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央電視臺到志蓮安老院採訪慧瑩法師

妙華佛學會梁志高主席在結業典禮上致辭

2012.12.5 陳瓊璀老師陪同馬來西亞的
勵和法師到志蓮探望慧瑩老法師

中國佛教史課程班主任麥國豪老師彙報
班務情況

佛學初階班班主任洪真如老師彙報班務
情況

結業典禮嘉賓淨達法師為大眾開示



佛學班及活動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三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望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第二十七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日期：	2013年3月3日至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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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觀思想課程
主講：	資深講師
日期：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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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國森校長佛法講座
主講：趙國森、吳潔珠、朱元鶴、

 伍松等居士
講題：	《瑜伽行派勝義諦要義—

 以解深密經為中心》
日期：	2013年4月22日至5月27日
 （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	晚上7:30 – 9:00
地點：	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		《成佛之道》
日期：	2013年3月9日開始（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 – 5:3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	農曆二月十九，公曆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

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

迎各界人士參加。

遠參老法師紀念法會
日期：	農曆三月初九，公曆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

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2樓Ｄ座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

各界人士參加。

佛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四月初八，公曆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

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

迎各界人士參加。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四月廿八，公曆2013年6月6日（星期四），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

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金剛經》和《成佛之

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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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訊 ：	何翠萍
行          持 ：	梁志賢
圖          書 ：	趙雲萍、麥樹強
齋          廚 ：	李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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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本經以緣起性空為基礎

我們對「佛性」的理解，要依緣起

性空去理解，才是最徹實的，所以我

認為，學習《法華經》，先要依般若深

觀性空緣起為基礎。我們的講堂有一

對聯是這樣的：「依般若深觀性空緣

起為基礎，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

菩提。」這就很明確講出我們本會的宗

旨，也是我們紀念遠老法師的宗旨，

亦是我們修學佛法，弘揚佛法的指南；

同時也講明《法華經》是要我們回復一

乘菩提心，要我們修習一乘，但千萬

不要忘記以般若性空為基礎。方便品

的結尾說：「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

此。」這是講如果你不學習三乘法，或

者你不學習性空的道理，你就不能曉

了《法華經》，所以性空的道理不可不

學。

我們在這世間要發一乘心，修一

乘行，弘揚一乘道，一定要修空，即

是要依三軌四安樂行來修行。三軌是

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入如來室。入

如來室是大慈悲為室，你有大慈悲就

好像入了房屋裏面很安全很穩定。如

來衣是柔和忍辱衣，有柔和忍辱就好

像有衣服穿，沒有柔和忍辱就好像沒

穿衣服，把粗魯醜陋全暴露出來，像

狂人一樣就很失禮，有柔和忍辱就很

莊嚴。坐如來座是諸法空為座，所以

我認為《法華經》很重視「空」，如果

能以諸法空為座，你就坐得穩穩當

當，如果不以諸法空為座，你就搖搖

擺擺，小小風都可把你吹倒，即使是

小小的剌激，小小的挫折，你就退

心，退心就會墮落。如果你通達諸法

空義，什麼挫折、什麼打擊都不怕，

就坐得穩當，你發心就發得長遠，行

菩薩道就能貫徹始終。

當時文殊師利菩薩問佛：如果未

來世中要弘揚《法華經》，要如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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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安樂？因為有的人遭到別人打擊

就不安樂。佛對文殊菩薩說了四安樂

行：第一安樂行就是講性空，「於法無

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雖然行，

但你無執著，就是「無所行，而觀諸

法如實相」。我們觀一切法，形形式

式都是假像，是緣起性空的。「實相」

就是無相，就是觀一切法空，無所有

性。這是我們學《法華經》的人第一的

安樂行。你要這樣行才得安樂，否則

你受了一些打擊、一點毀謗，你就不

安樂了。

《法華經》中有多處經文是用事

相來象徵空，如多寶佛是全身舍利坐

在七寶塔裏面，他發了個誓願，無論

那位佛說《法華經》，他的七寶塔就

會湧現於虛空中，來作證明，證明這

位佛所講的皆是真實。多寶佛塔從地

湧出，住在空中，塔門關著，大眾只

聞其聲不見其面，大眾都想見多寶佛

身。多寶佛有個條件，要釋迦佛的

所有分身諸佛都齊集一處，然後他才

肯開塔門。釋迦佛就三次變淨土，把

淨土打通成一個世界，分身諸佛齊集

了，然後釋迦佛上去敲門。經文講釋

迦佛「即從座起，住虛空中」，因為

寶塔在虛空中，釋迦佛要開寶塔門，

也要住在虛空中。佛在虛空打開塔

門，多寶佛請釋迦佛入寶塔中坐，當

時大眾作了這樣的念頭：「佛坐高遠」，

我們看得不清楚，聽得不方便，希望

佛用神通力，令我們都升在虛空就好

了。大眾沒出聲，只是心想，釋迦佛

就知道大眾的心念，於是用神通接了

當時法會上的一切大眾，全部都在虛

空之中。

〈從地湧出品〉講有些他方國土的

菩薩發願持經，佛說不需要了，因為

我釋迦佛本身有好多菩薩會來護持流

通《法華經》。佛說完之後，有六萬恒

河沙等菩薩和無量恒河沙眷屬，也就

是說，六萬恒河沙的菩薩是領導者，

是導師，帶領很多菩薩，這些菩薩全

部在娑婆世界的下方虛空中住，他們

從下方虛空中來到娑婆世界釋迦佛和

多寶佛面前，他們又攝受十方世界的

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的虛空。

經中多處講佛、菩薩、弟子全部

在虛空之中，這是什麼意思呢？佛經

之中經常有以事相來表達，用這種事

相來象徵佛菩薩所徹證的真理，尤其

是一乘菩薩必須要徹證一切法性空，

這是一乘的基礎。

印順導師講過：讀大乘經，不能

完全以史實的態度來理解。小乘也有

象徵、譬喻，但大乘經就更多、更廣

泛。你不可當作 事去理解它，因為

有好多譬喻都是象徵性的描寫。所以

印順導師說：讀大乘經需要有一種文

藝的眼光去體會它的道理，否則你會

覺得神化、神奇、怪誕。如果你用文

藝的眼光去體會這種道理，知道是象

徵作用，再加以思維，就會更加明白

其中那種以事表理的甚深意義。大乘

經多有這種善巧。四依之中的依義不

依語，也不是完全把它當作一種 事

去讀，你要在事相當中領會它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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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意，就是依義不依語，大家千萬

不要忘記。

我們應該知道，《法華經》是以開

權顯實為宗旨，以緣起性空為基礎，

離緣起就沒有佛教，離權實就沒有法

華。這幾句就總結了我以上講的內容。

佛之知見

現在我講一講佛之知見。〈方便

品〉講：「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

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

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

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

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總

括來講，是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

見。「佛之知見」可以講是大菩提、佛

智慧的同義詞，也就是講一乘無上大

菩提就是佛智慧，同時也包含了佛果

上的一切功德，從發大菩提心，修一

乘菩薩行乃至成佛的一切功德。

在〈方便品〉釋迦佛從定中安詳而

起，一出定就對舍利弗說：「諸佛智

慧，甚深無量。」這句話是讚歎一乘

佛的智慧，讚歎果上的智慧，成佛的

智慧，是甚深的、無量的。為什麼是

「甚深無量」的呢？佛接著解釋：「其

智慧門，難解難入。」因為果的智慧

是甚深無量，因行的智慧也是甚深無

量，因果是相應的。「其智慧門」就是

因，是「難解難入」的。「諸佛智慧，

甚深無量」是讚歎佛智的果，「其智慧

門，難解難入」是讚歎佛智的因。

「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

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

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

有法。」這段是解釋為何「諸佛智慧，

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凡

是「所以者何」都是為解釋上文而引起

下文。

成佛的因行，是要親近百千萬億

無數諸佛，每一位佛都會教你種種的

行門，就要盡行諸佛所教的無量道

法，一定要勇猛精進才能做到。「名稱

普聞」是名實相稱相符，也就是說經過

長久親近無量佛，如法修行，盡行無

量道法，有很顯著的成績，就眾所共

知，就能成就甚深未曾有法。「成就甚

深未曾有法」也是讚歎實佛智慧甚深，

成佛所得的功德是世間所沒有的，也

是從來所沒有的，是稀有難得的。這

是總讚實智的功德，一乘實佛的功德

是甚深未曾有法。

「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是讚

歎權智。佛隨眾生不同的根機而說種

種法，他有聲聞根，佛就為他說聲聞

法；他有緣覺根，佛就為他說緣覺法。

雖是「隨宜說法」，但佛的意趣不在三

乘五乘裏。所以「意趣難解，一切聲

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有的聲聞人

和辟支佛都不知佛陀另有什麼意趣。

佛又說：「舍利弗，吾從成佛

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

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

著。」這就是施權。佛告訴舍利弗：我

從成佛以來，用無數的權巧方便施設

《妙法蓮華經》講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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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聲聞法、緣覺法、權教大乘法，都

是為了「引導眾生，令離諸著」。因為

眾生的執著多，煩惱重，五濁障重，

如果不講這些方便法，沒辦法令他離

諸執著。佛說方便教，主要是為了令

眾生先離諸著，離了諸著，才可前進。

在〈化城喻品〉中有講開權，導

師帶領弟子前進寶所，但弟子疲極，

不想前行。導師就變現一座化城讓弟

子休息。弟子在化城裏的確覺得很舒

服，但那不是寶所，那個城是導師用

善巧方便神通力變化出來的。如果弟

子貪戀化城的享受而不去寶所，導師

唯有毀了化城。他有力量變得出來

給你享受，也就有力量毀滅它。毀壞

的時候一片廢墟，你還留在化城幹什

麼？你已休息享受夠了，不可以再說

累。那時導師就叫弟子前進寶所，路

不會很遠了。所以在〈化城喻品〉中毀

化城就是譬喻「開權」，開權的意思就

是「正直捨方便」，告訴你方便是不究

竟的。「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

不是究竟涅槃，你一定要前進。那些

阿羅漢證了果，以為得究竟涅槃，以

方便法門為究竟，以三乘果為究竟，

佛就不許可，所以要開權，目的是要

弟子前進，一直到成佛為止，這是佛

的大慈大悲。

對我們來說，我們沒修聲聞法，

沒修解脫法，未證阿羅漢果，連初果

二果三果都未證，其實我們是無權

可開，那我們要不要三乘法呢？你要

問一問自己有沒有煩惱？有沒有執

著？如果你有煩惱執著，你就要做除

糞工作。你有痛苦就是在火宅，你要

出火宅，就要先除煩惱。我們雖無權

可開，但要知道方便是方便，我們有

煩惱可斷，有邪見可除，在我們煩惱

未除之前，要運用三乘法來消除我們

的執著。不過我們要信一乘是真實，

要知佛的意趣在哪裏，要發一乘菩提

心，當我們未見到佛，未聽到佛陀教

我們怎樣修一乘行，我們一方面要用

四念處、四正勤來除煩惱、除執著，

要觀五蘊皆空，或修布施持戒，利用

這些來修福修慧。這些全部都要做，

不能全部扔掉。因這個問題有很多人

誤會了，所以要在這裏解釋一下。

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裏講得非

常好：「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攝下；

隨機五三異，歸極唯一大。不滯於中

下，亦不棄中下，圓攝向佛乘，不謗

於正法。」這就是說先打好地基，建好

下層，才可建上層，沒有下層不可能

有上層。但依上又能攝下，如果你看

到十樓，一定會看到九樓乃至一樓，

不會看到十樓而沒有一樓。上層一定

能夠攝下層，離開下層不會有上層。

「隨機五三異」，是講佛說法能隨

眾生的根機而有五乘、三乘的差別，

他的根機淺就為他說人天乘，根機有

解脫性就為他說三乘，如果根機猛

利，他是一乘菩薩就為他說一乘。

「歸極唯一大」，終歸至極，唯有

一佛乘為究竟圓滿。所以，我們不要

停滯在中下的五乘三乘，也不要放棄

中下的五乘三乘。阿羅漢屬於中下，

如果像阿羅漢那樣認為自己究竟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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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就會滯於中下。如果有些人覺得

自己在天上人間享福就好了，何必學

佛那麼辛苦，這就是滯於下。人天即

使有很好的福報，也離不開苦苦、壞

苦、行苦這三苦。你可以觀察一下那

些高官，其實他們也很苦，經常皺眉

頭。英女王的福報很大，但也有說不

出的苦惱。所以人天是不值得享受，

即使是忉利天，五衰相現時也恐懼墮

落，一樣是苦的。有漏法是保不住

的，貪享人天樂是滯於下。

我們不要滯於中，更不要滯於

下，但「亦不棄中下」，不要捨棄、放

棄中下。對根機淺的眾生，我們也要

用三乘甚至人天乘去攝受他，方便是

有用的。你的兒子今天不哭，你也不

必把奶嘴扔掉，或者他明天哭就有用

了。

「圓攝向佛乘，不謗於正法」，是

說圓融、圓滿地統攝一切善法，都導

向於佛乘。你就算是修四念處、四正

勤或修布施持戒，修五戒十善，修什

麼法也好，你是發菩提心的人，都是

把種種功德回向佛道，而不是志在享

人天福報，也不會以為成了阿羅漢就

是究竟涅槃。佛講「諸有所作，常為

一事」，你也是諸有修功德，常為一乘

佛道，這就是「圓攝向佛乘」。

所以你不用捨棄中下，知道三乘

和人天乘是方便就可以了，這就是「不

謗於正法」。你不要講一乘是最高的，

最圓滿的，最理想的，其他的全部要

不得。這樣講就變成謗正法。

因此《成佛之道》這幾句我們要牢

記，明白了才不會有偏見，才是「圓

攝向佛乘」。我們無論修什麼善法，

不但廻向自己的佛道，而且廻向一切

眾生的佛道，希望一切眾生都成佛，

所以佛教的廻向很有意思。我們一方

面要相信一佛乘是最高最究竟，應該

立大志願，向一佛乘；但我們做工作

的時候，也要看看自己的情況，觀察

自己的情形，要有次序，自己應該先

做什麼就做什麼。佛施設方便是為了

真實，我們有時運用方便也是為了真

實，所以不需要鄙棄方便法。如果我

們煩惱重的時候，就先修無我觀、緣

起觀，這樣就可以消除我們的煩惱，

所以不妨借用方便法來對治我們的煩

惱執著。

方便法就好像是渡河用的筏或

船，沒有它過不了河，到岸了就不再

需要船。但你到目的地時，若覺得小

船很有用處，對你有很大恩德，要背

著它回家禮拜，那你就很愚癡了。所

以《金剛經》講：「如筏喻者，法尚應

捨，何況非法。」這個法需要用的時

候就用，不用的時候也不要執著，不

但「我」不可執，「法」也不可執，「順

道法愛」的愛也是障礙，應徹底放捨。

這就是要我們不應取果而停滯不前，

不應入化城以為是寶所，不應以方便

為真實，否則就會障礙自己，令自己

不會進步，不能恢復一乘菩薩道，同

時又辜負了佛恩，是沒有好處的。所

以我們應該要回復一乘菩薩

道。

（待續）

《妙法蓮華經》講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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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印長老、各位法師、黃校長、各位

菩薩：

大家好！來香港本來最好是講廣

東話，但是我只會一句「好厲害」，其

他聽不懂也不會講。我今天就用比較

慢的普通話跟大家分享印順導師對龍

樹學的闡發。

導師非常推崇龍樹學，但是導師

說：「大家知道我喜歡龍樹學，但是不

曉得為什麼我喜歡龍樹學。」導師喜歡

龍樹學的原因到底在哪裡？大家從我

整理的這些講義裡面，或許多多少少

可以體會為什麼龍樹學在導師的心目

中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壹 復興佛教之良方

導師非常關心佛教的未來，在

1942年的第一本成書的著作—《印度

之佛教》的〈自序〉就提到，自己為什

麼會這麼關心佛教，因為他發現到自

己閱讀的佛典，跟現實看到佛教的現

況，為什麼差距那麼遠？到底這問題

出在什麼地方？是因為佛教傳到中國

來以後變質了呢？或者在印度經過長

遠的流傳，已經產生了一些變化？所

以導師非常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導師這本《印度之佛教》，主要是

探討佛教的起源跟它的發展，最後乃

至滅亡，讓我們瞭解佛教的興衰，並

厚觀法師講於2012年8月11日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地點：香港中華文化協會

翁秋玲、陳美華筆錄	 ●	 何翠萍整理

厚觀法師簡介

■ 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學佛教學

博士課程修畢。

■  1985 年隨印順導師出家。

■  任教於福嚴佛學院，講授

《大智度論》、《成佛之道》、

「中觀學」等課程。

■ 曾任慧日講堂住持。

■ 現任福嚴精舍住持及福嚴佛

學院院長、印順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厚觀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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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取這個教訓。導師在縱貫佛法之後

有感而發，提出要復興佛教，需要注

意三件事情：

一、 「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也就

是早上開仁法師為大家介紹的《阿

含經》裡面很多重要的要義。

二、 「弘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

機應慎）」，行解，就是修行跟理

解，就是知見和實踐、實行。

這裡要注意，導師後來的著作把

「梵化」改成「天化」。梵，在經典上來

講，它是色界的梵天，基本上還是清

淨的。但是，在佛典有很多欲界天，

祂們的情欲比較濃厚，所以導師後來

覺得改成「天化」，包括欲界天在內會

比較合適，希望大家對天（神）化的部

分要留意。

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主要是對

治死、鬼。既然虛大師已提倡人生佛

教，導師為什麼還提倡人間佛教呢？

因為除了對治死、鬼以外，也不要落

入天化、神化這一邊；剩下中間的，

這是人間，所以導師要另外立一個語

詞— 「人間佛教」。

三、 「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這

裡的後期佛教，主要是虛妄唯識

系及真常唯心系的部分內容。《瑜

伽師地論》裡面有攝釋分，它是

在解釋《雜阿含》的；如來藏談佛

性，基本上還是發菩提心，還是

修菩薩行的。像這些就是屬於確

當的。真常唯心的思想，有很多

是提倡吃素，不忍食眾生肉，這

一部分也屬於確當的，我們可以

拿來運用。

能從這三方面下手的話，或許可

以暢佛之本懷而復興佛教了。我們今

天要談的主題，就圍繞這個焦點，

有關於後期佛教的部分，以後有機會

再來為大家介紹。今天我所講的龍樹

學，就是「弘闡中期佛教之行解（修行

與義解）」。

貳 龍樹菩薩是印度佛教史上著名

 的第一位大乘論師

談到龍樹學，主角當然就是龍樹

菩薩。龍樹菩薩是南印度人，他出生

的年代，大約是西元 150 到 250 年之

間，他是在印度佛教史上有名的大乘

論師。

提到大乘論師，除了龍樹菩薩，

還有無著菩薩、世親菩薩等。

龍樹菩薩在南印度出生，後來到

北印度修學。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在

北印度的說一切有部論師，在論法方

面條理非常分明；在南印度的部分論

師，則是重經，擅長隨緣說法，會穿

插很多精彩的故事和很巧妙的譬喻。

有的人會講生動的故事，但論議的時

候就東湊西湊，不是很有條理；有的

人雖然條理分明，但是不太會講巧妙

的譬喻、生動的故事。龍樹菩薩能夠

縱貫南北印思想，不但能條理分明，

又可以講生動的故事，確實不容易。

龍樹菩薩卻具有這樣的特長，

經、論、律都非常精通。以當時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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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來講，龍樹菩薩需要面對固有的宗

教—印度的神教，還有當時「佛法」

流傳出的部派，因為離佛滅度已經幾

百年了，部派有很多思想和戒律上的

分岐，也有大乘自身的不同的說法。

當時有很多初期大乘經，有般若

法門，有文殊法門，還有華嚴、法

華、寶積、淨土， ⋯⋯每一部經都說

自己是經中之王，到底哪一部真的是

王呢？所以，龍樹菩薩在這樣一個思

想龐雜的時代，如何從初發心修菩薩

行到成佛而不走偏，把握它的真實又

不失它的方便，就有必要作一番分

別、抉擇、貫通。

印公導師跟龍樹菩薩也很類似，

兩位同樣是超過 1 0 0 歲，導師現在

所面臨的也有各種思想，有中國固有

的儒家、道家，還有西洋的宗教，也

有南傳佛教、藏傳佛教， ⋯⋯思想同

樣是很龐雜。縱然思想龐雜，導師能

夠作一個統貫，又有所抉擇，可以復

興佛教，能夠利益我們身心、利益眾

生。所以我覺得，這兩位菩薩真的有

很多相似之處。

 深觀與廣行之綜合，才是完整

 的龍樹學

龍樹菩薩主要的著作有《中論》，

還有《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

在這些著作中，他不是為論而說、為

論而論述而已，而是一切為了修行。

他是論師，但也有經師隨機方便而貫

通的特長，他的一切的論義，都是與

修持相關聯的。

我們看中觀、《中論》，有時候覺

得都是理論；但是導師說，它的理

論其實就是在破我執，這樣的中觀思

惟、觀想，當下就是修行，不是離開

了這個思惟正見以外，還有一個另外

的修行，一切修行離不開正見，離不

開中道中觀。所以中觀其實就是修行。

有一次我在福嚴佛學院開中觀學

的課，導師就跟我說：「上中觀，不

能只有教《中論》。」我心裡想：上中

觀不教《中論》，還有什麼可以上呢？

導師說：「事實上，不要忘了《大智度

論》！因為《大智度論》是站在深觀的

基礎上來談廣大的菩薩行，所以必須

把中觀的主要著作—龍樹的《中論》，

還有談菩薩行的《大智度論》、《十住

毘婆沙論》，把它結合起來，才是一個

完整的龍樹學。」

龍樹菩薩被尊稱為八宗共祖，三

論宗、唯識宗、天臺、華嚴、禪、

淨、密、律，各宗都尊龍樹菩薩是一

代祖師，可見他的地位非常的崇高。

他的著作，主要分成兩大類：一類

是抉擇深理的，這是深觀；另一類是

分別大行的，這是廣大行。兩類合起

來，就是深觀跟廣行。

我後來才瞭解，為什麼我的名字

叫厚觀。大家知道嗎？我有一位師

兄，他的名字叫厚行，厚行法師。我

後來看到這一段才知道，深觀廣行，

所以導師把我們這兩個徒弟，一個叫

厚觀 ; 一個叫厚行。深觀最重要就是

《中論》，廣大行有《大智度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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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毘婆沙論》，把這兩類論典綜合

起來，才是完整的龍樹學。

肆 中論與中觀，理論與實踐

曾經有一次，有一個居士去拜見

導師，跟導師說：「導師！您的《中觀

論頌講記》及《中觀今論》寫得非常

好，破斥外道、二乘及其他宗派，破

斥得很好！」

導師很淡定地說：「中觀要破除

的是自己的煩惱，如果沒有破除自己

的煩惱，只是在破別人，這個不是中

觀，不是《中論》的本意。」

其實這些話也可以用在我們身

上，我們談中觀、《中論》，一定是要

合乎中道，即使論得很精彩，但是讓

人家下不了臺，或者是論到最後兩個

人上法院去控告等種種情況，這已經

不合乎中道了。

所以，導師在《中觀論頌講記》

（p.33-p.34）提到：「我們要審思自己

的見地，是否正確，是否在自性見

中過生活。」

自性，這是一個重要的語詞，所

謂自性，在梵文來說，是 svabhāva，
也就是自有的意思，自己存在，自己

存有；既然是自己存有，就不必依靠

其他的因緣，它具備的第一個特性，

就是獨一性。第二個特性，就是常住

性（不變性）。第三個特性是主宰性。

這樣的獨一性、不變性、主宰性（真

實性），就是自性的定義，也是「我」

的定義。

但是，佛教講無我、無常，諸法

是由眾因緣和合而生，不可能自己成

立自己，所以沒有「獨一性」；既然諸

法是依待因緣而起，如果依待的因緣

有變化的話，則此法也會跟著無常變

化，因此沒有「不變性」；因為會隨著

因緣而轉變，所以也沒有「主宰性」。

如果誤以為有自性（獨一性、不變性、

主宰性），那是錯誤的；這個「我」跟

「自性」的定義是一樣的，若主張「有

我」，同樣是錯誤的。

雖然是講《中論》，但是我們的思

想是不是還存有我執？如果是這樣，

那就不對了！所以，我們不要把《中

論》看成是專門破外道，或者破小乘，

它其實要遍呵自心，要我們不斷地反

省自己。

導師在《空之探究》〈自序〉（p.1）

說：「我的發心只是對佛法的一

點真誠，希望從印度傳來的三藏

中，理解出行持與義解的根源與流

變。 ……」

不論在思想上也好，在行持實踐

上也好，導師都非常注意它原來的根

源，還有中間的變化。這變化有時候

變好，有時候會變壞，有的方便可以

達到真實，但是若方便出下流就不對

了。所以導師的意思，是希望「把握

更純正的，更少為了適應天（神）

化、俗化的佛法。」

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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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誤解了導師，認為導師提倡

的人間佛教是淺化、俗化，可是導師

就是為了避免俗化，才來提倡這樣的

人間佛教，怎麼會是俗化、淺化呢？

所以同樣是探討思想的根源，或

者是它的義理，各位要注意到它的發

展。比如說，同樣是空，曾經有一位

法師發心閱讀藏經，他就看 600 卷的

《大般若經》，看完以後，人家問他：

「這《般若經》講什麼？」 他說：都是

空。但到底怎麼空法，通通不知道，

也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但是，導師就留意到，《阿含經》

有講空，部派、《般若經》、龍樹菩薩

也講空，但在這個思想的流變中，導

師注意到彼此間的微妙差別。

導師在《空之探究》〈序〉（p.2）說：

「作一番『空之探究』，以闡明空的

實踐性與理論的開展。」

空的實踐性，如早上開仁法師所

說的，有空三昧，這是三解脫門之

一，這就是在談實踐。在《阿含經》所

談的空，其實就是無我、無我所。導

師還說：「簡單的說：『阿含』的空，

是重於修持的解脫道。」如空三昧、

無相三昧、無願三昧都是。

「『部派』的空，漸傾向於法義的

論究。」這空不但是實踐，也是我們要

觀察的義理；還有無相，也是慢慢傾

向於法義的論究。

而「『般若』的空，是體悟的『深

奧義』。」這個深奧義，其實就是涅槃

的深刻體悟。所以，《般若經》的空，

除了是破除虛妄、妄執以外，另一方

面又是強調涅槃、空寂的意境。

「『龍樹』的空，是《般若經》的

假名、空性，與《阿含經》的緣起、

中道的統一」，把緣起、空性、假

名、中道貫通起來。

伍 《中論》之中心思想：

 緣起、空性、假名、中道

《中論》有一句名言：「眾因緣生

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

是中道義。」這首偈頌非常重要，第

一句「眾因緣生法」，就是《中論》的主

要思想—講緣起。第二句「我說即是

空」，這個空，就是空性。第三句「亦

為是假名」，最後，「亦是中道義」。這

是中觀的四個中心議題。

什麼是緣起？簡單的定義就是「此

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什麼是空

性呢？有時候人家會跟我們講：「你怎

麼看不開，遁入空門？」把入佛門叫

空門；也有人講「四大皆空」等等。其

實，在空性來講，我們凡夫跟聖人的

主要差別在什麼地方？主要在有沒有

斷我執。所以，要證得解脫，必須要

悟得我空。而菩薩不只悟得我空、眾

生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也要悟得法空。所以這個空很重

要，不要有我執，不要有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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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所生法」是緣起，我們為什

麼說緣起是空呢？這裡面有一個「無

自性」來作為媒介。因為諸法是由眾

多因緣所生，它就不是獨一，這就破

除了它的獨一性。它是眾因緣相待而

起，相待的因緣若起了變化，諸法也

隨著無常變化，這就無常性，沒有一

個常住性。既然是眾因緣和合才能生

起，就沒有主宰性。因此說，緣起就

是無自性，這樣的無自性，我們給它

一個假名字叫作空。《中論》所說的空

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空的意思，其實

就是緣起，就是無自性，但也不是有

一個實在的空。

這個觀念很重要，這樣的空，我

們稱它是假名，只不過是假名安立。

我們都有名字，比如說，這位叫定賢

法師，這位叫做陳居士等等，就是有

一個假名。

這樣的空，也是中道。古德有些

人誤解了這個偈頌的意思，以為中道

是不偏於實有，不偏於假有，不偏

於緣起，不偏於空，另外有一個中。

其實這不是龍樹菩薩的本意。這偈頌

的本意，是緣起無自性，我們說它是

空，所以這空其實就是緣起。

這個假名，也是針對空來說，這

空只不過是假名安立的，不要誤以為

有一個實在的空。如果能夠正確地瞭

解空，這樣的空當下就是中道，所以

中道也是在形容空。

因此，《中論》的另一頌說：「未

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

法，無不是空者。」也就是說，所有

的法都是因緣生，既然所有的法都是

因緣生，所以，一切法全部都是空。

《心經》講：「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我們要瞭解空，就在五蘊的法上

觀察無自性，當下就是空，而不是離

開一切有，另外有一個空。

現在或許有人藉助梵文，瞭解這

個假名是在形容空，這個中道也是形

容空；但是，導師雖不懂梵文，但導

師對這個偈頌的解釋非常正確，跟龍

樹菩薩的完全一致。

導師在《中觀論頌講記》（p.461）

說：「一切『眾』多『因緣』所『生』

的『法』，『我』佛『說』他就『是空』

的。雖說是空，但並不是否認一切

法，這空無自性的空法，『亦』說

『為是假名』的……這即緣起有的性

空，『亦是中道義』。 ……明白了因

緣生法是空的，此空也是假名的，

才能證悟中道。 ……」

這個假名是針對空來說，而中道

是形容空，緣起有的性空，當下就是

中道。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觀

念—緣起就是空。為了加深大家的印

象，我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

從前，佛印禪師跟蘇東坡兩個人

經常喜歡鬥嘴。有一次，蘇東坡去拜

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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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佛印禪師。佛印禪師自己一個人坐

著，也不準備客人的椅子，蘇東坡就

一直站著。蘇東坡說：「禪師！你這是

待客之道嗎？為什麼沒有準備椅子？」

佛印禪師就說：「四大本空，五蘊

非有，請問仁者以何為坐？」你要坐在

什麼地方呢？這時候蘇東坡突然卡住

了，對呀！都是空啊，我坐哪裡呢？

蘇東坡心裡想，君子報仇三年不

晚。等啊等，有一次機會來了，佛印

禪師去探望蘇東坡，他就如法炮製，

禪師來了，也不準備椅子，也沒有讓

座。他在心裡積悶多年，用同樣的話

問禪師：「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請問

禪師以何為座？」

結果，禪師大搖大擺的就往他大

腿上坐下。蘇東坡說：「你怎麼坐我大

腿啊？」禪師說：「你的大腿不是四大

假合、五蘊組成的嗎？這是空啊，我

這個也是四大（地水火風）、五蘊假合

的，我用我的空坐你的空，有什麼不

可以呢？」

所以，大家不要誤解，空不是什

麼都沒有，其實它就是緣起。

陸 中觀學值得稱述的精義

一、大小共貫

同樣是大乘經的教理，不同的經

典講得不太一樣。比如說以性空唯名

的中觀來說，在般若法會上，我們看

到須菩提、舍利弗跟佛在問答；但是，

在《華嚴經》等大乘經，二乘人就沒有

參與討論大乘法義的餘地。所以，有

一句話說：「二乘人如聾作啞。」好像

聽也聽不懂，要問也說不出話來。

不過，在大乘三系的性空唯名系

來說，它的特色是大小共貫，大小乘

共通的，它承認二乘所證的涅槃也

是真正的解脫。在這一類的大乘經裡

面，也有二乘人跟佛菩薩討論法義。

若論成佛，以般若中觀來講，佛

性是空性，沒有絕對性；但是，如來

藏的主張就不一樣，它說眾生本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本來就都有佛性；唯

識則認為有五種種性，有聲聞種性、

獨覺種性、佛種性、不定種性（不決

定，有可能是聲聞，也有可能是獨覺

或是佛），最後一種是沒有種性。

如果依唯識來講，若沒有種性的

話，他再怎麼修學都沒辦法成佛。這

思想跟如來藏是完全不一樣，如來藏

是說眾生本具有如來的智慧德相，但

是唯識卻說有的眾生沒有佛的種性。

而《中觀》是講無自性，是講空性，沒

有絕對不能成佛，也沒有說你一定可

以成佛，只是說你具備有成佛的可能

性，但是須要福德智慧全部具足，那

才可以成佛。

有些大乘經自稱是超越二乘，但

就是不去度化二乘。導師反而讚歎中

觀能夠大小共貫，對於二乘所體悟的

勝義諦部分，也把它融攝進來，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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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智度論》也好，《中論》也好，

裡面引用很多《阿含經》來說明我空、

法空，所以「我空、法空」這部分其

實是共通的。

龍樹菩薩也承認二乘能理解法

空。如果說一個無我的人，他還執

著法的話，那執著的人是誰？由此可

見，假如透徹瞭解我空的話，他就不

會再執著法了。

中間有很多論證，可惜我們沒有

時間詳談。

導師在《中觀今論》〈自序〉（p.5）

說：「中觀學能抉擇釋尊教義的真

相，能有助於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理

解，這是怎樣的值得我們尊重！」

《阿含經》是大小乘所共同尊重的

聖典，但是導師說：「讀《阿含經》，不

能落入兩邊。」哪兩邊呢？就是不相信

大乘的人，像有些學南傳的人，他們

也讀《阿含經》，部派的論師也讀《阿

含經》。但是我們想想，龍樹菩薩也有

讀《阿含經》，《瑜伽師地論》裡也有註

解阿含。這樣的大乘論師跟部派的論

師同樣看阿含，但意境不同。大乘的

論師以菩薩行的觀點來看，他會加入

菩薩的心願，而且不只是眾生空，還

會留意到法空的問題。有人只相信阿

含，認為大乘非佛說，我們不要落入

這一邊。

我們也不要落入另外一邊。另外

一邊是什麼？就像有一些古德的判

教，覺得《阿含經》是小乘的經典，既

然是小乘經典，就不值得一讀；或是

即使讀它，從頭批判到尾，覺得這裡

不對，那裡不圓滿。這樣的態度不是

龍樹菩薩的看法，也不是唯識的無著

菩薩和世親菩薩這些大菩薩的看法。

所以，我們讀《阿含經》可以多少學一

學龍樹菩薩這樣的大乘論師怎樣來解

讀《阿含經》，這是值得我們留意的地

方。

二、 真俗無礙（理事無礙）

我們經常講真理真理，「真」是配

合「理」，「俗」是配合「事」。真、俗

其實是世俗諦、勝義諦的二諦問題，

二諦要融通。

導師在《中觀今論》〈自序〉（p.5）

說：「真俗無礙，是生死即涅槃，世

間即是出世的。」

二乘因為沒有這樣的真俗無礙，

所以二乘人是急著厭離世間，心向涅

槃，想要求取涅槃。但是大乘說，世

間即是涅槃，瞭解世間當下是空，涅

槃也是空，直接在世間度化眾生。大

乘不會說討厭世間，厭離人群，他可

以就在世間度化眾生，引導眾生來瞭

解空理。

說一切有部論苦、集、滅、道四

諦是作差別觀；但是龍樹菩薩論四諦，

是作平等觀。既然作平等觀，就能夠

在世間瞭解苦、集是性空，也能瞭解

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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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是性空，所以世間即涅槃，世間

即出世間，生死即涅槃。

導師還說：「真俗無礙，可從解

行兩方面來說：

解： 即俗事與真理，是怎樣的即俗

而恆真，又真而不礙俗。

行：	即事行與理證，怎樣的依世間

福智事行的進修而能悟入真

性，契入真性而能不廢世間的

福智事行。」

這就是說包括做世間善事、修福

德這些事行，希望能夠通過做這些事

而悟入勝義。

關於真俗，導師在《成佛之道》提

到：「三寶真實德，無漏性清淨，化

世真亦俗，佛法得長存。」

真正的三寶的體性是什麼？事實

上，三寶的體性是無漏的，但是世俗

有佛像，有經書，還有出家眾等等。

其實，出家眾也不一定人人都是聖

者，但是，他負有對佛法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的重要責任，雖然說這個是

世俗，但我們透過這個世俗，可以好

好的聽經聞法來體悟到勝義諦，最後

能夠悟道。

有的人好高騖遠，他只要「真」，

於是就把「俗」全部毀了，這其實不是

很妥當。另外，有的人只是抓著世俗

卻停滯不前，停在那邊，沒有進一步

往上悟勝義諦，這樣都不對！所以，

我們要依著世俗體悟到真實的勝義。

以前我聽過我的老師兄厚行法師

講經，他提到一個例子：禪宗，有時

候會用比較激烈的手段，比如說南泉

斬貓，還有丹霞燒佛像，這或許有對

治的作用。但是，我的老師兄說：如

果用得不好，有的人誤解了，毀滅佛

教的人，他也可以燒毀佛像，然後說

真正的佛不在這裡，把佛像燒了，經

書也燒了。這樣的話，滅佛跟你這個

對治都混為一談了。

所以，如果真正能夠二諦融通的

話，就不會執著世俗，但是知道如何

從世俗提昇到勝義，提昇到涅槃，或

者究竟解脫。如《大智度論》說：如

果我們看佛像，不論是紙的或銅所造

的，你不要只把它看成是一般的藝術

品，或者是看成佛像；如果你真心禮

拜佛、供養佛的話，所得到的福德跟

供養真佛的福德是一樣的。所以如果

我們瞭解到真俗無礙的話，就不一定

要去燒佛像，我們知道佛像只不過是

個媒介，用不著全部把它燒光，我們

可以依著它來悟入真實。因此，我們

要做到理事無礙才比較妥當，要不然

有時候會產生很大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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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悲智圓融

這一段非常重要，智慧與慈悲，

同基於緣起的正覺。我們知道釋迦牟

尼佛在菩提樹下悟到緣起而成佛，我

們也瞭解悟得緣起可以通達智慧；而

體悟緣起，有沒有辦法直接通達慈悲

呢？可以！

導師在《中觀今論》〈自序〉（p.7）

說：「從智慧（真）來說：一切是緣

起的存在，輾轉相依，�那流變，即

是無我的緣起。無我，即否定實在

性及所含攝得的不變性與獨存性。」

這就是自性的三個定義：第一、

實在性、主宰性，第二、不變性，

第三、獨存性。所以，佛教說三法

印，用諸行無常來對治不變性，用

諸法無我來對治獨存性，用涅槃寂

淨、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來超越世

間，令我們不落入世俗的妄執。因

此，我們要體悟緣起「了悟一切是相

對的、依存的、流變的存在」。依存

就是對應獨存性，所以，瞭解緣起

可以通達智慧。

導師在《中觀今論》〈自序〉（p.8）

還說：「從德行（善）來說：緣起是

無我的，人生為身心依存的相續

流，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眾。佛法

不否認相對的個性，而一般強烈的

自我實在感—含攝得不變、獨存、

主宰—即神我論者的自由意志，

是根本錯誤，是思想與行為的罪惡

根源。否定這樣的自我中心的主宰

欲，才能體貼得有情的同體平等，

於一切行為中，消極的不害他，積

極的救護他。 ……」

我們的人生其實不是唯心，也不

是唯物，它是身心互相依存，也是自

他依存，光靠自己能夠活得下去嗎？

衣服要自己做，種田要自己來，交通

工具都要靠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所

以眾生也是自他依存。

導師還說：「唯有無我，才有慈

悲。」慈悲，有三種不同的層次—眾

生緣慈、法緣慈、無緣大慈。

我曾經問一居士：「我跟你有沒有

緣？」他說：「有啊！」我又問：「那為

什麼叫無緣大慈？」他回答說：「有緣

的要度，沒有緣的也要度。」

其實不是這樣解釋，這裡的無緣

的緣，是所緣的意思，是心念的對

象。一般凡夫的慈悲叫做眾生緣慈，

因為他還有我相、人相、眾生相的分

別，還有這樣的心念：你對我好，我

就對你好；你對我不好，一看就討厭，

再看更傷心，就會有這種眾生相的差

別。他可以為自己的小孩犧牲性命也

在所不辭，但是為別人的小孩呢，就

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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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這種有眾生相分別的慈悲叫

眾生緣慈。

法緣慈是二乘人的慈悲，他們雖

然沒有眾生的執著，但是沒有像大菩

薩那樣廣觀一切法空，他們還有法的

緣這個心念。

菩薩沒有法的執著，沒有眾生

相，沒有我，沒有法，才叫無緣大

慈，這是必須透過我空法空才有辦法

得到的。

眾生都有慈悲，但是這樣的慈

悲，為什麼會有淺深的不同？其實就

是對無我的體悟深淺。所以導師在書

中接著說：「唯有無我，才有慈悲。」

這句話說得很好。

我們閩南話有一句話講：「死道

友，不要死貧道。」就是說道友都死光

了沒關係，不要死貧道，我不能死。

其實，真正的慈悲由無我而顯

發，就如導師在《中觀今論》〈自序〉

（p.8）所說：「從身心相依，自他共

存，物我互資的緣起正覺中，涌出

無我的真情。」

所以，體悟無我，同樣可以通達

智慧，也可以通達慈悲，這樣的「真

智慧與真慈悲，即緣起正覺的內容。」

有的人修行緣起，自己得解脫

後，並不是馬上離開，而是想到：這

麼多人對自己有恩，護持自己。他就

於心不忍，會希望好好再來度化眾

生，要解脫，大家一起解脫。

所以，導師在《佛法是救世之光》

〈慈悲與智慧的融合〉（p.165-p.166）

說：「佛法以智慧為體，慈悲為用。

唯有真智中才有大悲。 ……」這樣就

有體有用。

四、 空有融會 

這個「有」就是緣起假名有，這

個「空」是勝義畢竟空，空跟有，世俗

勝義，空有融會，就是緣起假名有，

勝義畢竟空就是無自性。這裡所說的

空，我們再次強調，它並不是什麼都

沒有。

導師在《中觀今論》〈自序〉（p.9）

說：「我是同情空宗的，但也主張融

會空有。不過所融會的空有，不是

空宗與有宗，是從即空而有，即有

而空的中觀中。 ……」

所以，要瞭解空，並不是離開五

蘊等這些法來體悟空，而是「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這是即有來明空，

這個空可以發揮種種的妙用。

導師的著作有提到，以前在大陸

有一個法師很用功，但是他對空性的

瞭解不是很正確，他每次吃飯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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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田雞。他說：「酒肉穿腸過，佛在心

中坐。」導師就說：「你既然可以觀空，

為什麼你的田雞不空，一定要吃田雞

才可以吃得下飯？」他就是不瞭解空

有無礙的道理。

其實，空是不違背緣起因果。曾

經有居士的嘴巴很硬，他說：「我不相

信因果。」我跟他說：「你不相信因果

沒關係，因果相信你。」

以上談的是深觀，底下談廣行。

柒 龍樹所讚歎的菩薩精神

一、 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

其精神為「忘己為人」

中觀是主張三乘可以共入涅槃，

但是即使大家最後入涅槃，菩薩是忘

己為人。

我們可以打個比喻來講忘己為

人，比如說有一間房子失火了，有

的人很快地衝出去，有的人在出去之

前，救了幾個人一起出去，又再進

來，又救人出去，這樣來來回回地救

人，最後不得已他才走，有時候甚至

是自己犧牲了。菩薩就是這樣子。

雖然早出去，晚出去，或最後出

去，都是得解脫，但是，菩薩的利他

行為與自了漢是有差別的，這就是菩

薩的可貴，他不為自己求安樂，但為

眾生得離苦，這是忘己為人。

二、 抑他力為卑怯，「自力不由他」，

其精神為「盡其在我」

菩薩精神的可貴，不是只有靠他

力的加持，是要靠自力。像阿難尊

者，他當佛的侍者好多年，最後，佛

入涅槃的時候，他還是初果，還沒證

得阿羅漢。所以，證悟是要靠自己，

其他的，只是一個好的助緣。

1. 「佛力加持」的真正意義

在《大智度論》裡面有提到，須菩

提為菩薩們說法，但須菩提很謙虛地

說這是佛力。佛弟子雖然有智慧眼，

如果沒有佛法的開示，也沒有辦法體

悟。

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展》（p.635）對佛力作如下解釋：「依

須菩提所說，佛弟子依佛所說法而

修學，是能證得諸『法相』的，證了

以後，能與『法相』不相違的。所以

說『皆是佛力』，『以法相力故』。『佛

力』，《大智度論》解說為：『我（弟

子自稱）等雖有智慧眼，不值佛法，

則無所見。 ……佛亦如是，若不以

智慧燈照我等者，則無所見。』」

大家都有眼睛，我請問各位：有

眼睛是不是一定看得到？如果沒有燈

光，或者距離太遠，或者是人在這

邊，中間有東西擋著，大家看得到

嗎？看不到。所以這裡所舉的佛力的

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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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什麼呢？就是須菩提這些聲聞

人，雖然有智慧眼，但是，如果沒有

佛的燈一樣是不行的，這個燈只不過

是一個助緣來照亮，能不能見，是靠

你的眼睛來見，不是燈光在見；也不

是有燈光就所有的人都能夠見得到，

不一定的。

所以，真正的佛力的意思，是指

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但是，重要

的還是要自己如理思惟，這是自力，

不要只是靠別人加持。

2. 「易行道」的真正意涵

龍樹菩薩的《十住毘婆沙論》卷 5

〈9 易行品〉（大正 26， 40c29-41b6）裡

面有人問：「修菩薩行很難，有沒有易

行道的方法？」龍樹菩薩說：你這樣

的講法沒有大心，不是「丈夫志幹之

言也」。但是龍樹菩薩又很慈悲地說：

如果你真要修易行道的話，我還是告

訴你。

很多人誤會易行道，以為就是又

快又方便又能不退轉。易行道本意

不是這樣，導師在《成佛之道（增注

本）》（p.307-p.308）說：「易行道的

真正意義是：一、易行道不但是念

一佛，而是念十方佛，及……諸大

菩薩。 ……」

導師還教導我們，要配合普賢十

願，身要禮敬諸佛，嘴巴要稱讚如

來，意念要經常憶念佛的慈悲、佛的

悲願、佛的智慧等等；還要懺悔業障、

廣修供養等等。以信願配合普賢十願

以後，更要「以易行道為方便，堅定

信心，轉入難行道，如說：『菩薩以

懺悔、勸請、隨喜、廻向故，福力

轉增，心調柔軟。 ……』」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有的人心裡很剛強，不相信佛功德很

偉大，也不相信菩薩難行能行。於是

菩薩就教他藉著念佛懺悔業障，他經

過念佛、懺悔、隨喜等等之後，心調

柔軟了，對於菩薩難行能行，還有佛

果功德，他就能夠相信了。相信佛以

後，他就會想：佛也不是生下來就成

佛，他是度化眾生才成佛的。眾生這

麼苦，是不是也應該要救度他們？

這時候，他心裡有一個很大的轉

折，他要上求佛道，要下化眾生。

所以，易行道其實是藉著修行福德

智慧，慢慢、慢慢累積到這個程度

以後，他就會發心救度眾生，幫助

眾生，眾生有困難要行財施，不懂

法義的要行法施，這就是行布施波

羅蜜。行布施還不夠，還要修持戒

波羅蜜，持戒要清淨。他修布施、

持戒，若有眾生不領情，他還要修

忍辱，也要修精進、禪定、般若

等。所以，他藉著易行道，調柔身

心，福德增長，轉入難行道，這才

是易行道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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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果報 向

我們說普皆廻向，這就提到福

德。什麼是福德？以不貪、不瞋、不

癡所修的一切善法才叫福德。《大智度

論》卷 61 〈39 隨喜 向品〉（大正 25，

487c27-488a13）說：「善法體不可與

人……」

福德跟福報不一樣，福德是不貪

不瞋不癡所修的一切善法，這樣的善

法是法體；我們因為修了這些福德的

因，可以感得豐富的資具、錢財，這

些感得的福德果報，可以用來利益眾

生，可以給別人，但是你所修的這些

不貪不瞋不癡的一切善法，那是你自

己的功德，所以，福德是不能夠給別

人。

說「福德廻向給眾生」，這是果中

說因；嚴格來講，應該是「福德的果

報與眾生共」，而不是「福德與眾生

共」。

三、  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為

 「任重致遠」

很多大乘經都提到修學菩薩行要

三大阿僧祇劫，《般若經》甚至有提

到無量阿僧祇劫。阿僧祇是無量、無

數，劫是一個很長時間的名稱，阿僧

祇劫表示極長遠的時間。

這裡我們要留意，三大阿僧祇劫

的菩薩行，從什麼時候開始計算？或

許有人講：「說不定我已經修了二點

九九劫。」其實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是

從十住的初住—發心住開始計算，這

時候發菩提心很堅定，不會隨便風吹

兩邊倒，這才是開始菩薩行三大阿僧

祇劫的開端，請問各位起跑了嗎？

三大阿僧祇劫已經很長了，為什

麼還說有限有量呢？《大智度論》的主

要意思是說，你不要以有限量的心來

修菩薩行，不要說：「我只修三大阿僧

祇劫，多的不管。」

在《中論》裡面有一品是〈觀時

品〉，講時間是性空的。大家同樣是坐

在這裡八十分鐘，有的人覺得時間過

得很快，但有的人卻覺得時間過得很

慢；打坐也是一樣。事實上時間是性

空的，不是絕對的，那是你心念一直

在那邊跳跳跳跳跳所感覺的長短。

其實真正瞭解空的道理的話，一

異多少這都是自性執；他不會去管時

間多長，也不會說：「眾生那麼多，我

什麼時候才度得完？」菩薩不會這樣，

他是在利益眾生當中來成就自己。

捌 《 大 智 度 論 》對 佛 法 的 貫 攝 與

 修學指南

除了深觀廣行之外，龍樹學還有

很多值得我們留意的地方，我在這裡

簡單地向大家提示幾點：

一、 依《大智度論》的四悉檀，貫攝一

切佛法

導 師 在《 印 度 佛 教 思 想 史 》

（p.126-p.127）說：「悉檀是宗旨、理

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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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意思。 ……」

龍樹菩薩立四種悉檀，四個宗

旨。也就是說，經典雖然有很多，但

我們依著四悉檀，就可以知道，這部

經到底依著什麼樣的宗旨來結集，這

部經有什麼樣的主要理趣。

其實，很多經都是為了度化眾

生，有的是適應世俗，又導入方便。

導師在《佛在人間》（p.29）說：「世

界悉檀，以引起樂欲為宗。如對初

學而缺乏興趣的，佛必先使他生歡

喜心。 ……」所以，世界悉檀是從世

間適應世俗來方便誘導，引起初學對

佛法的興趣。對治悉檀是去惡，你有

什麼毛病，就給你恰當的藥。各各為

人悉檀是要向上修善，像一塊肥沃的

田，除雜草以外，還要種有益的植物

才可以收成。第一義悉檀是顯示究竟

真實。

導師說，一切佛法有時候難免講

得不一樣，但是其實都是為了適應眾

生而有不同度化。我們怎麼樣來判攝

呢？就是以這四悉檀（四種宗趣）來判

攝。

這就是源於《大智度論》的語詞，

還有覺音論師對《阿含經》的註解。所

以，導師對《大智度論》的運用，他有

注意到這個部分。我們若以《大智度

論》的四悉檀來看所有的一切經，當看

到很多經都自稱是經中之王的時候，

就不會無所適從了。 

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878-p.879）說：「佛法一切聖典的

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

在不同的適應的底裏，直接於佛陀

自證的真實。 ……」所以，藉著這樣

的判攝，我們來判斷它是了義或是不

了義，是方便還是真實。

二、 修學指南

 1. 二諦的正確行解，是學佛者良好

的指南

龍樹學還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

念，就是二諦。在《中論》有提到：「不

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

義，則不得涅槃。」所以，二諦的融

通，世俗跟勝義的融通，這也是龍樹

的《中論》裡一個很重要的思想。

如《大智度論》說：「觀真空人，

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

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不

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為邪見」。

煩惱淡薄然後獲得真空，如果不修行

諸功德，只想要得空，這是邪見。所

以，我們要證得我空、法空，不能離

開一切的戒、定、慧，這要依著世俗

的世行，才能夠體悟到勝義的空理。

 2. 從發心到成佛的歷程

 （二道、五菩提）

龍樹學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就

是菩薩行的階位。雖然《華嚴經》的十

地品有提到菩薩的階位，但如果以《大

智度論》來講，從發心到成佛的歷程

是二道、五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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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大智

度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般若將入

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

空，嚴土熟生。」般若是上求佛道，

方便是要莊嚴佛淨土，要度化眾生，

二道主要有這兩個階段。

菩提是覺悟的意思，有五種菩

提，有五個階段。導師有抄《大智度

論》筆記，在他的《大智度論筆記》

（B017）p.142，他把五菩提的思想，

很扼要地歸納出來：

發心菩提是剛開始發菩提心，伏

心菩提是降伏煩惱，明心菩提是證得

無生法忍，出到菩提是無生法忍以

上，一直到成佛之間，然後最後證得

無上菩提。

 3. 三假修學次第觀（名假→受假→法

假→實相）

另外《大智度論》還有提到依三假

（名假、受假、法假）次第得實相的修

行方法。

《中論》說：「因緣所生法，我

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

義。」其中的假名，在這裡講得最詳

細，不只是名稱的假施設而已。

為何會提到名假、受假、法假這

三種假呢？

在般若會上，一開始佛沒有自己

親自為菩薩開示般若波羅蜜，也沒有

請大菩薩說，而是請大阿羅漢的須菩

提說。

須菩提受命為菩薩講般若波羅蜜

時，他對佛說：「世尊所說的菩薩、菩

薩名字，什麼法是菩薩？

到底什麼是菩薩？我不見

是法名菩薩，如何教菩薩

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說完了，請問

各位菩薩，你知道什麼是

般若波羅蜜嗎？很難懂，

對不對？好在《大智度論》

就為我們解說了。

首先，世尊所說的菩薩，是指我

們一一的個體，這就是受假，由五蘊

假合的複合物，人、眾生，這是受

假。對各個眾生給他安立一個假名，

這位叫厚觀、這位叫鄭教授，分別給

他安立一個名字，這叫名假—這是菩

薩字。組合成菩薩的就是五蘊—色、

受、想、行、識，這些法的施設，叫

法假。

「法假」就是五蘊，色、受、想、

行、識，這些法的施設。「受假」就是

依攬眾緣組合的複合物，如依五蘊假

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發心菩提 於生死中發無上心 資糧

 伏心菩提 折伏煩惱降伏其心行諸波羅蜜 加行

 明心菩提 得法實相畢竟清淨 通達

 出到菩提 於般若中得方便力，不著般若， 修習

  減諸煩惱，見一切佛，得無生忍，

  出三界，到薩婆若。 

 無上菩提 坐道場，斷煩惱習 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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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有眾生，這個眾生就是受假。若

對這個法或者是這個人分別安立一個

名字，這就是「名假」。

《般若經》明一切法但假施設，

而依《大智度論》的解說，三假有次

第悟入的意義；就是行者先破除對名

字的執著，其次破除對眾生的執著，

最後破除對法的執著而入實相得解

脫。

如果有人指責你笨得像什麼一

樣，你不要自己去對號入座，先破除

對名字的執著，這就是體悟到名字假

施設，不會因為這樣而起煩惱。

其次是破除對眾生、我這樣的執

著，就是體悟我空或眾生空，能夠體

悟到這個就是受假，破除對眾生的執

著。

再來進一步破除對法的執著，雖

然眾生是由五蘊假合，但卻不要執著

色、受、想、行、識也是實有，也要

了解一一法是空。

能夠了解我空、法空，當然就入

實相得解脫了。這個也是修學智慧的

歷程。

玖 澄清古來的誤解，還原經論原

 來的真義

一、 《法華經》「繫珠喻」之真正意義

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其中對於

很多古德誤解的部分，導師有一個正

面的提示。比如說《法華經》提到的繫

珠喻，有一個人酒醉了，有親人給他

一顆寶珠，繫在他的衣角，之後他不

知道，到外面去乞食當乞丐。後來那

個親人看到，就對他說：「你有顆無價

寶珠，可以拿去賣錢。」

很多人就以為，這繫珠喻是比喻

如來藏的眾生本有佛性。大家的理解

是不是這樣？其實《法華經》的原意

不是這樣。導師的註解說：這顆寶珠

不是從娘胎生出來的，是後來人家幫

他繫上去的。這寶珠其實是在比喻菩

提心，這菩提心是什麼時候發的呢？

是佛當菩薩的時候教化這些阿羅漢，

令阿羅漢發無上菩提心。但是，之後

這些阿羅漢卻忘記了，得少為足，以

為所作皆辦，不受後有。現在佛一提

示，再講《法華經》的時候，這菩提心

又起來了。所以導師說，這樣的菩提

心，不是別人給他的，而是他們之前

有聽法，曾經發過無上菩提心，只是

忘了，這個時候又恢復了。因此，寶

珠不是指佛性。

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展》（p.1183- p.1184）中說：「經上分

明的說，譬如無價寶珠的，是『一

切智願』—願求佛一切智的大菩提

心。 ……」也就是無上菩提心，這不

是指佛性。

佛性怎麼來的？《大智度論》卷

67 說：「是相積習成性。 ……」 這個

性並不是天性、本性，不是本來具有

的，而是我們不斷的熏習而成，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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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很強大，而有非此不可之勢。

所以佛性並不是本來就具有，也不是

唯識系說的「無種性」，你再怎麼修

都不成，不是這樣。這個性是熏習、

熏習⋯⋯熏習到成為一個必然的持續

性，這才是佛性。這一部分請大家留

意一下。

拾 依《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

 論》及中國早期漢譯典籍判定

 初期大乘經

《大智度論》跟《十住毘婆沙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因為它們

引用很多初期大乘經。我們怎麼判

斷初期大乘跟後期大乘呢？就是依

著《大智度論》跟《十住毘婆沙論》，

它們的年代因為羅什所翻譯的年代

很清楚，我們再配合中國古代的譯

經師所翻譯的作品，就可以斷定。

所以，它們在文獻上也很重要。這

些詳細的內容，下一節課圓波法師

會為大家介紹。

拾  導師晚年定論：以《大智度論》

壹 評 判 印 度 佛 教 ， 也 同 樣 評 判

 中國傳統佛教

這是出自導師最後的一本書《永

光集》〈為自己說幾句話〉（p . 2 4 7 - 

p.248），導師很幽默地提到：「我與月

稱思想的關係，很少人提及，唯一

例外的是江燦騰居士。他對月稱的

思想，似乎與我差不多，知道得有

限，但他卻能從想當然的意境中作

出論斷。 ……」

江先生是研究歷史的，他說導師

參考了月稱的《入中論》等等。事實

上導師對月稱是極少研究引用的，於

是導師對江先生的見解作了反駁，

導師的著作《唯識學探源》寫成的時

候，《入中論》還沒翻譯出來，怎麼會

去以《入中論》為依據呢？可見這個

歷史學者，對這基本的歷史研究是有

問題的。

印度佛教有一些末流，或者中國

佛教也有一些不是很合乎佛陀的本

懷，我們依著什麼來作標準評斷？導

師說，根據的就是《大智度論》。

所以，當初我在念中華佛學研究

所，想要寫碩士論文，請教導師說：

「我想研究《大智度論》，好不好？」他

說：「好！好！《大智度論》很重要很

重要。」導師連講了兩次。

《大智度論》是從初發心修菩薩

行，自度度他，到佛陀圓滿一切功

德，是一個菩薩行的準繩，值得我們

用心地學習；它是站在深觀的基礎來

修廣大菩薩行，而且在文獻上非常非

常重要，所以值得我們大家留意。它

不但是對自己修學深觀廣行很重要，

對復興佛教這方面也是提供了一個很

好的思惟，很值得我們大家

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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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問：如何運用般若波羅蜜來修觀？

黃居士答：我們在修行的時候，要運

用般若波羅蜜去除我慢，例如，我

們為人做了點義務工作，必須三輪體

空，不要想著自己為人做事。在修觀

的時候，就算觀得好，也不要覺得自

己在觀無上法，以為自己的觀是真實

無上的，其他的觀都有所不如。此

外，無論作甚麼觀，都不要覺得我

在修觀，要放開這個觀者（指自己本

身），這樣才得到正觀。

《大般若經》說無所得為方便，強

調無得法忍（分別見卷 412及 576）這

是該經的說法重點之一。如果能真正

發心，依經而行，行者的我慢一定可

以鏟除淨盡，此可大大去除菩提道上

的障礙。

聽眾問：《大智度論》是否全部都是龍

樹菩薩自問自答？

黃居士答：是的，這是釋經的一種體

裁，論主假設有人不明白發問，論主

逐一解答，在問答之間，把經的義理

演譯出來。問的都是對方，當作是對

方的意見，其實是論主自己設問。這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現在還有學者用

這個方法。

聽眾問：很多人學佛或修布施的時候，

一開始都是為了自己離苦得樂而學

佛，為了得到福報而布施，這樣用私

心去做去學有沒有問題？

黃居士答：這即是說，一開始時是為

了自己。例如，你去布施，本來應

是為了利益眾生，但現在你的能力不

夠，所以你要多做一些，以增加自己

的能力，以便幫助更多的人。你這樣

想，一方面是想到眾生，一方面你又

會有一種自我充實之後的愉快。初

期有這種感覺是不要緊的。要注意的

是，差不多達到解脫邊緣的時候，

2012年11月		黃家樹居士解答於妙華佛學會

何翠萍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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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這種感覺，就不可以了。這時候

就要放下這種感覺，任何事情做到最

後，都不要有自己的得失掛在內裏。

當然這是很難做到的，但我們要從小

事開始學這樣做，例如，你布施了

一百元，不想著會得到對方回報，由

於數額小，你可以做得到；慢慢你布

施多了，數額大了，也因為習慣了，

而還是可以做得到，不再想著布施後

自己會得到什麼福報。

初期學佛大都是為了自己，這是

很多人的心態，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但事實上，

如果人人都有這種心態，受害的始終

都是自己。因為這個世間，我們人人

都有份。所以，我們就算不學佛，也

應盡量嘗試去除這種心態。但學了佛

之後，你自然不敢像以前那樣自私自

利，甚麼都為自己。

但你也許會問，如果我不學佛

法，是否便不懂得這樣做？有時候，

不學佛法的人，也能做得到。不過，

他不知道這就是佛法。不是學了佛法

才做得到，但學了佛法就會做得較容

易，更加好。

其實，助人是最開心的，即使最

初是以私心去幫助人，但你肯助人，

做得多了，你的私心就自然會淡滅。

聽眾問：人們常說回向，布施之後又

回向，我們可以用般若心態回向嗎？

黃居士答：般若不可以用來回向，功

德也不可以回向。功德是歸你自己，

但你做了功德，得到大的福報，很富

貴，很有能力，這樣你就可以幫助很

多人，因為你有大的力量。

聽眾問：菩提心可以回向嗎？

黃居士答：我們每天都要發菩提心，

發心是最基本的。菩提心是自覺覺

他，覺他是最好的回向。對於「自覺

覺他，覺行圓滿」這句話，有位大法

師曾說：「自覺可以圓滿，但覺他就很

難圓滿，我們無法令其他人都做到圓

滿。」這句話不無道理。不過，覺他雖

難圓滿，但我全心全意願其覺醒，縱

使未竟全功，也不失為一種圓滿了，

姑名之為發心圓滿吧！

聽眾問：我們修布施，當初是為了善

心或私心，但學了般若之後，就不應

再去計較福報的問題。當我們不再計

較的時候，是否就是無所得？

黃居士答：《心經》講到最後，就是

講「以無所得故」。例如，別人欠你

債，你沒有所謂，也不期望他能還給

你。但他有能力還給你的時候，你也

收下，以備再遇到有困難的人，就可

再加以幫助。這就是無所得了。但一

般人總覺得布施是做了一件好事。其

實，無所得，不是表示具體的事物，

而是表示我們的看法，知道為何是無

所得，而有一個很好的道理來作修行

的依據。我們若能做到，就會心安理

得，這才保證我們繼續做下去都不會

厭惡。我們做事為何會情緒低落？是

因為我們在某些地方出了錯，違背了

釋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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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如果我們全都是為別人，沒有

暗藏私心，我們就會做得很怡悅。

大菩薩做義工做得很開心，是因

為他的心裏沒有自己，才做得長久。

但做到沒有自己，需要很多涵養、智

慧，所以我們要多修習般若智慧。你

去布施很容易，有錢、有時間就可以

了，但有智慧的布施就不容易，不是

有錢就可以做到，反而有些沒有錢的

人可以做到。我們還不是佛菩薩，所

以，還未能做到，但最重要的是把握

現在，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這就可

以清除那些無謂的糾纏。

聽眾問：為何佛教的經論有很多地方

都用「非⋯非⋯」的句式？

黃居士答：佛法指出，概念、語言、

文字都是世間的相對法，我們不能藉

此相對的東西來表達世間的真理或實

相。所以，聖者真見道的時候（唯識

家分見道為真見道與相見道；真見道

證唯識理，引生根本無分別智，證悟

真如），必然是「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的。但凡夫執我，其思惟通常落

於兩邊（兩端），如有無、生滅、常

斷、一異等等。這些概念的形成，皆

因凡夫對一切法生起了自性的妄執。

自性有二義，一指任何事物（包括有

體有用及無體無用由妄執所生起的事

物）的屬性；一指外道所妄計的一切

事物真實不變的本性，即實自性。這

是佛法所破斥的見執。這裏說自性

指後者，即實自性，就是自有、獨

有、恒有的體性，下同。我們如果有

自性，就會自我出生，自得結果，完

全不需要身外任何事物作為生滅的條

件。

這種實自性的執見當然是錯誤

的。例如說諸法因果關係—一異。若

言因與果是一（如穀與芽），則因果各

有自性，果不必待因而有（如說不由穀

而有芽），因果便互不相成，二者各各

獨立故。這便不由因而有果，犯了「一

則無緣」的過失（若一則不必靠因緣成

就）。

若因果是異，則有因時，不應有

果（因中完全沒有果的素質）；有果

時，不應有因（果中完全沒有因的素

質），因果不相關故。但事實不然。這

是犯了「異則無相續」的過失（因與果

各有自性，不能和合相續下去）。

依佛法的因緣觀，一切法的關係

是不一不異的。佛法說緣起無自性，

一切法互相為緣，相因相待；緣聚

則生，緣散則滅。一法的生起，眾法

為其緣助；緣緣相攝，重重無盡。若

求正觀世間的真實，非以圓觀的角度

去觀照世間的現象不可。凡夫不能達

此，也應盡量從多個角度觀察身邊的

人和事。再不然，則雙觀一切事物的

兩邊，知道兩邊皆妄，兩邊皆非，進

而超越之、遠離之，而入於中道。此

時，自性見脫落，便得見世間的實相。

所以，雙非兩端，是佛教行者去

除我執，證入中道的重要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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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印順導師著作《成佛之道》

研習營於 2013 年 1月 13日在臺灣新

北市圓滿結束。此次研習營由紹印精

舍、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主辦，十普

寺、臺北佛青會、法印講堂、佛青文

教基金會、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

會、嚴寬祜文教基金會協辦，並邀請

高雄法印講堂教師仁宥法師、臺灣中

央大學哲學博士如碩法師、高雄法印

講堂住持見岸法師、慧日講堂長恒法

師、紹印精舍住持清德法師、佛教弘

誓學院教師圓貌法師、覺風佛教藝術

文化基金會負責人寬謙法師和佛青文

教基金會副執行長謝水庸老師等多位

講師到場開示講解，共有 250餘人參

加本屆研習營。

勞海新

清德法師在成佛之道研習營致詞

長恆法師講解成佛之道自序 謝水庸老師講解成佛之道第三章五乘共法

同學皆聚精會神地聆聽 寬謙法師講解成佛之道第四章三乘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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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印順導師著作《成佛

之道》，紹印精舍定期舉辦「研

習營」，用以培養《成佛之道》的

講授人才，及讀書會的帶領組

長。希望透過此項活動，喚醒佛

弟子重視此書，研讀此書，進而

對印順導師的著作，能有所涉

獵，重建對漢傳佛法的信心。

紹印精舍住持清德法師自

2009 年至今已四次舉辦《成佛

之道》研習營。清德法師在研習

營的宗旨提到，《成佛之道》是印

順導師所寫的一本學佛指南，內

容涵蓋《大藏經》中有關法義、修

持的精要，實為當代佛弟子必讀

的普世精典之作。為讓更多人能

夠深入佛法、淨化身心，進而促

進家庭和諧、職場愉悅、社會安

樂，特舉辦「第四屆《成佛之道》

研習營」。 

清德法師在致辭中感謝龍山寺

板橋文化廣場為研習營提供好的場地

設備、人力支援，同時也感謝各協辦

單位的支援與鼓勵，使報名人數再度

超過預訂。法師表示， 2013年 2月 28

日起，一連 4天將於高雄的「十方法界

慈善基金會」舉辦第五屆研習營。 2013

年 7月第 1、2週末，在台中逢甲大學

舉辦第六屆。四天的研習，只是概論

的介紹，主要希望大家會後能就近因

緣去選擇老師、道場，仔細

研讀。

2013.1.14	妙雲蘭若的慧理法師、常光法師和到訪的
慧日講堂普觀法師合照，後面是慧瑩老法師的題字

見岸法師、清德法師、謝水庸老師
在回答同學提問

來自美國的空目法師，中文了得，非常
敬仰導師的思想和佛法探究，會上和
慧日講堂的普觀法師、香港來的勞海新
居士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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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的天空遼闊，松樹參天，身

在林中，便似忘記了自己。A同學說：

「就這樣在無盡的松子林中走著，心

中渾然忘卻一切的憂慮。」我們一行

四人，暑假期間往吉林修讀德國唯心

論哲學。考試之後，到了淨月湖邊踏

單車。初秋時節的淨月湖，明淨得有

如碧天；還正是枝繁葉茂的光景，偶

而一行白鷺飛過，留給我們炫朗的長

空。明淨，一塵不染。

近來苦思「自由」為何物，到了淨

月湖，忽然好像有了些感悟。淨月湖

給我於自由的啟廸，無非是那一片朗

空。自由，多令人嚮往的詞語！自由

是什麼？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自

由嗎？記得唸小學的時候，聖誕佳節

寫一封聖誕咭給自己最喜歡的老師，

並祝她「心想事成」。老師回我一封短

信，問道：「你認為心想事成真的那麼

好嗎？」老師開啟我無限的玄思，偶

拾人生路上的記憶，便發覺此問題其

實回味無窮。

Harry Frankfurt所謂的 second-order 

desire，是說作為高等的動物，我們有

能力對於自己的欲望、價值判斷及感

受作出反思，推出另一個層次的價值

判斷。簡單來說，我喜歡吃雪糕是第

一層次的欲望；我不喜歡自己這麼喜

歡吃雪糕，是第二層次的價值判斷。

這種說法將人類思考能力的複雜性作

為自由意志的必要條件，無可否認很

能夠清晰地給予自由意志一個很不錯

的定義。然而我想，佛教開展給我們

的不止於此。達賴喇嘛的自傳名為《愛

與自由的追尋》—修行的路不就是愛

與自由的追尋的道路嗎。

吉林淨月湖的明淨，使我想起老

舍傳記裡描述的宗月大師。老舍的文

字是那麼真摯動人。我想，宗月大師

雖已死了好些年，但他就如淨月湖那

麼遼闊，那麼一塵不染—真正的自

由！自由得像穿梭在淨月湖邊無盡的

松子林深處，全力地奔跑著，直到松

子林將你完全收藏起來，你便能忘記

自己。

洪真如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不覺。已

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 — 《定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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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月大師本是一名樂善好施的大

富商，老舍年少家貧，得宗月大師全

力支援上學讀書。老舍還記得宗月

大師拖著他的小手歡歡喜喜地往學堂

走去，囑咐老師好好照顧老舍，還細

心陪伴他選購書簿文具。後來宗月大

師因受騙而破產，妻離子亡，孑然一

身往廣濟寺出家去了。老舍往寺中

探望，只見大師仍是一副開懷爽朗性

子，還跟老舍談起佛學哲理來，不亦

樂乎。廣濟寺眾僧最初推舉大師當住

持，沒有好久就被驅除出來，因他不

惜變賣寺產去救濟苦人。後來到了一

所小廟當方丈，仍是一直做著救濟事

業，超度佛事從不收費，而且還贈醫

送藥。自己每天只一頓清菜白粥，嚴

持戒律修行。不久一日，正在念經之

時，忽然雙眼一合便往生了。老舍筆

下的宗月大師，是那麼一塵不染的明

淨。我心中暗忖，只有這樣才算得上

是真正的自由無待，逍遙喜樂！當你

忘記自己，便能得到真正的逍遙和自

由。宗月大師便是如此。

有人說：人生來就是自由的。不

錯，這是道德哲學裡的一個重要的律

則，這裡說的是人作為人那心靈自然

賦予的，追求自我實踐及獲得快樂的

動力條件。但是，要妥善發揮這一動

力條件，還得看我們的智慧夠不夠。

原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享受自由。

記得一次到西貢廈門灣露營，天

氣很好，沙灘上盡是笑聲。忽然看見

一名小孩，剛下船到達沙灘，可能因

為沙地灼熱，頓感焦躁，一下子哭喊

著要回家。爸媽見狀，惜兒心切，於

是父母兩旁擁護， 言安撫，舉家乘

坐原船回去。父母可算是給予小孩

很多的「自由」了罷：想去沙灘？好

呀。想回家？好吧，回家吧。可憐的

孩子！對於生命裡真正的、寶貴的自

由，你還未懂得品嚐呢。

「為情所困」、「為名利所縛」、「看

不開」、「被欲望所牽制」 ⋯⋯中國文

字的形容貼切，人真有逍遙有不逍遙

之別。一般人看那些所謂「壞蛋」，

似乎為所欲為，有些更逍遙法外，其

實「壞蛋」自身仍然痛苦不堪，心似刀

割。仔細了解為何此等人無惡不作？

實則亦不出幾種原因：對世界的憎恨，

對某些人的仇怨，及對生命的不安。

這種所謂的「逍遙、自由」其實何其荒

唐！記得一個故事，一小孩因為容貌

醜陋，自少被鄰居鄙視，心中極之憤

懣，一直希望能作一番大事業，揚眉

吐氣，讓鄰居慚愧。於是發憤讀書，

疲倦之時每每提醒自己回憶被嘲笑的

一幕，再幻想一下將來衣錦榮歸的場

面。某年終於中舉，懷著百般悲憤欣

慰回鄉去，怎料鄙視他的那幾位鄰居

都已過世。無奈之下，他唯有走到鄰

居們的墳前，拿著委任狀對著墓碑大

聲宣讀。事實上，鄙視他的鄰居們早

已忘了他。不安和怨恨卻一直陪伴這

位可憐的舉人。回鄉後，憤恨之心又

變成了失落惆悵，使他沒法子從心結

中解脫出來。這是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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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經驗的起伏，不一定是「有

道理」地發生的。很多時，人生際遇

可算是極之滑稽。世人的毀譽評語，

也不一定是中肯的。如果我們不能超

越世間的得失毀譽，便是一生受著紛

紜外物的左右，永遠不得自由。《壇

經》說得好：「凡愚不了自性，不識

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

般。 …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

妙用，名為功德。」若我們總覺得這

裡不如意，是穢土、苦地，只求死後

往西方極樂不再受苦，便是像那秀才

一樣，以為一旦中舉、或得到自己想

要的東西，幸福便會臨到。其實，《阿

含經》早言「現法樂住」，幸福只在當

下，而不在死後。很簡單，如果我只

能在天天有 Latte Coffee可喝之時才能

感到幸福，沒有 Latte 時簡直心癢難

受得要命，那麼我的幸福便依賴 Latte 

Coffee的存在，這叫「有待」；如果我

能夠做到享用 Latte 時固然快樂，沒

有 Latte喝依然自在，我的幸福便不待

Latte的存在，這便是「無待」。同樣道

理，如果我們只能在風風光光名成利

就的日子裡享受快樂，那很可能一輩

子只活在期待、失望與怨恨之中！

前陣子追看電視劇《回到三國》，

腦子裡滿是諸葛亮的英雄影像。終

於夜有所夢，回想起來甚有意思：

夢中，我和諸葛亮同桌吃飯，席間我

問：「軍師，依您如此大智，豈不知三

國到後來，劉禪無能，蜀地實是無藥

可救！為何仍鞠躬盡瘁，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孔明淡然一笑：「你們從前

的電視劇集，不是有句歌詞曰：『是

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嗎？現

世的成敗並非決定做不做該事的充份

條件。有時候，即使你已知道徒勞無

功，但此刻有這份氣力，依情依義，

說不清還得去盡。不一定要建功立業

才算真英雄，心存仁義者便當之無愧

了！我南征北討，只是為了延續先帝

仁義之感召，盡我所能，發揚先帝仁

義之精神，以憬後世。仁義情懷若如

青山常在，世世代代若有人肯為往世

繼絕學，即使我的一生只是一齣胡鬧

悲劇，便又何妨？」

雖然宋明儒學家如朱熹等多不承

認孔明為儒學精神之發揚者，將其

評為治術有為而非道學政學精神之

傳承者，然則南柯此夢乃至《三國演

義》與歷史真相的差距，看官亦不必

太認真：品讀小說重在了悟其抒發之

情懷而已。言談至此，想起諸葛孔明

五十餘歲時寫給兒子諸葛瞻的《誡子

書》，文字感人其深：「夫君子之行，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自由之可

能，且看我們能否明志致遠罷了。如

不懂得了達無我而安隱於菩薩道，則

迷失在欲望追逐的遊戲之中，到頭來

空白一片，一生枉過；欲罷不能，只

知追逐卻不知追逐個什麼，真不知生

存為何事！這才是把自由

白白的丟失了！

自由的追尋



343434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日（星期日） 

是妙華佛學會第二十六屆佛學初階班

及中國佛教史課程的結業典禮，對筆

者來說是今生的一個重要日子。因為

自二零零八年三月開始學佛以來，參

加了第五次結業典禮，包括初階班、

中觀思想、唯識思想、印度佛教史及

中國佛教史課程，實在要感激妙華佛

學會各董事、老師、同學、同修等鼓

勵。各人的做事和學習態度，都令筆

者佩服及感恩。

一如以往，各同學恭請主禮嘉賓

及各位老師就坐後，先由妙華佛學會

主席梁志高居士致詞。梁主席一向言

簡意賅，印象最深就是筆者第一次接

觸佛學，即是二零零八年三月九日上

初階班的第一課「佛教的精神簡介」。

一個半鐘頭的課堂實際上就是開示，

他解釋學習佛的信、解、行、證。 強

調不要相信他，要自己多聞、發問、

求解、實行以至證悟。就在當天下課

時，已經是法喜充滿，感嘆為何今天

才真正聽到佛法，但實在感恩。因緣

難得今已得，奠定今後 (今生 )決意學

佛修行！ 

接著由麥國豪老師及洪真如老師

分別報告中國佛教史課程及佛學初階

班的班務概況。麥老師教法生動，見

解獨到，能引起同學的興趣，常有同

學發問，互動性十分強，要在他課堂

上打瞌睡是不可能的。

今年主禮嘉賓是上淨下達法師，

她頒發了兩班的結業証書、論文優異

獎、精勤獎及服務獎後，給大家作了

一段精釆的開示。原來淨達法師與妙

華佛學會的因緣已超過二十多年了。

當時在堡壘街會址教初階班，但是後

來由於路途太遠及年紀大了，所以沒

有答應繼續任教。

淨達法師首先讚嘆妙華佛學會的

同學結業需要寫論文，跟其他地方聽

經很不一樣。其次是有固定地方（講

堂）講經，同學聽經之餘可以保持聯

2012年結業典禮後感
鄭展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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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至此，筆者再次感觸自己福報也

不差，有緣初學佛法已跟妙華佛學會

結緣。再者，筆者不學無術，沒有讀

過大學，也未曾寫過論文。直到學佛

這五年，每年課程將近結束總會抽時

間完成論文。有一年更寫了兩篇，可

算是佛緣所感， 覺悟自己年少不用功

讀書，直至三十歲才開始喜歡看書。

每天書不離身，早午晚只要有空，那

怕只是吃早餐後，如厠及睡覺前，總

要看過書才覺得充實。 誰料學佛後，

才知道佛法之博大精深，窮一生都未

必看得全，讀得通。最近，發心要在

三年內看全套「妙雲集」，每日精進修

行，才不枉此生。

淨達法師更讚嘆香港是塊福地，

沒有火山爆發、地震等。 香港人非常

有福報，可以聽不同的佛法，如有

宗、空宗、密宗等。香港人更有慧

根，正如法師講《大智度論》已許多

年，但同學仍要求法師繼續講，至今

已講了六十多卷。

法師強調佛教是一個有智慧的宗

教，信佛並不單止是信，不只是拜

佛、燒香、供果，而是思想薰陶，洗

練自己的思想，不好的改掉，好的持

續下去。 法師舉出一些生活例子解釋

智慧與執著，引證出香港物資豐足，

但精神方面卻未及。法師舉例有學生

向她道出心聲：「幸好學佛，不然會自

殺了。」所以在香港辦佛學班，不論是

何宗派，都是十分好的。(註：法師說

VERY GOOD)

法師經常以英語夾在開示中，正

如大部份香港人言語間總夾雜着一些

英語，如此開示，令各同學聽得有

趣，經常哄堂大笑或點頭稱是，充滿

法喜，樂也融融，如此好的因緣薰

習，令到負責攝影的筆者，幾乎忘記

了拍照，捉不住法師開示的神髓！

法師繼續開示：不論講顯宗、密

宗，甚至南傳原始佛教都好，各人接

收不同，有人接受有宗較相應，有些

接觸其他較相應，所以千萬不應將思

想局限某一方面。香港是一個開放的

城市，同學 (弟子 ) 的思想要開放，多

了解，心胸自然廣濶，不要偏激。學

佛本來就不應偏激，經過聞思修，經

歷過後，就會改變習氣，增長智慧，

長養慈悲心。

法師開示完畢，由梁主席致送紀

念品，及向各老師致送紀念品。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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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佛教史課程的同學孔亮

人師兄致答謝詞。孔師兄與筆

者、李利元、劉瑞芳、戴平華

及王天生等師兄，同是由二零

零八年讀初階班，共上了五年

課。

孔師兄的答謝詞，正正是

筆者的心聲，拿着攝影機的

我，心中盡是無言感激。每

周跟眾師兄見面，談及生活、工作點

滴，交流學佛、讀經心得，多少有所

裨益！孔師兄人如其名，實是一盞明

燈，照亮他人！

之後由第二十六屆佛學初階班同

學楊志雄師兄致答謝詞。他道出能夠

在此刻致詞的因緣，令筆者記起去年

十月七日到堡壘街會址上了一堂洪真

如老師的課，當天還邀請了一位資深

家庭輔導師分享多年工作心得及實際

案例。那堂課完畢後梁主席問各初階

班同學誰能自動請纓擔任結業禮司儀

及致答謝詞。楊師兄在梁主席勉勵下

答應了，只擔心因公事未能出席。

回想五年前初階班結業前，梁主

席提出相同要求，筆者自告奮勇，嘗

試做司儀，其實當時不知道哪裡來的

勇氣。

根據無著菩薩的說法，信有三種

形態：

(一 ) 完全而堅定的確信某一事物的存

在；

(二 ) 見功德生寧靜的喜悅；

(三 ) 欲達成某一目的的深願。

筆者確信，做每件事，總是離不

開一個信字。信仰、信心、信念，若

發心去做、去行，必然有所體驗、感

悟或某方面的得著。

齊誦佛號之後，結業禮在一片歡

樂、感恩的氣氛中結束。各同學與老

師、法師等拍照留念，互相恭賀及問

好，久久不願離開，更有同學憂心未

來數月沒有課程怎麼辦？難掩失落之

情。隨後，大眾接着到三德素菜館午

膳，仍然繼續暢談，渡過愉

快的一天。

鄭展鵬 ( 鵬慧 ) 合十

結業典禮嘉賓淨達法師為大眾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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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佛教史課程
結業禮致謝詞

孔亮人

淨達法師、主席、副主席、各位老

師、各位同學、各位來賓：

大家好！今天是妙華佛學會第 26

屆佛學初階班，跟中國佛教史課程之

結業典禮，首先本人代表今屆同學，

多謝各位光臨，再多謝各位老師在過

去一年的指導，更要多謝同修們平時

對本人的幫助，最後要多謝的，是本

人來了妙華五年，雖然從未見過，但

是深受其恩的慧瑩法師，如果不是慧

瑩法師，未必會有妙華這個道場，

給本人以及各位同修，可以安安靜靜

的，在這裏聽經聞法。

這一刻，真是好深刻地體驗到，

因緣的不可思議。想不到五年前來妙

華學佛的一個決定，竟然變成今天，

本人可以站在這一塊地磚上面，對著

這個擴音器，向法師、導師、師兄們

說話。 ⋯這個決定，不單改變了本人

的人生觀，改變了對人對事的態度，

更加改變了做人的方向跟未來之目標。

記得小時候讀書，天天要上堂，

每天都覺得有種被迫上堂的感覺，很

多時候都會想，如果有天不用上堂

就好了。為何會有不喜歡上堂的感覺

呢？因為有些科目你不喜歡，你就

不想去面對它。但是來妙華上堂就

完完全全不同了，每一個星期天早上

來妙華，是心目中認定必定要做的

一件事，除非是不得已。如果有一堂

因為沒空不能上，心裏面會非常不自

在，事後一定要去借錄音帶來聽的。



3838

妙華會訊一三年第一季

為甚麼是這樣的呢？⋯因為做了半世

的人，半世經歷，半世煩惱，半世困

惑，最後還是無所適從，失去方向。

原來在這裏，才可以聽到，算是窮生

累死、多世輪迴也未必聽到，能夠去

除煩惱、超生脫死之大道理！

每個人自出娘胎以來，所行過的

路，所經歷的事，所遇到的人，都不

會相同。正因為本人以往高低不平

的路，令到本人對人生有好多疑問，

自己常常都會問，何解會是這樣？何

解又會是那樣的呢？曾經嘗試往好多

方向去找答案，也都追求過好多種知

識，雖然得到一大堆解決方法；但是，

到了真正業障現前的時候，一樣是束

手無策，甚麼煩惱、苦惱、懊惱，全

都走出來。 ⋯在好多好多機緣底下，

五年前來到妙華，每次聽經聞法，都

會有一種釋疑解惑的感覺，人生原來

就是這樣的啊！漸漸就更加明白到，

宇宙無限，智慧無限，追求無限，最

後就是煩惱無限；短暫的人生根本沒

辦法可以完全理解，唯有是佛法，就

可以窮盡究竟，照見底蘊，一針到

底！

五年前剛剛來妙華讀初階班的時

候，覺得還有好長的路，才可以完成

五年課程，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樣

的機緣、福份、跟條件去完成它。只

有是想，讀得多少就多少吧。誰不

知，一眨眼就已經五年了，今天想起

來，竟然好像昨天的事一樣。五年時

間，倒像是一呼一吸之間那麼短暫。

深感慶幸，五年前自己做了一個好正

確的決定，做了這件在以往半生之

中最有意義的事情！⋯不敢說在餘下

的日子，於佛法修學上面會有甚麼的

成就，也不敢說甚麼踏出了第一步，

只是知道，在未來日子，以至窮未來

世，已經有一個好明確的目標、好明

確的學佛之路！

一年的初階，四年進階，五年

過去了，今天結業典禮之後，可以

說是告一段落。五年時間，令本人

可以見到學佛這個目標跟路向。對

於妙華佛學會、慧瑩法師、各位導

師、各位同修，算是用任何的形容

詞，都表達不到這一份感激之情。

只有將這份無言感激，化為再求佛

道，勸教他人的動力，來報答再造

之義、 蒙之恩！

⋯最後，希望大家將來有緣再

聚，咱們後會有期，多謝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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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雞 在參加妙華佛學會佛學

初階班前，對佛教的起源、佛陀的事

蹟和佛教的教義，都只是一些很普遍

和很籠統的概念。例如，簡略地知道

佛陀釋迦牟尼本來是一位皇子，後來

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而佛教是由印

度傳入，最為人熟悉是玄奘法師西遊

赴印度取經至返國，前後凡十七、八

年的事蹟。至於佛教的教義，更是陌

生。當然，一些禪偈「苦海無涯，回

頭是岸」，「一切皆空」，「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等等，還是聽過的。《心

經》我都會背誦，但就不明甚解了。另

外，對「詩佛」王維的「行到水盡處，

坐看雲起時」亦頗有感受，每當我感到

困惑時，我都會朗讀一下，倒也心境

恬靜。佛教最初給我的印像也就如此。

但通過參加妙華佛學會佛學初階

班，有系統地接觸佛教後， 開始認

真地去認識佛教的教義，對佛陀如何

悟出十二緣起，悟出人為什麼有苦，

有生、老、病、死，又四聖諦怎樣歸

納各種生命裡的苦和開出一條滅苦的

道路，如何解脫，都另有一番感受。

我亦始知道，佛教其實並非如外界所

言，是悲觀和消極，反之，衪是要

我們積極地面對生命，對身邊的一切

「如實觀之」，苦是苦 , 樂是樂。

以前，當小學雞 遇到挫折、逆

境，都會不知所措，亦很沮喪；在

順境時，當然很快樂；但當有疾病

或親人離去時，又很痛苦。這樣的

苦與樂，總是循環不息，交替出現。

當時，還未意會到什麼，只是怨天尤

人，埋怨自己的運氣不好；卻原來這

正是佛教所說的「生命是苦」，「世事

無常」，「無常故苦」。

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脫苦？怎

樣才能離苦得樂？

佛陀說眾生皆苦，是因為眾生受

「無明」所矇蔽，「無明」故苦，被內心

三不善根貪、瞋、癡所�絆，只著眼

追逐心中所思、所想、所愛，至墮入

生死輪迴中，浮沉掙扎於痛苦裡，由

過去至現在、未來，永無止境。要斷

絕無明，我們應勤修戒、定、慧，認

清方向，堅定信念，努力精進，依照

佛陀指示我們的修行之道，得智慧，

覺悟，滅絕貪、瞋、癡，止息生死輪

迴，獲得真正的解脫。 

小學雞 自覺有很重的貪、瞋、

癡，有緣能認識到佛教，心中滿是欣

喜。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繼續

學習。「佛度有緣人」，感

恩！

佛學初階班結業論文
題目: 自選題 —— 小學雞 (即作者) 學佛

2012年	10月21日	 孫桂娣	

( 小學雞 意思即作者對佛教認
識很膚淺，班門弄斧地表達一些
學習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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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翌日，在報章看到下列兩則

新聞 : 

國慶夜大海難 （明報）
快速船撞沉客船至少 8 死逾 10 人失

蹤，親屬苦等痛哭，醫院愁雲密佈。 

一夜撞散多個美滿家庭 （東方日報）
孝子帶雙親玩樂，詎料母死父失蹤。 

3人石澳「跳浪」 1獲救 （明報）
巨浪捲走同班生 1 死 1 失蹤親人趕

至，哭至昏厥。

中秋節本是一個喜氣洋洋的家庭

團聚日，但對遭遇海難的家屬來說，

卻是一個悲慘哀痛以及與至親分離

的日子。透過這兩宗不幸事件，我們

見証了事物的無常。對佛學有初步的

認識後，我們理解到世間事物都是因

緣和合而生，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

人的健康會隨著年齡而走下坡，而家

庭、事業和財富亦會受到外在和內在

因素影響而產生變化，人的禍福往往

發生在旦夕之間。

當我們體驗到人的生命既是這麼

脆弱，人生於世，輕若浮雲，令我們

開始思考窮一生營營役役追求的事

業、財富、名譽、地位是否最重要

呢？我們開始反省甚麼才是永恆真正

的快樂？並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

人往往從自己角度去看世界，但

這個「自我」並不是獨立存在，恆常不

變的個體，以「自我」來看事物是有顛

倒及偏頗的。正因事物無常，我們不

能掌握控制任何東西，內心對事物的

貪愛、追求和執著便會產生煩惱，亦

是痛苦的根源。只要我們真正放下自

我，充分瞭解「因果法則」、「諸行無

常」、「諸法無我」，對宇宙人生或有

重新的認識和體驗。  

從這次海難事件，看到負傷救人

的公職人員的捨己行為，以及市民對

素未謀面的遇難者之不幸都感到非常

難過，可見悲憫之心，人人皆有。「四

無量心」不只是靜態的道理，而是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當我們經

常生起慈悲心，我們做事便不再單為

自己的利益，同時為照顧眾生利益而

生活，對人處事，多一分關懷、包容

和忍讓，世界自然會變得更美好及和

諧，很多不幸事件也許就能避免。  

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來到人

間，為我們指出一條帶來幸福的道

路，透過「四聖諦」及「十二因緣」，

給我們指引能達至幸福的方向。我們

有幸生而為人必須不斷反省，正確認

識宇宙運作，不斷提升自己的心靈質

素，努力修行擺脫心識的垢染，斷滅

貪瞋癡，終必能超越輪迴達至「涅槃

寂靜」的境界。佛學為我們打開通往

幸福寶庫之道，我相信這是

佛學對人生的重要啟示。

學佛的省思
初階班			蔡宏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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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	旨：
（一） 為紀念印順導師誕辰一百晉八周年暨圓寂八周年，促進「人間佛教」理念之

弘揚以及印順學之研究，爰舉辦第十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

術會議（暨宗教與生態論壇、人間佛教青年論壇）。

（二） 為慶祝關懷生命協會成立 20週年，爰舉辦動保論壇。

二、	 說	明：
（一）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四日，佛教界與學術界共同尊敬的上印下順導師，以一○

一歲高齡，安詳示寂。民國一百零二年是印順導師誕辰一百晉八周年，也

是圓寂八周年。 為緬懷導師恩澤，推廣導師思想，弘揚人間佛教，主辦單位
將於 4月 6、7日（週六、週日），於嘉義妙雲蘭若舉辦第十二屆「印順導師
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

（二）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普世價值與宗教對話」。子題有四：

 1. 普世價值與宗教對話
 2. 宗教理念、普世價值、性別倫理與生態倫理
 3. 動物保護（以下簡稱「動保」）運動之前景與瓶頸
 4. 印順學相關議題

（三） 召開本會議之要旨有三：

 1. 佛教界與佛教學界以文會友，切磋琢磨，研究並推展印順導師思想
與其人、其事，作為對一代大德圓寂周年的虔誠紀念。

 2. 逐年累積研究成果，讓「印順學」與「佛教倫理學」的學術資料庫更形豐
富，並培訓「自他兼利」而「解行並重」的人間佛教四眾弟子。

 3. 為慶祝關懷生命協會成立 20週年，聯合動保界與學界，先行舉辦本次論
壇，作為明（2014）年「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東、西方哲學
與宗教對話」國際會議之會前會。

（四） 本次會議內容：

 1. 新書發表會—

  (i) 古倫神父、昭慧法師　口譯：吳信如女士
   （書名：Was glaubst du? Christentum und Buddhismus im Gespräch—

《你相信什麼？基督宗教與佛教之對話》）

  (ii) 汪盈利女士：《走過關懷 20 年—關懷生命協會廿年動保社運史》

第十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
暨2013關懷生命協會成立20週年「動保倫理」論壇

「普世價值與宗教對話」研討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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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
暨2013關懷生命協會成立20週年「動保倫理」論壇

「普世價值與宗教對話」研討會公告
 2. 論文研討會。
 3. 論壇— (1) 動保論壇 
    (2) 宗教與生態論壇 
    (3) 人間佛教青年論壇
 4. 「普世價值與倫理關懷」座談會

三、	主辦單位：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嘉義妙雲蘭若、關懷生命協會、財團法
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四、	承辦單位：嘉義妙雲蘭若、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佛教弘誓學院

五、	協辦單位：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臺南妙心寺、新竹法源講寺

六、	活動時間：民國 102 （2013）年 4月 6、7日（週六、週日）

七、	活動地點：嘉義妙雲蘭若
 ■ 報名截止：102年 3月 20日

 ■ 報名方式：

 1. 請至「佛教弘誓學院」、「關懷生命協會」網站 http://www.hongshi.org.tw/
下載報名表回傳佛教弘誓學院秘書室。

 2. 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佛教弘誓學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並於限
期內寄回。

  地 址：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十一鄰 121-5號 
  電話：(03)498-7325 傳真：(03)498-6123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網址：www.hongshi.org.tw

 ■ 備 註：
 1. 4月 6、7日兩日全程參與研討會，前二百位報名參加人士，將於現場贈

送兩本新書：古倫神父與昭慧法師合著，吳信如譯 Was glaubst du?—
Christentum und Buddhismus im Gespräch之中文版《你相信什麼？—

基督宗教與佛教之對話》、汪盈利女士著《走過關懷 20 年—關懷生命協
會廿年動保社運史》。

 2. 主辦單位供應膳宿（但須自備寢具或睡袋）。因座位與床位有限，為維持
論壇品質，本次研討會正取 200名，將優先錄取全程參加者，並依報名
先後順序決定錄取與候補名單。優先保留僧眾名額 60名。

 3. 登記 4月 5日住宿之學員，請於是日下午 3:00∼5:00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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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

常務經費：

$5780：釋淨達法師。$22057.50：LAU DICK PAU。$10000：

妙華之友。$6000：霍偉明。$2900：胡昭源、胡薄淑貞。$2340：

胡炳熙。$2300：吳蓮菊。$2100：麥麗群。$2000：（趙國鎏、

潘淑河、趙之南、之東、之西、蘊妍、公遜、麗瓊、倩盈）、

陳慧儀、趙公欣、關玉權、胡文德、蕭式球。$1800：王天生。

$1600：劉燕薇。$1500：榮馳法團秘書。$1460：佛弟子。$1250：

羅群玉。$1000：何玥曄、江停香、梁卓文、阮為邦、冼玉娟、

余愛瓊。$700：張秀蓮。$600：葉倩君。$500：戴德恩、何如、

梁妍姿、梁國基、（伍越發、余翠竹、伍雅莉）、梁芷英、林敏成、

余小紅、袁焯華、黃妹、黃雁紅。$400：陳心悅、果維、虞鵬飛。

$350：戴平華。$300：趙泳均、李淑嫻、吳妙芳、林關建明、

（梁家強、馮慕燕）、（許少平、梁美華）、（梁家榮、楊美萍）、

馬君祥。$250：（羅瑞祺、潤成、慧珠、嘉洋、嘉瑩）。$200：

（卓永廉、梁雅燕）、何錦福、何淑玲、馮翠卿、劉奕歡、佘秀英、

李國英、胡果麗、（李曼華、陳合章）、黃玉芬、（黃宅、高嬋英）、

石煥英、葉定倩、黃智娟、譚敏兒。$150：何惠嬋、曾柳梅、

鍾映蓮、李淑貞。$100：蔡玉霞、張麗蓮、何翠蓮、福齊、

何桂英、趙錫敏、徐鳳琴、關本願、岑寶蓮、（岑光洪、岑寶嫦、

何峰民）、梁法空、梁法德、吳燕瓊、黎蘊璋、劉漢淮、劉小慧、

梁麗瓊、梁家豪、（梁德材、林志輝）、黎椿影、胡育韞、葉詠倩、

葉甯倩、葉婷倩、葉麗嫦、湯偉平、司徒洪、（黃宅、黃淨賢）。

$50：曾柳英、利群生、楊潔英。

助印：

$5250：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100：黃燕靈。



中國佛教史班同學與嘉賓、老師合照

讀書會同學與淨達法師、
梁志高主席合照

佛學初階班同學與嘉賓、老師合照

禪修班同學與嘉賓、老師合照

佛學初階班
楊志雄同學致答謝辭

結業典禮後，同學、會友
到三德素食館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