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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近代中興天臺的大師誰是近代中興天臺的大師誰是近代中興天臺的大師誰是近代中興天臺的大師             
 

     智 海 
 

         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佛教是發源於印度，

而大乘佛教是長育於中國，佛教在中國已有二千年

悠久的歷史了。由於中國歷朝歷代的國王宰相，文

武百官以及庶民，大多數人都信仰佛教，因此佛教

所講的因果道理，和中國的文化道德思想，早已融

合在一起，有了不可分離的互應，所以就產生了主

流的中國佛教。因為這樣、也才更能適應多數中國

人學佛的趨向，而使令大乘佛法在中國的弘揚，取

得的效果自然也更為廣大。例如天臺宗和賢首宗，

即是屬於主流的中國佛教，很適合中國人的根性。 

        自從佛教傳到中國，由漢至唐只翻譯經論就有

七百多年的歷史，不過在這段期間當中，可以分為

三個階段：初一個階段，純是印度和西域的梵僧，

到中國傳播佛教翻譯經典；中間一個階段，則有梵

僧到中國譯經傳教，也有中國僧人去印度取經回來

翻譯；後一個階段，則純是中國僧人去印度求法取

經了。所不同的是在中間那個階段，不但翻譯，還

有的講解；在後期的階段，不但翻譯和講解，而還

開始創宗。佛教在中國，大乘創立有八個大宗，小

乘有兩個宗，合起來一共有十個宗。因為中國人是

大乘根性人多，大多數學佛的人喜歡大乘佛法，所

以中國是以大乘佛教為主的國家，平時說中國佛教

有八大宗，也就連小乘兩個宗攝在大乘裡頭了。 

八大宗的開創，第一個判教立宗的應當是天臺

宗，因為天臺智者大師是隋朝時代的人，所以天臺

山國清寺門前寫的隋代古隋代古隋代古隋代古剎剎剎剎四個大字。智者大師昔

日在靈山會上曾聞釋迦牟尼佛說法華經，此時生在

中國被稱為東土小釋迦。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

一代聖教，淺深教相清楚，義理圓融無礙；又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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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止觀廣被修行之人，鈍根利根皆能得到實益，稱

之為天臺教觀。後由弟子章安大師等，結集成為天

臺三大部、五小部，並四種止觀，以流傳後世。 

然而世久，興而復衰，幸於清末民初有諦閑大

師乘願再來，中興天臺，弘揚教觀，大師是中國浙

江省人，生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圓寂於民國二

十一年(一九三二)，世壽七十五歲。大師童年時即

秉性凝靜，常好獨坐而喜見僧人，幼年受學鄉塾，

老師所授之書，讀二三遍即能成誦，稍長喜讀善書

即知仁愛。十六歲時奉慈母命，研讀醫書，辨別藥

性，探究脈理，分別病狀，後又自設藥店，兼理方

脈，贈醫施藥，救濟貧苦。但每感覺世事無常，人

命危脆，故向人說：藥雖多，醫雖良，但療身而不

療心，但治病而不治命，何況業火境風，更非世法 

所能濟也！乃於二十歲時決心出家，發願於海臨縣 

白雲山，禮成道大師落髮為僧了。 

諦閑大師出家之後，於二十四歲入天臺山國清

寺受具足戒，戒期圓滿之後即在寺中坐香，參究念

佛是誰？日夜精進不息。該寺是年入冬連打十個禪

七，有一天於午後才坐定止靜，忽覺身心脫落，一

支大板香坐畢，只覺一剎那間就過去了，大師乃恍

然有所悟！二十六歲時，親近敏曦法師聽講法華，

初聽猶茫然不知所云，反覆窮究，晝夜鑽研，十有

餘日，忽然玄解頓開。時法華經僅聽半卷，至諸佛

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的一段經文，師即領悟

一心三觀之妙旨，一日敏公命師覆講小座，師就座

後剛一開口，便能滔滔不絕，於是大眾震驚，敏公

歎為法門龍象！ 

師二十七歲時，至上海龍華寺聽講法華，次年 

又於該寺聽講楞嚴、圓覺後，諸同學邀至杭州六通 

寺開大座，講法華經，一日講至舍利弗受記處，寂 

然入定約一小時，眾皆歎為希有！出定之後辯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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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師以自己年齡尚輕，不願多升大座，受人禮

拜，故於講經圓滿，即回天臺山國清寺潛修。師二

十九歲時，承上海龍華寺方丈跡端融祖，授記付

法，傳持天臺教觀，為第四十三世傳人。師三十二

歲時，在上海龍華寺講法華經，聽眾二千餘人，法

緣雖如此殊勝，師講經畢，即入鎮江金山寺，棄教

參禪，連住二年。三十五歲又至寧波聖果寺掩關，

有金山同參數十人，要求在關房中講法華經；次年

春季，龍華寺住持恭請在該寺講楞嚴經，聽眾如

雲，法雨普被。自是以後，師之一生席不暇暖，法

緣殊勝廣度眾生，講解經論懺儀近二十種，法華經

講有十遍，楞嚴經講有十三遍，彌陀經講有九遍，

其他經論講解遍數此文從略。 

        師於五十三歲時，在江蘇創辦全省佛教師範僧 

學校，並自任校長及總監督，招集各省優秀僧徒， 

分班講解，此為前所未有者。師於五十五歲時，住 

持寧波觀宗寺，遂為中興觀宗之始祖 ，次年開始

創辦觀宗研究社，為觀宗寺長年習教之所，並自任

該社主講，講解天臺四教儀，及教觀綱宗等，一生

弘揚天臺教觀。師年七十二歲時，其門徒倓虛老法

師在東北哈爾濱住持極樂寺，發起傳授三壇大戒，

恭請諦公為得戒本師和尚，於正授比丘戒日，相連

百有餘壇，自下午四時升座，至次日上午十時始

畢，而師以高年齡，趺坐壇上，歷十八個小時之

久，不起於座，亦不飲食便利，大眾目睹其事，歎

未曾有！ 

諦閑大師一生說法，常有稱性發揮獨到之處，

聽眾亦常有一二千眾，當時法緣之盛可想而知！大

師一生所講之經論，不下數十種，其中以法華、楞

嚴二部大經，講的次數最多。大師一生著述亦很豐

富，詳閱諦閑大師遺集便知。有關大師遺集出版一

事，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大師門下雖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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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濟濟，但以一時弘化各方，而觀宗寺住持寶靜法

師又早圓寂，故於最後大師遺集出版的責任，全由

倓虛老法師承擔下來了。我們在香港華南學佛院，

親近倓老法師的時侯，全體同學每天上午三個小時

工作，印行諦閑大師遺集，下午三個小時一連上三

堂課，才是學習佛法。直到全部遺集出版之後，倓

老法師才鬆了一口氣！回憶當時工作的時候雖然辛

苦，今天能看見諦閑大師的遺集，精裝再版流通各

處，成為希有難得的法寶，感到特別親切和安慰！ 

諦閑大師對外弘法廣度眾生，對內在觀宗寺培

養僧才續佛慧命，內外堪稱皆有廣大成就。凡當時

知名之士，莫不以皈依座下為榮！培養的天臺學者

一時輩出，例如倓虛大師、靜權大師、靜修大師、

寶靜大師等人，皆是諦公門下專弘天臺宗的法將，

而且也都極力提倡勸修念佛法門，因為諦公一生就

是教演天臺，行歸淨土的模範者。天臺宗主要的是

修止觀，淨土宗主要的是要念佛，簡單一句話就

是：「止觀念佛」這四個字。我們學佛的人，真能

在這四個字上肯下工夫，敢說一生受用不盡！諦閑

大師就是這樣成就的。 

他老七十四歲高齡時，在上海玉佛寺最後一次

講楞嚴經，據說聽眾萬有餘人，這是諦公最後極

唱，亦乃真是得未曾有！於七十五歲時，五月十九

日，將觀宗寺住持位交與寶靜法師，自知身體漸漸

日衰，精神亦覺疲乏無力，至七月初二日午前，忽

然向西合掌云：佛來接引佛來接引佛來接引佛來接引。喚侍者，用香湯沐浴更

衣，索筆寫偈云：「我經念佛，淨土現前，真實受

用，願各勉旃！」寫畢，又囑全寺僧眾齊集大殿，

念佛迎請佛至，大師即以手指，意使趺坐蓮龕。至

午後一時三刻，於大眾念佛聲中，安詳含笑，端坐

而逝，一代大師從此與世長辭！明清以降，近代我

諦公，堪稱中興天臺第一人，名不虛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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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 〈繼續〉 
                                        

                                                                                                                                                                                                           

                                 

智海上人主講 

                                                           弟子聖慧記錄 

               一 體 同 觀 分 第 十 八一 體 同 觀 分 第 十 八一 體 同 觀 分 第 十 八一 體 同 觀 分 第 十 八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如如如來來來來有肉有肉有肉有肉眼眼眼眼不不不不‧‧‧‧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

如來有肉眼如來有肉眼如來有肉眼如來有肉眼 ‧‧‧‧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如如如來來來來有天眼有天眼有天眼有天眼

不不不不 ‧‧‧‧ 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 ‧‧‧‧如來有天眼如來有天眼如來有天眼如來有天眼‧‧‧‧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於意云於意云於意云

何何何何‧‧‧‧如如如如來來來來有慧眼不有慧眼不有慧眼不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如來有慧眼如來有慧眼如來有慧眼‧‧‧‧須須須須

菩提菩提菩提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如如如來來來來有法眼不有法眼不有法眼不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如如如

來有法眼來有法眼來有法眼來有法眼‧‧‧‧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如如如來來來來有佛眼不有佛眼不有佛眼不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如來有佛眼如來有佛眼如來有佛眼‧‧‧‧ 

        這裡說佛有五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 

眼和佛眼，佛是五眼圓明的，而釋迦牟尼佛在這裡 

主要的是顯示佛眼。佛開始先問須菩提，在於你的

意下以為如何呢？如來有肉眼否？須菩提答佛說：

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佛又問如來有天眼否？須

菩提答如來有天眼。平時說天眼有的是修持戒和修

十善業，生到欲界天上所得的天眼。還有修禪定得

到的天眼，是現生得到色界天上的禪定、死後生到

色界天上，自然就有天眼，這個天眼比較高，和欲

界的天人所得的天眼不一樣。如果在人間修得好還

沒有生到欲界色界天上，要在佛法上修得很好，而

得的天眼，叫做修得，不是生得的天眼，換句話說

不是果報得的。若比較來講，由修行而得的天眼比

較尊貴。 

須菩提呀！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否？須菩提答：

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慧眼是智慧的眼睛，那是

超出世間，超出天眼。慧眼必須要證到羅漢果，得

根本智，見到真空理，才能得到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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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又問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否？須

菩提又答：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對一切法要用

眼睛去看，而法眼是用差別智，法眼的差別智，不

同凡夫用的分別心，要先得根本智，然後才得差別

智，所以差別智又叫後得智。得到法眼，才能看世

間上的一切是假的，所以不會被實法障礙住，因為

他知道世間一切法，都是 

如幻如化的。最後佛又問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 

有佛眼否？須菩提也實答 

：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佛眼就在肉眼上，因為 

成了佛就有佛眼、天眼、 

慧眼、法眼，叫五眼圓明 

，這是佛眼，也就是說佛 

眼具足一切眼。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如恆河中所有沙如恆河中所有沙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佛說是沙佛說是沙佛說是沙

不不不不 ‧‧‧‧ 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如是世尊 ‧‧‧‧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於意云於意云於意云

何何何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有如是沙等恆河有如是沙等恆河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是諸是諸是諸

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甚多世甚多世甚多世

尊尊尊尊‧‧‧‧ 

        上面講過佛眼，能洞達無量世界的境界，下面

再講到佛的心，能知道眾生的種種心，所以釋迦牟

尼佛叫一聲須菩提，在你的意下以為如何呢？如恆

河中所有沙，那就很多啦！如來說是沙否？須菩提

答佛說是沙！佛又對須菩提說：在你意下以為如何

呢？如一個恆河中所有的沙，就數目多的不可數

了，但又有如是沙等恆河，即一粒表一個恆河，換

句話說有多少恆河沙，便有多少恆河。有如是沙的

那麼多的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那麼多

恆河的沙已經很多，以此比喻佛世界也有沙那麼多 

，那就更多了。佛問須菩提，你認為多不多呢？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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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便答甚多呀！世尊！ 

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

如來悉知如來悉知如來悉知如來悉知‧‧‧‧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如來說如來說如來說如來說諸心諸心諸心諸心‧‧‧‧皆為非心皆為非心皆為非心皆為非心‧‧‧‧是是是是

名為心名為心名為心名為心‧‧‧‧所以者何所以者何所以者何所以者何‧‧‧‧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現現現現

在心不可得在心不可得在心不可得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這下面就顯出佛的心，無所不知了。佛告須

菩提，爾所國土中，即是有那麼多恆河沙數的諸佛

世界，那些佛世界所有的眾生，有若干種心，每一

個眾生都有不同的心，那麼多眾生的心，更是無法

數了，而如來悉知，以佛的智慧都知道，可想而知

佛的智慧有多大。何以故，為什麼我有大的智慧

呢？我又不能數，下面就說出所以然了，如來說諸

心，皆為非心，這都是眾生的妄想心，因緣所生，

這妄想是假的，是空的，是名為心而已。所以者何

呢？佛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現在證明佛

眼圓明了。接著佛又對須菩提說，過去、現在、未

來，這三世的心都不可得，就如過去的心已過去

了，未來的心還沒到，現在心也是生滅沒停，所以

我說非心，是名為心。 

        古來有一位德山禪師，他專門研究金剛經，很

有心得，便寫了一部金剛經註解，從四川到南方，

要度南方人，在中途遇到一位老太太，是賣餅子

的，便跟她買點心吃，那位老太太問德山禪師：你

肩上挑的是什麼？禪師回答這是金剛經註解。老太

太問禪師，金剛經有講到三心，過去心、現在心、

未來心，那你現在要點那個心呢？如果你答得出，

我的點心不要錢，假若你答不出，請你到別的地方

去買好了。這一下，把禪師愣住了，原來他以為南

方沒有佛法，沒想到遇著 

這位老太太就給問住了， 

不知如何答，後來便把自 

己寫的金剛經註解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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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界 通 化 分 第 十 九法 界 通 化 分 第 十 九法 界 通 化 分 第 十 九法 界 通 化 分 第 十 九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 ‧‧‧‧ 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

寶寶寶寶‧‧‧‧以以以以用布施用布施用布施用布施‧‧‧‧是人是人是人是人以是因緣以是因緣以是因緣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得福多不得福多不得福多不‧‧‧‧如是如是如是如是

世尊世尊世尊世尊‧‧‧‧此人以是因緣此人以是因緣此人以是因緣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得福甚多得福甚多得福甚多‧‧‧‧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若福若福若福若福

德有實德有實德有實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以福德無故以福德無故以福德無故‧‧‧‧如來如來如來如來

說得福德多說得福德多說得福德多說得福德多‧‧‧‧ 

         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在你的意下

以為如何呢？假若有人裝滿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七

寶，用那麼多七寶來行布施，這個人因為他用七寶

布施的因緣故，他所得的福德多不多呢？須菩提便

答佛，如是世尊呀！此人以是布施的因緣，所得的

福是很多。 

        釋迦牟尼佛又對須菩提說，設若福德有實，如

來便不說得福德多。如果認為大千世界七寶是實在

有，那位布施的人，所得的福德也是認為實在有的

話，如來我則不說得福德多。我為什麼不這樣說

呢？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所謂福德

〝無〞，無就是叫我們離相，如果做了福德，心裡

認為有福德相，那就是執著相了。如果福德有相，

那便有限度了，要〝無〞相才沒有限度，所以如來

說福德多，這就是說行布施，要三輪體空的意思。 

離 色 離 相 分 第 二 十離 色 離 相 分 第 二 十離 色 離 相 分 第 二 十離 色 離 相 分 第 二 十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不也不也不也

世尊世尊世尊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何以何以何以故故故故‧‧‧‧如來說如來說如來說如來說

具足色身具足色身具足色身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我們要知道，金剛經裡面的道理，處處都是叫

我們去執離相的。釋迦牟尼佛又對須菩提說，在你

的意下以為如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嗎？須菩提

答：不可以呀世尊！色身是佛的應身，這個身體怎

樣來的呢？是諸法和合而有的，就如我們的身體是

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而成的，所以不

可以在這具足色身上見如來，即是不應在這整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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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見到法身佛。 

        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

名具足色身。如來說的色身，是指現在這個整個色

身，但是這個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按世俗法色身

是這個，但是此身屬因緣和合，是五蘊和合湊成，

那是假的，所以說那非具足色身，是假名具足色

身。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來如來如來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可以具足諸相見不可以具足諸相見不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不不不

也世尊也世尊也世尊也世尊‧‧‧‧如來如來如來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如來如來如來如來

說說說說諸相諸相諸相諸相具足具足具足具足‧‧‧‧即非具足即非具足即非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是名諸相是名諸相是名諸相具足具足具足具足‧‧‧‧ 

上面是說具足色身，以下是講具足諸相。佛又

叫一聲須菩提，在你的意思，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

否？上面說的具足色身是指整個身體，現在說具足

諸相，不是一個相，是說佛的三十二相。意思是說

既不能色身見如來，那可不可以三十二相具足諸相 

見如來呢？須菩提答佛說，也不能呀！世尊！如來 

不應以具足諸相見，即是說也不應當以具足三十二

相見如來。 

何以故呢？因為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

諸相具足。與上面同一道理，三十二相也是因緣

生，是佛在過去因地修來的。也不能執著，也要離

相，所以說即非具足，按著法身如來說，是沒有三

十二相的分別，因為法身是無相，是名諸相具足，

而現在如來這一個三十二相是假立名字說有三十二

相而已。              ﹝下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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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十乘觀法 
 

智海上人主講                                        弟子聖雨記錄 

 

今天是第四天了，明天還有一天。講天台宗的

十乘觀法，第一個就是觀不思議境，觀不思議的境

界，用天台宗的藏、通、別、圓，四教的人所觀的

不同。現在講圓教的人觀不思議境，昨天講到觀現

前一念心，這一念心是什麼心呢？就是五陰色、

受、想、行、識的那個識心。觀這個現前的一念識

心，比較容易觀，但是我們現前這一念心，昨天說

的具足百界千如，「百界」就是十法界，每一界又

具足十法界。比如說我們人法界，這一念心的起心

動念，一天就下多少次地獄；一天就昇多少次天

堂，如果我們發大心，一天就成多少次的佛，這叫

人法界的一念心就具足十法界。其它九法界的心，

也都各各具足十法界，就變成一百個法界了。再講

「千如」就是那一百個法界，每一個法界都具足十

如是，【妙法蓮華經】上有十如是，十如是乘百法

界就是 千如了，這叫「百界千如」。 

        百界千如昨天講過的，這個十如的名稱我再念

一念給大家聽，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

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

報、如是本末究竟等，這叫十如是，出在【妙法蓮

華經】的方便品。【妙法蓮華經】這個十如是，是

很有名的，百界千如就是從這兒來的。昨天講的十

如是，第一個「如是相」講過了，就是說在我們的

相貌上，觀察我們的人格，有的容易知道，有的難

知道；容易知道的就是在表面上看出這個人慈善或

不慈善，難知道的在表面上看不出來他心裡是慈善

或不慈善。意思就是說：我們眾生都有成佛的相

貌，但是唯有佛才能看得出來，才會觀察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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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這是說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有成佛的這個

相。 

         第二是「如是性」，性就是相中的實性，性

是屬於內，相是屬於外。這個「性」比如說：木頭

裡有火性，這個火性你看不見。釋迦牟尼佛在世的

時候，印度有很多種外道，有一種外道叫做「事火

外道」，事奉這個火一天到晚不能夠息。有一個事

火外道，他忽略了，出門回來這個火息了，息了以

後這個外道很著急，我這個事火外道，火不見了！

這個外道著急的說：這個火是從那兒來的呢？現在

到那兒去了呢？這個外道心裡想，火是從木頭著出

來的啊！於是就劈木頭，把木頭都劈完劈碎了，也

沒有火出來。他說這個火是從木頭出來的，燒木頭

就有火，怎麼現在到木頭裡找不出火來呢？奇怪！

釋迦牟尼佛就說：他們這樣的修，是一種愚痴的修

法。木頭裡是有火性，但是沒有外面燃燒的助緣，

火是發不出來的，但是它具足火的性，否則燃燒也

不會出火。這就是說：性是不可以見的，要遇到外

緣它才會發出來，這比如什麼呢？比如我們眾生都

有佛性，我們的佛性能不能拿出來給人看呢？拿不

出來！雖然拿不出來，也不能夠看得到，但是我們

要依照釋迦牟尼佛的言教，我們依教奉行去修，到

時候就可以成佛，因為我們有佛性。性是不可以見

的，要修德有功，而性德方能顯，就是說修的功德

要是有大的功力，這個本性的功德，也會顯現出

來，這叫「如是性」。  

        第三叫做「如是體」，體就是體質，例如我們

人，都有這麼一個體質，有實質的身體在那兒。這 

是指什麼說呢？在天台宗講：十法界的五陰，這個

體質是用什麼成的呢？都是用色、心二法為本質。

好像我們現在的身體，就是色法和心法所成，五陰

的頭一個陰就是色法，後四個陰都是心法，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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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質是色、心二法合成的。那一切眾生的色、心

二法呢？就是佛的色、心二法。釋迦牟尼佛那個身

體，也是四大所成的，也有心，都是這二種所成的

體質  ，跟我們的體質是一樣的。   

       第四是「如是力」，力量的力，這個力就是指

著功能說的。它有這個功能力用，就是說我們眾生

的心，具足有佛的功能，有佛的那種力用。但是我 

們為什麼有神通發不出來，也沒有佛的那個智慧

呢？就是因為有種種的煩惱迷惑給遮住了。在天台

宗講這個惑，總數分為三種：第一是見思惑、第二

是塵沙惑、第三是無明惑。這個見思二惑最不容易

斷，因為我們凡夫被見思二惑迷的太重了，要斷見

思二惑才能證羅漢果。前天講過見惑有八十八使，

思惑有八十一品，斷見惑才能證初果，斷思惑那就

要二果、三果、四果分著斷，一次斷不了要慢慢

斷。假如你想行菩薩道，你還得斷塵沙惑，塵沙惑

是形容它如塵若沙就是太多了，不會觀機逗教都叫

塵沙惑。這些惑從那兒來的呢？根本的惑是無明，

無明是根本，見思二惑是枝末，有的地方稱見思二

惑為「枝末無明」，無明為「根本無明」。好像一

棵大樹有樹幹、樹枝，它就是粗細不同，無明這二

個字，照字眼講就是不明白了，不明白是什麼呢？

就是心裡糊塗了。到底無明是什麼呢？有沒有這個

東西呢？究竟說沒有！好比什麼呢？比如一個人走

路迷了方向拿東當西、拿南當北，這時候真迷惑

了！真弄不清楚東南西北，怎麼也醒不過來，腦筋

就是想不起來，轉來轉去忽然間一下子，唉呀！原

來這邊是南，那邊是東，弄清楚了。那麼當下你再

找一找，你原來迷了方向那個東西在那兒？它從那

兒來的？現在又上那兒去了呢？你找不著它，因為

它沒有來處，它那裏會有去處呢？這個東西是沒有

的。還有一種比喻，好像眼睛有毛病了，見空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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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待會兒眼睛好了，空中的花也沒有了。你再找

一找空中的花，原來是怎麼生出來的，後來空中花

沒有了，又上那兒去了呢？就是因為眼睛有病。這

個無明的問題，還有一個比喻，比如人晚上睡覺做

夢，在夢中你不能說它沒有，實實在在有人、有

物，夢裡清清楚楚都有，可是當夢醒了，你再找夢

中的人，你能把他拿出來嗎？拿不出來！也是沒有

的。這個意思就是說：根本無明究竟說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還沒醒，眼睛有毛病，迷了方向，正在這

個時候，你不能說它沒有，真的迷惑，真的夢中有

人、有物，所以無明就是這個意思。無明是沒有自

性，也沒有自體，自性本空哪有這個東西呢？可是

現在我們眾生都還有。假如有一天，我們把見思二

惑、塵沙惑、無明惑統統都斷了，那得什麼時候

呢？那就成佛了。到那時候我們的病完全都好了，

我們的功能力用，就完全都發揮出來了。所以在

【楞嚴經】上：有一次阿難尊者問釋迦牟尼佛，您

說地獄到底有沒有呢？有沒有人在那兒受罪？您不

是講空的嗎？既然空的地獄有沒有呢？要是沒有，

那造惡業受罪的人也沒有啦！那就沒有因果了。要

是說有，又說它是空的，這要怎麼理解呢？釋迦牟

尼佛就說：地獄本來沒有，可是因為眾生造了罪，

就有這個地方；如果眾生的罪都沒有了，那地獄根

本也就沒有了。 

        後來我就研究這個問題，地獄我們沒看著，現

在我拿一個事實來給大家解釋，讓各位明白。我想

一個方法出來，各位看對不對？人間的監牢獄，你

說到底有沒有？有啊！哪一個國家沒有監牢獄呢？

犯法的人要坐監嘛！現在拿溫哥華來說好了，溫哥

華我雖然沒有聽說，我想可能也有監牢獄，起碼也

能有一、二個，不然不夠用。比如說三百年前，加

拿大的歷史不是很久，有沒有溫哥華這個城市？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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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華的城市沒有，也沒有這麼多人在這兒住，那時

候還沒有開發，你說有沒有監牢獄呢？一定沒有！

到處都是荒地、荒野，或者是果園，哪有監牢獄

呢？沒有！可是後來怎麼有了呢？有人犯法沒處放

他，就給他造一個地方，那麼一個人犯法也不會

造，二個人或者也不會，有十個人以上你看看，就

要造監牢獄了，不然管不了啊！這就是大家的共

業，政府就給你造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是監牢獄。

比如說：我們這個講堂，這個地方現在已經造成講

堂，我們大家都在這兒研究佛法，假如沒有造這個

講堂之前，這塊地以前是屬於政府的，當時政府說

要在這兒做個監牢獄，就在講堂這塊地上造一個監

牢獄，那麼這塊地的空間就是監牢獄，而不是講堂

了，哪有一定的法呢？都是人為的，所以地獄是人

為的，天堂也人為的。在還沒有為之前是沒有的，

為了以後就有了；如果犯法的人一個也沒有了，監

牢獄也就拆了、不要了，那監牢獄做什麼呢？或者

做工廠、或者做超級市場也許不一定，你說是不是

沒有定法呢？這就是說到底有沒有的問題。【金剛

經】上說：無有定法，無有定法是到家的話，在我

們凡夫就有定法，定法是在那一段時間上的生滅無

常，過了那段時間就不是這樣，又換了！你說什麼

叫定法呢？就是我們修行，天天念阿彌陀佛，念了

幾十年將來往生西方，到了極樂世界跟這兒也不一

樣啊！空間、時間不一樣，環境也不一樣，這也是

在不定上轉，往好處轉就是了。所以在因果的範圍

之中，都是在轉變；真理是不落因果，也沒有轉

變；不變的是真理，因果還是有轉變，這就是說我

們眾生都有這個功能，因為被見思、塵沙、無明惑

給遮住了所以功能不顯了。這是不是永久的呢？如

果我們今天學佛，擔保它不是永久的；那要是不學

佛，或者做人沒做好，那就很難說了。這是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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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力」，這個功能發的出來發不出來。再比如說現

在的傳真機，這才沒有多少年，以前怎麼傳不出去

呢？你能說這些物質，物理、化學裡頭沒有這個功

能力用嗎？有啊！你沒有研究出來嘛！它沒有弄對

號碼，所以「如是力」的功能發揮不出來；現在經

科學家研究對了，這個傳真機不管多遠，馬上一

傳，你這兒有什麼，他那兒就出來了，你說它從那

兒去的，這個空間也沒有電線，統統都是號碼。有

時候我想，這個虛空都是號碼，但是你得對上，它

就起作用；你對不上，它就不起作用。好像電線你

沒有接好它就不過電，那我們念阿彌陀佛也在對號

碼，六個號碼，南無阿彌陀佛，你對嘛！對了一輩

子如果能對上的話，那就沒白來。所以這個都是不

可思議的法門，世間法裡都有這些東西，色法、心

法，到了究竟成佛是色心不二的法門。            

﹝下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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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經淨行品選講    
 
師公智海上人主講 

徒孫弘傳記錄 

 

後來文殊菩薩又問到智首菩薩說：「「「「佛子啊佛子啊佛子啊佛子啊！！！！

在佛法之中智慧為上首在佛法之中智慧為上首在佛法之中智慧為上首在佛法之中智慧為上首」」」」。佛法常常讚歎智慧，可

是為什麼？佛有的時候不是光讚歎智慧，還讚歎布

施、持戒、忍辱……，為什麼不光讚歎智慧呢？就

有這一個方法就可以出離生死而成佛呢！這時智首

菩薩就答文殊菩薩說：「「「「因為佛知道我們眾生心性因為佛知道我們眾生心性因為佛知道我們眾生心性因為佛知道我們眾生心性

是不一樣是不一樣是不一樣是不一樣」」」」。有的人慳貪，不肯作功德、不肯布

施，那佛就對那個人說，你要布施才能有福報，人

天的福報是靠布施而來的。另外又看到一位不肯持

戒，佛就說你要好好持戒、好好做人，不該做的不

要做。如果佛要看到一個不能忍辱的人，一句話就

發火，佛就說你要忍辱，忍辱是第一道。佛要對愚

癡的眾生就要讚歎，叫他要修智慧，是因為這些問

題，並不是佛有分別。 

在前面文殊菩薩問每一位菩薩，他們說的法都

不一樣。最後大家說，我們都說完了，文殊菩薩您

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您是智慧第一，您現在應該

把您的道理說一說，把佛的境界說一說，給我們聽

一聽好不好呢！在《華嚴經》上，都是諸大菩薩在

那兒說法，是佛加被他們說的，這個時候文殊菩薩

就說：「「「「如來深境界如來深境界如來深境界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其量等虛空其量等虛空其量等虛空，，，，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一切眾生

入入入入，，，，而實無所入而實無所入而實無所入而實無所入。。。。隨其心智慧隨其心智慧隨其心智慧隨其心智慧，，，，誘進咸令益誘進咸令益誘進咸令益誘進咸令益，，，，如如如如

是度眾生是度眾生是度眾生是度眾生，，，，諸佛之境界諸佛之境界諸佛之境界諸佛之境界。。。。諸佛諸佛諸佛諸佛智自在智自在智自在智自在，，，，三世無所三世無所三世無所三世無所

礙礙礙礙，，，，如是慧境界如是慧境界如是慧境界如是慧境界，，，，平等如虛空平等如虛空平等如虛空平等如虛空。。。。」」」」文殊師利菩薩

說，佛的境界是很深的，佛的量度好像虛空，量周

沙界，「「「「一切眾生入一切眾生入一切眾生入一切眾生入」」」」，，，，是說一切眾生進入到佛的

境界，「「「「而實無所入而實無所入而實無所入而實無所入」」」」，而實實在在也沒有個所入

處，就是說走進來等於沒走進來，這樣還入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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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這是說佛的境界叫做大圓滿覺，心包太虛，究

竟沒有出入，你看虛空有出入沒有，你在虛空中走

來走去，你有沒有出、有沒有入呢？佛的境界如虛

空，而眾生便認為是入了；便認為是出了。其實並

沒有出入，虛空還有個出入嗎？它沒有出入的。所

以我們現在一天到晚都在佛的境界裡頭，而我們不

知道，見不到佛的境界，那這樣怎麼辦呢？需要依

“淨行品”裡邊的修法，從這兒經過修行以後，再

走到佛的境界裡頭就會知道了，不然在佛的境界裡

頭而不知道是佛的境界。 

剛才說“淨行品”，前面是“菩薩問明品”的

道理不好懂，是為了讓那些大菩薩懂得這個甚深道

理的，先說一說，好讓大家先有個了解，甚深就是

緣起性空的道理，光是懂了還不成！因為明白了你

還沒有實修，等於睜開眼睛還沒有走路，所以“淨

行品”裡邊是叫我們要去做「歷事修行的方法」。

前面“菩薩問明品”是要我們了解，了解的是誰

呢？是十信位的菩薩。修行“淨行品”的又是誰

呢？還是十信位的菩薩。十信位的菩薩裡面，就是

包括我們在這兒開始學佛修行的人，信是第一步，

我們學佛的人第一步，信心就與我們有關係，

「信」從初信修到十信，才算把信心修到圓滿，所

以我們開頭就要培養我們的信心。前面是讓我們把

這個道理先明白了，現在“淨行品”再讓我們實際

去體驗。有一個偈頌，是我自己編的： 

「「「「華嚴經中淨行品華嚴經中淨行品華嚴經中淨行品華嚴經中淨行品，，，，文殊開示善用心文殊開示善用心文殊開示善用心文殊開示善用心；；；；    

        歷境隨緣能發願歷境隨緣能發願歷境隨緣能發願歷境隨緣能發願，，，，修學佛法本在人修學佛法本在人修學佛法本在人修學佛法本在人。」。」。」。」 

歷境隨緣，就是我們每天在外面所經歷的境界，所

遇著的一切外緣，當我們所見所聞的時候，都是要

做些什麼呢？“淨行品”叫我們都是要發願。但是

發願要會發，所以要有智慧、要有善巧，善巧是什

麼呢？就是你能把那件不好的事情，能發一個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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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你能不能啊？如果能那就好了，叫能離過、

也能防非、把它變成清淨的功德了。如果我們能這

樣做到的話，心裡頭能得到這種體會的話，那你舉

手投足都與菩薩的心沒有兩樣了，所以文殊菩薩就

是答智首菩薩這個問題。    

在“淨行品”的一開頭，智首菩薩問文殊菩薩

說：「「「「佛子佛子佛子佛子，，，，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乃至乃至乃至乃至

菩薩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菩薩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菩薩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菩薩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    

這是智首菩薩問文殊菩 

薩的一段話，我們要怎 

麼樣使這身口意﹝身業 

、語業、意業﹞，沒有 

過失不會犯錯呢？智首 

菩薩在“淨行品”一共 

問文殊菩薩，問了二十個云何、即是問了二十個問

題，一個云何就帶有很多的道理。    

文殊菩薩答智首菩薩說：「「「「善哉善哉善哉善哉！！！！佛子佛子佛子佛子」」」」。就

讚歎智首菩薩，說你問這些話的用意，是為了要利

益很多的眾生，不但人間、還有天人都能得到好

處，所以才問我這些個道理。我現在答你最重要的

一句話，文殊菩薩說：「「「「佛子佛子佛子佛子，，，，若諸菩薩善用其若諸菩薩善用其若諸菩薩善用其若諸菩薩善用其

心心心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所礙於諸佛法心無所礙於諸佛法心無所礙於諸佛法心無所礙。。。。」」」」

這段文中最重要的就是「「「「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善用其心」」」」這句話，在我

們打坐的時候好好想一想，我這個心有沒有善於用

它呢？我現在用的是什麼心呢？現在在想什麼呢？

就是在這些問題上，要善用其心，就能得到一切殊

勝微妙的功德。換一句話說，我們眾生得不到一切

勝妙的功德，得到的都是什麼呢？得到很多的罪

過，將來受苦，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善用其心」」」」，

那我們今天研究了“淨行品”，我們學佛，要把那

「不」字去掉它，要能善用其心，要把所有的罪過

都能變成功德，這就是人生的佛法了。你說善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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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不會啊！怎麼善用呢？云何用心呢？你要歷境

隨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順逆境界裡，

都能觸境生心，隨緣發願，叫做善巧發願，就能成

就「「「「一切勝妙的功德一切勝妙的功德一切勝妙的功德一切勝妙的功德」」」」，就是說能成就一切殊勝微

妙而不可思議的功德，就是這樣用心就可以了，這

也唯有用功有了體驗的人，才會認真的相信。 

        文殊菩薩把善用其心這個話，下面還教我們怎

麼說、就是教我們怎麼發願，剛才說有一百四十個

願，我只選擇五十四個願，跟我們生活上有關係、

接近實用的。第一、我們在家應該怎麼樣？第二、

出家應該怎麼樣？第三、修行要怎麼修？ 

走路怎麼走，乃至穿衣服都要學，見到什麼人就說

什麼話，見到什麼好吃的、不好吃的你要怎麼辦？

沖涼、洗腳也要發願，你睡覺躺在床上也要發願，

醒了還要發願，你看多麼忙呀！這個忙可不是瞎

忙，叫做善用其心。那先說在家要怎麼發願呢？ 

「「「「菩薩在家菩薩在家菩薩在家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當願眾生當願眾生當願眾生，，，，知家性空知家性空知家性空知家性空，，，，免其逼迫免其逼迫免其逼迫免其逼迫」」」」 

我們在家的時候，要發「「「「當願眾生當願眾生當願眾生當願眾生，，，，知家性知家性知家性知家性空空空空。。。。」」」」    

我知道我這一個家庭是怎麼來的，是因緣聚會而成

一個家庭，由有夫妻建立一個家庭，然後有兒有

女……如是一代一代的傳續下去。 

我在五十多年前去緬甸學巴利文的時候，緬甸的大

和尚跟我們講家庭的一個比喻，他說家庭裡頭有那

些人呢？有父母、妻子、兒女，這就比如好像火車

從四方八面來了，到了一個總站，火車都在那兒停

著，可是待會兒也還得開出去，這時候往那裡去

呢？往東西南北各自不同。現在一個家庭就比如火

車暫時到了總站，你知道你父母前生從那兒來的

嗎？你自己和你的妻子、兒女，又從那兒來的呢？

現在我們大家都在火車總站，他是張家的、你是李

家的火車，比如都在這兒暫時停住了。待會兒你要

不要開啊！你不開也不成，所以一百年以後統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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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開出去，這些火車誰也不能停在這兒太久。那知

道我們人人都是這樣子，你不要等一百年，最好你

馬上就要瞭解，眼光要看得快、看得遠，要「「「「知家知家知家知家

性空性空性空性空」」」」。我們現在就要知道一個家庭是暫時團聚，

將來百年之後還是空，我不要受它的逼迫，受種種

的苦、生種種的煩惱，最好把它看破一點。唉呀！

那都是空的、眼前花，我們一百年以後各走各的

路，這樣看破了，就能夠把煩惱解了。 

我們倓虛老和尚講：「你要把它看破了、看穿

了，原來這是沒有的東西，就放下了，不值得你去

留戀、罣礙，不要讓它纏住。」我們要知道，纏家

的煩惱有兩條繩子，雖然不是多，就這兩條繩子就

夠你麻煩了，一個是軟的、一個是硬的。也就是

說，一個是順境的，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

這被一條繩子纏住了；另一個是你討厭我、我也討

厭你，這是被另一條繩子又纏住了，就是這兩條繩

子，纏得就足夠你受了。我又想起我們有位湖北的

法師講：「強怨家、軟怨家，纏頭裹惱不得解脫

啦！」怨家有兩種：有強怨家﹙逆的繩子纏﹚、有

軟怨家﹙順的繩子纏﹚。可是也有家庭圓滿和睦的

也很多，但是在佛經上說有三苦：苦苦、樂苦、壞

苦。樂為什麼還苦呢？剛才說，到了最後火車要開

出去，你不想它開出去啊！你想留住它，多在總站

待一會兒也不成，這就是樂不長久叫壞苦。它開

了，待會兒我也開了，你到那兒找它去呢？不知

道。你說到誰家去找原來的一家人呢？知道這一種

道理就不同了。 

佛在《梵網經》上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

切女子是我母。」佛說我們孝順父母、疼我們子

女，不但是人連畜牲都包括在內。我們知道那個

牛、那個馬，前生是不是我的父母呢？我們知道那

個豬、那個羊，前生是不是我的兒女呢？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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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啊！這比如火車開出去、入了另一個叉路

了。所以佛教談到這兒，為甚麼說不要殺生、最好

也不吃眾生肉呢？因為不知道那一個眾生是我前生

父母、兒女，好可怕呀！現在知道「「「「知家性空知家性空知家性空知家性空，，，，免免免免

其逼迫其逼迫其逼迫其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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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在深圳弘法寺 

專為戒子開示 
聖慧記錄 

 

  師父在深圳弘法寺，對大家講與本煥老和尚的

因緣時，當家印順法師和侍者印航法師，都放下忙

碌的事務，在聆聽師父講話。當時還有拜佛的信眾

也圍觀著，攝影師王威先生很專心聽，大家聽得很

法喜。當師父講完與老和尚的因緣，大家還沒聽

夠，印航法師又請師父講講「三壇大戒」的意義，

因為現在弘法寺正在傳授出家眾的三壇大戒，受戒

的戒子有四百多位，非常殊勝。 

師父便簡單的繼續又講了一段：「這三壇大

戒，我們學佛的人，多份都聽說過，但是沒有學佛

的人呢！大概多份都不知道，在我小時候，當地的

出家人要去受戒，因為當時我才十來歲不懂，心裡

就想出家怎麼身上還要長疥的，這可受不了，原來

不懂嗎！就以為是這樣，後來自己出家才知道什麼

叫受戒。 

所以這「戒」在佛教裡頭，戒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該做的不要做，禁戒、律儀，調伏，要調伏

什麼呢？調伏我們人的習氣，什麼習氣呢？就是我

們每一個人的身體好動、好靜等等，人都各有各的

習氣，我們講話也各有各的習氣，我們心裡頭的思

想也各有各的習氣。那現在要想學佛呢！你就是要

改掉自己的習氣，把不好的習氣要改了它、戒了

它，把好的習氣要留下來，不夠的還要再多學，故

此出家還要多學規矩，多學律儀，所以三壇大戒是

出家之後才有的。最初學佛的時候談不到三壇大

戒，最初學佛怎麼樣呢？第一先談到你對於佛教有

沒有真誠的信仰。 

我今天順便把佛教澄清一下，怎麼澄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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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人雖然身在美國，但心裡常常想到中國的佛

教，現在講到宗教兩個字，我是感覺要把佛教澄清

一下，為什麼呢？宗教在全世界大家公認的有五大

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回

教。這都是大家公認的宗教，不公認的另外還有很

多，都叫宗教。但是宗教兩個字都是一個樣的，而

它的內涵不一樣，你看多神教也是宗教，一神教也

是宗教，那佛教呢？你說佛教是多神教、還是一神

教呢？我們大家現在研究研究，佛教不是多神教，

什麼叫多神教呢？比如拜山神、拜山地、拜龍王、

拜財神、拜玉皇大帝什麼都有，求保佑求平安的、

求發財順利的、求身體健康、求兒孫滿堂的，然後

供雞供鴨供酒供肉，神什麼都吃，我們佛菩薩你不

能供這個，這就澄清佛教不是這個多神教，大家很

容易懂了吧！因為佛教和多神教很難分界限，究竟 

從那兒分呢？我現在一講，就知道供佛我們是不可 

以用那些生命去供，為什麼呢？ 

我舉一個例子，你要過年過節殺雞殺鴨供酒供

肉求神保佑，這個是顛倒，你拿雞鴨的生命去送

禮，送給神讓神保佑我，你看那個雞鴨不會講話，

你就把牠送禮，你拿人家的生命去送禮，你怎麼不

拿自己的生命去送禮呢？你為了求神保佑、拿牠的

命去送禮，所以就結了怨啊！牠現在的身體是雞

鴨，佛說牠可以轉人的，這個身體外貌就像做戲一

樣，你穿什麼衣服你就是老子、是兒子、是男的、

是女的，穿一個外裝而已，我們要知道大家內裡頭

的心都是一個樣的，牠也不願意你殺，如果你說這

些是給人吃的，你跟牠商量過沒有呢？牠說，好

吧！你殺我吧！我是給你吃的，那你綁牠幹什麼，

那牠叫幹什麼，牠跑不了嗎！但是牠的心不甘心

啊！我把這種道理跟大家講一講，再說那些雞鴨牛

羊都算上，牠們吃的是什麼東西？吃的草、吃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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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糧食、吃毒蟲蜈蚣、吃蟲子，牠吃那些個東西

長的肉，我們看看你能吃的下去嗎？雞吃蜈蚣吃

蛇，牠長成的肉，你還吃牠還說很香，你看這不是

顛倒嗎！我們都吃不下去好可怕啊！有毒啊。還有

現在海裡頭的衛生，牠不衛生我們吃牠，不是繞著

彎間接跑到我們身上了嗎？這是說在物質上，牠的

身體不衛生。 

那麼再說牠的身體是怎麼來的，牛豬人都算

上，都是父精母血而變成的身體，那個父精母血你

吃下去乾淨嗎？牠長大了就是這些東西，你要想一

想，我吃不下去，多髒啊！這又是一個不能吃的事

實。 

第三、在精神上，我先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比

較好懂。先說我們人，我過去小時候聽老人家講

過，婆婆常常和兒媳婦不合，婆媳不合當然是婆婆

佔上風，兒媳婦是晚輩要孝順，婆婆打媳婦，媳婦

也不能打婆婆，這樣兒媳婦就受壓力就會生冤枉

氣，光受氣也不能隨便說話，如果有小孩才生下來

幾個月，還不到一歲，那時候小孩是吃人奶，不像

現在吃牛奶羊奶，他要吃奶就吃母親的奶，母親跟

婆婆吵架，然後生氣了，這個奶是不能吃的，據說

這時候小孩要吃母親的奶就會中毒的，這時候的奶

就這麼毒，如果這女人發大火啊！跟誰罵架到了面

紅耳赤，最後她的奶給小孩吃呢！毒不死也會生一

場大病，為什麼呢？毒從那兒來的，不要幾分鐘、

五分鐘就可以來，是從她瞋恨心來的，貪瞋癡的

瞋，所以瞋恨心啊！我們人遇到環境不好，有了瞋

恨心我們本身就有毒。 

那再說豬羊牛凡是動物，殺牠的時候，牠要死

的時候生命關頭，牠的身體雖然抵抗不了，但牠是

不甘心的，牠那個瞋恨心會有大報復，牠心想現在

是惹不起你，那將來誰知道呢？牠全身都是瞋，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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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那個豬，豬的血現在也有人吃、吃血豆腐，牠的

毒跑到人身上去了，所以人要是常吃那些有瞋恨心

的東西，會生癌症的機會比較多，把我們的血也染

污了，這不是自己害自己嗎！想吃牠補我是貪殺；

如果說沒有瞋恨心，也不是想吃牠，但是我要供神

這叫愚癡殺、就是癡殺。現在我們學佛要懂得這個

道理，就知道為什麼學佛要吃素呢？就是不想跟牠

結怨。各位看看，你走在街上碰到有些人，你和他

說話他不理你、這就是沒有緣；也有的人你問他

路，他客氣的很、那就是有緣了。我們講出門要有

貴人，要知道貴人從那兒來的呢？貴人不是從空中

掉下來的，是自己結緣結來的，我平時多結緣，我

的貴人就多，這是很自然的因果關係。 

所以我們學佛就從這兒開始，對於這個道理要

有信心，不殺生第一、不偷盜第二、不邪淫第三、

不妄語第四，這四條是與國家法律都有關係的，一

定要保持，還有這跟家庭和樂，對於社會治安，對

於國家的太平，對於世界的和平，統統都有幫助。

如果我們人很簡單的，把這四條都守住的話，天下

就會太平，國家也不用花那麼多錢僱警察，都用不

著，大家都守戒了嗎！沒人偷東西找警察幹什麼，

所以佛法對國家真是有貢獻的，但是這種效果，多

數人都看不到，這種力量是潛移默化的。所以學佛

第一步，要先講「信」。信不是迷信，是要信這些

道理，然後再進一步，第二、就會皈依，我是佛門

弟子、我是佛教徒了。第三、我要受在家的五戒、

八戒、菩薩戒，這是在家學佛學到家了。 

再進一步呢！就是想出家。出了家以後就要受

三壇大戒了，因為什麼呢？不受三壇大戒不能算是

正規的出家人，所以出家不受大戒是不成的。再

說，三壇大戒都是那三壇呢？各位在這兒幫忙的人

都知道，第一壇是沙彌戒，叫初壇正授；第二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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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比丘尼戒，叫二壇正授，這一壇是最重要

的，登這一壇不能給人隨便看的；第三壇是菩薩

戒，叫三壇正授。這三壇正授都受完了，出來才算 

是正式的出家人了。那麼每一壇的正授戒條都不一 

樣，初壇正授的戒條簡單，二壇正授的戒條數目多 

，第三壇正授的戒條數目有輕有重，但是主要的是 

要發大心、要度眾生、要有大慈悲，那是要發菩薩

心的，這叫三壇大戒。 

那麼出家人要受了這三壇大戒，然後再去修學

佛法，再學佛教的這些規矩律儀、威儀、教相，種

種的規矩，學唱念、學法器、學念經、學叢林的制

度，然後再去弘法利生，這很多都要學的，不是受

完戒就算了。所以我剛才聽說，本煥老和尚將來要

辦高級佛學院，這個我們聽了很歡喜，這弘法寺我

以前沒有來過，這是頭一次來沒想到這麼大，外頭

周圍的環境那麼好，空氣這麼新鮮，如果能在這兒

讀書是要有大福報的人，希望將來有高材生在這兒

讀書，親近老和尚將來住持佛法。我簡單的就講到

這兒，謝謝各位，阿彌陀佛！」 

師父講完之後，大家便合掌謝謝，並喜歡與師

父合照留念。大家都很熱心，希望師父多逗留一

下，可是天快黑了，雖然有點依依不捨，還得回去

香港，下次有因緣再來吧！ 

                              

                         師父上人為新戒子錄音 

                                  開示三壇大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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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生死觀 
 

智海長老主講 

許慧雲記錄 

平常人好像談生活的享受，這是說太平的時候

叫享受。到了不太平的時候，甚至到了有危難的時

候呢，談享受就不用談了，只能談生命的安全，和

談財產的保護了。現在不得了有難了、世界亂了，

這個財產怎麽樣保護呢？如果保護不了財產，財產

都是身外之物，就要保護我們的生命。當然都能保

護住最好，實在不能保護，我也要保護我的生命。

我能活着就好了，我能把這個劫難躲過去就謝天謝

地，旁的什麼都不敢想。但是要到了那個時候才有

那種觀念，平常的時候不一定有這種想法。 

從前有兩個人走難，一個是窮人，另一個是富

貴的人。富貴人有錢，第一就把金銀財寶帶着，有

錢就好辦了。窮人沒有錢，只帶兩個大饅頭，一手

拿一個。那個富貴的人，一手拿一個金元寶。 

兩個人走難，逃到了海裡邊，拿着浮囊，就是在水

裡能漂着的那個膠圈，隨着水漂了一段相當時間。

那個窮人肚子餓了，兩個饅頭在手裡頭，他就吃了

一個。這個富人手裡拿着兩個金元寶不能吃，肚子

也餓了，在海裡沒精神再游，就跟窮人說： 「你

的饅頭沒有我的黃金值錢啊，我現在拿一個金元寶

買你一個饅頭，好不好？」那個窮人說：「我不要

你的金元寶，我還是要我的饅頭，你的金元寶你拿

着吧，我的饅頭現在比你的金元寶值錢了噢！」不

給他。這個富人拿着金元寶，後來就餓死了。窮人

後來又吃了一個饅頭，後來人家把他給救出來了。 

 各位看看！兩個饅頭換兩個金元寶，你要平

常，他換不換呢？所以我們一個人的生和死，在時

間和境界不同的時候，究竟來説，人還是要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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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要會用錢。俗語說：「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

舟。」錢可以修福也可以造罪，就看我們人會不會

運用。在我們人的生和死，將來的前途好不好，快

樂還是痛苦，其實都在我們自己本身要把握。 

 佛教告訴我們，第一在福中的時候要知足，第

二要在福中而修福。在福中能知足，起碼享受的時

間會久；在福中修福，福報就享受不盡了。因為還

沒有享受完，就又修行，又培了很多福報，所以享

受不完！ 

 就像有的人，要是福報盡了，壽命沒有盡，各

位看看是否有？很多富了窮，那就是福報盡，壽命

沒有盡；還有的人，福報盡了，壽命也盡了，把福

享完了人也死了，處處不順利，最後就不成了。如

果福壽都不盡的話，來生還能繼續再享福，如果有 

一樣盡了，就不平衡了，就要受苦了。這是說一般 

人是這樣，對於人的生死觀，有這種偏激的看法。 

 現在再談宗教家，和前邊人看得不同。前邊人

只顧人生，不顧人死，死了再説，死了以後誰也看

不到。有的宗教家有的時候談人生，有的時候也談

人死，都信有天堂、有地獄。也勸人在生的時候做

善事，關心來世的後果，但是能不能解決問題？有

沒有解決的方法，能解決生死的問題呢？再進一步

能不能超出生死這條路？能不能得到解脫呢？也是

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平常研究佛法的時候

再研究，那些今天還沒有時間講，現在先講佛教的

人生觀。 

 佛教裡邊雖然有大乘佛教，有小乘佛教，不管

大乘小乘，都談有生前有死後的這些問題。並不是

只管生前不管死後，死了就了了。而在大乘佛教裡

頭，是從積極的方面談，從入世的方面去談。怎麽

積極？怎麽入世呢？比如大乘佛法要談救人，就要

行菩薩道，好像地藏王菩薩發大願度眾生。但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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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佛教呢，多是從消極的方面，厭世的方面去談

生死的問題。其實我們的人生真正照着大乘講，道

理很高深，但是多數不容易做到。按照小乘的道理

講，和我們人的生死最接近。我們按照從人而超

人，從超人而成佛，所以談到生死，在佛教裡頭

講，叫生死流。就是説我們的人生，一生一死、一

生一死，就像水在漂流，一個波一個波，在那兒

流，生死流在那兒流轉不停。也叫生死海，就是說

我們在大苦海裡頭生了死、死了生，比如一個生死

海，大家都出不去；還有的地方叫『生死長夜』這

些名詞。各位如果將來看佛經，就會知道這些名

詞，它在說什麽。 

我們這個人的生死，一生一死，好像在長夜黑

暗裏頭，沒有太陽。我們在生死裡，糊裡糊塗的

生，糊裡糊塗的死，好像平常說醉生夢死，就在黑

暗裡頭醉生夢死，在六道輪廻中受生死。這是我們

人在生死的過程中有這些，因爲按照基本佛法講，

有一種叫分段生死，這是小乘佛法所講的；按照大

乘佛法講，除了分段生死，還有一種叫變易生死。

現在我們所受的，是屬於分段生死。怎麽樣叫做分

段生死呢？比如說我這個人，有多高、有多少磅

重 、 是 胖 是 瘦 呢 ？ 這 是 我 的 一 份 子 。 分 段 的

『段』，是我活了多少年，我活了多少歲，告一段

落就結束了，這叫分段生死。這是佛教說的，都是

我們眼前的事實。 

大乘佛法還講變易生死，變易生死就是在心裏

微細的生滅。我們心裏的妄想，想東想西一天不停

的，有的粗、有的細，剎那剎那不停。就是在心裏

的迷惑、就是心裡生滅的活動。學大乘佛法的人就

要注意，我們現在凡夫心粗，心裡微細的活動，在

那些個地方還看不到。比如説，我們在想東想西，

有時候它在想，你還不知道呢！想完了回頭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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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東西，走了一大圈回來了。它起初一動念你知

道嗎？它一開始你可能沒有看着！還有它沒有開始

以前，要想東西還沒有想以前那一念心，更看不

着，所以我們只能看到我們的分段生死。小乘佛法

講要斷分段生死，可是要想超出分段生死，主要是

要斷煩惱。什麽煩惱呢？大家都曉得貪、瞋、癡、

嫉妒、障礙、人我是非，這些我們每個人都有的，

所以都應該斷除這些毛病。 

我們平時說要隨喜功德，看着他人好，我不要

妒嫉他，我要隨喜，“你很好啊，我看着你好我就

高興！” 

這個是不簡單，一般人不耐他榮，他好了自己

難過，這就是妒嫉了，而不是隨喜。還有做人的煩

惱、夫妻的煩惱、兒女的煩惱、以及家庭的煩惱，

社會的煩惱就說不完了！ 

各位在社會上看的煩惱比我多了，大乘佛法就 

叫我們超出這個範圍。除了自己沒有煩惱，還要明

白所有世間上的宇宙萬有，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都

要明白，見着它的實相，人生宇宙的實相，這是說

大乘佛法。 

現在講我們生死的範圍，我們生死有個範圍。

剛才所講的，在六道中所有的衆生，都在這兒受生

死，在什麽地方呢？它的範圍在哪兒？在三界。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我們現在都是

在欲界裡面。平常說有人間也有天堂，人間都在欲

界下面。但是天上呢？欲界有六重天，色界有十八

重天，無色界有四重天，一共是三界二十八重天。

我們現在在這兒受生死，到了天上也還是有生死。

可是那個地方生死，他們的福報和壽命，以及所用

的東西，所享受的快樂，都和我們人間不一樣了。 

但是要怎樣才能到天上去呢？受生死就受生死 

了，怎麽樣快樂呢？那要有相當的條件，比如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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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學佛，明天佛菩薩就把我救到天上去了，那是

不可能啊！如果你在生多做好事，不用佛來救也能

生到天上；如果你在生不做好事，害人害己的，拉

了很多債，佛菩薩要把你拉到天上去，那就不公平

了！那還叫佛菩薩嗎？你拜了我，我就把你拉到天

上去，你不拜我，我就把你弄到地獄去嗎？那叫不

公平！那佛也沒有辦法！佛菩薩只是告訴我們，要

想上天，怎麼樣修法。我只能告訴你生天的方法，

我可不能替你。我不能用我的手一拉，就把你拉上

去。你在地獄我也把你拉上去，你給我叩兩個頭就

可以了，這決定不成！所以佛法是平等的。 

假如信佛能不能生天呢？你在人間多做好事就

能生天。如果這樣說，那我信佛還有什麽用呢？你

說信佛有什麼用，就是告訴你生了天還是不到家，

不要覺得生了天就沒有事了。生天的壽命還是有完

的時候，還是有最後一天的。這樣在天上的壽命要

盡了，就又回來了。佛法告訴我們這個，不是說生

到天上就都了了。那就下地獄好了，下地獄你能永

遠下嗎？你在生的時候，好事不能說一點都沒有做

過吧！所以把罪受完了，也會再出來，好的果報再

輪到你享受。所以說再怎麼不好的人下地獄，也不

是永遠下地獄；再好的人生天堂，也不是永遠生天

堂。生天堂下地獄，都有時間性，這一生和那一生

不同而已。 

佛法解釋，叫我們當然不要下地獄，就是生天

堂也不是究竟的辦法。如果要研究佛法，依照佛法

修戒修善生天堂，到了天上享受天上的福報，自己

知道不以爲生天是究竟到家，有這個思想有這個觀

念就有得救。否則不是依照佛法去做，就不是按照

佛法的路線去走了。就好像我們做人，一個人是做

好人，另一個人也是做好人，但是另一個人還研究

佛法就不同，甚至於研究佛法的人最後也不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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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說「我信佛不一定要皈依三寶，不一定要受五

戒，我不受戒我持戒就好了。」 

聽起來好像很高明，其實這是不對的。爲什

麼呢？我打個比喻，我能當總統，但是我不去白宮

上任，就自己進了白宮，也不舉行那個儀式。我有

這個本領，我可以治理國家，你看這個成不成？所

以還要做那個假儀式啊！好讓大家公認你啊！這是

說假儀式事實還是要做的。 

        那我受了五戒，持不了五戒怎麼辦呢？持戒有

持戒的功德，持不住有犯戒的罪過。有罪過、去受

罪，罪受完了有持戒的功德來救你。如果沒有受戒

你享福，你沒有持戒的功德，你的福享完了就完

了，沒有持戒的功德來救你，所以不同就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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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海長老智海長老智海長老智海長老在史丹佛大學在史丹佛大學在史丹佛大學在史丹佛大學    

                                佛學研討會佛學研討會佛學研討會佛學研討會    
 

               佛音編輯部 

 

師父 2007 年 5 月 25 日在史丹佛大學講過

「般若心經五重玄義及玄奘大師譯經組織的經

過」，反應熱烈，學生們聽過師父的開示，紛紛諮

詢史丹佛的佛學社 (Stanford Buddhist Club) 的活

動。劉慧念和佛學社商討舉辦一個佛學研討會，題

目是〝Academic vs Monastic Perspectives Live Q & 

A Session〞，再度邀請師父和 Carl Bielefeldt 教

授，於 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史丹佛大學的 

( Common Room ) 開講，晚上五時至七時。 

到了那天我們很快把音響弄好，教授也到，

學生跟著一個個到。還沒正式開講，人已坐滿，跟

著又有學生陸陸續續的來，沒座位便站在後面。開

始由史丹佛佛學社的會長和副會長介紹佛學社的活

動，每天晚上都有聚會和打坐。然後慧念介紹師父

和教授，師父是弘揚大乘佛法，以天台宗和唯識為

主，其他隨力隨分，修行是提倡禪淨雙修； Carl 

Bielefeldt 教授是佛學研究中心指導教授，他專長

於東亞佛教之研討。介紹完之後，跟著便開始解答

學生的問題。 

         現在分兩部份記錄綱要，第一部份是我們師

父解答學生的問題，第二部份是教授解答學生的問

題，並由方賢照從英文節錄下來，翻成中文。 

        ◆  第一部份先由慧念請問師父：您在佛法

上，那一方面是特別喜歡，比如在法門修行、研究

哲理方面，有甚麼看法。 

        師父答：中國佛教有八大宗，每一宗都有研究

一些，比較喜歡的有兩方面，一是教義方面、二是

修持方面。教義方面選擇天台宗和唯識宗；修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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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選擇禪宗和淨土宗。在教理上唯識屬佛教心理

學，天台宗講圓融中道也不離一心，又有哲學道

理，所以心理加哲學合起來是很好的。唯識的心理

學是很符合現在時代，大家在科學上研究，而學佛

的人應在心理下功夫，以佛法把我們的心理作用轉

移方向，不要往下走，而要往上升直到成佛，不要

令我們受罪受苦。物理和心理雖然是一個物質和一

個精神（心），原理是平等的，佛法叫我們要從心

的根本去做，要令自己快樂，單靠物質是不成的，

就如穿衣、食飯、居住，那些物質只是我們生活的

助緣，而不能全替代人的苦樂，需要我們從心中改

善。有幾種東西親人都無法替代，要自己承擔，比

如「病」、「老」行動不便，別人無法替你、

「死」人到最後要走，更無人能替，那是人都不喜

歡的事。所以佛是教我們如何離苦得樂的方法。但

是人生是否單靠佛教，而其它不用呢？不是的！就

如各位在這裡讀書，培養知識，這是助緣，希望將

來找份好工作，能夠對社會、國家、人類有所貢

獻，如果再加上佛法，則對社會的貢獻更有幫助，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心理改善。 

各位都知道世界各地常出現很多問題，都是因

為不了解自己的心，要想世界和平，先要我們的心

和平，才是究竟的和平，和平從內心發出來，然後

再貢獻社會，這樣世界就好了。佛教講要淨化人

心，把人心淨化之後，再做其它的事，就不會做對

人有害的事，別人也不害自己，因為佛教是講因果

的。 

        學生再問：在般若經典上以智慧為重，而淨土

憑其信念就可以，請問法師智慧和信念在佛教如何

共存。 

        師父答：剛才聽到教授講得很有道理，凡是一

個宗教，都是以信為主。當一個人精神空虛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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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會想找一個寄託；就如一個有癌症的病人，

醫生無法治好，就會想找一個宗教，有所依賴，這

屬於信，希望病好啦就滿願了。這種信仰有需要

嗎？有一部份人是需要，是否究竟對的呢？不究竟

的。這個是為病而求保佑，對於道理並不懂，只是

信而已。還有一種拜這個神、拜那個神，甚至很多

信仰，不知道相信的對方是什麼，這種沒有般若智

慧，會走向迷信，甚至會走偏了！容易增加愚痴，

就會造罪的。 

        如果有了信心，又有般若智慧輔導，這是很重 

要。那如何去證明智慧是對呢？剛才教授提到有三

種般若，現在為大家解釋一下：一是文字般若，有

的自己看經而明白，另一種是聽經聞法得的智慧。 

第二是從法師講的、或是從老師講的佛法，自己加

以思惟，這樣比較微細。如果從聞而得的智慧，沒

有思惟的智慧，就如天上下雨，落在地上流走了，

沒能浸透地裡頭；如果加上自己思惟，就如雨水浸

透地裡面，地內有什麼種子，得到雨水滋潤，就可

以開花結果。第三是從聽經聞法，明白佛法道理，

加上思惟再去修，達到實相般若的境界，自己體驗

到的，從內心產生的般若更好。 

     我剛才說有信心不如有般若，可是單有般若而

沒信心也不成，佛法說要有中道，不能偏一面。如

果單有般若而沒有信，變成世間聰明，容易起憍慢

心，甚至到了佛寺，看到佛像，當藝術品看，如同

在博物館看佛像，不會去拜佛，覺得佛在心中不必

去拜，所以要般若智慧和信仰並重才可以。這如同

鳥有兩個翅膀才飛得好，單是一個翅膀就飛不好

了。就如有人，聰明又能幹，但交朋友沒有誠意，

那就有問題了。如果有智慧、人又老實，對人有誠

意，那就人人喜歡了。所以單有般若，沒有信又不

仰，就看不到聖人的功德，起不了恭敬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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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第二部份，由方賢照居士把教授答學

生的問題，從英文翻成中文，以便大家容易了解。 

        學生問：佛學家保羅威廉斯教授於其〝大乘佛

教〞一書中認為佛教從古至今都不是統一性，也不

是一元性的教派或學派，他認為佛教乃是一個精神

式的。那你有沒有一個特別喜歡的佛教哲理？  

        教授答：我跟法師一樣，與天台及禪宗特別有

緣，天台宗對我來說更具趣味，覺得它是中國佛教

之分水嶺。當其於六世紀興起之際，中國本土大德

終於具備了大量佛典，能夠將其中義理自行重新組

合，揉合了不同的佛教宗派，將坐禪與研究佛理做

了一個平衡，而自成一個具完整性的派別。 

        他們的影響力甚大，能夠樹立高度精密的體

系，於中更有完整的儀規，打開了學佛種種不同的

途徑，如淨土法門等等，我覺得它異常有趣，與眾

不同。而禪宗呢？當然最有名堂。從天台宗行門及

知識中衍生出來，但著重實踐，從日常生活中修

心，往往對哲理思惟不太經心，比如一個徒弟要向

師父問佛學的話，多會被訓示一頓。 

        但如果我們將天台及禪一起研究的話，我們即

能洞察東亞佛教的精要。中國佛教東傳高麗及日本

過程中，天台及禪宗之影響力最大，我本人是研究

日本禪的，如果你不研究天台，就不能入禪之門檻 

，我是兩樣都喜好。 

        學生問：般若系統典籍表揚智慧乃最高無上之

開悟法門，而淨土行者認為只憑信念即可，這兩個

迥然不同的立場，如何能夠共存？ 

        教授答：此題十分複雜，而關於你對智慧與信 

念之定義，普遍的標準答案是佛教乃理智的，非以

信心為主，個人的解脫全靠自己的知識與修行，與

其它一宗教不同。 

       而智慧又分三種：「聞 」聽經中得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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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自已思惟所得、「修 」自己執行技術性之             

佛教，深入修行，直到能夠印證真如境界。說是這

樣，但一開始必需具備對此法門的信心，有信心才

能深入，所以信心是任何宗教入門之基礎，到最後

才獲到認知，明白了自我經驗的屬實，到家的時候 

， 一剎那間「信與智」合而為一了。 

         學生又問：有宗派認為只需依靠自力，因個

人就已是一尊佛，不需佛力，這對自己的信心， 

是不是跟上述信念一樣？ 

        教授答：只靠對自己的信心，可能太天真一點 

，比如真的有人告訴你憑自己信心便會成功，而你 

對這個人信心十足，這不是一開始就有信念嗎？所   

以必須從個人中走出來。 

            學生問：佛教認為有上帝嗎? 

        教授答：因為佛教中也有不同的派別，這個問

題最好從其不同觀點發問，或可以問那一種上帝？

在耶穌教裏，上帝是一個創立者、一個立法及制裁

者、一個法律性的上帝。這種形像的上帝在東方或

印度宗教則少見。但是一個悲天憫人的上帝嗎？佛

教裏很多，這樣的一個救世者算不算上帝呢 

？他在佛教裏無處不在，只管救人，一點也不去裁

判我們是與非，一個充滿了慈悲心的，救人出苦海

者，乃佛教中極為突出的，與耶穌將人從罪惡中救

出有相同之處。又有另外一個上帝的概念，一個耶

教認作〝上蒼源頭〞的上帝，一個絕對性的，無所

作為，但無處不在，這樣一個概念也就存在於佛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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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訪長老、法味人情味 

 
                                                                 佛音編輯部 

 

        今年的夏天感到非常的美好，俗語有說：有朋

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有一天接到道海長老的電

話，長老說在６月２５日來本寺拜訪，師父很高興

的說歡迎長老來本寺普照，並在那天請在本寺用

齋，長老說願意在寺內吃個稀粥，簡單一點兒蔬菜

就可以啦！ 

到了那天，除了長老還有一位侍者本寬法師及

一位居士同來，道海長老一進大殿便高興，見到師

父如同見到多年的老同參那樣興奮，互相作禮之後

便請到客堂坐。大家互相問候了近況，並談到過去

未來，六十多年前在中國的時候，大家參學的情

況，念佛的、學教的、學戒的，那種令人難忘的回

憶，快樂的時光，令人回味無窮。經歷過時代的衝

激，國土的變遷，很多僧侶藉此因緣，轉移到世界

各地參學與弘法。道海長老和師父是從國內到了香

港，後來師父由香港到加拿大、美國至今；道海長

老從香港到了臺灣。時間 

過得很快，從年輕法師， 

而現在是長老級了，我記 

得有一天來自羅省的長老， 

他拍拍師父的肩說：智老呀！智老，您是長老中的

長老哦！真的很令人想親近。當我看到師父和道海

長老時，兩位長老的相談灑脫自在，令人感到長老

們，在過去中國大陸的大叢林薰習過是不一樣的。

所以道海長老也是長老中的長老，也令人想親近。 

 吃過午齋後，師父說帶長老去雙峰山（Twin 

Peak） 看三藩市全境，幸好那天風和日暖，可以

看到本市整個景色的美觀。一面欣賞風景，也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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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幾十年前的同參道友，有些雖然不在同一國土或

地方，也會關心大家的近況。我們跟在旁邊照了幾

張相片留紀念，還想陪長老去金門橋看看，但道海

長老晚上在南灣有佛法開示，所以因為要趕時間便

離開了。 

在本年七月間有一天淨心長老打電話來說：八

日十四日來拜訪師父，在那天早上長老從西雅圖乘

機來舊金山，當天晚上搭機又回西雅圖。我們希望

長老能在本寺多普照幾天，可是長老真的很忙，從

長老出版的淨覺佛刊，就知道長老忙著各地弘法，

能抽空專誠來探訪師父一次，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我們在機場歡迎長老的時候，等了十幾分鐘便

見到長老和三位弟子一同出來，淨心長老和師父一

見面就很高興。我們回到佛堂，禮佛之後便請長老

到客堂坐，師父和長老歡喜談經說教、僧團戒律，

長老也談到培養僧材的重要性。 

長老說由「世界佛教華僧會」在台灣高雄所主辦的

「僧伽講習班」，長老邀請師父去授課，師父非常

讚歎這個活動，至於去臺灣授課，師父感到年紀已

大啦，體力有限，去授課一事，深感心有餘而力不

足。長老說這次專誠來是以懇切的心來邀請的，所

以一定要去，但師父不敢馬上答應，看那時候身體

狀況才能決定。 

中午我們恭請長老應供，在附近的素菜館用過

午齋，又回到佛堂休息一下，師父和淨心長老研究

“選佛圖”，“選佛圖”是明朝藕益大師編成的，

內容是以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佛的一代時

教，有修行的次第，證果的位置，直到如何成佛。

實際玩味了一下，隨後便到附近的名勝–金門橋觀

光，那天氣候溫和，風不太大，照些相片留念。回

到佛堂用過簡單的藥石，便送長老到國內機場飛回

西雅圖，   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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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二十一日果清法師和三位比丘來拜訪師 

父，師父和果清法師何時結的緣呢？是於 2001 冬

季在高雄圓照寺傳授三壇大戒時，道海長老為得戒

和尚、師父為羯摩和尚、果清法師為教授和尚。在

三壇大戒中師父和果清法師同寮，至於和道海長老

已是數十年的老同參了。 

在本寺大殿禮過佛，彼此又互相作禮，便請到

客堂坐談，並互相贈送新出版的佛書，果清法師還

請師父在「智海長老八秩華誕紀念集」上簽名留

念。大家相談之中，師父講到昔年如何認識果清法

師的師公，說起來真有一段滿長的故事。 

 師父對果清法師說：「六十年前在中國武昌

文佛寺掛單時，有一天融靈法師帶著道海法師來看

我，大家一見面便很有緣，從那時候大家就認識

了，那時是在 1948 年。後來師父又從武漢到了香

港，大約不足兩個月體敬長老（果清法師的師公） 

也從武昌到香港了。體敬長老初到香港，是住在法

界茅篷，後來又借二位居士的一處別墅，這時就請

師父在該處當家，當時共住有十位比丘眾，有一位

聖覺法師（果清法師的師伯）和師父最有緣。 

當時懺雲法師先在福建親近慈舟老法師，後來又到

臺灣參訪，可是懺雲法師到了臺灣不久，交通便巳

中斷，因此就永留在臺灣無法再回福建了。」果清

法師聽到師父敘說這段因緣，感覺到很珍貴，雖然

沒見過他師公，而從師父口中聽到一些點滴，也是

聞所未聞的珍貴消息。 

        中午請果清法 

師等在附近素菜館 

用齋，然後去金門 

大橋觀光，走了一 

個圈，然後他們才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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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的心 

                                                 道寬 

 

        來美國依止長老修學佛法有半年多了，佛山寺

好比是一個聚寶盆，有取之不盡的寶藏。俗話說：

「世上沒有萬能的師傅」 

。但是長老卻是一個萬 

能的法師。他的智慧就 

像他的法號（智海）一 

樣浩瀚廣大，舉凡敲打 

唱念、領眾共修、講經說法、道德涵養，樣樣都令

人佩服不已；尤其師父一口標準國語，說法時言辭

柔軟，悅可眾心，並善用巧妙的譬喻來詮釋深奧難

懂的經文，讓聽者很容易便能究明其理。真是一音

圓妙法，各類根基都能得其解。 

        有一次師父開示時提到：「我們出家人所有的 

一切都來自於十方，有一個地方住，能安心辦道就

要知足，知足就能常樂，心便無掛礙。重要的是自

己要利用得來不易的地方充實自己，研究教理，精

進修道，再把佛法普施眾生，令大家都能得到利

益」。師父這樣的安愚守道，不忮不求，自修利

他，無牽無掛，實在是我們後學最佳的模範。 

師父雖然已八十二高齡，但是卻充滿赤子之

心，師父就像慈悲的父親，數十年來苦心孤詣、孜

孜不倦的教誨這群貪著五欲世樂的孩子，以種種的

善巧方便，開啟大家無漏的智慧，引領大家邁向無

上的菩提大道。而常住師父們則齊心協力把佛堂整

理得整潔莊嚴，令大家在這裏都能好好修行以成就

佛道。因此我們身在福中要知福，來佛堂參加共修

要心存感恩，要生稀有難遇想，這裡充滿了慈悲的

老和尚和常住師父們對大家的關愛。 

這裡很多人都有躲難的經驗，應該最能感受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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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家富強安定，生活才能安居樂業的道理。大

家能在此過著太平安逸的日子，這是不可少善根

福德因緣而移民到此；但是佛陀告訴我們：「三

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大怖畏」。這

裡雖然好但還不是我們永久的家，這裡只是臨時

暫住的地方。每個人都會老，葉落終要歸根，將

來我們都要回歸老家，這個老家不是中國、台灣

或香港的那個家，那都不是我們的老家，西方極

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才是我們究竟的家。大家

要慶幸能在這裡遇到帶領我們回老家的大善知

識，要珍惜！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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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寺般若講堂弘法團入團簡章    
 

一一一一：：：：本團宗旨本團宗旨本團宗旨本團宗旨～弘揚佛陀正法，淨化社會人心，禪

淨雙修，解行並重。實施佛教教育文化，舉辦

社會福利慈善等事業。 

二二二二：：：：本團組織本團組織本團組織本團組織～現由佛山寺般若講堂四眾弟子共同

組成，專為弘法利生設立。 

三三三三：：：：本團團員種類及資格本團團員種類及資格本團團員種類及資格本團團員種類及資格：：：： 

(1) 基本團員：凡體格健全，正信佛教，皈依

三寶，無不良嗜好者，不分男女性別，凡

在十六歲以上者，均可報名加入本團。 

(2) 贊助團員：對佛教有信心、有興趣者，無

論皈依或未皈依，均可報名加入本團。 

(3) 榮譽團員：無論團員與非團員，凡對本團

弘法事業熱心擁護，每月捐獻本團一百元

美金以上者，即為本團榮譽團員。 

四四四四：：：：團員年費等級團員年費等級團員年費等級團員年費等級：：：： 

        (1) 基本團員：暫定每年每位團員費三十元，

一次繳清。 

        (2) 贊助團員：每年每位團員費十五元，一次

繳清。 

        (3) 不論基本團員或贊助團員，如其本人現為

未有工作學生身份，即不用交團員年費。 

           (4)    本團團員，不得假借本團名義，參加政治

或其他宗教等活動，以維護本團名譽。 

 

佛山寺般若講堂弘法團團員入團表佛山寺般若講堂弘法團團員入團表佛山寺般若講堂弘法團團員入團表佛山寺般若講堂弘法團團員入團表    

        歡迎您加入我們弘法行列，有志加入者請到本

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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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寺出版書籍： 
 

靜坐數息法要      …………………………………  智海上人著 

八識規矩頌偈解  …………………………………  智海上人著 

念佛圓通章集解  …………………………………  智海上人著 

法華大綱              …………………………………  智海上人著 

唯識大綱              …………………………………  智海上人著 

大乘起信論集解  …………………………………  智海上人著 

般若心經集解      …………………………………  智海上人著 

智海長老七十華誕紀念集  ………………………  高普願主編 

智海長老八秩華誕紀念集  ………………………  高普願主編 

Understanding the Heart Sutra ……………………  translated by Hui-Yee 
Bodhidharma’s Meditation For Settling The Mind …    translated by Hui-Yee     
Perfect Realization by Mindful of Buddha…………   translated by Hui-Yee 
覺林菩薩偈﹝即將出版英文翻譯﹞………   translated by Hui-Yee 

 

般若佛學小叢書系列： 
智海法師簡介              學佛人應知                內空外假 

智海法師法語              心靈的甘露                回頭是岸  

念佛法門偈語              解脫的根本                剎那之間 

禪的基本實習              心靈的力量                禪的知識 

佛教的因緣觀              世界的明燈                一盞明燈                           

淨土法門開示              學佛的方向             根本禪大意                                           

達磨禪的安心法          佛學問答（一）覺林菩薩偈講義 

般若與禪的訊息          佛音遍大千（一）  善知識難遇 

中國佛教傳入紐約      佛音遍大千（二）等二十六種。 

已出版 CD：紅螺山念佛初版、再版。 

新出版者：隨喜功德安樂自在 DVD，念三寶消業障 CD 。 

即將出版：華嚴經選講–淨行品。 

   （以上書藉和 CD & DVD  為大眾結緣，歡迎取閱）                        

佛音助印功德芳名： 

許余賢蓮      300.                   包慧恒            50. 
梁啟義          250.                   汪慧成            50. 
賀耀慶          200.                   羅笑芳            50. 
賀敘翔          200.                   司徒慧容        50. 
胡賢恆          150.                   呂朝琦            50. 
胡賢靄          150.                   陳季琴            50. 
方賢照          150.                   王賢吉            50. 
方賢裕          150.                   王賢慶            50. 
林東明          150.                   譚賢定            40. 
陳賢忠          100.                   晏淑文            30.  
陳賢莊          100.                   謝賢順            30. 
林杜慧民      100.                   吳瑞容            30. 
雷    宅          100.                   無名氏            20. 
潘啟全          100.                   陳淨煌            20. 
蘇賢贊          100.                   陳慧穎            20. 
張林阿粉      100.                  Sacramento   
楊文田          100.                  般若念佛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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