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華會訊》



攝影：鄭展鵬

開印法師在東蓮覺苑學校禮堂演講

        開印法師在蓮覺紀念堂與義工合影

開印法師在   

饒宗頤文化館

演講

開印法師等賓客與

妙華董事合影

開印法師演講後與

義工合影

開印法師香港弘法之旅

佛
學
講
座

合  辦 

法海探珍
講 者： 貫 藏 法 師

內容提要：

從印順導師的著作中，了
解印度佛教之思想發展與
三法印的關係，幫助我們
建立人間正確的正知見。

日 期：

2016年6月25日(星期六) 
及 26日 (星期日)

時 間： 下午 2:00 - 6:00

授課語言： 國 語（普通話）

地 點： 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樓 妙華講堂

查詢電話： 薄居士95234768     鄭居士90392554

貫藏法師簡介： 

2003年依止體方法師出家，2004年至2011年

於福嚴佛學院學習佛法，畢業於第五屆研究所，

目前任教於福嚴佛學院。

本講座   

歡迎各界

人士

隨喜參聽

本講座   

歡迎各界

人士

隨喜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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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勝強居士講座通告

佛家經論選講二時間表

妙法蓮華經淺釋

三乘篇之二

遠參老法師

妙法蓮華經講記之十六

慧瑩法師主講

兩類愚者：

不知懺悔、不接受懺悔

厚觀法師

釋疑解惑

印順導師著作答客問（二）

呂勝強居士

淺釋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何湘兒

累劫生關一念間

孔亮人

攝影禪第二天的感悟

鄭展鵬

為何要修八念

邵馨梅

「無說無示」與「無聞無得」

許望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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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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學 班 及 活 動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六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敬請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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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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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 期： 公曆 2016 年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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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瑩法師紀念法會

日 期：	公曆 2016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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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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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勝強居士佛法講座
講  題  印順導師止觀思想的特色及宗風

時  間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四時半

講  題  從諸佛常法談修行法門的抉擇與實踐

時  間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  點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語  言  國 語（普通話）

講師介紹 呂勝強居士
現任台灣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美國
印順導師基金會董事。曾任妙心寺（人間佛教研修
院）、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美國莊嚴寺、美國同
淨蘭若及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之佛學講師，曾編
著有關印順導師思想書籍多種。

編 著： 《人間佛教的聞思之路》（2003 著作）

 《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錄》  
                                                    （編輯）(1998)

 《妙雲集及華雨集選讀》（編輯）(2000)

 《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篇》（合編）(2006)

 《印順導師著作正聞篇》（合編）(2007)

 《印順導師著作聞思篇》（合編）(2007)

聯絡查詢 鄭居士 : 9039 2554 、 勞居士 : 9650 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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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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華佛學會主辦    歡迎各界人士隨喜參聽

（本講座無須報名，費用全免）

講 者： 何翠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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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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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華會訊一六年第二季

   佛應教眾生對於樂境少貪享

受，直調攝眾生令好好如理

如法享受，可永遠受小苦樂境，不令

發生大苦，如此者，可為大慈大悲，

賜眾生之樂，今佛都無此等法義，又

何稱為一切智人，慈悲愍念者？

   如君所說，是佛教人天二種

教法，雖有此二教，此二可

暫不可久，由眾生不能持久故，危險

性極多，今為眾生往昔有聲聞種性因

緣故說出世法，放棄世間故以樂為

苦，以免貪著留戀於三界，此真正是

佛之大慈大悲愍念者也。以上但依經

說樂為小苦，是苦諦義，今復據現實

說樂境為小苦義，龍樹菩薩言：如人

寒時為苦，若得火近火，寒氣消時

則樂，若貪其熱為樂，不願捨去，久

則生苦，乃至焚身云云。今再將此語

坦白說一說，正祛寒苦覺為樂時，是

為樂，仍覺樂趣可愛，愛之又愛，愛

終不捨，以為習慣，慣故不覺為苦，

如事火婆羅門外道，五熱炙身等是。

習慣不覺苦（上有日曬，左右前後四

面均有大火為五熱），此為習慣不覺

苦，然實樂非樂，乃小苦也，由小苦

滋長為大苦，到大苦時，始知為苦，

無智慧也。愚癡迷惑所致，如此苦因

苦果，只是自作，現實之理如是。以

一火為例，以例一切，舉一反三可知

矣，佛豈欺人哉！可知世間，佛之

人天教，不作如是說，但分別苦樂

及樂因苦因，令知六道因果，捨四惡

道，趣向天及人二道，不說出世四聖

諦。集諦者，集是聚積義，眾生習

一切三界六道善惡邪正等業，為三界

眾生正報苦樂之因，有了集業因，必

得苦樂果，此約六道而言，以善業能

生樂事故，以惡業能生苦事，若約佛

對有聲聞機之人說，善亦是苦因，今

正說集為苦因，要明集為苦因則不習

也，習者貪樂，再習善法為因，如是

生生世世因果相續，終無出世因緣，

是以不作世間善業，以善業為小苦

因故。往昔所作之大苦因小苦因，以

及現在作善業惡業，若身若口若意，

十惡十善，一筆勾銷淨盡無餘，名為

斷集。集若斷，則不受後有三界五陰

之身，斷集亦非易事，仍仗種種道法

纔能斷，集若斷便證阿羅漢矣。集

之一名，內容複雜非一，再示條數於

下......

（一）約五根貪著五塵不捨以

為樂，或保存永久為樂境，享受

永久，不知五塵無常變壞，時時

如是習之成性為業，故貪為集諦

成份之一。

（二）瞋是怒恨為性，因何而

瞋，其緣非一，多因貪起，由貪

故違貪則瞋，別人奪我之樂境，

便生瞋，瞋怒為心病，心有此

病，隨時隨處能引起，習此瞋成

性為集諦成份之一。

（三）愚癡是暗鈍無知為性，

違理妄行為業，凡事應理不應

理，絕不去考慮，或考慮不到，

這便名愚癡了。癡的範圍極廣，

乃至有智未圓者亦名癡。今不能

向最高級方面去論，因高級人有

智已超過凡夫，雖有癡不攝集故

不論。現只論集諦中癡分，如不

應貪而貪，不應瞋而瞋等，便

是癡義，不明世間善惡因果是癡

義，種種邪見邪思邪信邪行是癡

義，好作世善是癡義，違背世間

合法的禮教是癡義，破壞一切有

價值的文化是癡義。亂作非為等

等是癡義，此癡惡為集諦成份之

一。

（四） 慢的傲性，凡對一切人，

總以自高凌他為心，誰都不及

我，以我有勝能，勝一切故，其

過失在不進步，亦能成業，若論

果報，報在卑賤下流，仍是慢性

生物，無謙讓德，若因若果皆屬

障解脫道，為集諦成份之一。

（五）疑惑成性，百事不成，

以難決定故，此性對於道學極不

宜，為障道之敵，有疑習的人，

不信別人的深理因果等事，為信

心障礙，多隨自意妄為，習一切

不合善果事業，為集諦成份之

一。

上列五事，原名五鈍使，鈍對利

稱，使是役用義，謂眾生不能自

主自在，全受此五事所役用，等

於牛馬奴婢一般無異，此五稱鈍

者，無慧利故，為下等使，使役

為能役。眾生為所役。如主人為

能役，婢奴為所使，今約能義立

名。還有五利使，今當說之。

（一）身身，眾生色身，見，

意解計執，眾生之身並無個性為

身，只是四大五眾虛妄混合假現

偽眾生而已。以迷此偽物以為實

有其體，心常見之不捨，由有身

為實，必維持此身的享受，種種

五欲貪著，無所不用其極。又有

身永遠存在常法不壞故，皆因身

見為出發點，而造成苦海使飄沉

三 乘 篇
（之 二）

遠參老法師解答

（一）貪， 

（二）瞋，

（三）愚癡，

（四）慢，

（五）疑，

（一）身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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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已，為集諦成份之一。

（二）邊見，邊乃一方面之見解也，

以一邊之見為是，餘不是，如以

常為主觀，絕不許有無常，一常

一切常，無有不常者，這是常的

一邊之見。或見到斷，以斷為主

觀，一切的一切皆斷，絕不許有

常義，斷常乃一對立爭論，皆屬

有法。有等執一為一邊見解，謂

一 切 法 是 一 ， 並 無 差 別 異 性 ，

以同是地大故，或水、火、風、

識 、 心 等 一 故 ， 一 為 邊 見 。 有

等執異為邊見，言異者非一故，

異 性 各 各 有 異 性 故 ， 如 眼 有 眼

性，耳有耳性，絕不能眼耳等為

一性，故異也，餘苦、樂、有、

無、心、識、神、我等等各居一

見，名為邊見，此邊見為集諦成

份之一。

（三）邪見，不正則邪，此種見名

之為邪者，對於每法如此如此，

必多生別的見解加上其中，如人

之行動，不以人行動為行動為了

事，必加上一個甚麼在內，有加

以靈魂為行動主，有的加上神為

一 切 的 行 動 主 ， 有 加 上 上 帝 為

主，或八識為主，或真心為主，

或妄心為主，或梵天為主，或六

根各有主等，如是者總為邪見，

為集諦成份之一。

（四）見取， 見取者，以己所見

之理而進取解脫涅槃也，此有何

過？言其各各所見邪理參差不

一，一一皆不合解脫涅槃條件，

只以妄見妄取不求正道，越取越

墜，固執不捨，習以成性，名

見取。如宗教家，建立一宗為最

高威權號召一切，如能受其教詔

者，必得解脫一切苦縛，永得寂

滅不死不生等結果。如有外道，

信仰天神，殺馬祀天，得常福，

將來命終後生彼天壽命是常，以

長壽為寂滅涅槃，餘同此者，不

知凡幾，是見取義，習此為是，

以罪為福，反福為罪，招感苦

果，故為集諦成份之一。

（五）戒取以持某一、二種戒，

便可得解脫，故名戒取，所取解

脫不成，即戒某事亦不成戒，以

無過故戒之何為，又戒此不戒

彼，於自戒方面精嚴純潔，對

於別人之戒，即竭力排斥互互

是非，作罪不少，邪見邪行習以

成性，牢不可破，為集諦成份之

一。

列此五利使，并前五鈍使共為十

使，是集諦義，其性有招感功能，

言利使者，利之意義，言其向理上講

求，有智慧故，有宗教故，不同上五

鈍使無宗教，無何智慧。一切眾生不

教而自能，言智慧者，邪智也，眾生

累劫習此十使，役於生死，若不斷，

何能自由，故需斷也。

   十使之法全是惡性，未有善

性，惡性只有感大苦，未有

感樂小苦，何以言集招感苦諦乎？

   十 使 中 各 條 之 內 都 含 有 善

性 ， 混 在 其 中 ， 細 思 之 可

見，不遑詳說，集諦竟。

滅諦者，謂斷集滅苦寂寂無為

涅槃是也。此滅理真正可靠，別種宗

教言解脫了生死苦希得涅槃皆不可

靠，故名滅諦，若修道斷集證滅未入

滅，仍有身住世間名有餘涅槃，其人

為四果阿羅漢。若不願住世間而欲入

滅者，自用定力神通之火焚化其身，

消滅其所得之三明六通一切作用，名

曰灰身滅智，為無餘涅槃。前為有

餘者，乃涅槃之餘事也，絕無礙於滅

性，若入無餘滅度，則一切了結與虛

空等，無凡無聖，真為結束從始至終

之因因果果矣。這是從終結方面述

之。若從佛說教時，及聞教時，歷程

時，只有慕滅而已矣。滅理如是既聞

說應慕之，謂之慕滅修道斷集滅苦為

滅諦。不是證果為滅諦，乃是說教聞

教慕教為滅諦也。

道諦者，道非證道之道，乃修

道之道因也。證道得道之道，果也。

此因道為斷集、滅苦正因緣，不然，

集無由斷，苦無由滅，涅槃無由證，

阿羅漢無由成。不唯阿羅漢無由成，

則初、二、三果亦無成，無因何有

果。若不修道有果者，一切不修道

者，皆應自得果，亦不用佛說，應皆

得果，不合因果律，不成真理。然

而道之條款，別為三十七品，於此數

目視修者宿因根性如何，或多或少，

或次第或非次第，或速或漸，差別不

等，有利根者，即聞即證，不假修而

得，如佛初為五比丘說四諦時，五人

聞已得道果，五人利根故，後有人生

疑，定無如此之速，佛釋疑云「從

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生死苦

永盡，我常如是說」為斷彼疑故說

此，可知宿緣，有熟不熟，熟者利，

生者鈍，熟者速，生者漸，明矣。三

十七品束作七科！

（甲）四念處身、受、心、法，

為四處。如何念？念，即覺、

悟、知、想、思、察、觀、達等

同一義，皆慧之異名。念四處何

解？

（一）念身不淨自身不淨，他

身不淨，雖天人之身最淨，覺察

亦知不淨，以知不淨故，則不

誤以為淨，受惑貪著此身，及種

種給養於身，作不善業，繫累難

以解脫，故教以不淨之念，以念

於身。自既不淨，他亦同不淨，

即不貪著他身以為己樂。眾生無

慧，不知不淨誤認為淨，於不淨

中取樂，受樂成業，習以成性，

為集諦，感未來大苦，為斷集

故，教以身處作觀，令知的的確

確不淨，更有何可樂？以此為修

道對治貪欲，為道諦成份之一。

三乘篇 （之二）

（五）戒取，

（甲）四念處，

（一）念身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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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念受是苦，前身念處是五

眾中色眾，今念受，受亦五眾之

一，受眾也。受有三，一苦受，

二樂受，三捨受，亦名不苦不樂

受，此受分別有三，是指一般凡

夫 共 知 而 言 ， 今 佛 對 聲 聞 人 有

出世因緣，說三受只有一苦受，

餘二是不合諦理的俗情，驟然對

汝聲聞人說之。亦難令汝徹底明

瞭，唯有細心察之，餘二受性的

確勉強之名，唯有苦受合理，試

試看上述苦諦以樂為小苦就是這

個意思，若不念受是苦，隨時都

能被樂受所迷，一迷為樂，即被

受欺矣，是以應觀受是苦，以免

被害，便是道諦成份之一。上身

念處作不淨想是對治貪身樂，念

受是苦，對治妄貪心樂，為對治

身心二過失故，免習成業性，不

受粗細二苦，亦是斷集的功能，

為道諦成份之一。

（三）念心無常，此心是刻刻不

停，生滅不住，若不覺悟無常，

瞥爾便被其所惑，以為常有這個

東西在這裏，安然恬寂。有時或

被外境所擾，似有所動，而實不

搖 不 動 ， 寂 寂 自 居 ， 有 此 等 錯

謬過失，故我佛陀設對治之法，

令依心處觀察此心無常，與心無

常之境亦然，這種無常之相亦甚

粗，以心起心滅為境，未能細觀

一切諸法無常是剎那剎那生滅，

如 論 云 ， 一 念 之 久 有 九 十 個 剎

那，一個剎那，有九百個生滅，

此種生滅為細相，或更有生滅細

相則不易知不言也，今念此心無

常，非剎那中九百生滅無常，只

是起止復起止罷了，作此念免生

常見，即是道品之一，亦是斷集

力量少分，為道諦成份之一。

（四）念法無我，法指五眾，凡

夫但以身為自我，不知自身是五

眾，外道知有五眾，復於五眾中

計有另一個離五眾外之我，或五

眾內有我，作有者，或考察追求

我 相 如 何 ， 或 不 追 求 如 何 ， 總

之有我，若無我焉能有知覺別好

歹，識是非，六根各別六塵，人

死應斷滅，如是理想決知有我，

但我是無相狀之大物，或小物，

始終無見，只可信先聖之言，古

今相傳承宗教，無一不說我義，

換名稱為神，心、識、主、靈、

魂、性，或不立名，佛教中人，

不達此理，亦同樣作此種見解，

最顯著的說，是梁代之傅大士偈

文，他言：「有物先天地，無形

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

凋。」此中言主即我義，在佛教

中作同樣義，不但同名，那多到

指不勝其屈。亦有死心去尋索，

也有只信人言，絕不去追究，總

為是有我，如驟聞人說無這個東

西 呢 ， 則 嘩 然 大 驚 猛 怪 ， 謂 為

邪見說斷滅論，為佛教中罪人，

不知厥本人正是佛教中邪人，罪

人。在一般研究唯識分子，常常

呵斥別人，有我執，若無我執，

名為破我空智，然其亦承認那位

這位所說合理，本是矛盾不自覺

知，應依此念法無我格式去考

究，吾人既信既承認這句五眾無

我為合理，則其他一切我見可一

筆勾銷，何必仍又信別的我義，

不是自尋煩惱嗎？愚極。外道難

怪，由其未蒙佛說，沒法出此邪

籠，決有我常我徧，我為物主，

我出生天地人畜，我持天地人

畜，佛初為聲聞人說法，有說及

此破彼邪見。夫五眾尚自眾緣和

合假有，況此假中又有一個真宰

名之為我哉。見有我為五利使中

之「邪見」也。若念法處無我，

為道品斷集力量，由此得力不

少，為道諦成份之一。

   聲聞人不知有佛性，以根鈍

故，佛不為其說我義，若有

大乘根利者，佛則為說佛性個個皆

具，為大乘或名一乘，今為集聲聞

篇，只可談聲聞法，不必拖到大乘佛

性真我方面去嚕囌。

   非也，大乘並不說個個有佛

性真我，及神我，分開界線

來講，又請你們將龍樹菩薩所造之中

觀論中之破本住品看一看，又打開提

婆菩薩所造之百論中之破神品及破一

品，破異品，去細心望一望，可得到

一點破我見的指示。四念處竟。

（乙）四正勤，勤即精進，正簡邪

故，因勤有邪勤有正勤，若不說

明正，只說勤，恐有誤會，特以

正別之。

（一）已起十惡令斷，當覺悟是

惡，然惡起後是不易斷絕，需要

正當殷勤勇猛，用若干合理思想

去斷它，若未斷不能茍且隨便放

過不再關懷，任三業造十惡，終

無止境。這是怠性，非勤勇性，

若懈怠性起，即正勤性謝，不能

征伏惡行，終被惡控制，增長習

成集諦，今須正正當當殷殷勤勤

切實鏟除其根，絕其後路，是名

已起惡令斷，為道諦成份之一。

（二）未起惡令不起，第二勤

於防範為十善法，然防惡不起亦

非易事，勿作等閑看，仍須用相

當智慧明了我之三業對於一切外

境，因何緣故，每每輒生不合理

的動作呢？倘不嚴密防之，便隨

時隨處順自己往日的習慣，隨便

順情，動手動口動意，絕不計及

利害是非，只任我為所欲為。又

身口二處粗露尚易防，唯意處貪

瞋邪見等惡極之難防，況深信以

前邪說邪理，尚未能判決是邪是

正，正在徘徊兩可之間，究竟應

棄應留都無把握，又如何防呢？

所以需正需勤才能令不起，若如

是者，可能對治邪惡不起，免集

諦增長，能令集諦漸漸輕薄，為

三乘篇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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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諦成份之一。

   此中初教以已起令斷，若惡

已斷，不應有未起之惡，因

何贅此第二未起令不起，區區去防

之，豈非運冰填井愚人法嗎？

   教法如此，行者不如此，因

斷惡之法雖教以勤以正，而

行人行時，時有不相應，並不是隨欲

斷就斷，若未斷仍還起，起時令不

起，這是助成令斷的力量，故第二

個防範陣線，非運冰填井，勿誤會可

也。

（三）未生善令生此指十善法

及定慧等法為善法，若未生起應

從正軌則正勤而生，不得向邪

行邪勤別的方面去盡力生不合理

之善，因善法極多，凡夫外道各

有其善，雖名為善，以慧眼看

來，實是惡法，適與善相違，故

不正，勤之有害，如一般人一

向不尋究真理，只一味信其師所

傳的道法儀軌，奉為金科玉律，

深執堅固，認為無上至寶，晝夜

精進，刻苦修習，此是大惡人，

習大惡法，彼勤而不正，不如懈

怠為好，佛教中這種人徧地，皆

認為道人，然實不及一般放逸著

五欲之人無功亦無過，當知善法

者，解脫善法也。

三乘篇 （之二）

   聲聞之善，既超世善，及外

道善，何以此中竟以十善為

善法耶？此十善法，豈非世善法耶？

   十善法由戒十惡而得，當知

十善法不定世法出世法，為

人天善而戒惡者為世法，為涅槃而戒

惡者聲聞緣覺善法，若為大乘佛道而

戒惡者，為大乘菩薩善法，凡為佛徒

不論大小乘世出世皆應戒十惡，成十

善法功德，故以十善為善攝入正勤令

生耳。未生善令生善，為對治三業十

惡生起十善為斷集功能之助，為道諦

成份之一。

（四）已生善令增長此中意，

如善業，若不增必有減的防備，

必需勤令增，切不可以為但生為

了事，實以增長纔是道理，增長

之術無他，但正但勤而已足矣。

意在持之有恒，非一時之勇可

達，當以集斷苦滅為期，便是斷

集力量，為道諦成份之一。

   善之增長，有何相貌？

    繼續不斷即是增長義，常能

正增進是增長也，不必求其

相貌可耳。四正勤一科竟。

（待續）

（三）未生善令生，
（四）已生善令增長，

（編者按：上期妙華會

訊封面，刊登了慧瑩法

師所說的「華開富貴，

永 斷 窮 根 」 之 新 年 賀

詞，有師兄不太明白，

今期特意刊登慧瑩法師

當年所說之內容，期望

大家能夠深刻理解法師

所說之意。）

借賀新年為開場白

今日的法會很熱鬧，坐滿人。

但是，菩提心易發，長遠心難求。

大家發了這個心，要保存這個長遠

心才好。

很多朋友在農曆新年見過面，

但又有很多朋友在農曆新年以來是

一九九三年初慧瑩法師講於妙華佛學會

何翠萍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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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過面。我循例都要恭祝大家，

用《法華經》裏面的意思來恭祝

大家：「華開富貴，永斷窮根！」

有人可能以為這兩句話很老土、很

俗氣。但是，這兩句話就是《法華

經》的內容。

妙華佛學會是用這個「華」

字，《妙法蓮華經》也是用這個

「華」字。古代沒有那麼多字，用

這個字就是我們普通那個「花」

字。古時寫個「花」字，畫成似一

朵花。我們為了尊古，為了莊嚴一

些，所以妙華佛學會用《妙法蓮華

經》的「華」。這朵「華」，不是

普普通通的花，也不是水池種的睡

蓮或中國蓮花。

在《法華經》有講優曇鉢華，

它的形狀似蓮花，所以叫優曇鉢蓮

華。《妙法蓮華經》的蓮華原本是

指優曇鉢蓮華。優曇鉢蓮華的意思

是靈瑞、吉瑞、好兆頭。印度有一

種蓮華叫優曇鉢蓮華，它不是時

常出現，所以《法華經》有句經

文說：「時至乃一出。」優曇鉢蓮

華不是時常出現，一定要有些值得

歡喜、值得慶幸的好事情，然後才

會出現這種華。這種華不是草本的

華，而是木本的華，形狀似蓮花，

在喜馬拉雅山和錫蘭都會有這種

華。

這種華的出現是種吉兆，好像

我們中國也有吉兆，孔子出世前，

有麟吐玉書的傳說，有好的兆頭。

優曇鉢蓮華的出現也是一種好

兆頭，即是講優曇鉢蓮華是譬喻佛

說《妙法蓮華經》，佛說開權顯實

法是種吉兆。什麼理由呢？這就要

講到永斷窮根的理由。

你遇到這朵華，你就會富貴

了。你如果讀過《法華經》信解品

就知道，有一個小孩子貪玩，捨父

逃逝，遠走他方。他離開父親，而

他的父親是最尊貴的大富長者，但

小孩子不知可貴，貪玩遠走他方，

越走越遠，變成一個孤兒，一個流

浪兒，到處討飯乞食，長大後也是

做苦工，有時賺到一餐飯，有時要

捱餓，總之是苦苦惱惱地過日子。

但是做父親的大富長者，就會

到處去尋找失散的兒子，「從邑至

邑，從國至國」地去尋找。他尋找

兒子不會不停腳地去找，總會有時

停下來。大富長者也不是一個人去

尋找，而是帶了很多侍從，很多人

一起出動，到了一個國家，一個城

就停留下來，剛好那個窮子，那個

流浪兒，到處去找工作，見到有一

豪華的人家，就到門口看看。那個

大富長者雖在大廳裏安坐，但他一

眼就看見門口那個人正是自己的兒

子，可能兒子長得有些與別不同的

特徵。

做父親的當然想叫他回來跟他

相認，但是不行呀，不可以這樣。

窮子一看見這豪宅就害怕了，他

想：「這豪華的地方不知會不會捉

我進去難為我。」所以窮子馬上掉

頭而走。

做父親的立刻吩咐隨從叫他回

來，可是這樣做就嚇到他暈倒。大

富長者只好叫人救醒他，再叫兩個

醜醜陋陋的人去哄他：「你是不是

要找工作？那裏有工作做，我們也

是在那裏工作，薪金高，待遇好，

很容易做，掃地倒垃圾、洗廁所，

你做得來的，我們陪你一起做，你

不用怕不會做，我們會教你做的。」

於是窮子就在大富長者家工作。

大富長者哄了窮子回來後，不

是一下子就相認，開始時叫他掃地

洗廁所。做父親的想同兒子說話也

不敢，要穿上工人的衣服，扮成一

個苦苦惱惱的人，才敢對窮子說：

「我也是在這裏工作，在這裏工作

很好的，你安心在這裏做，不要多

心，千萬不要走。」

做父親時常跟他說話，與他聯

絡感情，培養他的志氣。經過二十

年在這裏做清潔工人，慢慢培養好

感情，他的志氣大些了，讓他進入

大宅內做些重要的工作。大富長者

是做生意的，大宅內有很多珠寶，

有很多借錢給人的借據和生意上往

來的單據。大富長者就叫他數數單

據，數數珠寶，漸漸地叫他做這些

工作，慢慢就培養好感情，也令他

志氣大些，不會那樣自卑了，就

認他為養子，當時還不敢認是親生

子。等到感情再好一些，他的志氣

再大一些時，就告訴他：「你其實

真是我的兒子，我找了你很久，我

的家產正是要交給你。」於是大富

長者找些國王大臣和有面子的人來

作證明，父子相認，父親就把全副

家產交給兒子。

這是譬喻在大通智勝佛時代，

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是第十六沙

彌，是大通智勝佛的第十六王子。

當大通智勝佛講完《法華經》之

後，十六位王子，各升法座。第

十六王子曾經教弟子發了一乘菩薩

心，行一乘菩薩道，親近很多佛，

修福修慧。我們現在的本師釋迦牟

尼佛也是當時的本師，是本來的導

師，本來是我們的師父。當時的弟

子雖然發了菩提心，開始行菩薩

道，但後來覺得成佛很辛苦，要行

無量阿僧祇劫，要難行能行，難忍

能忍。於是很多弟子就畏懼佛道長

遠而退心、懈怠、放逸，或是停滯

妙法蓮華經講記（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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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前，或是後退了。既然懶惰放逸

退心，就墮落了，變成六道凡夫。

開始時是退在二乘，慢慢就退在六

道眾生裏。

這是講窮子「捨父逃逝，遠

走他方」，離開了自己那個大富長

者的父親，到處流浪受種種苦。信

解品裏形容他「體生瘡癬」，渾

身骯髒，到處去做苦工，「或有所

得，或無所得」。這是譬喻眾生墮

落了就滿身煩惱，貪、瞋、癡、驕

慢、嫉妒等等各種壞心理都有，就

會造業，造種種的罪過，就會受苦

受難。我們的大慈悲父，我們的本

師，看見眾生苦惱的樣子，多麼心

痛啊！如果我們的兒子像窮子一

樣，我們一定會很痛心，一定會想

法子找他回來，要他洗乾淨，要他

學習，預備把自己的財產交給他。

佛教講交付家財的意思是譬喻授

記。

佛出現在世間，是要尋找這些

退心墮落的菩薩，你們各位都是菩

薩，現在你們不敢承認，但你們認

識深了的時候，就敢承認自己是菩

薩了。就像那個窮子，應該承認是

大富長者的兒子，不要以為自己是

做下賤工作的就不敢相認。我們也

可以認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本師，

我們是本徒，我們以前是發過菩提

心，行過菩薩道，不過現在退心墮

落了。

當然舍利弗、目犍連、須菩

提、迦旃延等大阿羅漢，不像我們

墮得那樣深，所以他們當時就得到

授記，我們墮得深，就墮到現在。

但我們現在遇到《妙法蓮華經》，

肯再發菩提心，肯認釋迦牟尼佛是

我們的本師，是我們的大慈悲父，

是無量劫前曾經教化過我們，那麼

我們得聞《法華經》，即是看到優

曇鉢蓮華開敷了。

你可能會說：「不是吧，舍

利弗等可能會是本師釋迦牟尼佛教

化過，我們怎會是本師教化過的

呢？」但化城品是這樣說的：「未

來世中三乘弟子是也。」現在就是

《法華經》所指的未來世。你以為

你很容易遇到佛法，很容易遇到正

法，很容易會發心聽佛法，很容易

發心皈依三寶嗎？不是的，是要有

因緣。不信的話，你上街隨便叫一

個人來聽佛法，看他肯不肯來？你

叫他皈依三寶，叫他來聽佛法，他

不會聽你的。所以我們皈依三寶，

肯發心學佛法，是有因緣的。釋迦

牟尼佛來這個世界教化眾生，主要

是教化這些曾經發心而退心墮落的

菩薩，佛可憐他，要尋找他，教化

他。

所以你能看到開權顯實的《法

華經》，就是看到優曇鉢蓮華開敷

了，這是個好兆頭。雖然我們是在

釋迦牟尼佛入滅二千多年才出生，

但我們的大慈悲父留下這份遺囑，

我們有機會讀到這份遺囑，就是吉

祥的兆頭。我們肯依《法華經》裏

面所講的去修行，相信釋迦牟尼佛

是我們的本師（以本師的立場看，

我們大家全部都是師兄弟，你叫我

做師父，這是方便的，本師才是真

師父），發起一乘菩提心，恢復我

們本來的身份，就等於回到大富長

者那裏做大富長者的兒子，那時就

是華開富貴，永斷窮根了！

你可能會說：「我自己都不貧

窮，不需要富貴。」但永斷窮根的

「窮」，不是說你沒有錢、沒有金

銀財寶、沒有飯吃。《法華經》

講：「貧窮無福慧。」這是指當

時那些菩薩退心墮落了，墮落在六

道眾生裏，別說一乘福德智慧，連

三乘的福德智慧都沒有。

如果你修三乘，你就有三乘

的福慧；如果你修人天的福慧，就

有一些有漏的人天福慧，但一乘的

福慧你就沒有了。以前修的一乘福

慧，因為你退心了而受用不到。如

蓋一間房屋，還未蓋好就停工，就

不起作用了。

妙法蓮華經講記（之十六）

所以我們如果肯信《法華經》，

肯信本師，肯發一乘菩提心，精進

勇猛，繼續努力，有恒心、有毅力

地行一乘菩薩道，那麼你的一乘無

漏福德就會增長。你回到大富長者

身邊，就是永斷窮根。大家要不要

這個華開富貴，永斷窮根呢？

我現在不是講信解品，不過，

在新年裏借這點意思來祝賀各位華

開富貴，永斷窮根，取一個很好的

兆頭。《妙法蓮華經》本來就是一

個很好的兆頭，你要永斷窮根，你

就要永遠發心，永遠精進。如果你

不發心、不精進，就如當時那些退

心墮落的菩薩，就變成苦苦惱惱的

窮子。所以我們一定要發大精進

心，繼續努力，永不退轉！

今天大家這樣熱心來聽法，不

要三分鐘熱度，不要因為沒有空，

要逛街，或者有人叫你去打牌就不

來聽佛法。希望你們能發精進心，

繼續來聽到圓滿！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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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愚者

不知懺悔、
不接受懺悔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10.26）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舉一則經文與大家共

勉，這經文出自《雜阿含經》（1108

經），在《大正藏》第2冊291頁中欄

到下欄。

有一段時間，佛駐錫在舍衛國祇

樹給孤獨園。

有一天，世尊於早晨穿著袈裟、

拿著鉢，到舍衛城乞食。乞食完，回

到精舍，收好衣鉢，清洗雙腳之後，

將坐具放在右肩上，來到舍衛國祇園

精舍附近的安陀林，鋪好坐具，坐在

樹下，於白天獨自坐禪，靜觀思惟。

那時，祇桓精舍有兩位比丘起

了爭執，其中一人責罵對方不是，另

一人則悶不吭聲。後來，那位罵人的

比丘隨即反省認錯，向對方懺悔、請

求諒解，然而被罵的比丘卻不願接受

對方懺悔。由於比丘不接受懺悔的緣

故，這時，精舍中許多比丘們便一起

來規勸他，以致大聲喧鬧，嘈雜不

休。

這時，世尊以超越常人的清淨

天耳，聽到祇桓精舍中高聲喧譁的吵

雜聲，就從禪修的狀態出來，回到精

舍，在大眾面前鋪好坐具坐下，並對

比丘們說：「我早上乞食，回到安陀

林，坐禪入定靜觀思惟，但聽到精舍

中有人高聲喧譁，鬧哄哄的，到底是

誰？又為了何事在爭吵呢？」

比丘回答：「精舍中有兩位比

丘因為一些事起爭執，其中一位比丘

開口罵人，被罵的比丘默不出聲。後

來，罵人的比丘隨即向對方懺悔，不

過，被罵的比丘卻不肯接受。由於他

不接受懺悔，所以，許多人都過來

規勸他，以致於越講越大聲，非常嘈

雜。」

佛對比丘說：「為什麼這位比丘

這麼愚癡，別人向他懺悔，竟然不接

受呢？如果有人懺悔而不接受的話，

這個愚癡的人將長久受苦，得不到任

何利益。比丘們！過去世時，在三十

三天的天人互相爭執的時候，釋提桓

因曾經說偈頌教誡他們，大意如下：

『如果沒有傷害他人的心，

瞋恨心就不會糾纏著你。只要不

時常心存怨恨，瞋恨也不會長久

停留於心中。

即使在非常憤怒的情況下，

也千萬不要口出惡言；不求他人

的過失，不要趁機挑撥離間，不

要張揚他人的短處。

應當常常守護自心，以佛陀

教誡的義理內省思惟，對人不瞋

怒，也不想加害他人，這樣就可

以時時與聖賢在一起；如果常與

惡人在一起，瞋恨的惡習便猶如

山石一般剛強難以改過。

自己能克制盛怒，就如同控

制脫韁的馬車一樣。我所讚揚最

會駕御馬車的，並不是指手拿著

韁繩的車夫，而是指能夠善於駕

御自心的人。』」

佛告訴比丘們：「釋提桓因

在三十三天作為自在王，常行忍

辱，也時常讚歎修忍辱的行者。

你們諸位比丘由於正信捨離在家

生活，既然已經出家學道，就應

當好好修忍辱，並讚歎修忍辱的

人，應當這樣好好修學！」

佛說了這部經之後，諸比丘聽聞

佛所說，都很歡喜，依教奉行。

另外，在《別譯雜阿含經》（37

經）也有類似的內容，在《大正藏》

第2冊385頁中欄到下欄，只是偈頌稍

微不太一樣，偈頌的大意如下：

「譬如使用葫蘆對半剖開製

成的瓢子，舀取酥油想要點亮油

燈，因為火焰燃燒非常熾盛，反

而將瓢子燒了起來。

瞋心也是一樣，會反過來燒

毀自己的善根；只要我從頭到尾

心不動怒，瞋心自然會消散。

不要像循環迴旋的流水，永

無止盡的反覆流轉，即使處在很

生氣的狀況下，也絕不口出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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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更不會觸惱到他人所避諱的

事。

他人所忌諱的事，就如同重

要的血脈一般，無論在什麼情況

下，我都絕不會傷害它；我只

要調伏自己，這樣便對大家有好

處，更是對自己有好處。

對人不瞋怒亦不加害的人，

他即是賢聖之人，或是賢聖的弟

子，我們應當時常親近這樣的

人。

時常滿懷憤怒、怨恨的人，

無論做什麼事都會遇到重重的障

礙，就如被重重的高山包圍住一

般。

當發現自己生起瞋恨、憤怒

的心念時，能好好約束、控制自

己的人，這名為造善業，就像

是能夠以韁繩制伏未經馴服的野

馬。」

在《瑜伽菩薩戒》裡面也有兩條

戒條跟這裡所說的類似。有兩類的癡

人，一類的愚癡人就是自己犯了過失

不知道懺悔；另外一類的愚癡人是別

人向他懺悔，而自己不願意接受別人

懺悔，這是佛說的兩類癡人。

在《瑜伽菩薩戒本》也有兩條

戒，一個是不悔謝戒，另外一個就是

不受懺悔戒。這戒本是這樣說：如果

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對其他的眾

生有所侵犯，或者即使沒有侵犯他，

但是他卻認為我們侵犯他了，這時如

果由於嫌恨、嫉妒心，或者起輕慢心

而不如法跟對方懺悔的話，那就犯了

菩薩戒，這是染污的違犯；但是如果

由於懶惰、懈怠、放逸而沒有跟對方

懺悔，這個還是違犯，只不過是罪比

較輕，是非染污的違犯。

另外一類就是不受懺悔。如果

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別人對我們

有所侵犯，後來他又如法地來懺悔；

如果我們懷了嫌恨心，不接受他的懺

悔，那就犯了菩薩戒。因為如果不接

受他的懺悔，他心裡不安嘛，會增加

憂惱。有人他心裡想：「我就是要讓

你增加煩惱！」而不接受對方的懺

悔，這樣就是有所違越，這是染污的

違犯。

佛說：我們如果犯了過失，要

馬上懺悔。就好像把衣服、臭襪子

啊好好清洗一番，拿出來太陽底下曬

一曬、風吹一吹，還可以洗乾淨。但

是，如果把臭襪子密封起來，只是越

久越臭，不會變香。所以，要懺悔得

清淨！

另外，就如同經文所說：我們

如果要駕御外在的馬，這個還比較簡

單；但是要控制內在的心馬，就顯得

比較困難。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1。

爾時，世尊晨朝2著衣3持鉢，

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

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 4，

著右肩上，至安陀林5，布6尼師

壇，坐一樹下，入晝正受7。

爾時，祇桓中有兩比丘諍0

起，一人罵詈9，一人默然10。其

罵詈者，即便改悔11懺謝12於彼，

而 彼 比 丘 不 受 其 懺 ， 以 不 受 懺

兩類愚者：不知懺悔、不接受懺悔

經典原文一

《雜阿含經》卷40（1108經）（大正2，291b24-c28）：

1 祇 樹 給 孤 獨 園 ： 梵 名 J e t a v a n a -
anāthapiṇḍasyārāma。印度佛教聖地之

一，位於中印度憍薩羅國舍衛城之南。略

稱祇園或祇樹、祇園精舍、祇洹精舍、祇

陀林、逝多林。意為松林、勝林。祇樹乃

祇陀太子所有樹林之略稱；給孤獨即舍衛

城長者須達（梵Sudatta）之異稱，因長

者夙憐孤獨，好布施，故得此名。蓋此園

乃須達長者為佛陀及其教團所建之僧坊，

精舍建於祇陀太子之林苑，以二人共同成

就此一功德，故稱祇樹給孤獨園。佛陀曾

多次在此說法，為最著名之遺蹟，與王舍

城之竹林精舍並稱為佛教最早之兩大精

舍。園林之地平正，約有八十頃，內有經

行處、講堂、溫室、食堂、廚房、浴舍、

病室、蓮池、諸房舍。園林中央為香室（梵

gandha-kuṭī，相當於今之佛殿）（《佛光

大辭典》（四），p.3920.3）

2  晨朝：清晨。（《漢語大詞典》（五），p.734）

3  衣：原為一切衣服之總稱，於佛典中，則

統稱僧尼所著用之袈裟、覆肩、裙類等法

衣。《長阿含》卷二《遊行經》（大正一‧

一二中）：「於是世尊即從座起，著衣持

鉢，與大眾俱詣彼講堂。」（《佛光大辭

典》（三），p.2568.2）

4  尼師壇：亦作“尼師但那”。梵語音譯。

佛教徒所說六物之一。即隨坐衣。衣上

所附布料可作坐具或臥具。（《漢語大詞

典》（四），p.11）

5 安陀林：闇林。梵名 Andha-vana，巴利

名同。為古代中印度舍衛國祇園精舍附近

之園林。又作安陀林、安和林、得眼林、

開眼林、晝安園。（《佛光大辭典》（七），

p.6527.1）

6 布：11.陳設，鋪設。（《漢語大詞典》（三），

p.674）

7（1）正受：梵語samāpatti，巴利語同。音

譯作三摩鉢底、三摩拔提。意譯等至、

正定現前。遠離邪想而領受正所緣之境

的狀態。亦即入定時，以定之力使身、

心領受平等安和之相。又定心而離邪亂

稱為「正」，無念無想而納法在心稱為

「受」，猶如明鏡之無心現物。《觀經玄

義分》（大三七‧二四七下）：「言正受

者，想心都息，緣慮並亡，三昧相應，名

為正受。」或謂正受為三昧、三摩地（梵

samādhi）或禪定之異名。（《佛光大辭

典》（二），p.1989.1-1989.2）

7（2）「入晝正受」，參見郭忠生，〈晝日

住、入晝正受與宴默〉，《正觀》，52

期，2010年3月，pp.5-112。

7（3）「入晝正受」，對應的巴利本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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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時，精舍中眾多比丘共相勸

諫13，高聲閙14亂15。

爾時，世尊以淨天耳16過於人

耳，聞祇桓中高聲閙亂。聞已，從

禪覺，還精舍，於大眾前敷17座而

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乞食，

還至安陀林，坐禪入18晝正受，

聞 精 舍 中 高 聲 大 聲 ， 紛 紜 19閙

亂，竟為是誰？」

比丘白佛：「此精舍中有二

比 丘 諍 起 ， 一 比 丘 罵 ， 一 者 默

然。時，罵比丘尋20向悔謝21，

而彼不受。緣22不受故，多人勸

諫，故致大聲，高聲閙亂。」

佛 告 比 丘 ： 「 云 何 比 丘 愚

癡 之 人 ， 人 向 悔 謝 ， 不 受 其

懺？23若人懺而不受者，是愚癡

人，長夜24當得不饒益25苦。諸比

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

三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瞋亦不纏結26，

懷恨27不經久28，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不發於麁29言，

不求彼開30節31、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32，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害，常與賢聖俱；

若與惡人俱，剛彊33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34，如制逸35馬車，

我說為善御36，非謂執繩者。』」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

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常行忍辱，

亦復讚歎行忍者。汝等比丘正信

非家，出家學道，當行忍辱，讚

歎忍者，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兩類愚者：不知懺悔、不接受懺悔

divāvihāragata，菩提比丘英譯作「for 
the day's abiding」，Bhikkhu Bodhi，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myutta Nika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p.222）水野弘元，《パㄧ

リ語辭典》，p.127解作「午食後的休息」。

但《雜阿含經》後文說「坐禪入晝正受」，

亦說到「從禪覺」；《別譯雜阿含經》說「結

加趺坐，住於天住」。綜合以上各說，此

處《雜阿含經》的「入晝正受」似非指「午

食後的休息」，而是指「入禪定的狀態」。

7（4）在佛典裡，vihāra 可以指精神或心理

的狀態，生活的狀態或模式，特定時間或

空間的安住、停留，住處、處所等等。（參

見王瑞鄉，《初期佛教慈悲喜捨的修習與解

脫之間的關係－—相關經證之整理與研究》，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2008 年，

pp.28-30。）

8 諍（ㄓㄥ)：1.通“爭”。爭訟，爭論。（《漢

語大詞典》（十一），p.198）

9 詈（ㄌㄧˋ)：罵，責備。（《漢語大詞典》

（十一），p.103）

10 默然：沉默不語貌。（《漢語大詞典》（十二），

p.1344）

11 改悔：追悔前言而改變主意，認識錯誤，

加以改正。（《漢語大詞典》（五），p.401）

12 謝：14.道歉，認錯。（《漢語大詞典》（十一），

p.373）

13 勸諫：規勸諫諍。（《漢語大詞典》（二），

p.828）

14 閙：同鬧。（《漢語大字典》（七），p.4293）

15 鬧亂：1. 喧鬧貌。2. 爭吵。（《漢語大詞

典》（十二），p.724）

16 淨天耳：無礙清淨天耳智明（天耳智明），

即菩薩成就無礙之天耳，於十方世界遠近

等一切音聲能隨意而聞，於如來之所說能

聞持不忘失，廣說妙法而度眾生。（《佛

光大辭典》（一），p.448.1）

17 敷：3.鋪開，擴展。（《漢語大詞典》（五），

p.503）

18 （1）人＝入【宋】【元】【明】。（大

正2，291d，n.16）

  （2）案：《大正藏》原作「人」，今依宋

本等作「入」。

19 紛紜：3.紛爭，混亂。（《漢語大詞典》

（九），p.765）

20 尋：12.不久，接著，隨即。（《漢語大詞

典》（二），p.1288）

21 悔謝：悔過謝罪。（《漢語大詞典》（七），

p.548）

22 緣：6. 因為。7. 原故，理由。（《漢語大

詞典》（九），p.956）

23 《別譯雜阿含經》卷 2（37 經）：「云何

愚癡不受他懺？」（大正 2，385b21）

24 長夜：（一）梵語 dīrgha-rātraṃ。指極長

久之時間。（二）梵語 dīrgha-rātra。凡

夫流轉生死不已，直至由無明之睡眠中覺

醒之漫長時間，稱為長夜，乃比喻生死之

迷。（《佛光大辭典》（四），p.3597.2-

3597.3）

25 饒益：3.使人受利。（《漢語大詞典》（十二），

p.578）

26 纏結：2. 盤繞集聚，纏繞糾結。（《漢語

大詞典》（九），p.1052）

27 懷恨：心存怨恨。（《漢語大詞典》（七），

p.789）

28 經久：1. 長久。2. 謂持久。（《漢語大詞

典》（九），p.860）

29 麁：同麤。（《漢語大字典》（七），p.4727）

30 （1）開＝關【宋】，＝闕【元】【明】

【聖】。（大正 2，291d，n.17）

 （2）案：大正藏原作「開」，今依元本

等作「闕」。

 （3）闕（ㄑㄩㄝ）：1.缺誤，疏失。3.指

（感情上的）裂痕，嫌隙。《左傳‧昭公

元年》：“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

諸侯無闕，可謂良矣。”4.空缺著，沒有。

（《漢語大詞典》（十二），p.147）

31（1）節：12.禮節。13.法度，法則。（《漢

語大詞典》（八），p.1172）

 （2）案：「闕節」，指「缺失」。

32 防護：1.防備。3.保護。（《漢語大詞典》

（十一），p.922）

33（1）剛彊：見“ 剛強 ”。（《漢語大詞典》

（二），p.708）

 （2）剛強： 3. 指強暴的人。《淮南子‧

時則訓》：“行柔惠，止剛強。”高誘注：

“剛強，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

（《漢語大詞典》（二），p.707）

34 自持：1.自我克制。（《漢語大詞典》（八），

p.1319）

35 逸：1.奔跑。（《漢語大詞典》（一）， 

p.1001）

36 御：1.駕馭車馬。（《漢語大詞典》（三）， 

p.1021）

37 正信：1.佛教語。篤信正法之心。（《漢

語大詞典》（五），p.316）

亦復讚歎行忍者。汝等比丘正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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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爾時，世尊晨朝時到，著

衣 持 鉢 ， 入 城 乞 食 。 食 已 ， 洗

足，攝38坐具，詣得眼林中，遍

觀察已，於閑靜處，在樹下，結

加趺坐39，住於天住40。

爾時，耆陀精舍中，有二比

丘於僧斷事41時，共生忿諍，一

小 默 然 忍 ， 一 瞋 熾 盛 。 彼 熾 盛

者，自見己42過，而來歸向默忍

比丘，求欲懺悔。默忍比丘，不

受其懺。如是展轉43，諸比丘等

共相論說，出大音聲。

如來爾時住於天住，以淨天

耳過於人耳，遙聞是聲，即從坐

起，至於僧中，在於僧前，敷座

而坐。佛告諸比丘：「我於今朝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乃至來入

林中靜坐，聞諸比丘高聲大喚，

為作何事？」

爾時，比丘即白佛言：「世

尊 ！ 耆 陀 精 舍 有 二 比 丘 僧 斷 事

時，共生忿諍。一比丘者，小自

默 忍 ； 其 一 比 丘 ， 熾 盛 多 語 。

熾盛比丘，自知己過，歸誠44懺

悔，默忍比丘，不受其懺。展轉

共道，出大音聲。」

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不

受他懺？諸比丘！當知昔日釋提

桓因在善法堂45諸天眾中，而說

偈言：

『譬如用瓢46器，斟47酥以益燈，

火然48轉熾盛，反更燒瓢器。

瞋心亦如是，還自燒善根；

我終不含怒49，瞋已尋復散。

不如水漩流50，迴復51無窮已，

雖瞋不惡口，不觸汝所諱52。

所諱如要脈53，我終不傷害；

調伏於身已，於己即有利。

無瞋無害者，彼即是賢聖，

亦賢聖弟子，常應親近之。

諸有瞋恚者，重障猶如山。

若有瞋恚時，能少禁制者，

是名為善業54，如轡55制惡馬。』」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處

天王位，天中自在，尚能修忍，

讚 嘆 忍 者 ， 況 汝 比 丘 ， 出 家 毀

形，而當不忍讚嘆於忍？」

佛 說 是 已 ， 諸 比 丘 聞 佛 所

說，歡喜奉行。

兩類愚者：不知懺悔、不接受懺悔

經典原文二 

《別譯雜阿含經》卷2（37經）（大正2，385b4-c10）：

38 攝：2.執持。（《漢語大詞典》（六）， 

p.970）

39 結跏趺坐：坐法之一。又作結加趺坐、結

跏跗坐、跏趺正坐、跏趺坐、加趺坐、跏

坐、結坐。即互交二足，結跏安坐。白傘

蓋大佛頂念誦法要之「勇健坐」，即同

於此。諸坐法中，結伽趺坐最安穩而不

易疲倦。又稱交一足為半跏趺坐、半跏

坐、半跏、賢坐；稱交二足為全跏坐、

本跏坐、全跏、大坐、蓮華坐。此為圓

滿安坐之相，諸佛皆依此法而坐，故又

稱如來佛坐。（《佛光大辭典》（六）， 

pp.5186.3-5187.1）

40 （1）《瑜伽師地論》卷38〈7菩提品〉（大

正 30，499b3-9）：

 由諸如來多住無上無等三住，謂聖住、天

住、梵住，故名住最勝。

 當知此中空無願無相住及滅盡定住，是名

聖住。

 四種靜慮、四無色定，是名天住。

 四種無量，是名梵住。

 於此三住中，如來多住四最勝住，謂於聖

住中多住空住、滅盡定住，於天住中多住

無動第四靜慮住，於梵住中多住大悲住。

 （2）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p.495：

「四靜慮是天住，佛多住在第四靜慮。」

41 斷事：決斷事情。（《漢語大詞典》（六），

p.1088）

42 《大正藏》原作「巳」，今依《高麗藏》作

「己」（第19冊，16a1）。

43 展轉：2.重複貌。形容次數多。（《漢語

大詞典》（四），p.47）

44 歸誠：1.謂對人寄以誠心。（《漢語大詞

典》（五），p.377）

45 善法堂：位於須彌山頂善見城外之西南

角，為忉利天諸天眾之集會所。每逢三齋

日，天眾集於此堂，詳論人、天之善惡，

並制服阿修羅。依起世經卷六所載，此堂

縱廣各五百由旬，有七重欄楯、七重鈴

網，皆為七寶所成，四方諸門皆樓櫓臺

觀，亦為七寶所成，其地為青琉璃寶，柔

軟細滑，觸之如迦旃鄰提衣。堂中央有一

寶柱，高二十由旬，柱下設帝釋天之座，

高一由旬，方半由旬，左右各有十六小天

王之座。又大唐西域記卷四載，如來往昔

曾居於此堂，為其母說法。〔長阿含經卷

二十、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二、俱舍論卷

十一、碧巖錄第八十九則〕（《佛光大辭

典》（五），pp.4883.3-4884.1）

46 瓢：2.以老熟的葫蘆對半剖開製成的舀水

或盛酒器。（《漢語大詞典》（八），p.282）

47 斟（ㄓㄣ）：1.用勺、瓢等舀取。（《漢

語大詞典》（七），p.339）

48 然：1.“燃”的古字。燃燒。（《漢語大

詞典》（七），p.169）

49 含怒：1.心懷怒氣。（《漢語大詞典》（三），

p.227）

50 漩流：循環流動。（《漢語大詞典》（六），

p.103）

51 迴復：3. 水流回旋貌。（《漢語大詞典》

（十），p.775）

52 諱：2. 回避，顧忌。4. 指需避忌隱諱的

事物。（《漢語大詞典》（十一），p.357）

53 脈（ㄇㄞˋ）：1.血管。2.脈搏，脈息。

（《漢語大詞典》（六），p.1245）

54 善業：佛教把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動稱

為“三業”，這些“業”又分為善、不善、

非善非不善三種，能引起善惡等報應。善

業指五戒十善等善事之作業。（《漢語大

詞典》（三），p.447）

55 轡（ㄆㄟ ˋ)：1. 駕馭馬的韁繩。4. 牽，

駕馭。（《漢語大詞典》（九），p.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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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悔謝戒】

若 諸 菩 薩 安 住 菩 薩 淨 戒 律

儀，於他有情有所侵犯；或自不

為，彼疑侵犯；由嫌嫉心，由慢

所 執 ， 不 如 理 謝 而 生 輕 捨 ， 是

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若由懶墮、懈怠、放逸、不謝輕

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

違犯。無違犯者：若欲方便調彼

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若是

外道；若彼希望，要因現行非法

有罪，方受悔謝；若彼有情性好

鬪諍，因悔謝時倍增憤怒；若復

知彼為性堪忍，體無嫌恨；若必

了他因謝侵犯，深生羞恥，而不

悔謝；皆無違犯。56

【不受懺戒】

若 諸 菩 薩 安 住 菩 薩 淨 戒 律

儀，他所侵犯，彼還如法平等悔

謝，懷嫌恨心，欲損惱彼，不受

其謝，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

染違犯。雖復於彼無嫌恨心，不

欲損惱，然由稟性57不能堪忍，

故 不 受 謝 ， 亦 名 有 犯 ， 有 所 違

越，是染違犯。無違犯者：若欲

方便調彼伏彼，廣說一切，如前

應知。若不如法不平等謝，不受

彼謝，亦無違犯。58

經典原文三 

《（瑜伽）菩薩戒本》（大正24，1113a14-b2）：

56 太虛大師，《第八編　律釋》（《太虛大師

全書》精第16冊，pp.383-384）： 

　 若菩薩對於有情，或實有侵犯，或雖不侵

犯而彼疑為侵犯者，應向稱謝懺悔。

 若由嫌嫉，或憍慢心，不如理稱謝而致彼

懷恨謀報復者，是染違犯。若由放逸而不

自知，雖犯非染。若因稱謝反令生慢；若

藉此作方便以資調伏，令彼增長善根；若

遇外道之惡見，無法稱謝；或於此侵犯

中，彼不欲如理悔謝，而希望更有侵犯時

方受悔謝者；若遇剛強有情，因稱謝反生

憤怒而增惡業者；若他能忍辱不生怨恨

者；若因悔謝反令他羞恥致心不安者。如

上種種而不悔謝，皆無違犯。

57 稟性：猶天性。指天賦的品性資質。（《漢

語大詞典》（八），p.105）

58 太虛大師，《第八編　律釋》（《太虛大

師全書》精第16冊，pp.384-385）： 

 菩薩受他人侵犯後，若他以平等相對而來

悔謝時，當歡顏承受其悔謝，使彼心安而

增善業。若懷嫌恨等心不受悔謝，致令損

壞令名以增長煩惱者，是染違犯。或雖不

欲損惱，而稟性高抗，不能忍受，不受悔

謝者，亦染違犯。以菩薩行忍辱行，當優

容有情，若生性不能容忍，亦須設法對治

之；若縱令長養此不容忍性，遺誤何窮！

故不可有此也。若因悔者取法不平，居高

位而傲慢，不合於理；及有如

前種種原因而不受悔，皆無違

犯。

一、正思惟在日常生活中
的力用與檢驗

   末 學 想 起 之 前 在 讀 雜 阿 含

時，對於世尊能「隨順覺」

而起無限的敬佩與景仰，想請教日常

生活中如何「隨順覺」？

   個人粗淺的看法，如果日常

生活中真正能隨順因緣法，

隨順覺（正念、正知、正思惟）的接

受任何六根境界苦樂因緣之到來，那

麼，「正思惟的當下，確實是沒有煩

惱的」。但是我們一般人的聞慧是 

「有漏正思惟」，不可能「正念無間

相續」，有時仍會有「欲令如是、不

欲令如是」的「主宰欲」及「我愛」

煩惱。但是佛法的「聞慧熏習」，它

能產生調伏消減之力用，而有漏八正

道，可以轉向無漏八正道。

依緣起法，「根境識和合生觸，

觸生受、想、思」是所有有情眾生必

有現象，重點是凡夫有「身苦」及 

「心苦」，而聖者只有「身苦」而沒

有（思心所造作的煩惱）「心苦」。

略述個人的感想及經驗分享：

印順導師說：「佛法，是理智

的德行的宗教，是以身心的篤行

為主，而達到深奧與究竟的。」

筆者的理解，佛法的「理智」，應與

「正思惟」相應，佛法的「德行」，

其目標必須要達到煩惱消除的實效。

姑且不論那深奧究竟的聖者境界，最

起碼每一位三寶弟子，學佛一段時日

後，總要檢驗自己是否得到「佛法的

饒益」，要求自己得到「身心的受

用」，誠如導師在《華雨集（四）》

〈談佛法的宗教經驗〉乙文中所提示

的：

修學佛法的人，對於「信」

要有信的經驗，對於「戒」要

有戒的經驗，對於「定」要有

【印順導師著作答客問】

摘要（二）
呂勝強

兩類愚者：不知懺悔、不接受懺悔

【不悔謝戒】

【不受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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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經驗，對於「慧」要有慧的

經驗。總之，要有內容，要有所

得，這就是佛法的宗教經驗。有

了宗教經驗，然後能起實效，能

不退轉。

讀經之餘，試為野人獻曝地報告

些許「慧的經驗」（在日常生活中，

經由「正思惟」而消減煩惱的體會）

與法友們分享並請指正：

筆者將《雜阿含2經》、《雜阿

含11經》、《雜阿含86經》及《雜

阿含187經》這四部經對照來看，在

生活上試著運用：

《雜阿含2經》：「世尊告諸比

丘：於色當正思惟，觀色無

常如實知。所以者何？比丘

於色正思惟，觀色無常如實

知者，於色欲貪斷，欲貪斷

者說心解脫。如是受、想、

行、識當正思惟。……。」

《雜阿含11經》：「世尊告諸

比丘：色無常，若因、若緣

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

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

有常！如是受……。想……。

行……。識……。」

《雜阿含86經》：「世尊告諸

比丘：若無常色有常者，彼

色不應有病、有苦；亦不應

於色有所求，欲令如是，不

令如是。以色無常故，於色

有病，有苦生，亦得不欲令

如是，不令如是。受、想、

行、識，亦復如是。

《雜阿含187經》：「世尊告諸

比丘：以成就一法故，不復

堪任知色無常，知受、想、

行、識無常。何等為一法成

就？謂貪欲。一法成就，堪

能知色無常，知受、想、

行、識無常。何等一法成

就？謂無貪欲。成就無貪欲

法者，堪能知色無常，堪能

知受、想、行、識無常」。

（187經所說的「一法」包括：

「恚，癡，瞋，執，嫉，

慳，諂，無慚，無愧…」等）

筆者將以上四經，濃縮為生活實

踐的準則：由於我們「五蘊、六處、

六界」觸對的一切法，均是無常因與

無常緣的和合，不是我們可以掌控主

宰的，是故「正思惟」的當下，必須

隨順因緣法，隨順覺（正念、正知、

正思惟）的接受任何六根境界苦樂因

緣之到來，若能如此，「正思惟的當

下，是沒有煩惱的」。如果觀察到苦

樂煩惱依然干擾侵襲著，表示當下

我們仍然處於喜迎憂拒「即生即滅」

的「無常因緣法」，也就是您還「執

有我見」而有「欲令如是、不欲令如

是」的「主宰欲」的「我愛」煩惱 。

這是《雜阿含經》「正思惟」觀察五

蘊、六根無常無我之教導。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色蘊」所

攝的病痛、意外傷害或貴重物品壞損

等因緣的突發到來，能夠於「想蘊」

中起正思惟而尊重隨順因緣法，默默

承受「身苦」，而不怨天尤人地認為

倒楣事怎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樣

就會消減「受蘊」苦樂情緒勢力的

「心苦」，也不會「染著纏綿」滋長

第二支箭的「行蘊（業）」，「識

蘊」也就不會（如《雜阿含64經》所

說的「攀緣四識住」）不斷的在「色、

受、想、行」這四個地方攀緣執取，

而漸漸離苦了。

如果能常精進於「正念、正知

（思惟）」，煩惱自然就會隨之煙消

遠離，如同《雜阿含1173經》所開

示的「譬如鐵丸燒令極熱，以少

水灑，尋即乾消。如是，多聞聖

弟子鈍根，生念尋滅。」煩惱之水

滴落於熾熱鐵丸之上，藉由正念正智

之熱力可使水滴迅速蒸乾不受其浸

染。這恰如《大智度論》所說的「是

實智慧，四邊叵捉，如大火聚，

亦不可觸」。

二 、 大 陸 法 友 有 關 「 居
士 、 菩 提 心 、 中 觀 及
三十七道品」之提問

   因緣是那麼不可思議，我是

來自大陸的讀者，自閱讀導

師的著作之後，才知道對於佛學的成

見有多深。有太多的問題，一直苦惱

找不到人討教，現有這樣的討論區，

就大膽的說出，可能比較幼稚，還請

海涵。

   歡迎您一起來切磋佛法，您

的提問，一定能「自利又利

他」。我略答如下：

   1. 居士稱號是否必須經過佛

教的程式的認可？

   居士為印度一般在家眾的稱

呼（不須經過佛教的程序的

認可），本不僅限是學佛的在家弟

子，後來佛教來到中國或台灣，就專

指信佛的在家眾或受過五戒的在家佛

弟子〈佛教的正式名稱為：優婆塞

（男）與優婆夷（女）〉。

如『長阿含經』卷三『遊行經』

（大正一‧一六中）說：

「佛告阿難：世有八眾。何謂

八？一曰剎利眾，二曰婆羅

門眾，三曰居士眾，四曰沙

門眾，五曰四天王眾，六曰

忉利天眾，七曰魔眾，八曰

梵天眾」。

   2. 何謂菩提，怎樣發起菩提

心？

   何 謂 菩 提 ？ 怎 樣 發 起 菩 提

心？您可以參考導師《學佛

三要》的第六篇文章〈菩提心的修習

次第〉。

【印順導師著作答客問】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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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導師說過是同情中觀的。

我已經讀《中觀論頌講記》

第二遍了，同時《十二門論》也已經

讀完，《大智度論》接觸了部分，不

過深感《大智度論》內容淵博，需要

相當的佛學基礎，所以還是先把導師

的書通讀一遍。對於中觀，本人覺得

最為中道，也是欣喜接受，只是覺得

凡人很難從中觀學中找到切實具體的

法門，整本書讀下來，好似只記得了

緣起性空，以及「不生不滅、不來不

去、不一不異、不常不斷」，而唯識

學（略為瞭解些）就給出了一幅更加

清晰，可以旁觀的景象。那麼作為一

位初學者，應該怎樣對待「中觀、唯

識」或其他學派的差異？

   對一位初學者，真是不容易

去瞭解並分辨學派的差異，

這必須自己下一番苦功夫，多多閱讀

聞思，或許可以參考導師指導的修學

次第，筆者在本中心網站寫有一篇心

得分享：〈研讀佛法最優先次第——

「得要」（建構修學佛法經緯圖），

請連結以下網頁：http://ask.yinshun-
edu.org.tw/zh-hant/node/168

您另提問：「凡人很難從中觀學

中找到切實具體的法門？」中觀學的

目的為何？《中論》有明確的答案。

《中論》說：「大聖說空法，為離

諸見故」，所以導師說：「阿含」

重在離愛，大乘（中觀）重在離見。

多年前，筆者曾面見導師，導師開

示：《中論》的〈觀法品〉所提示的

「無我我所」就是具體的修行法門。

個人以為，導師在（《華雨香雲》

p.253）所說的：「學尚自由，不

強人以從己，不飾異以動人。但

求相從者，能安心於學，不急功

利以漸進云爾」。就是很好的「無

我」身教，那是解脫的關鍵，《成

佛之道》頌文：「佛攝諸煩惱，見

愛慢無明。我我所攝故，死生永相

續。」說明了一切「見愛慢無明」

都是「我、我所見」造成的。

龍樹菩薩的《中論》重在「深

觀」，它的時代任務是為了破除執見

及我見，故較少在「名相的鋪陳」及

修行的細節著墨。但是龍樹菩薩的

《大智度論》及《十住毘婆沙論》就

處處廣明菩薩大行，其豐富內涵與

「瑜伽行派」的大乘唯識並稱於世。

   4. 四念住，四諦，八正道，

十二緣起，在閱讀中我接觸

到許多名相，那麼每樣都要參透？還

是可依其中一種？ 

   「四念住，四諦，八正道」

等「三十七道品」及「十二

緣起」，它們的義理是相通的，而且

每一品都是最基本、最重要而且必須

深入了解的內涵。建議您：

參閱導師的《佛法概論》，它能指引

您對「三十七道品」有完整的了解。

   5. 禪定是必須的嗎？數息，

我是不能安定的。以後肯定

還要討教，打擾了！

   「戒、定、慧」三增上學，

缺一不可，不宜偏廢。不過

在初學階段，可以多少偏重在「聞思

慧學」或其他二增上學，未來也必須

圓滿三學，才能斷煩惱得解脫。

三、《金剛經》所開示的
「 護 念 菩 薩 」 及 「 付
囑菩薩」

   導師《般若經講記》28頁第

4行說：「佛能護念菩薩，

使他自身於佛法中得大利益；佛

能付囑菩薩，使他能追蹤佛陀的

高行，住持佛法而轉化他人。」

請問：第1句之菩薩指久學而已

入正定聚的菩薩，第2句之菩薩指初

學而未入正定聚的菩薩，為何導師反

說佛付囑初學的菩薩，使其能住持佛

法而轉化他人？這樣重大的期許交

由久學菩薩不是更合適嗎？而第1句

中對久學的菩薩，導師卻只說佛護念

他，為使他自身於佛法中得大利益而

已？

   導師在《般若經講記》一開

始的「懸論」中就說：

本經的文義次第，是極為難解

的。「修多羅次第所顯」，如不

明全經的文義次第，即不能理解

一經的宗趣。無著說：「金剛難

壞句義聚，一切聖人不能入」。

世親說：「法門句義及次第，世

間不解離明慧」。本經文義次

第的艱深，實為印度學者所公

認！(《般若經講記》p.2)

導 師 在 講 記 中 ， 對 本 經 此 段

「護念」及「付囑」之解說，可能參

考了無著菩薩《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論》及世親菩薩《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論》。世親菩薩明確指出：「論

曰：善護念者，依根熟菩薩說；

善付囑者，依根未熟菩薩說。」

另外唐菩提流支譯傳其師長之注疏 

《金剛仙論》亦有相似之注釋。

法友提出「為何導師反說佛付囑

初學的菩薩，使其能住持佛法而轉化

他人？這樣重大的期許交由久學菩薩

不是更合適嗎？」

據以下所列三種注釋，筆者的

看法為：久學根熟（或大地）菩薩於

人間是少有的，導師在《學佛三要》

p.152 ~ p.153說：「大乘經中說：

十方有無量無邊的菩薩，那是

十方如此，而此土並不多見。至

於大地菩薩的化現，可能到處都

是，但這不是人間所認識的。從

此土的縛地凡夫來論菩薩行，如

不流於想像，神秘，尊重事實，

那是並不太多的。」因此，真正佛

教歷史上實際負起住持佛法轉化他人

的，恐怕是那些「不捨大乘行，能勇

猛向道」之根未熟菩薩（但能常為佛

菩薩加被）！

【印順導師著作答客問】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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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注釋原文】：

無著菩薩《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無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卷1：

此般若波羅蜜，為佛種不斷

故流行於世，為顯此當得佛

種不斷義故。上座須菩提最

初說言：希有世尊！云何如

來以第一善攝攝受所有菩薩

摩訶薩也？如是等，於中，

善攝者，謂已熟菩薩於佛證

正覺轉法輪時，以五種義中

菩薩法而建立故。付囑者，

彼已得攝受菩薩等，於佛般

涅槃時，亦以彼五義如是建

立故。此善攝、付囑二種，

顯示種性不斷。

(CBETA, T25, no. 1510a, p. 757, 
a18-26)

無著菩薩接著解說：

無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卷1：

論曰：修多羅身相續，此義

句今當說。世尊何故以寂靜

者威儀而坐也？顯示唯寂靜

者於法能覺能說故。經言：

善攝第一菩薩摩訶薩者，謂

已熟菩薩於佛證正覺轉法輪

時，以五種義中菩薩法而建

立故。諸菩薩有七種大故，

此大眾生名摩訶薩埵。何者

七種大？一法大，二心大，

三信解大，四淨心大，五資

糧大，六時大，七果報大，

如菩薩地持中說。於諸菩薩

所，何者善攝？何者第一

也？利樂相應為善攝。第

一有六種應知：一時，二差

別，三高大，四牢固，五普

遍，六異相。何者時？現見

法及未來故，彼菩薩善攝

中，樂者，是現見法，利

者，是未來世。何者差？於

世間三摩鉢帝，及出世聖者

聲聞獨覺等，善攝中差別

故。何者高大？此善攝無有

上故。何者牢固？謂畢竟

故。何者普遍？自然於自他

身善攝。何者異相？於未淨

菩薩善攝中勝上故。經言第

一付囑者，彼已得善攝，菩

薩等於佛般涅槃時，亦以彼

五義如是建立故。何者第一

付囑？有六種因緣：一入

處，二法爾得，三轉教，四

不失，五悲，六尊重。何者

入處？於善友所善付囑故。

何者法爾？彼已得善攝菩

薩，於他所法爾善攝。何者

轉教？汝等於餘菩薩應當善

攝是名轉教。此等三種如其

次第即是不失，及悲、尊重

等應知。此善攝、付囑二

種，顯示種性不斷。

(CBETA, T25, no. 1510b, p. 767, 
c9-p. 768, a5)

世親菩薩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進一步解說其兄長無著菩薩的《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論》：

世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卷1：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

薩。論曰：善護念者，依根

熟菩薩說；善付囑者，依根

未熟菩薩說。云何善護念諸

菩薩？云何善付囑諸菩薩？

偈言：

      巧護義應知  加彼身同行

      不退得未得  是名善付囑

云何加彼身同行？謂於菩薩

身中與智慧力，令成就佛法

故。又彼菩薩攝取眾生與教

化力，是名善護念應知。云

何不退得未得？謂於得未得

功德中，懼其退失付授智

者，又得不退者，不捨大乘

故。未得不退者，於大乘中

欲令勝進故，是名善付囑應

知。

(CBETA, T25, no. 1511, p. 781, b23-c4)

菩提流支譯傳其師長之注疏《金剛仙

論》亦有相關之注釋：

《金剛仙論》卷1：

爾時諸比丘以下訖善付囑諸

菩薩，此是第二段經名為善

護念分也。此所以名善護念

者，須菩提既得如來冥加之

力將欲稟如來，此冥加力故

親對如來，為諸菩薩，說金

剛般若，欲問地上三種事，

發起下經故。初首嘆言希有

世尊如來善護念善付諸菩

薩，此明如來善能教化根熟

未熟二種菩薩，令世間解滿

速，入性地及初地大乘法中

故。……善護念諸菩薩善付

屬諸菩薩者，汎論菩薩有二

種：一者初地以上出世間菩

薩，二者地前世間菩薩。地

前菩薩復有二種：一者外

凡，二者內凡。就內凡菩薩

復有二種：一根熟，二者根

未熟。今言善護念者，嘆如

來善護地前姓種解行根熟菩

薩；善付屬者嘆付屬習種性

中根未熟菩薩。此二種菩薩

所以言護念付屬者，若如來

不護念付屬者，此菩薩起心

發行所觀境界容有錯謬退

失，不能決定入於性地，乃

至或時逕劫住世不能速入初

地，故須如來護念付屬也。

根熟者，性種解行中，觀三

種二諦二種無我，一大僧祇

欲滿不滿，欲證髣髴見理，

無生法忍光明已現在前分

中，具足功德智慧二種莊嚴

等，八萬四千諸波羅蜜，決

定能證，初地永不退失，故

名根熟，而未得名為初地已

上證無生法忍大力菩薩也。

根未熟者，習種性中。

(CBETA, T25, no. 1512, 
p. 802, c15-22~p. 803, 
a3-b15)

【印順導師著作答客問】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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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佛教的經典中，我們常常

看到聲聞弟子，聽了佛陀說法，馬上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但這種程

度仍未達到阿羅漢的境界。

佛經通常以某些字句代表某個境

界，凡是在經文中出現「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的字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是描述見道的聖者境界。這是必然

的、固定的，不會模棱兩可，此是佛

經的模式。

例如，《雜阿含二六二經》描

述，當阿難尊者對闡陀比丘說完「此

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以及十

二緣起的時候，闡陀比丘就立即「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在大乘經典

《維摩經》佛國品結尾亦云：「當

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求聲

聞者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知有

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

眼淨。」

「遠塵離垢」即是遠離塵垢，由

於經典最初是譯成「遠塵離垢」，後

人跟隨原文就不再講遠離塵垢，事實

上，兩者意思一樣。塵垢即是煩惱的

別名，因為煩惱如塵，可以污染我們

的心，煩惱如垢，可以令我們污穢，

令我們不清淨。遠離塵垢就等於再沒

有煩惱。

有關塵垢，古代的大德，主要

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僧肇法師在《注

維摩經》卷一說：「塵垢八十八結

也。」他把塵垢連起來解釋，而有

些古德則把「塵」和「垢」分開來解

釋。

結即是煩惱，有關八十八結，

在《阿毘達磨俱舍論》卷第十九有

如下解釋：在欲界裡有三十二種

煩惱，即苦諦有貪、瞋、癡、

慢、疑、身見、邊見、邪見、見

取見、戒禁取見等十種；集諦與

滅諦各有貪、瞋、癡、慢、疑、

邪見、見取見等七種；道諦有

貪、瞋、癡、慢、疑、邪見、見

取見、戒禁取見等八種。在色界

有二十八種煩惱，即苦諦有貪、

癡、慢、疑、身見、邊見、邪

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等九種；

集諦與滅諦各有貪、癡、慢、

疑、邪見、見取見等六種；道諦

有貪、癡、慢、疑、邪見、見取

見、戒禁取見等七種。在無色界

又有跟色界相同類的二十八種煩

惱。三界的煩惱加起來，一共就

是八十八種。僧肇法師說：離開

八十八結，離開八十八種塵垢，

就得初果，成為須陀洹。

把煩惱分成八十八種那麼多，分

析得太微細，有好處也有不好之處。

好處就是令你知道自己有多少煩惱，

你原本以為自己沒有甚麼細煩惱，這

樣分析起來，你就會知道自己真的有

很多很多煩惱，你做修行工夫的時

候，就能按步驟一種一種地斷除，你

可以觀察到自己做到哪一階段。但

不好之處就是令初學的人，覺得很煩

瑣，無論有沒有人為你講解，你也會

覺得很煩悶，難以提起興趣。但是，

這個階段是我們必經的，否則就不能

成功。

「得法眼淨」，當然不是指肉

眼，而是法眼，心靈上的見解就是

法眼，聖者的見解是清淨的。肉眼能

見有限，沒有多大作用，得法眼淨

才有用，因為法眼令我們見到諸法的

結構，而得到清淨的見解，法眼淨表

示見解上清清楚楚。所以，「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就是遠離見解上的

煩惱，從此不會再有。

僧肇法師在《注維摩經》卷一裡

面說：「法眼淨須陀洹道也，始

見道跡故得法眼名。」僧肇法師的

解釋很有代表性，也很清楚。須陀洹

是初果，也即是見道，是四加行位之

煖、頂、忍、世第一法之加功修行，

最後觀四諦十六行相進入十五、十六

心的完成階段（參考《阿毘達磨俱舍

論》之卷26分別智品），得法眼淨，

是須陀洹之道。成了須陀洹的時候，

開始見聖道的痕跡，所以得到法眼的

名稱。何謂法眼淨？因為那時候的心

靈，剛開始見到這個世間各種不同的

見解的實際情況而作糾正，因此不會

淺釋遠塵離垢

得 法 眼 淨
何湘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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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之前的錯誤，開始見到直入的正

確見解，這就叫法眼。

煩惱又叫惑，修行聖道要除的不

外乎兩種：一種是見惑，即見解上的

煩惱；另一種是思惑，或稱修惑，即

心靈上纏繞著的意志和情感上的微細

煩惱。根據經中所說，如果我們斷了

見解上的煩惱，遠離塵垢，是初入聖

位階段，只除掉見解上的煩惱，之後

仍要繼續修行去除思惑，直到一切煩

惱究竟斷盡而成就無學位阿羅漢果。

印順導師在《寶積經講記》也

有對「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略作解

釋，其中 p.237-238寫道：

說是語時，五百比丘不受諸

法，心得解脫。三萬二千人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

……經典的結集者，敘述當時法

會的情形說：如來「說是」──上面

這些法「語時」，有「五百比丘」， 

當下「不受（取）諸法」。於一切法

不再有所取著，而「心得解脫」。經

典中，或說『離貪欲故，心得解

脫；離無明故，慧得解脫』；或

簡要說：『心得解脫』，這都指證得

聲聞究竟的阿羅漢果說。阿羅漢，離

見修所斷一切煩惱，心得解脫自在，

不再為煩惱及世法所拘礙。此外，還

有「三萬二千人」，聽了佛的開示，

也「遠塵離垢」。斷除見所斷的煩惱

（簡稱三結）(三結是五下分結之身

見、戒取及疑。聲聞之人斷盡此惑，

即證初果須陀洹，故稱初果三結。見

佛光大辭典。），名遠塵。不起感生

死報果的雜染業，名離垢。那時般若

現前，與正法──我空法空性相應，

名「得法眼淨」。法是正法；法眼是

證覺正法的智慧眼。法眼契證正法，

不與染惑相應，法性清淨，智慧清

淨，所以叫法眼淨。聲聞乘所說的法

眼，與大乘所說（五眼之一）的法

眼，多少不同，反而與慧眼相合。得

法眼，約證得聲聞初果──須陀洹果

說。總之，在當時的聽眾中，五百位

出家比丘眾，已證果的聖者，得了阿

羅漢。還有在家或出家，沒有證悟

（阿羅漢）的三萬二千人，也證得了

初果。在家，出家，初學，久學，都

隨機而得法益。……

總括來說，聖者之位並非每個

修行人都可以頓然達到，多數人要

漸次地經過一段頗長的階段始能完全

成就。在最初進入聖位時稱為遠塵離

垢，見道時得法眼淨。此時先去除粗

的見解煩惱，即見惑，再要經過修行

而去除深沉微細的煩惱，即思惑，始

能完成整個成就聖者的階段。以聲聞

乘來說，此階段由初果須陀洹至四果

阿羅漢。大乘菩薩修行則見道於菩薩

十地之初地歡喜地，繼而往

上修行以佛果為最終目標。

淺釋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雖 然 前 有 善 行 ， 後

有福報；但不聞正法，難

生智慧。宿福現前，有財

還有勢；人迷身在福中，

驕慢難抵；豪雄巨富，更

加不可一世；權霸天下之

時 ， 橫 加 殺 戮 ， 任 意 妄

為；全然不知福報來之不

易，因果循環，順境時光

快將飛逝！便算你是宇宙

最強，到頭來亦只是過眼

雲煙，頃刻變了地上泥！

在2011年上映的電

影《新少林寺》，制作費

不菲，星光熠熠，場面浩

大，絕對是賣座保證。然

而貫穿整套電影，最為弔

詭 之 劇 情 ， 便 是 主 角 侯

傑，本是一個有權有勢但冷血無情，

定要對頭人死去才能安心的民國軍

閥；當時運逆轉，因果現前，被近

身副官曹蠻埋伏暗算；一夜之間，

經歷了妻離女亡，針刺入肉錐心之極

痛！…

從前是一方之主，操生殺大權；

累刼生關一念間
〔觀電影〈新少林寺〉後有感〕

孔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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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卻變成已無去路，還有追兵的喪

敗犬！得勢之時，天下盡歸其有；落

難之日，竟無方寸可容身！萬料不

到，如今唯一收留侯傑者，便是當初

曾被他瞧不起，和鐵蹄踐踏過的少林

寺！自己曾在眾目睽睽下搶斃了少林

住持想要救的人，住持竟還能如此寬

待自己。人在極靜，舉目無親，一無

所有之際才會懂得內心思考，此刻

侯傑疑惑了；本來隻手已遮天，橫掃

無敵，命運由他不由天！為何一夜之

內，變得落難如此？！百思未解反問

天！？

抱著小女兒骨灰龕，完全沒了以

往鋒芒凌厲的氣勢，侯傑面容獃呆，

靜靜的坐在一旁；每憶及傷心處，還

會淌下淚來。不止人無去路，更是心

無住處。以往雄雄霸業已成灰，更落

在深淵谷底深深處。萬念滅盡一念

生，侯傑毅然自行落髪，跪求住持准

予出家。雖有此決定，但仇恨之心未

除，慈悲之心未長，住持只留侯傑在

少林寺，容後再說。

花開花落，雲捲雲舒。侯傑待在

少林寺這段日子，是自他從軍以來，

從未遇過的。眼前所見，一切都是無

嗔、無念、無作。生而為人，不貪、

不謀、與不奪的生活，樂趣何來？但

因為做了貪婪、謀奪、殺戮之因，而

引來滅頂災殃之果，又何來樂趣？！

侯傑日間遵從寺中一切規矩，夜裡參

閱佛經。他開始明白當日在少林寺殺

人後，住持所唸的一首偈：

來時歡喜去時悲，

空在人間走一回；

不如不來也不去，

也無歡喜也無悲！

眼見由他一手調教，現當了統帥

的曹蠻，跟他以前一樣，又是不斷貪

婪、謀奪與殺戮。當侯傑親自將一堆

被害的屍體運回其親人處時，看到親

人們撕肝裂肺之痛，傷心欲絕之苦，

此情此景，身同感受；原來自己曾作

了如此大的孽！如是因，如是果；有

所作便有所受，自己曾經所作，自

己亦曾經所受；面前的人間地獄，是

自己一手造成；小女兒的離去，亦

是自己一手造成！侯傑再一次流下淚

來……

往昔所作諸惡業，

皆因無始貪嗔痴；

從身語意之所生，

今對佛前求懺悔！

侯傑跪在少林寺大雄寶殿內，釋

迦牟尼佛像面前，唸著懺悔文。住持

為他正式受戒皈依，法號「淨覺」！

面對曹蠻龐大軍隊，淨覺（侯

傑）亦也心生害怕，但他明白，難民

比他更加害怕，更加無力抵抗千軍萬

馬！本可跟隨難民逃走，但淨覺要留

下來。他將女兒骨灰龕交予從曹蠻手

上救回的妻子，以後就讓女兒陪伴她

了。今日曹蠻成了一個大魔頭，全是

因他而起，只有他才可解決。最後他

送別難民，也送別妻子。意味著，淨

覺準備殉寺了……

※　　　　　※　　　　　※

曾經有位頗具名氣的台灣編劇

兼導演，在一部所編之古裝劇中，

借題控訴。大概在說：「人生在世，

或有善業，或有惡業，死後因業而入

六道。…以天、人、阿修羅道引導善

業，使行善之人得以在人間安享榮華

富貴；而行惡業者，便落地獄、餓鬼

與畜生道。卻也是因為榮華富貴，為

這個人帶來殺盜淫妄的機緣，稍有不

慎，此人便由善道變成惡道！久而久

之，善道人減，惡道人增，又豈是佛

陀慈悲本意？！所謂善道福報，其實

是誘人墜入惡道之詭計！」

二十年前看到這段情節，當時

實是驚嘆其見解之獨特，到現在還記

憶若新。經歷二十載，也是作一個補

充時候。…身在善道，作惡容易，毋

用置疑；落入惡道，淒涼歲月，苦不

堪言；墮落了無日，出離終有期；一

旦惡道脫困，仍有機會作反思，積極

為善，向善道前行。六道輪迴，最是

無奈！眼前富貴若浮雲，顯赫功勳今

何在？累世勤修植福田，可是福祿終

歸落泊哀；落泊自然生怨恨，怨又何

來？恨又何來？善果生驕種惡因，究

竟善是應該？或不應該？…

善道惡道，只是種種因緣湊合

而成的客觀環境，根本不存在主導思

維。善道並無誘人之意，眾生卻有被

誘之心！處上善道易生驕慢，中善道

每多貪婪，下善道常感受屈於比較而

起怒怨。飽足多歪念，善道易貪嗔。

遇上怎樣的境，便生怎樣的心。然而

應何所住而無違佛法正道？便是雖處

惡境但仍懷善想，於善道不起妄心，

安然堅定來守淨。法門廣大，尤其於

善道者，多有聽聞正法機會。但大多

習氣植根深，聽而不聞，聞而不思，

思而不解，解而不改，改亦不儘徹

底，有所保留。不知不覺間，已經播

下了無數惡道種子，便只有迷迷糊糊

在無盡生關死刼中打轉。…

沒有看透飛花落葉的智慧，也

沒有以聞思來修之自省，終歸以果報

現前，來作為能否脫離累世生死關口

的最後一度考驗！若不能從反思中了

斷恩恩怨怨，便是繼續苦海沉淪。一

個殺戮成性的大軍閥，也可以轉變成

悲愍眾生之出家人。身受因果，才知

因果；六親緣別，萬念俱滅；紅塵欲

脫，百嶺千山；由凡入悟，

一念之間！

累劫生關一念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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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早上五時正的初

板聲，在寧靜的弘法精舍內響起。

想到要排隊到洗手間如廁、刷牙洗面

時，立刻起床。回想起來，由早上五

時至晚上十時，排得滿滿的作息時間

表，是否像軍訓一般？年青時，尤其

是航海期間，很嚮往臺灣及新加坡等

地，男丁必須要參軍，服兵役，接受

軍訓。心想，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男子

漢。讀航海班之前，也的確曾經考慮

做警察，像福爾摩斯般調查奇案。可

惜，單是體重，至今還是不能達標，

沒有資格投考！（一笑）

由於時間緊迫，不能如廁，在第

三板前已到禪堂。三板後禮佛，然後

動禪（註：常霖法師將法鼓山八式動

禪，簡化成六式動禪）。五時四十分

開始襌坐，方法只是放鬆靜坐，專注

呼吸。可以數出入息，也可不數。當

覺察到妄念生起時，不需理會它，把

專注力帶回呼吸便可。

突然，肚子十分不適，心中雜

念生起，剛才真是比平時返工前更匆

忙，心中不禁開始抱怨！又想到休息

時間是在七時四十分，還有兩小時，

才能去洗手間，越坐越心急，身體越

不適。當下立刻專注於呼吸，身受也

莫明其妙地舒緩了。我等凡夫，連自

己身心都不了解，談何去了解別人

呢！

感悟到身（體）影響心，心又

影響身。互相影響下，正如坐襌引起

的腳痛及身體各處的不適，要麼改坐

姿，要麼改變心念，以上當然不是禪

修的方法。還可以專注於呼吸、當下

身的感覺（受），及心念的轉變（剎

那生滅）！

豈料突然聽到法師，以柔和輕聲

地說：「你們有誰眼瞓，可以上去寮

房再睡！」雖然已在禪悅中，聽到此

話，也不禁想起來，到寮房如廁。不

可預測的禪師，突然大喝：「不要在

這裡浪費時間，你知道你是誰嗎！」

心頭一震，現在回想起來，這句話在

腦海中盪漾了三年，「我」還在浪費

時間？還不知道自己是誰嗎？

六時三十分早齋後出坡，早上清

理落葉，有昨天的經驗，各人無需要

商量(也因為禁語)，也自然而然地分

工合作，不言而喻。

九 時 講 課 時 ， 法 師 邀 請 了 

Dreams Possible (DP) 自在社創辦人，

周華山博士到來分享。他介紹「零極

限」 (Zero Limit) ，原是一種夏威夷

島上的傳統（心理）療法，每天向別

人(包括丈夫或妻子、親戚、朋友、

同事等)說：「我愛您」、「謝謝

您」、「對不起」、「請原諒我」四

句說話。（註一）

介紹完畢，周博士要求同學做練

習，去發心原諒一個人，說出上述的

四句或其中的話。他以原諒母親做比

喻：「無論母親曾對你做過甚麼事，

令你不快、不滿。現在想像母親剛剛

出世，是個女嬰，她甚麼都不懂，在

成長中不斷學習，她會犯錯，更正、

改善。」聽到這裡，筆者淚水已湧

上眼眶。因為，從小就對母親強烈不

滿，而選擇航海（行船）的幾個原因

之一，就是要盡早離家，不再回來。

可是，正式進行十五分鐘的練

習時，腦海中完全沒有出現母親的

影像，反而滿腦子是與父親相處的片

段。從小，我們五姊弟都很少機會見

父親，他一星期只回家吃一頓晚飯，

所以逢星期一放學，筆者都十分期待

晚上見到父親。他沉默寡言，不喜歡

說話，對中國文化，尤其是詩詞歌賦

很熟悉，書法秀麗，算得上是個有修

養的文人。記得經常有親戚辦喜事，

都要父親寫喜帖。

中學時期，父親工作比較閒，回

家吃晚飯次數多了，間中可以跟他下

象棋，是親近他的最佳方法。因緣不

可思議，離家去行船，反而造就了另

一種溝通的因緣。正確的說，真正有

機會向父親學習，方式是寫信！

記得父親有一次在信中以《孟

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來勉勵筆者。更解釋為何「先苦其心

志」，令筆者每次遇到難關、面對逆

境時，能鼓起勇氣去處理。還有，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

心。」成為我的座右銘。

想用十五分鐘的練習時間，對

父親講出藏在心底多年的感激話。

但是，有超過十分鐘是哭不成聲，不

能自制的！完結後反思，原來筆者早

已原諒母親，忘記了多年的瞋恨、怨

氣，反而感受到養育之恩。聽父母閒

聊，得悉他們同是從順德來香港，但

不是在鄉間認識。母親是中國解放後

隻身從順德來香港，做住家工，沒有

第二天                        的感悟
鄭 展 鵬

(二零一三年四月五日)

把握當下攝影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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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正式教育，是跟父親拍拖時教識

字。五十年代的香港，經歷過日軍佔

領的三年零八個月，加上中國內戰，

百廢待興，生存已不容易。婚後養育

五名子女（香港俚語：化骨龍）真是

十分吃力，還要供養鄉間的父母、弟

妹，接濟親友，我們是無法想像、感

受父母當時的壓力和困境的！由於對

母親生起的感恩心，在練習開始前，

已迅速轉往父親身上。因筆者對上有

二姊，對下有二弟，算是長子。父親

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也是長子，聽

說爺爺是經營米舖的，是鄭家大少。

看官對筆者所享有的待遇是可想而知

了。母親也經常向父親抱怨，說四

弟、五弟不是他親生似的！寫對父母

的感恩至此，筆者已不能再繼續了！

分享時段，其中一位男同學，

樣貌極具男子氣概，他站在眾人前，

昂首高聲說對不起，更細訴年少與父

親的不和，激動處竟灑下男兒淚！最

後，他當然大聲對亡父說「請原諒

我」！

艾頓莊 (Elton John) 有一首名

曲，筆者在中學年代十分喜歡，名叫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對不起」似乎是最難的言詞），

年長了越覺得難開口對別人說「對不

起」。學佛皈依後，經常念懺悔偈，

提醒自己不可再犯。可是，筆者認為

向曾被自己傷害過的人，真誠地說一

聲「對不起」，是必須的！

輪到筆者表述時，鼓起勇氣，

在眾人前高聲對妻子說：「透過這襌

修營，我已懂得如何再面對你和女兒

（家庭）、公司的同事（事業），我

愛你」！（註：當然，現實人生的煩

惱，又豈可用一句話就能化解，而是

要不斷提昇覺察力，煩惱生起時及早

覺知，以智慧去面對它、接受它、處

理它、放下它！)

下午二時講課，法師以他多年前

出版的一本人像攝影書內美女照片，

開示所謂「真」與「假」。某些模特

兒、影星，本身十分上境，例如鍾楚

紅，怎樣拍都不會醜。但很多是以化

妝、燈光、服飾、背景襯托出模特兒

的「美」。

當投影一美女影星照片時，突然

有一男同學大叫：「嘩！乜咁醜架！」

各同學震驚之餘，法師卻淡淡的講了

一個故事。話說「蘇東坡有一個相知

甚篤的方外之交佛印禪師，平時二人

在佛學、文學上總不忘相互切磋，但

每次老是讓佛印禪師佔盡上風，蘇東

坡心裡總覺不是滋味，所以百般用

心，想讓佛印禪師下不了台。一天，

兩人相對坐禪，蘇東坡一時心血來

潮，問佛印禪師：「你看我現在禪坐

的姿勢像什麼？」佛印禪師說：「像

一尊佛。」蘇東坡聽了之後滿懷得

意。此時，佛印禪師反問蘇東坡：

「那你看我的坐姿像個甚麼？」蘇東

坡毫不考慮地回答：「你看起來像一

堆牛糞！」佛印禪師微微一笑，雙手

合十說聲：「阿彌陀佛！」

蘇東坡回家後，很得意地向

妹妹炫耀，說： 「今天總

算佔了佛印禪師的上風。」

蘇小妹聽完原委，卻不以為

然地說：「哥哥！你今天輸

得最慘！因為佛印禪師心中

全是佛，所以看任何眾生皆

是佛，而你心中全盡是污穢不淨，把

六根清淨的佛印禪師，竟然看成牛

糞，這不是輸得很慘嗎？」蘇東坡手

拈一拈鬍子，黯然地同意蘇小妹的看

法。」故事說到此，全班同學大笑起

來。可憐那位男同學，摸摸頭，還不

知道同學們笑甚麼？

接著，法師介紹來自臺灣的吳

家三姐妹（自稱無事三姐妹）（註二）

。首先是由老三曉柔教授插花藝術。

她自小喜歡插花，曾經有五、六年，

清早出門，去花市訂花，然後上班，

午飯時間開班教插花。從工作計劃到

課程內容，到花藝設計，滿腦子只有

插花！倒也很像筆者，為做自

己喜歡的事情而拼搏。但問她

（或問筆者）快樂嗎，總說不

出！

見 她 一 邊 講 ， 一 邊 擺 放

把握當下攝影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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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葉、菜和水果，不久便完成別

緻的擺設。之後同學各自選一些插

花材料，擺設一作品並拍照。筆者

的擺設可謂比簡單還要簡單，證明

沒有天份。攝影才是興趣，所以拍

下曉柔老師的其他作品。小組分享

完，不忘與吳爸爸及三姐妹合照。

晚上九時十分禪坐，完結非常

充實的一天。十時三板（開大靜），

心中充滿法喜，在寧靜的環境中安

然入睡。

鄭展鵬（鵬慧合十）

2016年4月3日

後  記

工作，上課（包括佛學、調

解、物流、保險），及籌備講

座等，已佔據了大部份時間。

除星期日下午外，星期三晚

的共修都不能參與，只能利用

四天長假，回憶一下三年前

的片段，陪伴家人，自己好好

休息一下。筆者自覺算是個隨順因緣

的人，很多年前已希望上華嚴閣跟兩

位梁師兄共修，但礙於種種原因，不

能成行。幸好長假後還有一天清明節

假，太太及細女到國內參加兩天遊，

星期六下午視訊課停一堂，星期日明

珠佛學社放假，下午沒有共修，決定

趁此機會上華嚴閣。

原定三日兩夜，偏偏放假前，有

一位在公司工作超過二十年的同事，

在澳門工作時受傷，估計將會有幾個

月不能上班，所以筆者要接手他正在

處理中的案件。加上兩個月前一位同

事離職，筆者共要處理三人（包括自

己）的案件。不幸的是，又一位同事

辭職，星期六是他工作最後一天，這

意味著筆者又要處理多一批檔案了！

已令筆者透不過氣的工作，似乎正在

加重壓迫，不給筆者喘息的餘地。其

實前一天（星期五）剛決定要關閉另

一間虧損的公司，究竟，「我」要利

把握當下攝影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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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三天寫報告，跟進案件，還是按

原定計劃上華嚴閣呢？逆緣到來，那

怕修行也不容易！

幸好，三月三十日晚上，聽了一

場由佛門網及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主辦的講座，題為 “Present Moment 

Finding Peace” 筆者譯作「當下尋找

平靜」。講者是 Lama Dr. Barry Ker-

zin，他是喇嘛，也是醫師。（註三）

講座中，他教授了兩種簡易禪修

方法，第一種集中注意左、右鼻孔的

出入息。第二種是放鬆覺察身邊的聲

音、環境、甚至嗅覺。這兩種方法，

是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

進行，大可依據常霖法師的教導：

「寧可短，不可斷」，除早晚外，等

車、乘車，步行皆可襌修。

喇嘛在講座中提到，數年前閉關

時，遇到的一些逆緣。話說在那熟悉

的印度小村落，閉關時卻有村民維修

電單車，有人回收鐵油罐！還多了一

條狗，每晚在吠。過去都沒有這三種

聲音的，對於閉關修行，很明顯是障

礙。話說到此，喇嘛以愉悅的笑容，

訴說達賴喇嘛的開示：「你應該多謝

這些逆緣，成就殊勝的閉關修行。」

筆者恍然有悟，事事順境，多多福

報，只會令自己懈怠，忘記佛學求

解脫的初衷。當下煩惱減退，心生歡

喜，決定如期上山。

經過晚上八時半及次日早上六

時半兩節共修，對於宣隆內觀禪修法

有了另一種體驗。早餐後由志高師兄

泡茶，四個人（包括兩位梁師兄及崔

師兄）話題源源不絕，談及內觀禪修

法，呼吸，覺察，錯覺，涅槃，禪，

懺悔，加持，外教等問題。志賢師兄

對上述討論有很精闢的見解，志高師

兄一如以住，三言兩語的補充，已令

筆者有頓開茅塞之感。

他們還介紹了幾本書給筆者。其

中一本《奇蹟》“My Stroke of Insight”

作者：吉兒泰勒（註四）講述身為腦

科醫生，又是哈佛大學教授的她，在

1996年12月經歷了一次十分嚴重的

中風後，嘗試運用右腦去保護已失去

功能的左腦，八年內成功恢復整個腦

的大部分功能的故事。

今天是清明節，總要上寶福山，

拜祭前亡妻、四弟及二姊夫。隨著年

齡的增長，肯定上寶福山的次數，乃

至要拜祭的親朋也越來越多！某一

天，筆者的頭像，或會被放在靈位

上，雖然這不是筆者的意願。（註：

如遺體還有用，應變成無言老師）

去年跟劉錦華老師及明珠佛學

社的同修，去香港墳場作墓園禪修，

途經天主教墳場，見到一對聯：「今

把握當下攝影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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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非常喜歡。事實如此，茶聚時筆者也

談到，在現實中有時講真話，會令人

不快、不滿。而工作上，實話實說，

例如保險公司拒賠，會帶來辱罵、投

訴、官司！明白世間是顛倒的，還是

去尋求大智（若愚）吧！

最近兩年睡覺前，間中都會自

問：「如果今晚一睡不起，到底還

有甚麼心願未了呢？」答案都是「沒

有！」至於遺願、遺憾，也沒有！遺

產？肯定有一些，足夠嗎？不知道，

因為「我」已管不了，也因人而異，

希望太太覺得足夠！（一笑）

註一：（互聯網上資料）《零極限》

一本講述作者喬．維泰利 (Joe 

Vitale) 為了探索一種夏威夷的

傳統療法——「荷歐波諾波諾」

(Ho’oponopono)，在尋找過程中

的所見所聞（由半信半疑的態

度，到深信不疑的心態），用文

字一一記錄

故事從一位世界上最奇特的治

療師修．藍博士(Ihaleakala Hew 

Len, PhD.) 的傳說開始。作者向

這位神治療師學習。過程中發現

他用的只是簡單的四句話：「我

愛你」、「對不起」、「請原諒

我」、「謝謝你」來清理自己，

這個清理的過程是一種夏威夷

的傳統療法。這個方法不僅讓精

神病患者得到療愈，也讓一位

過敏氣喘了五十年的婦人，在一

夕間神奇治愈，還有許多在人際

關係、工作、健康等成功運用此

法的真實故事都收錄在書中，帶

大家逐漸揭開這個方法的神秘面

紗。

《零極限》一書，從 NEW AGE

的角度去理解，是一套遠古人類

的智慧，一個險些失傳的法寶。

現今社會，大家都習慣活在過去

記憶和經歷所產生的恐懼之中，

影響當下的決定，使大家得不到

原有的健康、平靜與財富。而

這套夏威夷療法就是協助大家清

理，清理潛意識中這些有毒的記

憶和經歷，使大家回復到「零」，

佛家所說的「空」狀態，放下過

去包袱，思緒都會清晰得多。

註二： 詳見《溫暖人間》354期專

訪，「無事姐妹在旅行中找到自

己」。

註三： 有興趣可觀看 Lama Dr. 

Barry Kerzin 在台北演講 “What 

makes us human?” YouTube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Q7YskUbEyeY

註四： 詳見《溫暖人間》427期，

觀成法師講開思路專欄：「襌修

淨化身心」講記中，

法師有介紹這本書。

在《大般若經》提到八念—— 

「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捨、

念天、念入出息、念死。」

佛弟子為何要修八念呢？《大智

度論》卷二十一這樣解釋：

「佛告諸比丘：若於阿蘭若

處，空舍、冢間，山林、曠野，

在中思惟，若有怖畏，衣毛為

豎，爾時當念佛：佛是多陀阿伽

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乃至

婆伽婆，恐怖則滅。若不念佛，

當應念法：佛法清淨，巧出善

說，得今世報，指示開發，有智

之人心力能解。如是念法，怖畏

則除。若不念法，則當念僧：佛

弟子眾修正道，隨法行。僧中有

阿羅漢向、阿羅漢，乃至須陀洹

向、須陀洹，四雙八輩；是佛弟

子眾應供養，合掌恭敬，禮拜、

迎送，世間無上福田。作如是念

僧，恐怖即滅。......」

「阿蘭若」是清淨的地方或精

為何要修八念
邵馨梅

舍；「多陀阿伽度」是梵語譯音，

意譯為如來；「阿羅訶」即阿羅漢，

成了阿羅漢就能夠應受人天供養，所

以，阿羅漢也叫應供；「 三 藐 三 佛

陀 」 即 正 等 覺 ， 也 即 是 正 徧 知 ；

「 婆 伽 婆 」 是薄伽梵的異譯，意譯

為世尊。這幾個都是佛的德號，這裏

先舉出了三個，然後用「乃至」二

字，省略了其他德號，其實是包含了

佛的所有德號。

佛陀教導弟子：如果在精舍，

在靜室，在墳墓間，在山林樹下，或

在曠野之中，在這些遠離喧鬧的地方

靜坐修習止觀的時候，如果突然感到

恐怖畏懼，毛孔也豎起來，這時候就

應當馬上念佛，馬上憶念佛的所有德

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如果能即時這樣

憶念佛之功德、佛之智慧、佛之慈

悲、佛之德號，恐怖立即便會滅除。

如果你不選擇念佛，就應當念

把握當下攝影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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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而 作 如 下 思 惟 ： 佛 法 清 淨 ，

「是法巧出，得今世果，無熱

惱，不待時，能到善處，通達無

礙。」 （《大智度論》卷二十二）

佛陀以無上甚深微妙法開示於

世，世人若能依佛陀所說之法而修

行，則於今世之未來必能得到好的果

報，煩惱去除，於不久便能得到安樂

自在。佛法是我們修學的明燈，能指

示我們修行的方式、方法，也能指示

我們前進的方向，能夠開啟我們的智

慧，發掘我們的潛能。有智慧的人，

應該有足夠能力正確地理解佛法，是

人若然能夠以佛法正確地思惟，恐怖

畏懼則能消除。

《大智度論》卷二十二解釋了

「巧出」：「巧出者，二諦不相違

故，所謂世諦、第一義諦；智者

不能壞，愚者不起諍故。是法亦

離二邊，所謂若受五欲樂，若受

苦行。復離二邊：若常、若斷；

若我、若無我；若有、若無。如

是等二邊不著，是名巧出。諸外

道輩自貴其法，毀賤他法故，不

能巧出。得今世果者，離愛因緣

世間種種苦，離邪見因緣種種論

議鬬諍，身心得安樂。......」

「巧出」在於世俗諦與第一義諦

相對待而互不違背，此二諦對於有智

慧之人不能壞其微妙之關係，愚癡之

人則無以為諍。此法亦離開相對二邊

之執。二邊者包括：或享五欲之樂，

或受苦行之苦。此外，二邊更有：或

常見或斷見；或有我或無我；或有見

或無見。如果能夠如實正觀二諦之真

實而能不執著於二邊，是之為「巧

出」。諸外道們以自己之法為寶貴，

抵毀他人之法，則不能巧出。現世之

人，以能夠離開對世間愛欲之貪求而

得離世間種種苦，以及離開邪見而得

離開各種論議鬥諍，便能得到身心安

樂。

如果你不選擇念法，就應當念

僧，應當這樣思惟：佛弟子是和合僧

眾，聚集一起互相勉勵，同修八正

道，依法而修，依法而行。僧團中有

不同程度的聖者，四雙八輩各種階位

的修行人都有，這些如法修行的佛弟

子皆精進勇猛，我們都應該供養他

們，應該向他們合掌恭敬、禮拜、迎

送。我們供養他們，即是廣種世間無

上福田。我們若能這樣念僧，恐怖馬

上就會滅除。

「......比丘自念布施、持

戒功德，怖畏亦除。所以者何？

若破戒心，畏墮地獄；若慳貪

心，畏墮餓鬼及貧窮中。自念我

有是淨戒、布施，若念淨戒，若

念布施，心則歡喜，作是言：若

我命未盡，當更增進功德；若當

命終，不畏墮惡道！以是故，念

戒、施亦能令怖畏不生。......」

比丘若感到恐懼，自己應當憶念

布施、持戒的功德，如是思惟，恐怖

畏懼也能馬上消除。為何念施、念戒

能消除恐怖畏懼呢？因為如果你生起

破戒之心，總是患得患失，便會擔心

自己將來會墮地獄；如果你生起慳貪

之心，便會畏懼自己將來會墮餓鬼道

及生在貧窮之中。但如果你自己能有

這樣的正思惟：「我有持清淨戒，我

有修布施功德」，如果你能念念都是

思惟著持淨戒，念念都是思惟著修布

施，那麼，你的心就會很歡喜，並且

發大誓願說：我的壽命未完，我會精

進勇猛修行，增加功德；到我的壽命

終結時，我也不會畏懼墮落惡道！所

以，念戒、念施也能令恐怖畏懼不再

生起。

「念上諸天皆是布施、持戒

果報，此諸天以福德因緣故生

彼，我亦有是福德。是以故，念

天亦能令怖畏不生。......」

我們也應當思惟：上生諸天都是

因為修布施、持戒而得的果報，這些

天界，是要有福德因緣才能上生這些

地方，我也是有福德。所以，念天亦

能令我們不會生起恐怖畏懼。

大乘佛教雖然不鼓勵大家生於

天道，但對於一些只求人天福報的眾

生來講，他們未能發大菩提心行菩

薩道，沒有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大

悲大願，也沒有出離心趣向解脫道，

他們只想得人天福報，下一世比今世

好，所以，他們若能生天，總超勝於

墮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所以，

念天也能令這些眾生不再恐怖畏懼。

「十六行念安那般那時，細

覺尚滅，何況恐怖粗覺？......」

修十六行相時，念茲在茲，心一

境性。心一直都專注著自己的呼吸，

自己的入息、出息。在定中，微細之

覺知尚且感覺不到，又怎會有那些恐

怖的粗覺呢？所以，念入出息就不會

有恐怖感覺了。

「念死者，念五眾身，念念

生滅，從生已來，常與死俱，今

何以畏死？......」

「五眾」是五陰，皆是五蘊的舊

譯。所謂念死，是要我們常常思惟：

我們的五蘊身體，每一剎那都在生滅

之中，剎那剎那生滅，有生無不死，

從生以來，常常與死在一起，現在又

何須畏懼死亡？我們若能如此思惟，

便不會有恐怖畏懼。

《大智度論》卷二十一、二十

二，詳細論述了怎樣念佛、念法、念

僧、念戒、念捨、念天、念入出息、

念 死 。 在 此 只 作 簡 單 介

紹，有興趣的同修，可以

自行參閱。

為何要修八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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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摩經》中，維摩居士對目

犍連說：「夫說法者，無說無示；

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很多人

對這兩句經文，覺得難以理解：說

法者，明明有說法，為何說「無說無

示」？聽法者明明有聽法，為何又說

「無聞無得」？其實，這兩句經文，

包含了甚深的般若義理。

「夫說法者」的「夫」是助語

詞，「者」有兩種解釋，一種解作

「人」，一種解作「的」，這裡是作

「的」解。「無說無示」這種說法是

《維摩經》典型的矛盾句式。說了法

就如沒有說法；「示」是給人一種啟

發、一種開示和一種見解，通常都是

明白的人，講解給不明白的人聽，

或者是程度高的人講解給程度低的人

聽，這就叫做「示」，例如佛陀之開

示眾生。「聞」是聽聞。「得」是思

想上有所得着。

要明白「無說無示」、「無聞

無得」，首先要知道「無」的解釋。

世人以「有」、「無」作分別，將世

「無說無示」與

「無聞無得」
許望仁

間一切事物現象皆視為實在不變的有

無，惟佛陀所教，一切皆緣聚而生、

緣散而滅，除卻因緣，別無他法，是

故無常，而無常但相續。因此之故，

世間沒有實在有無，而我們所接觸的

一切，只是因緣條件下非永久性存在

的事物與現象，雖非實有，亦不算

無，姑且稱之為「假名有」。此乃世

間一切的真實相狀，如能明白其中道

理就知道「無」的真正意義，是指沒

有實在不變性，不可執為實有。至於

其存在只是條件性的，非不變，所以

實際上是無。

對於說、示、聞、得，就有如下

解說。「無說」，意思是不能用言語

道出，講者想說出真實情況，但實際

上是不能做到，是無法說到令人完全

清楚明白，所以要講出真實情況，實

際上是沒有可能的。「無示」，不可

以將見解完完全全的展示出來。「無

聞」，聽了亦不能算聞，因為由聽聞

是不能取得其完整相狀，如果取得，

就是有聞。「無得」，無實際可得。

這些就是不可思議，不可以將內容以

世間概念作思考，和用言語文字作議

論。

玄奘法師把這幾句翻譯為：「夫

說法者，一切皆是增益損減；其

聽法者，亦復皆是增益損減。若

於是處無增無減，即於是處都無

可說，亦無可聞，無所了別。」

這樣譯比羅什法師譯得較詳細，較容

易理解。

講到說法，毫無疑問會有增加、

減少的成份。我們凡有所說，不管是

講得最高深、最完美，用了最好的口

才，都是有「增益損減」。這些增加

和減少，當然都是以真理為標準。一

切事物背後所呈現的道理，就是法，

就是真理，我們把真理講出來的時

候，都會有所偏差，不能完全表達。

這就是「無說無示」的意思。我們把

羅什法師和玄奘法師的譯本作比較，

就能清楚明白經文的意思。

在《大般若經》，佛陀說：「我

從成佛至涅槃，於其中間未曾說

過一字。」我們用《大般若經》的

精神來解釋「無說無示」是最好不

過的。這句經文有幾個意思，其中一

個意思就是說，佛陀所說的，其實都

沒有說出他要說的，他要說的說不

出來，所以就是「於其中間未曾說一

字」。

第二個意思是說，佛陀不是真的

沒有說過，是叫大家聽後不要執著佛

所說的法。佛用這種方式告訴大眾，

讓大家明白他的言外之意。當你看到

這句經文的時候，你應暫時把經文放

下，思惟佛說這句話，最深的寓意究

竟是甚麼？原來佛是希望我們讀完

《大般若經》，不要只在文字上瞭

解，還要在《大般若經》佛未講到的

地方深入思惟，有所領會，這樣始能

知道佛要說但不能以言語說出的法，

這就是《大般若經》的精神。

在《金剛經》，佛對須菩提說：

「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

謗佛，是人不能解我所說故。」

如果有人說如來說了幾十年法，他

就是謗佛。因為如來都知道自己所說

的不能直接完全告訴聽者一切法的實

相，實際上要修行人自己在禪定中直

觀才能觀見，如來怎會有所說法呢？

若有人說佛有所說法，他就是謗佛。

這個意思其實是很深刻的，因為

佛並沒有講盡他想要講的法，所以結

論就是：「說法者，無法可說，是

名說法。」（《金剛經》）當你明

白了性空的立場，你就覺得經文很精

彩，否則，你就不明白經文說甚麼。

其實，所謂說法，是無法可說，是沒

有辦法講到一切法的實相，不過，畢

竟還是要講，所以，姑且叫做說法。

說法的人，要有這種態度。

既然說法有增益損減，聽法的

人，也會增益損減，說法者說東，聽

者可能以為是說東南。就算聽者對所

聽的內容沒有增加減少，但因為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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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經增益損減，所以聽者必定是增

益損減，說法者沒有說出的內容，聽

者也聽不到。還有，說法者只講出八

成，而聽者可能只聽進六成、五成，

甚至更少，這就損減得更厲害。所

以，世間一般的情況，我們都無法完

全真實地說出，真理更加不能完整地

表達。

既然如此，我們怎樣去補救呢？

玄奘法師所譯的「若於是處無增

無減，即於是處無可說，亦無可

聞，無所了別」就是補救。如果我

們在法的真理、法的實相上，無增無

減，就叫做「無可說」，「無可聞」，

「無所了別」。原來所謂「無說」、

「無聞」，反而是正確的做法，因為

法理在精要的地方，在重要的勝義

諦，一定要達到無增益損減，說者

「無可說」，聽者「無可聞」，這等於

羅什法師所譯的「無說無示」，但羅什

法師沒有完整地翻譯出來，我們就覺

得難以理解。如果我們把玄奘法師的

譯本併起來解釋，就容易明白了。

學中觀的人，對一切事物與現象

都能以多角度觀察和認識，是一種正

確修習佛法的方法。佛陀這位導師沒

有說出的地方，無增益、無損減，這

樣反而最真實，我們聽的時候，不只

是聽他表面所說的，還要意會他所不

說的那部分。大家互相會意，成為一

個無所說，一個無所聞，這就是最好

的講師與聽眾，能得世間的真相。但

這些要經過一步步的增益損減，才能

得到無增無減。這不是說大家來上課

的時候，老師無說，學生也無聞，大

家就能圓滿；實際上要多番接觸逐步

提升始能成就。

「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羅什法師這樣翻譯很抽象，我們應該

從「無說無示」方面去理解。既然

「說法者，無法可說」，聽法者當然

也無法可聞，也無所得。換言之，就

是不可得。師父對徒弟說法，說完之

後，就說自己沒有說法；徒弟聽完之

後，也說自己沒有聽過。這樣的對答

似乎沒有實質，其實他們是交換了最

高的語言。師父說自己未能把全部道

理說出來，叫徒弟回去觀想，徒弟也

說自己未能聽到全部道理，這就是

「無聞無得」。

印順導師在《般若經講記》之

辛四說：「法如實相是離言說相

的，不可以言宣的，所以說法

即無法可說。無法可說而隨俗假

說，令衆生從言說中體達無法可

說。這即名爲說法了。」

如實相是離開言說，不可以說出

來的。所以，凡是說法，其實是無法

可說，但又不能不講，佛陀只好隨著

世俗的思惟而假說，假說即是說不出

最真實、最高級、最徹底、最究竟的

那點，令眾生在言說裡面體悟無法可

說，佛陀沒有說的那部份，留待聽的

人自己證悟。

佛陀說法，或其他法師、老師

說法，最多都只是講出一部份，剩

下沒有講出的內容，無法說出，要聽

的人自己思考，然後在止觀中直觀出

來。這不是猜謎，而是不可以言宣。

佛所說出的部份，只是方便法，但有

其用處，可以令聽眾得到正確的追尋

方向，如果完全沒有方便法，聽眾就

連摸都摸不到法之真實所在之處。所

以，講方便法是有須要，不過，如果

要得到解脫，最須要的是最後直觀實

法。我們看了印順導師的書，就能清

楚明白何謂「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佛菩薩雖然是「無說無示」，但

能做到無說而說，無示而示。在說者

方面來講，是講了一些言語，但這些

言語是傳「意」外之言，不是「意」

內之言，這個「意」是代表實相。佛

陀要所有眾生直接體會此意，他只講

了真相之外的話。在聽者方面來講，

要聞言外之意，要得到師父言語以外

的心意。

由此可知，言說與義理是兩回

事。例如，我們說火，這是言說，火

的言說不會燃燒，但實際的火是會燃

燒。又如，我們說水是濕的，但水的

言說不會濕我們的身體，而實際的水

能濕我們的身體。所以，言說與實境

不是同一回事，實相是「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言語的道，言語的工

具，言語的方式，無法講出實相，無

話可說就是「斷」。「心行」就是

我們的心思，心行的活動，怎樣攀緣

都攀不到那個境界，所以，心思的活

動止息了，此時就要靠我們的智慧去

直觀。我們用智慧去參透人生，與心

思的計度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兩回

事。由於此時不能以世間概念作思考

和用言語文字作議論，此種情況就如

上文所稱之為不可思議。

在《維摩經》中，維摩居士還

用譬喻來解釋：「譬如幻人說法，

當建是意而爲說法。」我們說法，

等於魔術師變一些假人出來，對假人

說假法，這就是以幻對幻。換言之，

世間本身已經是不實在，重重相因相

待，要講出世間的因緣法，實際上是

無法完全講出來的。不過，我們姑且

用一些言說，說一些表面的情況和

事物的表象，表象裏面的真實狀態，

是說不出來的。這等於用不實際的

言說，說一些不實際的事情，這也是

以幻說幻。雖然這些言說不能直接說

出世間的實相，世間也是不實，我們

聽的時候，要明白這些都是不實。而

事物表象裏面說不出來的真實狀態，

就要證入其深處，觀其結構的來龍去

脈，才可體悟事物的實相。

佛陀所證悟的道理，很多都無法

用世間的言說完全表達出來，但為遷

就我們這樣膚淺的凡夫，佛陀姑且用

世間的語言，為我們講解四聖諦、緣

起法、三法印等等無上甚深微妙法。

佛陀說法之後，便叫我們放下，不要

執著佛所說之法，並在《金剛經》教

導我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世間上沒有任何一個宗教的教主

之胸襟像佛陀那樣廣闊，佛陀教導弟

子，不要執著，連佛陀所說

之法也不要執著。這正是佛

陀的偉大之處！

「無說無示」與「無聞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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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三月

常 務 經 費：

$10000: 潘淑河。 $9787.98: ( 余德玉、甄綺蓮 )。 $4000: 李志生。 $3000: 

戴德恩、( 趙之南、趙之東、趙之西、趙蘊姸 )、劉健輝。 $2000: 陳卓然、

王天生。 $1600: (黃育明、張思驊)。 $1580: 經論班同學。 $1500: 吳玉群。 

$1100: ( 黃小萍、黃錦倫 )。  $1000: 楊錦全、李小梅、鄭展鵬、(黃耀章、

黄河山、保山、錦山、陳合和)、(梁志高、梁志賢) 、林美珍、張雅媛。 $920: 

佛弟子。 $900: 胡昭源、胡薄淑貞。 $700: 石煥英、曾柳英、 ( 黃添源、高

嬋英)。 $600: 趙泳均、(梁社釗、吳蓮菊合家)、(梁家強、馮慕燕合家)、(許

少平、梁美華合家)、(楊美萍、梁家榮合家)。 $550: 無名氏。 $500: 吳妙芳、

喻安妮、魏賢、薛珠心、何智如、黄妹、何智如合家、陳輝雄、莫鴻沁、莫樹泉、

吳蓮菊、虞鵬飛。 $400: 關本願、( 梁麗容、梁麗瓊 )、岑寶蓮、黎蘊璋、甘

萬歡、夏韻芝。 $300: 楊淑平、趙雲萍、安惜玉、(羅瑞琪、羅潤成、羅慧珠)、

果維、李淑嫻、(盧炳權、盧炳輝、盧美華 )。 $260: 妙華會友。 $200: ( 衛

健基、衞泳妤 )、郭耿波、湯偉平、林大成、郭綺華、衛健雯、(詹楚光、

詹紫慧 )、黃淨賢、黎少芳、鄺婉儀、吳燕瓊、司徒洪、戚汝民、羅群玉、(岑

光洪、岺寶嫦、何峰民)、李月明、盧淑珍、吳秀群、陶婉芬、黃卓英、胡果麗、

楊潔英、梁家豪。 $150: 李綺雄。 $100: 招惠芬、福齊、李曼華、張思驊、

劉燕薇、徐俊、宋凱欣、戚凱傑、吳佩珍合家、李蘇合家、岑光洪、(司徒惠、

余寶蘭 )、( 司徒燕儀合府 )、( 司徒智光合府 )、( 司徒潔儀合府 )、( 司徒敏

儀合府 )、( 余健榮合府 )、( 余榮略合府 )、( 岑光洪、岺寶嫦、何峰民 )、曾

曼平、邵萍菲、曾清梅、鍾映蓮、徐鳳琴、

林志輝合家、朱華健合家、何德兆。  ¥1000: 

黃帶根、黃炳賢、黃炳桃、吳兆波、麥冠偉、

麥智燁。  ¥500: 吳兆庭、張綺雯、市橋弟

子、黃路合家。 ¥100: 蔡卿、何志偉、黎

潤愛。 加幣 $100: 何智如。

助 印：

$4875: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