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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淺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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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篇
遠參老法師

妙法蓮華經講記之十四

慧瑩法師主講

能信三寶者，是名第一富
厚觀法師

釋疑解惑
印順導師著作答客問

佛史辨中求
孔亮人

結業禮初階班方志明同學致謝詞

淺釋四無所畏
何湘兒

把握當下攝影禪
鄭展鵬

學員天地

佛教談苦的意義何在
方志明

佛教是一個怎樣的宗教
莫樹泉

捐款芳名

第三十屆董事架構

妙華佛學會永遠董事：
梁志高、李民信

妙華佛學會主席： 梁志高

妙華佛學會副主席：
蕭式球、李民信

妙華佛學會董事：
梁志賢、劉燕薇、湯偉平、
關鼎協、何翠萍、麥樹強、
陳慧儀、游健成、鄭展鵬、
薄淑貞、王天生

妙華佛學會職務：

弘法組：梁志高、蕭式球、
鄭展鵬、薄淑貞

財務組：李民信、湯偉平

秘書組：游健成、湯偉平、陳慧儀

總務組：李民信、王天生

行持組：梁志賢

會員組：麥樹強

會訊組：何翠萍

圖書組：麥樹強、鄭展鵬

班務組：劉燕薇

資訊組：關鼎協

妙華佛學會弘法顧問：趙國森

初階班班主任：陳慧儀

進階班班主任：麥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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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佛學初階班
主 講： 本會講師
日 期： 2016 年 3 月 6日至 10 月 30 日

	 （逢星期日）

	 （3月27日、4月3日、5月1日及

	 	10 月 9 日公衆假期休息）

時 間： 上午 11:00 – 12:30

地 點： 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2樓Ｄ座

妙雲集讀書會
閱 讀：《成佛之道》
主 講： 陳國釗、朱元鶴、吳潔珠、伍松老師
日 期： 2016 年 3 月 5 日開始	(逢星期六 )   時 間： 下午 2:30	–	5:30

地 點： 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2 樓Ｄ座

新春團拜法會
日 期： 農曆正月十五，公曆 2016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

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新春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並於下午與
會友新春團拜聯歡，歡迎會友隨喜出席。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 期： 公曆 2016 年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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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遠參老法師紀念法會
日 期：	公曆 2016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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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佛誕紀念法會
日 期： 公曆 2016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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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 期： 公曆 2016 年 5 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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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佛之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佛 學 班 及 活 動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中國佛教史課程
主 講： 資深講師
日 期： 2016 年 3 月 6日至 11 月 27 日

	 （逢星期日）

 （3月 27 日、4月 3 日、

	 	5 月 1 日及 10 月 9 日

	 	公衆假期休息）

時 間： 上午 11:00 – 12:30

地 點： 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六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敬請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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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法會時間表

序號 法會名稱 農 曆 公 曆 星期 時 間

1 新春法會 正月十五 二月二十二日 一 09:00-12:00

2 觀音菩薩誕法會
二月十二

（二月十九日）
三月二十日 日 14:00-16:30

3 遠參老法師圓寂紀念法會
三月初四

（三月初九）
四月十日 日 14:00-16:30

4 釋迦牟尼佛誕法會
四月初二

（四月初八）
五月八日 日 14:00-16:30

5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四月二十三

（四月二十八）
五月二十九日 日 14:00-16:30

6 觀音菩薩誕法會
六月十四

（六月十九）
七月十七日 日 14:00-16:30

7 慧瑩法師紀念法會
七月十二

（七月十三）
八月十四日 日 14:00-16:30

8 觀音菩薩誕法會
九月十六

（九月十九）
十月十六日 日 14:00-16:30

註 ： 法會在英皇道榮馳商業大廈 3/F 舉行
  （ ）括弧內的日期是正日，現提前在星期日下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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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思想研習班

妙華佛學會

合辦

授 課 老 師

長慈法師 

 
厚觀法師 

班 別

中級班 

 

高級班 

課 程 名 稱

《初期大乘佛教之

起源與開展》

《 中  論 》

時    間

週五 / 晚上19:00 ~ 21:00

 
週六 / 下午14:0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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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榮馳大廈3字樓 
 
報       名： 聯絡人： 鄭展鵬居士 

    電   話 ： 9039 2554 

    電   郵 ： zennoncheng@gmail.com 

   註： 週六下午《中 論》課後，同學可隨喜留下討論當日課堂 

    所教的內容，提出有關《中 論》或其他佛學上的問題。

停  課  通  知 
 

※（週五）《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無

※（週六）《中  論》：2016年 5月21日、 5月28日

歡迎隨喜贊助： 妙華佛學會

               郵政劃撥：福嚴精舍 / 10948242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9147201（請註明「福嚴推廣教育班」）

合辦

第30期課程（2016年3月11日 ～ 2016年6月4日）第31期課程（2016年3月11日 ～ 201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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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佛學會佛學班

中國佛教史課程
2016 年 3 月 6 日開始逢星期日上午 11:00 至 12:30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三樓  電話：2570 0443
課程主任：麥國豪老師

	 課   程   內   容 堂數 日   期 講 師

一、佛教之初傳入

	 (1) 佛教入華諸傳說與《四十二章經》	 1	 3 月 6 日	 區佩儀

	(2) 漢代佛法之流布與《牟子理惑論》	 1	 3 月 13 日	 區佩儀
二、魏晉南北朝佛教

	 (1) 西域佛典之廣譯與漢地沙門之西行求法	 1 	 3 月 20 日	 區佩儀

	 復活節假期，清明節假期	 	 	3 月 27 日，4 月 3 日

	(2) 般若之研究與禪數學 	 2 	 4 月 10、17 日	 麥國豪

	(3) 鳩摩羅什及其所傳的中觀學 	 1 	 4 月 24 日	 麥國豪

	 勞動節假期 	 	 5 月 1 日		 	 	

	 (4) 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及道生 	 1 	 5 月 8 日	 黃敏浩

	(5) 廬山慧遠的思想 1	 5 月 15 日	 黃敏浩

	(6) 真諦唯識學 	 	 1 	 5 月 22 日	 黃敏浩

	(7) 地論師南北道 	 	 1 	 5 月 29 日	 黃敏浩

	(8) 攝論師 	 	 1 	 6 月 5 日	 陳國釗

	(9) 涅槃佛性說 	 	 1 	 6 月 12 日	 陳國釗

	(10) 大乘起信論的思想 	 1 	 6 月 19 日	 陳國釗
三、隋唐佛教

	 (1) 	慈恩宗 	 	 1 	 6 月 26 日		 陳國釗

	(2) 	禪 宗 	 	 1 	 7 月 3 日	 陳國釗

	(3) 	三論宗 	 	 2 	 7 月 10、17 日	 區佩儀

	(4) 	天台宗 	 	 2 	 	7月24、31日、8月7日	 李葛夫

	(5) 	華嚴宗 	 	 3 	 8 月 14、21 日	 陳裕皇

	(6) 	律 宗 	 	 1 	 8 月 28 日	 辛漢威

	(7) 	密 宗 	 	 1 	 9 月 4 日	 辛漢威

	(8) 	淨土宗 	 	 2 	 9 月 11、18 日	 麥國豪
四、宋元明清佛教

	 (1) 宋元佛教 	 	 2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	 陳裕皇

	 重陽節假期 	 	 10 月 9 日

	(2) 明清佛教 	 	 2 	 10 月 16、23 日	 李葛夫
五、民國佛教復興

	 (1) 清末佛學與革命 	 1 	 10 月 30 日	 岑寬華

	(2) 太虛大師 	 1 	 11 月 6 日	 岑寬華

	(3) 虛雲與弘一大師 	 1 	 11 月 13 日	 岑寬華

	(4) 印順法師 	 	 1 	 11 月 20 日	 岑寬華

	(5) 楊仁山支那內學院與歐陽竟無及呂澂	 1 	 11 月 27 日	 岑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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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華 佛 學 會 主 辦

2016《佛家經論選講二》
講者 : 伍松、吳潔珠、朱元鶴、陳國釗、趙國森等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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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生 論 》
( 吳潔珠居士 )

3 10，17，24，31
4 7，14，21，28
5 5，12，19，26
6 2，16，23，30
7 7，14，21，28

( 陳國釗居士 )

8 4，11，18，25
9 1，8，22，29
10 6，13，20，27
11 3，10，17，24
12 1，8，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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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剛 經 》
( 伍松居士 )

3 7，14，21
4 11，18，25
5 9，16，23，30
6 6，13

《瑜伽師地論》
真實義品

( 朱元鶴居士 )

6 20，27
7 4，11，18，25
8 1，8，15，22，29
9 5，12，19，26

《遺 教 經 論》
( 趙國森居士 )

10 3，17，24，31
11 7，14，21，28
12 5，12，19

2017 / 1 2，9

《彌勒上生經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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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遺教
（節錄於慧瑩法師遺囑中的有關會務部分）

1. 妙華佛學會宗旨、作風，請繼續保持。

2. 《妙法蓮華經》，請依照遠參老法師之思想見地
弘揚，毋負創辦人之初衷。

3.  整體佛教思想，請採納印順導師所側重之中觀
方向。

4.  重視原始佛教、釋尊本教之特色及修行要點。

5.  初階班，每年照常舉辦，兼辦禪修班，指導正
當修行方法。

6.  大乘法義，以般若性空思想為主。

7.  請弘法部儘量指導同學及會友建立起三乘正見
及一乘正見。

8.  期望會中常保持莊嚴清淨之氣氛，會友都要恭
敬三寶，互相尊重，和樂融融，精進學法護
教。

9.  切勿融攝後期梵佛同流、真常本體等神秘思
想，不可習染神化、俗化之儀軌形式。

10.  請妙華佛學會領導層（主席、副主席、弘法部）
聯絡具有正見之董事們，常多溝通合作，切實
執行會務。

9

妙華佛學會主辦    歡迎各界人士隨喜參聽

（本講座無須報名，費用全免）

佛
學
講
座

講 者： 何翠萍老師

日 期： 2016年3 月6日至11月27日
（3 月 27 日、４月 3 日、5 月 1 日

               及 10 月 9 日公眾假期休息）

時 間： 逢星期日下午2時至3時半

地 點： 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 3樓         
 妙 華 講 堂

宗 旨：

遠參老法師生前特別推崇《妙法蓮華經》，在

香港被譽為法華王。妙華佛學會前身之妙寶經

室，亦是為紀念遠老法師而成立。

本會遵循慧瑩法師遺教，致力弘揚《妙法

蓮華經》, 致力弘揚遠老法師思想，特開設此講

座，歡迎各界人士參加，期望各位會友發心護

持！祝願各位於一乘菩薩道上，永不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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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佛學會主辦    歡迎各界人士隨喜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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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篇自序
予倡佛教維新數十年以法

華經為主三乘為伴凡研究法華

者依文義明宗趣較易入手對於

權教三乘只知諦緣度名數其餘

義理幾乎一無所曉民國四十一

年應南洋巴生佛學會之請略講

權實大要聽者因未深入佛典不

得其味莫說法華一乘實教宗旨

難以領略即權教三乘亦欠了解

故力求筆述三乘俾得依文尋義

之後再進一步學習法華未為晚

也故有此三篇短文出現本擬分

訂三冊各篇獨刊流通復思讀者

難得全釋仍裝一冊為便如有好

樂任何一篇亦可分割隨便刊行

若零整於理無傷既明此三篇能

知佛教方便三乘應立即追究法

華一乘真實之旨則自修能事可

說畢矣倘有因緣起為佛教護持

正法力破邪宗是為報佛恩德名

法供養是為序

公曆一九五三年二月

述於馬六甲		明覺蓮社

佛經聲聞篇

佛教施設有六乘，謂：人、天、

聲聞、緣覺、佛、一乘。今且說聲聞乘，

非說餘乘，勿混亂可也。先明聲聞的

名稱是何義？詳此名稱，有褒貶二義，

褒者，讚美聞法之人證聖果，敏捷速

快，由其慧根猛利，信解無疑惑故，

初聞佛說四諦法音聲，便能超凡入聖，

證解脫寂滅涅槃，故名聲聞人也。此

為褒義。經云：「初聞佛說遇便信受，
思惟取證。」貶者，在佛方面早知此

等人，絕無希望再向上進取佛道，祗

能初聞佛聲自獲解脫，對於佛教菩薩

大乘法，修大行，得大智，大功德，

大利益群眾，各種建設事業，均無涉

及，本來聲聞人，能利用自得之能力，

足以取法菩薩，犧牲一切，但可惜能

而不為，故貶之名為聲聞。此類聖人

分別等級，有四種果上差別。

預是參加義，流是等類義，謂：

修四諦法，雖未達滅諦究竟寂滅無為，

而亦能違背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有為

三乘篇
遠參老法師 著

編者按：遠參老法師在香港被譽為法華王，他生前著有《三
乘篇》、《理絲集》、《釋疑集》、《妙法蓮華經講錄》、《維

摩經講錄》等。為遵從慧瑩法師遺訓，致力弘揚遠參老法師

思想，從本期開始，我們將陸續轉載遠參老法師的著述。

（一）預流（即須陀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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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矣，亦能參加無為之域矣，故名預

流，又名逆流，此解完全不同上說，

逆者不順也，流者流動趨下也，乃對

以前凡夫地位，眼隨色分別，耳隨聲

分別，鼻隨香分別，舌隨味分別，身

隨冷暖苦樂觸分別，意隨想象一切邪

思亂想妄境法分別，是名順流。聲聞

人依佛之道諦修八正道等法，對以上

所言六塵，完全能不隨不順而流，祗

有禪定智慧等功行，故名逆流，如此

等人，名為初果聖人，若利根循初、

二、三，三等階級，便能直接證四果

位，名阿羅漢是也。

問：以逆流說明初果聖人違背六塵故

得名，而此六塵有何過失，而須背乎？

答：六塵者染義，以染六根不淨不解

脫故，六塵能令眾生貪著生苦故，能

令眾生永遠不能出離眾生界故，佛見

眾生著六塵有無量過失，若欲眾生離

苦永遠解脫，必要修正道背六塵，背

到徹底的程度，便有相當的效果，就

以此效果而命其名，名為初果，從功

行得名，故名逆流，不然，仍是凡流，

非聖流，仍是下流，非上流，仍是有

為流，非無為流，仍是苦眾生，反覆

六道輪迴，有如是過失，故以逆為獎

耳。

問：有為與無為二法，界說如何分

別？

答：有為法者，一切的一切，不論那

一件事物，或植或動，或非植動等，

不能離開生滅，去來動靜，好歹美惡

等等形狀，這就叫有為。反此名為無

為，強命其名號為寂滅，如火熄滅無

光無熱，不能說火向某處去，又至某

處永久存在，如此是無為義，以更無

作用，亦無存在，名無為，若有作用，

有存在，仍屬有為，佛教貴無為，亦

不以無為為樂，若有樂仍是有為非無

為，此二法乃對待立名，若無有為則

亦無無為，若無無為則亦無有為，今

佛為一般未有深智之人說對待法，要

捨有為，進取無為，則永遠不受生死

苦。初果聖人，未究竟證無為涅槃，

故位居預流，釋初果竟。

言一往來者，此人聞佛說四諦法

後，先證初果，如上所說，居人間，

再進修道品，又進一步的效果，位置

超前所證，而亦未直達涅槃，仍要天

上與人間，一往，一返，便可得阿羅

漢也，亦不必經第三果，或亦要入第

三果位有之，又此二果的位置，亦不

定要由初而後證，可直證之，證後，

則往生欲界，欲界壽盡後仍到人間一

次受生，則不再往往來來，則成阿羅

漢了事，故名一往來。

問：初果人已預無為聖流，不再被六

塵所染，名為聖人，已脫離一切凡夫

境界，但未能究竟證聖而已，何以二

果聖人位次已超初果之上，反往來天

人之間，天人往返豈非有為法乎？因

何仍居有為，這種道理，實令人百索

不得一解，請決我疑來。

答：既知初果已入無為，二果人當然

以無為為自居，所謂天人往來者，豈

真以天人為天人乎，真以往來為往來

乎，何也？如初果人居人間六塵中不

（二）一往來（斯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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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六塵，名為入流，二果人往來人天

亦不染人天，故名無為，《金剛經》云：

「斯陀含，不作是念，我是斯陀含。」

夫念尚不念，況染著六塵之有為法歟。

當知二果聖人，智慧勝過初果多多矣。

問：此種一往來二果人，既有往來當

有生死，亦有老病變遷苦惱等事，何

能言其超凡入聖呢？

答：既初果人不受六塵所累，況二果

人還有苦惱，當知其生死不成問題，

豈同凡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嗎。釋一

往來竟。

不來者，乃對二果人一往來而言

也，不來欲界人天中受生故，此人或

由初、二果而證三果，或不由初、二

果而直證三果，若由二果漸次而修證

此果者，則由天來人間，由人間而壽

終後，生色界四禪五不還天中受生，

由不還天修九次第定中之滅受想定力，

斷一切集，證四果，名阿羅漢，今正

居四禪名不來果，不同四禪天中一切

凡夫天人壽終還受輪迴，當知三界之

內，有凡有聖，此等聖人必受佛之聲

聞教方可成聖，若無佛教，任何宗教

及任何道德都不能入聖，由此理由，

佛教是出世教，非世間教明矣。

問：何由聲聞教有如此前後參差乎？

答：皆由人生往昔因緣所致故，往昔

所習此種聲教的人，有愚有智，有勤

有怠，有進有退等緣，所以修證有差

等也。此種佛徒自身差別，非佛使之

上下，亦非教理使之左右勿疑。釋三

果不來竟。

言應供者，堪受一切人天阿修羅

等供養故，此義由凡夫比丘常乞食，

亦受人王臣民等供養，唯天人阿修羅

等，因此比丘雖依佛教修行有德，而

未能斷集證究竟果，一切天王天眾阿

修羅等，不行供養，今既證四果，具

足聲聞之德，福亦超過一切凡夫，故

堪受彼等之供，令他生福，故得此應

供之名，前三種果人未能盡斷集，未

能盡滅苦，福德亦不大，故不能稱應

供養者。阿羅漢，又名無生，此名約

斷集證滅，永遠寂滅，不復再生一切

有為故名無生也。有四德別乎前三果，

謂梵行已立，所作已辦，生死已盡，

不受後有是也。此四德略加解說，梵

行已立者，梵行指修道，梵者淨義，

則清淨之行業無缺故名已立，已立者，

不須再修任何道品，此對前三果人之

梵行未具足而言。所作已辦者，乃對

往日之願望目的而言，往日所作未辦，

今日既達目的名為已辦。生死已盡者，

昔居凡夫生老病死苦惱海中，飄沉不

已，今因受佛之教，依教而修，得斷

生死之因，必不再有將來生死之果，

隨時可取入寂滅之境，故生死已盡。

不受後有者，此對一切凡夫，有後來

果報，受種種身而言，今既斷集證滅，

故不受後有。四德略說如是。若證阿

羅漢後，能發三明六通之用，若無此

用，則非真實證果，乃增上慢人。三

明者：

（一）天眼明，能明了天眼所由故。

（三）不來（阿那含）

（四）應供（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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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宿命明，明了宿命因何如此如

此。

（三）漏盡明，漏盡乃一切煩惱法淨

盡所發之智，能了知誰有煩惱，

誰無煩惱，誰厚誰薄，誰輕誰

重，故名。

此三明與六通中三種名同，而義

異故為三明。六通者，天眼通、天耳

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

通是也。

天眼通者，有天人眼力，或超天

人眼力，天人眼力如何？以其眼力勝

人畜等力故，吾人對某種境，應以眼

力見之，而竟不能見，有天眼力便可

了了分明，故名天眼。而天眼之名辭

亦可作廣泛說之，如鬼有天眼，勝人

肉眼，異類靈物亦有天眼，按最複雜

來論，凡我見不及他見，亦可名他有

天眼，我無天眼。如人不及犬所見，

犬能夜視，蝙蝠能夜見不能晝見，能

夜見故勝人眼，不能晝見不及人眼。

如此種種異類都有天眼，但力不大，

理不明，故不以彼等名天眼。阿羅漢

之天眼，於三界中勝一切眼，故名無

漏天眼。

天耳大意近天眼說。

他心通者，別人別天畜等心念，

能知其念何事思何事，善善惡惡好歹

是非，一切六道眾生自尚不知，有他

心通能知故名。

宿命通者，能知別人往昔受生之

事，及作善惡等業緣，受報好醜種種

複雜一生多生皆能了知，故名宿命通。

神足通者，神乃奇妙神秘義，靈

通難測義，阿羅漢運用其力，能變現

諸多怪相，或變自身，或變他物，或

依有而變，或不依物而變，亦名如意

通，此等聖人，德力行業，既超三界，

則所有神變力，亦超過一切三界眾生

明矣。

漏盡通者，由斷集淨盡而自然所

得之力，凡夫天人有五通，以未斷煩

惱故不得六種通，此漏盡通之力其義

如何？謂，能知同類的修道者，是否

有煩惱輕重厚薄等，這種通慧不是天

眼見得到，亦非天耳聞得到，唯有自

斷集淨盡才能知他人如何，故名漏盡

通。

問：三明中之漏盡明，與此漏盡通，

其明與通作何分別耶？

答：通者，通曉此事如此不謬；明者，

明達此事的原委。通淺，明深，猶如

天眼通，所見異乎無天眼者，天眼明，

能見所見之事，前因後果種種關係故

明。如俗人言，知其然，亦知其何所

以然，有等知其然，不知其何所以然，

如天眼見如是如是，不能見何由如是

如是，漏盡通與漏盡明，就是此理也。

此略解三明六通竟。以上示聲聞

人四種差別，以第四為極點不復更有

餘事，在佛方面，約教獲得效果，是

不滿的，雖不滿，亦不作何等表示，

祗隨時度日，乞食令施食者得福，或

命其人隨緣教化有緣者，亦有一般阿

羅漢常常追隨佛左右，作佛的伴侶，

亦可起社會一般人信心，亦能隨佛聞

三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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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經義，如是者可作所作已辦。果

說已完。若欲詳知其因者，需要追述

於後，方可了知從何因得此果。前但

略說斷集得果，而竟不知何者為集，

又何為斷，且聽說之。

凡佛出世度生，必先觀察眾生，

往昔善根如何而為說法，觀眾生有聲

聞機在前者，為說聲聞教，謂，四聖

諦法，四諦者，苦諦、集諦、滅諦、

道諦是也。更加詳解之，言苦者，非

樂事故，有大苦有小苦，大苦易知，

小苦難明，大苦由小苦長成，以不知

小苦故，造成大苦。大苦有八相：

（一）生苦，眾生生時大苦多不知。

（二）老苦，老近死未死，老時比壯

時，多生痛苦。

（三）病苦，不論老壯難免病苦。

（四）死苦，眾生無福無慧無安樂法，

死時必有大苦。

（五）愛別離苦，若愛必親方樂，若

離之即苦，離有生離死離，生

死二離必生大苦。

（六）怨憎會苦，既為怨為憎，以不

會為佳，而亦不由人不會，會

則苦矣。

（七）求不得苦，需要之事，求之即

得為樂，求之不得，唐費心力，

隨求隨苦，終不能得，故苦耳。

（八）五眾熾盛苦，五眾即色、受、

想、行、識，何為熾盛？熾盛

是洶湧狀，勢猛故，以五眾無

主宰，任性翻覆，顛倒妄亂，

這就是苦義，猶瘋癲之人，自

撲自打，雖苦不知，一切眾生

不離五眾，五眾即眾生，眾生

即五眾，眾生苦即五眾苦，五

眾苦為根本苦，亦為常常無間

斷苦，是名五眾熾盛苦，五眾

亦名五陰，亦名五蘊，實五眾

為正，眾生之名，由五眾而立，

眾生者，稟五眾和合而生起故

名。此八大苦外尚有許許多多

分別名辭，所謂地獄果報苦，

畜生餓鬼等果報之苦不少。若

論小苦，眾生不知，必要仗佛

詳說方了，小苦者何？指眾生

之樂境為苦，此樂境的的確確

是苦，不可言樂，故稱為苦諦。

問：樂境為苦，既細小，何能了知乎？

答：需要佛說詳細分析才能知之。吾

人能解經義亦知，經義亦不易解，必

要細心體察，覺悟尋味，然後才有會

處，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此二句經文，包括大小諸苦在內了，

何以，三界中一切眾生，各各處境不

齊，苦樂萬狀，佛作一種苦境看，作

一律說為苦不安，喻之火燒大屋，猛

熖熾盛，更有何樂可言。經義指樂為

苦也。三界中眾生，不知樂境是苦，

故貪著嬉戲，以貪著樂故不捨必由此

小苦樂境，養成大苦，倘受佛教誡，

深知樂非樂，則不貪著，以不貪著故

不受三界中八大苦。

（待續）

三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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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妙 音 菩 薩 品

這一品敍述了妙音菩薩對淨華

宿王智佛說，要去娑婆世界供養釋迦

牟尼佛。他又化了八萬四千朵蓮華來

到釋迦佛前，釋迦佛告訴文殊師利菩

薩：妙音菩薩和很多菩薩馬上要到

來。然後佛又對華德菩薩說：這位妙

音菩薩得到現一切色身三昧，眾生應

該用什麼身去教化，妙音菩薩就會現

什麼身來教化他。妙音菩薩現種種身

來教化眾生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流

通《法華經》。

佛告訴華德菩薩：「是妙音菩
薩已曾供養親近無量諸佛，久植德
本，又值恒河沙等百千萬億那由他
佛，華德，汝勿但見妙音菩薩其身
在此」，你不要以為妙音菩薩的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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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而是菩薩現種種身」，因

為他得到一切色身三昧，種種現身，

都是「處處為諸眾生，說是經典」，

說明妙音菩薩現種種身來說《法華

經》，流通《法華經》。

觀 世 音 菩 薩 普 門 品

這一品講無盡意菩薩請問觀世

音菩薩的功德，講了我們的娑婆世

界，有觀世音菩薩，具足現一切色身

三昧，也是現種種身去教化眾生，現

種種身去說《法華經》。這品的前半

段是講觀世音菩薩大悲救苦，與眾生

結緣，後半段是講觀世音菩薩現種種

身來說《法華經》。前一段種種結緣

是施權，後一段現種種身來說《法華

經》是為實。

以上三品中提到的藥王菩薩、

妙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是我們流通

《法華經》的典範，我們要尊重恭敬、

受持、流通《法華經》，就要學習這

三位菩薩，以三位菩薩為榜樣。

如 來 神 力 品

這一品講十方佛現大神通，出廣

長舌相，放光動地，大地六種震動，

十方世界都能見到，十方諸天都來

禮拜供養釋迦牟尼佛和多寶佛，十方

菩薩還把珍寶等供品散在娑婆世界，

種種供養品變成寶帳，蓋著十方佛的

上空，表示十方世界融通成一個佛世

界，也表示了一切佛都是平等的，表

示了佛與佛之間是沒隔礙，是超越一

切的時間和空間，最後是讚歎流通的

功德，佛現大神力是為了付囑流通。

「爾時佛告上行等菩薩大眾，
諸佛神力，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若我以是神力，於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阿僧祇劫，為囑累故，說此經功
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一
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
如來一切秘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
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是故汝
等於如來滅後，應一心受持讀誦，
解說書寫，如說修行。」由此看出，

這一品是為下一品囑累而設，如來神

力品和囑累品一定要連接在一起。有

些譯本把這兩品分隔開，是沒有理由

的。

囑 累 品

囑累品講佛的大願完成了，佛

出現於世是要為弟子授記，授完記

就希望把一乘法付囑流通。「爾時釋
迦牟尼佛從塔座起，現大神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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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
言。」因為付囑流通是一件很隆重

的事，所以釋迦佛要在多寶佛塔座站

起來，現大神力，用右手摩無量菩薩

的頭。你也許會問：佛一隻右手怎能

摩無量菩薩的頭呢？佛有大神通力，

能令每位菩薩都覺得佛的手是摩著自

己的頭。

佛對大眾說：「我於無量百千
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難得之法，今以付囑汝等，
汝 等 應 當 一 心 流 布 此 法， 廣 令 增
益。」佛說：大菩提法不是很容易得

來的，不會無緣無故而得，我是在無

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而得到，現

在就交托給你們，你們要一心流布。

同樣的話，佛說了三次，也三次摩菩

薩頂。那些大菩薩一起回答：「如世

尊敕當具奉行，惟願世尊，願不有
慮」，他們也講了三次。

佛對菩薩說：「於未來世，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來智慧者，
當為演說此《法華經》，使得聞知，
為令其人，得佛慧故。」這一段話

很重要，我們讀了這段話，就可以知

道佛陀是多麽慈悲，說法是多麽靈

活。佛說：未來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

女人信如來智慧，信一乘法，信開權

顯實法，信《法華經》，你就應當為

他說《法華經》，令他聽到一乘法，

知道一乘法，令這個人得到佛智慧，

令他信受一乘。

但是，我們說法又不能千篇一

律，頑固堅執，應該要觀機逗教，「若
有眾生，不信受者」，如果有的眾生

不信一乘，就「當於如來餘深法中，
示教利喜」。什麼叫「餘深法」？如

果他不信受一乘法，不妨遷就一下，

為他講權教大乘、六波羅蜜，或者講

十二因緣和四諦法，甚至對他講五戒

十善。這些就是餘深法。他不接受一

乘的時候，你不要強逼他，要先教他

其他的三乘法和五乘法。「汝等若能
如是，則為已報諸佛之恩」。最好

是能為他講《法華經》，但如果他不

接受，你就要降低一級來教他，令他

漸漸上進。你們能這樣做，就是已經

報答了諸佛之恩。

由此可知佛是很靈活、很慈悲，

所以我們不要太固執，不要太偏激，

不要以為《法華經》是最高無上，就

只講《法華經》，其他三乘五乘都一

概揚棄，眾生不信一乘就強逼他信，

這樣是不對的，而且太不知佛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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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

這故事出自《大莊嚴論經》，在《大

正藏》第4冊267頁下欄到268頁中欄。

知足的人雖然貧窮無財物，但可

名為富有之人；不知足的人雖然財物

豐饒，但卻是個貧窮之人。如果是聖

智圓滿的話，那就是大富之人了！

過去有一位在家居士，大家都譏

笑他是最貧窮的人；這位居士雖然被

嘲笑，但是他並不在意，他好樂佛所

讚歎的少欲知足，隨順諸法實相而說

了一首偈頌：「無病第一利，知足第

一富，善友第一親，涅槃第一樂。」

意思是：沒有病痛這是第一吉利，知

足是第一富有，善知識是第一親近，

寂靜涅槃是第一快樂。

這位居士說了偈頌之後，便對譏

笑他的人說：「正如同佛所說的，知

足的人最富有，為何你現在反而說我

最貧窮呢？」

這位居士又說了一段偈頌，大意

如下：

「縱使擁有無數的財寶，以及

富裕豐厚的資產，如果不能信受佛、

法、僧三寶的話，可說這個人是最貧

窮的人。

一個人雖然沒有種種珍寶及賴以

維生的資具，但是他能正信三寶，可

說這個人是第一富有之人。

現在我敬奉三寶，把對三寶的

正信視為稀有珍寶，你又是以什麼理

由，說我是最貧窮的呢？

帝釋天、毘沙門天（毘沙門天是

四天王中北方的多聞天王），雖然擁

有各種奇珍異寶，但他們布施時卻無

法將一切財物施捨給眾生。

而我的心好樂知足，對一切錢財

寶物都沒有絲毫貪著的念頭，所以一

切都能施捨。

富貴人家在倉庫中收藏著許多的

能 信三寶 者

是名第一富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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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但是如果遇到了大水、大火或

者盜賊，隨時都可能被侵占、奪取。

他一旦喪失了這些財寶，心中就

會生起很大的苦惱，再怎麼高明的良

醫及妙藥也不能治療這種痛苦。

我把對三寶的正信視為珍寶，這

是任何人都無法侵占、奪取的，我的

心很平靜、安定、快樂，沒有任何擔

憂、苦惱。」

這位居士說了這段偈頌之後，又

說：「應該知道，即使一個人的倉庫

中收藏了象、馬、七寶財物，如果不

懂得知足，這樣的人仍是個窮人。因

此，佛常說知足最富有。」

誒！大家聽了這位居士的話之

後，都讚歎他說得非常正確，這個人

有大智慧，是位大丈夫。彼此都說道：

「從現在起，如果有人雖然沒有財寶，

但他對三寶很有信心，我們看到這樣

的人，都要稱他是富貴之人。

辛辛苦苦地聚集錢財，都是為了

世俗的欲樂，或為了養家餬口，讓親

人在物質上無所匱乏，但這些都只不

過是現世的快樂而已。

相對地，正信三寶的法財，這樣

殊勝的珍寶，卻可以為無數世在人間

天界中帶來無量的財寶，且隨心所欲

皆能滿足，因此可知正信才是第一的

財寶！

有了正信三寶的法財，即使在三

界生死中，能受用無比的快樂，沒有

煩惱；而一般的金銀財寶，則可能會

帶來各種災難禍患。無論白天黑夜都

擔憂、操心，深怕這些金銀財寶會被

人搶劫、掠奪。

經說：這些金銀財寶，有八種危

險（第一、是被官府沒收；第二、被

盜賊搶奪；第三、被火所燒而不覺知；

第四、被大水所吞沒；第五、被怨家

債主橫加奪取；第六、田中農作物不

加整治，以致使田園荒蕪，沒有收成；

第七、做買賣的商人不懂得做生意的

技巧，不知和氣生財的道理，而無法

獲利；第八、不肖子沈迷於賭博，任

意揮霍家中的錢財沒有節制，有這八

種危險。），也因為對錢財貪染執著

的緣故，生生世世受苦無窮。

由於有正信三寶的信財，便能進

一步得到持戒財（因為他正信三寶，

能夠依教奉行，就不會造作非法惡業；

因此有了對三寶的信財，便進一步可

以得到持戒財），也可以得到布施財、

禪定財以及智慧財；如果沒有正信的

話，又怎麼能得到這些法財呢？所以，

信財最為第一。

正因為我有這樣的法財，才能在

大家面前自稱大富人；由於我過去長

久以來累積善業，所以今天才能有堅

定的信心少欲知足。」

接著這位居士又說了一段偈頌，

大意如下：

「正因為對三寶、因果深具信

心，就不會造作任何惡業；一切的功

德都是以正信為基礎才得以達成，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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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才能得到種種的功德。

河流像箭一樣的快速，奔赴大

海；具足正信就像河箭一樣，移動非

常迅速，能使得心願非常快速地奔向

善法，達到目的地。（也就是具足正

信就像快速的河流一樣，能迅速成就

善法達到目標。）

有誰能擁有如此龐大的財寶，能

超越「信心」這樣的巨富呢？

世間擁有財富的人一旦失去了

財富，就變得貧窮落魄；若命終時，

也只能捨棄世間的一切而獨自死亡，

沒有任何的財寶能追隨自己到下一世

去。

只有正信三寶的信財永遠不會喪

失，恆常追逐著自己，直到無數劫後

仍然受用快樂。

世間一般人因為累積錢財，而

對財寶產生執著貪染；正信三寶的法

財，就不會產生染著的情形，因為見

到三寶的信心只會產生無比的歡喜。

一切的財寶之中，只有正信三寶

的法財才是最高貴的，彰顯這個真理

的，是聖者世尊所說的開示。

所以，我並不貧窮，因為我擁

有對三寶正信的法財，這種信財最殊

勝，其他的都稱不上是財寶，只有正

信才是真實的財寶。

如果能以正信行布施，則世間的

財物及功德法財就會日漸增長；如果

不以正信而行布施的話，則所得的果

報不多，而且也會日漸減損。」

這則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留

意：

世間一般人說：「人心不足蛇吞

象」，「知足常樂」，知足的人其實

是最富有的。另外，世間的錢財最多

只能帶給人現世的快樂，但功德法財

卻能使人受無量世的福樂。

世間的錢財無常迅速，容易喪失，

一般人常會擔心被大水、大火、大地

震所毀，或深怕被盜賊所奪取；但功

德法財就沒有這些憂慮，法財還會緊

緊地追隨著修善法的人，不用擔心它

會遺失。

《大智度論》說：「貧窮有兩種：

一者是財物的貧窮，另外是功德法的

貧窮。財物的貧窮並不可恥，功德法

的貧窮才是最令人感到羞恥！財物的

貧窮，好人也有；但功德法的貧窮，

好人所無。」好人不一定有錢財，但

他一定有德。

有一句話說：「道心之中有衣食，

衣食之中無道心。」如果一個人道心

堅固，精進修學善法，自然有福德，

不怕沒有衣食；相反地，如果一個人

太貪染衣食的話，就容易失去道心。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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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復次，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

足者雖富是貧，若聖智 1滿乃名大富。

我昔曾聞，有優婆塞 2，有人譏呵 3

云最貧窮，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足之

法，即順法相而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涅槃 4第一樂。」

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如

佛所說知足則富，汝今何故稱我貧

窮？」

復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豐饒 5資生 6具，

不信三寶 7者，說彼最貧窮。

雖無諸珍寶，及以資生具，

能信三寶者，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寶，以信為珍玩 8，

汝以何因緣，說我為貧窮？

帝釋 9毘沙門 10，雖富眾珍寶，

如其布施時，不能一切捨。

我心愛 11知足，於諸財寶物，

無有貪著意，一切悉能捨。

富貴者庫藏 12，多有眾珍寶，

水火及盜賊，13悉皆能侵奪 14。

彼若喪失時，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不能治彼苦。

經典原文

《大莊嚴論經》卷 2（10 經）（大正 4，267c26-268b24）：

1. 聖智：亦作「聖知」。謂聰明睿智，無
所不通。亦指具有非凡的道德智慧者。
（《漢語大詞典（八）》，p.672）

2. 優婆塞：梵語。指在家中奉佛的男子。
即 居 士。（《 汉 語 大 詞 典（ 一 ）》，
p.1726）

3. 譏呵：亦作「譏訶」。1. 譏責非難。（《漢
語大詞典（十一）》，p.434）

4. 涅 槃：1. 佛 教 語。 梵 語 的 音 譯。 舊 譯
「泥亙」、「泥洹」。意譯「滅」、「滅
度」、「寂滅」、「圓寂」等。是佛教
全部修習所要達到的最高理想，一般指
熄滅生死輪回後的境界。（《漢語大詞
典（五）》，p.1210）

5. 豐饒：1. 豐裕富饒。2. 豐足充實。（《漢
語大詞典（九）》，p.1364）

6. 資生：1. 賴以生長；賴以為生。3. 指經濟。
（《漢語大詞典（十）》，p.201）

7. 三寶：2. 指佛、法、僧。（《漢語大詞
典（一）》，p.255）

8. 珍玩：1. 亦作「珍翫 」。珍貴的玩賞物。
（《漢語大詞典（四）》，p.535）

9. 帝釋：亦稱「帝釋天」。佛教護法神之一。
佛家稱其為三十三天 ( 忉利天 ) 之主，居 
須彌山頂 善見城 。梵文音譯名為 釋迦
提桓因陀羅。（《漢語大詞典（三）》，
p.714）

10. 毘沙門：天王，即多聞天，為北方天王。
（《佛光大辭典（一）》，p.186.3）

11. 愛＝受。【宋】【元】【明】（大正 4，
268d，n.1）

12. 庫 藏： 庫 房 裡 儲 藏。（《漢語大詞典
（三）》，p.1232）

13. 印 順 法 師 著《成佛之道（增注本）》

（p.4）：「佛說：『五家所共』。逢到
大水，大火，遇到盜賊，惡王，還有生
了不肖的兒女：財富是轉眼就完了。」

14  侵奪：1. 侵占，搶奪。2. 謂侵犯奪取。
（《漢語大詞典（一）》，p.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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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信為寶，無能侵奪者，

心意坦然 15樂，無諸憂患 16苦。」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是故當

知，雖有庫藏象馬 17七寶 18資生之具，

不知足者猶名為貧，是以佛說知足最

富。」

眾人聞是語已皆歎善哉，真是正

說 19，有大智慧，名大丈夫 20。各相

語言：

「自今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

我等見之稱為富者。

苦集錢財皆為樂故，為欲供給室

家 21眷屬令無乏故，如斯之樂正為現

身。

信心之寶為於累世 22，於人天中

財寶自恣 23，是故知信為第一財寶。

如此信財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

諸苦惱。金銀珍寶能生災患，晝夜憂

懼畏他劫掠 24，然有八危 25，以貪著

故累世受苦。

以有信故，能得戒財、施財、定

財、慧財，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

財？是以信財為最第一。

我有是財，故於人前自言大富，

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今者因信心

知足。」

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故，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以信為使命 26。

信亦如河箭 27，駛流 28甚迅速，

能令於心意，速疾 29至善法。

誰有多財寶，能勝信巨富？

15 坦然：2. 形容心裡平靜無顧慮。3. 安定。
（《漢語大詞典（二）》，p.1074）

16 憂 患： 困 苦 患 難。（《 漢 語 大 詞 典
（七）》，p.689）

17 象馬：1. 象和馬，後常指騎乘。 北魏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王侯
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
財若遺跡。」一說指財富。見 范祥雍 校
注。（《漢語大詞典（十）》，p.19）

18 七寶：1. 佛教語。七種珍寶。佛經中說
法不一，如：《法華經》以金、銀、琉璃、
硨磲、瑪瑙、真珠、玫瑰為七寶；《無

量壽經》以金、銀、琉璃、珊瑚、琥珀、
硨磲、瑪瑙為七寶；《大阿彌陀經》以
黃金、白銀、水晶、琉璃、珊瑚、琥珀、
硨磲為七寶；《恒水經》以白銀、黃金、
珊瑚、白珠、硨磲、明月珠、摩尼珠為
七寶。3. 泛指多種寶物。（《漢語大詞
典（一）》，p.168）

19 正說：猶正論。（《漢語大詞典（五）》，
p.326）

20 大丈夫：有志氣、有節操、有作為的男
子。《孟子•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漢語大詞典（二）》，p.1324）

21 室 家：4. 泛 指 家 庭 或 家 庭 中 的 人， 如
父母、兄弟、妻子等。（《漢語大詞典
（三）》，p.1425）

22 累世：歷代；接連幾代。（《漢語大詞
典（九）》，p.788）

23（1）恣：3. 滿足；盡情。（《漢語大詞
典（七）》，p.505）

    （2）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漢
語大詞典（八）》，p.1324）

24 劫掠：1. 搶劫；掠奪。（《漢語大詞典
（二）》，p.780）

25 《中本起經》卷2〈14 尼揵問疑品〉：「財
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為八？一者為
官所沒、二者盜賊劫奪、三者火起不覺、
四者水所沒溺、五者怨家債主橫見奪取、
六者田農 ※ 不修 ※、七者賈作 ※ 不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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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雖有財富者，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捨之而獨逝，

無隨至後世；信財不喪失，

恒常自隨逐，累劫 30受快樂。

世人積財寶，能生彼貪欲；

信財則不爾 31，見則生歡喜。

於諸財寶中，信財最為上，

顯示此義者，牟尼 32之所說。

是故我非貧，信財最為勝，

餘者不名財，唯信是實財。

以信布施者，財物得增長，

不信施彼者，果報轉尠 33少。」

利 ※、八者惡子博掩 ※ 用度 ※ 無道。如
是八事，至危難保，八禍當至，非力所
制。」（大正 4，162b7-12）

 ※田農：1.農耕。（《漢語大詞典（七）》，
  p.1279）

 ※ 修：7. 實行，從事某種活動。16. 整飭。
     （《漢語大詞典（一）》，p.1370）

 ※賈作：做買賣。（《漢語大詞典（十）》，
  p.192）

 ※ 便利：1. 敏捷；靈活。2. 引申為伶俐。
  3.有利；方便。4.使方便有利。5.熟習。
  （《漢語大詞典（一）》，p.1362）

 ※ 博掩：亦作「博揜」。古代六博、意錢
  一類的博戲，角勝負以取人財物。泛指
  賭博。（《漢語大詞典（一）》，p.912）

 ※ 用度：1. 費用；開支。2. 使用。（《漢
  語大詞典（一）》，p.1025）

26 使命：1. 差遣。2. 任務，責任。（《漢
語大詞典（一）》，p.1328）

27（1）參見唐 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論衡》

卷 4：「又如河箭飛流月弦揚彩。」（大
正 52，395b10）

   （2）竹箭：2. 竹製的利箭。《慎子》佚
文：「河 之下 龍門 ，其流駛如竹箭，
駟馬追弗能及。」後因以「竹箭」喻河

流迅疾。 唐  劉禹錫 《述舊賀遷寄陝虢

孫常侍》詩：「關頭古塞桃林靜，城下
長河竹箭迴。」 清  趙翼 《清江浦送費

制府入為大司馬》詩：「竹箭河流循軌
穩，萑苻兵掃伏隍空。」（《漢語大詞
典（八）》，p.1101）

28 駛流：1. 急流，湍急的水流。（《漢語
大詞典（十二）》，p.814）

29 速疾：猶迅速。（《漢語大詞典（十）》，
p.883）

30 累劫：連續數劫。謂時間極長。劫，梵
語 kalpa 之音譯劫波的略稱。（《漢語
大詞典（九）》，p.788）

31 不爾：不如此；不然。（《漢語大詞典
（一）》，p.462）

32 （1）牟尼：梵語 muni，巴利語同。又作
文尼、茂泥。即寂默（止靜煩惱）、寂、
賢人、仁、仙之意。乃謂尊貴殊勝之聖
者或仙人。（《佛光大辭典（三）》，
p.2476.3）

    （2）牟尼：1. 梵語 muni 的音譯。意為
寂靜。多指 釋迦牟尼。（《漢語大詞典
（六）》，p.238）

33 甚少（ㄒㄧㄢˇ）：同「鮮」。
少。（《漢語大字典（一）》，
p.565）

貧有二種：一者、財貧，二者、

功德法貧。

功德法貧，最大可恥！財貧，好

人亦有；法貧，好人所無。

二《大智度論》卷98〈88薩陀波崙品〉（大正 25，741c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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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諸佛常法

問：導師在《成佛之道》所開示的「諸

佛常法」（如下所引）的含義？

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攝下；

隨機五三異，歸極唯一大
------------

這一三層的高塔，由底層到最高

層，有著相依相攝的關係。從相依來

說：

依底層為基礎，才能建立中層；

依（下）中層為基礎，才能建立上層。

如一心想建最上層，而不從下中建起，

那一定是脫空妄想，永不成就。這樣，

在佛法的三類中，也是「依下」士法

「能起」中士法，依中士法能起「上」

士法。這如龍樹菩薩說：『以得增上
生，漸得決定勝』；決定勝，就是中

上的究竟解脫法。這一次第，本是《阿

含經》中所說的『諸佛常法』。提婆

菩薩也說：『先遮止非福，中間破除
我，後斷一切見，若知為善巧』。

遮非福，是離惡行善的下士法；破我，

是無我解脫的中士法；斷一切見，是

盡一切戲論的上士法。能知這一先後

次第，才能於一切佛法而得善巧。所

以提婆菩薩又說：『正等覺說此，方
便如梯級』。(《成佛之道（增註本）》

p.55 ~ p.56)

答：「諸佛常法」在漢譯聖典裡也稱

為「諸佛法」，常見的，例如在提到

佛陀次第的教說：

「時，福貴禮佛足已，於一面
坐。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
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不淨、
穢污，上漏為礙，出要為上。時，
佛知福貴意，歡喜柔軟，無諸蓋、
纏，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即為
福貴說苦聖諦、苦集、苦滅、苦出
要諦。」《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

「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
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
毀呰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
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我說如
是法已，佛知我有歡喜心、具足心、
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
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
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世尊即
為我說苦、習、滅、道。」《中阿含

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網頁

【印順導師著作答客問】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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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

《成佛之道（增註本）》p.a3 說：

「如來說法，總是先說『端正法』
──布施，持戒，離欲生天（定）。
然後對有出世可能的，授以出世法
門。」

依此，「諸佛常法」大抵可理解

是「（諸佛）如來說法，總是這樣說

的」。	

「諸佛常法」導師在《佛法概論》

的定義如下：

依「佛的法」而引申其意義，又

得兩個解說：一、「諸佛常法」：法

是本來如此的；佛是創覺世間實相者

的尊稱，誰能創覺此常遍的軌律，誰

就是佛。不論是過去的、現在的、未

來的佛，始終是佛佛道同；釋迦佛的

法，與一切佛的法平等平等。

(《佛法概論》p.1 ~ p.2) 

以上「諸佛常法」所說的「過去

的、現在的、未來的佛，始終是佛佛

道同」的教誡，如同「七佛通戒偈」

所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
其意，是諸佛教」（先修人天布施持

戒善法，再而進修定慧法門，自淨其

意），這是七佛共宣的道次第，其實

質內涵如同導師在《成佛之道》所解

說的：『以得增上生，漸得決定勝』，

『正等覺說此，方便如梯級』的修道

次第；也就是「先說端正法，後說正要」

之「如諸佛法」次第。

導師的解說為：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
其意，是諸佛教」一偈，『大本經』

作毘婆尸佛說；『根有戒經』作釋迦

牟尼佛說；其餘的「戒本」，都作迦

葉佛說：這到底是那一位佛說的呢？

由於文義通一切佛，所以『出曜經』

解說為：「諸佛世尊，教誡後人。……

賢聖相傳，以至今日」。這是作為一

切佛的教誡，所以稱為「七佛所說通

戒偈」。依佛法的意趣來說，這些偈

頌──一偈、三偈，或者多偈，是被傳

說為七佛所說的（佛佛道同）波羅提

木叉。指定為某佛所說，本沒有必要

（如上所說，傳為某佛所說，並無一

定）；作為某佛所說，也不外乎「指

方立向」一樣，容易為一般信眾所接

受而已。(《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23 

~	p.124)

二、「佛是創覺世間實相
者」

問：《佛法概論》緒言中解說「諸佛

常法」時提到：

佛是創覺世間實相者的尊稱，誰能

創覺此常遍的軌律，誰就是佛。

請教各位師長，導師旣言佛是法的

「創覺」者，也就是第一個覺悟到

諸法實相的，才稱為佛；那麼誰還

能與釋尊並列「第一個」創覺世間

實相，而也稱為「佛」呢？

若是創覺者只有一位，那是不是也

沒有所謂「過去佛」、「現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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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來佛」了？

答：導師這裡所稱的「創覺」，是針

對「有人類歷史記載」的「這個世間」

而言（此「娑婆世界」之創覺者）。

如導師以下之解說：

佛陀是自覺者，不同聲聞弟子的

「悟不由他」，是「自覺誰嬭師」的

自覺。佛法由釋尊的創見而流布人間，

他是創覺者，所以稱為佛陀。佛世的

多聞聖弟子──聲聞，雖也能正覺解

脫，與佛同樣的稱為阿羅漢，卻沒有

被稱為佛的。所以我們說釋尊是覺者，

應重視他的創覺性。(《佛法概論》p.15)	

從三寶出現於人間說，佛為創覺

的立教者。(《佛在人間》p.26) 

導師上面所引的「自覺誰嬭師」，

應是依據《中阿含經》（如下所引）

佛自說「諸愛盡解脫，自覺誰稱師；
無等無有勝，自覺無上覺」。

《中阿含經》卷 56〈3 晡利多

品〉：「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作如

是念：『我當為誰先說法耶？』我復

作是念：『昔五比丘為我執勞，多所
饒益，我苦行時，彼五比丘承事於
我，我今寧可為五比丘先說法耶？』

我復作是念：『昔五比丘今在何處？』

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五比丘在

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園中，我隨住覺

樹下，攝衣持鉢，往波羅木奈加尸都邑。

爾時，異學優陀遙見我來，而語我曰：

『賢者瞿曇！諸根清淨，形色極妙，
面光照耀。賢者瞿曇！師為是誰？
從誰學道？為信誰法？』我於爾時即

為優陀說偈答曰：

「我最上最勝，不著一切法，

　諸愛盡解脫，自覺誰稱師。

　無等無有勝，自覺無上覺，

　如來天人師，普知成就力。」

   (CBETA,	T01,	no.	26,	p.	777,	b3-19)

《長阿含經》記載（如下所引），

過去有六佛，而釋尊為賢劫第七尊佛，

「過去佛」、「釋尊」或「未來佛」，

他們都是各個時劫的「創覺者」。

《長阿含經》卷 1：「佛告諸比丘：

「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毘
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
比丘！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
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
丘！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
婆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
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又
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於賢
劫中成最正覺。」佛時頌曰：

「過九十一劫，有毘婆尸佛；

　次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

　即於彼劫中，毘舍如來出。

　今此賢劫中，無數那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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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大仙人，愍眾生故出：

　拘樓孫、那含、迦葉、釋迦文。」

(CBETA,	T01,	no.	1,	p.	1,	c19-p.	2,	a3)

三、異熟（異類而熟）的
意涵及因果系的類別

問：《成佛之道》第 70 頁第 4 行說到

「果報」，意義是異熟 --- 異類而

熟；這在因果系中，屬於因果不

同類的因果。

請問各位大德，這「因果不同類

的因果」，讀來頗為拗口，究竟

所指何意，可否請大德再為後學

詳細解說？又因果系又分為哪些

類別呢？

答：導師《成佛之道》表示：「異熟：

異類而熟；這在因果系中，屬於因果

不同類的因果」，導師另於《中觀今

論》的解說為「報即異熟的古譯。異
熟，即異類而熟，因是善惡，果為
無記（按：因與果各屬不同的道德品

類性質）」但導師也說「異熟的本意，
應為異時而熟，即過去的業因，感
今後善惡的結果」，詳文如下：

論到果與報，對因而說果，有
某種因即得某種果。報也是果，不
過是果中的特別果。梵語 vipaka，
奘師譯為異熟，報即異熟的古譯。
異熟，即異類而熟，因是善惡，果

為無記。但這如大眾部說善因感善
果，惡因感惡果，即沒有異類的意
義。所以，異熟的本意，應為異時
而熟，即過去的業因，感今後善惡
的結果。報指果中有善惡性，與一
般的因果不同。佛法講因果，通明
一切；約道德與不道德的果說，即
名為報。因與緣、果與報，雖不無
差別，如通泛的說，可總名因果。

(《中觀今論》p.167	~	p.168)	

依《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六，有

如下意旨：異熟因是善不善業，異熟

果為無覆無記，因果異類而成熟，故

名異熟果。論文如下：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6〈2 分別

根品〉：「論曰：唯諸不善及善有漏
是異熟因，異熟法故。何緣無記不
招異熟？由力劣故，如朽敗種。何
緣無漏不招異熟？無愛潤故。…所
言異熟其義云何？毘婆沙師作如是
釋：異類而熟，是異熟義。」(CBETA,	

T29,	no.	1558,	p.	33,	a5-26)

至於因果系有哪些類別？據《阿

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學者稱譽此論為

「說一切有部」的百科全書」）的歸

納，「十善業」或「十惡業」均有三

種因果類別：「異熟（因）果、等流

（因）果、增上（因）果」，例如犯

殺生罪有三種果，墮地獄等為異熟果，

生於人中多病短命為等流果，未來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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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業報則是低劣的「外物皆少光澤。

不久堅住」的增上果。論文如下：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13：

「由三果故立十業道：一異熟果、
二等流果、三增上果。謂斷生命，
若習若修若多修習，生那落迦傍生
鬼趣，是異熟果。從彼處沒來生人
中，多病短命，是等流果。彼增上
故，所感外物皆少光澤，不久堅住，
是增上果。」(CBETA,	T27,	no.	1545,	p.	

588,	c8-13)

導師於《寶積經講記》也談到這

三類因果類別：

因果是多種多樣的，這裡說的，

主要約二類因果說（按：包括「異熟

因果」則有三類因果）。一、無論是

善的惡的，久而久之，習以成性，一

天天的增強。如常起貪心的，會貪心

越來越大；起瞋心的，瞋心會越來越

嚴重。如讀書的，知識越來越豐富；

好靜的，習慣了會愛靜惡動，過不慣

煩囂的生活。這不但今生，也影響到

來生的性格、能力。這叫做等流因果。

二、如布施的，使別人的生活獲得充

足，自己將來就能得富裕的果。傷害

人，使人死（墮落惡道是異熟因果），

來生為人時，會受到多病或夭壽的果。

總之，使人苦惱，自己得苦惱，使人

安樂，自己能安樂；障礙人的，自己

也受人的障礙。這些，叫做增上因果

（一般也叫做業報）。(《寶積經講記》

p.23	~	p.24)	

導師曾考察論斷最初原始佛教的

善惡因果思想並無「進一步的分類」，

而且最早是以「同類的善惡因果」出

現於「本生」中，之後才由說一切有

部論師發展出「異類因果」（異熟果）。

如導師於《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所

說：

經師與律師所傳的「本生」，是

同類的善惡因果；這是佛法中，善惡

因果具體化的早期形態。我們知道，

渾括而簡要的佛法根本思想，是但說

善惡因果，沒有作進一步的分類。但

立善惡二性的大眾部，就是這一思想

的繼承者。上座部的特色，是三性論，

於善、惡外，別立無記性。分別說部，

及從先上座部分出的，說一切有部中

的「持經者」，都立三性說。說一切

有部論師，及犢子部，成立四性說：

善性、不善性，有覆無記性、無覆無

記性。「因通善惡，果唯無記」；「異

類而熟」的異熟因果，在上座部系，

尤其是說一切有部論師中，發揚廣大

起來。如認清佛法思想的開展歷程，

那末律部本生所表現的，具體的因果

事實，正是初期的善因善果，不善因

不善果的說明；與大眾部的思想，最

為契合。同類的善惡因果說，在上座

部中，漸為異熟因果所取而代之（「譬

喻」），但仍或多或少的，留存於上

座系統的律部。(《原始佛教

聖典之集成》p.247	~	p.248)

釋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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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參加妙華佛學會之結業典禮，

都是人頭湧湧的。今年還開辦直播臺

灣福嚴推廣教育班課程，更加增添不

少法友。

不同背景，不同類別，聚首一堂，

或多或少，都為煩惱而來！煩惱者，

有令人困惑，亦令人難安；驅之不肯

走，糾纏永世留；既苦且難堪，四面

無去路；欲要除煩惱，唯有修行之路；

雖然道途尚遠，但至少起碼，在妙華

佛學會正法薰陶下，可以清楚認識何

謂煩惱。這是人生必定要做的大事，

喜見有緣者日益勢眾，未有緣者還待

時機。

妙 華 佛 學 初 階 班 已 經 踏 過 第

二十九年了。對比二十九年前那個時

候，筆者是何等童蒙愚昧，終日所追

求的，便是嬉遊墮荒，六識愉悅。前

世未除，今生又再種下無數煩惱種子。

歷遇生關死劫，與煩惱相伴相掙。半

佛史辨中尋
（2015年妙華佛學會第二十九屆佛學初階班

暨印度佛教史班結業禮隨筆）

孔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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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生，團團轉轉，無所適從。幸而

有緣，也像多位法友一樣，因煩惱而

來到妙華！

十二月六日，一如以往，第二十九

屆結業禮開始時，由主席梁志高居士

致開會詞：「…前晚有同修問我，禪

修有否見光？能否看到前世來生？我

便答他，其實禪修好平常，也需要吃

飯睡覺。更以一個故事說明。…以前

有 位 大

師，德行

甚好，徒

弟眾多。

徒弟們常

叫大師教

他們一些

高深之佛

法。大師

甚麼也不

說，只說

「當下」

二字。徒

弟們不相

信，只道大師不肯教

他們。大師唯有上房

去，查看一下老師父

遺下的無上法門。從

書閣下來，大師便滔

滔不絕，向弟子們講

很多佛法道理，弟子

們聽得很是開心。如

是者每次都是這樣，

大師都是先上去看看

那本法書，下來便可

以對徒弟講很多很多

道理。弟子眾都甚嚮往那本無上法門。

直至大師圓寂，弟子們急急上書閣去

找。很容易便見枱上那本法書，忙打

開來看，卻甚麼也沒有，只有「當下」

二字！…祝大家平安、喜樂。」

今年幸甚，邀請得台灣印順文教

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呂勝強居

士作主禮嘉賓。呂居士開示：「…請

我開示真的不敢當，我怎麼敢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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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才有智慧可以為眾生開

示，我只可以為大家分

享、共勉。本人從初學到

現在，還感到學養不足。

所以最近都是趕快把握時

間，去找善知識請示、請

教、親近。要長期去保養

這樣的一個心。」…

「印順導師在妙雲集

其中一本書《教制教典與

教學》，便談到佛法的修

行。我們知道導師是精通

南北傳大藏經，而且已讀過好幾遍。

所以他讀書之方法論，是經驗的分享。

導師說，於初學者而言，修學佛法，

應該有一個方法和次第。首先我們對

佛法教義，應該有一個宏觀的鳥瞰，

一個概要的了解和認識。第二，應該

對佛教史也有大概的了解，不論印度

佛教史、中國佛教史，都是古代大德

們曾經修行過的道路！」…

「對佛法法義的鳥瞰，和對佛教

史一個概要的認識，使我們得到佛法

的一張經緯圖！你可以按圖所示，哪

一個時代，出了哪一位大師，那時候

的思想是甚麼？比喻說佛陀那個時代

的風格思想是甚麼？印度的中心思想

是怎樣的？導師說，研究佛陀佛法不

能離開當時印度國民的普遍思想，例

如業報思想和輪迴觀念，在佛陀未出

現之前便已經有了，就是佛陀將其去

蕪存菁。了解那一個時代的大師們，

就能同時了解當時的代表思想。」…

「曾經有一位南傳禪法的出家人

問我，了解佛教史在修行的角度來說，

有甚麼功用？我不是說，不了解佛教

史便不可以證果。你可以從另一角度，

令你培養一個闊大的心胸，去認識不

同時空背景有不同修行風貌，也可以

培養一種增長見聞、豁達無我的宗風，

那便不會有排他性了。」…

「導師提到，從論下手就比較容

易把握，但讀經不能以偏蓋全。這個

經跟那個經是有些區別，思想是有些

不大一樣的。每部經都是因緣所寫，

是有指導修道次第的，你不能折斷來

講這部經是這個意思，而否定其他經

典的。每一部經論都會告訴你，生死

怎樣會流轉，如何能從涅槃得解脫。

從原始佛教之業感緣起，到龍樹菩薩

的性空緣起，發展到後來阿賴耶識之

自性緣起，最後更有如來藏緣起。不

同經典就會有不一樣的表達。」…

「導師一直開示我們：以佛學來

學佛，依佛學來促成學佛！並不是死

讀書，導師是以法為尊。若佛出世，

佛史辨中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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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出世，此法長住，法住法界！…

佛法一定要從聞思修中證來，佛陀在

《阿含經》提到，無論你是甚麼人，

不論你修甚麼道，不修八正道是不行

的，就算修菩薩道也要八正道，也要

波羅蜜。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內

證思維，如理思維，法隨法行。你一

定要親近善知識，跟法師學，跟老師

學。聞從佛聞，從佛弟子聞，從經典

聞。現在我們便從佛再傳弟子，在家、

出家的學生，聞得正法，你才有辦法

解脫。多聞思維才能有正見，八正道

以正見為首，般若為導。了解佛教史，

便是了解佛法之演變。不同時代背景，

佛法受到不同影響。因為諸法無我，

便引起不斷的流變，也變成了思想的

流變。」…

「以前在公司一個法友，他為《金

剛經》做科判，我便跟他報告，《金

剛經》出現在印度，和《般若經》出

現在印度的時空背景相若。原始佛教

講觀五蘊無常，到了大乘佛教說觀五

蘊皆空。不同時空背景，出現了不同

的法文。便跟他說，如果能先了解《般

若經》出現在印度的時空背景，會更

好。意思是說，用不了解背景的方式

做科判，你怎知道《般若經》在講甚

麼？但我又不能這樣說，因為隨喜功

德嘛！…」引來哄堂大笑！

每年一度的結業禮，有像是人生

一段經歷。是大樂章抑或小插曲，視

乎個人感受如何。有人可以心靈震撼，

有人只泛漣漪。可以聞法而受用，也

可以聽道作反思。可以獨坐一角，靜

靜細味著法喜；也可以融入人群之中，

結緣新知舊友。或默默感受法義的光

茫，或仰望一下導師們睿智的風采。

所以，每年一度結業禮，何

止是經歷，更是人生中一段

難得之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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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老師，梁主席、各位來賓，各位老師，
各位妙華會友，各位同學： 

今天是妙華佛學會第二十九屆佛學

初階班及印度佛教史課程結業典禮，我

很榮幸及高興有機會能够代表今屆初階

班同學致謝辭。多謝妙華多年來，舉辦

佛學班，讓我們可以有機會得聞佛法。

香港自回歸後，我們雖然多了一個

佛誕假期，但感覺上仍有很多人，包括

一年前的我，都以為佛教是消極的、迷

信的、追不上潮流的；卻不知道佛教正

是積極的、進取的。短短九個月的初階

課程，令我瞭解到佛法不單對於人生的

改善，人性的昇華很有幫助，更加有利

於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安寧，有利世界的

和平。一般人由於不認識，以致產生種

種的誤會。希望妙華的佛學班，能夠繼

續不斷辦下去，使更多人好像我們一樣

可以得益。

通過這初階班，我們初步瞭解到佛

教的中心思想以及佛陀成佛的經過，以

至四聖諦、因緣論、三法印等等。在學

習過程中，每一位老師都付出了不少的

心血勞力，更加不厭其煩地為我們解答

各種問題。感謝梁志高老師、胡文德老

師、梁志賢老師、黄雁紅老師、黄衛明

老師、陳慧儀老師教導，使我們明白到

佛陀的思想及不少做人的道理。也感謝

所有在場義工的辛勤付出	( 包括負責音

響的王素明師兄等 ...)，讓我們可以安心

地聽講。

整個課程，對於我來說，最深刻的

就是，瞭解了一些佛教的中心思想後，

對於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幫助自己去除

煩惱，怎樣地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按照佛法去實踐，以及怎樣幫助其他人

等等…		從課程中我們知道最基本可以修

「八正道」，祗要跟着這八個正確的方

向去做，就能提升智慧，減少自己對物

欲的貪戀，減少自己的瞋恚心，以至減

少自己很多苦惱，心境自然會輕鬆開朗

很多，看事物都會透徹多一點，不會那

麼執着和緊張。

除了自己修練，自己擺脫苦惱之

外，佛教很强調慈悲，要幫助他人，幫

助他人擺脫苦惱。 課程提到四無量心，

四攝，及修六度。如能貫徹地完成，便

能成佛。但我知道自己是凡人，不是石

頭，有七情六慾，很難要求自己每樣都

做得到	。但有一點我很認同老師所講，

只要珍惜當下，現在就决定開始做，由

淺入深，以正念正知正見，事事存好心，

做好事，講好話，任何事有利於人的都

可以做，包括尊敬師長，孝順父母，簡

單如對人說聲早晨等，都是布施。 當然，

智慧每一個人都不同，佛菩薩等已修到

很高的層次，智慧當然和我們凡夫無法

比較，但不等於我們不能達到，如果我

們努力繼續修練，就算今世不能，下世，

甚至經過很多世累積之下，在堅定、精

進底下，我們都能夠達到那層面的智慧。

或者，至少我們可活出一個更有意義及

快樂的人生。

多謝各位。

第二十九屆佛學初階班及印度佛教史課程

結業典禮致謝詞
方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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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四無所畏

前兩期淺釋了《妙法蓮華經》譬

喻品提到的「十八不共法，十力無所
畏」中之十八不共法和十力，今期繼

續淺釋無所畏。無所畏是一個專有名

詞，也即是無所畏懼。佛光大辭典這

樣解釋：

四 無 所 畏： 梵 語 catvāri 
vaiśāradyāni， 巴 利 語 cattāri 
vesārajjāni。謂佛菩薩說法時具有四種

無所懼畏之自信，而勇猛安穩。又作

四無畏。

1. 佛 之 四 無 所 畏（ 梵 catvāri 
tathāgatasya vaiśāradyāni）， 為

十八不共法之一科。據增一阿含經卷

十九、卷四十二等載，即：

( 一 ) 諸 法 現 等 覺 無 畏（ 梵 sarva-
dharmābhisaṃbodhi-vaiśāradya），

又作一切智無所畏、正等覺無畏、等

覺無畏。謂對於諸法皆覺知，住於正

見無所屈伏，具無所怖畏之自信。

( 二 ) 一切漏盡智無畏（梵 sarvāsra-
va-kṣaya-jñāna-vaiśāradya）， 又 作

漏永盡無畏、漏盡無所畏、漏盡無畏。

淺釋四無所畏
何湘兒

謂斷盡一切煩惱而無外難怖畏。

( 三 ) 障法不虛決定授記無畏（梵 an-
tarāyika-dharmānanyathātva-niści-
ta-vyākaraṇa-vaiśāradya）， 又 作 說

障法無畏、說障道無所畏、障法無畏。

謂闡示修行障礙之法，並對任何非難

皆無所怖畏。

( 四 ) 為證一切具足出道如性無畏（梵 
sarva-saṃpad-adhigamāya nairyāṇi-
ka-pratipat-tathātva-vaiśāradya），

又作說出道無畏、說盡苦道無所畏、

出苦道無畏。即宣說出離之道而無所

怖畏。

有關四無畏之體性，依俱舍論卷

二十七載：

( 一 ) 正等覺無畏，以十智為性，與十

力中之第一處非處智力同體。

( 二 ) 漏永盡無畏，以十智中苦、集、

道、他心等四智以外之六智為性，與

十力中之第十漏盡智力同體。

( 三 ) 說障法無畏，以道、滅等二智以

外之八智為性，與十力中之第二業異

熟智力同體。

( 四 ) 說出道無畏，以滅智以外之九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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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與十力中之第七趣行智力同體。

另據順正理論卷七十五載，四無

所畏中，前二者顯示佛自利之圓德，

一為智德，二為斷德；後二者顯示佛

利他之圓德，一為修斷德，二為修智

德。〔大智度論卷二、成實論卷一、

雜阿毘曇心論卷六、瑜伽師地論卷

五十、大乘義章卷十九、說無垢稱經

疏卷二本〕

《大智度論》卷第二十五云：

「四無所畏者，佛作誠言：我
是一切正智人。若有沙門、婆羅門，
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如
實言：是法不知，乃至不見是微畏
相；以是故，我得安隱，得無所畏，
安住聖主處，...... 一無畏也。佛作誠
言：我一切漏盡。...... 二無畏也。佛
作誠言：我說障法。...... 三無畏也。
佛作誠言：我所說聖道，能出世間，
行是道，能盡諸苦。...... 四無畏也。」

佛真誠如實地說：「我是一切智

人。」佛這樣自己讚嘆自己，「說一

切種智」，可能有些外道、沙門、婆

羅門等不會認同，他們會提出種種問

難，但佛也不會感到絲毫的畏懼，這

就是第一種無所畏——正知一切法無

所畏，也稱一切智無所畏。

一切種智是佛智，包括根本智和

後得智。佛度生的時候，用根本智為

本做世間有分別的事，他自己心裡就

能做到沒有怨親，沒有親疏，以一律

平等之心去做事。而後得智能分別有

為事相，依根本智之平等心行方便而

於世間發揮功能。佛能知道每一法的

因緣，自然懂得怎樣去對應每一法，

在世俗之方便中就能任運自如。舉例

說，我們無論做甚麽職業，待人接物

的時候，若能知道對方的因緣，是有

很大的好處。如醫生知道病人的病情，

老師知道學生的家庭背景，經紀知道

客人的財務狀況，根據這些情況與對

方談話，就會有把握，如此種種，每

事都能得以妥善處理而無有畏懼。

大菩薩也有根本無分別智，但後

得無分別智則不夠圓滿，只有佛才能

做到兩種智都非常圓滿。所以，佛有

一切智無所畏，無論別人怎樣跟他辯

論，怎樣質問他，他都不會畏懼。

佛又說：「我一切漏盡。」佛成

道之後，斷盡一切煩惱習氣，一切缺

點都不再有，所以，即使有人問難，

佛也不會感到畏懼。這就是第二種無

所畏——盡一切漏習無所畏，也稱漏盡

無所畏。

佛還說：「我說障法。」因為佛

徹底了知哪些情形會障礙修行，「說
法無謬失」，所以佛有第三種無所

畏——說一切障道法無所畏，又稱說障

道無所畏。

佛陀很清楚告訴我們，甚麽東西

會障礙我們修行，讓我們不被染法所

障礙。佛陀說法，除了說正面，還有

說反面。例如，在修止觀方面，佛陀

除了講應怎樣呼吸、怎樣靜坐、怎樣

修觀這些正確方面的知識，還講了怎

樣是掉舉、怎樣是昏沉、怎樣是散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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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正確的反面的情形，並教我們

遇到這些情形的時候，應如何對治。

佛亦告訴大眾：我所說的聖道，

大家依著來修行，便可以出世間，滅

盡一切苦，可以「事辦得到涅槃」。

所以，佛有第四種無所畏——說盡苦聖

道無所畏，又稱說苦盡道無所畏。

苦盡道是盡苦之道，斷盡了苦，

不會再出現，就是盡苦。佛陀講出令

我們解除苦惱的方法，教我們滅生死

大苦，而且說得很透徹，沒有人比他

說得更好，所以，他在這方面是無畏

的，不怕任何挑戰。

佛的四無所畏，前兩種偏重說佛

自身方面，後兩種純粹是講利他方面。

大家在利他的時候，一定要具備前面

兩項功德，自己要有智慧，自己本身

沒有煩惱，然後才可以令衆生沒有障

道和沒有苦惱，這就是四無所畏的精

神。

以上是依聲聞法來說四無所畏，

若依摩訶衍（大乘）而說，則是「盡

知徧知」。

佛為何要說四無所畏？《大智度

論》這樣解答：

「有人言：佛自稱一切智，一
切見，世間一切經書、技術、智巧、
方便，甚多無量，若一切眾生共知
一切事猶尚難，況佛一人而有一切
智？或有是事，有是事難，佛將無
有畏！欲斷是疑妄，斷是難故，佛
說四無所畏。......」

有人認為：世間有無量無數那麼

多的經書、技術、智慧工巧、做事的

方式方法，一切眾生要合共了知一切

事物尚且很難，佛又怎可做到以一個

人的能力而能具有一切智呢？

論主回答說：佛是為了斷除這些

人的疑難，以及對治外道的誹謗，而

自說四無所畏。

菩薩之四無所畏

菩薩也有四無所畏。佛光大辭典

這樣解釋：

菩薩之四無所畏（梵 bodhisat-
tvānāṃ catvāri vaiśāradyāni）。據大

智度論卷二十五、大乘義章卷十一等

載，即：

(一)聞陀羅尼受持演說其義得無所畏（梵 
dhāran ī-śrutodgrahaṇārtha-nird-
eśa-vaiśāradya），又作能持無所畏、

總持無所畏、總持不忘說法無畏、聞

法不忘失故於眾中說法得無所畏、一

切聞能持故得諸陀羅尼故常憶念不忘

故眾中說法無所畏。謂菩薩能憶念教

法，持之不忘，故於眾中說法時對所

說之義理具有無所怖畏之自信。

( 二 ) 由 證 無 我 惱 亂 他 相 現 行 俱 生

不通達威儀路三業清淨大守護成就

無畏（梵 nairātmyādhigamātpara-vi-
heṭhanā-nimitta-samudācāra-sa-
ha . jānadh iga te ryāpatha- t r i ka r -
ma-pariśuddha-mahā-rakṣa-saṃpan-
na-vaiśāradya），又作知根無所畏、

盡知法藥及知眾生根欲性心說法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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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一切眾生諸根利鈍隨其所應而為

說法故於眾中說法得無所畏、知一切

眾生欲解脫因緣諸根利鈍隨其所應而

為說法故菩薩在大眾中說法無所畏。

謂了知眾生根性之利鈍，施與相應之

說法，於此具有無所怖畏之自信。

( 三 ) 常 持 法 而 不 忘 失 畢 竟 通 達

慧 方 便 救 度 有 情 見 歡 喜 淨 諸 障 難

無 畏（ 梵 sadodgṛhīta-dharmāvis-
maraṇa-prajñopāya-niṣṭhāgata-sat-
tva-nistāraṇa-prasāda-saṃdarśa-
na-śubhānantarāyika-vaiśāradya），

又作答報無所畏、善能問答說法無畏、

答法無所畏、以言詞應答酬報其所問

世無所畏、居一切眾生聽受問難應能

隨意如法而答故於眾中諸法無所畏、

不見若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有來難

問令我不能如法答者不見如是少許相

故於眾中說法無所畏。謂對一切所問，

能作如法便巧之答覆，更無所怖畏。

( 四 ) 不忘失一切智心不於餘乘而求出

離能得圓滿自在一切種利益有情無畏

（ 梵 sarva-jñatā-cittāsaṃpramoṣān-
ya-yānāniryāṇa-saṃpūrṇa-vaśitā-sar-
va-prākāra-sattvārtha-saṃprāpaṇa-
vaiśāradya），又作決疑無所畏、能斷

物疑說法無畏、決一切不退無上心不

雜於他乘度諸有情遂得真實無畏、一

切眾生聽受問難隨意如法答能巧斷一

切眾生疑故菩薩在大眾中說法無所畏。

謂聽受有情之問難，能如法為彼等分

別解說，以開解物心及斷除疑網，說

法教導而無所怖畏。〔大乘寶雨經卷

四、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七、大智度論

卷二十五〕

《大智度論》卷二十五云：

「何等為菩薩四無所畏？一者、
一切聞持故，諸陀羅尼得故，憶念
不忘故，在眾說法無畏；二者、一
切法中得解脫故，一切法藥分別知
用故，知一切眾生根故，在大眾中
隨應說法無所畏；三者、菩薩常離
一切眾畏，不作是念：十方有來難
我者，我不能答，不見是相，在大
眾中說法無所畏；四者、恣一切人
來問難者，一一皆答，能斷疑惑，
在大眾中說法無所畏。是為菩薩四
無所畏。」

菩薩的四無所畏，第一是說法無

所畏。菩薩要爲衆生說法，首先要通

達佛法，總持不忘，還要善於說法。

菩薩受持戒行並深得其戒學深義微妙

佛法後，能把法理牢牢記住，而向信

眾說法時能表現出他對個中義理具有

堅强信心，充分表現出其無所畏的力

量。

第二是盡知衆生根性說法無所

畏。衆生有不同的根性，就算每次說

法都講同一個題目，所遇到的聽法者

每每不同，菩薩因此要盡知衆生的根

性，根性利的衆生，就爲他說深的法，

根性鈍的衆生，就爲他說淺的法。菩

薩能以適當之法對應眾生之弊處而為

之宣說，則不會有所畏懼。

說法時能盡知衆生的根性是非常

重要的，例如有人學佛法多年，也有

很豐富的學問，但他們未必能對機說

法，尤其是在初為人說法時缺乏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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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會把自己認爲最好的法義講給

別人聽。可是，自己認爲最好的東西，

不一定適合他人，甚至可能令對方聽

後産生惡感，好像發了一場惡夢，令

對方以後聽到佛法都感到害怕，這反

而是說法者的過失，不如不說還好。

所以，當我們在未有把握的時候，不

要隨便對別人說佛法，不要以爲自己

是菩薩，就到處講說。《妙法蓮華經》

也告誡弘法者，對於不相信佛法的人，

不要隨便對他說，否則，聽者會因為

不相信而生毀謗，這樣反而會令他墮

惡道。

第三是善能問答說法無所畏。菩

薩有了第一、第二種無所畏之後，遇

到有人提出問題就要從容不迫、正確

無誤地回答。通常提問者的問題都不

會簡單，甚至會是無邊際範圍無所不

包之問難，而菩薩則要能夠一一如法

從容回答，而無有半點之畏懼。此外，

菩薩在答問之時，要有能力引起發問

者生起進一步對佛法研究的興趣，這

便是菩薩應有的作略。有了第三種無

畏的時候，菩薩已經能深深地提高了

為他人說法的技巧。

第四是決疑無所畏，又叫能斷勿

疑說法無所畏。衆生聽了菩薩說法之

後，就能夠斷除對佛法的疑惑。菩薩

既然在問答方面能圓滿解答，令對方

接受，就能令對方得到一種對佛法決

定無疑的信仰，令他能得到一個確實

無疑的決定，不會再懷疑菩薩所說的

佛法。菩薩做到這一步就圓滿了。

菩薩為大眾說法的時候，因爲對

佛法把握得正確，所以不會有畏懼之

心。我們若要像菩薩那樣，得到說法

無所畏，就要依一定的步驟，從今天

開始，就要用心學習，令自己總持不

忘。總持不忘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我們可以一面學習，一面為人說法，

積集了一定的經驗，就可以應機說法，

隨時回答別人的提問，在問答中把對

方所有疑惑清除。這些工作是有一定

的層次，我們發心做菩薩，就要依據

此等步驟而下工夫。

我們要做弘法工作，無所畏是必

具之條件，如果我們對佛法把握得不

夠好，信心未足就開始對人說，這是

很危險的，因為只要別人作出一點批

評和反駁，我們就會有所畏懼，因此

而失去說服別人的能力，那就沒有足

够力量做弘法工作了。所以，我們首

先要自己得到菩薩的四無所畏，要對

佛法正確地了解透徹，以樂說的辯才

對有情眾生講說自如，不予問難者得

逞，以無所畏之心而斷眾疑惑，使聽

者信受無疑。能做到此等工夫，始能

成就菩薩大業。

佛菩薩無所畏的形態，猶如獅子

的吼叫，令所有邪魔鬼怪和大小野獸

都生敬畏。佛菩薩之說法，也像打雷

般震動，能敲醒衆生的迷夢。佛菩薩

都有四無所畏，菩薩的四無所畏，是

在因這方面來講，而佛的四無所畏，

是在果那方面來講。所以，佛的四無

所畏就是最终達到的最完善

之無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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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突然醒來聽

到的聲音，想起了，這是打板

聲，生平第一次聽到的聲音，

是早上五時正初板聲，筆者正

身處荃灣東蓮覺苑弘法精舍

內。

回想昨晚在辦公室工作至

七時，帶著日用品及攝影機，

趕去麗城花園吃晚飯，其實這

天已是提早下班了。記得有超

過十年時間，星期一至六每日工作十

至十五小時，也經常出差，所以很少

在家吃晚飯。間中也要星期日回辦公

室工作，滿腦子案件，調查情況，憑

所得證據 ( 過去的事情 ) 思量、審核、

估計、理算去處理、解決索償或紛爭

(未來的結果 )。「我」能活在當下嗎？

年青時曾經聽過一個問題：「早

上起床，刷牙洗面時對著鏡子問自己，

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天，我最

想做甚麼？」由於這問題，筆者由一

個見習檢驗調查員，晉升為經理，被

邀加入董事局，成為股東，最後成為

老闆，全資擁有自己的公司，兩間甚

至三間公司。	但是，「我」快樂、自

在嗎？

晚上九時到達弘法精舍，生平第

一次到的地方，感覺寧靜，心情出乎

意料之外的安穩！想不到的，是報到

後，手提電話、錢包等立刻被收去，

由精舍人員保管。這樣，反而令筆者

心生自在的感覺。參見法師及認識組

長後，立刻到男寮，詳閱作息時間表，

趕快洗澡，睡覺。

聽到初板，立刻起床，刷牙洗

第一天                        的感悟
鄭 展 鵬

(二零一三年四月四日)

把握當下攝影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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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為全營男眾有十六人，只有兩

個洗手間。而女眾有二十六人，全班

四十二人。	筆者屬第七組，出坡工作

是清掃樹葉。

二板在五時十五分，三板在五時

三十分，各學員要齊集禪堂，之後禮

佛及動禪。	接著是襌坐，早齋，出坡，

第二次襌坐後上第一節課，這

才是早上九時。由初板至上課

的四小時內，只休息了二十分

鐘，對於忙碌慣了的筆者，不

算辛苦，可能是自小由曾經做

住家工的母親教導，勤勞已成

為習慣。	而且倒覺得早起時間

的確好用，身體更健康，出營

後應該維持。

常霖法師上課第一句講的

是：「如果學員參加今次活動

的原因，是想學攝影技巧的話，那麼

現在就可以離開了。因為我不是教授

攝影，而是教禪修的。」( 學員齊聲大

笑 )

儘管如此說，法師還是指導說：

「繪畫是加法，一筆一筆畫上去，完

成一幅畫。而攝影是減法，在觀景器

中取景，或用變焦鏡，減去不在鏡頭

內的境物才按快門。」筆者感悟到人

生也如此，減去不需要的，剩下才是

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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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法師引用他師公聖嚴

法師的《108 自在語》：「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筆者想到節儉的妻子，

買東西 ( 除日用品外 )	，要去看

三次。如果第三次看到還想買

才買。其實這是她的美德，但

有時反令筆者懊惱，想送禮物

給她，總是不要，真不領情。

瞋心又起了，自己想做，以為

該做，或其他事情，自以為經

驗豐富，見多識廣，考慮周詳，

一意孤行，最後發覺原來自尋

煩惱！

法師作了簡短的開示之

後，學員立刻到戶外，法師要求學員

隨意拍照，但看到拍攝目標後，以龜

速行向目標，到達後還想拍才拍。結

果十五分過後，我才拍了四張照片。

感悟到慢下來，想一想，行近一點，

看清楚一點，可能未行到，拍攝的慾

望已消失。隨順因緣慢下來，雙手也

徐徐放下，思惟眼根緣境生眼識，當

下見到的境物，還需要攝影機

將它記錄下來嗎？當下已如實

地呈現在眼前！「我」看到了，

能保留嗎？

早 / 午齋前要誦供養偈，

法師還要求學員進食前，先觀

察眼前食物一會，然後慢慢咀

嚼最少十次才吞下。	原來，這

樣吃真是特別好味！看官可作

嘗試。	筆者感悟到生活何嘗不

是如此，慢活才能細味人生！

下午二時是攝影實作，但是要學

員全部幪眼拍攝。故此，沒有預設目

標、對象、要求。當然也沒有期盼拍

把握當下攝影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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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到甚麼，

因為，除了

攝影機快門

外，「我」

甚麼也不能

控制！

行著，

拍著，突然聽到引磬聲，筆者當然轉

向聲音來處按快門。活動完畢後，法

師解釋故意打引磬，吸引學員注意。

還會跟義工、組長等故意站在一些學

員前面，扮鬼臉等，讓學員看到照片

時充滿驚喜。

筆者也拍攝到一張滿意的「作

品」，放大後現貼在辦公室，工作不

快時看一看，見到法師、義工等笑容，

立刻恢復工作動力。

晚上七時「當日照片分享」時段，

筆者被選出去做分享感悟：

1.		每日工作，心情起伏很大，有

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抵達精舍後

至差不多一天修習，竟然沒有一刻想

到工作、及外邊的一切，心情從未如

此平靜過！

2.		有了數碼相機後，平時

及外遊拍攝太多的照片了，

根本沒有時間再看，或欣賞

一 下 自 己

的 作 品。	

現 在， 照

片 有 如 日

用 品 及 個

人 物 品，

真 是 太 多

了， 遠 遠

超 過 日 用

及 個 人 所

需， 但 為

何 還 感 覺

不 足？ 皆

因 無 窮 無

盡的貪慾！

3.		 沒有選擇是最好，如幪眼拍

攝，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隨遇而安，

沒有執取，平常心接受 ( 其實沒有接受

或不接受 ) 所拍攝到的一切！得到的已

是最好！

晚上十時三板 ( 開大靜 )，心中充

滿法喜，在寧靜的環境中安然入睡。

鵬慧合十

2016 年 1 月 3 日

後  記

開始寫這篇文章，也是在東蓮覺

苑弘法精舍。2015 年 12 月 24 日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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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當下攝影禪

參加短期出家五天律儀營。體驗出家

的輕安與自在，覺醒生命的價值與方

向！最重要是懺悔筆者往昔所作之惡

業、消除業障、持戒、學習律儀及各

種修行方法！更為父母、妻子、女兒、

姐弟、親戚、朋友、同事、老師、同

學、師兄、師姐、同修、怨敵乃至眾

生，及自己祈願、求福！	26 日動筆寫

初稿，28日修行圓滿出營，回到煩擾、

紛亂的現實，繼續精進修行。

每天晚課中，有〈普賢菩薩警眾

偈〉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
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
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菩薩慈悲，苦口婆心的告誡我們，

人命無常，人生苦短，應把握當下，

發願好好修行。及時努力，遵循通往

菩薩道的方向，邁向成佛的目標。	問

題是「我」這一生，還剩下多少時日

學佛修行呢？

今天在明珠佛學社共修後，法喜

充滿，有感作了一首七言絕詩，經孔

亮人師兄修飾，與看官共勉：

剃落三千斷續絲，

尚存煩惱自心知，

菩提欲證由煩惱，

精進修行莫嘆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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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聽過一對夫婦說他們决定

不要小孩子了，這夫婦覺得，人生是

苦的，既是苦，無謂要一個小孩子來

到這個世界受苦啊。我又記得在中學

時期曾問過一位天主教神父，既然神

愛世人，為什麽世界會有這麽多人受

苦，莫非萬能的衪看不見世上某個角

落如非洲等地，很多人一出世就要捱

餓，甚至衣不蔽體，或受盡戰火的煎

熬？當時我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往後逐漸成長，對一些英年早逝或得

到大病的朋友及其親人所受的痛苦也

會感到不安和不快，莫非真是應了外

國人所說的 only	the	good	die	young?

人生歷練豐富的人多半能感受

到「人生如苦海」的意思，所謂的快

樂只不過是苦的暫時解除而已。「談

苦」的佛教追求解脫，不追求長壽，

可是偏偏向佛的僧侶、居士多高壽，

而且多能心胸開朗，慈悲寬厚，知足

溫和，面帶笑容，雖然生活清苦，但

看起來一點兒也不覺得他們苦。究

竟，佛教談苦的意義何在呢 ?			

「人生是苦」這個疑問困惑，一

直藏在心中，直至開始接觸到佛學，

對「人生是苦」的看法，有了一些新

的體會。記得今年三月來妙華佛學會

參加佛學初階班，第一堂上課前要唱

《三寶歌》，頭幾句歌詞，已甚是震

撼 : 「人天長夜，宇宙黮闇……三界
火宅，眾苦煎迫……」我感覺到在

這裏我可能找到答案。究竟，佛教談

的苦，是如何生起？又可否或如何去

息滅呢？

佛教談苦的意義

何在
2015 佛學初階班  方志明

學 員 天 地
凡有學佛心得，歡迎學員們踴躍投稿。稿件可交給

妙華工作人員或電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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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對佛教都存有一種錯誤的

見解，包括初期學佛的我：認為佛教

是一個消極的宗教，對人生沒有價值

的宗教。事實上，佛陀所講的佛法是

充滿人生大智慧的，並且是不受時空

限制、有著普遍性的道理，例如佛學

初階班所講的四聖諦、十二因緣、五

蘊無我等的教法，就充滿著人生的智

慧。

[一] 四聖諦、因緣法、五蘊
無我、諸行無常 ——
苦的生起與息滅

四聖諦是一切佛法修行的總綱性

原則。佛陀先指出人的存在是充滿痛

苦的，因為在因果關係之中，我們受

著種種因緣條件的制約	( 因緣法 ) ，

不能自我主宰，更不能主宰別人、主

宰世界，我們的存在都是眾緣和合而

成	( 無我 )。 在「人是一個非自我主

宰的個體存在」這前提之下，人若被

無明煩惱所支配而不滿於這存在的實

況，妄要改變的話，便會作出很多非

理性的錯誤，包括貪、瞋、癡等的行

為，妄想去主宰一切，最後唯有償付

錯誤行為的代價——承受人生的各種

痛苦。既然人非永恒的存在，故此我

們無需對這個五蘊假我過份貪戀執

著，而貪戀執著的結果往往為我們帶

來痛苦，這是佛陀給眾生的一點啟

示。

佛陀將人生這些苦歸納為八種，

稱之為八苦：

１、生苦：生存環境改變的痛苦。

２、老苦：身體機能衰退，力不從心

的痛苦。

３、病苦：身體患有病痛之苦。

４、死苦：面對死亡的痛苦，因死亡

將一切可能變成不可能。

５、愛別離苦：與心愛的人或物分離

之苦。

６、怨憎會苦：偏偏與討厭的人或物

相遇之苦。

７、求不得苦：偏偏得不到自己喜愛

的東西之苦。

８、五蘊熾盛苦：有了五蘊所成的生

命就會引致身、心很多不同的煩

惱。

以上八苦皆由人被無明支配，

不能自我主宰，感到無奈而產生的。

這就是苦集二諦所講的真理。苦聖諦

(suffering	exists)	和 苦集聖諦	(it	has	a	

cause)	是世間的因果關係，指出人生

是充滿著痛苦的。

生有什麼樣的苦？印順導師撰寫

的《成佛之道》偈頌說：「積聚皆銷
散，崇高必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
無不死，國家治還亂，器界成復毀，
世間諸可樂，無事可依怙 。」

積聚皆銷散－－佛法無分古今，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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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苦未必比古人少。例如金錢財物

的「積聚」，會因通貨膨脹、經濟衰

退、股票、房地產跌價、金融風暴、

地震、火災、水災等因素而「消散」。

崇高必墮落－－「崇高」的權勢名位，

會因失勢、落選、退休、失業而「墮

落」。

合會要當離－－親人、情侶、朋友、

同事的「合會」，可能因為意見不合、

感情破裂、死亡及遷徙、離職等因素

而分「離」。

有生無不死－－人出「生」到世間，

成為有血有肉、有意識、思想、感情、

意志的生命體，但隨著衰老、疾病或

意外事故，身體會毀壞，終致「死」

亡。這是人人都要經歷，無可避免的

自然現象。

國家治還亂－－國家社會「治」理得

宜則安定、繁榮，但若內部腐敗、爭

鬥，加上外力的侵略、衝擊，則會混

「亂」，甚至崩潰。

器界成復毀－－「器界」包括物質世

界的山河大地其實也是脆弱的，例如

地球形成之後，慧星撞擊地球，或是

太陽的爆炸，會造成地球的「毀」滅、

巨變，人類無法生存；由於地殼變動

而有造山運動，形成新的陸地，卻也

可能因地球溫度上升，冰山融化，陸

地再沈沒為海洋。這是人類賴以生存

的大自然的巨變。其它如自然環境逐

漸被人類破壞，終致產生災變。

以上的苦由何而來？總的來說， 

因為人的身體、心理，與他人、社

會、自然界是緣起的顯現，也就是一

種「依存關係」，由於「諸行無常」

的法則，在變動中，依存關係遭到破

壞，所以感到痛苦。

佛陀如果只說「苦聖諦」和「苦

集聖諦」此二諦，人生就沒有希望，

人就只好永遠消極地接受一切的痛

苦。佛陀畢竟並非只留於指出人存在

的實況，更重要的是教眾生如何去突

破個人生命的局限（既然苦是自己構

作出來，便要自己去將之消解）。故

此具備大智慧的佛陀跟著便說出世間

的因果關係——「苦滅聖諦」(it	has	

an	end)	及「苦滅道跡聖諦」(it	has	a	

cause	to	bring	about	its	end)，這樣人生

就有希望了。苦滅聖諦指出人是可以

斷除無明煩惱，並有證入清淨的涅槃

境界的可能，不過我們先要實踐修行

( 修習八正道 )，去除妄執，這就是苦

滅道跡聖諦了。當我們不再是樣樣以

自我為中心，不再盲目的誤執假我為

實我，不再事事以自我為出發點，實

踐修行， 突破個人的局限，便可解

脫痛苦煩惱。

佛教在四聖諦法中先指出人存在

的局限性、無奈性，然後再指出人是

有突破生命局限的可能與方法，這樣

人生就充滿積極意義，並非如一般人

所說：「佛教談苦，談出離，是一個

消極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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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與果報及輪迴

佛教指出我們現生各種的苦樂際

遇是受過往的善惡業，現生的努力，

外在各種的環境因素等多方面的條件

所支配的。

佛教教義中，行善業會帶來快樂

的後果，行惡業會帶來苦惱的後果。

當中不涉及天神的賞賜或懲罰，這

些行為本身，就是快樂或苦惱的直接

成因，而這些行為的结果是可以累積

的，成為我們的業	(karma)	。

佛陀曾比喻生命為一道源遠流長

的洪流，遷流不息。我們現在的一生

只是這道「生命洪流」其中一個细小

的段落。而這道「生命洪流」，總是

不會停下來，而是「不斷的走」，「不

斷的漂泊」。佛教指出，這種漂泊是

超越這一生，可以無止境的不斷輪迴

下去。 善惡業是一種力量，驅使眾

生在輪迴中招感「善趣」( 天、人、

阿修羅 ) 或「惡趣」	( 地獄、畜生、

餓鬼 ) 投生。無論「善趣」或「惡趣」

的眾生，都帶著「無常」、「苦」、

「無我」三種特質，分別是「善趣」

樂多苦小，「惡趣」樂小苦多而已。

明白苦、集、滅、道四聖諦，

明白生命之苦與輪迴之苦，隨著八正

道修行，可止息苦，解脫生死輪迴。

至於未能通達四聖諦的人，若能明白

善惡、因果、輪迴等道理，他也會勤

修十善業，令自己現生提升人生的素

質，來生招感「善趣」受生，隨順解

脫之道。此乃佛教談苦的意義所在。

最近香港打風，下了大雨，雨

後經過公園，看見一些被大風打落的

樹幹樹枝，滿佈地上。依附在地上樹

枝上的葉，有已經枯黃的，也有好些

很青綠新長出來的嫩葉。 這一刻我

恍然大悟。我們根本對這個現實真相

無法改變，痛駡這個風為何對這些新

生的綠葉那麽殘忍？或為這些死去的

新葉感到痛苦悲傷？一切都是徒然。 

因為這都是現實真相，實相是無法改

變的，這正是佛教所說 (dharma)。 可

改變的，是我們對看事情的看法及態

度 (attitude)	。學習放下，不要讓無

常逼使自己不安，方能活在當下。放

下對此身、此名、此利、此權、此結

論、此見解、此經驗、此抱負……的

執取， 便能向著「離苦得樂」、「解

脫」、「自在」、「Enlightenment」

之境界漸漸走近。

2015 年	9 月	20 日

參考資料：

1.	 妙華佛學會 第 29 屆《佛學初階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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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佛教聯合會 黎耀祖《重新認識

佛教的智慧》2004

3.	 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  黃國達 《苦

的生起與息滅》 2001

4.	 Ajahn Brahm's  Ta lk  a 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5

佛教談苦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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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一個怎樣的宗教

在香港佛教是一個普遍的宗教，

我自小都偶有涉獵到這個宗教，包括

探訪寺廟和參與節日活動等等。儘管

如此，我對佛教的認識大都流於表面。

過往我既然對佛教知之不深，自然抱

著存疑的態度。直至今年年初我才有

因緣修讀妙華佛學會的課程，冀望對

佛教這個宗教多一點認識。

從研習中我能領略到的佛教要義

和我對佛教的觀點如下：

(1)  緣起觀

《中論》說：「未曾有一法，不
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
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

既然是眾緣所生，就是無自性的，就

是空的。佛教認為，因緣不具備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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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事物就消散了，這樣的一種現象

就是「空」。因者是主要的條件，緣

者是輔助的條件，主要的條件和輔助

的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就沒有事物

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

要具備主因和助因。當因緣具備的時

候，事物就存在；因緣不具備的時候，

事物就消散。我對這個觀點深有同感。

緣起論亦是佛教學般若思想的基

礎。般若重視「緣起」。《佛說造塔

功德經》裡有一首偈語：「諸法因緣
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
作如是說。」	我同意世界並不是神創

造的，而是由各種各樣的因緣、條件

聚合而成的。佛教認為，世間萬法都

是依因緣而生，依因緣而存在。世上

沒有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東

西，任何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沒

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受其他事物的影響，

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影響任何其他

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前因，也有後果，

而這種因果關係構成了一個無始無終

的鏈條。且依因緣而生之一切，也隨

著現象的生起，而損耗其賴之生起的

因緣，是故世間一切皆無法恆常。這

引證了世事無常的看法，對此我深信

不疑。

(2)  因果論

佛教是論述因緣業報的學說。佛

法徹底否認有個決定人類命運以及創

造一切的神，因為唯有實際證明沒有

神，才能顯示宇宙事事物物的因果性。

因和果輾轉相生，謂之因果報應。

佛法所說的因果法則，還有一個

最大的特色，就是因果通於三世，因

果通於過去、現在和未來，謂之「三

世因果」。通於三世的因果，在時間

上無始無終，始能究竟的說明因果實

相。生命報體是由過去的業力之所招

感的，過去的行業或善或惡，影響現

在生命的或苦或樂，即此苦樂的果報，

又復表現各種行為的活動，創造新業

以感未來的生命，未來生命的是好是

不好，完全是看現在行為的表現是善

是惡，所以現在的一切行為活動，對

於未來的新生命，有著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開示啟發了我：我今生應積極

的努力向善，以求未來的福報。　　

(3)  慈悲為懷

佛對眾生的態度是寬容的，慈悲

為本。佛教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就算犯錯，只要放下屠刀，也可立地

成佛。佛認為一切罪惡都是由於無知

（無明）所引生出來的。因此不停地

開導、啟發眾生。佛關懷眾生，如母

憶子。地藏菩薩不但不忍心眾生身受

地獄之苦，而且廣發「地獄未空，誓
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誓

願。

佛教的慈悲也展現在以下兩個佛

學重點：

（i）「無緣大慈」：佛教主張不

但對跟自己有關係的人要慈愛，如自

己的父母、親戚、朋友等；同時對跟

自己沒有親戚、朋友關係的人也要慈

愛。正如儒家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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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符合

《禮運大同篇》所說的「不獨親其親，

子其子」的意思。

（ii）「同體大悲」：同體大悲就

是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把宇

宙間一切眾生看成人我一體，休戚與

共、骨肉相連。

(4)  以人為本

釋迦牟尼佛說：「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唯我獨尊」的「我」字，

並不是指釋迦牟尼本身，而是全體人

類本身具足的真如自性。

佛陀將覺悟、成就、及造詣，完

全歸功於人自己的努力與才智。他認

為一個人的吉凶禍福、成敗榮辱，決

定在自己的行為善惡和努力與否。他

主張人要怎麼收穫，就先要怎麼栽種。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

指出一條「成佛之道」——自己創造最

徹底圓滿的智慧與人格。但這一條路

卻是要自己憑著毅力、智慧、恆心去

走完它。

(5)  開明又具鼓勵性

「佛」只是對一個覺悟者的通稱。

佛與眾生，只是在於覺悟時間的先後

而已。就像能「傳道、授業、解惑」

的教師一樣，教師不只一位，人人可

以做教師，處處可以有教師。同樣的

道理，佛不是單指釋迦牟尼，人人皆

可成佛，處處可以有佛，不只這個世

界有佛，宇宙中無數個星球上都可以

有佛。以上都說明佛教是一個既開明

又具鼓勵性的宗教。

(6)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佛法有三藏十二部，八萬四千

個法門。這些修行的方法都是為適應

眾生的根器，為對治眾生的煩惱而創

設的。佛法傳世逾二千五百餘年，能

適應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眾生，這就

是它能夠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所致。

而這種教育方法，正是佛教的特色之

一。

佛對眾生說法，都是針對不同

的根機，隨著時空的不同而設教。佛

因為教化的對象不同，就有不同的方

法，例如：對於智慧高的人，佛就告

訴他能夠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當下

即悟的道理 ( 例如緣覺：不須聽聞佛

法，透過對生命的洞察而悟道 )；對

於習氣較重的人，佛就告訴他循序漸

進，按部就班地去修行 ( 例如聲聞：

要聽聞佛法去修行悟道 )。			

另外，在佛教的修行上，視乎修

行者的發心可分為「解脫道」( 小乘 )

和「菩薩道」( 大乘 ) 兩種。解脫道

重自度，強調自己應該努力捨棄貪瞋

無明，以達到無憂無惱的涅槃；菩薩

道比起解脫道則稍微寬廣一些，不但

主張自己應該力求煩惱止息，並且也

強調努力幫助和自己同處在娑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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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眾生獲得清涼解脫。

(7)  鼓勵存疑求證

佛對自己所說的道理，絕不強迫

弟子們接受，他鼓勵弟子懷疑發問。

一直到他八十歲在娑羅雙樹間即將入

滅時，仍然諄諄地教誨，一再地垂詢

弟子們還有沒有疑問。佛說：「大疑

才有大悟，小疑只有小悟，不疑就永
遠不悟。」這說明佛教是有科學探索

求證精神的宗教。

(8)  入世佛法

佛教講的道理，雖然看似是「出

世」的，但它和「入世」的精神並不

抵觸。		

佛經上所講的：「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
角。」就是說明修行要在人間，覺悟

也要在人間，每一個有心向道的人，

他不可能厭棄這個世界，逃避這世界

上的人類，而獨善其身地修成正果。

因為一個人要想成佛，他除了具備聰

明智慧之外，還要有廣大的誓願悲心

去普渡眾生。要以這兩種「悲」和

「智」交互運用 ( 色空圓融，悲智雙

運 )，相輔相成，做到徹底、圓滿的

境地才能成佛。所以佛教是以出世的

精神來做入世的事業，從修行一直到

成佛，既沒有「入世」，也沒有「出

世」，因為一直是在這個世間進行。			

而佛經上雖然有所謂「西方極樂

世界」、「東方琉璃世界」等淨土，

勸人念佛往生彼國，這是諸佛菩薩為

了度化眾生的一種權宜方便。我個人

認為佛教的宗旨是在於「化人間為莊

嚴淨土，變地獄為極樂世界」，這才

是佛教的真義所在。

(9)  個人感受

佛教重視覺悟。人受貪、嗔、

痴三毒之苦，沉淪於五濁惡世苦迫之

中，並不斷的輪轉生死。惟有斷除

「無明」執迷才能出三界脫離輪迴。

我認為佛教的教義正好為我們覺悟解

脫提供了門徑。

除此，我十分信服佛教的重緣起

無我的如實智 ( 如實智慧 )	和大悲心

的教義。三藏經論雖多，總括來說只

是體現「無我智」和「無我悲」所倡

導的「悲智雙運」教義而已。

所以作為佛弟子的我，先要自淨

己心，皈依持戒，依循佛教的聞、思、

修，緣起無我以及戒、定、慧的教理

來修行，發菩提心，行十波羅蜜以廣

度眾生，秉承自覺覺他的大乘精神。

世尊釋迦牟尼佛是一位大智慧、

大慈悲、大覺悟的聖者，因此，佛教

就是智慧、慈悲、覺悟的教育。從我

在本文第二段的探索，我認為佛教是

一個開明、慈悲、大智和極

具人文精神的宗教。

〔三〕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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