

今，而今之老大，不同於朱顏，

所以視其中有遷動；僧肇則因朱

顏住於昔日，不由往昔延續至於

今日，所以視昔日的朱顏並無遷

動。這是雙方「所見未嘗同」的

結果。

② 所造：指立論的根據。

③ 二律背反：新譯正反論題，指兩

個互相排斥，但同樣可以論證

的命題之間的矛盾。這原是德國

哲學家康德在其《純粹理性批
判》一書中的用語。康氏認為當

人類理性企圖認識自在之物（康

氏將世界劃分為現象界與自在之

物世界，自在之物即本體之意）

時，必無可避免陷入難以自解的

矛盾，此種矛盾本身即為正反論

題。例如由時空的觀點探究世界

之有限無限，即成兩個矛盾命題：

世界於時空上是有限的、世界於

時空上是無限的。佛所不置答的

十四無記問題，即屬此類論題。

④ 此處亦可參考何充道《僧肇三論
哲學研究》之說（能仁學報第一

期頁三三五、三三六，一九八三

年九月三十日初版）。

正文三　遣惑明不遷

「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

對真而莫覺！既知往物而不來，

而謂今物而可往①。往物既不來，

今 物 何 所 往？ 何 則？ 求 向 物 於

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

於今未嘗有。」

可嘆的是人之情執迷惑由來已

久，面對真理而不知覺。一般人既



32 33

妙華會訊一九年第三季 《物不遷論》解讀（之二）

知道昔物不至今，卻又說今物可回

到昔日。然而，昔不能至今和今不

能倒往至昔日道理是一樣的。如前

面釋文所說，事物只能存在於其本

來的位置上（Ｓ1 之物在於Ｓ1 的位

置）才生即滅，並無移動，移動了

就變成另一位置之物，那麼，昔物

既不能來今，今物又怎能往昔呢？

所以，求昔物於昔時，在昔時並非

沒有，但在今天求昔物，今天是沒

有的。

「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

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

這兩句推論若分開來看，昔物

於今沒有，過去的東西沒有來到今

天，這光從實際經驗都可知道，所

以「不來」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昔

物於昔（向）未嘗無，則未必就能

肯定它「不去」，「未嘗無」與「不

去」兩者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未

嘗無」也可以是「去」的。但是，

若把兩句連合在一起來看，後句說

明它曾經存在過（於向未嘗無），

而前句說沒有來現在（於今未嘗

有），則說明它在昔時那個位置沒

有去，如去，於今便有，事物在昔

仍在昔，在今仍在今，從而成立「不

來不去」，亦即是「物不遷」的題旨。　

要理解以上的道理，一定要先

知道一切法是剎那變動的，方生方

滅。一切事物都是剎那之物，一見

不可再見，前一念之物和後一念之

物已不相同了。但他們又不是全然

相異，故並非斷滅，而是前非後不

離後；後非前不離前。他們之間同

中有異，異中有同，故說一切法無

實自性，剎那生滅就是一切法的實

相。實相並不是有個實體，而是事

物呈現出來的這種剎那生滅的狀態。

但法的實相凡夫極盡也只能在思維

上明白、了解，唯有聖者才可以清

晰地現觀他。而凡夫眼所見和心所

思維的，只是相對性地穩定的表象，

屬於假相。但在世俗諦中，仍有其

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作用，並藉此

可透過聞、思、修等次第深入之慧，

現觀實相，證第一義諦。在僧肇眼

中，「動」與其說是事物在變遷，

倒不如說事物在不斷地生滅相續。

由少至老的變遷是世間人的看法，

聖者是看到事物才生即滅而又不斷

的生滅相續。我們看到變化無常，

視覺上好像事物在動，其實每一位

置之物都永遠定在一時空之點上，

那是靜而非動的。在無常相續的情

況下，事物的形態一方面是靜的，

一方面是動的；沒有靜就不能相續

成動，故動不離靜，靜也不離動，

整個相續過程是動靜一如的。如果

看完本論全文以及了解僧肇的思想，

就知道他不是偏重說「不遷」，而

是用「不遷」來破常人對「遷動」

的執著。文題名「物不遷」，宗旨是：

物不可說遷也不可說不遷，或者說，

物有遷的一面亦有不遷的一面，因

此不可邊執地說遷或不遷。

「覆而求今，今亦不往。」

反過來再去看今，今天的事物

亦沒有回到往昔去。這裡的「不往」

是指不倒回昔日，與「而謂今物而

可往」之「往」意義相同。這一句

加上前面所說的，共說出了三種情

況：一、求向物於向，有（未嘗無）；

二、求向物於今，無（未嘗有）；三、

今亦不往，今物亦只存在於今日而

不往入於昔，即求今物於古，無（未

嘗有）。

「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

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

至今。」

綜合上面三種情況，可得出下

面的結論：過去的東西本來就只在

過去，並不是從今天回到過去的話；

今天的事物也本來只存在於今天，

並不是從往昔遷動來到今日。

竊以為，肇文此數句如改為「是

謂昔物自在昔，不從昔以至今；今

物自在今，不從今以至昔」，則文

意不變，但會更易理解，也更順義。

而且與上文所說的「求向物於向，

於向未嘗無」（此即是「昔物自在

昔」），下文續言「責向物於今，

於今未嘗有」（此即是「不從昔以

至今」），意義更順應。)

「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

臂非故。」

這話出自《莊子．田子方》。

篇中孔子對顏回說：「吾終身與汝

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汝殆著

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

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郭

象註〉補充文意說：「吾所見者日

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文意是說：我一生與你相接觸，很

快就過去了，你卻始終把握不到我

的思想，豈不可悲啊！當你還執著

於我曾表露過的見解之時，我已有

了新的想法，新新非故了。舊的已

過去，而你仍執著它的存在，就像

於空的市場中希求買到馬一樣愚昧。

言下之意是說顏回只能執著已過時

的說法，無法得到孔子那與時俱近

的學問。不過，這個典故並非事實，

孔子與顏回並沒有這樣的對話，是

莊子虛構出來的。要知道他們師

弟之情和論學的內容，應參看《論

語》。僧肇引用這虛構的故事，用

意是要帶出「交臂非故」這一意念，

以證不遷之義。「交臂非故」意為

頃刻之間已新新非故（舊）。僧肇



34 35

妙華會訊一九年第三季 《物不遷論》解讀（之二）

認為事物新舊或前後交替，交臂之

頃，新已非舊，前已非後。這現象

正好說明過去的事物只存在於過去，

現在的事物只存在於現在，其中並

無一物可定位下來，然後從一處遷

移到另一處。

「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

既然「昔物自在昔」，「今物

自在今」，加上前文交臂非故之的

比喻，就可明白前物與後物不相往

來，成不遷義。

「既無往返之微朕，有何物

而可動乎？」

既然連往來的小小跡象都沒有，

又怎可說有事物可以遷動呢？

接著，僧肇就寫出四句有名的

句子，更舉出四種自然界常見的極

速的遷動現象，指出其中實無遷動。

「然則旋嵐②偃嶽③而常靜，

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④飄鼓而

不動，日月歷天⑤而不周，復何

怪哉！」

山上颳起烈風，猛得像要把山

吹倒，但其實風是靜而沒有動；江

水滔滔不絕飛快注入大海，但其實

不曾流動；游氣像馬一樣飄浮，其

實並沒有動；日月在天上週而復始

地運行，但其實並沒有轉動。如果

了見實相，那麼，說偃嶽而常靜、

競注而不流、飄鼓而不動、歷天而

不周，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幾句文字清麗奇詭，意境微

妙深遠，當得上是千古名句。《元

康疏》用「前前非後後」的格式，

簡單扼要地把它注解出來。如說「前

風非後風，故偃岳而常靜」，以至

「前日非後日，故歷天而不周」。

它的意思是無論烈風也好，江水游

氣也好，日月也好，都是前剎那之

物非後剎那之物，舉「江河競注而

不流」為例，從位置上看，江水好

像在奔流（由位置 1 至位置 2 以至

位置 n），但實質上，位置１之水還

是位置１之水，位置２之水還是位

置２之水，彼此並不相同，這就是

前水非後水的意思，換言之，位置

１之水並沒有遷流到位置２之水上

去，所以江河雖競注，但由於前水

非後水，因此準確說，前後並無流

動。上文僧肇引《中論》之：「觀

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所要

表達的便是這個見地。

道理儘管已明白，但如何實際

進入這個境地，則還是要花很長的

修悟時間。憨山大師明白文字的意

思後，也經歷多年，才能悟其境⑥。

可見要對佛法真參實見，可真不容

易呢！

為什麼要舉旋嵐、江河等四種

事物說呢？因為這是常人所共見，

也是自然界規模最大的遷動，如果

自然界這樣大的遷動都是帶靜的，

其它小的活動就更不用說了。

此處還有一點須注意的。僧肇

以自然界四種極動的現象來說不遷，

是要清楚指出，物之不遷，非在它

處於靜態時說，如果見物靜而言不

遷，那有什麼值得論說呢？就是要

於極動之中見不遷，才真看到事物

存在的實相。這猶如說一切事物性

空不實，非於事物滅去才說其空，

這只是凡夫的平庸之見，而是要於

事物的本質處見其不實，見其當體

即空。⑦

註：

① 「既知往物而不來，而謂今物而可

往」：這是常人的看法，是由「生

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

的觀點轉出來的。這個觀點包含

兩個意思，(1) 昔物已過去了、遷

動了，(2) 昔物遷動、過去了，所

以不能來今。基於 (2)，常人便說

「昔物不至今」；基於 (1)，若換

昔物為今物，即改從今物的位置

說，便是今物已流動過去了，即

是往於昔。將 (1)(2) 兩點合起來

說，便是「往物而不來（今）」、

「今物而可往（昔）」。此中所

說的「往」，本可解作由今往昔，

也可解作由今往未來。但察看肇

文，下面有云：「昔物自在昔，

不從今以至昔」、「聆流動者，

而謂今物可至昔」、「今若至古，

古應有今」，便知「往」是往至

昔，而非往至未來了。再者，若

將「往」作往未來解，則「今物

而可往」這說法便不會出自常人

之意，因為據肇文，常人原是認

為「昔物不至今」的，而昔物至

今與今物往未來屬同一道理，常

人既認為昔物不能至今，又怎會

認為今物可往未來呢？　

②  旋嵐：山上的烈風，又稱迅猛風，

毘藍風。《大智度論》卷十一說

此為刧末的大風災，其文云：「譬

如須彌山，四邊風起，不能令動；

至大刧盡時，毘藍風起，如吹爛

草。」

③  偃嶽：把山吹倒。

④  野馬：指山谷中的沼澤被陽光照

射，水蒸發成絲絲的游氣，遠看

像一些馬在不停地飄動，在魏晉

前翻譯《般若經》常用「野馬」

來表示一切法的虛幻不實，相當

於如夢、如露、如電等字眼。

⑤  歷天：《元康疏》：「有本云『麗

天』，言歷易見也。日月周旋故

言歷也。麗者《易》云：『明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小
雅》云『麗‧著也。』」按：「歷」

有周旋運行之意，「麗」義為附



36 37

妙華會訊一九年第三季 《物不遷論》解讀（之二）

著，二字比較，當以歷字較貼合。

⑥  《憨山註》卷一云：「予少讀此

論，竊以前四不遷﹝即旋嵐等四

句﹞義，懷疑有年…重刻此論，

校讀至此，恍然有悟，欣躍無

極。因起座禮佛，則身無起倒。

揭簾出視，忽風吹庭樹，落葉飛

空，則見葉葉不動，信乎旋嵐偃

嶽而常靜也。及登廁去溺，則不

見流相，歎曰，誠哉，江河競注

而不流也。……是知論旨幽微，

非真參實見，而欲以知見擬之，

皆不免懷疑漠漠。」末段又云：

「予少讀《肇論》，於不遷之旨，

茫無歸宿，每以旋嵐等四句致

疑。及後有省處，則信知肇公深

悟實相者。」

⑦ 比如《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

喜見菩薩所說：「色即是空，非

色滅空，色性自空。」意思是

說，事物的本質本來就是有而不

實在，當體即空。並非要等到它

滅去了才說是空，它的性質就是

空。

正文四　會教明不遷

上文引據《般若經》及《中論》

以證不遷義出於聖教，但諸經中亦

有說無常及動遷之教的。為了止息

學者的疑慮，僧肇特於此處會通經

教相異之說，解釋個中原因。

「噫！聖人有言曰：人命逝

速，速於川流。①」

生命的消逝，比川流還要快，

這是聖教所說的。此處顯示了疑慮

者的看法：既然人命逝速，那麼事

物是遷動的，為什麼說不遷呢？ 

「是以聲聞悟非常以成道，

緣覺覺緣離以即真。苟萬動而非

化②，豈尋化以階道③？」

正由於聖教說人命無常，聲聞

人便覺悟無常以成道。佛教講無常，

初期聲聞乘以體驗無常作為成道的

資糧和依據，不執常不執我，成就

阿羅漢。而在無佛之世，自修獨悟

的緣覺行者也因覺悟到緣生緣滅的

道理而證悟真理。「緣離」可以解

釋為緣起法裡的緣滅，凡緣起的，

必是緣合則生，緣散則滅，滅即是

離。《文才疏》則把緣離分開來解釋：

「緣」是緣起法，「離」是離開緣

起所造成的有為法，去證悟真理。

換句話說，知道緣起所造成的有為

法是現象界，不實在，從而超越它，

便入於真道。小乘聖者明白諸行無

常、不可執、無可樂，遂不再執我，

厭離五欲的生活，一心向道，以抵

於成，這就是「尋化以階道」。聖

教講無常，無常是變動的，聲聞、

緣覺都靠體悟緣生緣滅無常的道理

而得到真理，得到聖者的果位。這

樣，如果相反地說萬物是非變動的，

是常的，不遷的，行者又豈能藉著

覺悟無常變化之理而入道呢？簡單

地說，如果「不遷」，如何去「尋化」

呢？

「覆尋聖言，微隱難測，」

跟著僧肇就感嘆地說，回過來

再研尋聖者無常之教，裡面所蘊含

的微妙深隱道理，一般人是不容易

真正了解。這兩句話，顯示僧肇看

到一般人無法正確了解佛說無常的

深層意義，因而在下面進一步申明

其意。

「若動而靜，似去而留，可

以神會，難以事求。」

為什麼說聖言難測呢？這是因

為事物似乎在動而實際又有靜的一

面，似乎遷逝不停而另一方面又留

住不去。聖者為對中根者方便說法，

只能說到事物變易、無常的一面，

但實際上這並不是最圓滿的道理，

此所以僧肇在前面歎說，「靜躁之

極，未易言也。」如果要體見事物

「若動而靜、似去而留」的實相，

那就須神而明之，契會聖者言外之

意；單從事物的表象去探求，是難

以得其實的。《文才疏》認為「肇

公賤事而貴神，百世準式然唯上智，

中下不可。」「貴神賤事」是以神

為重事為輕，這指出上根的修行者

應著重在精神、智慧方面契會佛意，

而不應於事相的泥沼中打轉。僧肇

的慧見，足為上根行者所矜式。

「是以言去不必去，閑④人之

常想；稱住不必住，釋⑤人之所

謂往耳。」

所以學佛法的人須了解，聖者

說事物流逝並非執意於流逝，而只

是要防止人們誤執事物有常住不變

之性。同樣道理，聖者說事物常住，

也並非執意於常住，而只是要去除

人們對事物所生起的無常斷滅的邪

見。

那麼，究竟是說「住」正確抑

或是「去」正確呢？是「常」對還

是「無常」對呢？《文才疏》認為

經說無常，是防凡夫著常之想；經

說常住，是要去除二乘人的偏計無

常，所以說常說無常，都是為了破

除顛倒，顛倒既破，就無須再分別

萬物是遷是不遷了。《憨山注》則

以「去」「住」為生死法，「住」

為涅槃常住之果，聖者說生死遷流，

不是實有可去之相；稱涅槃常住，

也不是實有可住之相。前一說為破

凡夫的執常之想，後一說為破二乘

厭患生死之情，其實生死與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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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皆不可得。文才與憨山的解釋，

正符肇意；對上述問題也提供了清

楚的答案。 

僧肇註《維摩經．入不二法門

品》中，於善眼菩薩說一相無相那

段云：「言一欲以去二，不言一也；

言無欲以去有，不言無也。⑥」其

思路正與本文相同，若依本文格式，

其註可改為：「言一不必一，閑人

之二想；稱無不必無，釋人之所謂

有耳。」而含義不變。　

「豈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

也。」

所以，怎可以因聖者說無常，

便以為事物實有遷流之象，說常住，

便以為事物實有不變之性。無論偏

執無常或常，偏執去或留，都是對

聖者微隱深意不能掌握所致。

「故《成具》⑦云：菩薩處計

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

僧肇在會通聖教的不同說法後，

跟著援引經論以作教證，先引《成

具光明定意經》為證。該經說菩薩

在計常的世間環境中，須開演無常

的教導，其含義是世人執著常性，

希望所擁有的一切能永恆不變，菩

薩便要強調世事無常，以去其迷執。

其實常性固然不可得，無常亦非有

實性，只為破常執而無常義而已。

用僧肇的說法，立無常就是要破除

「閑人之常想」。

「《摩訶衍論》⑧云：諸法不

動，無去來處。」

次引《摩訶衍論》即《大智度

論》為證。這裡僧肇所引論文，約

取意自原論的下列文字：「一切法

亦如是無來、無去、無住，一切法

實相不動故。……凡夫人法，虛誑

無實，雖復肉眼所見，與畜生無

異，是不可信。是故說諸法無來、

無去、無住處，亦無動。」⑨依《大

智度論》原文之意，凡夫肉眼所見

諸法，是虛誑不實，不可信的，事

物看似有來去，究其實相，是不動

的，所以一切法實際是無來無去，

亦無住處。

或 問 一 切 法 既 無 來 去（ 即 不

動），那就是住了，為什麼又說「無

住處」呢？這是不知道住是相待於

動而說的，既沒有動（來去），便

當然也沒有住了。猶如說眾生與佛，

有眾生才會有佛，如果眾生都成了

佛，沒有眾生，哪裡還有佛可說呢？

再者，如前文解釋，一切是剎

那之物。沒有一物是兩個剎那相同

的，因此，從勝義諦說，沒有一物

可由此到彼，也沒有一物可留住，

這點後文還有論說。

此處僧肇引《大智度論》「諸

法不動，無去來處」之說，只是要

「釋人之所謂往」，所以沒有提及

「無住處」。這和文首引《放光》

而不提及原經文說的「亦無有住

處」，用意是一樣的。

「斯皆導達群方⑩，兩言一會⑪，

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

以上一經一論，都是為了化導

啟悟眾生而說不同的法，說法雖然

不同，宗旨是會歸一致的，怎可以

因為言無常言不動之不同，就以為

兩者的宗旨互相乖離呢？ 

由此可知，僧肇所引的經論，

不論講去或留，都是對治悉檀法⑫。

《成具經》講「無常之教」，《大

智度論》講「諸法不動，無去來處」，

其實都沒有分別，都是對治眾生的

偏執而施設的法。故說常或無常都

不圓滿，一定要兩方面都通透而無

偏執，才最圓滿。達到這個境地，

才通透、自在。

以上由「若動而靜」至「豈曰

文殊而乖其致哉」的一節文字，可

說是《物不遷論》的中心思想。要

點是：每個剎那發生的事只存在於

那個剎那之中，第二個剎那就不是

原先之物。事物表面看來似天長地

久，實際是一個剎那之物連接另一

個剎那之物。而剎那也只是假立的

時段，並非真實有可割切成剎那的

時間可說。大家不要光從動或靜單

方面去看事物，每個剎那之物本身

的境況是靜，但它部分舊的因素拖

到第二個剎那，在第二剎那又有新

的因素加進去，形成第二剎那之物，

這就是相續。在同一系統中，由第

一剎那之物去到其他剎那之物，其

進展是一種無常而相續的狀態而宛

似在動。所以，總的來說，是動中

有靜，靜中有動，動不離靜，靜不

離動。動靜是同一事的兩面。這就

是世間的真相，非佛作，非餘人作，

法爾如是。　　

僧肇講「不遷」的深層意義，

是說沒有一件事物可以移動至第二

個位置，因每一剎那已不同前一剎

那，如「江河競注而不流」，江水

看似滔滔不絕地流，但前剎那之水

非後剎那之水，每一剎那之水並沒

有流動，因此江水看似滔滔不絕，

其實沒有流動（此《元康疏》所以說：

「前水非後水，故競注而不流」）。

僧肇在這裡只提不遷，是因應中等

根性的人（聲聞、緣覺）而說的，

他們都執著有遷動，所以他就針對

他們的錯誤，說物不遷。但就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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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字來看，則把「遷」和「不遷」

都講到了。「遷」是常人皆見，是

世俗諦；「不遷」是聖者悟到在深

刻處的慧見，是勝義諦。〈物不遷

論〉的宗旨是兼真、俗二諦，不明

白的以為他的文字很吊詭，但明白

了就知道唯其這樣才道著世間的實

相。

「是以言常而不住，稱去而

不遷。不遷，故雖往而常靜；不

住，故雖靜而常往。雖靜而常往，

故往而弗遷；雖往而常靜，故靜

而弗留矣。」

這裡，僧肇再將上引一經一論

綜合來說：聖人說常並非只執是常，

還看到變動（不住）的一面；說去

並非只執是去，還看到不遷動的一

面。看到不遷動的一面，所以知道

事物是動而不離靜；看到變動的一

面，所以知道事物是靜而不離動（常

住）。靜而不離動，所以是動中有靜；

動而不離靜，所以是靜中有動。

這幾句話強調了一個活動裡有

靜和動的兩種形態，這兩者是連在

一起，不能相離的。世間人只看到

事物的不停流轉，沒有看到動中有

靜，只有佛法教我們看到世間動中

有靜的真相；只有學了佛法才會如

此深入地、辯證地思維，看到世間

原來如此，從而不會執著常或不常

的兩邊，處於中道。

「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仲

尼之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

留，豈曰排今而可往？⑬」

「莊生之藏山」引自《莊子．

大宗師》的一段話。原文云：「夫

藏舟于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

知也。」其意是船放入山壑，山藏

於湖澤，好像很穩固；但半夜有有

力的人（此指無常之力）把舟和山

移走了，而無知的人還不覺察。這

個譬喻是說，一切事物在不知不覺

中，推陳出新。愚昧的人以為自然

界的東西很穩固地保存在一個位置

上，千年不變，哪裡知道轉眼間，

天地造化的運轉、時間的遷移，令

到任何東西都發生了變化，舊的去，

新的來，這是自然界顯示給我們的

真相。

「仲尼之臨川」則引用《論語．

子罕》的話。原文云：「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孔子臨河，見河水早晚不停地奔流，

不禁感歎事物之遷逝，如流水一樣，

永不停息。朱熹註釋說：「天地之

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

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語）

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亳髮之間斷

也。」往者過、來者續這六個字簡

單明確地說出孔子感慨人生苦短，

為道之人應體會天地的理性，盡量

把握時光，努力向道，自強不息。

明藕益大師《論語點精補注》說：「逝

者便非常，又復如斯不捨晝夜，便

又非斷。非斷非常，即緣生正觀。」

這樣的解釋，雖符合佛法的觀點，

但看來並非孔子的原意。因為孔子

講這句話時並非說剎那之物的實相，

只是看到水流不息而感嘆人生無常，

君子應以河川為法，進學不已。但

僧肇把它引出來，把「不捨晝夜」

作為是表示前水非後水。他用這兩

個例子，說明世間聖人智者，都對

時間、動靜有所覺察，從而進一步

引申到他的「不遷」論點。

後兩句，「往者」，《文才疏》

指往物，意為過去之物，認為「往

者之難留」，是說往物難留至今。

今按文意，解為任何隨時間遷流而

變動的事物。遷流之物是不會停住

不前的，莊、孔的話只是感嘆遷流

之物隨時間流逝，難以挽留，哪裡

是說有物可由這位置推排至彼位置

呢！換句話說：隨時間流逝的事物

是新新非故，沒有一剎那停住的，

但這種情況不能就說成是一個事物

從一個位置遷往另一位置，即不可

說事物有遷動之實，因為在另一位

置的後物已非前物（此亦「前山非

後山」、「前水非後水」之意），

所以並不妨礙我們說「不遷」。應

該說剎那之物是似遷而實不遷的。

這裡僧肇舉引莊、孔的話，無

非想指出，二氏雖言事物遷動不息，

但其實仍然是會歸於不遷之旨的。

《文才疏》認為這是「巧攝儒道，

故類會之」，所說正合。

註

① 「聖人有言曰」：此句《慧達疏》
以為是「舉仲尼教」，意指《論
語》「子在川上」章。但本篇兩

處引孔子事皆稱仲尼而非聖人，

可知此處的聖人當指佛教之聖

者。《元康疏》則認為這句話出

於《涅槃經》，經裡說：「人命

不停，過於山水。」不過，《涅
槃經》約於五世紀譯出，和僧肇

生存年代差不多，而肇寫此文時

早於《涅槃經》的翻譯，所以他

沒有可能引用《涅槃經》。《文
才疏》則說這句話出於《梵網

經》，經文有說：「人命無常，

過於山水」。該經分上下二卷，

下卷是講菩薩戒的，所以又叫《菩
薩戒本經》，但遍翻該經，也找

不到這句話。其實僧肇引據的應

是吳天竺沙門維衹難等譯之《法
句經》卷上無常品中的一段話：

《物不遷論》解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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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

是，逝者不還。」不過「聖人有

言曰」也可以是一般的講法，不

一定是引用哪一本經的。

② 「苟萬動而非化」：一切法都呈

現變動的現象，所以萬動就是萬

法的意思。「化」即遷移變化，

「非化」便是不遷義。

③ 「豈尋化以階道」：尋化，追尋

無常變化的道理；道對聲聞緣覺

來說，是解脫之道，一般指聖果。

修道要次第進階而成就，故說階

道。

④ 閑：防止。

⑤ 釋：解放、去除或破解之義。

⑥ 見《註維摩詰經》卷八（《大正

藏》第三十八冊頁三九七）

⑦ 《成具》： 即《成具光明定意

經》，一卷，東漢支曜譯，依據

本經所說，「成具光明」是一種

定意法（即禪定的法門），如果

能行持一至七日，便會獲得無量

福德。此處僧肇所引經文，原經

作：「處計常之中，而知無常之

諦。」（《大正藏》第十五冊，

頁四五一）。　　　

⑧ 《摩訶衍論》：即《大智度論》，

全論一百卷，印度龍樹著，後秦

鳩摩羅什譯，為解釋《大品般若

經》的論書，與《中論》、《十二

門論》、《百論》合稱四論，都

是空宗重要的論典。

⑨ 見《大智度論》卷五十一〈含受

品〉。（《大正藏》第二十五冊

頁四二七、四二八）

⑩ 「導達羣方」：《元康疏》：「導

謂引；達謂通達；羣方謂眾生。

言聖人引導眾生多方便也。」又

《易經．繫辭上傳》云：「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一切事物皆以類相聚；為善為惡，

各歸其羣；為善則吉，為惡則凶，

吉凶由此分別而生。這裡僧肇說

「導達羣方」意在表示，眾生種

種不同類，聖人施教便要隨類應

機，方便多門了。

⑪ 「兩言一會」：兩言指上引的《成

具經》與《大智度論》；一會即

會於一。一經一論的說法不同，

但宗旨則一致。

⑫ 悉檀：梵語 Siddhānta ，意譯為

成就。佛以種種教法成就眾生，

大類有四種，稱四悉檀。對治悉

檀是其中一種，乃針對眾生的貪、

瞋、癡毛病而施設。毛病有種種，

對治方法亦隨而不同，有時方法

看似互有歧異，宗旨其實無別。

由於是針對性的法門，所以屬施

設性質，並非究竟的第一義。

⑬「排今而可往」：「今」指現前的

位置；「往」是往至

繼後的位置。

《物不遷論》解讀（之二）

在《維摩詰所說經》的菩薩品

中，維摩居士為天女說了無盡燈之

法門。經中敘述了一個很有趣的故

事，經云：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

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

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

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

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

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

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

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

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

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

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

『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

掃灑。』我言憍尸迦：『無以此

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

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

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

嬈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

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

魔 即 驚 懼， 念 維 摩 詰， 將 無 惱

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

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

『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

魔以畏故，俛仰而與。爾時維摩

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

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

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

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

樂也。』天女即問何為法樂？答

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

供養眾，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

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

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

眾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

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

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

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

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

好故，修諸功德，樂莊嚴道場，

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

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

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

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

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

  無 盡
邵馨梅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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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

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

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

不復樂五欲樂也。』魔言：『居

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

者， 是 為 菩 薩。』 維 摩 詰 言：

『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

眾 生， 得 法 願 具 足。』 於 是 諸

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

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

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

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

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

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

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

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

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

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

眾生。』......」

這段經文的大意是說：當時維

摩居士示現有疾，佛叫持世菩薩前

往問疾；持世菩薩認為自己不能勝

任前往問疾。為何持世菩薩覺得自

己不夠資格前往問疾呢？持世菩薩

憶述了往昔的故事，從而說出不敢

前往問疾之原因。

有一天，持世菩薩獨自在靜室

精進修行，喜歡擾亂修行人的魔王

波旬，扮成帝釋天，帶領一萬二千

天女，擊鼓奏樂，彈弦歌唱，來到

持世菩薩的居所，很恭敬地向持世

菩薩問安，稽首禮足，行最尊敬之

禮，然後合掌恭敬，站立一面。

持世菩薩看見他這樣恭敬，帶

著眷屬來請安，便以為他真是帝釋，

所以就很客氣地對他說：「憍尸迦！

你懷著善意而來，來得很好！你

雖然有很大福德，但不應該自

恣，不應該太放逸、太奢華；而

應當觀五欲之樂無常，天福享盡

之時，還會墮落；因此要多修善

根福德以求善之根本，在身、命、

財三方面來修堅固的出世間解脫

法。」

假扮帝釋的波旬聽後，馬上對

持世菩薩說：「正士（菩薩的別名，

亦是修道人之尊稱）！希望您接

受我帶來的一萬二千天女，讓她

們幫您打掃，給您使喚。」

持 世 菩 薩 雖 然 認 不 出 他 是 魔

王，但持世菩薩是大菩薩，所以能

清醒地對他說：「我作為釋迦世尊

的出家弟子，嚴持如來淨戒，遠

離男女關係，因此不能接受你的

心意，不要用這些非法之物來引

誘我，因為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

情。」

持世菩薩想說的話還未說完，

維摩居士來到，對持世菩薩說：「這

不是帝釋，是魔王波旬！他存心

來擾亂你，破壞你的道念，毀破

你的清淨戒行。」持世菩薩不愧為

大菩薩，很有定力，他雖然被魔所

嬈，但也能不被魔王擾亂。

維摩居士又立即對魔王說：「這

一萬二千天女，若送給出家人是

非法的，但可以送給我，以我在

家人的身份，是可以接受的。」

魔王知道維摩居士的厲害，聽

到維摩居士這樣說，立即就驚恐畏

懼，擔心維摩居士會教訓他，於是

就想隱身離去。魔王本來有很大神

力，但在維摩居士面前，竟然不能

隱身，無法施展魔力，用盡能力也

不能離去。

此時，魔王聽到空中有聲音說：

「波旬，你把這一萬二千天女送

給維摩居士，才可以離去。」

魔王懼怕維摩居士用神通力令

他受苦惱，所以，逼不得已地把一

萬二千天女送給維摩居士。維摩居

士接受了這些天女，藉此難得機會，

教導她們以菩薩法樂自娛，不應再

好樂沉醉於五欲樂中。維摩居士隨

著她們的根基，針對她們的身份，

根據她們的認知程度，為她們說相

應之法，教她們發無上正等正覺心，

令她們發道意（發菩提心），教她

們大乘的修行 ......

維摩居士為一萬二千天女開示

菩薩法樂之後，魔王波旬非常後悔，

於是對眾天女說：「希望與你們一

起回天宮享受天樂。」

但 天 女 們 卻 快 樂 地 說：「 魔

王！你已把我們送給這位維摩居

士，我們在這 有法樂可自娛，

非常歡喜安樂，法喜充滿，不再

喜歡天宮的五欲之樂了。五欲樂

與法樂相比，實在相差太遠，所

以我們都不願回天宮享受五欲之

樂。」

天女們的回答，出乎魔王的意

料之外，能言善道的魔王只好向維

摩居士請求：「維摩居士！您可

否把天女布施給我？能夠把自己

一切所有都布施給別人，才是菩

薩。如果您認為自己是菩薩，您

就應該把天女作為布施，以還給

我。」

維摩居士說：「我早已放下

了！你可以帶這些天女回去，希

望一切眾生都能夠藉著這些因

緣，得到法願圓滿。」

換言之，把天女還給魔王，魔

無盡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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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願就圓滿了；天女想享受法樂，

願望也圓滿了；藉著這些影響，希

望一切眾生，包括天宮裡面的人，

全部願望都得到法的圓滿。

那些天女剛在維摩居士開示後

得到法樂，但道力還未堅固；現在

維摩居士叫她們回天宮，而天宮盡

是五欲之樂的境界，她們應該怎樣

自處，才不被魔境所轉？於是她們

向維摩居士請教：「有何方法，令

我們安心在魔宮中修道？」

維摩居士叫天女們不要擔心：

「有一個叫做無盡燈的法門，你

們應當修學這個法門，就可以安

心修道。」

所謂無盡燈者，就如一盞燈可

燃點十盞燈，十盞燈可再燃點百盞

燈，百盞燈又可燃點千盞燈，如是

展轉燃點，直至無窮無盡地燃點。

燈代表光明，可破除黑暗，燈所照

之處，黑暗皆轉成光明，所以說「冥

者皆明」。「冥者皆明」已是難能

可貴，而其最可貴之處是，一燈可

燃點百千燈，乃至燃點無數燈，功

效就不簡單了，可令光明遍處，永

遠不盡，這便是「明終不盡」。修

無盡燈法門的佛教徒，把自己的燈

火傳下去，令黑暗的地方變成明亮。

我們不要小覷一盞燈的作用，所有

接觸到這盞燈的人，若人人都能傳

承，薪火相傳，又去燃點另一燈，

人人都出一分力，就可做到須彌山

那樣大的功德，這就是佛教的傳燈

精神。

傳燈的精神在於「不盡」，它

的功能，不規限於眼前微細的成就，

到他方發揚光大，無有殆盡。「冥

者皆明」，是說眼前，只要燃點一

燈，眼前黑暗的地方，都會明亮，

雖然未能廣闊地受惠，其發起的作

用就非常重要。「明終不盡」，是

說未來，一燈接一燈地延續下去，

光明便可無限無量廣照他方，長久

不盡。因此，「冥者皆明，明終不

盡」，是我們佛教徒希望達到的兩

個目標，我們沒有忽略眼前能親近

接觸的人，亦以不盡的傳燈精神，

照顧更多廣大無量無盡眾生。

維摩居士繼續教導天女：「如

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

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

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

無盡燈也。」

一位菩薩可以開導百千眾生，

及至無數眾生，令他們發無上正等

正覺心，就等於前面「一燈然百千

燈」的譬喻，一燈可燃點千千萬萬

無數燈，意義非常深刻，可令「冥

無盡燈

者皆明」，本來是黑暗的，現在變

成光明。眾生本來沒有發大菩提心，

後經菩薩的教化，經導師的指導，

就能發大菩提心。一個人若能發大

菩提心，私心就會開始減弱。發了

大菩提心，不是馬上就能把私心除

盡，而是會漸漸、漸漸減少，到最

後會完全消除。發大菩提心，等如

燃點自己內在的心燈；菩薩教無量

眾生發大菩提心，亦等如燃點無量

眾生內在的心燈，令無量眾生照破

內在的無明黑暗。

「於其道意，亦不滅盡」，

這等於「明終不盡」。一盞燈燃點

百千燈之後，這盞燈油盡之後也會

熄滅，但這盞燈燃點了百千燈，如

是燈燈無盡，光光不絕，延續了光

明；所以，一盞燈所帶來的光明將

是無窮無盡。就如某人把自己好的

見解和主張，傳給了一群人，這群

人成立了一個團體，把某人的主張

發揚光大。某人後來雖然離世，但

他的思想沒有消失，繼續流芳百世。

菩薩也是一樣，菩薩發大菩提心，

也教他人發大菩提心，而他的大菩

提心，不會因為他離開這個世界而

消逝，其他人薪火相傳，仍然繼續

發大菩提心；所以，他的道意，也

不會消逝。除了他自己本身生生世

世繼續行菩薩道，還可依著傳燈的

作用可做到不滅盡。

隨著菩薩所說的正法利益眾生，

令很多人受到菩薩的影響，而菩薩

自己亦能不斷增益一切善法。因此，

當菩薩教化眾生，善法已增加；本

來菩薩的善本只有一份，但很多人

聽了菩薩的教導之後，和菩薩一起

同願同行，自然就會增益一切善法。

這便叫做無盡燈法門。

維摩居士又勉勵眾天女：「汝

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

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

一切眾生。」

得到法樂的天女，雖然安住在

魔宮，若依無盡燈的法門修道，在

魔宮中展轉教化其他的天子、天女，

令無數的天子、天女，得到佛法的

感召，全部都能發大菩提心，這才

是真正報答佛恩，也是最大饒益一

切眾生。

所以，我們學了佛法，明白之

後，就要隨份隨緣，隨時隨地教導

有緣眾生，佛法才能得以弘揚！我

們若能這樣，才可做到如《三寶歌》

所說的「焰續佛燈明」。期望大家

能做到燈燈相傳，一燈一燈，把佛

法之燈，世世代代相傳下

去，遍照世間每一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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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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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別譯雜阿含》289經 

1292 資糧經 S.1.8.77. Issara主(統治者)

S.1.8.79. Patheyya糧食

《別譯雜阿含》290經 

1405 下 1405 

1293 最難得經 《別譯雜阿含》292經 1406 下 1406 
1294 無所求經 《別譯雜阿含》291經 1407 下 1407 
1295 車乘經 《別譯雜阿含》293經 

cf.〈經集〉Sn.654  (CSCD 659) 

1408 下 1408 

1296 拘屢陀王女經 《別譯雜阿含》294經 1409 下 1409 
1297 算數經 《別譯雜阿含》295經 1410 下 1410 
1298 何物重於地經 《別譯雜阿含》296經 1411 下 1411 
1299 十善經 《別譯雜阿含》297經 

藏 (東北 330, 北京 996) 

1412 下 1412 

1300 因陀夜叉經 S.10.1. Indaka因陀迦(夜叉)﹐

《別譯雜阿含》298經 

1413 下 1413 

1301 善學微妙說經 S.2.2.13.Dighalatthi 提伽羅低(天子)，

《別譯雜阿含 300 經》。 

1414 下 1414 

1302 尸毘天子經 S.2.3.21.Siva 濕婆(天子)；

《別譯雜阿含 301經》。 

1415 下 1415 

1303 月自在天子經 S.2.2.11.Candimasa 月自在 (天子)；

《別譯雜阿含 302 經》。 

1416 下 1416 

1304 毘瘦紐天子經 S.2.2.12. Vendu毘紐 (天子:學不放逸)；

《別譯雜阿含》303經 

1417 下 1417 

1305 般闍羅健天子經 S.2.1.7. Pabcalacanda般闍羅旃陀 (天子)；

《別譯雜阿含》304經 

1418 下 1418 

1306 須深天子經 S.2.3.29. Susima須尸摩 (天子)；

《別譯雜阿含》305經 

1419 下 1419 

1307 赤馬天子經 S.2.3.26. Rohita赤馬 (天子)

《增支部》A.4.45. Rohitassa赤馬 (1) 

《別譯雜阿含》306經,  

《增壹阿含》43.1經 

1420 下 1420 

1308 外道諸見經 S.2.3.30. Nanatitthiya

《別譯雜阿含》307經 

1421 下 1421 

1309 摩佉天子經 S.2.1.3. Magha摩伽(天子)

《別譯雜阿含》308經 

1422 下 1422 

諸 

天 

相 

應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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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照明經 S.2.1.4. Magadha摩揭陀

S.1.3.26. Pajjota光明

《別譯雜阿含》309經 

1423 下 1423 

1311 陀摩尼天子經 S.2.1.5. Damali陀摩利

《別譯雜阿含》310經 

1424 下 1424 

1312 斷捨幾法經 S.1.1.5. Kati chinde幾何斷

《雜阿含》1002 經； 

《別譯雜阿含》140經、 

《別譯雜阿含》311經； 

《法句經》Dhp.v.370； 

《法句經》34.10(T4.572.1), 

長老偈（Theragatha）v.15, v.633. 

1425 下 1425 

八 

眾 

誦 

諸

天

相

應 

1313 所學甚難經 S.2.1.6. Kamada迦摩陀

《別譯雜阿含》312經 

1426 下 1426 

1314 度流經 S.10.3. Suciloma針毛 (夜叉)

《別譯雜阿含》313經 

《瑜伽師地論》卷 18（大正 30，

376c11） 

1427 下 1427 

1315 栴檀天人經（1） S.1.8.75. Bhita恐怖

《別譯雜阿含》314經 

《瑜伽師地論》卷 18 (大正 30，374c 

1428 下 1428 

1316 栴檀天人經（2） S.2.2.15. Candana栴檀(天人)

《別譯雜阿含》315經 

1429 下 1429 

1317 迦葉天子經（1） S.2.1.1. Kassapa迦葉(天子) (1)

《別譯雜阿含》316經 

1430 下 1430 

1318 迦葉天子經（2） S.2.1.2. Kassapa迦葉(天子) (2)

《別譯雜阿含》317經 

1431 下 1431 

夜

叉

相

應 

1319 屆摩夜叉經 S.10.4. Manibhadda摩尼跋陀

《別譯雜阿含》318經 

1432 下 1432 

1320 摩鳩羅山經 《自說》Ud.1.7. Ajakalapaka 羊群(夜叉) 

《別譯雜阿含》319經 

1433 下 1433 

1321 畢陵伽鬼子經 S.10.6. Piyavkara夜叉童子

《別譯雜阿含》320經 

1434 下 1434 

1322 富那婆藪鬼母經 S.10.7.Punabbasu﹐富那婆藪

《別譯雜阿含》321 經。 

《大智度論》卷 10 (大正 25，135c8-12) 

1435 下 1435 

1323 摩尼遮羅鬼經 《別譯雜阿含》322 經。 1436 下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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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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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針毛鬼經 S.10.3. Suciloma針毛 (夜叉)

《經集》Sn.2.5. Suciloma-sutta針毛夜叉經 

《別譯雜阿含》323經 

《瑜伽師地論》卷 18（大正 30，

376c11） 

1437 下 1437 

1325 受齋犯戒經 S.10.5. Sanu左奴

《別譯雜阿含》324經 

Cf.《法句經-地獄品》 

《大智度論》卷 76 (大正 25，594a5-8) 

1438 下 1438 

1326 阿臈鬼經 

（矌野經） 

S.10.12. Alava阿羅毘 (夜叉四度呼世尊進出)

〈經集〉Sn.1.10. Alavaka-sutta林主夜叉

經 

《別譯雜阿含》325經 

1439 下 1439 

1327 叔迦羅比丘尼經 

（淨經） 

S.10.9-10. Sukka叔迦羅(1-2)

《別譯雜阿含》327經 

1440 下 1440 

1328 毘羅比丘尼經 

（雄經） 

S.10.11. Cira毘羅(or Vira)

《別譯雜阿含》326經 

1441 下 1441 

1329 兩天神約定經 

（七岳雪山經） 

《經集》Sn.1.9. Hemavata 

〈經集〉Sn.vv.153-180 Hemavata-sutta雪

山夜叉經， 

《別譯雜阿含》328經 

1442 下 1442 

1330 鬼打舍利弗經 

（害及無害經） 

《別譯雜阿含》329經 

《自說經》Ud.4.4. Yakkhapaharasuttam

夜叉打擊(舍利弗)經﹐(Meghiya-vagga)

《增壹阿含》48.6經〈不善品〉 

Vin.Cullavagga, VII, 3.12； 

verse=Theagatha, v.191. 

1443 下 1443 

林

相

應 

1331 不樂經 S.9.4. Sambahula多數 (or Carika遊行)

《別譯雜阿含》351經 

1444 下 1444 

1332 睡眠經 S.9.2. Upatthana看護

《別譯雜阿含》352經 

1445 下 1445 

1333 遠離經 S.9.1. Viveka遠離

《別譯雜阿含》353經 

1446 下 1446 

1334 不正思惟比丘經 

（倒淨經） 

S.9.11. Ayoniso不正思惟 (or Vitakkita)

《別譯雜阿含》354經 

1447 下 1447 

1335 日中林發生怖經 S.9.12. Majjhantika (or Sanika有聲響) 中午

S.1.15. Sanamana有聲響 (or Santikaya)

1448 下 1448 

八 

眾 

誦 

夜

叉

相

應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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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譯雜阿含》355經 

1336 闍鄰尼天神經 S.9.6. Jalini 闍利仁

(or Anuruddhasuttam 阿那律陀)﹐

《別譯雜阿含》356經 

1449 下 1449 

1337 誦習經 S.9.10. Sajjhaya誦經 (or Dhamma法 )

《別譯雜阿含》357經 

1450 下 1450 

1338 盜香賊經 

（花經） 

S.9.14. Paduma-puppha  (or Pundarika)

《別譯雜阿含》358經 

1451 下 1451 

1339 十力迦葉經 S.9.3. Kassapagotta (or Cheta)

《別譯雜阿含》359經 

1452 下 1452 

1340 尊者金剛子經 S.9.9.Vajjiputta 跋耆子比丘(or Vesali)﹐

《別譯雜阿含 360 經》。 

1453 下 1453 

八 

眾 

誦 

林 

相 

應 

1341 非比丘法經 S.9.5. Anando (具壽)阿難

《別譯雜阿含》361經 

1454 下 1454 

1342 尊者那伽達多經 

（龍與經） 

S.9.7.Nagadatta﹐ 那伽達多

《別譯雜阿含 362 經》。 

1455 下 1455 

1343 眾多比丘經 S.9.13.Pakatindriya 不制御根

(or Sambahula bhikkhu) ；

S.2.25.Jantu﹐

《別譯雜阿含 363經》。 

1456 下 1456 

1344 與女嬉戲經 S.9.8.Kulagharani (or Ogalha)﹐

《別譯雜阿含 364 經》。 

T503：《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1457 下 1457 

1345 見多比丘經 以下各經《相應部》及 

《別譯雜阿含經》均缺。 

1458 下 1458 

1346 睡眠經 1459 下 1459 
1347 味經 1460 下 1460 
1348 離林經 1461 下 1461 
1349 優樓鳥經 1462 下 1462 
1350 波吒利樹經 1463 下 1463 
1351 孔雀經 1464 下 1464 
1352 那婆佉多經 1465 下 1465 
1353 頻陀山經 1466 下 1466 
1354 恒河經 1467 下 1467 
1355 夜偷瓜經 1468 下 1468 
1356 云何名為常經 1469 下 1469 

南北傳《雜阿含經》綜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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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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 財無所減經 1470 下 1470 
1358 貧士無憂經 1471 下 1471 
1359 劫貝衣經 1472 下 1472 
1360 鐶釧悉破壞經 1473 下 1473 
1361 彈琴經 1474 下 1474 
1362 鴿鳥經 1475 下 1475 

《雜阿含經》共 1362 經，扣除誤編的 604、640、641 三經，共 1359 經。在【印順著《佛教史地考論》 

110 頁】說：劉宋元嘉中（四三五──四五三）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 394－468）譯，名《無憂王經》。《出

三藏記》作一卷，闕本。其實，被誤編於《雜阿含經》中，即二三、二五──兩卷；不分品。 

（604）：【雜阿含經卷 23】梵：Divyavadana 26-29 章 pp. 366-405, No.2042《阿育王傳》, 2043《阿育王經》； 

（640）：【雜阿含經卷 25】No.204《雜譬喻經》6-7；梵：Divyavadana pp.429-434； 

（641）：【雜阿含經卷 25〈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緣經〉】No.2041《釋迦氏譜》；2042《阿育王傳》。 

現存《雜阿含經》中的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兩卷中的《阿育王因緣經》、《法滅盡相經》、《阿育王施半

阿摩勒果因緣經》等三經，應為《無憂王經》，自經義內容而言，實不宜編入《雜阿含經》中。因此兩種新編

之《雜阿含經》皆將此三經自《雜阿含經》中刪除，惟佛光版仍將之編列為附錄，以供讀者參考。本經所載首

尾具足的小經經數，約一千三百經。日本《大正藏》將各經一一編列經號後，所得的一三六二小經即是包含上

述的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兩卷。佛光版《雜阿含經》刪除《阿育王因緣經》等三經，實得一三五九經，並依部帙的重

整而新編經號。【略述北傳四部《阿含經》】

八 

眾 

誦 

林 

相 

應 

鄭展鵬病
自小，母親都悉心照顧我們五

姊弟及父親，平時絕不到館子吃飯，

印象中除了喜宴及旅遊，一日三餐

都在家吃，而且十分清淡，少油少

鹽，極少醬料。煲老火湯或簡單滾

湯是不會缺少的，間中也有飯後甜

品如杏仁糊、花生糊、芝麻糊、紅 /

綠豆沙、蕃薯、冰糖雪耳、白果腐

竹等糖水！週日早上食粥似乎也是

習慣，母親說清腸胃！

除了注重飲食，晚上十時一定

要睡覺，早上七時起牀。所以姊弟

不會挑燈夜讀，只會在早上四、五

時起床溫習應付考試。健康成長相

信是所有母親對子女的期望，自小

養成了生活習慣，至今也是晚上十

時半至十一時前睡覺，早上六時或

六時半起牀。那怕工作壓力大，煩

惱生起，也極少失眠，因為生理時

鐘晚上發出訊號，甚至警告──睡

眠時間到了！

不過，身體還是會生病的，有

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可

能吃了不潔或有害的東西，受感染，

傳染病等等。生了病，當年較流行

看中醫，第一次聽到「戒口」之說。

中醫治病，很強調戒口，因為有些

病，如不戒口，藥力會打折扣，甚

至病情控制了，但不能痊癒。

患病時除了吃藥，母親也會煲

白粥或鹹瘦肉粥給筆者食。「粥是

四季皆宜的餐食，吃粥的好處很多，

可禦寒去暑氣。粥的分子細、口感

柔軟滑潤，適合病患和腸胃不適症

狀者食用；粥裡含有大量水分，有

助於改善便祕。」(1)

自覺吃八成飽，相信人及動物

有免疫力、抵抗力、自癒能力等。

慶幸今生已過了六十個寒暑，沒有

大病，感覺小病是福。大約三至五

年才需要看一次醫生，最怕打針食

藥。許多時傷風感冒，提早放工，

或休息一天，食粥，多飲水，洗熱

水澡，比平時更早 ( 八時半前 ) 睡便

能痊癒，過一兩天仍未能自癒，才

立刻見醫生，吃藥！感恩母親教導，

南北傳《雜阿含經》綜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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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養成良好的飲食及生活習慣！

生了病，身心都要受苦，尤其

是慢性病。現今治病有許多方法，

除傳統中、西醫學，還有各式各樣

的自然療法，發展出醫生這高級職

業及豐厚收入途徑。可是，人體是

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以往少有不

治之症如癌病，但現今有太多的病

症不能根治，而是要長期食藥，慢

慢又發展出龐大的製藥，醫療設備

生產的生意。難怪蘋果電腦創辦人

喬布斯臨終提到：「全世界最貴的

牀是病牀。」

《人體使用手冊》作者吳清忠經

多年研究中醫之後，發現錯誤的健

康觀念所形成的錯誤生活習慣，以

及對於疾病的錯誤處理方式，使得

人體的血氣不斷下降──大多數的

慢性病的真正原因，其實是用錯誤

的方法使用人體所造成的結果。──

能使血氣能量上升的方法很簡單：

(1) 敲膽經、(2) 早睡早起、(3) 按摩

心包經、(4) 不生氣、(5) 保持腸胃

的清潔。這套方法只要持之以恆，

使之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不需

要有太多的食物禁忌，是一種最簡

單的養生方法。(2)

還 有，2003 年，SARS 襲 捲 全

球，全民恐慌之際，臺灣李鳳山師

父帶領梅門弟子走出道場，行腳大

鄉小鎮，到處教導鍛鍊由他所創的

「平甩功」，這套簡單易學，看似

平凡，但只要持恆鍛鍊的功法，便

可改善各種身心病症，練出不凡效

果！ (3)

《人體使用手冊》中也談及，傳

統中醫的治療手段，在古書中的記

載是分為砭、針、灸、藥四種方法。

「砭」的治療效果可能特別好以外，

由於它完全不需要特別的材料和工

具，只要一雙手或簡單的刮痧板或

湯匙，甚至扁平光滑的石頭就行了。

只要懂得醫理，隨時隨地都能為人

治病，是最方便的醫療方法，因此

被古人將之列為各種治病的方法之

首。藥為四種方法之末，主要可能

是這種方法需要各種不同的藥材，

不是隨時隨地都能具備的，因此被

列為治療方法中的下策。(4)

多年前認識了一位註冊中醫師

朋友，每隔兩三個月，便一起午齋，

期間他為各人義診，並處方給各朋

友作日常保養。直至一次飯聚，他

提到：「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

動補，動補不如氣補，氣補不如神

補。」相信看官都瞭解食補，而持

續、適當及適量的運動，對身心有

益。練氣功，打太極，平甩功等都

能氣補。精神方面，包括宗教信仰、

音樂、藝術等等。暢懷法師說：「經

常靜坐會使心情平靜。由於心平氣

和，血脈暢通，疾病便不易發生。

相反，若時常被憤怒、恐懼、悲傷

和憂鬱等情緒困擾，必令氣血失

調，久之必然百病叢生」(5) 眼見現

代人幾乎完全依賴藥物及外科手術，

變成的經濟利益，真是無奈！

學佛後，對病有另一種理解。

佛教把生命分析為「色、受、想、行、

識」五蘊。《雜阿含經》卷 1：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

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

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

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

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

《瑜伽師地論》卷 61:「云何

病苦？當知病苦亦由五相。一身

性變壞故。二憂苦增長多住故。

三於可意境不喜受用故。四於不

可意境非其所欲強受用故。五能

令命根速離壞故。」佛弟子持身語

意戒，戒口不止是入 ( 某些食物及飲

酒等)，最重要是出，不要出口傷人，

不揚人過──靜坐常思己過，閒談

不論人非。

瞭解人生八苦後，對病更能處

之泰然。兩次短期出家，用早齋時

會齊誦「粥有十利，饒益行人，

果報無邊，究竟常樂。」才開始

進食。原來食粥真有頗多好處！ (6)

學佛修行，離不開戒定慧三無

漏學。以戒為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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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戒」好比一個城，叫做「戒

城」。古時修築城墻，所以防制匪

敵。有了城墻時，如有匪敵進犯，

保衛這城者，在裡面就發動員令，

當然亦可以求外面的救援，但主要

的是自力內在的戒備。「戒」的力

量是由信佛法所起心理上的變化，

發生一種「清淨誓願力」。有了這

種力量，一天一天增長，煩惱自然

漸除。(8)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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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蘊當中，色蘊是物質性的

身體，其餘受、想、行、識四蘊是

屬於心理活動的範疇。對筆者來說，

這個「心」是最難理解和調伏了。

心意指人的思想、心靈、心智、辨

別能力。據維基百科資料：在中國

大陸，亞健康是指人處於健康和疾

病之間的一種臨界狀態，人的心理

或身體處於混亂，但並沒有明顯的

病理特徵。這個詞語是起源於中國，

並只在中國流行，在國際間並未使

用。

除了亞健康，人與人之間有心

病，更有患上精神病的。筆者在多

年前有一員工，是二十多歲大學畢

業不久的少女，工作積極，為人熱

心，是一個虔誠的外教徒。她經常

提出很多意見，但不切實際，也許

是筆者否定她太多，失了自信，不

久便經常請假，在試用期完結前辭

職，筆者立刻同意。她放了兩天病

假後，星期六下午約見在公司，但

她沒有出現，卻派遣男朋友來詢問，

可否給她機會收回辭職書，繼續聘

用，因她非常後悔。筆者不同意，

並解釋多個原因，及她辭職對她的

好處。意想不到的是，數星期後接

到她父親 ( 世伯 ) 的電話，說她入住

了青山精神病院，病情十分嚴重，

未知能否出院，並約見筆者見面詳

談。

世伯詳細說明她的病症、狀況

後，筆者也如實講述她的工作情況、

表現、問題所在，及辭職是她自己

的決定等。世伯聽後，說他原本打

算今次見面，是要教訓筆者一頓！

無奈地回應一句：「隨便吧」之後，

他卻說相信筆者，問題在於他的女

兒，並說出她的性格、行為、習性，

最令筆者吃驚的是，世伯皺眉說：

「她可能喜歡了你」，實在無言以

對！

大約半年後接到一位女仕來電，

是她的家姐代她告訴我，她已痊癒

並打算結婚，問筆者會否參加她的

婚禮？筆者當然要參加，作出支持

及鼓勵。在教堂舉行的婚禮，感覺

十分莊嚴、隆重！二人發言真情流

露，畢竟他們是青梅竹馬，由小學

便認識的有情人終成眷屬，衷心祝

福他們！之後也有跟他們茶聚，及

一直保持聯絡。

這事令筆者感受到的無常，不

是身病，而是心病！印順法師也有

一段痛心的因緣，話說法師於民國

二十四年，要離開閩院時，一位蘇

北同學──聖華，搭衣持具來頂禮，

說願意親近法師。但法師不懂得他

來意，只告訴他：「我要回去看藏

經，將來有緣共住吧」。後來，他

也要去看藏經，法師告訴他閱藏樓

的一切實際情形，並說：「慧濟寺

是子孫叢林，我雖是親房，也等於

客住。」但他誤會了，去了。在他

長養於蘇北寺院的傳統意識裡，以

為法師久住佛頂山，將來會在佛頂

山做方丈的。他來親近法師，就有

受記做方丈的希望。法師發現了他

的錯覺，一再的談些佛頂山的歷史，

佛頂山的家風，但他著了迷一樣的，

怎麼也不肯相信。民國二十五年冬

天，法師離開了普陀，聖華似乎失

去了世間的一切，不久就變得神經

錯亂。聖華文質彬彬，謙和有禮，

他的本性溫和純良，潔身自好，雖

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個好和

尚。在蘇北佛教的環境中，如出家

而不能受記、當家、做方丈，那是

被輕視的，可恥的，簡直有見不得

爹娘，見不得師長的苦衷。聖華就

是被這種傳統所害苦了的！聖華的

不幸，使法師對於當日佛教的一角，

有了新的認識，新的歎息！ (9)

其 實， 舊 同 事 患 精 神 病 之 一

年多前，筆者自己判斷患了「鬱燥

症」。有一天早餐時閱報，看到「全

港有 20 萬成年患者」的報導：「香

港大學在 2007 年所做的研究發現，

本港約有 3.4% 市民有鬱躁症症狀，

推算本港有約 20 萬成年患者。由於

鬱躁症病人同時患其他精神病風險

很高，(100 個鬱燥症病人之中有 50

個都會有其他精神病 )，患者應及早

尋求治療。」(10)

筆者發覺七成病徵，自己確診

「鬱燥症」！有沒有看醫生？當然

沒有，為甚麼？因為心病還需心藥

醫，佛法就是心藥！不過，筆者自

治這個病時，還未有緣遇見佛法。

自知由 2002 年中成為在香港唯一工

作過，長達 15 年的公證行公司的大

股東，又在 2003 年在上海跟合顆人

創辦公估行，2007 年中在香港跟另

一些合顆人分拆開辦另一新公證行，

發展至近五十人的集團公司，壓力

倍增。做了一間公司的老闆，就有

一間公司的煩惱，三間公司就有三

倍或更多的煩惱。沒有見醫生，也

不用吃藥，了解到壓力如何生起，

就可以自尋解決辦法，包括聽經聞

法，共修內觀禪，以三年半時間，

閱讀整套《妙雲集》，保持自小的

興趣，最重要懂得量力而為，及斷、

捨、離。至今，只留下一間少於十

人的公司，回復自在的生活。

看來，筆者可仿效「溫暖人間」

Be Happy 專欄作家梁素芬 (Ginson)，

寫一本《不藥而治》，一笑！有一次

跟常霖法師及 Ginson 等聚會，法師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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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病倒不是不好的，指著 Ginson

說看她便知，因病辭了職，到處旅

遊，更成了作家。（眾人大笑）

長慈法師也曾在澳洲修讀博士

學位，論文接近完成時，突然生了

一埸大病，無法繼續研究工作。醫

生判定是「憂鬱症」，須要停止工

作，休養一段時間。因緣不可思議，

法師收到朋友來信，說有一間公寓，

可供使用。法師休養一段時間之後，

氣力漸漸恢復，藉著當時還剩下的

一些體力、一鼓作氣，使論文最後

未完成的部分圓滿完成。所以法師

特別感謝一段非常特殊的因緣。(11)

維摩居士在《維摩詰所說經》

中，說出對疾病的不同觀點。看官

可細閱「妙華會訊 2012 年第 1 至

3 季」，在此不詳。其實，患病是

修行的最佳時機，讓身體休息，心

靜慮。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

150 病相應：在《阿含經》中，有

許多佛弟子在生病痛得死去活來時，

進修於佛法的例子，有的人可以因

為對於佛法的體悟，減輕甚至滅除

病苦。以《雜阿含103經》為例，

差摩比丘在痛苦中，觀察五受陰是

無我的，因此雖然身痛，終於心得

解脫，病也康復了。

《雜阿含經》卷 20 還有幾個類

似的例子，佛弟子們在生病時修習

四念處，或是依四不壞信修習六念，

而能減緩痛苦。也有尊者在生病時，

思惟苦集，觀察苦的集與滅，觀空，

而能除斷苦。例如《增壹阿含經》

卷 6〈利養品 13〉第 7 經 (12) 記載須

菩提尊者觀空滅病苦的經過。也有

尊者誦習七覺支，病竟然就好了，

例如《增壹阿含經》卷 33〈等法品

39〉第 6 經 (13) 記錄均頭尊者如何從

重病好轉。若是絕症或身體已完全

毀壞的，也能好走，證得涅槃。在

《雜阿含經》卷 37 第 1025 經 (14) 就

有記載一位剛出家的落魄比丘，生

了重病，因為佛陀的一番教誡，他

雖然仍過世了，但證得了阿羅漢，

解脫輪迴。《雜阿含經》卷 47 第

1265~1266 經和卷 37 第 1023~1038

經是「病相應」的內容，也有記錄佛

陀和弟子在探病時的說法。

除了上述的《人體使用手冊》，

還有一本《給人類的一本手冊》，成

阿羅漢要斬斷了十結，第一個結是

「自我」的信念，亦是誤把「身」

與「心」當作一個「自我」。病正

好讓我們感悟無常、苦、無我，無

法逃避和掙扎，只有面對，醒悟。(15)

聖嚴法師也教佛弟子如何看待

病：

「病不一定苦，窮不一定苦，

勞動不一定苦，心苦才是真正的

苦。」

「把生病當成一種體驗，也

就不苦。」

「超越生老病苦三原則：活

得快樂、老得有希望、病得有健

康。」

據索達吉堪布仁波切「快樂之

歌講記」，《快樂之歌》是由無著菩

薩著的。在藏文版《佛子行》的後

面，一般都附有《快樂之歌》。首兩

段跟病有關：「自他虛幻此蘊身，

如若患病當快樂，滅盡昔積諸罪

業，修行正法眾所作，皆為淨除

二障礙。如若無病亦快樂，身心

舒適善行增，欲令人生具實義，

三門奉行諸善法。」如實了知病，

真是有病也自在。

《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

疾品第五】曰：文殊師利言。居士

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言。我

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

耶心合耶。答曰。非身合身相離

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又問。

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于此四大何

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

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

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

我病。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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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

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

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

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

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

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

癒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

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

眾生病癒菩薩亦愈。又言。是疾

何所因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

大菩薩的確會以眾生為自己病，

天真法師及玄玄法師侍奉師父頂峰

無無襌師近十年，有些時候有生病

的客人來訪，師父在他們離開後會

生好一段時間的病；而有些為情所

困的訪客離開後，師父也會變得很

餓。每次來訪的人把他們沉重的心

靈負擔丟給師父，而師父總是用他

的愛與慈悲填滿這些人空的心。也

有些時候，一些懇切的訪客因此而

獲得身體或心靈的療癒。這些都是

師父真誠的願力所帶來的奇蹟，師

父為了他人的快樂與自由，無私地

完全奉獻自己。(16)

多次閱讀衍陽法師的著作《心

寛就是最好的道別》，內容是二十

個病危、死亡的真實個案，十分感

動！法師自序說：「經歷過兩次中

風，九年肝癌，我深深體會到生

與死之間掙扎求存的感受。」

永惺長老在推薦序中說：「大

概是由於法師早年多種惡病纏

身，感受到人生八苦中病的苦

痛，所以她在 2009 年創立了『大

覺福行中心』後，即發動義工，

以大愛精神，到醫院、安老院陪

伴老、病、困、苦、惑者渡過難

關，逐步開展支援和關懷服務。」

衍陽法師真是人間菩薩，他的教導

不需要艱深的哲理，繁多的名相，

以身教令人信受。

一行禪師度過 92 歲生日後不

久，表達了希望返回祖庭的意願，

並指示弟子撰寫了一封信給慈孝寺

的長老：「在這個世界走了圓滿

的一圈，我知道是時候回到祖

庭，與師兄弟一起度過餘下的日

子，直到捨報示寂，這是我最深

的願望。現在祖庭慈孝寺的後代

弟子遍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出

於對祖庭法脈後學的慈悲愛護，

我決定回祖庭，並在祖庭終老，

讓後代弟子有一個植根和歸依的

地方。」

真空法師感到一行禪師返回越

南的決定尤其重要，讓學生們回到

梅村的法脈傳承根源。而法願法師

說一行禪師 2014 年中風後不能言

語，只能用左手指點及點頭搖頭示

意溝通。他在這段日子體會到禪的

「無修而修」。「老師教導了許多，

而他病後教導我們的最後一課是

純粹地存在，無修而修。不需要

言語，只是單純的存在，就能散

發安祥的能量啟發很多人。在老

師身邊，能感受到療癒和滋養。」

「老師讓我明白，利益眾生的最

好方式是通過修習，讓自己擁有

平靜安祥的心」。(17)

印順導師一生頗長時間在病中

渡過，但八十九歲還完成最後一本

著作《永光集》。而在《平凡的一

生》談到『人命在呼吸間』，佛說

是不會錯的。健全結實的人，都可

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死，

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他的經驗中，

如因緣未盡，那死是並不太容易的。

說得好，因緣大事未盡，不能死。

說得難聽些，業緣未了，還要受些

苦難與折磨。

導師一生多病，患過肺結核，

但沒有吐血、咳嗽、潮熱等現象，

所以引起的虛弱疲累，算不得大病。

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到 93 歲對《平凡的一生》（增訂本）

再作修正補充，成《平凡的一生》

（重訂本）。導師回想：「死亡，

如一位不大熟識的朋友。他來

了，當然不會歡迎，但也不用討

厭。做我該做的事吧！實在支持

不了，就躺下來睡幾天。起來了，

還是做我應做的事。『做一日和

尚，撞一日鐘』，我有什麼可留

戀的呢！但我也不會急求解脫，

我是一個平凡的和尚。」(18)

導師自稱是個平凡的和尚，但

在多病的一生中，非凡地講了一些，

寫了一些，共有超過七百萬字的著

作呢！總結各高僧大德為眾生而病，

或在病中教導，無病無痛的筆者，

能不努力學習，精進修行嗎？

從小，筆者不太注重身體，因

母親的起居飲食習慣，家教等足以

令子女健康成長。加入「無言老師」

行列後，才覺得要保重身體。參加

器官捐贈後，更要照顧好這色身，

免生意外。祈願能持續捐血至往生，

那麼七十三歲是極限，離世也心滿

意足，無怨，無悔！不枉此生，乘

願再來人間！

鵬慧 合十

己亥年六月十五

1) 詳 閱 可 登 入 華 人 健 康 網 

(https:/ /www.top1health.com/

Article/10750)

2)《人體使用手冊》吳清忠著，達觀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p.132-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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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 上 免 費 pdf 版 http://wang.

health999.net/pdf/pdf_01.pdf)

3) 平甩功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iQj_P896t8

4) 《人體使用手冊》吳清忠著，達

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p.161

5) 《靜坐講義》釋暢懷著 p.9

6) 「粥有十利」是出自《摩訶僧祇

律》

 1.資色：吃粥有益於身體，能夠 

 讓人的臉容豐滿有光澤。

 2.增力：吃粥能夠滋補羸弱的身 

 體，增長氣力。

 3.益壽：吃粥能夠補養人體的所 

 需，增加壽命。

 4.安樂：吃粥能夠促進身體清凈 

 柔軟，這是讓人能夠體會安樂

  的飲食。

 5.辯說：吃粥有利於滋潤喉吻， 

 對人論法議經有幫助。

 6.除風：吃粥能夠調和身體，上 

 下通利，並且消除風寒。

 7.消宿食：吃粥能夠溫暖人的脾 

 胃，幫助人消化掉胃中的積食。

 8.辭清：吃粥的人，氣息沒有凝 

 滯的現象，說話的聲音清晰，

  昂揚。

 9.除饑：吃粥能夠充實人的口腹，

  讓饑餓感馬上消除。

 10.消渴：吃粥能夠讓人喉吻沾

  潤，乾渴的感覺得以消除。

 詳閱可登入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http://www.gaya.org.tw/blog/library/

index.php/2012/05/25/1010525/)

7) 「道在平常日用中」《華雨集第	

四冊》p.276~p.279)

8) 「談佛法的宗教經驗」《華雨集	

第四冊》

9) 《平凡的一生》( 重訂本 ) 印順 

 導師 p.13-14

10) 資 料 來 源： 綜 合 鍾 家 輝 醫

生 及 蘋 果 資 料 室 (https://

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

article/20081014/11718568)

	 鬱躁症 ( 全名為「躁狂抑鬱症」)

病徵（持續兩周出現以下情況）：

 1· 抑鬱症發作時

 1. 情緒低落、對任何事提不起興

   趣。缺乏動力、說話及動作變

   慢

 2. 食量改變，如胃口變差或暴食

 3. 失眠或睡眠質素變差、容易疲

   倦

 4. 自信心減弱、有自殺念頭

 2 · 躁狂症發作時

 1. 較平日精力充沛、熱衷幫人

 2. 比平日更自信，認為甚麼事也

  做得到

 3. 焦躁、易發脾氣

 4. 多說話、思想快、想做很多事

  情但難集中

 5. 比平時多做冒險的事、如投資

  及危險駕駛，容易亂花錢、入

  不敷支

11) 《學無止境：常啼菩薩求法故事	

	研究論文集》序 長慈法師著

12) (CBETA, T02, no. 125, p. 575,  

 c11-23)

13) (CBETA, T02, no. 125, p. 731,  

 a26-b4)

14) (CBETA, T02, no. 99, p. 267,  

 c7-p. 268, a18)

15) 《給人類的一本手冊》佛使因陀 

 羅 若法師著。其中詳述證入了  

 涅槃境界的阿羅漢，已經斬斷 

 了的十結：

  第一個結是「自我」的信念， 

 亦是誤把「身」與「心」當作 

 一個「自我」。

  第二個結是疑慮。它是促使人 

猶疑不決和不肯定的因數 ...... 這

些疑慮的根源是無知。

 第三個結是迷信。有些人誤解了

某種儀式或傳統習俗的真正目

的，但卻毫不知情 ......

 第四個結是瞋結。

 第五個結是慾貪結。

 第六個結是色貪結，貪愛光明形

色的一種慾望。

 第七個結是一種稀薄的慾望──

想獲得以無形無相為專注物體的

一種禪悅。

 第八個結（慢結）是用「高等」

或「下等」這類觀念來束縛人類。

 第九個結（掉舉結）是紛亂，那

就是精神的動蕩不安，不能集中

專注，缺乏安寧和冷靜。

 第十個結是無知或無明結，這包

括了各種各樣還未提述到的欲望。

16) 《一大事因緣》頂峰無無禪師、 

 天真法師、玄玄法師著名  橡樹 

 林文化，城邦文化出版 p.157

17)  詳閱「溫暖人間」517 期

18) 《平凡的一生》( 重訂本 ) 

  印順導師著

  p.30-31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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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經費：

$6400: 吳蓮菊  $5000: 黃燕萍  $3490.70: 佛弟子  $3000: 吳玉群 胡劍珊 (石鎮榮

石鎮民)  $2400: 黃衛明  $2000: 余愛瓊 王天生 楊福儀  $1500: 郭倩儀  

$1200: 黃玉芬   $1000: 張綺紅 江停香 侯毅 戴德恩 (陳合和 黃耀章 河山 保山 

錦山)  吳木源 黃鳳如 (曾渼然、胡睎然) 周美華 張錦珍   $900: 李淑嫻

胡昭源 胡薄淑貞  $500: 曾榮裕 周果唯 庾慶祺 無名氏 陳家樂 周淑賢 胡惠貞

王彪文  Hui Wai Lin  許惠蓮  林惜卿  嚴惠玲  李榮基  趙之南  鄧秀瓊

 $400: (黃添源 高嬋英) (梁法空 梁法德) 陶婉芬  $300: 蔡燕桃 (黃淨賢 黃翠顏) 

司徒洪  李秀雯  宗衍行  徐鳳琴  謝恩福    $252: 佘秀英    $250: 陳文孝  

$200: 黎蘊璋 林尉瑜 林大虹 林大歡 潘惠容 張秀蓮 曾育香 趙詠梅 呂浩旻  

涂素綿 楊潔英 黃慧賢 盧元灝 施雪理 無名氏   $150: 梁美雲   $100: 林大成 

黃妺 張國海 張思驊 卓永廉 劉樹英 霍瑞枝 梁舍 關本願 岑光洪 岑寶蓮 

岑寶嫦 劉瑞芳 張玉英 吳惠珊 鄺杏崧 劉倩薇 劉燕薇   $50: 曾清梅

加幣200: 何佩英

¥1200: (吳志敏 陳兆明合家)  ¥600: (曾澤坤 蘇麗芳)  ¥300: 譚淑儀 黃麗英  

¥200: 楊秀貞  ¥100: 陳桂玲 蔡卿 佛弟子

助印：	

$6500: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1000: 侯毅  $500: Chau Siu Ching  

$200: 楊淑平 曾振英  

¥500 :  譚淑儀 崔榮珍   ¥30 0 :  陳柳芳 蔡卿  

¥200: 劉樹芹 王海林   ¥100: 禤慶群 呂潤肖 

鄧少冰 吳焰強 蔡冠棠 曾玉英 郭麗珍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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