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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經 簡 要

智海長老主講              地點：香港沙田大會堂

                                  徒孫弘傳記錄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有十種殊勝，也就是說心經有十

種優點。

一、義理精要殊勝          二、受持簡易殊勝

三、弘傳普遍殊勝          四、書寫供養殊勝

五、早晚課誦殊勝          六、能導諸法殊勝

七、蕩滌執情殊勝          八、除苦得樂殊勝

九、轉迷成悟殊勝          十、能生諸佛殊勝  

        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這是我參考各種資料列

出來的，其實這些道理，在古德注解裡頭都有，不

過我把它撿取十個名詞而已。我們就有一個條理，

在研究以後也許我們各位對心經內容有點幫助。現

在一條一條和大家解釋：

        第一、什麼叫做義理精要殊勝？比如說我們佛

敎的經典很多，有三藏十二部，都是我們敎主當初

所說的，也是釋迦牟尼佛滅度以後，諸大弟子所結

集的。關於結集經藏是自從釋迦牟尼佛滅度以後，

一共有六次結集。前面四次是在印度本國，第五次

第六次是在緬甸結集。結集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說

的敎法，把它收集在一起，有系統的分類，然後把

它記錄下來，給後人來學習。

        中國的佛敎乃至其他所有的佛教，都是經過高

僧大徳，從印度的梵文或者巴利文，把它翻成另外

一個國家的文字，好像中國的佛敎就是從印度的梵

文或者巴利文，把它翻成中國的漢文。中國的佛教

在翻譯的時期，從東漢到唐末這一大段時間，就將

近七百年的時間，各位看看這裡頭的學說道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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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佛法的道理在裡面。單單翻譯就經過那麼久的

時間，哪一個國家的文化從開始到成功經歷了七百

年的歷史，我們還沒有聽說過，所以古德歷代的高

僧，常常提醒我們後人，提醒什麼呢？就是我們不

研究佛法不了解裡面保貴的道理，我們不要說要報

佛的恩，連翻譯的高僧大德的恩，我們都報不到。

我們都知道唐僧玄奘法師，去西天取經受了多少的

磨難，為了這個佛法。但是翻譯到中國這麼多的佛

經，簡單的把它歸納不出於大乘佛法及小乘佛法，

但是中國是以大乘佛法為主。如果說起大乘佛敎，

中國是大乘佛教的基地。最初大乘佛教從印度到中

國，西藏、韓國和日本都沒有，都是後來從中國發

展出去的，那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有什麼不同呢？

小乘佛教從根本佛敎到原始佛敎，從原始佛敎到部

派佛教，多份是講業力為根本，我們眾生常常知道

有業力，眾生不由自主的。所以小乘佛教都勸眾生

要相信因果報應，我們第一步要離苦得樂，小乘佛

教講的比較切實，那相信我們各位學佛多年，對於

小乘佛教的根本佛敎、原始佛敎、部派佛教都很清

楚。有些初學佛的什麼叫根本佛敎？什麼叫原始佛

敎？什麼叫部派佛教？界限不容易分清。我們久學

佛的都知道，太虛大師有位弟子叫法舫法師，根據

他說，因為他在緬甸、錫蘭﹝斯里蘭卡﹞研究巴利

文，他對於這個很清楚。這些都是關於印度的佛教

歷史，他參考很多資料，他說：佛教就是釋迦牟尼

佛涅槃以後，在120年以內就是根本佛敎。那跟據

法舫法師所說，原始佛敎是釋迦牟尼佛滅後的第三

代開始，叫代傳弟子。原始佛敎和根本佛教界限是

這樣分法。那部派佛敎呢？是要晚一點。是在原始

佛敎以後演變分部派。在印度阿育王時代是佛教第

三次結集以後，有了部派佛敎分上座部、大眾部，

從這兩部又分十八部。一共有二十部。那麼上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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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守的、守舊的，釋迦牟尼佛滅度以後怎麼樣，

我們不要動完全照著那個做。大眾部就是要合乎時

代，就像我們現在大家學佛想法也不一致，有的守

古，祖師怎麼樣我們就怎麼做；有的說我們要隨一

點潮流時代不同了，佛教要現代化，也是不同。久

學佛的人沒有問題，假如我們才學佛或者學佛不久

的人，我們佛敎怎麼分那麼多派呢？到底哪個是真

的、哪一個可靠的，就會產生問題，我現在解釋一

下。佛教歷史上在印度最後一次結集、在印度第四

次佛敎結集，剛才說：阿育王時代第三次結集有了

部派佛敎，那個時候是佛滅度以後二百多年將近三

百年。第四次佛敎結集是在佛滅度以後將近五百年

的時候，這時候有位國王叫迦膩色迦王，已經是部

派佛教。那時候的國王好誠懇，每天請一位不同的

法師輪流到王宮去說法。那時候佛法大興會講法的

法師很多，他就輪流的請，請到最後呢！出問題

了，出什麼問題呢？就是每位法師講的中心點，有

一點點不同，這個國王很明白佛法、聽的多了。他

説：釋迦牟尼佛說的佛法應該是一樣的，怎麼你們

弘法的法師說的不一樣呢？當時有一位高僧就是第

四次結集的長老是首座長老叫脇尊者。為什麼叫脇

尊者呢？他不倒單、脇不沾蓆。他很晚出家、但是

他精進用功，他證得羅漢果而且深通佛法，三藏十

二部都能懂得，國王就請他到王宮，就問他，你們

佛敎都是釋迦牟尼佛說的，但是我請你們出家人到

王宮說法，怎麼講的有時候不一樣的內容呢！各位

看看，國王問話可不是鬧著玩的，回答要有理由。

脇尊者答的非常好而且有根據。脇尊者就和國王解

釋，你說我們講的法不一樣，你說的有道理，我現

在答覆你，你這麼護持佛敎，當然我要給你解決，

不能讓你起疑惑心啊！我現在說一個比喻，釋迦牟

尼佛在世時，好像法只是一味，等於什麼呢！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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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拿著拐仗，那是一條金的、黃金拐仗。那麼

現在到佛滅度以後呢！現在是部派佛敎大家解釋的

不一樣。其實還是金、那是一條金仗，金是不錯，

你不要懷疑，但是那金仗、不是原來整整齊齊的那

條棍了，是斷了十八段，把它分了十八段，你拿一

段去，我拿一段來，都是黃金的沒有錯，但已是一

部分一部分的，不是原來整個那個金仗了。換一句

話說，雖然我們法師說的法不一樣了，都沒有離開

佛的原來思想，不過呢！你取一部分的專長，我取

一部分的專長，大家所觀察解釋佛法的角度，重點

不一樣。其實都沒有離開佛法。那麼國王是不是那

樣解釋就算了呢！國王就說，既然都沒有離開正式

的佛法，應當以哪一個部派佛敎為主流呢？為正統

的佛法呢？我們要有一個主幹，好像一棵樹，你分

枝是分枝，還要有一枝粗的幹，哪一個幹最粗才能

算主流。脇尊者也答覆他，答覆他說：部派佛敎裡

有那麼多分派，應以一切有部(薩婆多)。這好像我

們研究的俱舍論，就是從一切部出來的，多數都是

一切有宗。他說：一切有宗最為専長，應當以這個

為正統佛教。講到這裡，我希望各位有一些感想，

什麼感想。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們是中國人，國

家大人口又多，佛教歷史又久，又是大乘佛法的基

地，我們現在學佛的人，應該以中國佛教的八大

宗，屬於這八大宗不管是瞭解的、修行的。我們都

可以研究修和學。如果離開八大宗以外、又生枝節

啊！各位就要小心了。因為八大宗裡邊的主流，還

要選擇。中國佛教有幾個宗是修行的和瞭解的，各

位去選擇。千萬不要以為旁的國家佛教或另外一個

新的也說是佛教，又有什麼特別出奇的東西，你就

自己的不要了、就跟它去了，這是很危險的，所以

我們要守著舊有的佛教，而且多下功夫研究裡面的

內容，不要離開它的根本，這樣才不會有問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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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的人說，那些我也要了解、我也要求知、我也

要明白，對！但是你不要太早明白，你先把自己的

本身先明白，如果你本身還没有大淸楚，就會被旁

邊的把你拉過去，你就會先入為主，所以我們要把

本身正式的佛法，研究多一點有了把握，再去看它

到底說什麼？不然還是靠不住的。

        大乘佛教主要從印度傳出來的就是兩個宗，一

個空宗、一個有宗。這兩個宗也各有各的經論，各

有各的高僧大德去傳承，我們今天大乘佛教以什麼

為根本呢？是以般若為根本。這般若是幹什麼的

呢？是用智慧去我們凡夫眾生種種的毛病，我們的

毛病很多，我們執著很多，都要用般若。般若就好

像水一樣，要把我們污濁、不清淨的東西要洗掉

它，這就要用般若，但是這一部大般若經有600

卷，還有其他小的，一部一部的呢！這是般若講空

的道理。其他講有的。是不是以般若為本呢？也離

不開般若。你研究相宗，你研究有宗，你沒有智慧

也是不成。所以都是以般若為根本。不管哪一宗，

有般若才能去執著去毛病，最後才能悟入佛敎中道

的道理。我們現在研究般若心經，是般若裡頭的中

心：經要。文字簡單，義理很精簡，所以叫義理精

要殊勝。

        第二受持簡易殊勝。簡單容易受持，比如我們

受持華嚴經。有八十一卷，念一遍、天天念要21

天。念妙法蓮華經好了，有七卷，不常念的人一天

也念不完。再說，大般若經是屬於般若有600卷，

更多不容易受持。那麼現在研究的心經，也有很多

翻譯本，一共有七種翻譯本，但是最流通的、最適

合今天大家受持的，是唐玄奘法師翻譯的這本，一

共才260個字。多人容易受持。心經蓋括大般經的

綱要，而且顯密都有。你比如說前面講教的道理、

空的道理，後面又有咒語，你可以顯密兼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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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幼年的人都可以受持。就是字少容易念、容

易受持，所以是受持簡易殊勝。(下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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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菩薩行願品講記


智海長老主講


復次善男子，言懺悔業障者，菩薩自念，我

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

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

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

剎一切諸佛菩薩眾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

住淨戒，一切功德。

我們現在講到普賢菩薩十大願的第四大願：懺

悔業障。有的經文寫懺除業障，都沒關係。

普賢菩薩又按照次第叫了一聲善財童子說，善

男子，言懺悔業障者。這一條對我們很重要，要特

別注意。凡夫修行沒有一個人是沒有業障的，但是

業障也有輕有重，有現在的也有過去的。有的人

說，“我今生做人都很好，沒有對不住人，沒有做

錯事⋯⋯”但是我們不知道前生前世有沒有做錯，

如果沒有業障早就成佛了，普賢菩薩是大菩薩，還

說要懺悔業障，何況我們呢？所以我們多少都是有

業障的。

現在說懺悔業障，懺梵語叫懺摩。我們半個月

布薩的時候要先懺摩，然後才能誦戒，就是懺悔的

意思。懺是懺其先愆，就是懺除以往的罪，悔是悔

其後過，過去的罪業懺過了，以後不再作叫懺悔。

在梁皇寶懺中有兩句話，「世間上有二健兒」，世

間上有兩個健康的人：一是不作罪，二是能懺悔。

如果能不造罪不做錯，那是最好了，但是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如果有過能懺悔，也是好的，懺悔得安

樂，這是戒本上有的。

懺悔能得安樂。那麼簡單講懺悔，有做法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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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照一套規矩進行懺悔，有一個人對一個人懺

悔；一個人對多人懺悔；一個人對全體懺悔。這是

在叢林裡的做法懺。就是看犯甚麼罪，再怎麼樣做

法，在戒律上這些都是有規矩的。

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菩薩行十大願的菩

薩，誰行誰就是菩薩，現在普賢菩薩這樣說，自己

心裡想我在過去無始以來，生生世世那麼多的劫之

中。無始兩個字，平常說人有煩惱無明，無始以來

的無明，無始就是沒有頭。到底有頭沒有呢？沒

有。這個無始很不好懂。在《圓覺經》裡講，山裡

有金礦銀礦，跟沙子石頭泥同時在山礦裡，它們在

一起，要經過淘煉開礦，最後把沙子泥去了才剩純

金。 現在講無始的無明，《大乘起信論》叫做如

來藏，就是生滅與不生滅和合在一起。我們從無始

以來，這是按照劫（時間），無始以來（久遠久

遠）以前時間我們就受生死，沒有成佛以前都在那

受生死輪迴。

        我們在過去生生世世無始劫之中，幹甚麼呢？

由貪瞋痴，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貪瞋

痴叫三毒，這是根本煩惱。在唯識中有六個根本煩

惱，有二十個隨煩惱。根本煩惱中貪瞋痴最厲害，

其他都是從這生出去的分支。我們人有了貪心、瞋

恨心、愚痴心就障道了，由貪瞋痴發身口意。

貪瞋痴是屬於煩惱不是業，是迷惑的惑，發身

口意，從身口意三業發出來的，因為有貪瞋痴做助

緣，那麼身口意造出來就是惡業了。換句話說，戒

定慧發身口意那就好了，現在由貪瞋痴發身口意而

造惡業了。比如殺生，有貪殺、有瞋殺、有痴殺，

就殺生來講貪瞋痴三種殺法也不一樣。

第一比如說貪殺，有人為了補養貪口福殺生，

或者是自殺教他殺都是殺，殺豬殺雞，為了殺牠而

補自己，這叫貪殺，為了貪口福結冤家造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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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瞋殺。就是有了冤家對頭，或者是報仇

種種，用瞋恨心去殺對方，這叫瞋恨心殺，以瞋報

瞋。貪殺瞋殺容易懂，瞋殺不是為了貪口味去殺，

是要他的命，貪殺是貪口味。

第三痴殺是甚麼呢？不是為了殺它牠補養我自

己，跟他也沒有冤仇，那為甚麼還要殺牠呢？這點

唯有佛教講得最清楚。各位知道，逢年過節殺雞殺

鴨祭神祭天，他不是貪心要自己吃雞鴨，也不是為

了瞋恨心殺雞鴨，是為了求天神保佑，降福給他，

所以他殺雞殺鴨去祭神，那叫做愚痴的殺。殺生去

祭神，如果神貪這個保佑你，那我們拜佛菩薩不拜

他了，所以這叫痴殺。

貪瞋痴殺，眾生來這個世間上，沒有事而造這

種罪，最後受苦是不值得的，都是從身口意造的各

種殺業。心裡計劃，身是自己行動去殺；口是命令

別人去殺，好像軍隊下命令；意是心裡計劃，用甚

麼方法去殺，意叫思業，就是身口意。這樣造作種

種諸惡業無量無邊，因為我們生生世世無始以來造

了很多業，所以說無量無邊。

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們

造的惡業沒有體相樣子給人家看，假設惡業有體

相，無論是方的是圓的，盡虛空界都不能容受，虛

空那麼大都容不下業的相。所以說這些惡業沒有體

相，如果有體相，盡虛空界都不能容受，無始以來

生生世世造得罪太多了，所以要懺悔。

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剎一切諸佛

菩薩眾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

        普賢菩薩說，我現在要以清淨的身口意三業，

遍於法界，盡虛空遍法界極微塵數那麼多的一切諸

佛菩薩眾前，誠心懺悔。很至誠懇切的心認真的懺

悔，這樣懺悔完了後不復造，以後不再造了，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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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給自己找麻煩。

恆住淨戒。常常安住在清淨的戒法上，持清

淨戒，也就是懺悔持戒。所謂殺生就是犯戒，不殺

生就是持戒，還有其他種種戒條都是一樣。戒中最

重要的就是根本戒，殺盜淫妄酒，所以在家居士受

五戒，是保護自己不失人身，對自己是有好處的。

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

盡，我懺乃盡。

眾生界，眾生業，眾生煩惱是沒有盡，虛空界

乃至眾生煩惱是不可窮盡，我此懺悔也沒有窮盡。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這段

之前講過，重復的地方就不再講了。( 下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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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至念佛圓通章

智海長老主講                        

釋聖慧錄音、許慧云整理

「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可是那兒子都往

外逃走了，躲到遠處去了，雖然想念兒子，又有什

麼用呢？

「子若憶母，如母憶時」，假如那兒子想母

親，如母親想兒子，「母子歷生不相違遠。」他就

生生世世不會違背不會遠隔住，這一段就是正文。

  下邊就是解釋這一段文的道理。有很多道理

我現在講一段。

此中文分兩段：一、十方如來，至雖憶何為。那

一句，就是有一個問號，那一行半，是合前喻，是

單憶無益。單一方面想念是沒有用處的；

二、從子若憶母，那一句至不相違遠，就是那一

段文，是合前邊的比喻，二人相憶，二憶念深的道

理。就是兩個人互相你想我，我想你，相憶越念越

深刻，就會見到面了。

現在重點第五行：

一、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者，是

合前喻，一人專憶。若子逃逝，雖憶何為，是合

前喻，一人專忘。前二人喻，泛指親友猶疏，今

以母子為喻，骨肉親切，令人易起信行。世間慈

母念子，念念不捨，子若忤逆不孝，忘恩負義，

逃逝他方，徒憶無益，母念或衰，心生悔恨。十

方諸佛，等視眾生，哀憐護念，過於慈母，逆惡

愈重，佛念愈深。慈母愛子，只能一世，佛愛眾

生，慈心無盡，從生至生，永劫無窮，故云佛念

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喻眾生逃逝，枉入

生死海中，輪迴六道，受苦無窮。雖憶何為？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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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雖具大悲，憐憫憶念，不能救拔，有因無緣，

單憶無益。

這是解釋上面大字的意思。意思就是十方如

來，就是十方諸佛。十方，什麼叫十方？就是東、

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方、下

方，叫十方。十方如來就是佛，十方都有佛。佛就

是如來，如來是佛的通號，好像釋迦如來、彌陀如

來，這十方世界都有佛，那些佛都是憐念眾生。憐

憫憶念眾生，就像母親憶想兒子一樣，這是合前面

的一人專憶。就是一個人想，比喻十方如來念眾

生，眾生沒有憶佛。

「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在前面大字裡頭有。母

親想念兒子，這是單方面的，設若兒子逃走了，母

親雖然是想他，憶念他也沒有用。是合前面一人專

忘。就是兒子專忘母親，不念母親的。母親念兒子

是專憶，兒子不念母親就是專忘。

「前二人喻，泛指親友猶疏」，前面兩個人，設若

昨天講的，一個甲一個乙，那是指的一般的親友，

還不是很近的一般的人。

現在「今以母子為喻，骨肉親切，令人易起信

行。」現在就是進一步的用母親和兒子作比喻，這

個母子是骨肉親切的，比如十方如來和眾生好像母

子那麼親切，容易相信這種道理。世間慈母念子，

念念不捨，子若忤逆不孝，忘恩負義，這個世間上

的慈母雖然念想他的兒子，念念不捨，兒子要是離

開了，那個母親啊，好像心裡吃不好飯，睡不好

覺，可是要是兒子忤逆不孝你想他，他不孝不理

你，不拿你當母親，那叫忘恩負義了。「逃逝他

方」，躲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徒憶無益。」母親

就是空空的，你想他沒有意義，沒有好處，你怎麼

想他，他也不想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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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念或衰，心生悔恨。」那個兒子走得遠

了，母親常念，念得辛苦了，這個母親心裡念得好

辛苦啊，念兒子的心就退失了，心生悔恨，心裡念

他老不來，兒子越念越遠，他不想想母親，母親念

他不來，這心裡就有一種悔恨，對兒子生一種反

感。

這裡兩個比喻：一個普通的親友；一個是母親

和兒子的比喻。下邊再拿諸佛來比喻。「十方諸

佛，等視眾生」，十方如來是平等看眾生的。「哀

憫護念」，慈悲哀憫護念我們，過於慈母。」超過

世間上的慈母。

「逆惡愈重，佛念愈深。」剛才說的母親念兒子，

兒子要是不孝，母親就會悔恨不念他了，念了也沒

用。可是我們眾生呢，越不信佛，越受罪，逆惡愈

重，這就是說諸佛超過母親的恩。眾生越不念佛，

佛念越深，佛越可憐眾生。好像地藏菩薩一樣，專

門到地獄裡，那都是罪惡的眾生，去救他們，看他

們太苦了！好像世間上的苦難的眾生，都值得我們

憐憫他。

「慈母愛子，只能一世，佛哀眾生，慈心無

盡」，這是再一層的解釋，世間上慈悲的母親愛她

兒子，只能一世，為什麼一世呢？你今生生他，他

是你兒子，來生你不知道了，前生的也不知道，也

記不得了，所以只能是一世是母子的關系。佛哀眾

生，慈心無盡。佛愛護哀憐眾生，這種慈悲心是沒

有窮盡的，沒有時間性，眾生一天不超出苦海，超

脫輪迴生死，佛都是要慈悲我們，要憶念我們，要

愛念我們的。所以生生世世，可以說從生至生，永

劫無窮。從此一生到將來生生世世，永劫—就是甚

至於多少劫，多少萬萬年，佛也是那樣哀念我們

的，所以和慈母不同。世間上的慈母愛兒子只此一

世，來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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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佛念眾生，如母憶子」，這是個比喻而

已，按著平等說，母親愛自己的兒子，不愛他人的

兒子，沒有那麼平等。按著時間上說，母親愛兒子

愛一世，佛愛眾生是生生世世，按著忤逆不孝說，

母親也許就不疼兒子了。但是佛哀憐眾生，更是怕

他受罪，墮落三塗。按著平等說，按著時間說，按

著悲心說，這三種佛都超過母親的那種功德。世間

上一般人十個有九個，疼自己的兒女，疼的特別顯

然，疼他人兒女就不一樣。因為什麼呢？不是自己

的骨肉啊！但是世間上有一種人，也疼他人的兒

女，可是少。

如果按照佛法的大劫來講，不要說大劫了。就

按照小劫說，一個小劫，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在這

一千六百八十萬年一個小劫裡，大家互相為父母妻

子兒女的太多了，所以佛法講得徹底，他透了三世

的因果。我們人最多講一世因果，有時候一世的因

果還不相信！這是凡夫眼光的問題了。

「若子逃逝，是喻眾生逃逝」，眾生走到生死

苦海，走到六道輪迴裡，走到受苦無窮的地方去

了，這樣雖憶何為？雖然諸佛憶念我們，可憐我

們，眾生也不當一事，這個地方是說，如果佛憐念

眾生，眾生不念佛，在佛的那邊來講就是有因無

緣，沒有可度的眾生。眾生的業障深重，不受度

了，雖憶何為？但是佛還是照常念的，這個是什麼

呢？喻佛雖具大悲，佛具足這個大悲心，憐憫憶

念，但是不能救拔我們，為什麼呢？有因無緣啊。

單憶無益，單單的憶，就是諸佛憶念我們，我們得

不到佛法的好處，這就是有因無緣。

在相反的一面，如果眾生有善根，不用說別的

了，很多人到了美國、加拿大，各處現在道場比較

多了，但是還有些州沒有道場，想聽佛法，想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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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道場，想見一個法師都見不著，現在美國和加拿

大都有這種情形。我們在這不感覺，可是他們見不

到道場想拜佛都沒有地方去。

在這一方面來講，眾生所求為因，不遇佛法，

不遇道場，不遇法師，見不到出家人，不遇善知

識，那是無緣。有因無緣。所以說有了善根，沒有

善緣，也是沒有助道的條件，也會退的。他的善

根，比如說想拜佛，想聽佛法，老也求不到。求不

到就算了，到哪去了呢？待會也許到外道去了。如

果我們研究過佛法，讀過經聽過佛法的道理，就不

是這樣了。所以在佛教講，要有信和解。信仰和明

白了解。單單有信仰不了解，隨後旁人說一個不同

的，那你也會信，也會轉變信仰。

假如有了了解呢，就不容易轉動了。但是要加

上信心。為什麼呢？如果單有了解，沒有信仰心，

會容易什麼呢？不容易起虔誠恭敬心。有信心的沒

有了解的人，看他東拜西拜，也很有誠心，也沒有

把握。所以信仰和了解，兩個最好是合著，不能偏

一面。

佛教修行的次第，從凡夫到成佛是信、解、

行、證四個階段，由信而解，由解而行，由行而證

的。現在我們念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有很多道理

的，如果明白道理念阿彌陀佛，和不明白道理，光

是相信念阿彌陀佛是有功德的，或者是阿彌陀佛保

佑我的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兒呢？就在我們一念心的成

分不一樣！我舉個例子，比如好喝茶的人沖一杯

茶，都叫茶，那個茶的顏色也深淺一樣，但是裏邊

的茶的味道不一樣。有的普通茶，有的凍頂，有的

梨山，有的龍井，味道還是不一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一念心等於水，好像一杯水，要放著什麼茶

葉，它就變成什麼茶，味道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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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比如我們的一念心，發歡喜心也是一念

心，發瞋恨心也是一念心，發念佛的心也是一念

心，就比如種種的茶葉不一樣，那茶的味道就不一

樣了。我們的心種種的不同，心的作用也就不一樣

了。會影響我們心地的轉變，大家都知道這種道理

了，我們就盡量用佛法來熏習，這是一種最高最好

的（比如茶葉）來做我們的助緣，把我們這杯水變

成甘露茶。那我們的心裡才能得到好處，才不會造

罪，才不會受苦，將來和佛菩薩在一起。這種道理

是很合乎科學的，絕對不是迷信的。

我們的心常常用佛法來熏習，使心裡的成分，

心裡的“細胞”轉變，因為身體的新陳代謝，“細

胞”的轉變就與來生我們投生有關系，如果細胞培

養的好，不會墮落，就會超生。如果我們的細胞培

養的不好，它有毒了，將來就會墮落了。比如一個

人瞋恨心太大太多，那個細胞的血球都有毒，將來

就會墮落了，還不用說等來生，你拿科學醫學研究

這都對的，不會說沒有道理的。

現在我們以佛的智慧來熏我們的心，以佛的慈

悲來熏我們的心，以佛的願力熏習我們的心，我們

學佛的智慧，學佛的慈悲，學佛的願力，那將來就

跟佛接近了，決定不假的。今天就講到這，阿彌陀

佛！（下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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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人第一步

智海

    所謂第一步，也就是學佛人的初步。如果我們

是開始學佛的人，初一步走的是正路，則以後步步

走的都容易是正路。如果初一步走的是邪路，則以

後步步走的也容易是邪路。我們學佛的人，第一步

的正路是什麼？就是信心，所以佛在經論中常提到

信為道源功德母。功德從何而來？是從信心而來；

道業的本源是什麼？也是要信心。

    但是我們要知道，有信心的人，也不完全盡

同。有的是迷信、有的是邪信、有的是正信。如果

是初步學佛的人，對於什麼是迷信，什麼是邪信，

什麼是正信，都認識不清楚，就很容易誤入歧途，

這就特別要注意了。所以久學佛的人常提醒後人，

初步學佛要多親近善知識。法華經云：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也即是說善知識是我們學佛修行的大助

道緣。但親近善知識，也要有擇法眼，不能感情用

事，必須加以如理思惟，要將是非邪正分明，所以

也要智慧。

    現在第一先要分明什麼是迷信、例如民間一般

風俗，每到逢年過節，都會殺雞殺鴨，拜神祭祖，

供酒供肉，以求神明保佑平安，甚至於不敢不供，

唯恐得罪於神明。這是一般普遍性的迷信，也是普

遍人的愚癡，因為愚癡迷信，所以造罪而不知道是

在造罪。試問用動物的生命當禮物，祭神以求神保

佑自己平安，這是很不公平的，殺牠求我平安，有

是理乎？還有既然是神，而還飲酒食肉，也在造

罪，也不是善神，所以人不敢得罪。佛法說有德者

為神，無德者為鬼，所以神與鬼之相差，如同世間

君子與小人也。為它殺生以求保佑自己平安，實屬

於迷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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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什麼叫做邪信。邪信就是有信心，而走極

端的偏執，不合乎中道，而有違背因果法則，此等

人世間很多，但以佛法而論，皆是邪信。邪信雖

多，不出二種：一者是永恆的邪信，二者是非永恆

的邪信。一者永恆的邪信，例如有人認為信就生

天，不信就下地獄，而且生天堂是永生，而佛說生

天不是永生，下地獄也不是永下，只是說天人壽命

長，地獄受苦時長，天人的福報壽命，和地獄的苦

報時間，都有終結的時候，但邪信的人，不信此

理，故名邪信。二者非永恆的邪信，例如有些人認

為人死以後就沒有了，如果說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都說沒看著，不相信，因為今生人死後就斷滅

了，所以在生的時候，不顧前因後果，只顧眼前，

這與人倫道德因果，都不符合，也是名為邪信。

請注意下文，究竟什麼叫做正信呢？我們學佛人第

一步就是要相信因果，所謂有前因就有後果，有什

麼因就有什麼果，因果的道理如影隨形，如同種瓜

得瓜，種豆得豆一樣。我們要相信善有善報，惡有

惡報，如果未報，就是時候未到，這種因果的道

理，如果說沒看著，其實就在眼前，滿街走的都是

人，為什麼就有窮人，也有富人，有快樂的人，也

有苦惱的人，這不是都看著了嗎！但是也有窮人變

成富人，富人有的也會變窮人，那又是因果的轉

變，所以佛教講有二世因果，有三世因果。二世因

果，就是前世因，今世果。三世因果，就是前世因

今世果，今世因來世果，如是因因果果，重重無

盡，吾人就是在這重重無盡的因果裡，受生死輪迴

之苦，如果不聞佛法，就無有出期。

佛教淨土宗第十二祖徹悟大師說：第一信人生

必有死，普天之下的人，從古到今，數千年來，曾

無一人逃得。第二信人生命無常，佛令吾人修無常

觀，應知出息雖存，入息難保，一息不來，即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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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後世做人做牛當馬，全不知道。第三信輪迴路

險，一念之差，便墮惡趣，一失人身，萬劫難復，

故此佛說：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

地土。須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等今生，既得

人身，應在今生度得此身，否則一失人身，則豬胞

胎，狗胞胎，何所不鑽，驢皮袋，馬皮袋，何所不

取，如是出一胞胎，入一胞胎，捨一皮袋，取一皮

袋，無有了期。昔日曹操，今猶轉豬，若不相信，

初生豬背，即有曹操二字，此事就在民國初年，出

在蘇州善人橋村，可不信乎？可不畏乎！

最後應信佛語不虛，一信釋迦本師，不說妄

語，指點西方實有極樂淨土，實有阿彌陀佛，今現

在說法。二信彌陀導師，不發虛願，以四十八大

願，度娑婆世界眾生，令離五濁八苦，令生西方極

樂世界，但受諸樂。吾等在娑婆世界學佛修行的

人，若肯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切願，持佛

名號，求生淨土，臨命終時，定蒙彌陀接引，往生

西方，親近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諸大菩薩，為

勝善友，最後一生成佛。古今多少念佛人生淨土

者，不分富貴貧賤男女老幼，往生傳載，臨終皆有

瑞相，或見西方三聖來迎，或聞天樂盈空，或放種

種異香，不一而足，吾等今學佛人，可不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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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禪開示～如何觀想
    
智海上人於天台禪淨學院開示                         

                                                                     聖慧記錄

         我們在止觀堂打坐，這樣行行坐坐，就如以

前我在天津打禪七時，真空老和尚所說〝行行坐坐

不離這個〞，這個是什麼呢？叫你去參、參這個，

自己要去找啊！如何找呢？現在講明白一點，我們

修行是修什麼呢？要修我們的心，心在那裡？在金

剛經說三心不可得，找不到心在那裡，但不可以說

沒有心，人人都有心，心在那裡呢？找不到在那

裡。

      現在簡單的說，每一個人都有真心和妄心，我

們的真心找不到，那妄心呢！也不易找。妄是什

麼？妄是虛妄妄想，是由妄心而來的；那真心在那

裡呢？打個比喻，如白天的虛空，萬里無雲，很光

明的。妄心就如黑雲，真心如白天的虛空萬里無

雲，很光明的；而妄心如黑雲把太陽遮住，見不到

陽光，就如把真心蓋住了，我們修行是去妄心和妄

想，這是不容易的事。

    佛經說的三藏十二部，講那麼多的道理，是給

不同人用不同的修行方法去妄想，我們妄想有多小

呢？妄想是數不過來的。我先把那麼多的妄想，簡

單歸化為五種妄想，這五種妄想從何而來呢？都在

我們身上，如心經說五蘊皆空，是那五蘊呢？五藴

是色藴、受藴、想藴、行藴和識藴，我們身上都具

有這五種因素組合而成。色藴是我們的身體、受想

行識是我們的心理，此五種是怎樣來的呢？都是從

妄想而來。

    佛經說(色藴)是堅固妄想，堅固如結冰一樣，

又如明眼人在黑暗中，堅固不可破，所以一個人的

身體是眾苦之本，要想脫離，是不容易的，因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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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了。（受藴）叫虛明妄想，怎樣虛明呢？什麼

叫受藴？是我們五根對五塵産生的妄想，比喻眼看

到什麼、耳聽到什麼都會起分別和有感受，這叫虛

明妄想。（想藴）叫融通妄想，在佛經內有一個比

喻，就如口渴，沒有水喝時，心想酸梅時口便出

水，雖然沒有酸梅，但口中便出水了，这是融通妄

想，就把梅想出來，這都是妄想。（行藴）叫幽隱

妄想，所謂幽隠是很微細，細到什麼程度，在佛經

說如春天的地氣，地上突突的地氣，但是走過去是

找不到又拿不到，如同眾生愚痴的追求；就如鹿口

渴找水喝，看到春天的陽焰，跑到那處看不到水，

因為是虛妄的妄想是沒有水的，所以幽隱妄想是很

微細。（識藴）是什麼妄想呢？是叫顛倒妄想，這

個妄想細起來根本看不到，沒有這種相，因為太微

細而看不到，那是顛倒妄想。如果五種妄想都破

了，可以修行到六根清淨，得六根互用，這需要很

努力去下功夫。

    我們的妄想也分為兩種，一是好的妄想、一個

是不好的妄想，不好的妄想比較多，好的妄想比較

少，在凡夫來說都執著五欲六塵，都在貪瞋痴中，

為什麼這些不好的妄想那麼害人，因為容易起煩

惱、起了貪瞋痴就會造業，造業就要受報受苦，這

樣把人害了在輪迴受苦，所以佛法勸導我們修行打

坐，想辦法不要打妄想，起碼不要打壞妄想，最好

沒有妄想，妄想會把真心遮住。如果能夠沒有妄想

就可以看到自己本心，可以超凡入聖了。

    如何去修呢？簡單說說如何除妄想，在打坐時

要調身調心，調身如何去調呢？分有兩種：第一打

坐時先把姿勢坐好，然後觀想自己如一堆棉花，這

樣身心就不緊張，感到身體輕鬆了。第二觀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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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如魚網，全身毛孔都透氣，就會感到全身輕

鬆，這是調身的兩種方法。

    另有調呼吸的方法，第一是觀想呼吸如念佛珠

的一條線，如珠中縷，縷就是線，把念佛珠串在一

條線，就如把呼吸給串起來，不會散掉，這是一種

方法。第二種方法是觀想呼吸如空中風，沒有障

礙。我現在另加一個方法，呼吸是不是我呢？如果

呼吸是風，那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沒有呼吸成

嗎？不成的，那不是我，沒有它是不成。

    第三是調心，調心也有兩種方法，身息已調

好，便要調心了，心如鏡子，如鏡對鏡，兩個鏡相

對，乾淨明亮，如有一點塵便照不到另一鏡子，也

不清淨了，現在要觀心浄，如鏡對鏡。第二方法是

似空和空，如晴空和虛空，沒有東西，這樣觀心沒

有東西，明心了不可得，沒有東西了，大家試試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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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受八關齋戒問題的解答

智海長老主講義嘉記錄

我們今天是受八關齋戒。有人说不知道八戒是

什麼，我現在講一下。因為我們傳受八關齋戒，為

了方便有人只參加拜佛，沒有受戒，有人是正式受

戒的。請各位看第四至五頁，這就是八戒，宣說戒

相，我把這兩行給大家講一講。

我已為汝宣受三皈，汝得八戒體竟。

這兩句是說受八戒之前要皈依三寶，這叫做三

皈？三皈就是皈依三寶，為什麼那麼重要呢？這地

方說，汝得八戒體竟，這是戒體。這個戒，有戒體、

有戒相。體和相兩個字：現在說了三皈，就是得到

八戒體了；但是八戒的相是什麼呢？還沒有說，再

為汝宣八戒名相。八戒，八條都是什麼？令其識相

護體，這句話要注意，識相，就是要知道這八條戒

的名相都是什麼，然後呢！你就不犯戒了，這個地

方叫識相護體，你要保護戒體。

汝當遍緣法界一切境運。這句話不好懂。遍緣

是什麼呢？緣就是緣想，好像我們說緣境，緣什麼

境界就是觀什麼境界，就是你要觀想。法界，就是

沒有邊界的一切境界；運者，是在法界一切的境界

上，你要運作，令心不要犯這個戒，因為戒相是要

保護戒體的。這一切境都是什麼呢？最要緊的要知

道這一切境都是什麼，不出兩種：一個是有情的境，

一個是無情的境。在有情境上，比如說我不殺生，

殺生是殺有情啊，不是說我不殺這一個，我殺那一

個，不是的，是指一切法界眾生所有的生命。我今

天受了這戒，為什麼說受戒功德那麼大呢？成千上

萬的眾生，無量無邊，我都不殺，這個願是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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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曉得吧！不殺生戒，這是有情戒，有生命的。

這一切境運就兩種，有情、無情，兩個比喻。

再說在無情上，不管什麼人的財物，不是我的我不

動人家的。就是不偷盜戒。發無上菩提心，就是為

不惱害眾生，慈悲眾生。但是慈悲裡頭要有智慧，

如果慈悲裡頭沒有智慧，那個慈悲，不一定是慈悲

的，有時候還會惹出麻煩來呢！就是變成好心不得

好報。如果你說我好心啊，為什麼不得好報呢？！

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小孩很孝順父母。 但有一天，

一個蒼蠅落到他爸爸的頭上，他拿個棍子就打蒼蠅，

蒼蠅一飛、跑了沒打著，就把他爸爸頭打破了，這

就是好心不得好報哇，你曉得這是個比喻啦。所以

好心做什麼事一定要有智慧。佛法是講智慧在前邊，

般若為先導。所以佛法講要有智慧，你好心要對他

很好，不是為你自己，這個智慧很重要的。要這樣

發無上菩提心，無上就成佛的心，要度一切眾生。

下邊說，於一一戒中如諸佛受持。一一戒就是

每一條一條的叫一一，每一條戒。就像諸佛受持那

個戒，那樣受持。下邊就怕你不知道，就隨我說，

所以傳戒－要有戒師。

第一、如諸佛盡形壽不殺生。諸佛盡形壽就是

一輩子，叫盡形壽。盡我這個身形，盡我這個壽命，

我不殺生。諸佛是這樣，汝等，你大家今天受一日

一夜不殺生，能不能持？諸佛是盡形壽的，你不能

盡形壽，你一天一夜你總可以吧？這意思就是這樣，

大家懂吧？懂我這意思？誰不懂就告訴我，我要講

明白給大家聽。因為很不容易，他們有的是土生的，

平常不大懂話，也不懂這個中文，所以我要講得慢

一些。

第二、如諸佛盡形壽不偷盜。偷盜是什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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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我不偷人家錢，我不偷人家物。物都有主的，

沒有給予，你就取，叫做不予取，不予而取就犯盜

戒。所以要拿人家東西借用呢，要先說清楚再拿，

不要先拿了再說。比如說：有的人父母兄弟姊妹呀，

大家友好親切，他不會怪你，就不會犯戒，如果他

怪你呢，那也不成。那其他的人更是要先說，然後

再用人家的東西，借也好、暫時用也好。這個盜戒？

是不好守會生煩惱的。

我現在再講一講盜戒：

比如說一個家人，母親和兒女，這母親有一個

鑽石戒指，很值錢的。她平常放在一個地方，當然

是保密。但是小孩子太小才一兩歲，他不懂的那麼

多，母親的東西他隨便弄，他玩完了也沒放原來的

地方。那麼這母親平常不戴這個寶貴的鑽石戒指，

到有宴會才戴。到要戴了，找不著了。今天也找不

著，明天也找不著，就怪這個怪那個了！大家就生

煩惱了，這就是犯盜戒了。所以這個盜戒，有些你

不知道很容易犯的，比旁的戒容易犯。

第三、如諸佛盡形壽不婬。在家居士受五戒的

叫做不邪婬，不邪婬就是夫妻不犯戒的，邪婬就是

對外，不是夫妻。但是今天你要受八關齋戒呢！不

婬，沒有那個邪字，就是正婬也不可以。正婬就是

夫妻，不婬就是夫妻也要分開，晚上不能在一起住，

要單人床。這就是前邊講的叫淨行優婆塞、優婆夷。

什麼叫淨行呢？在前邊第三頁你看倒數第三條，淨

行優婆塞、優婆夷。這個淨行就不是不清淨，那就

是指這條說的。為什麼說受八戒是出世的正因呢？

就是種這個出世的正因。

第四、如諸佛盡形壽不妄語。那個不妄語，我

以前給人受五戒說過，不說瞎話，你要說瞎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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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犯戒。但是你在這兒才受完戒，你出去在街邊

上，有一個從紐約來舊金山，他不認路要問你，你

就一定要告訴他，你不能不告訴他，你是這裡的人，

他不知道。但他又要進一步問你住在哪兒？你姓什

麼？你銀行在哪兒？你也不能說，但是你沒有害他，

是保護自己，這個就有分別。不能不保護自己，為

了不打妄語，什麼都說，那就要有智慧看情形，是

對他沒有害處。如果他問路你不告訴，他走錯路了，

那就害了他，所以一定就要告訴他，就不能打妄語。

第五、不飲酒。這個酒是有麻醉性的，有人說：

我受了五戒，炒菜加點酒，加幾滴也不會麻醉，那

也不成、點一滴，都算犯戒呀！酒不能進口的。不

飲酒，因為他是麻醉性的。

為什麼這個酒是麻醉呢？那其他的前四條重戒

是性戒，這一條是遮戒，釋迦牟尼佛不准的，不是

犯國法，是犯戒。因為這個酒，在佛經律上都有。

有一個人喝醉了酒，把前邊四條都犯了，又殺人家

雞，又吃人家雞，人家找來又不承認，然後連人家

也殺了，都全犯了！所以這酒戒是保護前邊四條戒

的，很重要的。為什麼現在不准喝了酒駕車，就是

怕出事啊！

第六、如諸佛盡形壽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

諸佛盡形壽，離開花香瓔珞，不戴花，不抹香水，

不戴瓔珞，那個花、那瓔珞掛到身上好看、還有香

油塗身，就是一天把這個身體，弄怎麼樣好、怎麼

樣香。這些都是保護身體，這個我執就會很重。所

以諸佛盡形壽，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那我們一日

一夜，離香花瓔珞、香油塗身。這一日一夜你不要

抹香水、帶香花的，這些都不要。

第七、如諸佛盡形壽離高勝床上坐，及做娼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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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故往觀聽。諸佛當然是盡形壽。離高勝床上坐，

高床勝床，這個高廣大床，這床大不可以，但是太

漂亮的床、太寶貴的床，你喜歡睡，不睡普通的床，

也是犯戒的，不能太考究的。在高勝床上坐，不要

說睡覺，坐都不能坐，怕你起不好的心。及做娼伎

樂，什麼叫娼伎樂呢？娼伎樂就是唱歌、跳舞。還

有故往觀聽，也不能去聽旁人去做這些個。比如說

我們受了八關齋戒了，今天晚上不要到那娛樂場去

聽唱歌跳舞的，都不要去，一日一夜這樣守戒。

第八、如諸佛盡形壽離非時食。諸佛盡形壽，

什麼叫離非時食呢？非時食就是、不是吃飯的時候

不吃，叫非時食。那現在就指著時食，就是中午；

非時食，就過了中午，叫非時了，那時候就不能吃，

要遠離。好像你們今天受八關齋戒，晚上就都不能

吃飯。大家要注意，晚上不能吃。這叫非時食戒，

也是一日一夜。

以上就這八條戒大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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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的經過

聖觀

一、 皈依三寶

我於高中畢業之後，母親讓我皈依三寶，師父

給我取法名叫觀慈，從此成為佛子。我到服裝店工

作，老闆吃素學佛，我也自然跟著吃素，老闆當時

成立讀書會，有法師帶領研討。每個月公司給假參

加八關齋戒，還成就我們打佛七和拜懺，每星期有

一堂禪修功課，我在讀書會印象最深的三本書，就

是釋迦牟尼佛傳、密勒日巴傳、和生命的重建。之

後到寺院就像回家的感覺，喜歡寺院清淨規律的生

活，二十五歲時就選擇去臺灣靈嚴山寺。

二、 發心出家

住山當淨人時天天去拜山，三步一拜口念佛

號。雖然汗流浹背，內心寧靜詳和直到念佛堂做迴

向，身心舒暢沒有煩惱，趕回寮房淨身後六點半慧

命香，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活。記得我曾發願拜八十

八佛聖號一零八部，圓滿時心想夠了吧！結果晚上

老和尚開示〈杯水車薪〉，譬喻一大車業火燃燒這

一小杯的水能滅熄嗎？從此我不敢再想這一念心夠

了吧！

1999 年九月二十一日臺灣發生大地震，天搖

地動把大家震醒，口念佛號往外跑到停車場集合下

山。早晨又上山整裡食物，走到大雄寶殿時差點哭

出來，眼見鐘樓鼓樓迴廊倒蹋，內心非常震憾。此

時想到佛說：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

蘊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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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當下真正體會到無常，

此時內心才生起出家的心。

三、 懺悔障礙

因身體出現狀況，從臺灣靈巖山寺下山回家調

養，師父打電話問我要回山嗎？但我已無法應付山

上的課程，師父讓我去親近上智下海老和尚，當時還

有聖淳師也在台北甘露寺，因緣巧合我才來到了甘

露寺，當時喜歡山中的寧靜，還有聖忍師父的鼓

勵，讓我住在寺院調養身體，並準備發心出家。每

天早上出坡、下午拜三昧水懺，當時煩惱很重，晚

上睡不著覺，真是身心疲倦、內心起伏不定，原來

出家真是不容易，因而發起出家的心，遇到困難就

只有多多拜佛求懺悔，消除障礙。2000 年 11 月 14

日甘露寺佛七期間發心在師父智海上人座下剃髮出

家，於 2002 年 11 月在高雄日月禪寺受三壇大戒。

在甘露時，一年二次佛七是我們最期待的日

子，親近師父的時間雖然不多，但師父講經弘法的

精神中，有一種慈悲攝受的力量，內心有煩惱時聽

經加上如理思維，在拜佛誦經慢慢地就可以轉化

了，我想這是所謂的法力加持吧！

我今生可能是短命報，但在三寶的護念中活了

下來，內心有無限的感恩，這種來自內心深處對三

寶的信心、對因果的深信、還有聽聞思維修持佛

法，接著去實踐，慢慢去培養，信心才會真正生

起。2013 年我發心護持一位女眾法師閉關，法師

帶我去印度朝聖，世尊成道的地方菩提迦耶，我沒

有想過可以和世尊那麼接近，我們供衣、花、水、

香水、珍珠還有法供養，世界各地的佛教徒用他們

的方式：讚佛、供佛，我們還供養僧眾並和乞丐結

緣，繞塔點燈供佛迴向，祈願眾生離苦得樂。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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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關時，沒事就拜佛念佛繞佛打坐，有一次在打

坐念佛時，突然全身脫落，身心很輕安。這次的感

受，讓我體會到苦樂就在剎那之間。以後不要再做

五蘊的奴隸，要做自己的主人，看住自己的內心，

想佛念佛才能和佛相應，這是我現在努力要修行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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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止善知識

                                                                   編輯部

      從前有一位法師，收了兩個徒弟，大徒弟聰明

伶俐，學習能力很強，常受到師父的讚賞；小徒弟

則較為憨直，雖木訥寡言，但師父有所吩附，必定

如實照做，不敢違背。

        有一天，大徒弟起了煩惱，認為修學多年，臆

想其他的名山古刹，於是向師父報告，要到各地參

訪，師父告訴他說：

華嚴經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到各地去參訪

善知識，我也希望你能學善財童子，多多參訪善知

識，若有所心得，能早日回來轉告師父。

        憨直的師弟，也向師兄道別說：我自知愚鈍，

無法像師兄一樣，能到外地去參訪，實在令我羨慕

極了！而我若能盡此一生，學得像師父一樣，就心

滿意足了。

        一番依依不捨的話別後，這位大徒弟走出山

門，向漫長的旅途前進，跋山涉水參訪，每到一處

就學到一種新的的方法，而且每學到一個新方法，

就改變原來的修學法門。一年一年過去了，法門確

實學得不少，可是每一個法門所下的功夫，猶如蜻

蜓點水般，淺嚐即止。十多年下來，突然有一天想

起已離別師父多年，正想將在外所學的法門，向師

父炫耀。於是就趕回去，哪知回到寺後，發現師父

已將寺中的住持，由師弟接掌，他深嘆師父偏心，

趁他不在傳位給師弟，即向師父理論，說：

       師父您以前曾說過，我們師兄弟誰先開悟，誰

就可接任住持的位子，如今師弟是否已開悟了呢？

        師父很為難的說：我本一直期待你在參訪中，

得有開悟的消息，怎奈全無音訊，老衲又年老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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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事，只好傳給你師弟。佛法並無秘密，只要一門

深入，鍥而不捨，即可成就。你師弟他憨直的個

性，適巧成就了他。他已開悟多時，如今你若有意

見，可與你師弟論對佛理，以試真偽。

        經過師兄弟一番的論談，大徒弟自認未能一門

深入，而錯失了開悟的契機。先前對師父的一番質

問，深感慚愧，但慶幸師門有真悟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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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闕真言

郭慧謙

大家在每日念誦佛菩薩聖號、經咒乃至做其他功課

時，是否有分心，念錯、漏念等的遺憾呢？如果

有，那就最好能在誦念完後，加念“補闕真言”

了。

常用的補闕真言有兩種：“法華補闕真言”（一名

“地藏菩薩補闕真言”）和“補闕圓滿真言”。在

目前漢地，前者多作：“南謨喝囉怛那，哆囉夜

耶。佉囉佉囉。俱住俱住。摩囉摩囉。虎囉，吽。

賀賀，蘇怛拏，吽。潑沫拏，娑婆诃”。有異譯

作：“南謨囉怛那，多囉夜耶。唵。佉囉佉囉。俱

住俱住。摩囉摩囉。虎囉，吽。賀賀，蘇怛拏，

吽。潑沫拏，娑婆訶”。

“法華補闕真言”一般認為為“夢授”，即並無佛

陀親口宣說的經典明文依據。據《大正藏圖像部》

中“覺禪鈔卷”及“白寶口抄”記載：“此真言是

蜀郡靜泉寺僧道如，俗姓李，發願讀《法華經》一

萬遍。至元和初遍數滿。鄰房有一僧，死經七日卻

活來云：見地藏菩薩，有冥司與卒等俱時至，問僧

云：汝與道如鄰房住否？答曰：然也。地藏菩薩

云：道如持經一萬遍滿畢，然而依漏闕至多，冥官

藏不能納之。汝持此明與彼道如，經一遍每誦此明

三遍，誦者遺闕文句圓滿如法，冥官攝受云云。”

這個故事是說，四川靜泉寺僧人道如發願誦念《法

華經》一萬遍。在唐憲宗元和初年，一萬遍念滿。

這時，隔壁另外一位僧人不料身亡，七日後活過

來，告知道如，因為道如念誦《法華經》過程中闕

漏甚多，冥間不能接受。地藏菩薩教道如每念一遍

經，當念此補闕真言三遍，就能使缺失圓滿，而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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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也能接受了。古來經本已有將此補闕真言附於經

後，如元·釋思聰註解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清·建基錄《金剛經科儀》等。

而“補闕圓滿真言”，很多佛友都不會陌生。在通

行《金剛經》卷末，都附有該真言：唵，呼嚧呼

嚧。社曳穆契，娑訶。該真言有經典出處，雖然譯

文有少許差異。在唐代實叉難陀所譯《百千印陀羅

尼經》中，“唵虎嚧虎嚧社耶目佉娑婆訶”被稱為

“百千印陀羅尼”的隨心咒：“若有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及餘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能造一

塔，書寫此百千印陀羅尼置其中者，造此一塔所得

功德，如造百千塔功德無異。”唐·不空譯《菩提

場莊嚴陀羅尼經》，其“心中心陀羅尼”為“唵虎

嚕虎嚕惹野穆契娑嚩訶”。經中佛說，“菩提場莊

嚴陀羅尼”能“成辦一切事業，能與一切悉地，能

消滅一切罪障，所作一切事業通達無礙”。而宋·

法賢所譯《佛說洛叉陀羅尼經》中，洛叉陀羅尼末

句即為“唵虎嚕虎嚕惹野目契娑嚩賀”。經中稱受

持洛叉陀羅尼者“所獲功德如洛叉佛無異，能與眾

生成大福聚，能滅眾生無量重罪”。其“洛叉”即

“十方”意，洛叉佛即十方諸佛。

除了經典記載外，“補闕圓滿真言”也有類似“夢

授”的故事。在清·彭希涑《淨土聖賢錄》中，有

一則關於南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的故事。明州王氏

精勤持誦《金剛經》，年六十一卒。到了陰間，冥

王請她誦金剛經，但在王氏誦完後，冥王問她為何

不念咒。王氏回答經本並無記載。冥王命鬼吏於藏

中取咒本給王氏，並囑咐她回到陽間後，當流通咒

文，日後壽終將直生極樂世界，不會再到陰間。王

氏還陽後，壽至九十一歲，無疾坐化。她從冥王得

到的咒文即是補闕真言：唵，呼嚧呼嚧，社曳穆

契，莎訶。所以，也有稱此咒為“閻羅天子敕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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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補闕真言”。

印光大師教導：“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

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

慧”。我們念誦聖號經咒，皆當盡心恭敬，口誦心

惟。然而，我們都是肉胎凡夫，修行時，有分心缺

漏在所難免。但是誦念完畢後，若誠心誦念補闕真

言，以彌補缺失，令善功圓滿，豈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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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的防治

                                    王慧斌

        根據美國糖尿病學會統計，2015 年美國有約

3000 多萬的美國人患有糖尿病，占總人口的

9.4%，每年新增 150 萬患者，約 8400 萬 18 歲及以

上者有前驅糖尿病。在美國排第 7死因。

一、 什麼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種由於體內胰島素缺乏（1 型）或

胰島素不能正常發揮生理作用（2 型）而引起的葡

萄糖、蛋白質及脂質代謝紊亂的綜合征。正常空腹

血糖應低於 100mg/dl(5.6mmol/L)，空腹血糖的水準

在 100-125mg/dl（5.6-6.9mmol/L）考慮為前驅糖尿

病，即導致 2 型糖尿病或甚至心臟疾病的情況。隨

機血糖值超過 200mg/dl（11.1 mmol/L）即提示糖尿

病。糖化血紅蛋白（A1C）也是重要指標，不僅可

以甄別前驅糖尿病，還可以幫助診斷和監測糖尿病

的治療效果。多數糖尿病患者的 A1C 水準的指標

是控制到 7%以下。如果 A1C 的水準在 5.7-6.5%之

間，則為前驅糖尿病範圍；如果達到 6.5%或更

高，則為糖尿病範圍。糖尿病的症狀表現主要為三

多一少，即多飲、多食、多尿，體重減少。1 型糖

尿病的症狀可能更典型。

二、糖尿病的危害

血糖控制不良時容易發生糖尿病的併發症，可

以涉及各個臟器，常見的如心臟、血管、腎臟、眼

底和神經病變等，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成

人糖尿病患者的心梗和腦卒中的風險增加 2-3 倍。

因為合併血流減少，足部神經病變會增加足部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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瘍、感染甚至截肢的可能。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致

盲的重要原因，也是腎衰竭最主要的病因。

三、糖尿病的預防

1 型糖尿病目前為止無法預防，因此預防的重

點主要在 2 型糖尿病。WHO 提出預防糖尿病的方

法包括：

 達到或保持健康體重；

 保持日常活動-最好每天進行至少 30 分鐘的

常規、中等強度的活動，如果要控制體重需

要更多的活動；

 健康飲食，避免糖和飽和脂肪的攝入；

 避免抽煙-吸煙會增加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

風險。

四、糖尿病的治療

糖尿病治療“五駕馬車”理論指飲食、運動、

藥物、教育、監測這五個方面要並駕齊驅。

1、飲食-管住嘴

①控制總熱量：包括主食（粗細搭配），零食

（選擇低升糖指數的食物），飲酒一天所有吃進去

的食物的總能量。不單指少吃甜食，高熱量食物如

披薩、薯片、甜甜圈等也要少吃，此外，醃制類、

加工罐頭類、蜜餞類、奶油製品等都是對防糖不利

的高熱量食品，不建議多吃。超重或肥胖者的體質

指數(BMI)的目標達到或接近 24 kg/m2，或體重至少

下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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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合理配餐：指碳水化合物占總能量的 50-

65%，脂肪占 20-30%，蛋白質占 15-20%。推薦蛋

白攝入量約 0.8g/kg/d，選擇優質蛋白質，選擇富含

不飽和脂肪酸的油脂。

③少量多餐：把一天吃的食物總量合理分配為

4-6 餐，緩解血糖壓力。

④多吃高纖維食品：多吃膳食纖維。粗糧、蔬

菜都含有很豐富的膳食纖維，建議纖維每日攝入量

為 10-14g/1000kcal。血糖控制好的患者可以每天吃

一兩水果，大約半個蘋果的重量。

⑤清淡飲食：“少油”“少鹽”，少動物脂

肪、炒菜油、乾果。少鹽，每天鹽攝入量小於

6g，預防高血壓。

⑥戒煙限酒：嚴格禁煙。煙能升高血糖，也能

誘發腎臟、心臟、眼睛以及糖尿病足這些併發症，

糖尿病併發症和血糖、血壓、吸煙的關係最為密

切。酒儘量不喝，若飲酒女性一天酒精量不超過

15g，男性不超過 25g（15g 酒精相當於 350ml 啤

酒，150ml 葡萄酒或 45ml 蒸餾酒）。每週不超過 2

次。

2、運動-邁開腿

長期規律運動，發生糖尿病的風險可以下降

15-60%。對於糖尿病高危人群，運動時間需要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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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每週 250-300 分鐘，也就是平均每天 40 分鐘左

右，或者一週五天，每次運動 1 小時左右。推薦中

等強度的有氧運動，如快走、慢跑、騎自行車、游

泳，健身操、太極拳等，還可以選擇趣味性的球類

運動，如乒乓球、羽毛球、保齡球等。中等運動強

度的簡單判斷可以是“心跳加快不急促，有點疲勞

不明顯”的情況。如無禁忌證，每週最好聯合抗阻

運動 2-3 次（兩次鍛煉間隔≥48h），可以更好地

改善代謝。最好由醫生開具運動處方，並隨身攜帶

葡萄糖或者其他食物，避免出現低血糖導致昏迷。

3、藥物：預防糖尿病需要長期注意控制飲

食，並加強運動。如果仍然控制不好，可以考慮用

藥物。1 型糖尿病者採用胰島素，2 型糖尿病者可

以口服藥物或者使用胰島素。需要醫生開具處方，

糖尿病患者應該遵循醫囑積極配合治療，如果需要

調整處方或用量同樣需要詢問專科醫生，不要自行

調藥或停藥。

4、教育：瞭解糖尿病的防治知識，同時進行

心理調整，正確對待糖尿病，避免兩個極端，即不

當回事或緊張、焦慮。另外，瞭解其他破壞血管的

風險因素，做好血壓控制和足部護理等。

5、監測血糖：糖尿病患者應該學會自我血糖

的檢測，監測血糖的變化。如果有持續監測血糖的

設備，也可以選擇應用。根據情況定期到醫院複

診。注意低血糖的症狀，如出汗、發抖、饑餓、眩

暈、頭痛、視物模糊、心悸、易怒、言語不清、困

倦、暈倒等。可以通過快速吸收碳水化合物，如果

汁或糖片來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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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治療外，中醫中藥為糖尿病的防治也

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可以作為輔助方法，根據辨證

選擇中成藥或者中藥針灸等治療方法，但需要在執

業中醫師的指導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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