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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導佈官局長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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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寫書，】
第tlt賀印公導師百藏自峰，略，學院預計也版說賀百童醫續發

;iCj塵，希望所有續被飾:~-起11寫與導師相關之紛文或感霄

，以為導俯視圈，.教鶯袍撥Mi~藍、校友勵自圓圓圓稿﹒

依文~生:W分成二寶貝: (跑回自訂，但內容以與詞，師相關重島主〉

"鷥文:五千字以上.

.l'ií言:字，雖不限﹒

..Jt 
論文滯留賞一般團體街道文娘給續寫'.包括『詮釋J 及 r參考文.J 。

全艾據分段並1JIJ/J、擻，息，凡引用藏經1是他人資料，必須注明白國& • ....* 
學院於收到來稿後，經油11盼望塵員會發送通道後，即收錄於棍.文袋中，

立直露~績.佛，說鋼結Jt貓"佛教鍋紛上流通。

.1億，書目獨

自P日起至民國九+三年至三月一日止.
.擒，學~.

"來論繪畫IIt用電趟打字，宜重以A4型式紙聽到自1 .被停:?t文電子僧"傅

奎搞撥電子糊糊且枷aiU\料。咚"﹒或以磁片寄至獨撥侈，說﹒

舖用阻?檔JtMi闕，畸輛吋5.0以上PC領事草之總祭。}

彎彎第箏，舊文革窩，自曾以精紙閉，寫詩，要堅﹒

"哥哥件地址 :3ω新竹市明湖'M~ω卷3'單獨級傍擊機﹒畫畫明 r視，略微文J

'並且會除上撿到貴緝名}、屆別、驗絡電2昌、縛:.及.引養貓﹒

.輩輩.司，買賣

.，實勿一篇數援，已寶寶爽.作會，勿被稱.

.苦笑猜想不海灣，青青自行~fi草草本﹒

“學院鉤，鞋稍有刪改績'fIIJ不.敏刪改由青先經明﹒
"來總刊出後，教贈本視轉交集五縛，不另支付稿酬﹒ L 

彎彎有任何筒.'，奮起全校友會... ~隨組正告發紡或軍區任侈，院院長厚.~章都﹒ 1 
.紛紛電話:恥5201240 ; W" : 03-52ω041 • 甘

露逗L_一 一dfg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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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觀陽員對韓東宙間闖許

成立福嚴校友會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多關懷校友，加強校友間的聯繫，互相抵繭，以

期增長道心、住持正法。我們很高興看到許多早期畢業的校友已經弘化一方，不過還有很

多剛畢業的校友，雖然很想更進一步進修或參學，卻缺乏足夠的支援而不能如願，我覺得

非常可惜。如果我們能助他們一臂之力的話，相信他們學成之後更能展現其長才，對弘法

利生都能產生更大的力量。將來各寺院也可藉助其才華，來幫助推廣弘法事業，或帶領讀

書會等，以培育新的幼苗。

此外，校友會也可以作為資訊的收集和發布中心，校友可從中獲得所需要的資訊和支

援，例如:獲知靜修的場所或學有專長的校友、善知識等資訊。另外就像在「校友會章程

」中提到的，還可以提供疾病、急難協助，臨終關懷、法義交流等服務。

在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正式成立校友會之後，幹部組織的架構也於十一月十三日

完成，並通過設立編輯部，以出版校友會的〈會訊〉。因為校友散在各地，所以訊息的傳

達，以及理念的溝通等，非常重要!我們希望藉著〈會訊〉的出刊，校友能從中得知校友

、師長、學院之動態;男方面也可藉著這份刊物，發表個人的學佛心得，或弘法的經驗談

，以增進法義的交流，幫助大家在自利和利他二方面，都能獲得實質性的提昇。

網站的優勢就是能跨越時空的障礙，因此在褔嚴佛學院網站架構中，增設了「褔嚴校

友會J '除了可介紹校友會外，亦能即時將最新消息提供給校友，相信這能便利許多在遠

地或國外的校友。除此之外，目前也在構思網站上設立討論區的可行性，藉由討論區提供

法義的探討，這不僅可利益校友，亦能利益所有對佛法有興趣的人。爾後若有不錯的討論

議題，校友會也將彙整並刊載在〈會訊〉上，以利無法上網的校友。



校友會除了校友間的聯繫之外，也可擴展到校友與師長，以及校友與學院間的聯繫。

站在學院的立場，我們學院對校友會全力支援，關懷校友的目標完全一致。目前，學院發

行有〈褔嚴佛學院第八屆學生論文集) (初級部、高級部各一冊)、〈褔嚴佛學院第九屆

學生論文集) (上、下冊)等，如有需要的校友可以來函索取。我們也希望能設立「進修

獎助金」、「參學獎助金」等，幫助校友們更上一層樓。藉著校友會的運作，學院也可透

過校友會與校友聯絡互動，讓校友瞭解學院的動態，也希望校友們能為學院貢獻所長或介

紹新生入學等。

期望未來的日子，校友會和學院能緊密互動。為了提供校友更好的服務，我們希望建

立「人才資料庫J '其內容如:課程講授、通俗演講、禪修指導、念佛共修、電腦網路相

關技術......等。一方面可幫助校友們找到合適的人才來支援，一方面可整合各方面的需求

與資源，提供學有專精的校友一展長才的舞台。套句俗話說:就是「供」與「需」要平衡

，希望各位校友能共襄盛舉。

從過去歷屆的師生陣容來看，褔嚴校友如果真能團結起來，對於佛教、社會，乃至眾

生，想必會起著強大的影響力。特別是我們都受印公導師思想的薰陶，希望大家一起為「

淨治身心、弘揚正法、不IJ濟有情」的共同理念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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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毒聳聳

論圈圈圖伊
。a..t.會會長，軍壘1ljE.

。4

循單獨會創立有五十年了﹒ m五十年

來，徊，大多數是以『謂應儉學說」的身

份對外稱呼﹒第一層的『續廠，早學說」是

在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E或上總﹒自

五十八年至今九十二年止，已然塵經7+
厲的軍書t. 而祖íll佛壘，銳的前身-橋巔，

舍，則是在更早的五十年三月九目 .at開

始從事佛教百年大計的信教育7' 釗果以

擔.ø醫學說九盾的...人a*餒，在道

三十今年的目月推移中，絡會出了五百零

四位的，讓生﹒當然 .m其中有帶多是，暫

居重復計算﹒但如果以在祖.~學遍的錢

友乘計 .lt木止通個人數了﹒

這些校友，從種....後﹒..敵落

在外的珍珠，各自地.佛教、..生而傘

，目，也都得到相當的成說，做吸毒，眉於自

己的光芒租iIE.﹒但很可惜的，臉7有m

S企績...學駝的相間印記外，其中大多數

.乎'.循眉不再有...各盾與各眉之間

，也少有Æ.和交溉﹒現任院長厚.~是師

即..到﹒Jt直食宿霞的未來，對於6路運史的

采來﹒這是一段具有決定位與關鍵性的力

量，有必要將道些校友組織起，鞋，因此，冒

著獨屢五十周年，積鍾的運作成立「積慮

佛學院校友會」﹒希望以「徊團員傷，說校

友會J ...息，將這些散落在外的珍軍在一

順順串，越來，成11-串莊JU當灣的珍.

項.﹒

「徊11儉學院校友會」在福11五十周

年磨棍晚會的那il ﹒經遍大多數，加校友

的語間與視徊，宣告正式成立﹒但「校友

會』儼然成立，校友與母校，被友與校友

之間﹒卻仍缺乏-個互動與復此7解的管

道﹒因此 .a們辦7一份《祖a員會M) • 
，冒著會訊傳這福塵的理念，並介紹衛處及

校友的酌"與消息，希望在摳，與校友之

間﹒校友與校友之間﹒作一種有形興奮種草草

的珊.﹒

〈個..會訊》的創刊韓內容，是發們

翎步的.~﹒歡迎各位校友，軍面提供具值

的改進擅自轉﹒認這-份尊厲於ft們的刊物

.能成章$宋來大家典國麗的回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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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圖書圓圓圓解勻。校友會編輯組釋閥仁
不可思議的因緣，又再次促成我們有

機會為學院從事文字編輯的工作。續放下

〈褔嚴精舍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隨即再

提起校友會的〈褔嚴會訊) ，莫敢推話，

只覺得應該做就勇於承擔，如岡心志的磨

蹄，得經過千鍾百鍊才可成功;以此發心

不但能長久也可以法喜滿盈。

學院成立校友會，可說是空前的創舉

，意義也重大，身為一分子的我們，應該

感到慶幸才對，所謂各守本位、各盡其職

、量力而為就對了!

創刊號的內容，以「導師、學院和校

友」為主軸，第一個單元為「褔嚴動態」

'收錄了三項大活動的報導，第一是有關

褔嚴五十周年慶，因為慶典中導師及厚觀

院長語重心長的致詞內容，值得與大家分

享;再者，仁俊長老參加盛會返美後，特

地撰稿感念導師恩德，道情感人至極。另

外，導師於十月十日來學院住錫，為參加

精舍五十周年慶，爾後繼續位至十一月二

十日才離開，前後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其

間師生與導師的互動點滴，既法喜又感人

，因此特別集錄了厚觀院長與導師聖法談

的部分內容，並邀集幾位同學談談內心的

體悟，希望透過這些文字敘述，與大家分

享這份難得的喜悅。最後，更為了對幻生

長老永誌懷德，茲將長老生平事略作一簡

介，以及在學院舉行的追思法會，作一歷

史性的紀錄。

第三個單元為「校友會專欄J '此刊

的發行起游於校友會，舉凡校友會的事跡

'均會收錄報導，而本期先刊出「校友會

章程」及「校友會第一次幹部會議決議事

項J '讓大家共同作歷史的見證人 l

第三個單元為「校友介紹J '歷經十

屆的校友，前後時間相距長達三十多年，

故藉此單元介紹校友，讓後進者了解先賢

的辛勤耕耘，也讓早期的學長們認識後起

之秀;然而為了讓大家先認識校友會的主

要幹部，所以決議由正副會長開始介紹。

第四個單元為「法音宣流J '校友會

除了可以達到「維繫道情」外，最重要是

能讓大家在佛法上用功，因此特別設立法

義切挂的園地，呼籲大家踴摺投稿，彼此

相互增上。這一期首先刊出導師寫給厚觀

院長的一封信，字裡行間流露出師徒繫情

於法的畫面，內容也令人動容。其次，現

就讀大學部四年級的真臭法師，趁院內論

文發表的因緣，撰寫了有關「菩薩不生長

壽天」的論文，內容對大乘行者頗具啟發

性，值得推薦!

第五個單元為「寫下歷史J '主要記

錄學院的消息，以便讓校友即時掌喔最新

動態。

最後一個單元為「公告J '公佈有關

學院及校友會的啟示。

這一期是創刊號，一切從零開始，所

以在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勉難而行，其中

若有不足與缺陷，尚請諸先前不吝指正。

末了，折望大家歡喜這份法的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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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新竹市閣會坪的宿最精會(續暐佛

學院) .是當代儉學泰斗即顛哥事師寫了培育

僧才，創.，於民國四十二年(-九五三年

}﹒精會以「教育呵，才、樁.僧才JA靈

，白，遠處7不少教界人才，弘t是珍海內外，
是台灣傷教界份敏教育的軍.﹒

從民團四+二年+月+八日，佇落成

S耳目，至今 '1雷.糟會巳..走過了半個世

紀:而獨嚴悔，說自民圓五十八年成立﹒

到現在E鱷招雌T+屆學生，_計約有五

百位..盒，其中不少.教界人才﹒擂.

精舍t4J 1司法的•• 地﹒壓眉校友或是弘11:

+芳，或是佳持一處，或是深入經.'或

是JHiI人縛，道E是著越濃濃的地方，也

正是法畢皇室流的息，冒!

宿慶精舍~令年十月十八目上午九時

，行五十周年.tll大會，邀請獨處的大家

長阿闢導師，和數布在海內外1l全國各地

，所有的措m佳E賢、戰事、師長、學生回

來回憊，慶祝精會五十臘的生日，個體大

家努力走過的五十年的臘月.-間見遷至p

1!t紀來辛苦鱗，量的壓良﹒

活動沒有聽窟，自綠的大張偉畫畫﹒只有

賞自費踏賞的大家風，區，慶典不見各自E媒體

的律草噓閥﹒只有四取t椰子的誠摯線服﹒

廣視繕動分..兩部份.+七日是各屆

校友的.誼.+八日則是廣視大會及惜，前

大俠﹒ E陸被大會..賄印願呀，師，仁俊是老

即釋軍長老、慎重皆是老、能得法師等師長及

，護生代發致眉宇﹒

即頗導師先巴於十目前磁盤遠新竹﹒

駐，.循屢輸舍，並於是自夫會時，在夫厭

的熱烈鐘聲中，坐著輪椅..來到會場，

期勉大JIl: r究是通團圓的信'_教育是不夠

的，必須加強進一步的僧教育輿8i!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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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俊長老輿即海長老.~車趕回返院，

仁公致詞組倡導師創建道鐵恃無"'11苦奮、

心盤iI糟的風髓，總公則幽默地提及當目

不得E接串串掌管懿日，草堂的原妥，以及雙

身赴美建立iI弱的心積﹒是因﹒侖有.裕

.IJ冗長老以及管在徊.學會受學的翎悟

法師、本覺t車間哩，種會，教師則有奪天、

能得、世圓、心航、悶.、憲章區、信酸、

海育、寬穆等諸法師道Ðl.

摘.輛，含混任住縛厚.法師認，，: r 
每一位曾經在循廠生活、學習過的信服，

都寫靄蟲寫下了一小段歷史﹒」因蛇，早

在一年乏前，錢師敵庸置E信函﹒向所有『

徊，人.J a錄相側的史科、蚵片，以便，甚

理由祖1.道主+年來的完.歷史﹒這些皇

宮的資料，臉7彙自圖畫畫《獨.五十周年紀

念*刊》之外，其中最.精耍的-部分，

則特別.作成展覽看紋，險列在推廣教育

班的教室中，迪斯有與會的..賀，都舵清

楚，回賣國鵬總蠶的壓史﹒

活動當天許多信息一大早at*到循E

精舍，共開見當學世記以來揭殿，窗台的成

長﹒圈，加人，間，書鐸於逾﹒被上被下4點.滿

7人﹒一肉，靜的院會﹒變4t非常熱鬧﹒

圓圓7個鐵道五+年的alJl!﹒每一個人的

內心都深受感動﹒而且 .ft們看到的似乎

不僅只是徊，買的巫見，彷看，也看到7它的

宋來一擒..以平賞的風.、踏實的周步

，哥I領，傷人做堅實的修行 l

盼望下一個主十年，下下個主十年，
或們仍在E法街道路上重竅，闖過一聲:

「攝壘.. 會 .~8瓏..! J 

幫蜻.!繭，續奮.. 站局立了!
通過綾鑫..蝕'..可間....(..像)u....飢及..'繪1&

øx.o http:J.川成，取fuyaD.Ol'lot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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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師、各位居士:

今天紀念褔嚴精舍成立五十周年，蒙

大家都能夠熱心來參加，主要的原則，應

該是褔嚴精舍這一部份房子，都是用來作

為教育。

大家都能在這裡教育，很多年輕的學

生來出家。對於佛法要能夠宏揚、發揚光

大，不能沒有佛教的教育，來培養聞慧。

不過雖然褔嚴精舍、褔嚴學舍好像平

淡，但與一般寺院不太同。因為是重在教

育方面，還能夠有人來學，有的人幾年以

後，就會在這裡服務，多多少少有一點長

處也值得。不但是在台灣，就是在海外其

他地方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一方面

致力於修學佛法，到別的地方去;一方面

也就是中國佛教的教育，要由出家人來做

，作為出家人能夠作這件事，這是很有意

義的。

今天大家都來，我感到非常之歡喜，

心裡想:在各位長老、法師、各位居士們

的帶動，希望這個佛學院，以後一直能夠

辦下去，還能夠擴大!佛教的教育內容很

深，有的人會作得更好，我希望就是這樣

，謝謝諸位，就這樣。

.er吋吹 (2003.10.1 8 ) 



各位長老、各位老師、各位貴賓、大

德，大家好:

今天是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在五

十年前，印公導師本來是要在香港成立褔

嚴精舍的，由於不可思議的因緣，結果在

新竹創立了褔嚴精舍。

五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民國四十二

年十月十八日，褔嚴精舍舉行落成典禮，

所以今天正好是滿五十周年。在這個值得

紀念的日子，我們非常感謝大家的蒞臨，

共同來見證這個難得的歷史。特別高興的

是，最早和導師共住修學的仁公長老和海

公長老特地從美國回來，還有之後在褔嚴

學舍、佛學院修學的老、中、青法師們，

也由各地回來參與盛會。

五十周年慶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來

展現呢?主要是去年「褔慧」兩道場選舉

住持的時候，老院長真華長老說: [""褔嚴

精舍已經五十年了，是不是應該舉辦一個

慶祝的活動? J 我們一致認同這個活動很

有意義，學院就先作初步的構思和規劃，

並聯繫第二、三屆的副院長能淨長老尼，

召集各屆的法師們來參與籌畫的工作。

褔嚴精舍從早期的共住修學，到設立

佛學院至今已第十屆，除了民國六十一年

到六十六年借給美國在台譯經院，從事經

典翻譯工作之外，一直都是培養僧才的重

要場所。在福嚴修學過的人都有這樣的體

會:每一次過到有人說「我也是褔嚴出身

的J '就有一種很濃厚的親切感。

也講圍圈圈圈圈

偶而有人慕名來褔嚴精舍參訪，有時

會問起褔嚴早期的歷史，我們比較晚輩的

，雖然看過挑水、種樹、砍柴等等的歷史

相片，但是並不清楚福嚴早期開創的辛苦

歷程。我們覺得:是不是藉著籌備五十周

年慶這個機會，追溯一下五十年的歷史，

以文字和圖片將它連貫並呈現出來。籌畫

會議達成共識後，我們除了安排口頭採訪

幾位長老法師外，也廣發問卷調查，收集

各方面的資料。歷屆的校友法師們也提供

了珍貴的文字、相片等種種紀錄，將褔嚴

的歷史串連起來。

除了以文字和圖片描述五十年的發展

作為慶祝之外，老、中、青幾代法師們難

得聚在一起，從最早印公導師開創時共住

修學的法師，乃至歷屆的校友，我們不想

熱鬧一下就散掉了，希望藉著這個聚會能

夠再加強聯繫。特別是，我們都受印公導

師思想的薰陶，大家都有「不忍聖教衰，

不忍眾生苦」的共同理念。如果能再加強

聯繫，將這一份正見進一步地推展下去，

應該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基於這樣的共識，昨天下午我們和印

公導師及褔慧僧團的成員共同開了一次僧

團會議，決議成立福嚴佛學院校友會。昨

天晚上我們也舉辦了歷屆師生大聯誼，並

選出校友會的會長。開會的時候，很多校

友有這樣的心聲:沒有想到褔嚴畢業之後

，還有機會回來共聚一堂，想說現在改成

男眾佛學院，不好意思回來。

09 



其實，我覺得褔嚴是大家的母校，希

望大家能再回來護持，凝聚眾人的力量，

一起來弘揚正法。各位在福嚴修學的經驗

，不但是個人生命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褔

嚴歷史的一部分。每一位同學、老師或是

職事，都在這裡為褔嚴寫下一小段的歷史

。褔嚴的歷史也是佛教史的一部分，我們

今天有這個因緣，慶祝福嚴五十周年，更

展望褔嚴一百年，也期待大家共同來發心

護持。

籌辦過程當中，感謝諸位校友提供寶

貴的資料，以及歷屆課程等。我們希望藉

這個機會，再作一次校正;如果校友們發

現資料有錯誤的地方，歡迎大家盡量提供

正確的史料，讓紀錄更完整、更正確。

十分感謝大家促成這次的因緣，謝謝

能淨長老尼以及很多法師代表的發心，也

謝謝壹同寺如琳法師(第一屆傑出的校友

)發心為大家準備午齋，還有很多志工菩

薩也在此一併感謝。非常謝謝大家!

(2003 .10.18 ) 

為了能聯繫彼此之情誼，校友會預定於民國93年4月 29日{導師E歲嵩壽前一天)

舉行校友會第二次大集會，且擬訂出版《福嚴歷屆師生通訊錄(修訂版) >>。

所以，校友們若有更動通訊，請聯絡校友會。

。前篇電話: 03-5201240 0傳真: 03-5205041 
。電于信箱: fuyan@mail.fuyan.org.tw 
(截止日期:民圖93年4月IS日)

AU -A 



也講圍圈圈圈圈

...øøtl.".. 
閻公導師酋輯們最鴛

褔嚴精舍舉行五十周年紀念，我特地

回臺參加，因為這是我親炙導師也是我教

學的根本道場。我的見聞及一切，都因親

炙導師而徹底翻轉過來;我體肯著:今後

乃至無盡未來，都能稟承導師所教誨的，

穩穩明明地以童真身出家，直至成佛都如

此。我的這番圖畫IJ '全從導師循誘中激發

出來的。我經常鼓振在此番激發中，宗趣

與興神，總覺得踏踏實實，沉沉毅毅。

周年慶期中，我每天兩次敬見導師，

每次都有「仰之彌高」之感，就這樣，憊

的深心深得莫可測，大心大得不可量，總

是令我感到既高且廣，卻又把我吸(攝)

得極緊極緊;緊得不讓我一念離開大喜提

心，一瞬失卻深涅槃印。我今生得到憊老

人家這般巨淨加持，令我於菩提心與涅槃

印中出入得夠健夠淨，撇脫了生死怖畏，

將菩提心發揮得悲智兼運，涅槃印默融得

惑習等治，佛事作得嚴嚴警警，嚴警得「

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J ;提引我從無

上道中無間地致力「上及J '因此，怨老

人家的一切，完全成為我的甘露之門，淨

光之鑑;從這面淨光之鑑中，讓我看清了

佛法本源，佛陀本懷，讓我永遠從佛法本

源中做成佛陀本懷中的「摘子J ;也能生

生世世親侍於1岳老人家座下。我在這樣的

渴慕欽瞻中，越發肯認怨乃是諸大菩薩的

綜合化身;因為您藏蘊於內與洋溢於外的

一切，全都表徵著諸大菩薩的總匯與通徽，

所以，一言一行，無不從智觀透我與慈行

為人中發力發德，我每日細心精讀深思想、

的大著，總感到這樣的力德沁透身心，將

我的怯慄性與慢傲念蕩廓殆盡，不再乖背

佛法，直直地發趣佛陀，我切實地體握著

這樣的志誓，所以，總是從因果淨化中不

著一物，從因緣明化中能辨諸法，檳棄圓

融(混濫)真常(倒覆) ，坦坦泰泰地於

身心中建道場，於生佛中練道業，一切都

以憊的精誠教授作典範、為準量;憑此準

量，將我導向無障的動出與無了的迴入，

這是多麼深厚的德力!

因此，我頓時想起釋尊初成道時的兩句

話: r人無所尊，則事業不成」。從我體見

的導師一生，對釋尊的這兩句話，真筒是奉

持到直透、直現三業， r三藏教法」與「七

種聖財J '就這麼從怨三業中任運體照，自

在運用;也就這麼與諸佛菩薩融為一體，

11 



看忌聶璧堅壁

12 

不經意地現行出佛陀質品與菩薩氣概。「

欲得佛法真利益，當於恭敬心中求J '怨

道道地地做到家了;這番到家的大辛苦與

真安樂，後學者的吾人，千千萬萬地亟應

注目透心，對憊的著作與言行，才讀得進

去看得出來;才能將我們的人格操持而表

現得夠質夠品!出家生活動靜中不可須央

的「四威儀J '現代(除少數外)出家眾

多不注重了， [""四威儀」的內鑑與外纜，

本為出家僧伽修學中攝斂與開廓的必其威

(降伏自我見愛)德(發揮菩薩誓願)

脫略了「四威儀」的，還談得上這麼種威

德? !反觀導師動靜中的一切，處處都與

「四威儀」相應到自自然然;自然到不失

念、不脫節。您就這樣從一心(一切) ["" 

恭敬德業」中通達了無量佛法，發揮出無

窮無極的大用;也就這樣於「恭則壽」中

永不離「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如此的

喜悅與少壯，都從一片恭敬心中來呀!

上月褔嚴精舍慶祝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期

中，我住在山下智觀寺，一天，導師坐著輪

椅來探望該寺住持，我立刻外出敬迎您老人

家，無意中給了我最深確的兩種啟示:一、

1m一到大殿前，安詳懇到地三度低首向佛致

敬，莊嚴肅穆得令我目注心攝，令我體認到

1m那恭敬心極其專一。聖龍樹說: [""無量眾

罪除，清淨心常一，如是尊妙人，貝IJ為能見

佛J ;又說: [""一心敬慎，善人相也」。學

佛學到敬不離心，敬佛敬到佛不離念，念頭

心底對佛所詮演的諸法實相一一「四真諦」

'貝IJ必然地從分別中而會歸究竟無得;無得

而又能都無所遺。諸佛菩薩的「褔德」與「

智慧」二道，就這麼圓充得無缺無餘的。

一逕以此圓充為修學中總目標的導師，夠

得上被稱為「尊妙人」了。內涵的通照無

礙與外溢的澤潤無盡，乃為尊妙人從妙淨

中所顯現的「大用無方」。觀乎導師的身

言二教，逐漸逐漸地透過翻譯或親炙者，

義昧的體嘗與耳(意)根的聞思，現已成

為中外僧俗普遍歎褒的提引者了。二、導

師日常飲食(流質) ，明聖法師等照料得

甚為精細、淨潔，準時請導師飲暖。憊飲

畢了流質，仔仔細細地對著直子，看著復

看著，感到精光光的了，才放下了血子。
我目睹著怨這麼的惜物、惜褔，其印象(

法軌)深刻到透念、透心、透時空，您老

人家給了我這三透，從現在直至無盡的未

來，令我鮮活健通得不離佛法，不負佛陀

，從佛法淨光中與佛陀圓德中，永恆地以

決定的童真身隨佛聞法;令我能學佛聞法

的介引者:導師的宏恩大力!



也講圍圈圈圈圈

深入佛法之海，圓攝佛陀之德的導師

從極深極廣處所見與所行的一切，對人類

啟示與攝化的，可謂都從佛心聖境中無盡

地流衍出來。因此，憊的三業也都從三(

解脫)門中自在地出出入入，將許多迷惑

與痴沉於「見、愛」及「見、愛等」的拔

脫出來，所以，也將宏恩大力擴充到無數

的人。

1m生平最著重的焦點: [""思想 J '佛

法從質變到量，變無一不與思想有密切關

聯，因此，導師除了教義詮演，更致力於

教史的尋繹與擇判;將教義結晶的純淨根

源和盤托出，也將教史流變中形成的結癥

整體揭示出來;惟有如此的看重思想流變，

佛法最圓淨的結晶，始能從偏邪中燦發出

無比光輝;這般光輝，全憑導師悟徹了甚

種嚴出版鷗提供校友申請:
一、特刊及論文集

﹒ 〈第九屆畢業特刊〉

﹒ 〈第九屆學生論文集) (上下冊)

深極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而又從如此的

般若中流衍出無盡的大力大光，洞照佛法

源頭，澈契佛陀本懷，代釋迦世尊及聖龍

樹等諸大菩薩，將佛法慧日高懸著普照世

間，廓清眾生界的生死迷雲。我敢肯定，

如果沒有導師出現於世，人天便沒光灼眼

目，也沒慧日智風，照散生死迷雲;幸虧

導師出世，怨、從究極深淨的般若中，燦鼓

出慧日智風，照散了生死迷雲，將佛法大

道開闢得敞敞豁豁，佛陀本懷掏出得昭昭

彰彰，如此如理如行的希有導師，我們儘

快趕上憊的步趨吧!儘快趕上憊的步趨吧

(否則，人天便失卻眼目了啊! ) 

。佛曆二五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新州、惘淨蘭若寫

﹒ 〈第八屆學生論文集) (初級部和高級部兩冊)

﹒ 〈福嚴精舍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二、授輯講義(請付影印工本費)

〈大昆婆沙論〉、〈大智度論〉、〈印度佛教思想史〉、〈妙雲集導讀〉

〈成佛之道〉等。(共二十二種)

三、錄影、錄音及光碟等(請付工本費)

﹒ 五十周年慶當日錄影 VCD 等。

﹒ 師生聯誼晚會的現場錄音帶、光碟等。

。有興趣者請泊校友會 。輯錯電話: 03-5201240 
。傳真: 03-5205041 <0電于信篇: fuyan@mail.fuy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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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毒聳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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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
於二00三年十月+日早上﹒即公司專即從花這曲彎，中鐘在台北.圓"堂4、軍車停留﹒

午後便宜遠新竹樞軍精會﹒此_，風，傻傻的佇哩，目的唯有斗圖，那數是因乘裙，精禽蛋，

加開山五十周年的盛大陸與﹒自十月十八日的慶典結束後，導師慈悲地..住由國個11 ﹒直

到+一月二+日才離關新竹﹒前往莓，甚紗霉閉著佳錫﹒

在導師住錫袍，期間，師生與導師的互動，自祖國﹒成a大家.忘的記憶﹒其中，厚祖國隊

長錢乎每天都安排一小段時間來向導師前示法司麗的闕11 ﹒這師徒聖訟般的愚人畫面，徊.

組糟透過文圖並銳的呈現方去，與有心人分享:jj分擔的舊債 1

此外﹒因為導師佳錫學院﹒所以一切的行佳坐臥﹒郭安排7一群間，給iJl[周斜﹒在這

段迫近導師的日子裡頭，同學們11益良潔，所以組能組串串'lIt凶悔四位同學，透過種戀的訪

談﹒把這份感動，流露於字裡行間﹒

...r..+1J....了-旬，盤。』

〈可0月刊目〉

院長:師父對砂大第三系的判，一「位空

啥ßJ 、 r.ll1a~嚕，自」、「昆侖，鐘

òJ ·在大家的印象中，師父是屁
事~l虛榮，捌學的「佐望繼名」系(

即蝕著、中.)的﹒不過在九二年

元月三十目{農厲十二月二八回)

師父住在花蓮"恩綺舍時，會寫了

一個對'.'內容是『靜思十寫給饋

，函，了一旬啥，心」﹒有些人看了之

袋產生了一個提問:導師ijl仲麼會

軍區弘切唯心」﹒是不是到7脆年

反而推錄「輿論唯心J ? 
導師:不是道'1Jl回事﹒道ft可以鑄-單單﹒

那個時候發佳缸"恩輪會﹒正好碰

到廣層年﹒畫畫佳的旁邊是小錫金，

當中自海.努壘，貼7許許，多的法

圖書，還揖7很多關心接前等﹒聲傳

有勘亂，至2想把它為稍.疆、簡化

-下 .jt從這許，法語申瘋了11

個﹒像『靜思』、『唯心」、『路

佛J ......等，鈴變了一下'.成

了 rli1風十ñ3書鉤，辦了-切唯

心」﹒作割.a勵怖，這是用現

成的詞句齡泌的﹒

說長:通首對眉，到得很好， r十ñJ 對『

-切J • r+J 輿 r-J 輯是數字:

『闕..J對『唯心」﹒『饋」是



多數， r 唯」是單數。「靜思」對

「諦了 J '動詞對動詞; r佛」對

「心 J '則是名詞對名詞。

導師:這對聯是在「靜思精舍」寫的，所

以用「靜思」兩個字。同時， r靜

思」是「禪定 J ; r 諦了」是「智

慧」。

院長:喔!原來如此。師父沒解釋的話，

我們還沒看出來哩!師父是不是也

為福嚴精舍寫一首對聯呢?

導師: (笑)再看看吧!

﹒「往生彌勒淨土」或「再來人間 J ? 
〈呵呵月可6日〉

院長:幻生長老十月二十七日在美國往生，

在長老的遺囑中寫到:請有緣參加

最後送別的出家或在家師友，念「

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幻生長

老早年曾經親近慈航菩薩，是否親

近慈航菩薩的法師們都希望往生彌

勒淨土?

導師:不曉得啊。

院長:有人說太虛大師也是希望往生彌勒

淨土，是不是這樣?

導師:太虛大師真正的意思是希望再來人

間。不過這句話講出來，同一般人

的觀念不相合，有的人要批評，麻

煩啦!還是不要講。

院長:師父是從什麼地方看出虛大師比較

希望再來人間修菩薩行?

導師:虛大師是講「人生佛教」的，重視

「現實人生」。假使要碰到彌勒，

彌勒下生的時候碰到，這都是男外

跟彌勒菩薩結的緣!也可能碰到，

但不一定非要碰到彌勒菩薩不可!

也講圍圈圈圈圈

院長:談「人間佛教 J '有可能是生生世

世在人間修菩薩行，如果能夠跟彌

勒菩薩結個緣，再一起來人間也很

好。

導師:跟彌勒菩薩結緣，並不是念一念彌

勒菩薩的名號就好，要真正跟佛法

相應去修學才可以。

院長:師父的〈成佛之道〉裡也有讀嘆「

彌勒法鬥J '有的人解讀不同，認

為師父也是希望往生彌勒淨土的，

是這樣嗎?

導師:其實我還有講東方淨土，不止一類

的啊!我主要是重在人。

院長:雖然師父的〈成佛之道〉裡曾讀嘆

過「彌勒法門J '但師父的中心思

想還是在人間。

導師:當然還是在人間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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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長:前父的思想傳犬，撞到吾吾種不同的

思想，或許有人不容a.a師父的

中心思想﹒不過，師父在悼念賣會依

法帥的文章申曾提到: r妙欽ä;師

，區，太盛大師所閱示的，當道，學直藍

圖畫憂心，風再生人間.t:t紗~.興a

相見以來﹒智宏正螢的原則興.tIÞ

，始終如一，堅定不多，在這茫茫

，童讀語，能有給人 I ;在.法的揮家土

-!Þit是哥哥思想的﹒.~趣的思想傾

向相近﹒ J ( (重慶商銀).五蜀，

頁184-頁泊的另外，在《契單單龔

自島之人間修教》也.: r現在 -a
俯身體養過7- 而言壘的心卻永這不

.(.教)少壯時代，法的，借 1

8屆全全世健在道會霉的人間﹒JIl人

闊的正覺之音而獻身! J ( (學甫

S的第四妞，頁70 )這種所雷厲的是

否才是師父的本11'

.6: 庭的﹒!

~滋款提治
....(哥，研三..)

開自會發心照顧導師的動悔?主要是可

以總近瞥知自a. 哩，師年紀大了，起梁、坐

下都要人袋，也力衰弱很多，照顧導師

方面能學習照國一位長者﹒並且有"會可

以總近導師-.縛很樂幸﹒這次擔任導師

侍者， -方面是種道， -方面包報答導師

在修法上對自皂的啟發﹒

從-九九九年到二00三年導師來續

..三次，剛好三次都有這個國，區和樂學幫

忙照圖導師﹒導師因年老且有"在身，二

000年....111繪出曉後øP:Ii暑期導原﹒身
體的病痛很多﹒雖然病痛很多﹒倡導師平

，曾與人血對時都不會旬出，曾奄奄的像子，

過是值得成們學習的地方﹒導師諷今已是

九十八窩窩的長老了，很多動作都已無法

做過審般的自在﹒但老人家都會先想自己

試看看，噩噩不去，雖煩別人﹒記轉型，師剛

慕的.天，由th輿ft們還些符者都不寶島.

需要上廁所防部不好意思說﹒直到tl忍不

佳時才把J111ill下來，擅自己站起來方便﹒

遇有，剛書長的錢天睡覺上，有時他背會簣，

手又抓不到，重回身磁盤不著﹒.次之自覺，

戳們當僧者的間學-..斯飽嘗嘗由導師的

IJ、動作，並詢問他是否有聖賢:典型$師相處

，島怒之袋，個有身恆不會于服嘿:I!背眉眼，區時

，_舍，賣錢們幫他服5. 另外導師紛神錚

峙， 1嘗著t們開他過去的往事，導師便•• 

a們暢1. ﹒他對書畫們說這些﹒主要是彼感

念當年在接些地方﹒.遇到的人事，給7

他很大的幫助，才有'.而.﹒



這段期間和導師每天的相處，發現導

師真是一位很謙虛的長者，比如我稱讚他

時，他都不會洋洋得意，而會覺得很不好

意思說: [""那也沒有什麼。」有一次我們

問導師到過那些地方弘法，他說他以前去

過的地方很多很多... ，我們原以為他要跟

我們講當年是如何的風光，結果他想要說

的是: [""去過的地方很多，可是那邊的話

一點都不會。」意思是說他沒有語言天分

，可是竟然有人請他到處去弘法，因緣真

是不可思議。他從來不會覺得這是個人的

榮耀，只是覺得因緣就是這個樣子，一生

都很謙沖自牧。

又曾經有一次，有人稱讚導師一生著

作等身，對佛教貢獻很大，如〈妙雲集〉

等，影響很多人。聽完後他都說沒有什麼，

只是覺得這些著作是看佛經、探求佛法的

心得罷了。

此外，導師不管人前人後、時時刻刻

都會保持威儀，生活就是這麼樣的如實、

那麼的一致。

我是希望導師能長住褔嚴。曾經私下

問過幾位侍者同學，他們都表示支持。雖

然這可能對同學的課業、體力、精神會有

很大的負荷，但大家都很有共識，希望導

師能長期住在褔嚴。導師如果能住在這邊，

院長要請益也不用跑那麼遠。平常在學院

裡，總是不容易看到一些讓自己觸動內心

裡的景像，然而導師住在福嚴的這段時間，

自己常會有許多的感動。九十八歲的老人，

從年輕到老，一輩子都堅持著平淡，堅持

奉行與佛法相應的生活習慣，導師不只是

研究佛法，更是每天奉行實踐佛法。

也講圍圈圈圈圈

最後想對一同擔任侍者的同學說些內

心的話。這段時間，侍者的輪值都是由我

在安排，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圓滿而觸惱了

大家，在此誠懇地請求大家的寬容。很歡

喜大家這期間彼此都配合得很好，希望導

師很快能再回來福嚴，這是自己的期許，

也希望大家有志一同。

﹒釋圓波(大學部四年級)

談到發心的動機?其實，沒有偉大動

機，只知道要照顧一位長者很不容易，常

聽到大家讀歎明聖法師長期照顧導師的辛

勞難能可貴。既然導師回到褔嚴，多點人

分擔照顧導師的工作，對每個人來講就不

是太大的負擔，這就是加入侍者群最主要

的原因。

擔任侍者期間，每每看到導師在做任

一件事情的當下都是很認真地投入，例如

在洗臉、擦手時每個動作是那麼有次序，

每個小地方都沒有放過。在我們看來可以

一筆帶過的事情，導師都很有耐心又有次

第地完成它，這是一般人所缺乏的重要特

質吧?記得有一次幾位同學與導師話家常

時，導師問我們會不會開車?有的會開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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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會騎機車或再次者會騎腳踏車。我們

也反問了導師會不會開車?導師說他不會。

我們又問導師年輕時騎不騎腳踏車?導師

也答不會。過了半H向導師竟用很認真的口

吻說: [""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會，實在是個

沒有用的人。」一種不戲諧、不客套的語

氣說出，你會覺得這是他對自己的看法。

一位大長者竟可以沒有絲毫的慢心，反觀

我們卻常洋洋得意於微小的成績，實在令

人汗顏。所以可以看到導師的文章裡勸人

在佛學或在世間上，有什麼小小的成就也

沒什麼值得驕傲的、了不起的。日常生活

中感受到他所說的也是他所奉行的，甘於

平淡卻不馬虎，這樣平凡的日子裡，在思

想與內心上去開拓自己不平凡的部分。菩

薩有能力入深定甚至證涅槃，但還是花大

部份的時間留在欲界，其最根源的動力乃

是不捨眾生苦的無盡悲願。導師以贏弱多

病的身軀不辭病苦地為大眾解惑，盡己之

力滿足大眾的善願，由此看出人間菩薩的

正行在他老人家身上顯露無遣。

我們看一些有成就的企業家或是科學

家，在談到自己人格形成的部分時，他們

會認為是父親、母親或是師長的某些人格

特質影響他最深最遠;這也就是為什麼要

親近善知識的原因，不只是在文字上的獲

益，更可以在人格養成上繼承、感染長者

的風範和德行。以上是導師住錫褔嚴期間

，讓我最受用的部分。

﹒釋會聽(學務助理)

這次導師來學院，與其說發心照顧，

不如說是讓導師適應我們。在學院擔任執

事也已一年多了，明年即將屆滿了，以後

要再有親近導師的因緣可能比較少，所以

雖然自己身體也不是很好，但想說有這個

機會要好好把握，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這就是想當導師侍者的原因。

來學院雖然讀了導師的書，內心的啟

發卻始於親近導師。不過，我一直有個疑

問，在書上還沒看到，就是導師高壽九十

八，經過這麼長的歲月，過去和導師一起

修行的道友都相繼離他而去，而且從出家

到現在，經過種種人事的變遷，面對這樣

無常的變化，他心路歷程如何，很想去了

解。

有一次在看演培長老的紀念集，導師

問我在看什麼書?就把書拿給他看，導師

在閱讀每一頁的神情，有種特別的感情，

但不是悲傷。這令我想起導師所寫的〈平

凡的一生) ，書裡說: [""我缺乏對人的熱

情，也不會冷酷刻薄。」感覺他對道友或

無常的變化不是那種很感性的，也如同他

所講的不是冷酷刻薄;所以在接觸導師的

這段時間，覺得導師應該時時都在法中。

另外，這次學院戶外教學去中國醫藥

學院附設醫院的安寧病房參訪，有一位病

人三十幾歲得了口腔癌末期，當時學院的



師長和執事都有和他講話。回來學院時，

就請問導師: r一般的年輕人突然面對生

老病死這一關，通常對自己的色身比較罣

礙，那我們要如何引導癌症末期的病人，

導師大致上說了三個重點:

一、「生、老、病、死」是每一個人都要經

歷的過程，大家都一樣。

二、在最後這個時刻，你能夠做什麼就做什

麼，盡量往善的方面，如給予親友引導

也是往好的方面，總讓他能時時生起善

念。

三、這個軀殼壞掉還可以換一個新的。

導師所講的這三點雖然很簡單，但是

境界來了，一般人還是很難跳脫對這個色

身及「我」的束縛。

又在照顧導師的過程中，因為骨折的

關係，坐太久腰會痛。有一次導師腰痛稍

微皺了一下眉頭，剛好明聖法師看到，就

向導師說: r導師您老了!在喊痛的時候

就老了。」導師看了一下明聖法師，就不

再皺眉頭了，那種痛的感覺及念頭，馬上

就轉換過來。由這一點看出導師對生、老

、病、死，就如同所講的一樣一「生、老

、病、死」是必經的過程，對於這個色身

也講圍圈圈圈圈

不必執著與罣礙了。總之，如果不是時時

在佛法中，對這個我及色身不再執著，可

能無法在遇境時馬上轉換。

導師不管在任何時刻，如有人來跟他

問訊、打招呼，他總是露出很自然的笑容

，光是這樣就不是一般人做的到的，我們

一天下來，有時精神好，有時精神不好，

又有起煩惱的時候，但是導師不論在任何

時刻，人家和他打招呼都會毫不做作地露

出自然的笑容。又攪扶著導師到戶外散步

時，經過大一教室對面，向導師說: r如

果早一點來褔嚴，一定能聽到導師講課。

」導師說: r唉!那時也沒有認識什麼人

，所以必須東跑西跑，也沒常在褔嚴。」

想想導師對人的態度，再看看褔嚴，憶起

導師的開示「為眾生、為佛教。」然而我

出家以來，到底做了多少?

﹒釋真真(大學部四年級)

照顧導師的動機是很單純的，那就是

「很想要照顧導師J '因為從初級部到現

在，導師總共來了褔嚴三次。第一次去受

戒沒有見到導師，第二次暑假也沒有見到

導師，一直很期待導師第三次能來，導師

沒來前就曾夢到在照顧導師，想說會不會

那麼沒有褔報第三次又遇不到導師，幸好

第三次真的遇到了。

頭兩天因為不熟悉，一整天下來很緊

張，精神緊崩，造成早上、中午起床時很

累，腳都走不動，過幾天後就不累了，反

而感覺愈來愈法喜，當時心裡生起一個念

頭: r明聖法師他們很有福報，能跟在導

師身邊照顧他老人家，如果是我，我也會

跟在導師身邊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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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顧導師的過程有什麼啟發?雖然

導師寫了那麼多書，但一點也不會故意裝

什麼樣子，他就是很平凡，看起來好像沒

有什麼，但從生活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比如他看書、看報很專心;由於我對修禪

定很有興趣，但是我發現禪定它只是一種

訓練一訓練專注，但是出定後，如果不注

意起心動念，煩惱來了，貪、瞋、癡還是

會生起，為什麼?因為禪定要用在生活上，

從導師身上就可以看到，像是他平常很專

注的看書，就是一種禪定的表現。定不是

要很深，而是要怎麼用在日常生活及人際

關係上，譬如煩惱來了，想罵人時就停一

下，禪定就是用在那時，而不是貪著打坐

時舒服的感覺。

導師做事很嚴謹不會隨便，譬如拿衛

生紙給他要折好，現在我自己要用也會折

好。看導師對事物的尊敬、對人的歡喜，

都是很踏實、很嚴謹的，我們修行就是要

從平常中做起，有時我們想的太高，好高

驚遠，想要當聖者，證得初果，而這須從

這基礎上、人際關係等，細小枝節做起，

一定要有次第，循序漸進，不是一下子跳

到見道、媛頂忍位，要慢慢的修。

與導師的互動感覺很好、很親切，有

時我們會逗他開心，他有時也會逗我們開

心，跟導師在一起很開心。

很希望導師能再回來。有一次在照顧

導師時，導師一直看著我，問我: r你今

年幾歲了 ?J 我說: r我二十七歲。」他

說那還很年輕。我跟導師說我二十三歲出

家，出家後就到褔嚴。導師說: r我二十

五歲出家，那你很有福報喔!二十三歲就

出家。」這讓我自己生起一種警惕和鼓勵

，因為年輕出家可以提早學習佛法，這要

好好珍惰，否則老了才出家，體力種種不

如年輕時;還有壞習價也須年輕時慢慢改

，老了很難改，現在改的話，時間就能縮

短;我們年輕就能出家且有這樣的環境讓

我們修行，當該滿足與珍情啊!

。9
從厚觀院長向導師請示法益，以及四

位同學的肺肺心聲，我們可以感受到智深

才廣的導師是那麼謙沖自牧與平易近人，

不論生活的小細節上乃至病苦的侵擾，在

在處處表現出修行人的風範，一生奉行所

講的佛法，堅定而始終如一，這些當是我

們後輩學子所應看齊與學習的。導師猶如

菩薩的示現，看似平凡的一切，深表出偉

大的智慧與悲願，人菩薩行的精神顯露無

遺。

現在導師人雖不常住在褔嚴，然而身

教、德行卻深烙在每位褔嚴學子的心中，

析望導師能早日再回來，並深懇禱祝您長

久住世，常轉法輸。



幻生長老，俗姓祝名承祖，江蘇泰州

曲塘鎮人，民國十八年陰曆正月二十四日

生。十二歲依守成長老出家，法號靈海，

學名魯愚， r幻生」原為筆名，取自〈金

剛經) : r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民國三十六年在南京古林寺受戒，得戒和

尚為學愚長老。後於泰州光孝佛學院就學，

於民國三十七年轉學杭州武林佛學院，及

上海靜安佛學院。

民國三十八年長老由上海到台灣親近

慈航菩薩。四十年初夏在汐止彌勒內院住

了一年多，四十一年應聘中國佛教會會務

改造工作，在善導寺住了三、四個月，並

在新竹佛教研習會教了三年書。

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五十六年七月

長老到褔嚴精舍親近印順導師共十四年，

並於褔嚴學舍期間擔任教學工作三年。四

十三年主編〈海潮音〉兩年。五十七年到

屏東圍音精舍半年，六十五年教學於台中

中華佛學院及霧峰萬佛寺。

民國五十七年到南投竹山德山寺養病、

研究教學九年，這是長老寫作最勤的一段

時期。民國六十六年赴美，在紐約大覺寺

一年半，長島半年，中國城一年從事佛學

研究。稍後，曾訪休士頓、舊金山、菲律

賓與新加坡等地弘法，再返台灣，在佛光

山、圓光寺教學。

民國七十二年，在美國休士頓施行心

臟外科手術，手術中曾遇到危險，後又平

四通圖團圓圈圈圈

安地出院了。回台於竹山明善寺調養，此

後每次回台均駐錫於此。

民國八十年再赴洛杉磯，於民國八十

四年四月創辦羅蘭崗能仁精舍至今。長老

深入經藏，精通因明、唯識，嗜好歷史考

證。研究論文與治學成果集成〈滄海文集〉

與譯叢一百餘萬字。

今年(民國九十二年)三月長老致函

厚觀法師: r我早年曾在褔嚴居住修學多

年，深受印公導師及續明法師等影響，一

生在佛法上努力，雖然離開三十餘年，如

今仍然心繫褔嚴。印公導師成立褔嚴，旨

在成就僧青年，研修正法。五十年來，其

間雖有間斷之日，而今一切恢復正常，弦

歌不絕，惟冀薪火相傳，代有龍象巨人出

現，以副印公導師創立褔嚴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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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諸病集於一身，醫不勝醫，自知來日

無多，故將昔日寫稿及出版〈滄海文集〉

等所得匯入褔嚴，成立獎學金，用以獎助

清寒優秀之在學僧青年，以作為回饋! J 

今年十月五日，長老寫了一封信給印

公導師，說到: r今匯寄美金三十萬元供

養慈座，擬為慈座於褔嚴設立獎學金，獎

助優秀清寒之僧青年。......十月八日將入

醫院，九日晨施行心臟手術，重換瓣膜，

成功與否，尚未知之。若業緣未盡，平安

出院，此後或有再見慈座之機緣;如業緣

已盡，則惟有下一生再見慈座矣! J 

十月九日，長老於美國加州醫院接受

心臟手術，出加護病房後數天，由於白血

球升高，免疫系統失調，結果於十月二十

七日凌晨一時四十五分往生!長老世壽七

十五歲，僧臘六十四載，戒臘五十七夏。

手術前寫給印公導師的信函，竟成為絕筆

!綜觀長老一生，為佛教、為眾生，感念

印公導師恩德，設立獎助學金，嘉惠學子

，德範高潔，光照人間，永垂僧史!

謹此敬述長老生平事略，永誌懷德，

感念不忘!惟願長老，悲濟眾生，乘願再

來!

動，@~a_m~)@ax~動@ 。大學部四年級釋德藏

幻生長老圓寂了!二00三年十月二

十七日凌晨一時四十五分，長老輕闡雙眼

與世長辭。當這消息從美國傳來台灣時，

褔嚴佛學院的師生們正好在舉行禪三，雖

然禪修時需要心無旁驚，但同學們內心的

感觸就像那澄清的湖水中，忽爾從樹上飄

落幾許凋零的柳葉，漣漪就在湖面上漸漸

地散開，而心裡卻也感受到那一絲絲的悲

痛!長老是個徹底的褔嚴人，從一九五四

年底來到褔嚴精舍，直到一九六七年七月

才離開，他老人家在風城新竹共度過了十

四年的悠悠歲月。長老親近印順導師，一

生受導師影響極深，他曾受命於導師，扛

起主編〈海潮音〉雜誌的艱鉅任務;當導

師遭人抵毀，他更是堅決地站出來，撰寫

「為印順導師說幾句公道話J CD ;雖然長
老離開褔嚴已三十餘年，但他說他永遠是

心繫褔嚴的，當他自知世緣將盡之時，他

曾致函於褔嚴佛學院現任院長厚觀法師說

道: r印公導師成立褔嚴，冒在成就僧青

年，研修正法。五十年來，其間雖有間斷

之日，而今一切恢復正常，弦歌不絕，惟

冀薪火相傳，代有龍象巨人出現，以副印

公導師創立褔嚴之心願。......今以諸病集

於一身，醫不勝醫，自知來日無多，故將

昔日寫稿及出版〈滄海文集〉等所得匯入

褔嚴，成立獎學金，用以獎助清寒優秀之

在學僧青年，以作為回饋! J 長老臨走前

還將畢生寫作所得，作為獎助清寒優秀之

青年學僧求學之用，他對褔嚴師生的情誼

深厚，使後學們非常感動。

「飲水當思源，落葉終歸根J '十一

月八日，學院同學們得知長老火化後的骨

灰，翠日即將從美國迎回新竹褔嚴安奉，

大家熱誠而自動地協助追思靈堂的佈置，

從中午忙到近深夜十二點才準備就緒。



十一月九日凌晨五點多，厚觀院長與

幾位同學親赴中正機場，迎請長老靈骨返

回新竹褔嚴佛學院。近八點左右，長老的

靈骨回到了他闊別許久的褔嚴，全體師生

早在山門兩側排列，恭迎長老回來。但我

們怎樣也沒想到，一位慈祥的長者再回來

時，竟然已是一聲無語的身骨，而從山門

走到一樓圖書館的追思靈堂，這路程不過

是短短五分鐘，但長老卻是用了三十餘年

的歲月，才再度回到學院。

不同的是，大家沿路唱誦的不是「阿

彌陀佛」聖號，而是唱著「當來下生彌勒

f弗J '這是為什麼呢?印順導師在〈淨土

與禪〉一書， (頁17) 中提到: [""彌勒淨土

的第一義，為祈求彌勒早生人間，即要求

人間淨土的早日實現。至於發願上生兜率

，也還是為了與彌勒同來人間，重心仍在

人間的淨土。」足見一生服膺導師思想的

幻生長老，求的並不是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雖暫別塵世，他仍心繫苦難的人間，他

希望大家為他助念彌勒佛的聖號，就是盼

能乘願再來娑婆，為佛教、為眾生、為人

也講圍圈圈圈圈

間淨土的實現而再接再厲!

「楊枝淨水，遍灑三千，性空八德利
人天......火焰化紅蓮...... J 在楊枝淨水讚

梵音中，厚觀院長、慈忍法師、傳燈法師

率領褔嚴師生與外來的法師居士們，先將

長老的骨灰體安奉在圖書館的靈堂裡，供

大眾瞻仰追思，許多曾受教於長老座下的

學生，見到昔日恩師的遺骨，不禁悲從中

來，強忍著淚水向長老遺照頂禮道別。

九點整，紀念幻生長老的追思法會在

二樓大殿舉行，觀禮的人潮站滿了大殿裡

外，負責主法的是晴虛長老、慈忍法師與

厚觀院長，大家誠心地為長老誦了一部〈

無常經) ，長老更是以他自己生死「無常

J '來為大眾作無言的說法。在長老的病

楊期間，他仍不忘關心著褔嚴的師生，並

多次從美國打回台灣與厚觀院長通話，對

於長老的慈愛，厚觀院長心中的感觸是非

常深的，在介紹幻生長老生平事略時，厚

觀院長提及，在今年十月五日，長老曾寫

了一封信給印公導師，其中說到: [""今匯

寄美金三十萬元供養慈座，擬為慈座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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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設立獎學金，獎助優秀清寒之僧青年。

...十月八日將入醫院，九日晨施行心臟

手術，重換瓣膜，成功與否，尚未知之。

若業緣未盡，平安出院，此後或有再見慈

座之機緣;如業緣已盡，則惟有下一生再

見慈座矣! J 幻生長老銘記印順導師對他

的教導之恩，縱然已知色身恐回天乏術，

仍然提筆向他生平最敬重的師長道別。

長老一生深入經藏，專心從事於佛法

之研究，生前並留有〈滄海文集〉及譯叢

一百餘萬字，其中有一篇〈我底請藏因緣

> (ì) ，長老自己說到: I我入佛門，出家

受戒，雖然已經三十多年了，但從未參加

過傳戒法會等法事，一直過著窮困漂倒啃

書本的生活。由於缺少褔德因緣，在台灣

二十八、九年，一直未能得到一部藏經。

」文中並說直到一九七七年由於壽冶長老

的協助，他才得以擁有一部可供自己專心

研究之用的藏經。足見當年長老在求學的

過程，是辛苦而貧困的，也正因為他苦過

，所以他知道青年學僧求學之艱難，於臨

終之際，他將一生寫作所得的餘款奉獻出

來，作為培育僧材求學之用。

在追思法會之後，長老的骨灰輯被大

眾護送到福慧塔院。演培長老、續明長老

等多位大德的遺骨也都安奉在此，而至今

以後，幻生長老的遺像也將供奉在塔院內

，天天慈祥地看著褔嚴師生們的成長與茁

壯。

塔院前的那株桂花樹，到了冬天雖然

有些凋零，但到了春季，老幹總又會冒出

新芽，將那桂花香歲歲年年飄逸在褔嚴的

校園裡。幻生長老雖然走了，但他用他的

一生來告訴我們: I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J G)他

慈愛的精神，仍持續關照著福嚴的師生。

不僅如此，心繫苦難人間的他，也必將會

乘願再來世間悲濟群生。

幻生長老著〈滄海文集〉中冊， p.346 。

幻生長老著〈滄海文集〉中冊， p.429 。

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正8 ' 752b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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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嚴佛學協韓東會草種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 校友會名稱訂為「褔嚴佛學院校友會J (以下簡稱為「本會J )。

第二條、本會宗旨

﹒ 關懷校友、維繫道情、相互抵稿、增上道心、護持褔嚴、住持正法。

第三條、本會任務

﹒ 推動關懷校友之工作，提供疾病及急難協助。

﹒ 提供臨終關懷、幽谷伴行、助念及往生佛事之協助。(對象含校友、會員之父母親

、剃度恩師及依止師)

﹒ 安排不定期的國內外巡迴弘法，讓佛學教育得以普及。

﹒ 法義交流，協辦不定期共修活動，提昇僧信二眾之宗教情操。

.第二章、會員

第一條、會員資格:本會會員性質分為二類，即「基本會員」及「榮譽會員」

﹒ 凡於褔嚴佛學院修學之同學，得成為本會基本會員。

﹒ 凡於褔嚴佛學院服務之老師、職事，得為本會榮譽會員。

第二條、基本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 有發言、提案、表決、選舉及被選舉等權。

﹒ 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 優先享有本會提供之服務。

﹒ 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擔任幹部及隨喜贊助會費等義務。

第三條、榮譽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 有發言、提案等權。

﹒ 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 享有本會提供之服務。

﹒ 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隨喜贊助會費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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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組儲及轉權

第一條、本會禮請歷任院長、副院長為顧問。

第二條、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第三條、成員

. 本會置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由會員代表大會推選擔任，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

﹒ 會員及榮譽會員的入會資格，由會長、副會長審核之。

. 本會由會長、副會長遴選聘任會計一名，以管理本會財務，其餘幹部依會務需要，

由會長、副會長增聘委任之。

第四條、會長之職權

﹒ 任會員代表大會之主席。

. 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統籌推動會務運作。

﹒ 監督本會之收支，定時查驗收支之細目。

﹒ 召開幹部商討策劃年度會務工作。

第五條、副會長之職權

. 協助會長推動會務。

. 會長不能履行其義務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第六條、會員代表

. 會員代表名額依各屆會員人數而決定之。每十名會員得設一代表，餘數五名以上者

得增設代表一名。

﹒ 代表各屆校友參與會務的決策與運作。

﹒ 各屆會員代表應推選二名任聯絡人，以執行各屆校友聯絡服務之事務。

.第四軍、會當

第一條、會議額別

﹒ 本會會議分「會員代表大會」及「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二種，由會長召集而召開。

﹒ 會議召開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 J '會長應於前十天以書面通知之。

第二條、會員代表大會

﹒ 每年召開一次。

﹒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 會務及會費有關事項之議訣。

﹒ 遴選新一任幹部會。

﹒ 研討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它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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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 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於會長認為必要時，或經全體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而召

開之。

第四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 章程之訂定與更改。

﹒ 各級幹部之罷免。

﹒ 財產之處分。

﹒ 本會之解散。

﹒ 其他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五章、經費

第一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 會員與榮譽會員等之隨喜贊助。

﹒ 本會存款之利息。

第二條、未經會長之書面許可，會員不得利用本會名義向外勸募任何經費。

第三條、本會若不能續辦，剩餘經費歸入福嚴精舍使用。

.第六章、附則

第一條、本章程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經校友會成立大會通過實施。

第二條、本章程如有修改變更，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

第三條、本會辦事細則，由會長召集幹部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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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如正法師 (7)

副會長 能超法師(1)

秘書 安慧法師 (8)

聯絡組 總聯絡人:明惟法師 (9)

。首歌詞，
﹒ 第一屆:能超法師、如琳法師 ﹒ 第二屆:如華法師、堅慈法師

﹒ 第二屆:璟慧法師、德松法師 ﹒ 第四屆:宏嚴法師、真輝法師

﹒ 第五屆:禪證法師、異慧法師 ﹒ 第六屆:仁宣法師、如義法師

﹒ 第七屆:祖蓮法師、傳妙法師 ﹒ 第八屆:海山法師、海隆法師

﹒ 第九屆:圓忠法師、本圓法師

活動組 臻慧法師 (3) 、異慧法師 (6) 、祖蓮法師 (7) 、傳妙法師 (7)

財務組 長慈法師 (9)

編輯組 開仁法師 (8)

關懷組 如琳法師 (1) 、淨慧法師 (2) 、德松法師 (3) 、真輝法師 (4)

禪證法師 (5) 、仁宣法師 (6) 、傳妙法師 (7) 、大禮法師 (8)

會藏法師 (9)

網路組 褔嚴網路顧問

法務組 海青法師 (3) 、祖蓮法師 (7)

備註: ( )肉之數字，表示是個眉之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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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電各屆連絡人農學

眉 別 連絡人 電 äl5 行動電話 傳真

能超法師 06-6855136 承佛寺 0937-608278 06-6855137 
第一屆

如琳法師 03-5204367 壹同寺

第二屆
如華法師 04-22224473 佛教會館

堅慈法師 07-7513453 復興寺

第眉
德松法師 049-2642840 明善寺 0933-577692 

璟慧法師 07-5330504 元亨寺

第四屆
宏嚴法師 02-29426228 白馬寺

真輝法師 05-2721116 海恩淨寺

第五屆
禪證法師 049-2930018 妙覺蘭若 0918-705745 

異慧法師 037-792670 法華寺 0931-113096 

仁宣法師 07-6894345 0927-816533 
第六屆

如義法師 049-2642840 明善寺 0926-622400 

第七屆 如正法師 03-5201240 福嚴 03-5205041 

第八屆 海隆法師 03-5201240 褔嚴 03-5205041 

第九屆 明惟法師 03-5201240 褔嚴 03-5205041 

※〈福嚴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如未領取者，請與各眉連絡人聯繫

2004年祝賀開公導師百歲揖書活動預告

﹒日期:國曆4月 30 日(農曆3月 12 日) ，星期五。

﹒報到:校友請於國曆4月 29 日(農曆3月 11 日)

下午2 : 30報到，並於壹同寺召開各屆同學
會及校友聯誼會。

﹒方式:﹒普佛及誦經。

﹒撰寫與導師相關之論文或感言，集成祝壽

文集。
﹒出版光碟等(如導師整理之〈大智度論〉

筆記光碟)

﹒於褔嚴推廣班展示導師之相關相片等。

﹒發放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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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正法師，俗姓杜，名有福。出生於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地點為台灣台

南市。民國七十四年六月畢業於南英商工。

如正法師自述在年幼時，第一次見人

意外命終，於內心油然生起恐懼之心，誓

願要明了生死大事。十八歲時，困苦難病

緣，知因果事，自誓從此不食眾生肉。隔

年，於慈光山歸依三賣。退伍後，於「菩

薩共修會」中學佛，增長不少出世修道之

、
'L' 。

之後，於民國七十九年，依止上聖?開

長老座下，稟受菩薩三眾淨戒，發盡未來

際之四弘誓願。

再者，於民國八十年時，在南投淨律

寺參加短期出家;而相隔二年，於民國八

十二年復於新竹潮音禪寺受南傳之短期出

家戒。

經過兩次的短期出家生活，對佛法的

學習與修行，信念更為倍增，故於同年年

中，報考恢復男思僧教育的褔嚴佛學院，

一心向法前進。如正法師曾經如此的描述

自己來褔嚴佛學院的心境: I始信佛法，

肇於因果。虛度浮生二十七個寒暑，今始

知棄麻搪金，行大丈夫事:根器堪稱晴鈍，

而發心實亦屬遲。」

法師為人正直有道心，或與其初發心

便為解決生死大事有闕，正如他所說: I 

初發心，第一為自己生死不明耳! J j 或

與其成長背景息息相關，亦如他曾言: r 
一生平凡，家居貧里，身在陋巷，既無可

傲之事，亦乏能稱之才。」

他進入福嚴佛學院學習，更是懷著「

為學佛威儀、為入佛知見而入福嚴」的志

顧，在在處處展露其「為法而來」的信念，

實踐其為追求了悟生死大事之目的。

法師在福嚴佛學院修學長達九年的歲

月，歷經三任院長一一真華長老、大航院

長及厚觀院長，受到三任院長的道氣薰陶，

徹底地改變了他的思想，並殷切地為實踐

福嚴院訓的學風而努力。

法師乃褔嚴佛學院第一屆研究所畢業

生，同年(民國九十一年) 繼續留下來擔

任教務長一職，時間為期一年。並任教大

學部課程，其教授的課程有〈妙雲集導讀〉

〈金剛般若按羅蜜經〉等，法師風趣幽默

且深具思辯的妙語，與他堅固道心的性格

相呼應，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法師並於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七日的

首次歷屆校友大集會中，眾望所歸的被推

選為第一屆校友會會長，其曾自述「對於

褔嚴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J 

法師個人的自修方法為淨土念佛法門，

常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自卸下教

務長一職後，目前擔任學院的秘書，協助

福嚴精舍及佛學院的法務推動，為弘揚正

法而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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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法師生於民國三十三年，故鄉在

台灣之南端一一恆春鎮滿州鄉。俗名劉芳

綺，有一兄三姊，師排行么妹。父親務農，

全家生活純樸。

法師自幼父親就教導，心敬天地、神

抵、祖先，謂: r人做天看也」。並告知

愛惜大自然，宇宙萬物之運轉，自有其軌

則。

十四歲那年(民國四十六年)因緣成

熟，隨母親皈依駐錫在恆春玉泉寺(地方

稱帝君廟)之性寬長老及聖海長老，承二

師慈悲，同年則依止剃度出家。賜取法號

:法慧。

並教導:早晚二堂課誦，梵瞋法器、

漢文等，以及分派職事，出坡工作。師教

甚嚴，一切不敢懈怠。並教予百丈生活禪: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秉承師教，至

今法師乃以「勤」自律、律人。

民國四十八年，能超法師隨上人性寬

長老轉居台北士林妙恍寺。四十九年二月

(十七歲)其上人送師入白聖長老創辦之

三藏佛學院就讀。白老專宏之經教一一楞

嚴經。學院方面之教學，涵蓋各宗教理及

中外史地人文等。當時師智尚矇'師長精

湛的講學，其深奧哲理，非師能貫通理解

，唯能專背名相及各宗科判。師因朦槽中

之背誦而奠下了深厚的佛學基礎。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受比丘尼戒於圓山

臨濟寺，當時是同學一起報名受戒，得戒

和尚為自聖長老，羯摩和尚為慧三長老，

也還會圓圓圈團團

介
教授和尚為道游長老。受戒圓滿後，學院

也畢業了。法師就回常住妙恍寺，親近依

止師父，實習各項法務。

民國五十六年，慧日講堂成立太虛備

學院，各佛教雜誌皆刊登招生簡章，師得

知消息，前往應試。當時填寫報名表，師

以「法融法師」所取學名「能超」報名。

因之「能超」一名同窗好友稱呼之，而剃

度的法名「法慧J '則是依止師及同門師

兄稱呼之。

入太虛佛學院求學，師二十四歲，已

懂得敬師讓友，一般唱念佛事也已熟悉。

故求學中，專注於學間，還能體察同學，

服務同學。民國五十八年學院轉到新竹，

師與同學自發分配工作，出坡整理環境。

師生性柔和聰穎，能把所讀的經典，

行持於生活中，比如:聽聞「舉火薰空」

之喻，乃體悟以客觀態度，看人看事，既

清楚又自在。四年之學院教育，從經到論

，解門到行們，給師很大的成長，所謂:

「佛法如大海，點滴入心頭」

褔嚴畢業後第二年(民國六十一年)

師二十八歲，經心田長老推薦，接任承佛

寺住持。從竹籬茅舍，一直到現在五層大

樓之建築，以及他處分院道場。

教門中云: r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

規」。此事非一朝一夕而成。開山祖師，

華路藍縷的艱辛過程，法師從其勞務經驗

中深切體會。如今仰觀莊嚴殿堂，師云:

除讀嘆之外，應感念創建者之幸勞，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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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服仁者:

(一)依買賣進修僑辦戲，所誰合於經律，但僑團的存在﹒不只是錯了新l他﹒和鑽洞樺的

僧圖在互相勉勵、'"賢、教導下﹒是覽會曾賀科蚓遍的﹒當然，信固不清串!jh 也會悔自區自利

的遍..﹒釋.立教﹒有神通而不靈神通﹒不縛體易示親串串通，國2萬.，會串串貓現紋，對肉、

對外，會引起與統作僅一一通安的副作用﹒大書長~提神通﹒ e修法的消滯形象，越來越墮落

，給8州悔當﹒人間的大第行者﹒是不處宣讀神遁的﹒

(二)還漿，是值超不二的，不儷誰有至童男IJ ﹒但在大濃濃風中﹒個《法草經》所說，_

阿纏萬區的糧蠻不究麓，僅是定續﹒在大榮毅﹒迪是書寶康到「不失大寮」的結>>，不能穗:I!

r芳償援」﹒樹在「傍法」立塌，那是不央給 r~是」的果說﹒

(三)髓，增大乘學，重於聲倒、舊.怯的貫通， (天台家紛為「遜教J )ft所以f隆重他.

中國古說: r古之學線總己，今之學者11人﹒.Jt.~愈率重於「這縛己學IJ.J '但在:a民適應

中，引出重診為人的書種道一大樂館教﹒但，~I慶幸目他，在瑰寶人閱(也許是盼、地所限)

缺乏實利，道'Í"傾向於信仰的、他方的、鬼神的、神蠻的方便道﹒側過*說，越是最上的

大~n.

(四)翻果見過到阿組S龍泉，悟入的辦理， (蝕著種》島與喜寄自區的錄金錢忍(七地﹒或

勵l地)相當﹒但著種是『忽J '依2獻力而能夠不.﹒論所斷，縛，聽益法怒，見修惑都

登了，只是『習.宋.J ﹒習r..了'.是.﹒習氣，後其哥大總謂之ftr無明值增J '或

名『所知.J '也.成立分段身以外的意成身﹒菩瞳遁的修學者， (僑-切不生的) rïe. 
J 也是有錢深的 .a於間的，各『音響忍J ;.於侈的，各「桑顧忍J ;到(七}八地響

隘﹒才得終生忍﹒初學者，處長變愁眉目，多修利他功德，先從間息的「盤盤，解」入手.

這是不能斷t賀信(見修理壓)的，但求粗重須借不組(包it不會把大恩買!t) ，海漸的深入﹒

不急求遁入，才是處在生死軍1I恩生的普'.行﹒訟毆深﹒循德大，定.均等﹒那時才得無生

忍﹒

(五) ri給法」的總之以法，費之以律，是A曲家思麓的﹒在家鼠'.是以不開身分在

世間的﹒都紋的貧民中，有的信自利，固執滅，每而不過:有的敵著屋，m本，種很律制，利

，聽清華窮的僑團大用，也都體緝的 .ft以.﹒曲家歇息靈自侈，重.ml:w價2晨，使倍思多從

事利益世間的書IJ. 現代天主毅、藝看紋，看來普入佳舍，而主持殺身的神父、教師﹒遍:I!

家教師﹒主持家教的修行﹒《圍，訶信紙律》是大眾都棒，迪是-愣，度，對~律的鐵皮比
較寬容些﹒

會的.老加劇，越來越瘦了，但沒有特別的病﹒希望你好好的第法而修學﹒

專ul .l!olft~長安 l .er吋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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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甸回.. .. 事真.

-、前言

在傍事宜的思想種﹒能夠見傍間法，或修寮儕法﹒最墓本的傷伴說是不生在 rJ\ØJ 之

中﹒八黨在《增登開會經> <八11晶.四+二之一〉卷36是指有惜生~地獵、畜生、鐵鬼

、長.天、遍地、六恨不完具、心.邪見及生在.前例後﹒ <D/\.之中包含『長喬天J ' 

第何不要生在震驚天呢?在《傍-益障脊區所間經》卷12至:

.SL善男子，串串盤:，:t.A.天， *t.~已申'.有無...學t屆世音，兮不僅遷，稍有ft司11=':':

M.i凰_，是趁著I.t..a. ﹒..司~~甘情...扇4壘....輯tli可it處﹒@

薔幢圖生敏界﹒不生長喬夫，因露在at界可遇到悔自世﹒可成韓利益有情之事﹒

印間法師在《成份之道》中起，，: r不生天，主要是不依.l!!f定而生長喬夫﹒ J@

會生到長，摩天主要是由於'_定草屋所招慮的﹒雙者在本文中想錄討的間越是:

1.真喬夫究竟是指那一天?

2.如果在今生中會種種得禪定，是否一定會陸串串定盤樂生到長a天?

3.在怎.~麗的情況下，修習得定會生到長，學天?

4.菩種不修E第一極揮定?

5.是否有芳遠可以修習禪定﹒而不會隨禪定重量農坐到長.天?

.脅，每本文之.續與組緣分.:111霄部分﹒敘遍摸"本文的動1M-.二館據封長喬夫

之定a-第三~探討招a書長喬夫賴的原因﹒.四饋攘射著當修定乏普巧方便 '.ñ館是摸

討菩值修習禪定的目的，而道兩'ØIf主要是以《犬，量看..簣3.)&(大會處.>ft‘縛

，最聳的路分'.it是結論﹒

三、壘，果之2r.

要學... 行的援基本綠件，越是要離 ri\IIJ @﹒而1\1區的內容之中﹒『長.天」是

其中之-﹒若依《增壹阿合經》卷鉤，八鷹的定疆是:

圖，時，咱告.....比丘，凡夫之人，不則不壘It'if.需壘at.' 斑血....有人不珊at縛，人

呆得修街，:jf何』‘人?第壘，，'_IlI"'1i'縛， "，al濃濃， .fU，霆，且﹒壘，來之所行，然，已~

坐在地..命..:，:咽不.'是前初-律也﹒

'''~Jl4畜生命，不闖2芋1!t.Æ;.".::..之，.﹒



4圖圖圓圓圈

....坐在鐵鬼中，不咽不緒，是前，北第三之難也.

...~t.4長每乏主.;，:閱本稽，是，第四之難也﹒

….11.4逸地生﹒縛..，.﹒....411.﹒是...~之..﹒

....t.!l.於申.'又且*tt不~J息 q，.~且不刻4串通之紋，是...女之終也﹒

...~t.4~"t. • -..*愉完』息. Á.ttt1lU島. ...t.'~..見 : A色人、 Áii 、亦必

受命，亦無~.e之，且﹒公4軒啞e 、 <<.1聾，亦無父4摩﹒ 4壘，島~肉、...肉.~iU""，.

a傘· ..tffit而街道，農.~唱，第七之.. 也﹒
...對來本.tII~瞥. It;..t且不'llf.~~皇軍猩猩海...A:_旬，但人之圈，﹒@

簡單的蹺，八濃的定接是指眾~&金於“〉抱歉. (2) 畜生. (3)<<車鬼. (4) 長

，單天. (s) 遍地等國也﹒或是 (6) 盼7鳴不完具﹒ (7)心，蜘見﹒或 (8 )在姐來本由

世的情況下，滋有祖國會這佛修行﹒龍崗正吾吾之八種傳鴛﹒瘡，便是什麼原因將「畏，軍突Jø

1\八難之一呢?多長的時間才算是『長ilJ 呢?長喬夫究竟是指那一天呢?fij(界六欲夫?

色屏諸天，無色界的因無色天it是無怨天@?

若是從嘿，早天J (梵文曲'ghAY1l40 devãb，)的話爸去了解，只能知道當天是很長

串串而巴﹒欲界天人若與人比較﹒夫人的書，命也可算是「吳壽J 7' 那麼欲界論天是否也厲

S會長昌，天呢1<1.)至於夫宿命，長才算『長昌IJ ·情﹒懿述大師在他著作《大量能..)省

11中蛇到:

... 今天".，色、.色界命教延長. "'F.t區牟~"'...~每天﹒@

著依上述司l文. r長，早」的定量富足以劫.A的， r下自重半紡」是直直接，摩天的天喬最題

也要是P劫才符合處置，約定，畫:因此從色界的第-天(驚駭天)飽，有可能磁層於長喬夫了

@﹒至於其他各家對『長喬夫」的設法.在 4大智'11.) 卷'38提:

(1) 長每天看..司曾想，乎無_，包，令人，‘大毒6' • 
(2) 最有人宮: -切，包定﹒過"'....，1;，:甜~.呵，不可化籠﹒ 3事倍.. 這﹒會是凡夫.. 

It. 

(3) 久，也必_叉. "'J島.....﹒毒不給4這It﹒

(4) JI;或從海草草星回轉﹒間，車，必是﹒.."'.....以蕩....見﹒不飽受..﹒@

《車.)申樹長壽天的定畫畫提出四鍾的說法 'IP:(l)~時想難，聽想處﹒ (2)-切綠色界

天， (3)第四禪天之無想天 .(4)從劉樽至四褲，除掙居天外部:.tt長!J天﹒儼然有四種不

間的越法﹒但是從聲包東趣，有→共間的重蚣.j!Jlt是「有隊於t學習俗法的」都稱為長置，

天﹒

如生在非有想非無獨處，天轉λ萬夫鉤。若依八，區的定麓，在『長喬夫」是沒有.. 

遇儕修行及，翩正法的，假般以天書，1\萬大劫想像 .JI是很可怕的﹒第二，生掛-切無色

界夫也是不擋得趟，原因是畫畫界的原益，種有影相﹒除船卡通常只有凡夫才設坐到E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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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然想天亦不擋得道﹒國第鐘天恩金，念鐘湯遷.@第四種認錢是從街樺至四掃除幸事

屠天﹒都是厲於長喬夫，真不槌悔過的理由是因為祖輩界限生食著於樺定中之，及有部見﹒

因此書，心機生﹒智者大師在《金光明但文旬》卷1云:

Il"色、無色存禪定之傘· ....11學魚@、.必@﹒"A.~年又是必-.﹒@

生到長喬夫，被形容爵泳魚&~眠的鐵-~峰，處於半死.各厲的狀.@﹒心.不動，

還是偉於見傍間法的，加上鐵11非常ø宏圖B ﹒月底生到那種﹒都會誤以第Æ涅壤的場界，

且會安定而鞏固地綠草書齡比場~，所以不旭街道﹒@

長驚天的另外提法，在《大般若~..多經》咎S9直是指色界及無色界﹒@此外，宋

.子講〈金剛經.要呵定記》卷4直處長喬夫是指無怨及有頂天@.但是磨. ~告"在 u•• 
11探玄記》認第二禪夫(包含)以上才是長，.天，而劫禪夫軍不屠於 rllJ .其理由是位

天'.生遇有尋、何@.如說:

肉 :4.色Z早4再是，拉底，何佳木棍晶，縛 .il..::.轉"耶?

$.:11，t後.，縛，費、 .. 楚，縛..~.﹒@

磨﹒澄:.<大方廣侮單單值班》亦說，在街禪天「有驚主多好鼓法」﹒所以初禪天還

不是長喬夫鱷:

司t (智商曲) ...主二ff-.I't_&滯后﹒..A....令不取初，車司t. 以t有~L多好'iI!.ï* • 

看~布..﹒ llllii....@

翎祖，夫的.生還有.，伺，是否:it發m翻得天不團盼長喬夫，懂?在《大智皮箱》卷1哺

說:

..~.二棒、三串串‘回事F晨 .*aff-.t..~壘 .tfalll1.J.麓..織、耳筒、 k圖阻tr傘

~1t.n-申取﹒以是ft刻，也驚世界﹒@

從哥l文可以知道，二褲至四禪天的廠生儼然沒奪、何，但是當他們想見仿間法縛，他

們的眼11 、耳..及身棋是可以在究世界{初串串天}中取得﹒因此﹒認爵翎律天康生遇有毒草

、伺自晦"到傷遞JI:不算是『恥的觀濤是有動勉強的﹒

此外，采喀巴太郎在《薔.道次m廣酋》中，所引用的《書男友霄:，，>冒E爵AIJ天:;I!摘

，種想夫及綠色天，而《八總數趟》則認為欲界街夫歡是長喬夫﹒@組設:

長.x念， (..~.ff> .，.iI!.ll..a..色天. <入海融合》帝，惑，見..t司，.亂

槍殺拜天 .A島怨天看. (圖t~) 帝，也. jt'I9.，處贖身巴天命，處串串-t-﹒壘，是侈IJ-阿

閉著A ﹒曲，看~!.atA....at ·曲曲心心所'.筍".﹒位多;，~:.t6'﹒錢包聖人帶走，壘，且，

從是UUIt.-.!.擻 • *A屬........道，址是魚，且﹒@棍itt天， \1);4:曲，是 tlt認.

.."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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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I文中Iti呵，生在無色界的重看不:.餘，單單<.) .無觀主要是針!tt，凡夫而說8' 因

為只夫ta足夠的正見或德本修習聖趟，所以是，聽取﹒韓敘界天是無眼也須要分別說@﹒不

能一直露認.凡益到欲界天都是，韓戰，當如坐到兜率夫的.I!t~益可以胞，物菩隘，聽ta ﹒因此，

生到欲界天的思生素必-定眉於「﹒』﹒

在南倦的缸，由上，修定其中之一的功德是可以慮得 rll有J@ ﹒《消掙逍翰) lI!t : 

『不抄揮部.4\..傘，令，告天」一-~~壘述.:if;~!l於1色泛的人..t.....希..尚不

給於JLJ:.定的人'fJ'*'JI:.定~專用，布.，1Q縛，有的功德./Jt訟.""曲也， r ，少修串，樺

的人生給何處?益處~".Æ.~~平個』等..縫衍定﹒必.ff龜鹿界....~..fr﹒@

因此爾傳《增支部註辭書) Jt~喬夫的定，直是無m天@﹒《踴香港...會> ( 

1訕訕血IlIl S曲-Comemnea組ry) 則將無色界也包續在肉@﹒而不是.界及色界天﹒國處在

色界夫(除無怨天)---:密可繼翎到~t.在﹒

此外，在如石法師的領叡莊儼趟}泊》中提到，有責咽，爾巴{哀。'Dg ka- 'D&- p.) 的

學者認為，長.天可分為『無敵」和『非總眼』兩類﹒『無顧』是指外道睡下界食而坐在

長海天，由於外通銀生於長喬夫時會組邪見，所以隨終時也因起那見而墮地鐵﹒椒!tt鉤，

凡史薔隘﹒蚵果在薔提大道上遇到惡如蝕﹒而犧餵導坐到長喬夫，然依悔，力及自己的著提

心刃，給甸的不過﹒在個智船 (Ye-shelIgyas-pø' I mdo No.767 無袋，本)有敵對:

『倘章吾有某一具大頭u者生到長昌，天，由於不見其他所底有惰，便會入量虛而再生人間﹒

』凡央書fll固有憲力，所以鱷俊生長圈，天但是不起邪見﹒因此，貴，納巴的學者認"凡表

薔. rt望有無壇的蟬.J 利「會被生長置，天』這兩件事﹒@從買回自納巴學者的看法中，可

以略知 røJ 主要是對有邪見的外，jI而麓的﹒

鯨合上述之探討，在此筒，的作-歸納:掌者PJj這「長喬夫』的定發若以絞護說，都

是指無想天，廣普則包括綠色界﹒繁華F合作這種的結治理由是:若按畫. r八緯」所提「難

」的定麓，它是指連有'...遇佛也算行，聽聽聞芷訟的情況而且處;但是在.界及色JI.論天是

沒有這種困惑的，而《清淨逍論》甚至將生到色界天認se是-g r目，有」﹒因此戀者不將

欲界及色界給天認為是『長喬夫」﹒

然而《夫般若汝昌..多鐘>~卻將色界、無色界定a r長喬夫』﹒還是什目，原因呢?

因為《大艘潛錢.，蟹，經》是一部大接著種思想的經典，若薔隘笙到色界天車直沒有因緣佇

布施、修六度.Jl潛逃y. 因此'.然在色界夫可以.閉§罷法，甚至可以得到還擻，但對

華f.而言卻是-種 rllJ ﹒

三、揖d~壘，表攝的眼固

對於a廠生生世世修習菩信道，廣修攝總書學恨的行者，不盟在 rJ\.J 是一個很重要

的闕，塵，如果普種盟在『長喬夫』訟法有聽聞芷法的，信件，更不能圓滿修習為紋，實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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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組中所It:

司fa~~...叉，晶醫生長壽夫，不"..1111址'...這是，本.....a.傘.，til:司fa~

• .a:.Jf...Ift.... ;ttt'ìlJ!且· .&-1也.a益﹒@

所以在這-:1種種，筆者要探討個感長喬夫果殺的國攝像...定樂是層於種普.﹒ 5.1.1

令生曾經鹿為色、無色~.:定的人﹒是否必定會鋒生到色、無色界夫?依樂E監生果賴的次序

有四種: (1)依重棠. (2) 也死樂， (3) 償佇竅， (4) 已作寮﹒@者從妞，能受豬的

m看. ~學生曾經自虛偽色、錄色串串定而來梅縣歸者，看足可能歡會控益到色、綠色界夫 .j這什

.呢?依《阿敵遍，竊耍，昏，盼中的解釋It:

這at非常It錢，必定"'A.!1.T-.ItM!1.﹒沒有任何其他案可以阻止它 .4唇tlt

:.tofJ , A島於盒.~是揮部﹒在不... 約旦，函. ..1-*重傘的有.Ä.~."'A屬繭t_~M改變

的車，見，﹒@

著依上述的勸告晨，~那鍵是重露，那只要種縛色、無色界的祖，那﹒下一生必定會控益

與其層次緝毒串的祟，置了.避-道理如在〈阿蠟連磨tI耍，窗解) Ølfilt-: 解釋色界普凜的果

報中說:

R海ivacarakaaalairl PaDa戶拉m喝祖lWÍl pari伽m蛤iw偏 bra恤旬iriBa.ü- 1Ip闢janti.

Tad 1M! majjhima1íl h誼mi hz;曲mapur也恥sa， PIIDÍtIIIÍI bhiivctvã m且訕祖國翩.

“arega曲咱øle _ kaihU4 ofthe fi且b圓圓a1咽-，曲曲曲咱a釘wlopthe 缸Itjh包

ωa 'IimiIed de.sr扭曲æ'bom i血B到國叫dÎIIIIt:. Develop均值區值盟to a lDIIdium逝pe，

they間蜻咄咄0Dg訪過mã'øM垣øæø. Deve!ψ旭gitωa øupc:rior degree, 1hey llC æbom 

lIIIOlIg the M撞車通過miø.@)

{闢於色界』已霆，培育事，捧到有限量單庭的人at.刻~JltXI 繕，它到'1'.是直處的人a~

到錢.fIIi.R.;培育它到」匕等<<庭的人捷生刮來~.R.﹒ 8)

響者只哥l色界羽禪的部份，二'.乃至綠色界的部份也是-.﹒ .. 修者創果實單夠培育事~

縛色、無色界的梅毒 '5磨下一生必定會投坐到與其u相等層次的天界﹒在矣"本中
Bhi垃uBωhi 有解釋說，梅修者如果在燈終恃過能給將他所遁的神那不過，該4軍:JJa﹒影

響他錢坐到興其車里度相等天界﹒@

道，鵬在帕奧禪師 (v_訕地Auk Sayad酬的《翩翩見》也是有覺到:

IIl-A串串111'1'死亡，餘..&Æ..a~u司*-，，~XI.必須-i.l釗Æ.-r~剎那..保

縛在縛J1.中@才衍﹒@

在此書的另-個地方也有再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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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曹色.Jr.縛t (mpãvacara-j凶na-kamma) J\無色.Jr.縛t(ar函pãvacara-j姐“
kamm') • .~J‘人越走(-恥圓的. .&:il4帥，申.".文章是細細的.如果

-直到死亡之.. 縛'1''''.娘串串必定不過. "1比*JICø.ft人tt!U串~天.Jr.'但是壘"，*Æ

-è之前縛IFτ娘..，且，它.i1itj島~叉界的.tu. ﹒~壘，提4i壘J ·他的轉.，萃，且使他

a.!lM-兌長.Jf.﹒@

若依Bbi址a Bodbi興I伯樂禪師的解釋，禪修者會俊生到色、無色界天，必須是在鐘，審

時遭持有遁入.1IJl擎的能力才行，而木是在道一生中曾經11入過色、綠色界的得那，命終.

即*生到色界濃綠色界天﹒

但是在〈阿雌遂，續要糟解》中，本糧，昌，者提出另一種有道，色的說法﹒他訟，有

ft力軍入總種揮蠶的得修脅，如果在隘終踏遍有能力竄入，那磨他可以擅自己的囊團團俊生

到他自己喜歡的天界﹒著禪信譽擁有八定的齒，他可以11揮極生到色界夫﹒軍區還揮u到

非想非非11天以下的無色w.天﹒另外，歸者則如陸敵明:

但在昌，擋的教化，用之外﹒又磨~T"'!宜之外...任何人績有這種可..611瓦解.這是

必何揖有宜，導人走五神遁的阿MI!l士(.Aaila) ~區司丸6.i章，兔子........帶先1(後x ﹒

圖禹他知道不久.~a:他錢.. a.!l到.ë~..J包.#"蝕ør.有的.~棒........

因此.i1....見到$:ilJ..t.乎成份.1/4"'.他it.i1."~..~事~U..到色界1/4几份dI

e ﹒困局給II看看虛晃圈，﹒@

對於譯者的搓，車，只遁詞樺修者可以依自己的惠國臣，遍，投金到他自己喜歡的色界天

，或是非種非非想定以下的無色界天﹒鐘書認E島，若遍，鍍金到.界依哩~可以的﹒

此外在北縛的《阿昆連"大昆婆沙論》卷161亦有串起當到街禪定，但命終亦生.界的

開趙:

開: ~串串'.... ，慮.，;..... ‘學 .t命.....~a~.. 也"'~可ill:不呢?

有":9)烏龜t企-切干地﹒為束，也清，脅..~.看錄﹒

有jf，:Jt.1l..定&J!..衛生定，色，簣it.i.T' 則有!Ut界不清tJt遍，是ill:~it..

有jf.:比中認'"禽走~Æ~命....i.T:t﹒ il扮禽走，美國(~...﹒

開 I ，，~主，於命....時.!I):."~.+f最則，也?

I'-:.!LJ:..傘，雖有.ør..... ..tl串連﹒況有所*HIti.T.:t﹒，.有所縛· ".t遷!I.

S已有i1t.?今是這‘'丘爾.是壘，是摸不jf，﹒@

在《前》申，有一能發，得蜻定而死俊生到下界，原因是退槍簡定.這一看法可龍是

與《阿勵這摩緝耍，費解》穹擎的設法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在《中何會組) (太空經}有這麼一餒.文:

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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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1 羹.，..‘鐵路于?役"棒子..ft這.. .ft-t車公司~.山林樹干﹒...居尚且 'å'島... 

.﹒遂，但 • A島&﹒必有人民﹒ Jt，..~ ﹒....fj..ft處﹒.遠離...﹒縛JfJ:.心，單Lf1.

JJ ..ft~醉品u區，輸量，麥穗，錢，驅車區行已..A'于道~~島、 JJ士、串，色、國人 .t.A'

于.~.t、 A島士、材&、國人已 .t功禹龜~﹒@

縫鍾文可為知，在寂靜處得褲定，但是盡量秉國廠廠人往來，引起惡本事串串含而過失得定

，甚至還俗﹒由此觀之﹒帶定會退，是南北傳所共自信﹒得定，畫是重量擾.~於命終時-定飽

依此.往坐上界，這可是要待最佳才有可能的﹒非是必然如此的﹒因為南北傅官，紋的看當是

得修者在酪命終時，如果適具有能昌盛入色、綠色界的神定的能力，這才會值.• 定的重.&

生到長壽天﹒

此外，在《滄海道曲曲》更有能到:

r~砂禪縛.，.見司f*生勢~Æ.J 一-4.4.. 希拉j，瓣~叉的人﹒ ....J租公....~"'~

4titJl.*定的人﹒修-t-JI:.定*軍區眉，看，而.. 感霜的串串$.所泌it~事....: r.少修街綽

約人生於何.It?!l島~月~Æ.ê>)*但J ".*it行走. !lt4串串I:~""ê>)"﹒@

對於「不擔揮部 .ft等將生於驚天』逍句話的看法，覺音通師認為修得近行定或安止

定的人﹒能夠拉生到與奠定程!t梅等層次的天界﹒除7不拾得定外，有些人則生起『希余

生餘'Jt天」的扇﹒

現在筆看嘗試從另一種角度續前有倘能生到長喬夫的原因﹒智魯大師在《金光明種文

甸〉卷1云:

*斷.."'..勢之t ﹒..色、必包界#lt之處. ...~學戚、.品，擅長壽夫Æ:.-.﹒

食毒轉，*"A島來If.是..銬'R-~t也﹒@

智者大師說..自到長，摩天 .a主要的原因是貪奢於色、綠色界的褲~﹒怎麼據才算

是貪看呢?在《瑜儡飾地章->卷但有嗅到禪修者貪草書-.定之三種相買賣﹒創說:

4.<t.."';_桐修等至母愛'*"豆﹒........等單JII 己﹒ ...itlt 、可欲、可樂、可

愛、可傘._..可~. AI..t.a縛....已...8 ·來傘*'*章t..J:..b錢，主l~紋，且為i.t

呀學....巳訟縛 df'J‘言，員，、可見t 、可棠，乃至膺，也.J，t份愛，社.~.ft定銜，可!l.全球

.著正在走﹒ 4屬有全球﹒宮全球'*﹒ .. 於是中迪生貪..﹒@

依窺基大師之鐘解，揮修脅著有下列述三種撥電車，褒示置t~軍定自食巴金敢看:

(1牌修者若於過去曾經越得禪定，量，診部定中的寧靜起了是糟糟的，值醫學書恆、喜愛

、愛愴傑疆、及可蠢的見解，故盡全過是E約定獵，腿.若不繪﹒

(2濃E這宋種傳禪定﹒但是一直想追)jt禪定的珠"境界:或是巴值為@還行定﹒但卻對

還宋種啊，的根本定，生組追.'lIt之心;又耳臣是8.111縛下晶定﹒但是對土晶定生組追求之心﹒

由於對遇來縛的定有愛好追*乏心的原拔，因此而生起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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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報修者11縛禪定，因餘定申領受種鐘書，食之 r.J .在自定後，由隨念力放於定

坡的滋味愛毫不給﹒

對於第三種配著齡樽定滋臻的情形，必須是要從自定後才生趣的，在定中是不會生組

貪稽的心;因姆在定中的心是，診善心-JJI ﹒

另外，在《大會皮圖畫》卷88也It:

~..:t侵入車，縛，乃至衍六at... 無方使命，入車，縛at. 不.~1- 1 企圖，、趣.. 

.g);~念家盒，但.:fi棒球. ~.;U.祥和令份提車~at.' .是司~.&C心Jf..功.

縛少 z 功&Jf少It﹒鳥.轉身UIM. ﹒!t.A...1\.﹒@

哥哥國區會被神定果繪圖僅可l坐到長喬夫，除了在入、住、自禪定的不念自康生，其實a夫的

服圓，是因.只耽司f~.定，鍵之中﹒以置豈不能夠真初褲和合行般若滋屜..這鉛印鬧聲，師

在《鐘之緣究》中所1It:

'p俊1t.ft.:t9f穆的是正..﹒只要心有麟，壘.....~縛"'''1 ﹒晶，修息所有正處，心.

d睡不縛"'J皂· tt"'~6~區所有...﹒.所有a定與美棍，是在這穆倩呵''''A.st的﹒@

還說是《喻伽師地圖.)卷4UJt: r若論蕃區安佳薔瞪得戒律僧，食昧"鼠 .ø味"

JI見氣功祖國﹒是各有犯﹒ J~的原因7'

綜合以土之探討﹒會接生到長喬夫有三國索: (1) 若禪修者在自但終時﹒還具有能力

控入色或綠色定'lSfI他鼓會設生到與他所修之，.定緝毒事層次的天界﹒不過，姐依有部所

1I!t: r有獨逾四緣捨:一、迫放，二﹒越界地敵，三、斷書，被敵，四、捨'.I!t間分故﹒ J@

'禪定是依有獨道~下界惑所縛的，管如揮修者能依書k~的食欲，動能得到色界禪定自但

是當道鐵瀉的時，如欲界煩惱生組或生重擒，所侖的禪定直E會通失﹒因此，不-定此生成

說定看'.fttit重袋，若不解Bft .ø往益之時開坐上界﹒也是有可能迪生，_界乃至他尬的﹒ (2)

另外，覺會論防軍提出:能夠生天，臉了不捨褲定.這哥哥變闖﹒(3H'修若只敢噶霍梅定的

滋味﹒而不知但莫過息服.﹒自終時摺越是喬夫的果轍'.率是更大的.

四、薔幢幢冒禪富的聲巧芳值

-、看書籠.11.毫不生.﹒天的方法

在上--到﹒哥哥撞倒果在入~白樺定時按有方便﹒以及只耽警車，定的滋味，前會祖E

4擊定..司l生到長喬夫.本自前﹒筆者想要fI前的問題有: (1) 著當究竟用忽串麗的書，巧方

鈕，能夠木值:.定..司I~益到長喬夫﹒ (2) 什麼攘的苦鹽，才必須要用這爸爸巧方便﹒

(3) 那一種串串定是薔幢11修或不能侈的﹒ (4) 如果有事，巧方便，是否可以錢照自己的意

顱，這擇設坐到自己哥哥去的地方﹒

著白應用怎蠻的普巧方便，聲雷樽定呢? (大韓若援擅自麼多.>卷S92云:~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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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利于台.;t I .* I i告何苦虛.. 有1I.$'*11.....，J?吾吾何方...... 
ltA! 1it時.......令利于: .....""1直﹒"a.:.~.f.ii ﹒有...伺..!l....，壘，入
看，函，慮，乃至..~草~...J串起兩位，持色、..色，慮，盒，見，直!<l:.Al旭、串霄，

ii ...... 誠、道'Ul~區，從λAit拜..~I心﹒所以才何H，肯定:bi.色、無色長8天it.

tJ色﹒飛色...豆﹒哥I~盆地壘，益之心. J鳥... 心令本視，是.:!l入1t...~.Sl~.

.~島.it心'.i.t荐..近也再虜..-tt辱， "...直是菩提IÞ-1i: ﹒.!l.色、 8色梟壘，是

，且﹒主.:..".i.身心，已坡。."睡著a~健品巧，兔"..1:..定，令品鈍，島....下心逞!la

lf-﹒鈔，且，區受莓，足.. 鐘，至國構已﹒超越三.Jf. • it.怨無主.æ...a﹒@

從種文可以啊，刻，其實籠包界，乃至非翹非非11.定﹒薔值都是可以修密的﹒薔種不

但可以修霄，甚至對跨入出車，定的俯形﹒到遠非常艙，包自在的境地﹒含著僅對於'.:定的修

習種-還純，最縛'.必須從定心退回到.界非等哥I心﹒譯音菩碰一直保姆在色，司處綠色定

心的狀..車t*導致生館與復地連棲之心﹒開遜色，藍色之槳..終生到美壽天﹒

在《大般若經》中@.傷Je用一個很有鍾的聲侖，澎容審.修習得定的書丙方便﹒例

倒有人道麼趨﹒怎自農才館進入主霄，偷偷地與主記們威績，而ft不按國主變現﹒催命才得

以保住﹒這個人道"想後，但瓷毒享有食吃7能髏男彩，壓草草或.漠的紗，聽﹒當他#寄到這種紗，醒

自壘，歡通過某遍關僚，安排第國王蚱JJ. 國至不久便認.道個人﹒鐘時餒，他獸般用能.

阪男形的，區，於是敵對團主說: r發現在形值不見了，請求改11守衛團主的住處﹒」國主

，實布命令及司，樂後﹒面臣費~ø他到王宮內做事﹒那時遁入這入王宮內﹒紋，區的眼玉姐們行溼

'輸送過了兩三個月的時惘，此人伯東省事•• 圖玉.現而去失佳命 .it服用能種身形.

Z麗的擾，因而對國主It: r發現在形也忽燃又顧竄，請求從今天以後，不再進入皇后居住

的地ñ. 這時圓主非常.貸地緣: r他積貨是個有道德的人，行為，止.ft夠不違反蓋章的怯

令﹒重賞他官爵省外"911 J 傷陀接著龍:

壘，是各種方位必巧﹒入宜，..L'IIJ必色· ?k:.~草地﹒.ff必巧己，復員!r祖.ili.a，，".

a通俗養訟伶it.f.' ".~屬這司~...銬.J5.L*前，，.:a實際﹒何IIUt?舍利于 I A:

...lIk也t"巧、~.司甘情、-切智.﹒壘，是司~.k"品巧..衍，處...，J.銬

'tlft.且不件，匠'lIlö~.5!.λ.-tø定﹒J5星來講.~是賣糧﹒~.a:""....ff"﹒@

.'1知道﹒此人的事，巧方便﹒能聽他性命保存且遷到自己的心圓﹒又取國王靈貪財橡

輿官也 z 修習1.定的蓄積也是翎此﹒嘗著隘龍夠次習班組趣的入四"血，及四綠色神時，但

還復生組飲界的下心﹒審官要俊生種欲界，最大的原因是 ra;近俠養豬佛世緣，早1.無迪

普提分法」﹒著獨鐘管建遍采圓滑遠處，都還不但實際﹒

華書信修曹禪定，而不會隨禪定盤樂生到色、無色論天;此外更珍寶隙中館不作11 ﹒於

據11定而不圓圓入@﹒薔幢能行倒是大回﹒背後究責是有忽攘的動力在文縛著?經云: r是

撼著“方便壘，巧、不拾有情、一旬智故J @，所以菩隘不生長喬夫的方便壘，巧酸是著隨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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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夫般若紐》卷 591 消費量的It刻，草書體雌以『無所得壁畫IJ 趣，作.﹒擒，她身迪

生欲界﹒但還是與「一切智智相處的」﹒創經云:

筒at..*舍of'l手t' 1'"是......"...最.，搏~~a.Jht .會þ，tJ‘~健品巧，何

1r.t"lt 1舍利子 I 是....."'.....泉，主l1.-f串串串龜.... -身.!1.a-l-﹒越感~.

~健品巧-_紅色a區，、息，但都不可待，晨，且受、.、 ff 、食‘'t、 4點'tf生亦不可

4- 而且r;;t.-切41'''﹒@

能晶置擔種文鍵然只嘗到「華，.三心』中的二心，但縛詮虐的事﹒是什鹿原因但位軍事種

捨勝地身'.:生，tIk界呢?鐘書認錯『著隨三心」中的『無所為登.J 興『一切智智相處』雖

然是響自m~益，tIk界的聲丙方便，但劍果沒有『大量E心J -其他二心.木:~方便了﹒誓血不

生『長壽天』的最大原因，其實是國第不忍搶囊在.界受苦的有情﹒

又《大殺者經〉卷591云:

筒at. 請{6手向舍利于1信，何.壘，傘』且正等~﹒1t-.....J醉.".‘..入罩9". 、田縣色

鬼，木，串串F.J酷."...久住其中心UI!司.1舍利于;t:匆.. 各種.."'...於......、

白無色定，心益，坦通U.A.天，是鈍，來風正等凳，本jf'1年，直摩"'..M-ø*慮、

a島色定~生..久ö:.~命﹒@

種文很明饋的書直到﹒看書信可以入四•• 及四無色定;但是不能久住於定中﹒這是因為

伯心生錢著﹒自此坐到長喬夫﹒此外在《大艘潛經〉型.563亦云:

串串.府管具U~龜...方訟.....永生長今天，不純利他.~兌倚仗，是會串串盒，

!1.1t.﹒看~.."'it ﹒刻，且看愉﹒何做仗?A.~使品巧力"It. ...~U鳥..世界.It

""'..，."i}傘._;f;閥l1.i}﹒不是再接.. .Sf .. 述，何?串串.!1處.~.....=..賀'...
"It﹒是背著.閥&1i"荐，..t....修行a. ，心不懈怠'.這JU島，以-切峙，~

.忌1i﹒@

幸事隘能夠不益在長喬夫，或鱗傷的世界，除了具備方便壘，巧力外，更重要是鐵道三.

的堅強宿顧﹒

在《大智虛齒》巒33 (往益晶)~中，舍利拷問自傳: r菩隘若與鈕~:混擅自俊樹.7-

在道世間命絡之袋，究竟會盆里前何處」之間題._告訴舍利，樞，著當佳益的其中四鐘情形:

第-鐘書體會不停的從-個像回到另一個份國去，他們會經常遇到請艙，始終不種獨m.

第二種著種如<.)所說:

第三司"'.1屬~.侵入初縛，乃至衍六at."Á~<<.傘，入調串串峙，~.月~!1 : ~ut，.皂

111'.習，不念.傘，但.. ~嘻嘻色，不錢，軍事，串串，;foo今.fUUUt... ，t..墜&~心縛.iIl:lJ

..少 I~..少麓，身教#草率..ør傘.!1.A.今天.4.~﹒木，且以車，搏精晶色.~..!1.

A-通向I'f.J...=....三.j是﹒壘，是.~壘量息，使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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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菩薩會被釋定的，聽到廣哥l生到長喬天，原因是道串圖書撞撞車雄心薄紹，在入初褲定

時，不思念恩生﹒佳時及自定時也都不思念眾生，而只耽著賣會*'定的滋味，因此不能夠以

切樺的續續給與廠生，而迴向阿蠻多品種三韓三著t(.這種戲是所繭的著當『無方便」修習

禪定﹒

3億三省菩隘，在《摩飼蝕著故歸自費經》卷2云:

4普利41.司~...."...入;tu棒，乃至第四棒..ft.*ìt.. ，~Ilot:t侵梭，紛前，車，
i.tn.﹒是..撞車".#A ﹒@

2第三種薔當是能夠捨囊車，定﹒且能不跑得定.坐到長，摩天﹒而坐在.界﹒然而這撞著

當在《大智廈前》中卻定覓『無方便」的:因11這誼會區是處於不善心的狀.下捨樺定的﹒

如《大智度昌t) 所能:

的回:.-正旦司~..他.縛'';;-何宮Il:t'使?

答曰 :ll""命...時，入不4忠心，紛脅*定是~<<.﹒@

然而，如果著種能夠入善心'.無記心"息服生繪禪定，也能不祖傳定續生到頭.天，

而生欲界，個通種薔值是厲於偽恨的﹒如說:

..ø直串串入tJf-學善心、..記心而拾稽，事，入&a!心，縛!I.$i. • <ftEÆ.f;: r .. 串串III

揮之益， ，芋，且身利益.$!l﹒ J@

至於第四種讀書隘. (大智度指) iI!t : 
第四誓，直﹒入.a.....﹒..三+七~﹒ ft位+入室，乃至大&來，島，北.t頂t<<. ﹒主

JZ串串鐘，~豈有再走， ，t:ft*ìt.舍，以是iltÁ:t-*-﹒第四串串鐘 'if健力後， ~It禪定

....心!l﹒~Ilot命何?.fj-$J包".1.-*11大&iIt:命.....I&~u.t.他if<<'4".

，.食般JUt..相處﹒所以;f何?會團體，‘兩萬般JUt擾.iIt﹒@

此顯著僅是.a學『有方便」的，而道領蓄值已進入普隘位@._縛著當道﹒他們，軍三

十七道品，能住於+八望之中，乃至住於大越大e之中﹒此菩幢:.fll禪定的因無重心受盒

，因為修持四念處﹒乃至大茲大發之秘書畫，因此在自命終時傷憨厚生﹒攬顧要生Jll其他現

在有鐵圓土，以便能，陸續與蝕著..，賢相應﹒道主要是此顯著幢變好貨~n閉艘潛.擅自毀

之故﹒自第二及第三極菩隘雖然有'.定的位刃，但卻蠻有9耳其他...和合行，所以才說為

「線方便』﹒

由此看來《大智皮翰》對『方便」的定是麗是:在入、住、自禪定時，不忘康生:不敢

看齡禪定的.ô 褲定總與其他渡儷蟹和合修;且會關以樺定的循德給予111生，而迴肉，看上

正等著提﹒熱而，薔幢如果沒有挑上所說的「方值J '但是在侖，舊時能夠入普心﹒歲，輯記

心，障體廠生捨都定，也能木值樺定，醫生到長喬夫，而且但依界﹒另在《大會'.If員會》卷93' I! 
lIt割草草值在自命終持不駝噶診禪定且能夠退出禪定，迪是由於菩薩此時以恤金欲界五欲事

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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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夫智皮.)卷38去:

間回:~IIt.iJ!l有'.ffk仗?

~四=.生ol&;f:著棒，念.. 道.t&本廟，入&心﹒念，三.... 與棒和今也t. ..tJ‘ñ't .@ 

雖然跑得定生，但是翎果方苟禪定滋碟，『，金ell 、總本鼠、入，盡心J '此時念a三

隊與禪和合也可稱之1i方便﹒此外， (大智度量l) ~38亦說:

閻明 2 喬木，且禪Jt﹒何滋生於t'" ﹒;f:.!t.他方漪詞，世界?

答曰:曲t....行各不同， j也有...'於縛....心.!t.飽穿餘.'串串值連心!l.t，Jf.il'曲，是﹒@

著隘如果想生到其他他方告，因土﹒那麼他可以在線定中1"心往生他方仿圍;想坐到欲

界，方法也是如此﹒

了﹒

至診什麼攘的著當才須要方便? (大智皮圖畫》云:

開回: ...8區司，二種﹒-"'..!l. o.;:..奪得法學生.0~Jt.$.!t.lIt﹒撞撞變化身!l.三，Jf..

~.~.Jt".$!l.lIt﹒三;t~巳命令是何才?

~四:.Æ...走..間.!l.:.t ' .øt I!見奇事'f?入前'iJl1ttl.舟，錢不，.祥生﹒~:t"'1!l變化
11.&. )1不大員賣方便﹒@

修習得定須要方便的是眉目齡值2捷生誓區區，縛法健身善事種變化自在﹒則不大mlf方便

{:t(大蝕著經》輿《大智度in 畫，甚flGl修定不:~ r長喬夫」的會巧方便，筆者在此作

-歸納:

喜事隘的方便響巧可分ar接街方面」輿「很本方面」說:

「錢街方面J : 

(1) .如舊體對修曹禪定已經熱戀﹒前必須遷入欲界非等哥I心，不可以-直保持在色

，成無色定心的狀蚣，這可說是怕誓撞在還采有方便狗的，國?當住於定中'4)生

染司f. 鑼鼓生.=輿彼地連續之心，而自重集往生長，早天﹒不過，有方便力的普幢

別無.dt噩處﹒

(2) 組近三.的宿亂必須!m益﹒

(3) 在入、住、自禪定時，不忘廠生:不敬老於禪定的，使 z 禪定能與其他渡擅自蟹和合

修:且能夠以神定的福信給予恩盒，而迴向線上E等菩揖﹒

(4) 在命終時，以倒憨厚生的花牆禪定，或以償念依界五敘事述自禪定為方便﹒

而 r4揖健本方面』雌司以說是『菁E種E三心J '但a歸=芷的叡本，畫筆塵者認z為$是『夫哥穆E

二、書種如何利用..定與五萬萬摳，和合行

鉤上所說，書鹽酸然有禪定兔，但a串連有與其他..，蟹和合修行'.是 rt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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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項，營者將以《大戀著經》卷592之〈第十五彈J..聽賣多分之二)@Ø討軍事體組

何利用相定與般若滋握蟹和合行﹒

1 -幢盧，.B若....個合修
在替國E遁的修慮過程中，侈~H艘潛法擅自良多」是很重要的-司臣，如Jtr般若組目，

五皮姐盲」或I!U草皮翊盲，艘潛個導」等;所以修習禪定也都必須與組苦和合，實T.

在《大般諸種》中，綠毯子開佛﹒草草種種禪定及律~中﹒如何不起食者，但是也不會

通車f?此外，書"禪定及續支申，不金華愈趨分別說茗，但是又縛以其所相處書，棍，過向自學

份逍﹒世憊的回答是:

著車，各種摩~.氛- .. 佳*....~﹒ ."'.A*.&i.﹒哥哥是!!:..、.嗯UJ等，

44+曲，是桐處品鱗，逼向-*-切智.......Il..區摩"If值$*位...".f' 攝~
是t.ìt...J﹒勢會.. 處A.，魔鬼不傘，社誨 ， ~A島3l*'@

書隘，直修縛了續得定，但ft以連續給定及相應禪玄之輩l'寶等過息 -5廳到於精神及梅

艾鶴不會組貪替了，在不飽食稽的情混下.~實習更深的定也鶴不.﹒得定也不會退".再

以這些相聽書，根﹒邁向佛趟，道誼是普僅使用蝕著宏偉鈔樺定的方法﹒

2- •• 與精尷._.割舍'.

至鈔薔種姐何用『車普遍汝昌I.~J 妥住於.定和合穆﹒世尊的讀書噩:I!:

AUt4i1"""iI~安4盔......J'_晶It~章，像.鱗，才使.入19".虐、面，屬

色~à*~樂﹒這4彙槍 .~t界.'.這喔，行布，包、詞，再見、~&、.這、函，慮、.*ìt.. .J ' A..ìl4~是~*﹒壘，是4a摩訶a~"1'l."il:...J ' t再~.ilìt
..~﹒@ 

著區區必須趟趟欲界的，虛榮訟，綜復才白宮越得色、綠色定的紋，學安樂﹒且菩•• 習割，定

是A了這翻修習『精進過t•• 參」的-種方便﹒國第事f•• 習 r，官員皇波..多」必須是以

.界身﹒精遁的修行布施、淨.l!t、安忍、精遜、研11 、鐵若...~.及其他的無迪普提

分法﹒

3 -11盧興盟軍霞..~租會'.
對~.:定如何與『安忍錢.1曾多」和合修﹒世#.是這援教導的:

參會串串值1厚~.$修司~Att~旭先進 'M-.有愉4食作tU且，含金...".f' •• 
述，車，心，島..﹒壘，是司"a...，..盤~*(t..it.. .J ' t再~安忍ìt.. .J.@)

著隨因修得總樽定，由此定力.~D有情縛，時時度，但自心是否金組煩惱，如有'j{JJ

起鐵對泊，刻，最即心安，但佳，~見閻健知中木結總算所'.而尋l越痛苦'.1<<而糟糟﹒

4 -.，.興，需激擂，步和台修
世，對宮會揮定輿『繪成浪軍費多」和台修的方法是通像教書，乏:



4圖圖圓圓圈

學會莓，直摩jJ重.~盆....IIt..J.'*..IIII. A."~絕不i.有....﹒壘，是..摩jJ

直~*(益....It..J . j再受ftA.ä..J'.

對自全符滅，一般人只是以為種殺、盜、溼、~等而已，但是對齡穆學響當過的行者，

其中的重要戒樹說是蜀，悶，及獨覺地不生取車f. 在《十住昆畫~~.>卷13有妞此描述薔

瞪: r圍棋可鹽池，獸，也不但二樂果﹒ J IlJ)(槍》中如此形容，薔值取瞪二濃重果比墮地，吹

來縛Jl怖﹒因為菩隘取種二型建聖果猶如一個人故斬首，一定會喪失生命，再也不能復活，

更不用想要修什麼攝德集了，所以《清掙'.尼ñ.經》個此，喻: r舊體不取軍三..果

說好像飢人﹒圈，可惡的飢儀之音﹒也不服用有脅之食物﹒ JID

5. _，盧興葡瞳蠶蠱.~祖合.
最像是串串定如何與「布施~•• 多」和合修:

忌....tjJ..~4i:....IIt..J. 袋..有壘，越大進傘，卷本金:.-切有情..a令

".也益，已發後，專雀無.1..i且，搭晨，作是$'1": r~.a喝t..:孔夫自悔過龜，縛*有瓣..，

必有情畫龍傘，前-切頌申IA頁t~... ﹒」壘，是iJ......，....&..-t章...ä..J' 鴿~布

拉...多﹒@

舊體~果在樺定中﹒對有情生越大穆心.fI顧不搶業-切厭生，取度-切'Iìt生解農生

死之音﹒直至2宣傳實體土正等蓄提 .iiU.定與「布"波..多」和合修的方法﹒

JI然說『五度如苗，般若甜甜IJJ ﹒但從以上請哥l文約可略知，六度是相互相S麗的，即

刻鐘中所說: r一-Bl:中﹒管自薩爾虞﹒ J I9

五、書種修冒裡定之目的

姐上文所述，警官修習'.定如果被有方侵華學巧、車直穆心看，弱、食宿於禪Ijl' lII命終時

.誼會隨其.定重.控生到色界或無色界﹒因此.不能爵有情作候益，圓滿六度7' 如果

菩隘當徊不修習禪定 .~it龍有道些危.了嗎?那且，書鹽，車習樺定的目的是什麼?

在《大智度給) fl3S云:

肉'1.讀書.'"圖，搶先串串定..何獄泉.?

答曰 :a.Jr.心f!.不定· .4;晨.攝心it入*，命...島，‘反~!1.a.Jr.是~. @) 
依靠心狂亂不定，蓄種11間缺起重的心，所以修習揖定﹒著修習'.定只是聽了對治「

*鑽』及『散ILJ 都是厲於自利:然而善種修習'.定是哥哥成ø金及書擾，所以命，書時生

趙敏界JD' 槍搶禪定，還是為7皮恩生._釗《大喔，鹿為》唱盤16中說:

周四:.值~1'4"，，-切~!1島事，何必曲t"~林......山悶.....其.....1ti.?

答曰'4-虛kJ車遠離家盒，心，不....~定 '41'''忌，以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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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臣之事寄自錐獨坐山間株，修習禪定，但是心嘗嘗不捨早生，修習禪定只為了傳到俱

貨臂，區以麼一切有f會見其目的﹒

此外﹒在《摩訶般若滋擅自區經》書~2有諱:

舍剎那 l 有串串種摩'lfll入看，轉~豆，阻，縛，入4心乃至4祉，入.!t.l包~豆.;t"iU)!å

....﹒獄方-It:.Ul:﹒~.禪i.ìl企t坪，接t(嘻嘻大量蠱、....向大趣、It企文章盒._

...1t.~!1.it ﹒@ 

如果著當雖有轉定11. 在路命終時道用方面E普巧，當總不隨禪定.坐到色、無色界，

而退生.界，且可以還擇生在科帶利等大姓家﹒《大智隧道》卷38解，草書嘗著生種貧禽人

家中，自E倘不能利﹒又忽機能利益他人?薔種.7能利益!f!生﹒所以才還擇生到常1'1智利

等大經家﹒如生在刺骨F利象是.7據有勢力.!:劉寶~.鬥象是為有響聲，坐在居士象是.

夫..﹒@

其實在《大蝕著種》卷591 '世喔，已告，再滿種子喜事圖畫修定的目的與動喝:

蓮香，甜苦.入..慮、田公色~å~棒，且，是曲，幕.~.f1是.: r$，由此定金色、錢包

J I.~思帳 I r.. ... 處是無色定Al色S藍色﹒」走....入19". 、哩，無色定.ff

~.﹒ ~.~r.1l庄神通﹒ 4年.. 有愉件大_益'il};t"依』區，身心φ.w-Jlft停車，功位

• .t:.....Jt'lfS直~人會用，走åÜJ且· :t-lt.fs哥-tt~. ，瓣'*品，走P);~驅逐Jt﹒是

.善..有重.~.~且.~~.著﹒方使.1-巧金...._益有...直直...!藍白色

• .ff-旬t't'﹒@

從經文可以清楚的知道，書面區修習得定一開始的動獵輿目的.不是錯了生夫的孫"果

報﹒更不是露了超越色綠色界得猜得及斷-切，會;而是想透過禪定專，.自在練過，以便蛇

"益一切有情﹒除此之外是獨伏自己﹒靈的身心，以便有種能力修路功德﹒

穴、結闊

綜合上述之探討..看越以下錢，自作結.: r果轉天」的定擾著以紋，甚麓，那是指嘻嘻

想天﹒廣:a則包錯，草色界﹒作出這縷的結論﹒理由是很壘. (增壹肉食糧) (八.晶)@)所

歸 r.J 的定是露，它是指波有被﹒過份修行，或聽聞芷淺的情況而且處:但是在獄界及色界

諸天是沒有道種困惑駒，而《清掃過論》甚至將生費1色界天ft串串是-8 r勝有』﹒然而《

大留若濃....)@)卻將色界、實體色界定為『長喬夫J :這是因為《大留若紋..多種》

是-都夫第害自思想的經典，若哥哥區生到色界天齡沒有國銀行布施、修六度廣度辭遂了﹒

因此﹒雖然在色界天可以聽側fJØ法，甚至可以.ff到涅擾，但對薔幢而言卻是一種 r!l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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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全據最俊生到長喬夫的原因有三:

(1) 若梅修者在盼終時﹒還具有能力隘入色或綠色定 .JJ廢他說會拉生到與他所修之，.定

相等層次的天界﹒禪定是依有續追伏下界.所縛的﹒管如4車修者能俠欽界的食歉，_

能得到色界都定:但是當道錢親自甘峙，翎~界煩惱坐起jlt益重病，所得的禪定.會'lA

失﹒因此，不-定此生成裁定看成it虛榮﹒若不解脫，於往生之時即生上界，也是有

明獨生欲界乃至他尬的﹒

(2) 另外，覺背面自師J!t退出:位夠生矢，除了不拾'_定.If哥哥發圖﹒

(3) 嚮修憲F只喝道在禪定的滋味，而不知但其過.. 厭.._終總招慮，直喬夫的果報.fI摩

是更大的.

對虛會書當修習i1lJ定不益長喬夫的方便普巧，鐘書目，它分為『拉爾佳」興「岐本位」兩方

面說﹒ rü備方面J : 

(1) "姐薔幢對修習得定已經熟lt!l .lt必須遁入欲界非哩，哥l心﹒不可以一直保持在色，或

無色定心的AA酸，道可說是怕薔幢在~.宋有ñ健力前，圓，當佐紗定中，心生繞著﹒導

致生趣與償地連接之心﹒而自重樂往~長喬夫﹒不過，有方便力的著當翩然此憂盧﹒

(2) 獵近三.的宿亂必須鹽強﹒

(3) 在入、住、出禪定時，不忌.. 金:不敢看於'_定的，賢 õ#定能與其他，..，蟹和合修:
且能夠以串串定的指續給司".益，而迴向實體上芷書草書援﹒

(4) 在命路時，以機恩怨生的￡融禪定，歲以償念飲界五欲事退出禪定"方便﹒

而『揖本ñ面JII可以設是『書.三心J '但興E的4Il.本，學者認為過是『夫穆心J • 
因為「薔擾心權從太聽生﹒不從圖書善生，放著種以太:@J書本﹒ J I1}

而善國E修習樽定的目前有二:第一、飼伏自己﹒重的身心，以便有治能力•• 功德

m二戲是想透過神定哥1.神遷，以使館利金-切有僧﹒

ro 
《增畫商會.) (J\JIli~第四十二之-)戀S6. 文正2 • 147a8-b6 • 

{學 《仿緝除這.著值所鬧鐘》司當12. 夫正14 • 734bI6-20. <.s鱷》卷3. 夫正1&.228&26-

29 • 

即眉鋒的﹒《成直勵之道) (治注;$) ﹒台北﹒正聞自脹住 .æ圓圈啤6月翻脹 .125買﹒

4在} J\JI (:RaJlãv a~曲，巴 aþ幽咽}又可"'.A難處、J\JI輝總、八線電、八不閥、八
手冊、八.JI 、八不因時銷書串﹒

《長肉食.)卷9. 夫:iEl • 55<:5-21 : 1\11傳單島，八不閱﹒

仲阿會盼卷29. 大血. 813bl-c:l0 : 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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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紛說八，聽萬里有眼鱷》有聲1. 夫軍17 • 590bI8-591.15 ;八實實幫﹒

《五普車旬組》卷1. 大宜訝. S".28-b7 :八惡魔﹒

(5) (繪畫幫會.) (J\JI&j第四十三之一〉卷36. 文正2 • 747a8-b6 • 

@ clirgh卸UfOde'吋喇長.天戚，實llIl天﹒荻膩，來..悅和大僻的(新能自頁) ._址，

1997年.JJ十翩﹒ 587賈-

Z聲繪錢師﹒《成份之m偈積講記》﹒正闖出獻毯，台北布﹒ 1980 年 '118頁; r長.笑，或設

第黛色界的四天，四天中的非非皇軍處天._高八寓大劫.~-無怨天，此天，峰高速五百大劫

，或訟，自欲界普普天﹒六欲哭的.命也都是很長的﹒』

()) m..ll <大..車》卷11. 大宜" • S29b15-18 • 

(學 自身﹒道世《法鴻章長林》卷3 .大正53 • 286.::21-29 : 

「鑄三，許色界帶命看﹒即用量bA量.iJ究取矢8.半是b' ~繼續矢，早-龜b • ......色究竟夫一
萬六千劫﹒」

(l!l' <大智皮蛤》卷38 -大正筍 .339&6-12 • 

!吵 《阿昆量單身偎合當》司聾5 -大正 29 • 24<:5-30: r費醫想看定名，草種定，袁定無想名..定. ••• 
…看起此建﹒後陸這失，傳兢兢身必越能趟'.:生無獨有情突中，被帶此定，必不能入正值.

~﹒又酹此定II.~~昏，非續重者﹒以艙Ii看岱無獨~﹒翎見海坑，不樂入，fit ﹒要蝕....

解脫﹒起自.忍耐.此定，一切望看不書也有獨alR解脫&.R自信擻，~.此定必不.行﹒」

@冰下之魚﹒亦以精信命不但ØJ.'8tt風主.<漢語大詞典》第二本，濃重醫大詞典也跟佐﹒上
縛 .1995竿，再回刷﹒ 395頁﹒

(13， .種混土中過多的鼠，﹒爾頓...值1擠與繞太紛至僧"齡: r間*魚之不緒，也益，由﹒
乏獨輩革﹒』﹒間-~ (可怕的~.) ; r像多眠的--般﹒只在半死獸，盟中靜候著第三個春

天的東.﹒ J (濃重眉大啊，想).八本 .951頁﹒

(區~\ <金光明經文句》卷1 -大正39.51<:12-14 • 

學 《壘，見事，昆~)巒11- 文正24.748b23云: r是喬夫，輯出入息」﹒

必 m ﹒ .a<夫，聽越a> 卷11. 夫宜" • 629b15-18 • 

:11> (大娘草書.8.~經》懇592- 大jE7 - 1065.6-7: r勿自)i!力金色﹒綠色..天aJ ﹒除此
立外，前 .1111 個摩也記》省21. 大正38.437.17-18. <犬乘8的電器11. 大正44 • 

629b15-18. 去膺，也!Ø<釋輯，土辭激昌t> 卷2 .大宜" • 42<:4-Z8 :都11鑄長喬夫是給色、

黛色"..

(曹~﹒于現1<金閉嘴，要判定記) fJ4' 夫正訟， 199cl0 • 

(& (阿昆..哥大廳，沙.>戀惚，大宜訝 .377的-8: rt醫三，處，聽眼縛，廳，所以看何?無尋﹒
何故﹒服等五，但與尊、伺相應超IR ﹒」

@廚﹒錢也《學儼經鏢女記) 310 ﹒大jE35 - 294cI9-21 • 

鐘) 膺，懂，且《大?宮廣線稽，組或》卷32. 大jE:n • 7"c20-Z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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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皮盼谷1& ，大正詞， 135.12-15 • 

øl 閉眼哩，俯盔《成份立過》中所引用的 (J\D)可總.是寫喀巴夫fiiiJl用的(^-鞍>>)

「揖 (A艙，ωtt: 只見生天的﹒那稱畏，摩天，都是，關間法慚于的﹒所以土木坐倚天，下

不盟三畫畫，恰有人身，才能這此繞這的份法﹒ J (成傷之道) (增注本) 46頁﹒

q醫 藥，本: It b Incorr揖t to ..y that • IlOble belq 恥揖IIt. In t恤 f01'1ll1l，..

Z輔111 is iD .間站ition that lac:ks lehure. Therefore. 1IC '.Y tluot 0吋iuary

beinp 施11 ar. bom in the f01'1ll1.., r個1國前﹒ in • CDI副ti個 that l.ck. l.i,ure 

bec:al18e tbey CIO ÐClt have the opportunl tlf to achl研e the path to IlberatlOD. 

'I1te lall'I'ÌlIl Q啊llIIO Tru祖I.tion CoIIIIIli tt..: J咽h咽... C. Cutler,“itor-in-Qi.f: 

~ Newh:咽， edltor “'I1te Great Tr國the on the St肉re. of the Patb to 

Enllpte即帥. SnOll Llon Publlc:;atlonl , USA, 2000 Flnt edltlon，買119.

@ 家圖書巴夫，而軍~，法尊法訝.(哥哥鑽過次，障，圈.)咎2' <遁的基礎 團員編) '67頁﹒

~ 在捕... (大樂麓車》卷11' 大軍4' ' 6Z9b18-21亦昌盛jlJ阿海含量E舍生到..天不:.~r

費ItJ '這是由於塾者會控tlbIIfIf.洹M ﹒此外在《豬似師地書.)谷28 ，犬iE30' 425.2抖的亦

接到有何部合畫著笙到翎樽夫﹒命終後局總值坐到上.﹒甚查坐在色究竟夫﹒逗，跟隊由阿拉

組11才總逗樂的﹒

都 (1) æ (大智D) 谷38. 大宜25' UObð-14 中有說: r閥曰:4t界龍聚﹒情哥哥五欲，m

可化度﹒讀書瞳何以~fæ ﹒而不聳人申?讀書曰:給哭聲.c".夫﹒著種方便力亦大﹒創建三

十三天上有須縛，樹林，天中盈天廠拾五._﹒在中止佳﹒化虛爾夫﹒兜摩天上個有一.~

繪圖阻，嘗嘗_，常帶間法，~眉，金剛力士﹒亦在四天主天上，倒是縛，度化積天﹒」

(2) 附'.連《大乘麓.)卷11 ﹒大宜 U , 6Z9b5-15: r.單昌盛者 :~t..c ﹒榮穩斃，
﹒隙，聽著書﹒其中厭~'.:lJU ﹒不知戚_，_遇求自﹒是故跨越﹒

間曰:11:天線lHl車，何故誨，直?

f.P1f:六天樂報鐘.'而做天申請E力增強，繼能厭倦敏過司E曲，是以灘M: 又當天中有

串串開偷絲艙，宜，請天於中，見己來位所向惡趟，莓\1心深，失診天g. fdJ隔于世，煞

有過.﹒叉11欽盒，至驚魂，書﹒愁，區，鞋，自﹒此二隙中﹒飽縣三有，_拿出.'是以非.

' •. 軍越_，縣獨是司.'所以霆萬E ﹒」

@ 哪有』聞自作: bhavavh甜avabã- nta曲"﹒前農續閉﹒恤，如恥'j(jI-心文故墓金會

，高遞補﹒民囡"年 .188頁-

~ (清掃過，青》庫本372頁﹒

必《續支穆陸癖，盼:畏，事天，巴稍稍滷戶戶地早 d帥nlkiyauJØ .aa幽devanl國y&l!l郎.
但有俯突﹒Herma1lD It明﹒lIuloTatbapUra1l1，個別的個 the 組pttara Ntk伽旭

IV，恥Pali T9t 叫呦，1.0曲鈕， 1979，點16.

※在簣，本的盤113 :無獨有俯夫盼頭在七禽佳的撈回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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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E. 11. Bare t t8lUl, Tbe Book 01 the Grad幽1 Sa:r1咿(Aasuttara NUr.恥)珊..IV， PaJl 

Text 50cl et1，。當ford， 1995，頁152.

咀) 1b. lrD.t V帥rable lIi唱團Sa，..da.， traMl.ted into IiIlKJ iah by U 1.0旬， U Tin 

....In. ..四揖 Great Cbronlcle 01 Buddhae: 1be St.te BI副ha 51，甜，“血cll'a

Versiun- VoJumeα開. Parl llIIe , Ti lIi PIlbliahi1l& Cent間， Y.地咽， l(7lI圓圓r， 1990, 

頁:n.

明鹿三擻持曹大臭老，為哥烈u叮靈績，凳，I!t怯比丘笑，中《爾傳薔醒過》上隅， lfê

文化，高雄.'1999年 .25頁﹒

@ 個石t畫師 G臨廠1:_-1﹒》﹒植起教文化，制帥 .200暉 .330頁

I~I (夫館若滋摳.~經> f.f592. 大正7 • 1065.8-7 • 

~ (簣11.齡 4郎，夫jE18 • 22&.2&-29 .依據簣11盼你，犬iE18 • 26Sb27-cl • 

<351 零法比丘.ø (何盼這唐敏_.> ..iED*，背繼而﹒民圓的竿. 196頁﹒

著依《成團軍之道) (繪畫藍本) 7&-78賣.U!t蟹的情形，則分，巨大獨:一﹒體重{重大

的事，第誠愿}‘三，髓'1{不斷地追f'jf普愿攘，成績戶積習慣佐}‘三，隨飽含{毆終時，

忽而信念善行虞惡行) • 

$ (開眼通.. 耍賴解》汁91頁﹒

~ Bhl尬u Bc曲，、Comprehenalve 祖祖I of Abbl包圍" , Baddhl.t PIlbll c:;at lon 

Soclety, Kabdy , 19蚣，買216.

司~ (附蟑螂精勵 .2ω買﹒爾傳這種設法﹒叫他的偏伽馳2的可!lss ﹒大正30.

。他也有跟到﹒

~ In the c:;a.e 01 a medl t.tor 恥 hal developed aeveraJ jhinal, the hlsbeat one he 

still po....... .t th. eud 01 hi. Jife is th. OD.that .i 11 tm un th. roJe of 

pneratl可 reblrth. See Table 5.'﹒頁 213. Bhlkku 個削 ""α即rehen.lve 個1181 of 

A值1曲園" , Baddhl.t PIlbll cat lon soc lety, laoc診， 1995，買218 ﹒

※PO"." 中文•• 1有: .僅有，約有，保持....

旬 ，白鹿禪師所提到的: r程得釀中死亡，你能種死錢投益j)J築一層驚天 :5必須一直到死亡的
剝感都通保持密禪!Ø1中才佇J.看書ga.處該指揮!ø看於鼠終時遭算有11入串串定的ft1J.國a

~(.s眾U) 卷1. 夫正49' 16b28有部設到: r:奮學學哥l也怒不命，甚』﹒叉《糟糟遍遍》

血本707-708賈: r當S定申是這有死亡的』因此﹒筆者不霆arø縛在:.潭中」建樹在

定申死亡﹒貝司，考中閱本《何做過... 哥哥tft.秒 210頁﹒

4恥 拍奧串串師﹒惘，知恥﹒ 19頃，閑書F6.8. 英文版: 11 10U do d峙 whl1e In JIIina 1011 

IIIIY go up to one of the mÙlllla reaJ回 .fter death: if y'間 ..re in jbiDa up to the 

~t 01 death. ~ Knawl1l& and Seelng" ，加Peuana Iluddhlat Aaaoclat 1帥，

Kal.,..i., 1999. 頁189-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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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農轉暉· (Ø1.翎見) .295-296頁﹒

~I (閑階遵摩敏要偏僻) .211頁鐘...

喔， 個昆鐘，失昆，抄書.，啦81 ，夫1E27 , 818&10-19 . 

~ 仲何會輯部9 (191酌，大血. 739cll軒"﹒易見仲粉 (122 ø> (盆大盼潰，
《爾總夫遍提》第12俯﹒ 101-102頁﹒元，寺壘，林出臨扯， .æ1l82年..司，旬，區路倒﹒《空主

機究) .新喲，單.jE間也.ti扯，民國89年1月 101展 .55-58頁﹒

• (滑滯趟，當》底本372頁﹒

@ 附﹒智頓蠶'.u<金光明經文甸) fJl ，夫正鉤. 51c12-15' 

情﹒道孤單1<.心論盼缸，文芷48 , 592.5-&: r經云:貪龜，棒球是看書鹽.也 I J 

喔.， ll1te越得』道四字，轉清淨先生Æ1富有可能在德妙，或幫闢1M自奧爾盡生的..字﹒理由: r 
〈本地分〉申 rjl臉相處，虐哥'~J 體處莫斯麓，鞋，當霄巴也﹒莫能麓，鞋，當言正入﹒令揍，

彼，國醫以三世儼承..:首體念囊，最看﹒目，於且自;<<﹒會這耳It.味看﹒觀於來來﹒霄，草行11草鞋看

﹒爾於現在﹒過瓷現在是所愛，最﹒追~;輯5僅是能霆，鞋，也是當知「或巴軍縛J .不.11俊有聚到E

愛味，有轉牽強﹒種不a然，所籠.味..谷911攝t ﹒』紛清靜﹒《司1111師地通科旬錢.記..)

第三冊﹒新文盟的眼佐. 2013-2014頁﹒

3居《翰倒賣E趟車t) 巒12. 大正30 • 3S5c6-10 : 

「去何變噱絢11靜處等定?獨有飽眼﹒或食行故，我煩惱，故﹒(!!唯白，閱初I'lIII每所有功_，

.1It御自Û' 餐上".，吾土出摳，不7翎自!! '但笠，燥，戀著'lI~﹒其所霆，鞋，當雷巴的﹒業隊

建軍長，當雷軍入﹒」

@ 倆個回地.)卷82 ，大jE:JO 峙的dZ-19.

@ 續~其.對 r.*m縛」的解釋: r搶去 :11自相修串串，:!!é;者.尊重:-智、德是由巴方鐘過量E

哲學童﹒二舍、~宋遍串串采東霆，最﹒.味采飛定﹒.e縛遁分﹒愛味采*設本﹒.已得下品，_

味上a脅，自霆，最呵，主力﹒通家來來這軍事﹒而生憊，最﹒三者﹒巴僑近分及磁本書事祖一._定心

相入銜，似定心本住敝.位，而鈕..﹒下，妨霄，錢定也可生!I味﹒E種定lIIø味﹒!l1JiI;
是綠﹒定是普a﹒」

(JIII偶爾地誼憾.)會16. 大正鉤. 221.19-27 • 

每j 仗智度輯部8 ，夫芷鉤. 338c28-339a4 • 

@ 位之緣姆 .33頁﹒

1$1 (J會"苟地.) "41 ，大正鉤. 519.12-15' (著種成本:) "1' 大正24 • 1113c5-9 • 

喔， <阿昆鐘，大11.沙論》卷36. 大正 27' 186c28-鉤. (阿昆鐘，但會越》省15 ，大正29 , 
80.1-': r_.地所聽普魯島自三級繪;-、自~袍，歸從下且也生上跑，事﹒或上地滋*生下
JI!I.二、自得通﹒目，，~e_定功德遍遍失時﹒」

~I 以下簡單‘《大飯誓，甚》﹒

~ (:;相紛撤軍蠻多10 卷592. 大酌. 1064c29-1D&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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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大錢哥哥滋•• 多種》卷593. 大jE7 • 1065.14-26 . 

ISI 外..: (1) 指外土"優舉行玉，﹒《筒.﹒踐，自1) : r王目:外...tp:隊時果﹒司師11燈個

有倫﹒ J (吉代農獨飼典》﹒ 1591頁﹒

$ <大蝕著復霆，多種》卷593 ，大正7 • 1065.a6-W . 

(街 《太般老訟•• 多種) 0592. 大正 7 • 1064b14-17: r爾嗨，當.台獨畫畫宇:蓄隘亦縛曲直受

想定. ，哩於此定已啊，自在﹒但木現入，所以看何?旬，豈不許擒，隨娘親入l抱定﹒勿由現入這盟

，閱或濁覺地﹒」

l6Jl (1) (大飽著...80.) 含51. 大正 5 • 290cl-8: rd I ;乏何菩種﹒街區.血...80
1.": 章'.1 草哥哥哥鹽，詞.嫂.-切，智心，大悲踏上首﹒以錄所嘻嘻而ia方面E ﹒自能巧

值λ錯，學膚、費醫蠱、綠色，終不11111勢力受益且指控:D他入艙，虐、鴛暈、無色間已普巧
.書IjJlt普恨與-切有俯伺共姐向何ø﹒三‘三誓.﹒普車o 是銬，隨摩調種圖，...，賣

多﹒」

(2) (夫蝕著..，時，盼卷488 ﹒夫宜7 • 480.19-25: r量啊，處渡續費多?紹祖槽，獨自

以一切瞥，相應作種﹒大悲宜昌當自ñ但普巧λ筒，慮，不IID直定勢力受生﹒亦，他1i館看，

向入緒....不值彼定勢力受益﹒ 9申此事學被用綠所啊，而'S方便﹒輿論有俯平等共有﹒道尚

無上正學菩提，是.".. 混•• i野﹒』

~ (大銀駕護單，妙的增加91. 大宜7. 1057.2軒''1>3 • 

~I <*艘潛混•• 多種》卷591. 大正7' 1059c7-1S. 

~ (大飽若渡..80徑》司.5&8 .大正7. 9S2"-8. 

~ 怯智昆曲.) fl38 ﹒夫芷鉤. 331b25-c:12: r 【割舍利!IIII &所闕waø街區與錢著錢鐘

.相晦，從此間修S~色何處書，僻IJ!III! (IJ一也晴:種}此蓄..蚵..佮哺圖重-.圖，

當育館擒fJt.fJ:不自..﹒舍利.1 U聽二萬直讀書區)有書種摩獨糧本以方便入初攤﹒乃軍第四_.

樹于六訟..:是著鹽，調種得縛餒，生晨，摩天﹒髓役.終來全是閥﹒悔人身，但..'趕著
越給想不刺﹒

舍利.1 Uø三種善自)有嘗嘗，調種入切縛，乃至.因禪亦佇蝕著渡露.:不以方儷紋，言，

嚮縛.~欲界﹒是哥哥信錯.瓢，直﹒

舍利.1 U祖國種看書隘)有著種服洞隘入個串，.乃查血，因樽﹒入1&心克宣槍，入虛空a乃軍非

有想灘無想函'.四念處乃至J連過分，佇十力乃至大讀大量~:是書僅用方健力，不值得生.

不種筒鹽A:~~ ﹒不跑回綠色定笙:益所有像處盡量中益 '1嘗不信般若渡揖蠻行﹒姐是讀書.'實紛

中當串串阿膺80.三ii三菩提﹒」

@ 原文IH~: <摩蚵做著述•• 經) 82' 大正8 • 2%5bl1-28 • 

[動 怯巷，處適齡fJ38 ﹒夫正25 • 338c:28-339.6 • 

續I1 0If串串般倉.眉..H.z. 大宜8 , 225bI8-:n • 

@ 紋，陌盼谷38 ，大正25.3罩9b2-4.



4圖圖圓圓圈

1會 《夫智廈前》卷毒8 .夫芷25 • 339b4-6 • 

i會 《大哩rlf自由》卷洞，大宜筍 '339bll-16 ﹒

《成悔之道> (增溢本)405頁: r著信位﹒繼有多種縛I!'A&依 αS管經》眩，是頂位﹒再不

盟藏量區、下圖畫家、二為她7(甸的《戴銀經》的行位盡量﹒是.心住)﹒」

(~ <大，度，自》兮93. 大宜筒. 1l4bll-17: r闖曰:密爾脅，三聽過可不訟中盒，是書撞倒

鏈，﹒何以不於長需天中~1;:曰:是蓄撞傷聽取~行六書t....飽入禪....和合續

發行，不著4軍事長，命線路靈，念依靠法放過釋道，以袋中，體會惘，海書攤草鞋..可串串鐘，故

不益長喬夫﹒」

激動商會「命紋，事iI﹒念欲界法做過據道」著鐵車1<犬，皮論》密切，大芷25.738.22-約是

指欲界五欲: r有人.1f :是生身著圖畫，椅背海實桐.&鐸.~練過力拔，依度是驗中1.Ii'l生﹒劍

餓著疆軍Utl ﹒數能λ亨，定﹒亦飽入獄界法﹒ a攝取~敏﹒受宜飲而不負串，定﹒甸人霆..﹒故

程線中國.\..違法則個被﹒」

('8\ (夫tllllIR>響98 .大正筍. S40b19-21 • 

('8) <犬，皮圖.>谷"﹒夫iE25 • 340.S-11 • 

~ <大'1rIfM) 彎狗，大宜筒 .340.2-7 • 

(-, <大般若ø..~經》卷592 .大正'1' 1060b21-106lal • 

(7}J (夫般睿...~鱷》含592. 大正'1 • 10&Ob26-d • 

1會 4大娘量~...多，區》卷592. 大iE7 • 1060c4-10 • 

(, ) (大般草書滋擅自E多經》卷592. 大正'1 • 1060clS-16 • 

11Ï), (大紐省.II.~鱷) es92. 大正'1 • 10&0c19-22 • 

181) 計程昆.抄昌.)卷1昌，犬iE28. 幟，肉-15 • 

líZ' <鴻章F昆厄芳廣鱷》戀1 .大宜24 • 1079c25-1080a8 . 

1$ ) (大般若ø..~經》卷592 .大正'1 • 1060c29-1061al • 

l動 《夫樂..)卷15. 夫正“. 'I08c2'1-28 • 

I~ (大智'.ltM) 卷鉤，大iE25 • 340.22-24 • 

Ijfil (大... 度，告》卷16. 大正筍. 180bl'1-21. <+住..沙輸》卷1:1 .大正鉤. 94c1'i'-28 : 

rtJ(云何音菩區悔不必~.~不貪心?若菩直不食'1[生則a鏈，﹒何能鹿耶1;:曰 :a爐ø

誓禮道行指心，何以被?是人國恰心，生廣t起!Jû' 作是念: r訟費槍是想擱 .1聲傳得定，因

.定益ø.ff!t畫﹒楞是給旦，主~.I掀開II~章，鐘..今千萬僧﹒是放路多"1盆廠生﹒少時捨

心﹒植擒恩憫，當精神定五.:fiII這哩，利益獄生﹒書.何樹'FAII是方便?曹種錯縛夫:，r.-而作是念

.夫人，閣大利益 .a不存"1、學l ﹒是.a~當*大人之法自耐..﹒撞倒是動珊'"道，‘大利益
，所.11棒定神逼瘋苦解禽等﹒是tR汝越難也 I J 

I~ <*'可般嘻i..﹒鱷》理醫2 .大正8 • 225b28-<:3. (大智度偷》懇切，大正筒. 339c27-

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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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夫智皮.)卷事8. 夫iE25 • 340a24-29 ; 

「間曰:若生人中，何以散宜生剩利'"大家，不生.III? 答曰:生剩利局有努力，生簣，們

竅，哥哥管這﹒益居士竅，大富餒ft!利益思主，食，宮中自不會E利﹒何飽益人?~欽界夫次當暐

﹒」

(8 (大般若...多經》卷591. 大正 '1 • 1060&3-14 .又《大做著績單，多鐘) 8366. 大正
..888.15-蚣9; r贊普麓，弱血從初.心修行.11.....書﹒以-切智智組11作.修學

前~﹒.......佇習，慮，而不俯:ljt定所縛果﹒，不食害自~斯梅蘭可愛坡，亦不敢*自定所帶

生死_.(R給激越總數鐘書﹒及紋.1愛宋.. 會﹒.:行，處放鈕..'J

@太重2 • 741.8-b6 • 

1秒 《大般清...多經》卷592. 大正7. 1065“-7. 

~ (十立噶艙 .1. 大正42 • 179.8-9 • 

位史命

【顱，且】
《申阿會.)ω響-_膏'..備做鏈，塵i!!lI(大正1. No ﹒ ω26) 

《動t-阿合.)叭響-.晉:..僧II!lI聲音軍(夫正2. No. 0125) 

〈大鐵草書...多經> 200卷﹒唐玄，電串串(大iEs • 1110' 0320) 

縛，瞞著...國~> 2嚕，後--勵tø <大函，耳。 .0223)

《仿垂般m闖關.)1.. 鈍禦漪，勵冊(大正12. No .呦g)

《犬，自宜昌的 100懇﹒飽街道﹒袋，醫熄，樹神{犬iE25 • )10 • 1509) 

《阿'IUI.:大昆繁紗，自> 200傘，五百大向軍演道 .11玄錢ø<大正27' No' 1545) 

《阿昆畫畫H合自由> 30響 '11玄，是書， <大正29 .1110 • 1558) 

《看似師地章.， 100憊，霄，青苔圖..."玄績單. <犬iE30 • )10 • 1579) 

〈大芳廣... 鱷精讀過，撞鈔) 90卷，信.. 述{大1E3t1 • Nu • 1736) 

4級RÐ8卷-0鐘11<大正38. No. 1776) 

《金光明.文句》槽，剛智鐵zt.__ (夫正39. No. 凹的)

《諭伽師地為11&.) 16. ﹒膺IIH <大1E43 • 1110 • 1829) 

《大霧.~) 26. ﹒附﹒鐘.<大正44 • No • 1951) 

《縛雞...次第畫畫們) 12會﹒防智闖眼{大正4曲，缸。. 1916) 

《目可租車夫..)相處聽三﹒ .15個﹒完事寺妙林也跟老t ﹒民囡"年﹒

《清滑過自身》覺會造，驚均哼，宜.學會，前雄市，民囡"年初廠﹒

<a周圍ltlll!ll_>筒.. 能溢﹒東均"'-_發新罵道:..2003年﹒



4圖圖圓圓圈

【親，也人舊作】
1. ..清單J. 佩爾師崎科句畫畫，帥.)第三冊 'ii::ltø:由廠扯﹒

Z ﹒閉庫路前﹒傲"之道》她本﹒台北..iE聞自脹益﹒民國的年，月訪服

s .旬，目iIi飾. (空之標覺) .新竹縣，正間出版祉，民國89年1月10ll ﹒

, .糊糊﹒恤，之爛爛記》﹒正闖出跟老t ﹒台北前﹒ 1980每﹒

恥辱該比丘. (阿敵遍，寓，幫m~單》﹒正:.學會，高雄市，民團"年-

ø .帕11禪師﹒《旬，如ID • fJ，心文教聲金會._陰市'1i!圓鹽，學﹒
卜，如石'。翊廳班，當一偏) .訟，實文化，台北瑜 '2000年﹒

ø .明昆三國.~看女長老，鳥哥烈及』是叮.. 轉型哇'6比丘爽，申<'PW縛著圖1m) 上冊﹒

11色文化，商繼餒 .1999年-

9 • Edward Ccmze，幟TlIe Larse Sutra OD Perfed 曹ladc阻，- , Unlveralty of CaIl fomla 

Pre33. LODCI個. 1984 . 
10 • Bhlkku Boc剖，"血 α祖preheu....e IIanual of Abhlclllama- , Buddhlat Pllbllcatl個

soc: lel,.. 1aDCJ,'. 1999' 
11 • Her圓圓Ko卵， IIanorathapUra包1 ， C圓圓曲妞ry 011 the A旬叫tara Nlkãya 稅11.. IV, 

T1te PaIl T回t S但她旬，1..0:自恤. 1979. 

12 • E. tI. Bare tran.. 'I1te Bøok of the Gradual 甸hrga 惘guttara NI崗"晦..IV，

1'111 i T，祖t Soc:iety. Odord. 1995' 

13 • T1te l!aat Venerable IIIIl8Wl S句“aw， tranalated loto 監凶 1111 by U Ko r.a,.. U Tlo 

Lll'in. ‘ lbe Gr國t Chronicle of BI泌dha.: 'I1te 5t.te BI泊a祖Slaana Co1lllC i 1', 
Veraiou- Voh .. e One. Parl 01111, Ti Ni Publ iahiug C咽tr.， Y:割草叩. 1!ya1llllllr ,1990 • 

14 • Bhlkku Bodbl , 闖世he 臼nnected ÐII曲ur.ea of the lkK組ba- Vol. 1. '11“圍

1'I1bl ic:.t iOD8，路丸 2000 • 
15 .官祖r.a且rllll Ch~扭曲 Trana laUoo eo.國Itt~: J倒包且'1. C. Cutl前， edltor-Io-Cblef: 

~N"h:咽，“It曰“The Gre.t Treat he on the 5t司~I 01 the Path t。
Enllghte回eot- snow Llol1趴mllcatlonl ， 1lSA, 2000 Flrlt edltlon . 

16 • Venerable Pa-Auk SaJ:“"、!n開lug 回d Seel嗯" I The p.，四11 I!wIdhlet 

MS“latl曲， IIaJay.la, 1999. 

【 I.I且，】
1. <.搞大詞典》鶯二本'.搞大詞典出版毯，上海﹒ 1995年'.因翩-
2. (古代遺層開與》﹒繭，即.. .;jt窮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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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毒聳聳

τ午12: 30艘.1&﹒到.
.槍打獨﹒

τ午6:3自由，三.iIJ﹒由民，司醫院蠱盒，會﹒

傘，車~.三天﹒自信，老膜，主持﹒

大三屆士間，妞，回l依止.﹒老院長出.﹒ $Uí組...

r.個個樂+三大.J 音樂手自創﹒院，壘，翎金說歸生長48人.，&0 ﹒

，青竹章~人艾祉，學院主19 r1l+四屆全國饋，前艾.舍...J .~. 
帶領全曉師生A44人﹒創﹒'*院研究掰開﹒=

"開仁11ft: { (韓阿會 .788.> r正見呵，上」之思想11究) : 
韓天..~: (闕，含量看命鍍金盧及其.lI.之鏢Jt>﹒

...蹺......1C:1!大_1晨.-研究所..iil.間..文: < <大，虛
蛤> II:þ{IJ的研究) .....因追帥"研究...研究所珊'JD~畫"前
文: (七翎鏈的11討〉﹒

上午7: 30tè.lt ﹒九+=﹒年a上.M.iElt上.﹒
帽單獨壘..育røa汰lI.iElt士陳﹒此蚵餵種有 2

..&l1li三圖，上19 : OQ-21 :ω ﹒..~最師盒.<4倫之.>之〈汰，且不
央主直〉

..æ姐夫，上19 :ω-21 : 00 ﹒袍.~飾，軍.揖《吾吾爾鈍..> (一)

..屋倒目土午9: 00斗1:00..正法師鑫.<金111.> ﹒

τ午19: 00-21 : 00中秋曬..
.先音信研所主tt r••••1l'細J...... 蹺，帶領師生共30人.，&0.

*U.j是修法..

“28 闕，咽，

811 

，必4
111 
815 

.,...7 

缸"
叫到抖鹽，

9124 

911 
，闕，

本阱II-，g..被<<賢，章法師陪間幢緝蠱傘.酸.街﹒

τ午17: 10.簡單E院駐..

鳳.miEi.Ei.a.看守二+僧人11蹺.勘﹒

τ午15: 00&周間...下午18: 30 量開寺夫.﹒彷『棚..周前盆，

幢幢﹒』﹒

帽..會﹒Ull1i.+周年.' .a壘..1區..iI之住厚、 E周師生、"這個

JII司IUfJi..lII . .a21B祖﹒摳，越﹒待王+周年間，風﹒ g行《祖﹒.
會li+周年紀念，審判》、徊.111介悅泊，址，、獨儷風，明信片.，‘六竅
，音..

本阪丸包車，爾開﹒靈台北.圈，寺，三種文穩固

呵
呵1••••• 

' 

"
翩
翩
m

a司-
A
可
-
a
可
﹒

'酬，

，白1/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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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到許025 關閉法師.. 總 <.PJm過摩.~).... 種﹒
，ω'27 幻盆景:1t1l.t漪，一動，在貧困往益﹒

10127，唔， 關閉法師"如懂法師提間主持.三﹒以霆.aJU嘻嘻t!~..主要之棚fI

寫法﹒

1112 2壘..舍.獨自醫師ll..哥哥悟到1'*帥，個個厚的九+人IIIIJl.前﹒

1116 e..，..費留..演講: (人間佛敵人哥哥眩，王之理前與貿揖〉﹒

們11 幻生..，....響曲區法61賞這Ji台﹒ ..m..Jl明擅自車前看，人至﹒.w
回桐..會﹒童車.~苦追思....寮帶喂.... .:1量之學生、 .aw-百

給人.110 • 
11/1。圖12 ..戶外擻.:中彼之.三日11 ﹒全院師生共34人.翎﹒符祖先.a:

921 !Il...之希望工程、圓周潭章，章，、司It!U富~~.山"啊1(16.)
.行、符E虛脫.....嘻嘻會笠l1li研究，壘，申11)、......草m﹒

待、登高門山ll.筒中...*.Jf.t餒，直...(袋III}病房等地﹒

11/13 積壓校友，畫畫下午宮...'1111.. ﹒ a直~﹒:直是民團位年4月30日

{處lW3月 12日 >a即公.簡直線冒...﹒

11120 開公﹒師上午8 :個...‘紗..單~.

"屠7 厚，阪.中午..量工研限漪.<翎何.. 忍司!JI>﹒

咱214 I!I..~帥.眉... : (閉周圍，前 r人間，也』之聲..及組~..II) ﹒

咱街， .17~1IÆ肉前艾霞...自夫四周位間....文﹒棚..: (翎探薔

籠..帶:lt:木盆，皂，夫的﹒巧方11) :.如倚: <寓，軍官.r.悟，且』

初搏一以《夫.~.>.鑫〉﹒

包R 暉，蹺，與..$-..~矗帥、.竹命信..連..遷，車自食帥、3tiS畫大﹒
貨運薯，直鍍司，人.翊《風積2童音).....

12113 明年囡~.+五屆.el﹒文.合....﹒到自桐，盒..蹺，是擻，

..."哥也1M單位宙間......中..:.文研討﹒目alT於明年9

月 11 、 12日在祖....

12118 自..，..醫師..彈，..: (人間樹..119.111"..> ﹒
12自26 圖像上住宣言畫......

12紹， 大國與研究所之...fT~2齡2∞4年2月2日霆13日IJI'P....*麗特﹒

τ牛夫，厲饋符書t..士，農險，再喝閉..之..~..現﹒

咱翔， Il*.w脫﹒
，紛...11 夫婦，書﹒

1/t1 19 :凹，宙a5t﹒

1M2-2I15 g領﹒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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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文﹒前餒，喔.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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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旦佛學~r

論圓圓圈圖

串..i會

圓圓伊

﹒鼓勵本院學生農寫前文，俾便宜深廣了解自路線莓疆、修行方游句，..=.:.... .. 
.&t;讀本學院魯學歸之在校生及學樂段ã:...æ..:...... 
﹒擻寫申請發﹒

. 申請者應提出六千字至三萬字之儉學齡女乙第﹒-式主份﹒ (M文憊不過

遍，歸自符保留'~印本)

. ft文眉目:眉目自訂﹒申請人可'.護理、修行方法、文獻瞥勘、歷史建民

、現代窟，庫等11肉，進行研究.

.給文格式:

﹒繭依一留學衛曲曲文組繪畫農霄，應包指「詮釋」及『學考文獻」﹒

.全文息分段並珊，[帽紹，凡可l周廠經.他人資料﹒必須控明自11'

.前艾爾用電樹I字﹒並以“噩.列即﹒ M:另間t 1.44個破磁片﹒

(師檔或 Mlcrosoft 間rd 5.0 以上l'C組位總5億)

.經學院師長、學者專翁評哥哥後，公告之.

.圖，值:..*金﹒

﹒依當文評審成.'飯給獎學金新台幣伍仟究室貳萬元﹒名割著于:&.

(領前文評書成績而定)

.ã.: I:l..現

咐勿一線數控:看經查明，立JlD取消其申備賣給﹒

﹒請勿抄甜宜人著作(含..> '或提出自己曾獲獎.'作、哥，禍，或融入代

袋，著聲自主惰，將這回簣，金﹒

﹒擅自建論文縛113會摳，傍學院或相關倫敦調結土渡過，或治血緣懿于u議及由

廠.啊，不見付稿酬.

.獲獎前文如須抄行文上作大幅修改﹒得賢人有韓蕩貌自修改鐘消

.~.:本書，法前E會員國丸+二年+月+九日﹒

.'1:.:本書，法經旬，冒導師間.~壘..包﹒如看來盒，直獨自本脆脆長組成妥

員會修訂之﹒

軸線圈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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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還會圖團團圓圓圓圓伊勾

需2 第七期課程學

品 1 22 ll E/J1912: ∞ [( 12

土課地點

﹒ 福嚴推廣歡育班:新竹市明湖路蕊5巷1號 f 畫同寺費)

報名、聯絡1Jlt

﹒ 上網報名( h吐p:llwww.fuyan.org .tw/) ，或向福嚴佛學院、推廣歡育班報名

﹒ 電話: 03-5201240 

﹒ 傳真: 03-5205041 .E-Ma il: webmaster@mail.fuyan.org.tw 

﹒ 主辦單位:褔嚴佛學院/印順文教基金會

﹒ 免費提供數材

﹒ 歡迎隨喜贊助:郵政劃撥:福嚴精會川0948242

印順文數基金會119147201 (請註明“福嚴推廣歡育班" ) 

。上課日期:民國93年 3月 3日 -6月 16日

。課程如有變更，依「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為準

。(週三)

《空之探究>> 4/21 、 4/28 、 5/5

。(週日)

《華雨集選讀>> 3/21 、 4/25 、 5/2



4圈圈

〈曹閉...)(二}揖哩，

B • • w a 國 .. 車..

03107 1;.211 獨住陀金海淨土士與的三a，mE金生 21'"'鈕， 羽翼.
03114 鈕1-240

的揖
詣.之也 過大三毅寫的的~告，幢 241-2“ 飄到..iE.

“給4 ~ør.三. z“-28置

@削1 詣.之也 ..普擅自g.5i 282-.293 ..即

04111 芳.主11 人間的現控制益 畫94-301 珊，‘
的ω

寫信之道 聳..人s，區r搶15到值前之道矢，」as壘 .3ot﹒劫4 翱傘.

。"‘
05113 .爾.. t﹒. E徊.Be，.區尬不之，是塵大，.E+"a，F3而》行 165-203 ••• 個車，

﹒ 洽，以唱，stss3EZS直E 
叫“

﹒周圍..

.. 筒世，界$2.皇之.a"s拿iI個.... 品的-224 "祖種06113 

. .鷗

@循揖擔..育車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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褔嚴佛學院

講圈圈圈圈圈圈圓圓圓圓伊

70 

•••• . 本駐軍事閉眼導師所創鐘，餘，目哥在於這a僧才、住樁，書法、繽紛種命、淨化

人心.
.包
. ~持印圓圓導師「其p.~自身心、弘為正法、利濟有情」的酬示﹒毅力紛紛殺人才之
繪育﹒

﹒ 除種緣，畫仿真司，饋~.亦慵般多門即嚴串串飾著作﹒如《紗.~農》、《印度吾爾

教旭組JI!>等研討哪種﹒

﹒ 學風自由，木限行門，並於每學期.. 戶外，學，以增..見間.
. *院第純男敗之學圈，取積崗...適宜修學﹒

.膏11.. 
﹒ 教導告給法的正如E見﹒ . 陶泊爾銜的家教情11.

. 指導正愴的修學方法﹒ . 1J行和合的信團生活.

• • . *..:圓年(j第﹒蛋，倒) • 
. 研究所:三年(j學﹒喔..) • 

..賢，

. *..一年，置;

筒中以上成具間等學壓﹒年前十八1il以上，身心健全﹒品行撈芷之比丘、

沙獨或正信三貨員臨子{男.I!!'l)

. 大三組建生=

佛學說(按跟前)畢欒﹒年齡十八.以上，或大學以上﹒身心健全，晶行

給E之比丘、沙彈1.

. 研究所

佛學說高級姆，樂以上，塵.It大學以上A~.研究能力﹒身心健全，晶

行總宜之比丘﹒

.龜目.:.11目昌甚至六月五日J.I:.﹒(lI﹒外司，區至七月+五日)

..﹒件

(1)報告發 (2).壓種件~本-份 {的身分鐘(a照)影本-份

(4)自.(八百字以上，內容須會學佛經歷、報考儉學院蛤鐵絲..用600字稿紙

或'"紙電圓圓釘字) • 

本筒，、報名，隨信.'.. r獨...蹺.."J 益陸明，盛名、地址、...
d至裙JlIIQ&http://www.fuyan.org.tw/ 下.﹒



4圈圈

褔嚴佛學院

..1j~ 

. -.且u...件，至 r....1露，宜..招生，且J • 

300台灣研骨，明湖.365看83..

3, I..NE 365, MI陷 KJI闊別)，惜ItÐt.I， TAI施削 30D ， R.O.C. 
..圓"
﹒ 圍內:九+三年六月二+回{星期日) • 
. 國外:九+三年七月三+五日(星期日)

•••• ﹒ 國內:但血"學院:台灣新竹市明樹.865毒ts..
. 國外:馬來西亞

(東局)亞庇.背脊: (088 )124125 
(商局)洪梅等: 12, PDIAK 臨風 101511 因慨地組A1SIA (04)2280503 

.."111 
. .IiC:大學都-年級:修學領論、國文.

大三插班生:中即仿敏、成悔之道﹒

研究所:中印傍教(含教種興殺虫卜英文或自;文{任憑-科，可帶，典)

. 口處 z 口言或不合格者，鶴不鐵取﹒{鈕，摩登合格者﹒帶錢次自個別通知)

在...

. 學學費全覓，擾供摺宿、衣徽、教科書、".、日常用鼠，說，另有，買賣俯

勛章t. 另有區各民種持金及魯項慶助金供學生申請﹒

﹒ 研究生每月.給農助金，何台幣伍仟元﹒
..霜.

. 地址: 300 台灣，開市胡油勘閻部M.

3, L.ANE 385, MING HU ROAD, HSINaiU, TAlWAN 300, R.O.C. 
. .址: hllp:/Jwww;甸閻明.twl

. .子郵件借書I: fi.明n@maJl;切an.org.tw ii fi.明n@聞自1.hlnat.nat
• •• : 81格-3-5201240 •• : 886-3毛到缸)41
...固

. 大學部: <學嘻嘻三要》、《侈浪禽章t> ， <成份之道> (即賊.師哥哥﹒車間的飯釷}

﹒ 研究所: (1) <印度儉a思想JI!) (即周圍"飾著﹒正間出版銓)

(2) (翎期太濃侈，宜之超級與開展> (即順導師蓉，正聞自飯盆)
(3) <修敏各家犬怠) (..學掌聲，文捧出版註}

(4)(中國傷敏史.R)(野土俊靜等薯，童般誰都縛，台灣藺草，邱會ftl)

。各.......自行闕，也般性洽詢 z

。正固自.社: 886-3-551詔" 。文.也隨社: 886-2-23636464 
。台灣繭，即﹒組: 8鉛-2-2311611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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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處圈圈圈圖
串..員會

a壘起

幻生法師早年在積蟲居住修學多年，深受即公嘻嘻師及鑽研絃師等影響，一坐在.• 
法上努力，惶然離開桐.. 寸年，但仍心，撼屢﹒法師念及周公司，師成立稽擾，
旨在成韓信青年研會正訟，被儼然捐助其擒，電所縛等參年穆書fff台啊，五百五+萬

完，訟立『幻生.Ui師變學金J ·用以贊助清學優秀之在學僧，年，繼x薪火相傳

，代有.a巨人出現，以副師公司，師創立被處之心圓圓﹒.-.=.. 

心
叫
一
伊

山
前
一國

福
一圈
中

.第變助tt學本銳的消且學優秀僧青年，俾使其能安，心於學業、道!I'.=t‘=....... 

.-本學院吾吾學都立在校生﹒

﹒學樂及總行平均成績都這λ十分以上﹒

﹒以太二以上及研究所問學僑對tl(.ß個若干) • 
.經濟結錯困難的信，年﹒

.罩.= ....... 
﹒續詞，申辦1Il ﹒
.上學期成績單一份﹒

.因.=U*..1iiit
.~聲學金最高金個﹒原則上每人-壘，姆斯台，，~萬先﹒
﹒以上所定之金額，縛說預算之，寡、申前者本身之需要酌子也會駕車，增派之金

領﹒由本驗If籌委員會賽完之﹒

﹒ 自申鴨響定日起﹒長期全學種贊助，直到自備人從大學懿就研究所幢濃重$止

(每學期支付-次)

，罩:.=".
.本獎學金於受理申冒背後，自院長這lIf數師組成評審妥員會審定乏，並得很需

要，通知申請看到刻，被明之﹒

. .助考壘乏，兔閉，翎τ=

﹒治學(視經濟困難密度)

.優秀(鍾集成績優臭者)

.晶繪線行良錚.背哩痠E

.具有冒彎E展滴7拘J' 足繼造.的僧曹年.

.深信三..'道心. .!I園看 • 
• 爽.=率齡~前首全民國九+二年三月+五日﹒
.七.=本辦~種說穆﹒融討曲，通過，慨論能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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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她圓圓圈圈圈圈圈圈e_~

|公開|徽|家|
~..也

財團團給人印uì文教2重金會

.:r. Ii 

4圈圈

.，這永錢與藏印順~師之文精、影響等相關文物 .ìff弘錢其思想，袋，線廣§路法

;z正知兒，逾百百淨化往會人心。 2社會公嗨，龍頭買各與提供商暗藏印廠發節相關文物.

..:11目

﹒ 旬，回jl飾叉車，、影彎彎彎，聲. tIII : 
(1)即IIlt醫師之緣，已手梅、..、與他人往來會信等文件。

(2)開IJ(t發歸之正5克、生活及螢火，件相片。

(3) 即飯法師影哥哥記銬，如弘t表演說、閱示、日常生活記錄之緣會有學、 VCI疇。

(" )閉眼法的之鐘書~"M忌。
(5) 其他.

. 郎，民法都思想之，自關研究文君臣、費醫衡導作、傳碩士當文電事。

• • . 凡持有上述資料之各界人士，歡迎償法與下列滋訊r&.驚:

...人r:s.xaa..
。.起1: 302'盾"'.fí~tm.lt九昌，二+八@七11 ﹒
。.Il: (8帥令}時5-司的。 。縛a: (;細兮兮)553-7841@..: )而nBhun.tw@maa.hinet.net

••••• @lt!JiJl : 3OO~t)'r持自閱讀8113街都3..
。.11: 紛紛。)52。可240 @{Sa: (樹。-3-)俊俏。41
@.. : fuyan @mall.fuyan.or莎tw

.æ.æ.絃.iii.

。繪色1 :句“台北市中山區線，居衡咽，置..目..~﹒

。.Il: (8帥-2-)8773-8500 @縛，‘:{馳。，2-)8773-8506@.. : ysf調na@阿翩翩昕，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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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m(副刊擻，
﹒種行: .....臨 ﹒電量直: 888-3-5，盔:01240

•• 個 I .at勵學鵬鑽去..徊. ﹒傳 11 I 886-3-但:05041

• ..... : 19811090 拿這賞t .電子，伴: fUYaD@mIdl甸回呵，tw

﹒地址 I 300_"新竹市明樹脂365卷:3. .謂.閑扯，徊Ip:/Iwww.均值呵N

N"， S，t..螞組曙1ID14，團副團1，'D\闖關:!IOO，1LO.c. ﹒創刊日. :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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