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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二日(農膺

六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舉行福
嚴佛學院第十屆大學部畢業典禮，恭論

上"_r華長老送往。敬請諸位長老、法飾、

護法善信蒞臨觀禮指導，不勝銘戚。敬頌

法安
現，任住持釋厚觀

福最糟舍 敬邀
新任住持釋淨鳳

這錯了於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農

曆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舉
行慧日講堂新舊任住持交接典禮，恭請

上_"r喜事長老送位。敬請諸山長老、法飾、

護法善信蒞酪觀禮指導，不勝銘裁。敬頌

法安
現任住持釋慈.&

.日講堂 融進
新任住持釋厚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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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過前，應特刊小組的請求，把即將完成的畢業特刊稿件快速的瀏覽

一遍，提供粗鄙的意見。其中法詣的部分由於文圖並茂，且都是肺崎之

霄 ，所以分外感動﹒諸如前因老師的勉勵語說道:

如來、女回去 (tathãgata) ，善來 (svãgata) ， 善逝 (sugata) 這是

帶陀的名號之一。

如來亦可譯成如去，指世尊從如實中來，去向如實

&.觀我們的學習過程是:如何來?妒何去?

有人:滿懷期待，希望而來，也滿載而歸，可謂活來活去。

有人:滿懷期待，卻敗興而歸，可謂活來死安 ﹒

有人 : 不期待，不希求而來，卻意外地歡喜離去，可謂晃來活去.

有人:不期待﹒不希求而來，也乎沒離妾，可謂死來死去﹒

或許還有人是:不執取的來，不執取的去，可謂本來不去。

若不間如何去，但問如何東?世尊，說 : r善來」 就是來的剛剛好 ﹒

若不間如何來﹒但問如何去?佛陀的另一名號 「善逝」 說說得好，走

的漂亮﹒

總之，來的好，走的帥.

在如來、如去的延伸義來說，我們不妨們心自間是屬於那一類呢?不

論是在學院求學，或是在道場共住，理應仿傲世尊從如賞中來、去向如黨

的誠懇心態，檢觀與反省自己的煩惱習氣﹒才能步步為營地過向消聽我執

的境地，無私地舉獻給三實與眾生。這期的會訊內容，第一單元稱為僧伽

的搖籃，其中與特刊小組歌邀現任院長厚觀法師漫談福憊的過去與未來，

也可說是→田總回顧，任期七年之久，點滴皆值得後進學習﹒同時，亦請

下一屆新任院長淨照法師談福廠未來之展望﹒其次，難得通達菩提長老抵

院演講「二十一世紀僧伽的摸戰 J ·並撞得長老的慈允刊登其演講稿，更

盾激蘇錦坤居士的肇錄，讓此精彩內容能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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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是活動報導，今年四月底馬來西亞的佛教總會與佛育總會車，辦「自1順導

師:人間儕教思想與實贖研討會 J ·以追思一代高僧，而主講者之一的社忠全居士，慈

悲做一個記， 以期與台灣的法友共享這一分法喜﹒此外， 五月底由佛教弘書學院發起的

「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臨學衛研討會 J ·也以追念導師為目的 ，陳美玲居士

發心記實就程，供養大眾﹒而福嚴精會方面，今年特別於導師圓寂一周年的當天(農磨

4月28日〉舉辦導師圓寂周年紀念法會〈又帶金剛法會) ，由圓敵法師寫一報導，以聽

未克出席者瞭解現況﹒

第三單元為 「寫下歷史J ·刊誠輯嚴94學年度下學期大事記 ﹒ 而「校友簡ftJ 單元

中，道期邀請到第七屆的開尊法師與第一屆的慧莊法師摸寫生平簡介﹒最後的「法音宣

流」單元 ，刊出導師給厚觀法師的情;應大四班的畢業在即，選出傳意法師的畢業盧雷

以示嚴恩學院的栽培;壓軸大作安排了菩提長老所著﹒溫宗蟄居士劉課的〈新相應都英

幫導論) . 希望透過長老的研究，讀大家對南傳相應都有初步的詔書R ﹒

不知不覺的《會訊》出版已遁入第十一期了，藉此因緣以嶄新的面說全新出發，期

待大家繼續給予支持與愛護﹒



圖講師奧海闊站師過最

..間噩噩與眾提

4壹、厚觀院長七年來的回顧

(壹)、固顧

福撮是一個僧圈，也是一所佛學院

，大體上來說:僧圍的組織是導師、長

老，以及出家僧等;佛學院的成員，頁。

有老師、職事法師與學生等﹒現在主要

談佛學院這方面，學院一般總攝為三:

總潰、學酒、教濁﹒

一、總務

說鱷濟方面，學院;真的是由於導師的

福蔭，以及許多長老、法師、居士的護持

，而無後顧之憂，不需特別的操心。從各

方面的實輝來看 ，都還算穩定﹒

二、學務

關於學游方面，福嚴的運作方式有

別於其他的佛學研究所﹒一般的佛學研

究所下課後說離開學校，屬於著重在知

識吸收的教育;但是福巖除了深入教理

法海外，還必須配合僧團僧事的運作﹒

換句話說，佛學院很重觀培養健全的僧

格一一這是不同於一股研究所的﹒學jfl

們能和合共住在一起，注重日常生活的

威儀，以及學習的態度等﹒學聲處所歸

演的角色，其重要的原則即在培養出家

僧眾應有的道德軌範，進而具備弘說利

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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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

(一〉師資的培養

再者，教lf方面，涵括的層面較廣

，福殿的僧教育，自第七屆院長真華長

老起，正式將福嚴恢復措男眾佛學院

後，接著大航法師擔任第八屆院長，增

設了高級部﹒當第八屆院長任期屆滿，

因緯際會，由我接手第九屆，並於此時

增設了研究所﹒

其實，回顧這幾年，可算是有一點

成績，說研究所來說，現在已經是第三

屆﹒由於歷經長期的薰習，加上師長的

敢渣，研究所的學生已具備獨立作業的

能力﹒以此為本，對於師資的培養，乃

至支.壹同寺佛學院授課等都沒問題，

這是很好的方向﹒研究所的同學畢業

後，或是留在學院任課，教學相長;或

是繼續升學乃至出國進修再回福嚴母校

服藹，依此途徑，成效會較卓著﹒著換

成早期初級部的同學，要重回學院幫忙

就比較不容易﹒

(二)課程的競劃

在教灣方面，課程的安排，除了要

兼顧優良的修行傳統之外，也教導新的

研究方法﹒這攘的結合，其實應是較全

面性的學習方向﹒如果偏重在研究方

法，所星顯的，也只是一些研究報告，

與淨化身心、解脫成儕不太相關;反

軍嘿嘿，，

之，若單侷限於傳統的修學，有時面對

學者學街研究的批評，很可能無法作有

效的回應﹒所以「修行實踐」輿「新的

研究方法」這二方面的結合很重要﹒像

導師的著作，運用現代的研究方法，在

學街上的研究功力深厚;另外，導師又

是一位宗教師，所撰述的內容既生動，

又富含宗教情操，與一般學者並不相

同﹒

另外，學院所安排的課程﹒除了導師

的《成佛之道》、《佛法概論》、「妙雲

集導讚」等基體佛學之外，還開了許多鱷

論導譚，如: (阿含鱷》﹒及『部派佛

教」的《大昆婆沙論》、《俱舍論》等

等﹒還有大乘三系的課程:如「性空學」

方面有: (金剛經》 、 《大智度論》、

《中論》 、 《中觀今諭》、《空之探究》

等;「唯識思想」方面有: (瑜伽師地

論》、《攝大乘論》等;而關於「如來藏

系 J '則有: (勝蠶鱷》、《大乘起信

論》等﹒此外，關於史學方面，曾關按: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頓與開展》、《印度

佛教思想史}、《中國佛教八宗概要》、

《中國佛教史》 等﹒統括來說， 實質內容

算是相當完整﹒如果說在學院期間，能夠

培養正知正見 ，畢難法後，無論是自己進

修或者弘法和J生等，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最低程度，至少能了解本身所專糟的部

分;或是學捏住整個佛教史的流變，對於

其中的勝劣之處，都會研婦楚、明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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摳，區的房91--個ff@1'鼓起唱目前們

都}脅來k誨，~ (印度H思想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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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上隊所附帶的作品﹒a鐘各嚼，圖

書區的g.艙，自湯，明先生在完:fH

腿，詞語u庸的..'It向僧"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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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擔們作逾四Jl﹒種獨生擔精明5個消息

而來報導的11乎很少﹒絕大多數是遞過

....蝕，寓，是別人介街前來﹒甜，閉

路擻，也.A-_介 ﹒包指中慧，佛哥

斯，乃至1It大偉 、.，圓 、如拿大型，各地

人士，常常遁入個雌倒錯簣... 1'.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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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透過細心..'幢騁.克.'.1區、克

賞一一內容種翩翩屬制 ﹒

(%i.)推廣教育軍區

另外'Ii~.阿專線，情地而促成

的國_，諷，世tt跨國丸十年間，昨成立推
廣數會讀﹒擔風麓的成立 ，變俱7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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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I剝削. JlU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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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中..ør駕車線，書來，餒..'

演習且費必筒，積情﹒又如紛紛刊物的手了

字、 4賣貨唱，工作，績1IIJ.if"""1S寫了很

大的能﹒同時申，，~餒，堅信:q飄趟.

側，單單﹒

〈六)11t才激灣的稽.

簣，會備教育﹒誼醫數以3萬萬R啥，直帽，才

誨..﹒.平的車，她..比較ä:1I老校

內的闕!!Il'錢買車，饋的闕，必撥給多，

紋.串串..串串..錢袋，智力量.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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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壘，灣在謂自庫1It1自會﹒時鏈，閣成立投

次會，修費用哩，嗨liIU體圖畫畫過一1&11':1.

問﹒由於校友*的成立，在組jll1i十周

年，髓， Jl.ø冒冒a=.乃?l.ø冒.軍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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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非常.串串*~駐游~Jl緩衰**錢續

續饋，區、經..

(七〉猶憊的刊物

另外，娃R!t哥哥~的!I!~匠'1I級獨

筒， ~萬們也自握了《摳.'"會主正+周年紀

~絡刊} 、 《旬，厲聲事，冒冒.....x

S但》 、 《貓_*JR) . 《司11lU專司司》 . 

以及《旬."Ii*饋，陸》、《緒激佛學

研究》簿，寶寶斂錢鐘，總圈，防偽~外，

喜事.• 受好書，.書司姆:以前M八屆時，自圖

書8'7 ( •• 縛干到》與台中畫，明佛學研究
所章:1-2;﹒{g~.九屆時.沒有霄，害了 2

前1f1i道然哥哥，但公函毅軍司，希sr自值再JI

贈給他們'It算是錯*.!Ilt塾il串串﹒由

此可知，有-!!自己.悔不~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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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別人眼中卻相當珍惜!這非常厲

謝閱仁法師以及鋪輯組的辛勞﹒當然，

對於這些刊物，也希望未來院長能大力

支持。

(八〉獎助學金的成立與運作

前面提到:學院希望能多幫助值得

栽培的校友一臂之力，但經費從哪裡來

呢?聽說早在老院長的時候，院方就非

常希望能夠提供獎學金來幫助同學。後

來我接手時， 一開始時因緯也不具足;

曾有同學說: r院方常說要提供獎學金

幫助同學，但院長經常換人 ，最後都不

了了之﹒」這聽起來令人難過 ﹒ 後來自

於推廣班的機緣，有居士很好樂導師的

思想，來推廣班聽法非常法喜，願意提

供一筆獎學金，我便利用福慧僧團開會

的機會，嘗著導師及幾位長老面前，確

立了獎學金的制度及章程﹒所以現在申

請獎學金的途徑相當多，如:在學學生

獎學金、畢業生進修獎助金、印順導師

論文獎學金，以及幻生法師獎學金，另

有參學補助金等等，甚至連本院之專任

教師，只要服搗滿六年以上，也可以休

假一年，由學院提供獎助金蠶教師們去

進修﹒這些獎助學金的申請辦法都續過

僧國同意，皆能永績的運作，即使院長

摸人也不受影響﹒

(九)畢業旅行

接薯，令人可喜的是畢業旅行﹒之

前在第七屆的時健，老院長曾領隊到大

陸四大名山參訪;而第九屆及第十屆則

分別至印度、韓國等參學，可算難縛的

回憶﹒回顧這七年來，經歷了許多的轉

型，承先敢後，總算奠定了一些基艦，

相信未來的院長可以作得更出色﹒

<It)、面臨的問題與衝單

一、改制的利弊

接著說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現在

將原本 r;切級部三年、高跟部三年」的

形式，改制成大學部四年一一其中所蘊

含的利弊得失，藉此機緣可以作一些擻

討思考:

好處是跟整個大潮流接軌，至少在

名目上稱作「大學部 J ·若以此學歷出

國進修，不像以前「初級部」的名稱，

易被誤以為程度低﹒但是相對的，本來

初級部三年、高級部三年，現在繪成四

年，其中則衍生一些問題﹒以舊有的形

式，高級部的同學能夠繼嵐本於初敵部

三年的基礎再下功夫，所以儘管比較深

入的課程，因為很基礎固、素質整齊，

銜接不成問題;如此課程安排或教學上

也容易運作﹒相較於現在，每個人的起

跑點不一 ， 而課程的黨修從原有的六年

縮第四年，對部分同學而言，可能接衝

時間略嫌不足，久來難免出現程度參差

不齊的情說;若研讀一些論書或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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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點，同學便頗厭吃力﹒但這是利弊

參半的﹒譬如說:明明知道有些同學跟

不上，但是仍希望譴他們多黨習，也當

作是一種訓練﹒當然 ， 老師在要求上就

必須依層次而有所調配﹒

比如曹由這一次《大智度論》課程

的問卷調查， 以了解同學從中的收麓，

同學各方面反應都還不錯﹒其中有人

說:為了緝輯講羲而請教學長，因此對

電腦的撮作，功力大增，而且蒐集、尋

豈是資料等等，各方面也有明顯的進步。

另外，也有人說:在上台報告或者同學

互相討論的歷程中，真正受益的是自

己;若想要收種多一些 .it必須多間黨

習，付出比別人多一點心血。也有許多

同學說鱷過這次的訓練，知道怎麼編講

義、做科判，也比較能夠掌擅全盤的內

容與架構，對於羲理能夠更為深入。

總而言之，關於此一問題，有何因

應措施，將其中的缺失降到最低點，比

如說程度較深的嘿，採取選修或做調

整，這或許值得下任的院長多加思索，

接求解決之道 ﹒

二、宗教研究學院的街擊

除此之外，當前所處的衛軍是，教育

部顧意承認 「宗教研修學院」 碩士與學士

的資格，但必須符合「私立學校法J 的相

關規定﹒現今各所佛學院、神學院有意顧

朝此邁進，可能是未來的過勢﹒

軍閥，曹

攘知 ，現在宗教系所的學生中 ， 有

不少是好樂佛法、想專攻佛學的領域;

但基於文憑的關係 ，而選擇就讀一般世

俗大學的宗教學系，卻得花時間附帶選

修其他的課程﹒假使將來各佛學院能通

過教育部的審核標單，那麼這一群人勢

必會選擇回歸到佛學院﹒此時，福廠若

未跟進申請成立 r 宗教研修學院 J 的

話，則考生可能不會來福嚴就讀﹒所以

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化，有必要認真思考

這個問題﹒而在這個轉型期間，可能也

會產生某些影響 ﹒ 教育部所提出的條

件，舉如校地 、 資金等都還算其次，最

麻煩的是有限制校長的資格一-~須是

教授，而且有三年至四年的主管經驗;

若依出家恩來疇，大概只有蔥敏法師符

合資格﹒關於這問題，教育部屆時是否

放寬仍是未知數﹒

另外師資方面 ，則要求三分之一具

有大學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的身

分;三分之二可以是佛學專業的人士，

不過要提出著作，通過審核。如此，可

能會有一種現象:有些雖深具佛學專業

素養，卻資格不合一一譬如教授戒學的

出家律師，雖學有專糟，但是可能忙著

教書，或是個世等的因素(其實老師也

分很多領型:有的是研究型的，有些則

是教書型 ) .而無法撰寫論文;而有些

雖符合資格，卻並不擅長於儕教經論方

面﹒無論如何，面臨這未來的越勢，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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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及早正輝這項問題.

五、師資的接續

另外，需要馬上面對的，是師資問

題﹒單第一人是無法全部獨擔的!若集

合大家一起來，三五成群也滿不錯的。

雖然目前學院的常住教師群，有我、廣

淨法師、淨照法師、 3歸國法師等等，可

是想想，我們這一代d擾慢也老了，萬一

教不動之時，可能會面臨後繼無人的窘

境﹒如蘭國法師的巴利文、梵文課程，

以後有沒有學院常住的老師接替?而部

派論書也不好讀，若沒有關設部派的課

程，基礎就不夠紮賞;學凡《大智度

論》或是 r 唯議學」比較艱深的部分，

都要有部派思想作為承先毆後的背直是知

織﹒「般若中觀 J 的龍樹學亦然，是否

有人承續?唯議方面有否像淨照法師這

樣的人才?所以這部分必須從長計議，

提早餐棒﹒也請同學發心讀研究所，而

且要學有專精.這就是所面臨的問題 i

雖然建立一個機制，但真正要正親的是

人才的培育，而這方面卻又最需要投入

長時間而永續經營才行。其實教育就是

如此。

四、結語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

同 J ﹒希望六家多把精神放在學院﹒最

後，真的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們﹒令人滿

欣慰的是大家很租金，一個人教不了

的，大家含著教;旦大型的活動陸續而

來，最艱難的都面臨過了，其他也就應

該能夠一一克服﹒也莫望未來院長有新

的開創。

4貳、新任院長的未來展望

淨照2醫師:

戚謝厚觀院長為學院作了那麼多事

情。其實，如果能維持既有的基樂就

已經很不容易了。除了道些之外，也

沒有想到其他部份可以再接展的。

未來在教濁的部分，增設的科目

有:鱷請大乘法師教導禪觀、實修，

預計每週大約兩小時﹒其次，因為每

學期初都有 f-{!第三 J 共修，所以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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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法門的課程，在教理上深入，以

期能解行並重﹒男外，關於撰寫論文

方面，將以專門的課程教學，不需用

土法煉鋼的方式，硬逼上來﹒而為了

使同學對佛法整體的輪廓有初步了

解，所以「中國佛教史」、「印度佛

教史 J 是必縷的﹒另外，關於藏傳佛

教，則聘請能海法師來教授《菩提道

次第廣論》﹒學科也盡量多元化，增

加一、兩門還修課﹒

大學部的課程幾乎都已確定，而

研究部方面則尚未定案，原因是:第

一、研究部的師資不容易找;其次，

研所兩年招生一次，若上一屆已有關

過的課，下一屆的課程就要換新的，

所以每一屆研究所闊的課都不太一

蠻﹒像閱仁法師那一屆jt比較完整、

豐富;相形之下其他屆就較為欠缺，

譬如說《瑜伽師地論》、《大耽藝沙

論) .有些人就沒有悔過﹒如果往後

師資充足的話，也希望能夠回定必修

或必選的課程﹒

接著，所面晦最大的桃戰，就是

招生的問題﹒裁認為所應重視的，除

了師資的培育，另外就是學生的來

海﹒目前還好，但是以後若未申請教

育部對宗教研修學院的資格認麓，可

能會出現學生短缺的情形。再者﹒研

究所的學生多數都是院內大學部繼續

進修的，如果學生來海少的話，可能

軍閥，'，

就剩三、四位而已!而說讀研究所必

須是比丘身分﹒假使比丘不發心蠶研

究所，將面臨閥門的危機!

至於發行刊物方面，如果學院能長

期經營，相對的說會有很多刊物﹒有籃

於此，是否應考量成立相關部門?聘用

專業人員或請畢業同學留下來任職，或

許會比較理想﹒而接任後，預計職事將

增加三位，除了分擔當前職弱的份量

外，同時也是希望給予畢業同學→圓貢

獻佛教的機會﹒這三項職事是: r影音

組組長」、「總軍警助理」、 rJ車頭助

理」等。以前是斗國人要作兩人份的工

作，現在是兩人合力處理一萬工作，以

使職事也可避修課程，再充實自己﹒至

於學弱方面，學院整體的運作正常，暫

時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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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新、舊院長的未來計畫

厚觀院長:

剛剛新院長有提到，除了增添職事以

外，其實以前就有一個構想:成立

『研究員」的制度﹒亦即研究所同學

畢業以後，如果有意巔，能夠繼續留

在學院從事進修及兼課，且能透過重適

當的合作進行深入研究，這也是不錯

的選擇。又瞥如說有很多講義，需要

有人發心綜合整理;而完成以後，即

為良好的教材﹒

淨照法師:

如果有研究員的制度的話，也可以作為

師資的東海﹒

厚觀院長:

研究員的制度，只要同學願意說可以留

下來﹒ 至於校舍方面的問題，可尋求解

決的途徑。可以考慮從小做到大，如:

老師及研究員有獨棟的建築。

開仁法師:

這項研究員的制度要正式撞出來討

論，可以先擬定簡章，再逐步實行。

海照浩師 :

頭似「研究院」 嗎?

厚觀院長 :

那種標車滿高的，以當前的目標，先

暫定於研究所畢業之後再留下來進

修，就可以了﹒

淨照浩師:

個人覺符也要有一點成果來被驗﹒

厚觀院長:

當然，例如認領一些計畫，如對《琦

伽師地論》等經論做深入的探究﹒

淨照浩師:

歷經一段時間後，也可以一遵從事研

究， 一邊授課，達到教學相長。

厚觀院長:

因此基本. • 

開仁浩師 :

這樣也不錯!因為現在院內老師在任

教一段時間後，若想要暫時休息或自

我進修的話，學院能提供專屬的場

所，就不用另諒他處﹒在此想要順帶

一提:與開印法師交談時，老師曾論

及一點:以福儼佛學院截至目前為

止，部分論典歷經一段時間的研習，

已經略有成果﹒而未來佛學研究所開

設課程等大方向 ，慢慢趣向專業性的

研究﹒如此，當有探討此等論典時，

說非得要參考福般的資訊不可﹒所以

若能固定教授的師賀，持簡從事此類

研究，則更能突顯福嚴的符實﹒而學

生在經過研究所期間的薰陶，也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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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之後再朝此邁進，也比較能掌

揖方向﹒

淨間法師:

可以討論哪錢都論要固定，譬如說:

《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這兩

部論，還有導師的《初期大乘鶴教之

起濤與閱展》﹒

厚觀院長:

其他的也都可以納入考壘。例如先前

開設的《大昆婆沙論》、《渴伽師地

論》這兩部論，其他院校都未曾有從

頭到尾讀過一一這也是福殿的特色﹒

下一屆預定研討《成實論》輿《偎舍

論》﹒

澤照法師:

其實也不一定要全部上完;可有兩種

方式 ， 一種是精讀論的一部分，另一

種是略讀全論﹒

厚觀院長:

當初在中華佛研所時有些課程也是先

略讀;雖然是很快的看過一遍，但是

受益匪潰﹒光是這種收種就值回票

價!

開仁法師:

另外，同一種課程都有其過渡期，在

這段時間如何運用，作為往後銜接的

橋棵﹒可以規副主題式的課程，比如

軍

依現有教材 ，在大二、大三時開

r (大智度論》選讀』﹒

厚圖院畏:

對，這一方式可以進行﹒所以大四的課

程，可先在大一、大二奠定基體﹒像閱

仁老師的方法說不錯，有些議題先富麗同

學思考， 上大三 、大四時才可以接續;

如果都是考試 、不動腦筋的，往後會比

較吃力，而且進民不大﹒

開仁﹒法師:

院長剛剛談了很多有關招生的事宜，

是否往後學生素質會參差不齊?

厚聾院長:

招生的問題﹒因應未來大環境的關

係﹒對於學生程度的要求，會有明顯

的改變﹒如果認真考慮的話，事實上

也是值得注意、分析，乃至進行全面

調查。也可以評估:從三年轉成四年

的學制之後，會不會有師父因為這發

覺得太長，而不讓弟子來?或者是學

生覺得本來上三年的課，現在卻要上

四年?一般都希望弟子讀完佛學院後

起快回常住春獻;也有些人不習慣處

在團體生活中時間過長!所以「招

生」踏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澤照法師:

如果要多與社會互動，可以舉辦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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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活動﹒像法鞍山、間光等都有

鱗，而吸收不少學生﹒

開仁遠師:

可以成立活動策割組、文化組，而且

人力最好是來自竊聽畢業的同學﹒

淨照這師:

贊成，其實除了佛學院的職事以外，

像編輯發行刊物也應該請專欒人士處

理﹒像法按山推出一份刊物，都是成

立編輯組在執行﹒

厚揖院長:

在了解不足而尚待努力之處後，則能

如以捕強。如校友會的架機已經星顯

出來，但是要有頓覺、有工作，才會

凝遺賢:否則校友雖有心、有時間、有

財力，但是卻不知道要做什麼?其實

這是→間很好的人力資源﹒

淨照法師:

如果文化組成立的話，即可以到各校

友的常住協助辦活動﹒

開仁法師:

例如招生說明會或是主動劉外國舉辦

說明會!

厚觀院長:

諸如舵等，在成立活動策詞組後，都

值得一一執行，以走向人群。

.，者按:走過的路. ，必瞥了痕跡，學院默

默耕縣的師長們，為復進留下良

好的學曹典鈍.~激師長們 i

u-d品"1剝削﹒銀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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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但唱個曲棍輯
The Chal1enge to 由e Sangha in the 21st Century 

。'Ven. Bbi幽uBodhi/菩提長老講述(據錦坤中譯)

Tbroughouttbehis伽y ofB叫曲i胞. tbe 

Sangha has 胸od at the forefront of Buddhist 

activities. The Sangha is the visible 

r可resentation of 也.e Bud晶a 旭 thew叫d; 伽

twenty-five cen個ries， it has sustained the 

con:血囚.ty of the Dharma among bumankind; by 

its procedur咽。fo吋血tion and 甘an.smission it 

ensur開伽t the Buddh的 legacy remains a1ive. 

四.e presence of the Triple Gem thus d句明白

睡個 the san位a， the Th凶Gem. The S個硨a is 

an organ位叫側的ated by the B咽晶ahim揖E

It i且，垣 a sense, B reflection of也e Buddba. The 

bhi尬h咽 and bhìk他unis ha鴨 followed the 

Bud品amωthe homeless 1ife, 1開討ng behind 

their fam血es， their professions, their home晦， the

h呻聞組d promises of Iife 旭 thewl位id. Out of 

fai曲，也ey acc叩t 也e Vmaya，也.e cod.e of 

discipline 1aíd down by也eBu也fba，倒也e 伊ide

ωtheir way of Iife.τ'hey live differ祖tly 企om

ord函ary pe可11e 旭 the world. They have a 

distinct 叩pearance: 曲avedheads，昂的ial rob間，

special c凶ωms. They have rul喝1hat set 也m

apart ftom 0吋inary p的p誨， rules tbat r明區時

間Iibac認認甜1ÙDt， simplici執 harmlessn閩、組d

det恥hment ftom world1y enjoyments.τ'hey Iive 

dediCIt切d lives: Iiv間 dediCIt切dω 的udy， to 
medita討阻， 個 teaching and preachi且.g， to 
nmning monas伽iesand當前到ngoth位 mOI函， to

a 研制伽 p叫1y and reali且1i∞ of 1mth. 

Hσ間ver varied tbeir ways of life may be among 

也emJelves， the heart and center of也eir lives is 
dev呱呱 ωtbe Buddha and 伽 Dhanna. τ'hey

see their tuk 函Iifcωbe the promotion of the 

Dharma. 

We who have ga1her叫 here 旬day are 

members of this San拉且. and naturally we want 

15 



tbe sangba 10 ftour油: 甜甜幽we 姐姐:ve

m間gh伽d 蛤阻止 and com伽1Bble mona如ies

詛 which 10 live, OOt because we ∞nsider the 

San且aωbe 也e channel tbrough w.凶.ch the 

Dharma, the Bud曲的 message，個n remain in 

tbe world and reach 也e h晶晶 and minds of 

people. We ∞nsider tbe Dh虹maωbe the 甘ue

pathωp個ce and happiness; we ∞ns~由rit the 

secure path 10 help pe呼le 益nd relief from 

suffering. Thus，姐姐 exp:r四sioo of our lov旭e

尬的ss and compassi個如 humanity 組d al1

m世.cnt bei且gs， we w，且，t the Dharma to survive 

f凹 a 1008 time and to flomish旭 theworld.

The san恤a has survived for 甜me 2S∞ 

years: 由at's longer 也an the Roman Emp固，

longer 也an a1l the 句n幽胸 of the 臼inese

emPerOrI, longer也an tbe British Bmp泊.And it

bas survived withoot w開P個單， wi也.oot fi且也cial

m叩urces， wi伽ut armies, merely 也rough the 

power oftru也 and 討rtue.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ít w旭1 con血ueωsurvive or that 

it wil1 con也ueωmake vita1祖d 凶悍的ant

∞n肘butionsωhuman life. This is a task that 

depends on the members of 也e Sangha 

themselves, on each new generation of monks 

and DUD8, and也is 凶kísane組cmely旭po細t

one， b臨ause 也efu個re of Buddhism d叩扭曲。n

the future of the Sangba. For the Sanghaω 

survive, we haveωbe constantly on the al側 ω

mcet challenges. In thc ncw 間ntu旬~ the twenty

宜rst centu旬~ we are bound 切且開tnew

chaUenges, cha1lenges we haven't met before, 
組d we have ωbc preparedωface them and 

respondωthem successfu1ly. 

The movcmcnt of hisωry is always 個

i胸中lay of cluJllenge and respome. 臼anging

αmdítions 一一個說瓜，也∞omìc， po扭曲L血d

叫切.ral. conditions 一一 α田，te new cha1lenges, 
and 曲D時 people who 8UC揖ssfully respondω 

thcse 也al1cng間 change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San且aωgrowsand也vel，咖 through this 

samepr∞ess.lt 色的snewc旭llenges，也d at its 

best moments, it meets them ínnovatively, wi血
泊sight，∞回可:e， and convic蚯.on. Su，叩開sful

respons開 to 也e new chaUenge not only 組油le

theDharmaωsurvive but ot\cn勘垣Ig out hidden 

poten伽ls in the Dharma itsc眩~ unfolding new 

dimensioDS of the Dh虹ma that could not 

become manifcst under the 個rlier his個rical

∞nditionø. These ch祖gesbri時 theDharma垣ω

k胸r accord with 伽 spirit of the new age 旭

which it lD.UBt take root 組d 也m田iby enable the 

San由aωfunc組00 more e:ffcctively 詛 relation

to the new CJ沁ch. Wben the San拉ado臼 not“dress the challenge well, when the San拉a is 
fo且ed by the cha1lenge, thcn B叫曲泊m declines. 

Buddhísm thenω甜nucsωdeteriora悔， or

remainø 詛 asla伊antc個di世聞. un'幽 some wise 

andωm曙間us monk，位 group of monks, rises 

up 凶 the midst of the Sangha and 00'曲啥滋n

overcom間也e challenge. 

1bis process of chaUenge and re嚀。也eh甜

unfolded 8t certain key juncturcs 扭曲e 凶sω可

ofBu幽hism. F前 e甜mple， after the Bud曲的

pari且W祖a，也eS個位a found itself :faced with 

the task of mainta泊ing the teaching w訕訕。utthe

Mas個伊ωent in its midst: 也iswωa challenge. 

The mo:nks re.sponded to thís chaUenge by 

∞H間也g 伽棚chin軒昂oken by the Master 
and organízing them 泊ωthe Vmaya and su回

CoU帥ons. In the time of King A品油.the

numbers of 1ay 曲切關s 詛.creased and practi開S

were neededωsusta扭曲.eir faith: 血ísw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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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The Sangba re有ponded to this 

challenge by plac旭g grea:回 emphasis 個

由w心nalpr那ticcs and taking個new roles that 

enabled 血em to overs開由ese devotional 

practices. Around 1he 組me time，扭曲manic

伽u拉t bccamc more 甸間間組d analytica1: 
由is was a challenge. The Sangha mponded ω 

也Ìs challenge by develop垣g a more rigorous 

sys給matic version of也eBuddha's t阻曲時， the 

Abbidhanna. With tbe expall8ion of India's 

horizons came the recogni世on of other land.s 

beyond India and 血e oblig甜mωspread the 

Dharma far and wide: 也is w晶 a challenge. τbe 

1'fJ3ponae w副 tbe Buddhist mÌ8sions:ωSri 

Lanka and Sou1h個8t Asia， ωCen回1 Asia and 

china, and laterωTibet 個dthe 祖malay祖

垣n阱。ms. Tbe mÌ8sion.s姐回m gave 由eto

cltallf!1到~es 1hat called 品r new 扭曲"的。f

C~阱，。呱呱.ctio且. and ta1ent within th.c 

訕訕. Thc establishment of B叫“m且也.ese

軍

1血也 z四UÌIτd a special response:“aptations to 
new 叫.tural and s叫“∞.nditions， 也e le缸ning

。f new la時間.ges， and 也e 回nslations of th.e 

Buddhìst tex:ωfrom Indian 1ang1時間詛ω

languages with no relation at aU ω 且y凶guage

m吋包India. Tb恤. as Bud曲ism b部ame the 

dominant religion of these regìons, new 

tmdì.tìons wen: forged which enabled itω 

詛.tegr通尬組sily with thcα1S00ms and pr齡ticc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s a re8ult, the 

Budd凶smwe 臨E 旭 differcnt Bud晶ist ∞m出間

也splays s回祖ng differ扭曲s: if we put sri 
La血an. Cbinese，祖d Tib伽nBud曲ism side by 

side, we can find hardly any outward 

simìlariti曲， apart from reverence 如 images of 

the Buddha, monasticism, rituals , and 

m.editation. 

H何ever gr胡t may bave be扭曲曲曲阱，

也at took place 旭 Bu幽hìsm from 1hc tìme of the 

B叫晶a hìmself right upω 也e

sixteenth century, a11 these 

changes occurred against a 

background 伽t we mi值t 個U

traditìonal. S臼ne ch虹U抽Eia岱

of a traditional Buddhíst culture 

are as follows: (1) the 

predominant mode of life is 

嚀'8I'Îa1l; (2) 也ew叮ld view of 
most people is saturated by 

m句i咽， wbich is gen前ally a 

mixture of doc當inaire Buddhism 
叫 indigenous "fulk religion"j (3) 

tbe poli討個1 可'stem is IIlOIWChy, 
but with a high degree of 叫f

govcrnment at the 討llage level.; 

(4) a m呵。r role 旭 alla睡前尬。f

peoplc's Iiv個 is pl叮ed by the 

Sangha, which i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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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溶ponsible 如r educatíng 也e pc:也ple and ser叫ng

their s郎ial andωltural n啊S. 何hen 叩開king

白血.1 w祖tωs關s that 1 am aware that 泊

china. Bud晶ism has met with per蜘咄OD. and 

has ot\en pla則 a subontina蛤 roleω 伽

dominant Confucianism.) 

F叮 Bu出“stAsia，也e sixωenthcClllωry 

姐回duced a challenge 也at shook Bud曲泊m

ri拉1 down to its foun曲1ÌODB. For 也is ce酬ry

marked the begiDn峙。f伽∞1個詞1 perio乳制

now traditional Buddhism W8S facing a 

cba且enge like no 0也釘 it had 的er faced before. “ c Eur可)C8D n甜∞ aftcr another 誠 out 10 

co問.ucr the Buddhist homelands. grabbed 

COJll個lofthe 叩ci副組dpoli討姐姐姐個世ons on 

which p叩叫arB咽曲扭曲 d叩cnded， and seDí 

over missions to convert the Buddhist 

P句也tiODBωC出組血ity. Tho曙h th.e Christian 

missions h“個ly 1imit“叫“ss，“1 伽se
m.easures dealt a hard blow to Bud晶ist 歸路

e晦em. In the Theravada Buddhist w前id， the 

imper凶ìst progx激m 旭diω8trongest imp訟法個

街i Lanka. Here, first 也c Portugucse，也且也s

Du恤. and :fina11y the Bri組曲 gobbled up parts of 

the ísland, un副 by the early nine臨抽 century

Britain 臨街也包d imper旭1 rule over the whole of 

Sri L祖國. AB a result of imperial poli呵，也s

San拉aw揖 marginaliz叫 andd耶ived of the 

dominant role it had p1ayed 姐也e 1ives of 由S

Buddhist pc:帶叫甜但如 centuri開. In the Ci1討es，

where Iarge numb的 of Sinhalese em卸齡ed

C出甜甜i臥 the mot曲 even felt a曲amed10

walk out on the 到reets during the day. Tbe 

W叫做n ∞lonialists and their natíve fo l1ower8 

would ridic曲也間，企回sed in their SI1世m

robes, as "yel1ow birds. n 

But the Sangha didn、 remain paSsÏ'鴨. 叮叮

n:a1ized that the very fùtur電 ofBuddhísm was at 

stake; they knew they had to riseω 也is

challenge. In Sri Lan恤， ωme monk:s leamed 

En;斟ish. They studied WI閏切m cu1turc and 

p凶倒甸甸'. They 1，曲med how ωfind the W倒.k

spots in C出詞曲勾 and issued criticisms of it 扭

曲“ ownla時uage. Th叮 f個nd泌的詛modem

science and in Europ個n humani姐.W:凶.ch was 

also a胸必ng Cbris也nity 祖d cxpω函g its 

h叫ts. The monb made positive chang開細

well. They al個叫做'&ditional religious forms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modcm world. τbey 

realized th叮 cou1d no longer give long, 
pompous, scholarly sermon.s that ord詛ary

P∞pleω叫曲、 und聞組00. Ins個d，也可 began

ωgíve concise, m開ningfùl sermons addr潤sed

too吋inary people, explain函gbow ω 司司~ly the 

Dbarmaωeveryday life. From the chri甜m

missionaries tbey leamed how to develop 

血泊曲ist 伽ms of s∞iaI service, us詛g 個 a

model the past lives of the Bodhisattva 

Sakyamu垣 rec叮ded in the 1 atakas. Th叮

established nationa1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imed to pro伽tBud曲ism伽n attack by other 
religi個B and 個 promote the Dharma at variOUB 

leve1s. sri Lankan Buddhilrt monkB b臨ame

w:idely re咚Mlct組 forthe廿 schol紅油ip in Pali and 

Dhamma. B叫晶ist se帥。f higher lear曲時

blossomed, among them Vidyodaya and 

Vtdy叫.ankara， which b∞amesofamo間也且:t they

a跑回臼d studenta 告。m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the recent 趾story of Chlnese Buddhi阻，

也e two mo血仇 M剖偷 Tai Hsu and Mas伽Ym

Shun, b間ame key figures扭曲臼ÌDesc S扭曲a

precisely because they pav，叫 the way 伽 the

modemiza伽'n of Chinese B叫dhis且These two 

monks oot 個lyhadω m.eet the c凶llcnge. They 

a1個 badto 向伽e the challe1Jge， ωexplain 

clearly to their fellow monb the natu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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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tbat wer電 b目叫ng Chin且eBud勸阻，

Otber monb (p耐apswi血 a few 認ceptions)

did 1I0t eVerJ see the challenge; 也ey w'紅海

1ro1lbl閣. but cluel個8 about their 1ro1lbl間， and it 

wωbccausc th.cy didn't 8ee the 80urce of their 
troubl，曲曲at 伽ry cou1dn't do any血ing about 

them. But vc阻 Tai Hsu and Ven. Ym Shun 

recogniz叫， like no others before tb位民也e

problems intemal to chin開e Bud晶is且They

bo曲曲伊os叫伽沮ness of Chinese Budd凶sm;

and 旭討ng done 80，也ey 且w what hadωbe 

done to rcmedy the 凶ness. They 切th realized 
酋at Buddhism w幽 nevcr in個dedωbe a 

religion merely of 恤前也血d ceremo帥， of

wonhip and devo討側， butwas 姐 essen間 ad開p

and boundless sys包mof叩鼠"祉ity aim吋 atthe

higbest en且gbtenment. Th叮 reco伊垃“ its

phil080phi臼1 profundi旬" its rationali恥 its

e幽cal puri紗" and its practi個1 relev，姐ceωthe

αmd.uct of hmnan life. 祖cybo也 set out，扭曲eir

own W8'抖，旬缸ansformChin開e Buddhi紅nand

h坦g it in切恥cord wi也 the m叫eme缸Thus

we have Ven. Tai Hsu's progr祖n of"Bud晶ism

for Human Life, n and Ven. Yin Shun's 

philosophy of "Human R且，1mBuddhism. n 

Now we have ∞meωthe twenty-缸"

century, a new crossroads bringing new 

challenges difJcrent even from tho揖 f~by

the reformist monlcs of Sri Lanka旭 the

níne包租曲曲ntnry， different from those faced by 

the two refonnist mo噓S of Chin間 Buddhism

in the mid-twen自由 centu句﹒ At th函伊喝ent

s個，ge in his個y， we c血 S明，但也e one 1um也

much potential 伽 the adv組閣ment of the 

Dbarma, many new 呵呵()ortuni泊的世俗re 咽;yet

on 伽。也.er side. there are new challen阱，

缸個na1 andin組mal.

軍

Among the exter叫 cballenges， 1 w也 just

m扭曲n two, but 1 wσn't d間lwi曲曲em at 

len阱. one is the po個由1 threat posed by 卸

missionary effi副8 of fundamentalist Evangelical 

C世臼由且可祖d伽缸ust of Is1am. Of也e two, 
臼d甜anity has 80 far b甜nmore 齡組ve， but it is 

也o possìble tbat 包也e n，阻r future Islam may 

under阻ke active proselytization. The Chris丘an

missions, backed by 甜'ong financial re帥油田S，

他get poor pop咖，tions in h開vilyBuddhist

g個s. Th旬的wupm組個fu1 strategies b““ 
o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marketing 

臨bniqw間 for conv位也g th臨帥ul甜008.

They use financial i.ndru:ements ωa位官ctp間ple

ωC趾is位anity and th咽，叩開也叮 become

d甸回dent 個也cir 臨徊。因C 訕訕恤ce， compel 

themωrenounce Buddhi姐姐d embrace 

C世包國血ty. 1 don't have an e值y answer about 

how 10 address SUlCh a challen阱， but 1 don't 

agr田 with 也e policies proposed by 80me 

∞m出cs w垣ch entail p1acing 1明缸ictions 恤

金，開dom of religion and preven血g a pcrs恤

金。咀 cba時旭g n:ligions. In my 討ew， we 
曲。叫缸.'t achieve secur旬~ even the seαJrity of 

our own religion, by pl齡組g res自由ns on 

F句語，'s fr四domωembrace the religioo of tbe控

choice, even wben tbat choice i8 govemed by 

mercenary motivcs. 1 think a 叩und solution must 
C個S 幽m瞋 healthy 臨倒叫曲曲vel句men:丸

which would make conversion 旬阻othcr

religion for economic benefits lose its 

at虹'BCtiveness.

τbe other probL間， fac吋 by the more 

rapidly devel咖ng Buddhist COUD'討髓， is the 

筒ndency of economic 曲vel何mleDtωgive ri時

個 a consum叮íst culture that emphasizes 

immediate 8ensual gr茵的ca討扭曲曲啦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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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life.τb.is undercu必 thetr甜i伽1na1 Buddbist eJ:耶lhasis on 
揖1卸的個凶 and inner 絃祖郁刮起ty. 油e best remedy for tb路. 1 

belie嗨， is Budd趾steduc叫“l， in月parted 蛤 Bud晶ist 油且也租

金咽 an early age onwards. Such educ甜on should be 

∞Instantly reinforced at home by the paren旬. who by th前
ωnduct 祖.d attitudes shou1d show their children 也at they 
themselves uphold tbe fundamen泊1B叫晶ist etbi叫叫到ues 組d

制3。但ize 也e limits泌鋪間ualgr甜:ficatioD.

So now let me pose the 可J.eStion; What eue the 帶M切I

challengi韓城ωthe&偏tghafaces today， ωUJ are likely Û) face in 

lhe near future? 

The most basic challenge 如 the Sangha is ma油訟扭扭g
the relevance of the B叫曲的總ach油gtohuman腦nd. Nowthe 

distinctive mark of tbe p甜sage from the twl個做th centwy to 
the twenty-缸泌 century is the 絃祖si伽，n from an emphasis on 
泌dus剖al 伊oductionωthe 純q瓜siti伯 and di給你Jtion of 
泊form甜侃油is 甘ansition is 18屆時防備 aJready in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and in the most advanced sections of the 
pop叫甜ons in allωm出.es 紋。und the wor凶. It is some必mes
泊dicat叫 by 鶴，ying tbat we are m州時念。1m the Indus絃ial 勘濃

to 訟e Inform測。nE俑，念。'm a pll吋uction-based world to a 
knowledge-b帥。dworld.

As we know. the S個位a h紹 always exis削泊 close

尬teraction with the Bud他ist lay comm.uni耶 τ'he rela'坊。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ne of interd句endence祖dωUabora翻越.In

甘甜i反.onal Buddhi蹈，船 1 have sketched it abo嗨. the laity provid臨街e member章。f the Sangha with 
theirma慨ial re制si刷一-rob帽，品。也 dwellin蟬， m甜icin閥，組.d other materiaI s1學ports-wbile the 

Sangha pro呱啦s the lay community with teac恤.gs and with examples of those who lead lives fully 
dedi帥ted to the Dharma. The monas鼠csare 研pected to devote their 討metostu你m叫ita由民糊ching，

pre臨趾峙，組.d the ∞，nduc也，g of ritual prac卸的 (such 船“句話關單聞 and sutra chanting). The laity 

ω恐怕t tbemselves with tbe pr恥忱。fgi地g 必ms， under泌恤g prec句俗， performing 仰。話。凶，組d

ωIme of the more ritualized forms of meditati侃These two 11甜甜甜'ofBud翩翩的妙抖叫lofmost

traditional Bud晶ist cul恤輒 1 will cal1 the former 甜甜血 tlli愉ative Buddhism." This s回am of 

B叫“smemphas切s theω're principles of the Dh誼ma: und紅軍tanding the Bud品的細chings; insight 
m叫ita悅。In; the development of w認伽1m; the re剖助組on ofprq，冊， enlightenmen丸。Ir lli:仲勛α.1 will ca1l 

the other s個個 "accomm。如tiveB叫dhism": 也is is the Dharm必吋usted to the nl開dsandωpaci緝捕。f
o吋泊何P絢ple.lt個ph紹izes: devoω，n to the Buddha and holy persons仙也isa:恥as，紅油組俗，組組.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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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倒也)組d the perfonnance of meritorious 

de“s 包enerosi紗，戶也可包， wors趾p， pi1grimage) 

旭 orderωattain a fortunate rebirth. It 

F臼uppos聞自8t the Buddhist devotee isn't yet 

ready 品'f deep Dharma s旬dy and sαious 

meditation pr8ctice, but needs gradual 

m甜lI8ti個 b甜甜個腦血，卻vo組咽，個d good 

de吋S.

1 believe that 也e changes that are ta屆時

p1ace at preseut w山 radically trans伽mthe

rela御自由ip between these two "str間ms" of 

Buddhism, and with this 缸祖sformation， the 

S曲曲a will face new cballenges never faced 

be伽毯， cballenges 伽w趾ch its members shou1d 

be wellpr可E叫 in advan臼.Iamn，前 aprophe丸

阻d 1 can't foretell the 缸ture 旭 detail But 

jud個g from pr四個t tre.n函:， 1 wi11 just tryω 

sketch 曲曲 of伽 more important challenges, 
asl8自由m∞血略

1. The role of h;gher e曲catíoll. Now in 也e

Informa組on Era, a bigh percentage of a∞untry's 

pop叫ati個 has 都可血ed a univ間ity education. 

P的ple have ac∞88ωmu也 g叫er 翩翩。f

knowl吋1geand泌formation than tb叮 everhad扭

曲e pa8t, and their underø個ding of mundane 

rea1ities, and even of Bud品ism. is much more 

ωp趾s也a飽dthan且pre討飢渴叩凹hs.τbiscou1d

C甜甜 a seismic 曲曲扭曲e re1ati個s between the 

Sangha and thc laity.﹒ E由eS扭曲8 isω ∞ntin閻

個 make the Dharma relevant to the lay 

∞血muni臥 it IIlUlIt bc 曲，le 10 fu旭11 the n間dsof

the lay supporters, needs de慨m旭edpa叫:y by

their 吋ucati個. Since we live 血 a time when 

many people havc gain“a university education, 
pe叩，lc w也餌:pcct the Dharma ωmc甜ureupω

the s恤也rds they 旭ve ac徊的d 世oughth甜

academic 個區時﹒西可 will not s旭ply 叫個pt

軍閥，曹

也.e teachi且gs prescnted by m.on晶世.C8σut of 

間V宙間ce and unqu個“。因且g trust Th叮 have

been trainedωqu個世on and 旭郁的， and 由叮

W沮1 嗯'Ply the same appro齡bwhen曲týcomeω

也e study ofBud晶ism. Hence the monks have ω 

be readyω an.swer que甜ons. Th叮 cannot

expectωreceivc humble deferen臼宜。m th.e 

laity 一一血泊me， th叮W沮 receive re句ec丸 but

they have ωeam tbis r臼pect by proving that 

theyc祖 clearly explain 也e Dharma. The monks 

wi11 也個時:lves need 旬 have received hi拉er

edu開組on， primar甸旭Bud曲ism but al80 旭

subjects 詛曲回位yrelatcdω 也eDharma， su晶晶

modern philos叩by and psy曲。，logy and oth.er 

g回S of 旭伽臼t. Exact1y how 10 integr通.te such 

mun也ne knowledge in10 a mon個tic cmriculum 

is a que甜m 也8t would have 10 be worked oot 

by those re8ponsible for monastic educ甜瓜

2.The ro1e ofpub1ishìllg. Closely relatedω 

the opportuni世間 for higher educa低on among the 

laity is the role of publisbing. lust 組也e use of 

w兩ng 甘ansformed Budd恤msome也ne arolmd 

the second centwy B.C., 80 beginn油g 旭th.e

S也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甜的旬~ th.e pr曲也g

press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have 

t祖S伽m“Budd趾sm. There are now hUDdreds 

of books available 詛Engliøh on all a再給cts of 

Bud晶ism， botb p<帶叫虹 and 臨ho1arl)凡 andmany

切00 are available 尬。ther 旭每泊啟迪.面凶 any

diligent student of the D1wma can ac恥的 m

extensive knowlcdge of Bud曲ism ba臨don

books. F，叮 a knowledge of BU(岫ists副ptu時S

叫∞，mmentaries one is no longer甸endenton

them個屆世yand個 mon區， as 0De would凶w

been in a tmdì討onal Bu“hist cul削re.τ'he

micro-computer has further revolutionized 

Bucù血ist Studi個. Any dili伊mt 伊拉宮on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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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的ebook computer can sωre an 個也可~ Buddhist 

llbrary. 泊cluding several T均加恤，個尬。r

her hard disk. τ'hrough 1he in紛met tbl句 C個

acc開S v;揖t resoun:e8 on Buddhi.sm and engage 

in disωssion groupB in 討府泌l1y e\I1紡y type of 

B咽曲is也Th凶 bookknowl，吋ge of the Dharma 

恤，'t a special privilege of monas低風 B叫dhist

Studies is a1so oífered船 a sul甜甜t泌 uniVI間峭的

and several universities have faculti悅。f

Buddhist Sωdies.τ'here are many outstanding 

lay scholars of Buddhism who are doing 

rese間h 泊 high1y specialized. ar輸S ofB“晶ist

Studies. 

For 珊，也is raises the question what we as 

monks will have to offer. 1 wo叫d say that our 

組成 will not be to compete with lay Buddhist 
部:holars. 清re shou1d ce加油ly s間k10 品q凶re

吶。，larly knowL甜ge of Bud創峨的mas

many reliable souroes 幽 pos8ible， and we ShOl泌

1臨m from lay scholars when Il!酬S8的﹒ But

wbat the Buddhist monas低c llfe oífers is 阻

。pportunity to 似Jt Bud晶ism into practice; it 

giv1輔 the opportunity to combine study of the 
texts with the 垃吋ng application of th給

伊詛ciples 迦 a life based.個 faith， devo錯。'11. and 

∞m且他ent 10 the Triple Gem. It is this way of 

life that has enabled the Sangha throughout 

hisωIry 紛紛回ct capable men組dwomen to the 
pa惱。f 間nunciatio11. and this wil1 also be the 
叫惚。f 甜-eng血 for the Sangba in the new 

個ntury. But we have to be 益rm 尬。ur attempts 

10 unite scholarly knowledge with practi俑，

凶tel1ectl.泌1 und前standing with faith and 

commitment. We 叫，nnot settle for mere 

knowl，吋，ge without pr騙錢，ce; nor 叫n we have 

blind practice without clear intellectual 

m如紛紛nding.

3.Shifting populations. With higher 

edu帥話。'D， more 組d more people migrate from 

the countryside 如 the citi尉， and we thus see the 

ci泌的揖，pand，抽血。u御'ards 組d upwards. In 

Bud晶istωm出臨 like Taiw;妞， this brings about 

ach個，ge in the quality of風尚晶ist religious life. 

The 0世如ms of 11船∞，mm吋ative Bud曲i妞"

based. on faith, devo伽'D， and d帥ds of merit 

wo的 be 徊。ugh to 側stain the loyalty of 

thoughtful lay people who are leading 

pro加sionallives in the cities. Th間epeoplemay

have been 個尬。d as ∞m仰t前 enginee嗨，

medical d∞個寓. physicis怨， business executiv，剖，

組dfin姐已泌1 experts. If we expect them to 

remain loyal to Buddhism, they wi1l be 

a鋪路削甜甜 if the type of Buddhism we offer 

revolves largely around beliefs concerning 

heavens，加悔，組d 犯紛紛 livl純 Such people 

have been taught to exp間t c個crete results, 
res吋ts that are visible here 組d now, and 

Buddhism must be able to meet their 

e耶ecta御風If it doe甜、 they wil1 tum away. 

However, people living under stressful 
ω“如臨 W偶、 1鵬也甜need 如伽 Dbarma.

E 妞"恤& they will n開d the Dharma even 

moreurge叫3凡 just 紹 asickmanne他m恥m

more UI海切卻也anab開lthy Dl8n. It is essen倒

也at 伽 san恤a can offer teω姐ngs that help 

people deal with the pr油站ns of everyday 值錢，

andd叫1 with them in a c1<組丸"甜甜c wa:弘

based on realistic insights into human 

psychology and 個 und帥恤ding of t:卸貨帥

factsof 結is細ce. This is the way the Bud晶a

himself 肘ually taught，個d thus we have the 

Z鳴。urces we need 泊 the most 祖.cient 1恥。叫50f

泌 teac隘時s. Ifthe San拉a doesn't present 伽

Dharma 詛 such a way. 阱。'ple might well 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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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ìr 倒也 in Buddhism and tumωα也er

rel站iω.

When I speak about m世ng tbe Dharma 

m臼ssibleωpe句，leωday by emphas控旭g its 

concrete '"φ組組組a1 benetit罩， Iw.組.t to make it 

clear that 1 am not “vo曲也g that we dilute 前
血泊曲曲e Dharma to make it more "digestible" 

伽 pe句Ile. W恤，t I mean is 也at we m'叫“旬t

theDharma旬 the dispOSitiODB 血d個pacities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p開pleof切也y. That 誨:， we
曲ould first emphasize those asp自包也at come 

wi也inthesc句)c of their immediate experien帥
詛 orde:r ωgencra切當回t in tho晶晶，pects of伽

Dharma that go beyond an 血過迦ary 戶闖闖ts

cxpericnce. Bot eventually，個yαnnplete and 

ade可過lte presentation of 也e te甜bing must 

co叮叮 a clear and ∞啞plete pict帥。fwhat the 

Buddha ac個al1y taught, encompassing a11 
elemcnts essCll'也1 to thc :framew四k of 由s

Dhanna. This w姐1 n郎essarily ínclude such 

teac屆時~幽 karma and rebír曲. the diff切ent

planes of existcnce，也e higher m吋itative

realizations. the s甸回 ofliberation，祖d 帥 forth

te臨.hings that Iie far b叮'ond 也.e range of the 

也dina.ry perso的 experi扭曲.

But onc must proc開d s區H氫illy，迦 a

g咽咽1 s個pbyst叩 wa~凡 l開ding 企明n the 

simple to thc profound, from what is 
im血ediately clc虹 to what only can be 

undersωω 也roughd個p reß個世個. Ifwe begin 

by empbas出時間h teachings 值跨恤也 and

σtber p1anes of exis個咽，位芷we 咽rtwi也 m

approach to B吋dhism b個edm聞組yon甜th個d

也開吋咽， pe叩，le 趾'Ought up 個 modem ways of 

thi出ng might bec個e skeptics and a加ndon a11 

interest in Bud曲ism. But 0血的 might not lose 

也.eir 詛臨的包 the Dharma. Ins個d，也eym融t

軍嘿嘿，，

purs凹 a "Buddhism without the Sangha." 

Educated lay Bud晶ists might 伽m grou伊

咽。啥也emøelves 一- Dharma discussion 

groups 個d meditation groups 一一個d 也.us a 

type of lay Bu幽幽m 訓11 emerge run世時

parallel to monastic Buddhism. Monas討C

Buddhism, wi也 its 閃閃moni闕， rituals, and 

伽votiona1 practic帽， w姐 TCmain 也e preference 

of simple city fo1k and 也e peop1e of the 
CO'UD旬side. The ωuca包d mban Bud晶ists， the 

educated elite, will prefer their Buddhism 
wi血outamon且也 S扭曲且，眼cept when 0闊地ed

for funeral ceremonieø and 0也er merit-making 

oωasÏons. Thc living transmis&ion of Dhat四a

w也 go 個個世~ly among I叮 Bud曲ists. Indeed, 
lhave 油田dy secn indi“世onsof也ish叩pening，
旭 different way習，尬對i Lankaand也.eU.S.

To avoid miBunderstanding, let me say也at

1 do oot wantωdismis8 也e be1iefs of 

"accommodative Buddhism," su.ch ideas 歸

祖nna and rebirth, as m釘e fictio凹， or the need 

伽 faith，也votio且， and works of merit，幽血帥

、句“icnts" suitable for s妞:rple people. The 

po.泊tlwantωmake 扭曲8t包也e Y'開rsto ∞'me，

for姐姐cre扭扭g number of educated people, the 

"door of entr扭曲"ωthe Dharma won't be 

ttaditioz旭1 faith but the rational, empiri叫， and 

F齡組ω1 appe組 of the Dhanna, and those 

versions of Buddhism 也at address the時 n間也

b個t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flourishing. 

4. The role 01 melltal trainillg. An 

extr宙間ly crucia1 point ìs 由此 the Dhar四a will 

con:討n臼 not only by its 姐.tellec旬alapp開1， oc成

only by its pra呵呵1 抽i帥，加tpa1前ula峙，旬， 抑

system 01 mental training and internal 
αútivalì01J. This is what di甜nguishes Bud曲函m

企om virtually all 0也er religious 叮S倒也: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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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缸s8 on tbe ccntral role of the m且d 扭

曲個m姐姐g our happ扭自B 前 suff回嗯，阻d 也B

F前tical me也叫B ofmental 叫tivationito宜的

So 8 very 叮叮恤，也位。，f entra帥"ωthe

Dharma 伽 manypωple 扭曲e pr8Ctice of 

medi叫個. This is 也e special door 伽1hose

who come fmm non-Buddhìst backgrounds, 
whichhωb明nμrtic叫缸ly也ecase 血也eWest.

But it h.as alωbeen prO討ng effective for 

tradi伽nal Buddhists who 呵呵proach the Dharma 

from scien組，c backgrounds and 扭扭g alω18 

瞌睡，ti個L 旭耶.ùsitive m扭曲.

1 don't也姐k meditation alone ÍB the 

answer. and in this re叩ect 1 am criti個lofthose

teachen in the West who w個t to ad呵rt

meditation alone from Bud曲is呵 呵e吋ng

Buddhist doctrine and B叫dhist fiù也 I 也詛ka

balan'臼d approach is nec閏且可: a 討ple balance 

between faÌ'曲-and-devotíon， the study of 

Buddhist teachings,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But it remains a fact that many 

pe叩，leω血.y are :6rst a也都tedωthe Dharm且

也rough mcditation. once th叮伊尬。咽的偉

bene曲曲'Ough m“i削βn. their interest 

詛 the Dharma w也 be awakened 

and then they can be gr叫田且y

ledωan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t doc出ne， ω 血e

study of Buddhist texts. 

and then to faith. 

也voti凹， and even 切也e

mOI圓tic life. 

InCb旭ese tradition, 
when a monastic was 

drawnωm吋itati咽， it w剖

usually witb a scnse of "world 

weariness and flight 金om the 

world." The monastics w明，ld 叫叩t a ta:lusive 

lifestyle. They wo叫dwi曲曲aw 也可詛ω 也e

forest叮 the mOUntainB and avoid human contact 

for decades, mcdita也g for their personal 

enli拉岫血ent. Now, 8t 也e turn of 也.e new

臼ntury， meditatìon 旭.s b晶。me 也e Bud曲ist

practice 也at a:世acts many educated peopleω 

the Dha.rma because th叮甜e it 8B helpful for 

living 且 thewor1d.祖叮 takeupm鉗制。鈕， not 

because也eyare w'甜y of the world and keenω 

臨ape fÌ'，個區袋， butbec個setheyre∞研m幽t

høpt血間s and suffering d叩endm且也em迦d， and

theys自由attb可 must tr函n tbeir own m扭曲 ω

find 飢le pe間 andhapp姐關﹒ Atpr開en丸姐也e

W間已 meditatiOI1 h.as become an ac世vity 也8t is 

generally communal. It ÍB oot pr都恥edal個e 詛

rem叫e mountains, but in groups一一詛 cities

andω'WDS，叮 in meditation 摺阻擋t Cenl能rs

l回臨d 姐 q凶et areas. It is tau仙 to prisoners 詛

high security pri80JlS and has often tran的mted

th甜 lives. It is taugbt包 pain clinics 旭 hospitals

to enable cancer patients to cope with 

ov當whe旭時伊且It is 恤拉tωfollowers of 

allreligio間， who integrate it 凶ω 也，eir own 

religi個 lives. Psychologi凶如dies

are ahowing 也at those who 

meditate 1開d happier lives. 

even with busy c紅間rs and 

families. Thus, for the 

Chinese Sangha to 

pr四erve its relev個自 ω

阱。ple 且也eco回nger遍，

it ÎB important 伽 itω

reclaim the 叩ecial role of 

meditation 祖dωdefine it 

as a group acbvì恥 not an 

activity onIy for 80litary hermits. 



5. .Â 1t)le for 伽草制椒m "的“1ge. 1 would 
nowlikcto 鷗.y a fewWI叮ds about wbat I 曲曲kis

the 旬ccialα恤bution 1hatαinese Bud晶間，

and 臼pecially 1he Hn個ge of scho1ar-mot岫

晦mmìng 卸m MaStJ:r Ym﹒曲血，個n make to 

B叫曲ism 扭曲e n閃閃nt\旬" with r的時間eto

B叫晶ism 且 the~賦In the wi師， other forms 
of Buddbism ar苟且ow well re戶自租給d. τbere 紹e

activeτbcrav:凶a 個臨時一一也，ough maiDly 

with empbasis on meditati恤，的t yet with 

m恤卸拯個做個1 血ldyó there are many 

TIbe個且臼nters with different po姐ts of empbasi.s, 
合om 時holamhipω 妞tensive meditation. But 

East Asian Bud曲ism is repr宙間ted p!旭arily by 

Japan閏e and Kor四n Z阻. nei1her of whi.ch 
strcsscs 曲曲。f治站前旭owl鵡e of Bud曲ist

doc國ne. Thc whole E虹tyM曲直插曲甘甜ition is 

virtually missing from wi回回nBuddhism.τ'his is

perbapsbc寫tpr四erv吋扭曲e Ch旭個e Bud曲ist

h風ge sæmmi時 from 施ster Ym-也阻， τ'bis

Hneagerepr臼CIllS a branch of臼血esc Bud晶ism

that 10c曲曲r Øl血閉眼 ootω 1he Hna伊s of 

臼旭ωM曲帥. butω 1he Early Indian 

Mahãyãna. τ'hus this lin個ge ∞uld "round out" 

軍

the抖戚;m， of Bl.凶dhism扭曲West by providi時

wbatwem峙t 個且，祖e body" of classical Indian 

M血ayana Buddhism out of whi.ch la個 E晶t

AsianB吋曲蟬，也∞h 血e zen and pure La凶，

andV肖rayanaB叫晶.ism，如vel，句“-

6.1萬e Sangi加 cl3 offer訪Ig chalIeI伊. I've 

spob祖 about 曲me of the ways the san且ashould

meet the cballenge of臨 new 個臨時﹒But one 

addi旬nøl point I wantωmake is that the 

Sangba's cr山ia1 miBsion is 

Mt only to meeI 

cha1lenges but ω 

offer challengea. 

面e sang恤圓圓t s個dupω 1he modcm age and 
F四個t its own 曲“lea:晦es. n溢血泊demw叮ld is 

出略帶ml around 旭 circl個 by 幽 blínd pursuit 

of sensual p1easuresö the Sangba is a comm咽ty

of men and women who have devo倒也由Iiv帽
to 包 reounciation of揖nsual 抖間SUle8. By th甜
peaceful Dl8IDlCf and iDnCr h再加血ss.包 monks

and mms challenge 0的mωsee 曲屁也ewayω

坤恤個s lies in mas個y of sensual 幽闕， notin 

their 扭曲迴~e﹒ The rnodem world is 加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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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D'叫吋明白ath叩piness is to be WOD. by 

w叫th and power;伽SangI祖!l. is founded OD. the 

慨viction that happiDess isωbe WOD.包ough

simplicity, voluntary poverty, and inner 

缸vel，司nnent. In也is way, monks and nuns 

challenge 0紛紛:s to s師也at 崗"旭棚1ies 姐

s泊中時旭8 伽ir 且V嗨，旭 reducing theirωw時

如W捕lth 祖dpow概也.ey pr樹ent them w他 the

poW紅甜甜瓜le時瀉。f turning inwards to find ttue 

峙恤閥 and peace. The modem WI耐1 綿ks

endlessly for satisfaction in technological 

旭帥"的間， always 榔uming that new 泡妞，gs are 
h伽恤伊﹒ τ'he san辦棚:ks to preserve 組d

1wnor ancient個diti個s， and to live without being 
m飢unbered by 伽 many conveniences. In幽

W8)凡 the S咽。a chal伽1ges others to ad叩t a 

h珈山.festyle， ú> respect wbat is 祖，cienl丸ú> honαr

and revere the na倒叫個叫l'Onment In the m叫em

world violence ÌB expl叫ing betw開npω'ple of 

d品rent 抽血祖d religioU8 group恥 wbo are 
αm刻都吋也at vio1en帥翎n so1ve th睛 problems.

The S圈。a is bas“他 theprin句le of non

violence, on the conviction that patience, 
discussion，組d compromise is 掃sential to 

hannony betw棚 humanb個俱四u8 the sangba 

challenges people to 叫vetheir仰blems 幽'ou拉

mutual understanding, tol你個時， and 10叫晦"

越ndness.

τ'he 細嚼a shou1d aJSO cba.1lenge伽 world

withi認COJ:盟國恤ent to what 1 胡11 the "world-

1raD.sceDding" or 胡椒amundane" 倒p酬。.f the 

D凶ma.尬。ugh 1 spoke 甜Uer about 四訟g 1he 

討.sib梭，“mcrete benetits of the Dharma 88 a way 

toat甜甜t people of the modem gen紋惱。，n ú> 1he 

Dru虹'ID8， 1 w祖t to en學hasize that 1he 叫必mate
bene郎。f the Dharma are not merely mund祖e.

Whether 也The:æ.vada Bu&姐姐， bas吋個 the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的 in classical 

此她ãyãna Bnddbjsm, the Dharma is diRC削

ωwar曲 a WIω倒也個“個d旭g goal: 也V祖aor

a腳me 制igbtenment. It is 伽 task of 1he 

sangbaωuphold的 world也anscen曲gD旭m

in the fa峙。，f all the 億呵tations to dilute the 

ωaclùngs to make th個 more 都C叩tab誨， to make 

it 紛咱也.at ω11' sole pwpose ÌB to find h呵呵p函ess

個dp楓cewi也訟 the limits of tmmdane 區fe. By 

upho泌時郎 world-tra凶:ending D恤臨.1hc

S圈。a 叫l1s at伽1ionωthe 1imits 泊岫sicωd

worl，的陶仰間s. It cballenges all our a街呵U

to settle down 個dfindac個fort油，le place 旭 the

wor，泊， even tou齡伽DhaI:ma如側cha }n呵紛紛;

it challenges p帥ple to und紡stand that the 

51研eme wisd咽. our ul恤胸倉叫恤. 1ies 

切'ond the bo1.Ul削歸。，f the world. 

7.A. voice 01 conscience. 油is leads me to 

speak. about 徊。她er major challen伊翁。泊，gthe

san掛a 泌切days world. 1i吋ay v，船ζ 回nõle

pl'Oblems are cn油甸回he lives of millions of 

F坤，le and 世間個ing unú>ld harm ú> countless 

o血紅'8. 1 have in mind such problems as raging 

ethnic ∞nflicts 祖dd帥個叫ve w，鵬也.at take 

a輸dful d捕th tol1s among 油nωentci叫起ans，

including women 個d c趾組ren. 1 th函k of 

oppressive govemments that imprison th也

cìtizens without just 個閣、 ω風即組dωm個t

them，如d hold even the 金鴨 ci'做個s in a 

∞即制，t sωte offear. 1 血泊k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個d between the rich 

n甜。，ns and the poor n&:借他s. 1 th函k of 也s

ravenous illnesses tbat cl，訟m millions of lives 

among p∞，r p∞'ple around 伽 world，過nesses

也.at ∞luld be 細刻ly eliminated at minimal ∞馳.

1 think of the degr渴dation fac叫 by millions of 

women 伽℃吋旭ωlives ofpro甜"如'11. 0食enby

their own families，他齡count of th紋r pover紗，

and my hea:rt ttembl個 at the liv'詞 they h的e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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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d. I也詛k ofthe hundreds ofbillions of dollars 

squandercd 開chy圓r， all around 也eworld， on

w值pODJ of enonnously d個tructive power, w趾le

F曲aps balf 1he people 包 the world ba間:ly

obtain enough nu世世0\18 foodωsustai且也個

個chday. A且d finally 1 th姐k ofthe reckless ways 

旭 which we are degrad坦g our 個.viromnent

一-our 姐~ ourwa鯽~ our 甜甜， our fuod 一

wì也.out any c:on∞m for fu個re gl阻erations. In 

my víew, it is a task for the Sangha to 甜rve 細

由ev，明白。fBud晶ist "CODSCieo間"扭曲e world. 

That is, thc san阱a 一- at le耐 its most 

戶'ODl血cnt mcmbers 一-sho叫dbec叩ab1e of 

gi由g expr間sionωBud曲ist 抽ical values 姐

也a1ínεwìth th圓e vut, ov釘whe恤詛g problems 

也8t ∞曲。nt human甸甸也ry. This is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扭曲 task of 伽四叫甜ng a 

"human-realm Bud晶Î8m" 11'叫.y relevant to the 
twenty.﹒&冒tccn個句﹒

在儕教歷史中，僧伽一直是站在佛

教活動的最前線，僧伽是儕陀在世間的

代衰，兩千五百年來，僧伽也在人問延

續法的傳承不絕，藉由出家與弘法來維

護佛陀的清敘生生不息﹒如此，三賀的

顯現維聽在僧簣，僧團是佛親自創建的

組織，在某種意器上來說，僧伽是反映

佛陀的形象﹒比丘輿比丘尼跟隨佛蛇的

教導出家，過著無家的生活﹒捨棄家庭

、職業、房舍、世俗生活的期望與承諾

;基於深信 ，他們接受戒律一一佛陀所

制定的行為規範，作為生活的指引﹒他

們過著和世俗人不同的生活，他們有獨

軍

If Muter Yin-shun were alive ωday，詛

the prime of his life, 1 think he would be in 

agreement with me. We cannot just 呵呵 our

good fortune 旭 being able to live the 

monastic life in com臼rt. We must become the 

voice of great compassion for suffering 

humanity, for those b i11ions of people 

voiceless and helpless against the cruel, 
powerfu1 force8 that arc víctimîzing 80 m8Dy 

human lives, and 80 many other forms of 1i錢，

a l1 over曲is planet. We must be readyωstand 

up and speak the truth before it is too late, 
before human gr明d， hatred, and delusion 

destroy a11 life on earth. We must challenge 

inju吋ce with justice , falsity with tru曲，

cruelty wì也 compassion， ignorance wi曲

understanding. This may wel1 turn out to be 

the greatcst chal1cnge fac旭gtheSangha扭曲e

twenty-first ccntury. 

特的外相，剃聽、僧袍、遵守特殊的禮

儀﹒他們依循和世俗人不同的法則:獨

身、持戒、簡單摸索 、無忌無害、捨離

世俗貪欲。他們過著專注、學獻的生活

:專注於學習、禪修、教導、弘法、管

理僧院、及訓練僧眾. .專注於追求清淨

興修證解脫道﹒不管在他們之中有什麼

不同的生活型餘，他們生活與生命的重

心在奉獻佛陀輿佛法，把弘攝佛法當作

自己生命的任獨﹒

今天在場的均是僧眾的成員，義們

自然希望僧團體全興盛，不是為了有充

足的食物與安稽的居住環境，而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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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僧伽是接觸佛法的通道，透過

僧伽，佛法可以長留在人間而傅建給每

一個人﹒我們認為法是達到和平與幸福

的真賞這路，是離苦得樂的安穩道路﹒

因此，基於對全體人類與有惰的態與悲

，我們希望正法在世閻長存興盛﹒

僧圍已經存讀了畏途兩千

五百年，比羅馬帝國、

中國的各個朝代、

大英帝國都還

長久﹒僧伽沒

有識器軍儷

、沒有財力

資潭、沒有

軍隊，聳聳

依賴真理與道

德〈法與律〉的力

靈而延續傳承﹒不

過，這不保設在將來也能

延續下去，或是保證能續續對人間

有重大的貢獻﹒這個任海須依賴僧圍的

成員〈每一新世代的比丘與比丘尼) .這

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務，因為佛教的未來

決定於僧團的未來﹒海了僧伽能長存，

我們必須持續地保持警覺來迎接僧伽的

挑戰，在這新的二十一世紀中，我們必

定會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說戰，發們必

須做好遺產備來面對他們，並且成功地回

應這些跳戰。

歷史活動總是一連串的挑戰與回應

的交互影響，社會、經濟、政治、文化

等變動的環境產生了新挑戰，而成功地

回應這些混戰的人改變歷史的軌跡﹒僧

伽也是在同樣的歷程申成長和發展，在

最輝煌的年代禮，僧伽基於洞察力、勇

黨和信念，發揮創治力去克服他們;成

功地回應新挑戰不只延續佛法的

傳弘，而且通常也展現

出佛法的潛能與

在過去歷史環

境尚未呈現

的新局面

、新維度

，這些改

變將佛法

以更能符合

新時代輯棘的

芳式傳播到新世

紀，也使僧伽能在此

新世紀紮根茁壯與運作。當

僧伽未能適當地回應這些說戰時，當在

面臨挑戰遭受挫敗時，佛教就衰退、變

質、或停留在還滯的狀況，直到一位或

者一群具智學與勇氣的僧人出現於世，

再一次克服了這些挑戰﹒

這種說戰與回應的過程發生於佛教

歷史的關鍵時刻上，舉例來說，在佛陀

般涅欒後，僧伽面臨的挑戰是:佛陀入

城之後，僧伽如何維持佛陀的教法?僧

伽以給第佛陀的教誠成昆奈耶與修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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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應這挑戰 ﹒ 在阿育王時代，在家的

虔誠學佛者數量增加了 ， 僧伽面臨的挑

戰是如何建立與維持信恩的深信，僧伽

以強調宗教儀式，和引導這樣的修習來

回應這個挑戰﹒差不多在同樣的時期，

婆羅門教的思想過向更嚴謹的架構和精

密的分析，這是個揖戰﹒僧伽發展出阿

昆達摩來回應:以更嚴密、更系統化的

方式閻明世尊的教導﹒當印度的影響逐

漸讀充，隨著而來的挑戰是:認譏印度

以外的國家和抱佛法弘傳到更廣更遠的

地方﹒僧伽的回應是將.法傳弘到鎮閩

、東南亞、中亞、中國，稍後傳到西藏

與喜馬拉雅山麓各主國 ﹒ 這些新興的鶴

教區域也逐一帶來新的挑戰，需要僧伽

有更多的勇氣、 信念與才能面對它。在

這些新領域建立儕教需要面臨新挑戰:

適應新文化與社會環境、學習新語言、

將經典從印度語言翻譯至另一種與印度

毫無關聯的語文。然後，當佛教逐漸成

為這些區域的主流優勢宗教，將當地的

新傳統也融入佛教，使佛教得以輕易地

與當地的風土民情結合﹒結果是，我們

看到這些國家的儕教呈現顯著的差異:

假如說們把獨蘭儕教、中國佛教與西藏

佛教並列比較，我們除了莊嚴的佛像、

僧院生活、儀軌輿禪修之外，幾乎看不

見倒可外觀的相似處﹒

不管從儕陀的時代到十六世紀童話止

發生了多大變化﹒這些變化都是在哉們

軍嘿嘿，，

現今稱為 r傳統 a 的背景環境下發生的

，這樣的傳統佛教文化有下列特質:

(1)主要的生活型態是農耕生活。 ο)大

多數人的世界觀都是深受宗教影響，通

常是佛教和土著宗教的混合﹒ (3)政治體

系通常是君主政體，但是基層是鄉村層

次的高度自治﹒ (4)僧伽在民最生命的各

個層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是負責教

育人群輿提供他們社會及文化上的服鶴

。(說到這祖，我想強調我了解中國佛教

曾遭遇到迫害 ，也通常扮演一個主演儒

家體系外的次要角色﹒)

十六世紀在亞洲佛教國家發生的姚

戰攝動了佛教的根基，在這個被標話為

殖民時代開端的世紀，傳統佛教面對前

所未有的挑戰﹒ 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攝

圖而來，征服了佛教的故圖，掌撞了佛

教倚賴的社會政治機構，他們派出傳教

士來轉變佛教徒改信基督教。雖然傳教

士只達到有限度的成功，所有這些競爭

措施給予佛教徒的自尊殘酷的一擊﹒在

上座部佛教世界裡，帝國主義者的方案

對獨蘭有了重大的影響，首先是葡萄牙

人，然後是荷蘭人，最後是英國人擾取

了錫蘭的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紀初期，

英國學捏了錯蘭全島 ﹒在帝國主羲政策

的影響下， 結果是僧伽被邊緣化，被剝

奪了好幾世紀以來在佛教徒生命中扮演

的主導角色 ﹒在都市裡很多緝蘭人信譽

了基督教，甚至比丘白天走在街道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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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到難為惰，因為那些西方人與錫蘭本

土的追隨者會嘲笑穿著黃色憎袍的僧人

為「黃鳥」﹒

但是僧伽並未保持被動，他們了解

佛教的未來正處於關鍵時刻，必須讓奮

起來而面對挑戰﹒在錫蘭，有些比丘學

習英文、西方文化與哲學，學習尋找基

督教的弱點並且用西方的語言反擊，他

們在現代科學與歐洲人道主羲找到間盟

，這些同盟者也攻擊基督教並且揖露它

的錯謬﹒僧人同時也作了積極的改變，

他們更改了傳統宗教的型式來面對現代

世界的跳戰﹒僧伽知道再也不能作一般

人難以了解的冗長、渾謗、學衛性的講

解，對一般民思他們改為作簡明、有意

義的說法，教導民思如何將佛法運用在

日常生活中 ﹒ 以本生故事中的菩驢車老典

範，僧伽參考基督教會組織，學習並旦

發展出佛教式的社會服藹﹒他們建立了

全國恆的佛教組織，來保言要佛教不被其

他宗教攻擊和在各個階層弘攝佛法﹒錫

一‘. ._ 
-一【~

蘭的儕教僧侶也因為他們在巴利語和佛

法的學術地位嬴得廣泛的尊敬，高等佛

學研究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增加，在

這當中Vidyodaya 和 vi旬到ankara 研究

所特別著名，吸引了許多來自其他亞洲

國家的學生﹒

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中有兩位大師，

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成為中國僧伽的

主要形象，因為他們為中國佛教現代化

鋪路﹒他們不僅要迎接這個跳戰，也必

須清晰地定議這個挑戰，來對跟隨者解

釋困擾中國佛教的問題的本質﹒其他僧

眾(也許有少數例外)並未意識到這個挑

戰，在遭遇困境之後，卻對這樣的困境

毫無頭緒，因為他們不明白困境的海頭

，所以也就無法處理困境﹒但是太虛大

師和印順導師與之前的其他人不同，他

們認清中國佛教內部的問題，兩位均診

斷了中國佛教的病情，也了解如何去醫

治﹒他們了解佛教不是僅僅提供葬續與

祭記、禮拜與祈顧等服濁的宗教，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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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以無上正覺為目標的、深廣的心靈

修練體系﹒他們了知佛教的哲學深奧、

理性、純淨的德行是切合實際的的生活

指導﹒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出發，努

力將中圖佛教轉化成與現代社會協和的

宗教﹒如此，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

即順導師插針昌人間鶴教。

到了二十一世紀，僧伽所面臨的新

跳戰，甚至與十九世紀改革派的錫蘭佛教

僧侶所面臨的不同，與二十世紀中期致力

於改革的兩位中圖佛教僧侶所面對的也不

同﹒哉們可以看見，目前的這個階段，一

方面有很多潛力可以推民佛法，有很多機

會可以弘揭佛法，在另一方面我們會面臨

許多內在與外在的挑戰﹒

我只提到兩個外在的挑戰，但是不

會用太多時間來討論這些﹒第→回潛在的

威脅是來自墓本教義獄的福音派教會的傳

教活動，與來自伊斯蘭教的街擊﹒目前以

基督教的活動較為活蟬，可是未來不久，

伊斯蘭教可能會探取更積極的行動來改變

信仰﹒基督教會在重富的財力資頓支持下

，瞄準佛教徒眾多的貧窮區蟻，改變居民

的宗教信仰，他們利用Il.~里學研究與市場

行銷技巧，設定了幾個主要的策略﹒首先

他們用財麓的誘因吸引人們齡丘基督教，

在他們更為倚賴這些經濟協助之後，迫使

他們捨棄佛教而改信基督教﹒我沒有簡單

的方案來面對這攘的威脅，但是我不同意

有些國家建議的政策，例如限制宗教自由

軍閥，哩，

與禁止人民改變宗教。在我看來，我們不

應該以限制人民選擇宗教的自由來保障宗

教，即使是為了保障我們自己的宗教，即

使是這攘的選擇出於金錢酬庸的歸因。我

想，此一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在健康的經濟

發展之後，經濟的利撞所誘導的改信宗教

將失去其魅力。

另一個是快速發展中的佛教國家所

面對的問題: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消費

文化，立即滿足威官欲樂是生活的最高目

標﹒這援裁和傳強調統佛教徒所強調的自

我調御與心靈寧靜相衝突﹒掰目僧，最好

的對治方法是儕法教育，從兒童時代起就

教導適當的佛教知議，這樣的教育可以由

父母的行為輿態度，用身教持仰自強教導

，父母顯示給兒童佛教的基本美館，讀他

們認知威官滿足的極限﹒

所以現在讓我提出問題:那些特殊

的挑戰是今日僧伽所面對的?而且也是

未來可能面對的挑戰?

僧伽所面對的最基本的說戰是:維

持佛陀教導對人間的適用，陸﹒從二十世

紀到二十一世紀的過程最鮮明的標記是

，從重觀工業生產穆轉到重觀賞訊的取

得與發送。這樣的轉變已經在最先進的

國家和世界各國的精英人群發生了，有

時候被稱為:我們正從一個工業時代移

轉到資訊時代，從一個生產為主的世界

穆轉到知識為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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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僧伽總是與在家信眾保

持最緊密的互動，兩者的關係是互相倚續

與協力合作，在傳統佛教，如同說在上文

所描述的，在家信單提供僧伽四事供養:

衣服、飲食、住處、醫費及其他物質資源

.僧伽則提供在家信思佛法教導以及全心

修習佛法的典範﹒僧眾理應專注於學習、

禪修、教導、說法以及執行宗教儀式〈例

如每日的定謀與詣鱷〉﹒在家信眾則供養

飲食、道行五戒、以及多與更具宗教儀式

的禪修﹒這兩種佛教的主流是典型的傳統

佛教文化﹒哉稱前者為「解脫道」的佛教

，它強調.. 法的核心價值:了知儡陀的教

導、內觀禪修、發展智慧、體證般若、正

覺、或涅槃﹒說稱後者為「方便道」的佛

教，這是依摟在家信眾的能力與需要所謂

聾的教法，它重親對佛陀與聖者〈菩薩、

阿羅漢、賢聖僧)的深信，及對功德(布碗

、持戒、禮拜、朝山)的累積，以達到來

生的善報， r芳使教」假設佛教信眾尚未

單備好，來跟受甚深的法議和撮密的禪修

，需要藉由信、施、或的逐步教導來成熟

根器﹒

我相信現在正發生的變化將徹底改

變這兩種佛教的關係，隨著這種轉變，僧

伽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挑戰，而必須預先

做好車備﹒我不是預言家，也無法預知未

來，僅能依據目前的過勢判斷未來的情境

，試著描繪一些我所預見的重要挑戰﹒

1.高等教育的角色:在資訊時代，

有更高比率的人會完成大學教育，民眾

將比過去有更多管道取得大量的知誠與

資訊，他們對世俗事灣與佛教的了解將

比過去更精通﹒這將造成兩者開係震攝

性的改變，假如僧伽將繼續教導適用於

在家信眾的佛法，就必須滿足在家信眾

的需求，這些需求有部分是受他們的教

育所影響。既然我們是生活在大多數人

接受大學教育的年代，民眾就期待佛法

能夠符合他們所接受的學院教育的水準

'他們將不會僅盤是出於尊敬與信仰而

接受僧眾的教導，他們被訓練成提出疑

間與追索解答，在學習佛法時他們也將

採取同樣的方法，因此僧思必須單備好

回答問題，他們不能期待價眾必然的謙

卑服從，他們必須藉由清晰地閻明佛法

來嬴得尊敬﹒僧眾本身也需要接受高等

教育，主要是研習佛法，但是也應該旁

及與佛法間接有闊的學科，例如現代哲

學、心理學與其他學科﹒至於如何將這

些世俗的知論整合在僧院的課程規劃中

，這仍然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須由負

責規自僧院教育的人深思﹒

2. 印刷出版的角色:緊接與上一話

題相關聯的是出版晶所紛演的角色，如

同在西元前二世紀對佛教造成的轉變，

一九五0年代開始的印刷品與商業出版

對佛教也造成同樣的影響，目前有數百

本有關佛教各論題的英文書繪一一學術

性與通俗閱讀的書第都有，也有其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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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籍。所以任何勤奮的學生都可藉自

書籍獲得廣涯的佛教知裁。對於佛教鱷

典與詮釋害的知說，不用再像傳統佛教

那樣﹒倚賴寺院與僧眾才能取得﹒個人

電腦更進一步革命性地改變佛教研究，

任何勤奮的人都可以在個人筆記型電腦

上存載一整個佛學圖書館，內含數種不

同版本和語言的大藏經﹒他們也能還過

網際網路取得廣泛的佛教資訊與參加各

種不同佛教宗派的網路討論小組﹒就像

這樣，有關佛法的書籍知識再也不是僧

院的特權，大學也抱佛教研究當成正式

課程，數所大學也有佛教研究機構﹒有

不少傑出的在家佛教學者在專糟的佛學

領城作研究 ﹒

對~們而言， 這說產生了一個「僧

眾必須提供什麼教導」的問題﹒我認為

我們的任讀不是與在家的佛教學者競爭

，我們當然也應該追尋佛教的學術知識

，從撞多的可信的來攝越好，假如需要

，也應該向在家學者學習。但佛教僧院

軍閥，曹

生活提供的是實際信行儕法的機會，它

攘供了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實贖對三賣的

信、解、行、證機會﹒自古以來，個伽

都是這樣的生命方向吸引賢能的信眾出

家來修行解脫道，在新世組成為僧伽力

量的新泉滋﹒但是我們必須確定我們的

意圖是在結合佛學與修行，結合博學、

信心與承諾，我們不能只追求知識而沒

有修習，也不能僅有盲目的修習而沒有

正確的知解﹒

3.人口的運穆: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

，越來越多民眾從鄉村移居都市，我們

因此看見都市不斷往上往外擅張﹒像台

灣這樣的佛教國家，人口的遷移帶給佛

教徒不悶的宗教生活品質，原先基於信

、施、功德的 r .方便遁的佛教」﹒將無

法維持都市中思辯型民垠的信仰，這些

人可能是電腦工程師、醫師、自然科學

家、企業主管、 財濟專家等等的專業人

士﹒假如我們期望他們能信仰佛教，他

們可能對我們提供的佛教類型，是與天

堂、地獄、東生相關的信仰為中心的佛

教，廠到失望﹒他們被教導在此地此世

期待明顯、具體可見的結果，佛教必須

能符合他們的期望;如果不能符合這個

期望 ，他們將會轉身離去 ﹒不過，生活

在高度壓力的環境下的民眾還是需要追

求佛法，他們可能更加熱切需要佛法，

說如同病人比健康人更加需要醫護治療

一樣﹒這非常重要 ，僧伽基於對人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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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的洞察與對法的如實知見，可以提

供教導來幫助人們以一種清晰、切合實

際的方法，處理日常生活及他們自身的

問題﹒這是世尊本身常用的教導方式，

也是我們從古代經典所得到的教導資源

.假如我們不如此教導傍法 ， 民眾將對

佛教喪失信心而轉向其他宗教﹒

在此之前，我曾強調可鱷驗到的贊

賞利益讀民單易於親近儕法，華先要澄清

這點，我無意要避說將佛法稀釋或修改

得農民眾「容易消化 J ·我的意思是，

籤們必須以現在民眾的理解能力與性格

來調配佛法的教導，也就是說，我們必

須先強調他們的經驗範圍內的觀點，以

便m發他們能信仰超出他們經驗之外的

佛法，但是，任何適當與完整的教導終

究必須完整清晰地呈現儕陀的實際教導

，涵蓋佛法架構裡的所有重要內涵:這

必須包括業力與輪迴、 三界眾生、聲悟

輿解脫的階位等等遠超出一般人經驗純

國的教導﹒

但是必須有技巧地、 一步一步慢慣

地由淒入深來引導，從明顯而立即可見

的利益、到需深思才能明白的教法。假

如我們一開始的教導就強調輪迴與各法

界恩生，或者從重視禮拜朝聖與深信的

方式來接近，鐘受現代教育的民眾將放

棄對佛教的興趣而成為無神論者﹒但是

他們也可能不會喪失對儕法的興趣﹒故

而追求一種沒有僧伽的儕教，受過高等

教育的在家儕教徒可能自己組成教圈，

「佛法討論教團 J 與「禪修教團」﹒如

此，將出現一種與僧團儕教並行的在家

佛教，僧團儕教與慶典、祭舵、布施將

為鄉村民眾與較淳模的都市民思所偏好

;而受教育的都市居民、多間的精英將

偏好在家教團，僅在喪禮或培養功德時

才親近寺院﹒佛法的實際弘傳將完全透

過在家教團，其實，我已經在美國與錫

蘭觀察到這種現象﹒

為了避免誤解，我要強調我並不是

要辦棄「解脫道佛教」的信仰，像業力

與輸油、像因果報應的故事 、 信仰的重

要、布施、修功德等等適合世俗民眾的

權宜教導﹒我想要說明的是在未來，受

高等教育的民眾逐漸增加﹒接近儕法的

入門途徑可能不是傳統的厭性的相信，

而是對法的理性的、經驗的、費用的訴

求;注意用心於這種需求的佛教宗派將

有比較好的機會興盛起來﹒

4. 心靈鍛鍊的角色:最重要的一點

是信仰佛法不僅是鱷由理智、德行，而

是經由內修與心靈敏鍊的系統﹒這是分

辨佛教與幾乎其他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

.強調心是決定我們幸福或苦惱的重要

地位，以及它所提供的實際的心靈修鍊

方法﹒所以禪修對許多人而言 ，是接觸

佛法的重要入門途徑，這是許多不是佛

教徒背景者的特殊入門途徑，在歐美更

是如此，對具科學背景，帶著質疑、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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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態度的傳統鶴教徒，它也敬禮明是有效的深入佛法的

這種。

議不認為僅僅禪修尉回解決方案，在這方面，我要社評

在歐美只教導佛教的內觀禪修，而不教導法義與信仰的老師

;我認為平衡的教導是必需的，在信仰輿奉獻、學習佛肥的

教導、禪修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但是今日許多人因禪修而對

伽法產生興趣局面事實，一旦他們經由禪修得到寶貴的利益

，對1*法的興趣也被喚醒，而逐漸磚引去了解佛法，研習佛

教經典，進入深信‘事配3至於出家.

在中國傳統佛教，當僧人深入禪修，它通常意昧著厭離

世間，他會採用隱居的生活方式;退隱山林而數十年不與人

往來，獨自禪修以求關悟證果﹒在這新世紀的開端，禪修成

為吸引許多受高等教育的民黑學習佛法的活動，因為他們認

為禪信對於世間的生活有助益﹒他們坐禪不是厭世輿逃避，

而是認知苦與樂都繫於心，也了解透過心靈的鍛鍊才有隨到

真正的和平與快樂﹒最近在西方禪修已經成為社團活動，它

不再是在深山的獨自修穌，而是在都市或鄉鎮寧靜的禪修中

心群體禪坐﹒也在戒備森嚴的監獄中教受刑者禪修，轉化他

們的生命;在醫院裡教導癌症患者禪穆克服疼痛;教給其他

宗教的信徒禪修融入各自的宗教生活 ﹒心理研究顯示禪坐的

人即使工作與生活較為忙碌，也過著比較快樂的生活﹒如此

，為了中國佛教僧伽在將來與民眾保持合適的互動，強調群

體共修而非離群聚居的禪傷活動是十分重要的 ﹒

5. 印順導師學系的角色:談到關於中國佛教與特別是

根頭於印顧導師的學系，在新世紀相對於歐美儕教對佛教

所能作的貢獻﹒在西方，各個宗派的鶴教有顯明的代囊，

在歐美有活躍的上座部佛教中心 ，雖然主要在禪修的教導

，尚未強調經典的研習﹒有很多藏傅儕教中心，有著從學

街到密集禪修等不同的重點﹒但是代表東亞儕教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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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來西亞傍教總會與馬來西亞儕

教青年總會聯合主辦的﹒儕教當代閱價

研討會一一印顧導師:人間佛教思想與

實鐵" ﹒於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起

一連兩天，假雪蘭義外i梳邦區假日別墅

酒店 (Hotel Holi，也.yVi也a) 圓滿閉幕。

“佛教當代閱讀研討會，原為馬佛

青總會兩年一度的大型研討活動(向來

與另一英文媒介的大型研討會間隔舉

行) .其宗旨有二 ， 其一是提供一個以

中文章忌媒介的討論平懂，俾集思廣

益，共同探討當代儕教與時事的相關課

題，其二乃為提升大馬中文海流佛教後

的思想素質與研討能力﹒本屆研討會的

舉行適連印順導師圓寂將屆1週年，為緬

慎導師對傍教的貢獻，並重點闡發導師

的人間儕教思想，於是第二度以印顧思

想為大會的研討主題﹒並獲得馬來西亞

佛教總會的積極響應﹒乃首次促成了大

馬儕教界兩大全國性組織的聯辦活

動﹒意羲誠屬重大﹒

以“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與實

蝕，為當屆主題的“佛教當代關懷研討

會， ，報名與會人數逾3∞人﹒馬佛總主

席日桓法師〈傅超法師代表)、馬佛青

總會長吳德福居士、書草委會主席傅超法

師等，分別在開幕典禮上致詞﹒馬佛總

主席日值法師在講詞中強調，大馬佛教

未來的持續發畏，需要教界各團體的通

力合作與精誠團結﹒吳德福居士代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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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宵總會致詞則指出，各海說佛教之間

的團結與合作，對大馬佛教的發展非常

的重要，而入世化的佛教或人間佛

教，是馬來西亞南北傳佛教相融相舍的

基礎思想﹒絕大部分大馬華裔佛教青

年，都認岡並傾向於人間儕教思想，除

了繼程法師長期以來積極地推廣即順導

師的思想之外，也可說是南北傳佛教青

年之間的互動所達致的結果﹒

續委會主席傳超法師也在閉幕致詞

時說，此次研討會的舉辦，是為了緬懷

印順長老的德行與智慧，而以‘人間佛

教思想"為大會主題，乃是著重於發揮

長老的學術、行持與實踐並重的學人精

神;長老對三黨的深入與精進求法的精

神，為後代的學法者立下崇高的典範。

應邀為此次研討會主持開幕儀式的

馬來西亞房廬及地方政府部拿督斯里黃

家定部長的閉幕演詞說，提倡和推廣

省人間佛教"的理念，是非常正確和具

有遠見的﹒在馬來西亞，越來雖多的華

裔青年受到“人間儕教，思想的廠

發，而樂於參與推動佛教的建設，與此

同時，他們也積極接入於社會服麓，無

形中為鶴教在馬來西亞的發展帶來了新

的契機和希望﹒資部長表明，他曾在多

個不同的場合 ， 聽到大馬首相公閱讀揚

儕教團體在諸多災難意外事件中出色的

救災衰現，這顯然是佛教在“人間佛

棚"

教，思想底下所展現的的一種卓越成

就，因而當佛教贏得了國家領導人的認

同與讀賞﹒

此次研討會按六大課題劃分為六個

場次，計有人間佛教的當代關懷、大乘

佛教興起之研究、人間佛教的儕陀觀、

實讀論、禪觀與淨土觀等，分別邀請六

位來自圍內外的主講人發表與交流﹒

第一福是來自台灣的宏印長老針對大

會擬定的《人間佛教的當代關懷》來作專

題講演﹒宏印長老首先檢觀了當今漠傳、

南傳與藏傳等三大海流的鶴教，指出漢傅

的中國佛教自明清兩代逐步衰徵之後，在

步入現代之際面對了存亡的掙扎，於是乃

有太虛大師起而振起教運，並提出了“人

生佛教，來回應時代;印願導師組續太盧

大師注重現實人生的主張 ，而更從阿含與

廣律找到了佛教人開化的根語，最終提出

了“人間佛教，來﹒對於南傳佛教﹒雖其

所承傅的教器在傳統上多傾向於出世的解

脫道，但近年在面對國際競爭之錢，也努

力朝向現代化發展了;藏傳佛教乃後期印

度儕教的遺緒，天神化與他力信仰的色彩

濃厚，雖也廣安一般人的信受，但與當今

大力倡導的人間佛教，顯然有著一定的隔

閣﹒以此判定 ， 人間佛教雖為漢傅的中國

佛教所提倡的，但其與當世的潮流最為契

合，也與佛教教議的海頭相符合﹒此

外，長老也觸及了世界當前所面對的諸多



危機，以及佛教對未來人頭所能帶來的褲

益﹒宏印長老在逾6師于鍾的發言裡'以其

一貫妙語如珠的講演風格來靈活舉例，讓

觀眾在不乏體癮的現場氣氛裡領會佛教與

現代社會之間的聯繫﹒

第二場來自台灣的福嚴儕學院院長

厚觀法師，他發表了《印頤導師﹒宏鬧

中期佛教之行解，的宗趣》之論文﹒一

向深研初期大乘佛教與 《大智度論》的

厚觀法師，在印願導師提煉出的人間佛

教創見中拈出了“宏閩中期佛教之行

解"來，然後針對此中的核心內容引攝

了諸多相關的經論來加以申說，讓大家

更充分地理解印順導師﹒宏閩中期佛教

之行解，的深刻意蠢，同時掌撞導師提

出此一創見的目的與宗趣，並按此開展

契合當世機宜的大乘正行以進趣佛道﹒

首次來馬的厚觀法師，展現的是一種嚴

撞治學，慎思明辨的學者風範'讓與會

大眾留F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揭次的發養人是檳城竹林禪守

住持傳超法師，他是針對“人間佛教的

佛陀觀，來作發表﹒傅超法師結合了印

度佛教因緣與曹喻的逐步發展，來說明

佛陀觀在世諦流佈中的演變，並漸次從

三世佛發展到十方佛的大乘思想。

首研討會的最後一位發表人，乃是

來自馬來西亞，畢業並任教於台灣福嚴

佛學院的關仁法師，他的論文題目是

《印順導師諒自契鍾的初期大乘菩薩

觀》﹒閱仁法師從初期大乘的菩瞳觀切

入來議人間佛教的賀蘭面，但特別從

《雜阿含鱷》 中的788輿351二輝的譬

喻，來描述大乘菩薩“忍而不鐘，與

“正見增上"的特色﹒此論文之作，乃

是從導師晚年的文字發現了他受契經的

廠發而開演出大乘菩薩氣度的思想脈

絡，並結合作者在導師生前口頭請益之

所得，故而以此文來探尋導師.以智慧

為導向的悲增上典前的菩薩實踴觀﹒

次日上午的商場詣文發表，首先是

台灣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呂勝強居士的《印順導師對於印度佛教

禪法遞變的判攝輿抉擇一一略探人間佛

教的禪法》。該文依摟導師在《遊心法

海六十年》 一書中的提示，進一步來探

討導師晚年作晶中對印度教禪法還變的

考察與判攝，並從中來疏理導師抉擇所

出的“人間佛教禪法" ，最後論證 u人

間佛教禪法"與導師所著意建構的人間

佛教宗趣之相呼鷹 ﹒

最後一篇的發衰翰文，是馬來西亞

儕學院講師杜忠全的《印顧導師思想中

的淨土論韌探一一以〈淨土新論〉為中

心》﹒淨土信仰向來是中國鶴教的重要

內容，而印順導師出身於太虛學團，經

歷了清末民初的思想衝激之後深入經藏

以及爬疏種論，乃對傳統的淨土信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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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具批判性的看法﹒尤其是在往生淨

土之外，導師重新拈出了久被遺忘的莊

嚴淨土與人間淨土來強調，是乃其淨土

思想的特色﹒該文以導師的《淨土新

論》為蟬，依循一代大師的思路，來對

其淨土思想作出了綜述﹒

除了六位專題演說人和發表人各自

發衷演說輿宣讀論文之外，大會也安排

了交流時段﹒ 一方面積種表人椅完未及

發表的論點，另一方面也護與會人士更

充分地與發安人進行交流﹒在大約兩個

小時的交流時段裡，現場與會者都踴躍

地針對相關課題來提間，討論氣氛相當

熱烈﹒

研討會最後由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

繼程法師總結﹒作為最早在馬來西亞佛教

界大力鼓吹與引介印願思想的弘法者，繼

程法師的總結首給自溯了人間佛教的歷史

淵繭，接著正滋澄流地從三法印談到大乘

三系重點開展的教理依摟 ﹒並指出此皆為

蜂起而，陸空的一實相印 。然後從當代佛教

現存的三大體系海灘﹒摸出了以人間佛教

作為未來的發展目標，以此來展望世界佛

教，最後則從契理契機的角度來談人間佛

教的信道次第。

E團組

海期兩天的研討會

圓滿結束之餘，尚值得

一提的，是鐘此次大會

的舉行而推出的《成悔

之道:歸敬三實章》音

樂演唱專輯 ﹒還是馬來西亞的青年佛曲

音樂人為了普及與推廣閱讀導師的《成

佛之道) .而以該論的偈頌來譜曲演唱

的音樂專輯﹒鱷過多年來的實驗演

唱，並獲得積極的迴響之後，此番乃首

次將第一章《歸敬三寶章》錄製出

版，並越此研討會舉行之際推出面市.

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馬來西亞青年佛

教界透過多個不同的管道來推廣印顧思

想與人間榔教的實例了﹒

(2006年6月5日完稿)



5月20 、 21日在玄裝大學慈雲廳舉辦

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讀J 海

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報名吾吾加的人數有八

百多人，包括兩岸對導師思想有深刻鑽研

的學者專家及深受導師法乳深恩的弟子信

服，大家齊嶽一堂，說本次大會的主題

一一「印順導師與人菩種行」發言覺了二+

八篇論文﹒此外，兩天的研討會也共發衰

了三本新書，第二天最後一屬的座說會則

是以「人間佛教的塾衛展現」為主蝠，從

醫術的角度，來看待人間傍教實踐者所展

現出來的生命美學﹒多面向的研討主題，

內容相當豐富糖果，是一場兼具知性與威

性的學術饗宴。

本次的研討會係由玄裝大學宗教學

系、覺風佛教藝街文化基金會、蔥濟大

愛電視台、中華佛教E科文獻基金會、

弘曹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玄吳大學應

用倫理研究中心、佛教弘書學院負責承

辦，印順文教墓金會、畫南市竹溪禪寺

護法會、妙雲文教基金會、新竹市法顫

音帶寺、畫南妙心寺、新竹法音雜誌社等

贊助舉行﹒動員了近二E位工作人員細

心，事壺，並有來自全台灣及海內外的學

者貴賓共褒盛舉，研討會的學與者可謂

盛況空前，足見導師思想所帶來的影響

並不因導師的離世而揖漲，反而是與日

俱增﹒

輯程第一天的開幕典禮，在莊殿的

三實歌聲中，大會撞開了序幕，接著放映

位 -4品~I會|訊|﹒第11期



由大愛電視台製作的印顧導師追思影片

一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J ·以衷達對

導師無限的迫恩﹒透過影片，導師慈祥端

.. 的容貌再次呈現於大眾眼前，也將永遠

留存於人們心中﹒緊接著是與會貴賓致閉

幕詞，表達對導師的思想與人格的推崇輿

敬仰，也提出了對大眾的期許﹒玄樂大學

董事長上了下中長老期許大家:雖然導師已

往生，而研究導師思想的工作卻不能斷，

並要加以發攝光大﹒玄獎大學校長鍾瑞國

教授期盼大眾:透過印順思想的闡發與人

菩薩行的寶路，能讓社會更加祥和。玄吳

大學文理學院院長黃清連教授期許能建立

豐富的印順學資料庫，還過劉國層面的發

展，能把印順學帶到更多元的境界，以適

應更多的眾生。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

所長王雷泉教授則以「人身難縛，中國難

生，明師難過，佛法難聞﹒」作為對大家

的勉勵，希望透過大家的精進努力﹒以佛

法的智慧讓國家人類能更興盛和諧﹒

在兩天議程的新書發衰會中，第一

天，是昭慧法師發表《人菩薩行的歷史

足履》一書，書中分為上第「台灣佛教

與人間儕教」、中篇「活水道巨頭」以及

下篇「菩薩典範 J ·收錄法師近年所發

衰的講記、序文輿論辯文字。法師提到

:人間鶴教適應容有千山競秀、萬盤爭

鳴的雅量，這才符合佛陀、龍樹到印順

導師一脈相承的「緣起盤空」義，也才

是菩薩行者「人無我」且「法無我」的

智慧展現﹒第二天，悟毆法師發表 r ( 

部激佛教》下福一一諸部論師的思想與

風格」一番，是法師繼其出版部派儕教

上歸、中編之後的又一闌黨的心血結晶

.書中共有五篇文章，分別介紹有部臀

喻師、分別論師與價子部的思想與風格

，以及介紹現在實有與三世實有二大學

系的教法觀。法師對部派儕敏的熱種令

人嘆為觀止，透過法師的整理，相信對

想要釐清部派佛教紛雜思想的讀者有莫

大的幫助。接著弘書學院院長住廣法師

發衰《禪觀修持與人間閱價》 一書，是

法師在之前發表的《人間儕教禪法及其

當代實贖〉的基礎上，再作延價性的禪

學論述，作者的意圖是希望能夠將禪觀

修持與人閉關懷作很好的統聾，而不互

相嘔燭，對作為人菩薩行的寶路者而言

，此書是頗具價值的參考書緒。

兩天的論文發衰部份，則是以教理

、教史、教制與人菩薩行四個專題進行

二+八篇的論文發裳，學者專家從各個

不同的面向及實踐行為上呈現自己的研

究成果，此中有對導師思想的深入與詮

釋﹒對導師人格與志趣的探究﹒有從佛

教史的角度對導師思想的評價﹒透過研

究者的努力並與大眾進行切磋與交流﹒

以期更深入導師思想的內油﹒並以此開

展利濟思生的菩薩大行﹒在人菩薩行實

鷗層面的專題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

涵法師發表妙雲蘭若「對導師手稱文物

-

的



之典藏與維護 J ·向大思分享蘭若用心

維護與典藏導師文物、手稿的寶貴經驗

，讓後人能夠緬懷一生況浸法海的偉人

所留下之歷史軌跡;福嚴像學院長慈法

師發表「對導師的《大智度論筆記》之

數位化的特色與應用」﹒《大智度論筆

記》也是深入導師所推崇的龍樹思想的

重要資產 ，透過數位的轉寫保存與流通

﹒軍區欲研究《大智度論》的人可直接面

對導師所傲的摘要，其成果是指日可待

的;而這自澳洲來的能敵法師，則介紹

英文妙事實集緝譯妥員會在澳洲之工作概

況﹒於1994年成立的「妙軍編譯委員會

J ·在人力、財力均不足的情說下，憑

著大乘慈憩利他的信頤，翻譯導師的妙

賽集為英文，將儕法介紹給西方社會 ，

此菩薩行令人蠶動，也令人讀歉，對導

師的思想乃至漠傳佛教思想的宏揚亦有

莫大價值﹒

第二天最後一場 r人間佛教的藝術展

現」座談會，係由法頭講寺的寬蹄法師，掌聲

術家愚漢先生奧慈濟功德會發言人何日生主

任共向發潰，從醫衛層面來看人間佛枷唷

蹟﹒寬謙法晰姻法語寺甜頭轉厚

的萬術傳統，使得法海寺具有

濃閉嘴術氣息，法幫嗡的謂

的建黨「止觀禪林J • 

結合永緻線建鍾的概

念，

佛教當衛團區等，更將讀法審寺展現佛法、

禪境與讀術結合自糙的命美學﹒愚漢先生貝I撥

表其為大會製t愉 r徵廬鱷卷一和南佛教

費伽9詩、畫、歌、樂與多媒體」動宣布品

，稱為 「駝，還過影音詮釋佛F眼普財童

子的信學塵程，讀我們見到聾術家所呈現的

人間佛教的另一直觀。而黨濟發言人何日生

貝11船艙濟人從做中學、能做扣覺所開展出

刺慣贖英學，在實聽中，慧濟人體現嵐遇

、指勵、互愛之美，並從中展現儕陀之慈悲

與智慧﹒

研討會最後，由玄獎大學宗教學系

主任林金木教授主持閉幕典租，並由弘

書佛學院昭慧法師帶領辛苦為大會付出

的工作人員向大眾致意，主吾爾天的會議

畫下完美的句點﹒透過兩天緊潰而重富

的識程，鎮我們看見寶路導師所提倡的

人間佛教所展現出的多元面說，也更加

深入導師思想的內蝠，相信菩種行的信

廟會因為深入導師的思想而更加堅定，

也會因成受到導師的懿德風範而更加受

封鼓勵﹒會議雖已結束，然而，如何能

夠在不失佛法本質的前提下，開民出一

線適應世閩、利樂世間的菩種道，會是

每個儕弟子應該認真思考的!

(厭謝弘書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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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紀念日緣起

福廠精舍的創始者印公導師，於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四日(農曆四月二+八

日) ，示寂於花蓮慈濟醫院，童年九十

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農曆四月二十八

日)滿一周年。學院為了紀念與追思導

師的法乳深思，在福嚴精舍舉辦金剛法

會一一印顧導師圓寂周年紀念法會﹒

4二、法賣給緣

印公導師在世時，所重棍、闡發的

即是純正的佛法，雖然導師的色身離我

們而去，但精神卻永住於哉們的心

中，然而為了表達對導師的懷念，福颺

精會與印願文教基金會出版了一系列的

...太.童電信繕院請體

法實 ， 如《印順導師永懷集》、《福嚴

佛學研究》、《即順導師法語》、「印

順導師圓按周年紀念DVD光碟」﹒及導

師的著作《淨土學論集》與大眾結緣.

在此，對於這些法實的內容晰乍簡介:

《印願導師永懷集) :放錄了印公

導師的遺囑、略輯、著作出版年衰及百

年法影﹒此外，緝輯小組更探訪中華佛

學研究所李志夫教授與蔥敏法師，針對

「印順導師與世界佛教」的主題，提供

寶貴的經驗 ;而黃連喜教授亦受訪論及

「印順導師與玄裝大師」的因緣，以期

讓大家效法兩位的德範 ﹒ 當然地，也由

精會住持厚觀法師邀請教界長老、法

師、佛教學者、居士、 福嚴佛學院師



長、校友等撰寫緬領導師的文

章，期許透過大家從不同角度

的闡述，富農導師模實慈悲的身

教，以及宏偉的思想，再度的

映現於世﹒

《印順導師法語) :搞錄

導師著作中的法語，以期導師

的思想達成普世流通的效

果，利樂一切早生﹒

「印順導師圓寂周年紀念

DVD光碟.J :岐錄慈濟拍攝的

導師開示，以及福嚴精舍導師

記念室的文物簡介﹒從導師還

平易近人卻又攝動人心的佛法

開示，更能讓我們真正明白佛

法的真羲﹒而導師所留下置放

在福嚴精舍的文物與書籍，透過特殊的

拍攝效果，呈現出文物所象徵的深義﹒

《福嚴佛學研究) :學院寮持導師

曾勉勵大家: r 閱覽不如講解，講解不

如寫作」的探求法蓮之標的，將歷層的

《學生論文集》改為每年出版《福嚴佛

學研究) .不再限於院內師生的作

品，凡有好的佳作均會刊登。第一期在

四月底出版，也應金剛法會的因韓﹒而

與大眾結緣﹒

《淨土學論集) :這是導師對淨土

思想的闡述與挨擇，提供我們淨土修學

應有的現念﹒

4三、法會花絮集錦

當天早上從七點開始，真

華長老和蔥忍法師、厚宗法

師、厚賢法師、宗本法師等都

陸續的到達，而歷屆的校友與

信販們也陸續返回福嚴精會參

加導師的圓寂周年紀念法會﹒

法會的流程一如往昔一一早上

八點是第一校香，九點二十分

是第二枝香，第三授香則是十

點羊佛前大供﹒前兩校香的語

鐘內容，也與往年不同，第一

校香請《金剛鱷) .第二校香

誦《無常經》﹒

上供之後，由其華長老為

大眾開示，緊接著，即由現任

院長厚觀法師致廳謝祠，厲謝與會大:累的

參與，及對這次金剛法會內容的不同稍作

述說 : 過去金剛法會是為了替導師祝壽而

舉辦，所以大家都懷著歡倫的心情來參

加;這次雖然也是金剛法會，卻是為了紀

念導師圓寂一周年而舉行，大家懷著的是

不捨之情來參與 ﹒ 導師的色身雖然已離我

們而去，但是導師所遺留下來的法實，將

永遠成為眾生的修學指南和依估﹒最

後，衷心祈顧印公導師慈悲，早日乘顧再

來，弘揚正法，利濟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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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94年學年度下學期

1月
7 日'.八上大供﹒

15日﹒滑德法師帶領法鼓山中山精會讀書會學員約'40位蒞院參訪-

22日﹒ 1 、下午蔥濟合唱團獻唱佛曲.

2 、晚上7點舉行結業式﹒

23日﹒寒假開始.

18日﹒厚觀院長、廣淨法師等參加臼ETA成果發表會，並認領《摩訶般若

波羅蠻鱷》、《大智度論》、《發智論》、《大昆藝沙論》、《俱

舍前》等鱷論之新式標點作業﹒ Z月

20日﹒寒假結束，全院報到﹒

23日， 23日至25日舉行佛三，請慧天長老主法-

27日﹒始業式，學院正式上課﹒

3月

1 日﹒第11期福嚴推廣教育班開始上課 (3月 1 日 .......6月24日) ，本期課程有厚

觀法師的《中觀今論) ，開仁法師的《成佛之道) <大乘不共法) , 
開尊法師的《四十二車經》﹒

2 日﹒「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宗教系佛學部教授JOSE

CABEZONFBN等四人，蒞臨學院參訪。

4 日， 3月4至5日， 18位同學參加「法鼓山 J 主辦的「第五屆中華國際佛學

學術會議J ﹒

7 日﹒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董事長菩提比丘蘊臨學院﹒

8 日﹒「新加坡妙音覺苑」嚴泉法師帶領佛學會員共34人蒞晦學院參訪﹒

9 日﹒「新加坡福慧淨修中心」普耀法師，與「i窩蜂仁美雷音禪寺」四位法

師蒞臨學院參訪﹒

11 日， 1 、「中華佛教種僧協會J 會長傅孝法師學領42名倍思蒞臨學院參訪﹒

2 、 菩提比丘專題演講﹒主題: r21世紀佛教僧伽的桃戰J • 

12日﹒「台北市鹿野苑藝文之友會』會長吳文成居士 ，率領89名會員蒞臨學

院吾吾訪﹒

c 



3月

15日﹒「新加坡慧嚴佛學會」第十屆結業班15名學生蒞晦學院參訪-

16日﹒ 1 、學院舉行大怒懺共修法會﹒

2 、常覺長老上午8時20分於泉州崇謂寺捨報圓寂，世壽七十九歲，

戒風五十九夏﹒

25日 ﹒「公路局人生哲學會J 146名會員及家厲蒞臨學院參訪﹒

29日﹒演諦法師，會敦法師，會志法師及廖艷斌﹒參加「新竹市消防局」

主辦的95年度第1期 r防火管理人」講習。

30日﹒厚觀院長至中正機場迎譜常覺長老軍骨回學院﹒

31日﹒學院為常覺長老舉辦追思讚頌法會，由其華長老主持，並將軍骨

學安入塔﹒

2 日﹒慈濟人醫會至學院為師生讀診。

5 日﹒舉行清明法會﹒

9 日 ﹒ 農層3月 12日 ，印公導師冥寵，厚觀院長與長慈法師至華爾精舍，

加紀念誰會-

15日﹒華兩輛舍慧瑾法師帶領信眾32位蒞院參訪-

16日 .95年度招生說明會﹒

20日﹒厚觀院畏與開仁法師至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佛教總會與馬來西亞

儕教育年噶舉辦的「悔教當代關懷研討會J ·主題: r印順導師: 4月
人間佛教思想與實鐵J (4月22、泊爾日〉﹒厚觀院長發表論文:

印順導師「宏閩中期佛教之行解J 的宗趣;開仁法師:即順導師源

自製徑的初期大乘菩薩觀﹒

4 日 . 5月4日至6目斬于禪三，由開恩法師主法﹒

7 日﹒耕莘文教院宗教交談與合作服連聲中心馬天賜神父與非洲籍飽霖神父

5月 、菲律賓籍柯金鱗士蒞院鋪﹒
11日﹒院長邀請清雲科援大學土木系李來松教授與陳健成教授至學院協助

勘查擋土牆結構安全﹒

15曰 ﹒福嚴師生至獅頭山及峨帽湖戶外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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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 

19日﹒昭憲法師與東台參加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J 學衛會

嶺之大陸學者共14人，蒞臨學院參訪-

20日. 5月20至21日於玄裝大學舉行第六屆「印順導師恩想之理論與寶路

J 學術會議，本院教師閱仁法師發表論文:從北傅論書窺探印順導

師所詮的《須深經>> ;長黨法師發表:印順導師《大智度論》筆記

之特色與應用;由院長率領師生二十餘人前往參加研討會。

22日. 5月2日至25日，菩提比丘蒞臨學院﹒

25日﹒農唐4月28日印公導師圓泉一周年，舉行金剛般若法會，約八百人

參加.學院出版: (印順導師永慎集》、《福嚴佛學研究》及「印

順導師圓寂周年紀念DVD光碟」﹒印順文教基金會出版: (印順導

師法語(一) ). 

2 日﹒院內研究生升學口試﹒

3 日﹒第二十三坎院肉論文發衰會﹒

釋傅雲發表論文: (大智度論》中菩薩位之探究;講評老師:長慈

法師﹒

4 日﹒土午7:40-10:30請邱英芳老師演講「諮商理論與技俯簡介J • 
11 日﹒土午7:40-10:30請邱英芳老師演講「變態心理學導論J

15日﹒下午消防演習﹒

18日 .95學年度第一次招生考試﹒

23 日. 6月23日至6月28日，期末考試-

29日. 6月29日至7月 1 日，三天大掃險。

1 日. 7月 1 日於壹同寺舉行福嚴校友會﹒

6月

2 日﹒ 7月2日第十屆畢業典禮暨福嚴精舍住持交接典禮﹒厚觀法師卸任福

7月 嚴精會第13任住持，轉任意日講堂住持:淨照法師接任福嚴糖舍第
14任住持兼福嚴佛學院院長 ﹒ 學院出版: (2006年畢業特刊》及

「福廠佛學院光碟」﹒

3 日﹒暑偎開始。

的



釋開尊，俗娃賞，名敬興: 1969年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出生

，上有父母，下有弟弟一位;弟兄兩人前後同依洪福寺上文下建長

老出家﹒未學在1991年初剃度後，於衛塞節前便插班於馬來西亞

佛學院的第八屆初級部就讀!而初級部第三年(1993年三至四月

〉時，至台灣台南縣新營妙法寺受三壇大就成菩種比丘。

在馬來西亞佛學院快畢業時，很幸運地考上台灣新竹市輯嚴

佛學院的第七屆初級部﹒因為需參加馬來西亞佛學院的畢業典禮

，故延至1993年十月底才從馬來西亞飛抵台灣報到就學。於福嚴

三年的初級部學涯中，最難忘償的是，初次聽見印公導師返院時

的開示: r修學佛法一一為己、為他、為佛教﹒」這讀末學對來

福嚴修學的目的更加清楚、肯定!這就如其公老院長所說的: r 

做人、做事、做學間，即來稿嚴不是讀書而己，更要學會做人、

做事 I J 而第七屆的教發主任慧天長老更巧妙的將之詮解為: r 

老實(做人)、踏實(做事)、精實〈做學問) G J 

第七屆第一學年度峙，福廠圖書館前的廣場兩側﹒各有一棵

鐵樹開花，且巧合的是雌、雄各一蕊。第二年更盛開十幾蕊﹒但

後來由於有蟲害而少見了﹒當年上妙下境長老因此曾說: r 同學當

中會出現大法師 J !所以真公老院長與教萄主任都鼓勵同學們多

在佛法中下功夫，盡量少請假外出，能全動更好!宋學因而早晚

上殿時都會發顧: r諸惡永斷，善法國溝，自利利他，閱盡菩提

J '更期許自己三年中都能身安道陸的得到全動獎;結果宋學除

第七屆滿廠外，第八屆時亦同!但第九屆只首學期得全動獎，其

他學期則因緣不具足!其所謂無常、無我也!

1996年第七屆初級部畢業前，因為其公老院長說:

要有人留下來與學弟們交接、傳承經擻，故而繼續就讀

第八屆高級部!最特殊的是，在第二年時， r般若學佛

會」禮請大航院長當導師，並邀請末學與其他三位同學

去講授課程，而未學以印公導師《設若經講記》為《金

剛經》的教材，在兩年中「教學相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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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八屆高級部學業後，再續

續就讀第九屆研究部(亦為第一屆研究

所) !值得一捷的是，此三屆的三部皆

是福嚴佛學院復辦男眾後的草創班，故

深盧興有欒焉 12001年4月 16曰:布達兼任

學讀長，以未學當時猶是研究部第二學

年度下學期的研究生身份，在厚觀院長

的種佑與眾師長、同學的慈悲攝受下，

勉為其難的完成學業與學灣長職責-

2∞2年第十屆時，承蒙厚觀院長的攝受

下，為了成恩圖報，未學又組鑽擔任學

當長2年，故前後共3年餘的光景﹒

第9屆畢業前，曾勉勵同學畢業後，

能夠留下服貓、教書兩年或更久，以回

饋母校的教育之恩﹒因為從第10屆起已

改制為大學部四年、研究所三年，而大

學部每兩年就招生一次，也都有畢業生

;如果有部分同學願意發心留下的話，

那麼福嚴的僧教育將可屆屆相繼、締綿

無盡 1

2ω3年10月 18日是印公導師創建福

嚴精會五十周年的紀念日，而未學來福嚴

佛學院也正好是十年，故倍厭榮鞘E陪福

嚴一起走過五分之一的時光!正處日福儼「

院歌」 所說 : r多少法鬥龍象，出生皆在

福嚴;你是法身培養的聖地，你是意命茁

長的搖籃.. •••• J I 而吵7境長老蒞院開示

時也說過: r如果同學能夠在福嚴修學+

年，這可是最大的福報J I 未學如今回顧

耳聽團體

此話 ， 深覺融貿如此 l

又回想導師九十大審時曾告訴真公

老院長說:若能活至一百歲，到時才席

閱百桌供眾吧!以即公導師歷年來都是

會避壽的，即使九十大壽亦然!而

2004年4月30日是印公導師盲葳嵩疇，福

嚴舉行祝萬法會，這次導師黨允出席法

會，黨與會大思都歡欣鼓舞的留下美好

回憶!

2ω4年第十一屆時，除在福嚴大學

部、壹同寺高中部幫忙上課外，也到福

嚴推廣教育班對社會大眾講課﹒當然，

學無止境， 同時也於福儼旁聽幾門課，

如《瑜伽師地論》、《大智度論》等以

充實自己﹒ 且2005年時至台灣南控縣埔

里鎮正覺精會參與未學的初次正式結夏

，從中深獻出家眾須在每一年中結夏三

月以充實個人的修學﹒

來台12年多，皆是隨能盡分!曾與

馬來西亞同學分草心得說:在台灣四事

無缺，但有法比有食重要，而福嚴是兩

樣皆有! 由於時常自悶在福嚴有學到佛

法否?故總而言之:福撮真的是未學法

身慧命培養茁壯的遺囑 l

最後 ， 種以印公導師勉勵第七屆畢

業同學的話來供養大眾 : r 出家求法應

以正見為先導，依正見起正行，內則淨

化身心，外則利濟人群，能成立和樂清

淨之僧伽﹒正法當能久住於人間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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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環山，風景秀麗，民風純擾，位於台灣心臉部位的商投

縣，是這是出生的地方﹒俗姓陳，於民國二十四年生，正處於時代

的變遷，經歷八年抗戰，所受的教育有日語、台語、國語等，看

起來好像樣樣遍，其實是搓搓稀聽﹒家父是留日公窮人員，家母

是傳統的農家婦女，育有十個兒女，我排行老大，當時經濟狀況

並非充裕，卻堅持子女皆要受高等教育﹒

民國四十四年秋，因向道困線成熟，排除萬難到竹山德山寺

學習自家生活，次年依止上玄下滑、上遺下超二位上人剃度出家，法

號慧莊'字譽嚴。家師平時對弟子的教導很嚴厲，但卻不失慈悲

善說，讓徒累了解出家要學習承擔責任;符價眾熱忱，只要有事

相求，必定極力為其代解難題，雖渡集飢餐也在所不惜，表現出

菩瞳遁的精神，於師長座下長期耳滑目染，雖無上人之德行，但

也養成我做事積極向上的一面﹒

「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 」 的理念下 ，使得我對羲理的迫

切渴求。但當時常住的事著繁忙，師兄弟們也無外出讀書的機

會，求學之途徹渺﹒提起勇氣並徵得師長的應

允﹒在家父的經費支助下，四十六年到台中簣.

寺一一台中佛學書院接受僧伽教育﹒四十八年三

月在實覺寺受三壇大戒，又於秋季到新竹畫同寺

女單佛學院就鑽，當時土印下頓法師為院長，還有

諸多師長上演下培、上續下明、上常下覺、 上印干梅等

法師們，都是法門的獨楚，當我們浸涅法乳深恩

之中，影響莫大，建立內修外弘之根

基'是一段永難忘懷的修學福緣﹒

五十五年考上太虛佛學院，兩年

後因北部住宿種種不使之故，遷回新

竹改名為「福嚴佛學院」就訝，於六

十年畢業即回常住服潰，二位上人為

提倡「人間佛教」﹒於六十一年承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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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與慧修師兄共同負責合建明善寺之工

程，因辦幼兒教育，有嚴專業知裁之不

足，到嘉羲師專修學四年;又為完成上

人的心顱，增建圖書館、講堂等設施

li了提升信服對鶴教信仰的堅定與黨

陶，舉辦每週目的共悔、法會、佛學

班、佛學講座、儕七、台語正音班、媽

婚成長班、兒童讀鱷班、兒童學傍班、

書法班、插花班、『印度佛教史 J

「中國佛教史」研習、臨終閱價安寧療

種研習等﹒

身為常住的負責人，手邊的工作剛

告一段落，心想放下一切存窮，過著靜

修的生活﹒然世事無常，一場九三一大

地霞，將常住的建築毀壞慘重，二十年

的心血毀於一旦 ，身心頓且已但農﹒災後

' 

書費團體

的滿目瘡咦，所幸憎眾們都平安無事，

重建的工作，在教內、教外、海內外諸

多長老、法師、大德的護持下，有如沙

漠中之甘霖，讀我們能夠重整步伐，常

住眾與信娘們同心協力，朝共岡的目標

再度出發，雖筋疲力竭、汗流夾背而不

喊累;雖日曬雨淋、蚊蟲危肆亦不退

怯:克服重重障礙、衝破難闕，使重

建、修補的殿宇又重新吃立﹒

時光飛轉，從出家、修學、建寺、

領恩、教化的種種歷程，一路走來個中

的甘苦，都轉化為裁修遁的增上緣﹒仰

賴三質的慈光庇佑，霞說一直能安住於

正法中，廳謝三寶、廠商護持衷的一切

因緣﹒

、-.. ....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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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觀仁者:

來間略答如下:

一、福伽持J息念，以數息、蘊、緣起、

諦、十六特勝一一五法，為一進修次第，

只是一家的修法 .ft法在部派分化中，不

但法義不悶，信行次第也不必相同﹒先應

知道《渴伽論》所說，其他如《俱舍翰》

(大正29 • 118 ) 、 《大昆婆沙論) (大正

27 • 132--) 、南傳《清淨造詣) (第八品) 、《成實論) (1 85品)等，對修息

的各家解說不間，加以了解比較，不要先提出自己的意見 ﹒

r 息所依色麗(所取)
二、念黨一一出入息i

k 念慧相應的受等四草草(能取)

息是依身心(不定)而轉的，所以數息的念慧，進而觀所依的身心，即是五

蘊﹒持息念作窟，可緣一切色與心，不一定要在四禪才能了取四禪的﹒四禪沒

有持息念，但不是沒有別的止觀，所以不是但觀「能取心」的。

三、不淨觀限於未到定，以上修定起觀，不是沒有所線的﹒《諭伽論》與有

部相間，以後心知前心，悟入受、想、行、穢， r 唯有諸行，唯事、唯法 J ' 

也說是悟解五蘊事，悟入無常或苦諦理﹒才是悟入諦理的見道﹒

四、「如其所應 J '論典中是常見的句子，意思是:不能一定說，依事實的

應該怎撥就怎種說﹒息依身心是不一定的. (大昆婆沙論) (大正27 • 132上~

中〉 ﹒ 「如是說者 J ·對息的依身、依心，解說得最分明﹒

五、 十六特勝，顯然是依身、受、心、法而說，但與四念處的所念不同﹒

六、 1 、定與憊，是修止與觀而成的﹒觀中﹒有假想觀﹒如不淨念﹒有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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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單單，

觀，如觀息等﹒依聲聞法，唯觀無常、苦、無我等一一共相觀(大乘觀空，名

勝義觀) ，才能引發無瀰智慧· 2 、止與觀，修的作用不同，而所據可能是相同

的﹒如念佛的自毫相，如心住於毫相，是止;心分別毫相，是觀﹒止與觀是不

同的，如，麗多了，心就不易安定，應改住住心一境一一止 :心安住了，再起心

觀察﹒起初是不大合作的，要久久修習，修習純熟了，才能止觀雙運;進一

步，才能從定而引發真智慧， (約共相觀、勝義觀說)。如修假想觀、自相

觀，無論止觀怎樣和合，也不會發真無謂慧的﹒

我的身體越來越瘦了，你在學，好好修學呀!專鐘，即譜

法安

印顧十一月十六曰

(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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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傅意

直主

記得報考輯嚴佛學院時，以中年初出家者的複雄心情、續著煩惱樂習，卻矛盾地期

待在佛學院讀書的美夢:希望能體驗六和敬的出家生活;提昇區性信仰，以理智探求傍

法之正見正行;並借助良好師範及靜修環境的黨陶，以大取生活之共..力壘，強化慚愧

心與正念，調理自己的積習執著，乃至重新調整自己的生命目標等等;也希望學習到一

些對常住大取有助益的佛法知見和信行體驗﹒

起初的兩個學年中，除了適應新出家的沙彌及比丘身份，也學習阻鵬佛學院僧圓的

體制和課程而起居作息 ﹒ 身為東南亞熱帶地區的僑生，亦縛調適鑫濁的溫度變化﹒風土

人情等 ﹒ 次年 ，隨著學院課業的加漂增廣，身為學長的論組生活義務加重了，才漸盧受

到自己的信養、生活品管及人韓，正開始面對嚴厲的考驗!在學院寓，發們全體師生要



體單單，

一齊維持清靜和樂的憎團及環境﹒在面對緊潑的日常課程及迅變的換組出坡事發中，自

己的消極心態、放逾與惡習等，不時會障硬學習的成效，迷失正念和嚴恩心，而生不

滿、埋怨及懈怠心!幸虧有佛菩薩的護念、師友善知蠶的鼓勵、善導，此不良的心境才

不致惡化下去，及時回頭是岸，重歸三賣的華光中!

瞬眼之間，匆匆三年有餘，在福嚴佛學院的學僧生涯，也即將告一段落了!在這期

間﹒自己所學的佛法雖多，但消化並運用在身心、生活上的佛法卻極有限﹒我也曾為此

學業及道葉之來成而急歸不安﹒深廠慚愧!其實，要學習偉大佛陀那甚深的般若智懇、

無量蘭德與無比的慈悲心，不是短暫的一生就能成辦的事﹒佛法浩湖無邊，今雖將〈大

學部〉暑棠，但未來的歲月中﹒希望自己能牢記不忘學院的訓練，普知識之教轉及所培

養的好習慣，細水長流地讓普根不斷地增長!在佛法的解行上，除了要有未來短程及長

期計劃外，更應把鐘當下，激勵自己積極的努力學習佛陀無量的戒、定、慧功德。顧依

善知載們的教導﹒以持戒念佛為起步，這漸息瀰業習煩惜!

回顧這段外似刻飯嚴肅，內卻多彩多姿的訓轉過程，對院內師長們勞心靈力、智悲

雙遷、身教書導的培育，同學們的互敬關照，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眾多上好供養、時

常休浴在三貫的恩光法教中，對於這一切的恩惠，總是滿懷厭恩與歡喜的﹒每當被討自

己這段歲月中，許多「惡心過佈』的大小過失及放過時，後知俊覺的我，總是在事後才

會厲覺到華悔與慚愧!今趁此因緣，向三寶、眾位師長們、眾生父母及同窗好友們至誠

懺悔過惡，懇求寬慰和原諒!

4厭恩師友眾生父母

雖然院內生活相當廠樁，但學院的師長和同學們會互相調遍關慎，不失禮聽溫馨的

時刻﹒威謝長老大德@舊時藍縷的付出，為了發們安排生活與教學，也厭恩少肚僧圓的

讀師心志<ã) ，提供給我們許多優質紮實的課程，更從通入深，用心的教導、輔助、激

勵、曾使我們學佛的課程﹒他們的良言慰喻，常為我們開解囊蔥、遠恩﹒在我犯過時，

<D (1) 印順導師、仁偉長老、真華長老、黨天長老、妙陣長老、印海員老等;

(2) 摩觀院長、廣淨法師、實因法帥、淨照法師、真旺法師、開尊法師、傳妙法師、祖蓮法

師、海正法師、長慈法師、開仁法師;

(3) 及眾位執事法師:會黨法師、會聽法師、真唱法師、元越法師、如永法師、安憲法師、

傳印法師等﹒

@本因法師、宵因法師、果化法師、純國法師、開恩法師、如恆法師、許文筆老師、許洋主老

師、陳)棋老師、喝德輝老師、莊國彬老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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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寬恕訣助 ， 給以無限溫暖與明照﹒還些傷法的寶貴經擻，在未來的菩提道上，將令

終生受用無窮 ﹒

同時，廠甜父母的恩准，歸依恩師一-fl白團長老，及到自膜恩師一一唯情法師的慈悲接

引，議未學得以順利出家﹒除此，不忘扇風父母、師長們及十方倩施們，供給數年的學習

經費和生活所需﹒更厲謝慈濟及其他佛教研l團體的醫療，提供我們長期的著當﹒有了這

一切，我們才符以安，已，增佛法﹒未學懷著無限的區恩，心，虔誠的祝囑道許多的外謹、內

單及教授、同學同行的普知輯們，福懇增長，如意吉祥，道業圓滿成就﹒對於父母法眷、

明師良友們的舞龍幫助，未學會銘記於心，一面精遵信習儕法，多長聲聲根祖德，修積種

意;另外站串習弘揖正法，自1切歸U他，以報答三實及回饋廠生的法情恩德﹒

4 戶外參學

身為外地制包，覺得台灣島嶼，在其各旅人民與政府當局，齊心協力的勤奮維持下，

至今還是保持『寶島」的美譽﹒它有許多自然亮麗的山色、海潰、湖泊、泉景，更保存它

獨有的特質:刊圓佛教興盛的現代多元化及繁茂的人文高科錢之獨立、民主國家﹒

每個學期﹒學院安排我們去戶外參學，以調劑身心﹒增廣見聞﹒ a們的足跡遍踏實

島境內許多名磨:高山、海潰、林園、城區或莊嚴佛寺﹒每當處在自然生態環境裡，看

那「運歸的雷J '細覽「闢臨的影J '漫步在虫鴨鳥啼的「芬多精」森林區中，不覺地

心情自然放攝下來!某次，參觀海洋公圖，見到海豚也可以接受人類的訓練，而懂得與

訊線師溝通，建立互相信額的關係﹒又能思考發訊克服困難且具有團隊的轉轉﹒想到自

己身為萬物之靈的 r人類J ·有時還不如他們而嚴慚魄!

吾吾訪各處佛寺時，親近當代大德、善知識們，聽到長者法音輸鱗，慈顏悅色的流

露，心靈也找到踏實的依歸處!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2004年11月 18日，在花蓮的『靜

思精舍」、「慈濟大學」、「靜思堂」之書訪中，不但觀見當代鶴教醫院、大學、文

化、救濟等宏偉的硬體建鼓，也盾受到蔥擠人的跨國大愛心，對鐘慶上人30多年來，堅

定不移，救難按苦的大悲與智慧的蓄積行，是隨喜讀嘆和無比欽佩的!

4 畢業巡禮:南韓佛緣

此次，同學學訪南韓的畢業巡禮，行程很充實，耳目一新，峨積重碩﹒在7天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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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2005年10月 13日至19日)中，南韓正處早冬的季節，觸目皆是總黃紅紫的楓林山

巒﹒說們乘坐旅行車，從南韓的南部北上，學訪許多古今佛甜，計有:四大道林貫制

(1、松廣寺〔僧寶寺) ; 2 、海印寺〔法實寺) ; 3 、適度寺〔佛寶寺) ; 4 、雲鬥寺

〔尼寺) )一一皆是超過千年的古剃，其寺地發林環抱;早期的「石窟膺」、「佛國

寺J ;在漠城的現代化佛寺一一吉祥寺、曹溪寺﹒其他名跨地如:樂安區城、何回民俗

村、天馬塚、博物院、說劉主建攝影場、遊丹陽區大湖、古數洞窟、倒潭山略、雪嶽

山、漢城景福宮、仁寺洞佛教文物衡等﹒在跋山涉水的旅程中，大家忙著拍攝各地特色

景觀、晶曙當地美食、地遁的韓食文化、談心采風，歡喜的滿誠而歸﹒

在輯圖書訪(清道地區) r霄門寺」時，每人獲贈其住持和尚尼明星法師的手書韓

字「般若布巾」一片﹒未學把布巾拿去請來自暐圓的同學一一大饋法師詞語，覺其法語

很有禪意，宋學就以它作為本文的結語吧!

'當我們在看青山的時候，要學青山一樣:默默耕耘﹒勤奮認真地過生活!

當發們在看蒼穹的時餒，要效法蒼穹一般:沒有貪、脹、癡之難染，清淨地過生

活!接們要敢下眼恨心、貪欲心，我們要像潛水、清風一據(清淨、不執著) .能這樣

的去修行，做好了之後，我們自在的離開! .. 

最後，至誠種謝並祝福諸位尊敬慈悲的師長們: r身心健康、福建圓滿，清心安

祥﹒』也辦心祝福學院諸位即將畢業的學友們. r道業精進，調種增上，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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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長老著

溫宗笙譯

《相應部》 是上座部(Theravãda)巴利聖典(“non)中經藏的第三部﹒它排在《長

部》、《中部》之後. (增支部》之前。像餘三部一樣. (相應部》有其在別部派禮的

對應經典﹒保存在漢韓三藏哩，與《相應部》對應的經典，稱為《雜阿會經) (Tsa-a

han-c恤g) .. 道部經譯自梵語本，證據勵示它屬於說一切有部(8研制v量的所謂﹒如此，

本書英囂的《相應部》雖然屬於上座部的聖典，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它從屬於代表著儕

教文獻傳承海頭的典籍(在南傳佛教，稱為《尼柯耶) (Nikãya) . 在北傅儕教，則稱為

《阿含) (λ8個也〉﹒早期佛教，就是以這些典篇為基髓，建立了其教理和實贖體系，同

時，後期的佛教學派在形稱它們新的佛法詮釋時也是訴諸於這些典錯﹒

《相應部》作為佛教義理的海頭，其內容顯得特別豐富﹒ 因為在《相應部) .用以

將諸種典分門別類的主要原則，正是佛法義理的分類﹒「相應 J (S8.Ipyutta)意指「結合

在一起 J (yok，叫 ω'ge也訂，) .巴利文“yutta" (梵文“yuk妞，" )在字海上和英文“yoked"

(結合了)有闕，接頭詞而m" ，意思是「一起」﹒這個字也出現在巴利經文裡，意思

是被繫總」﹒道時候，問它是個過去分藹，與「緝J (SatTlY'吋ana)一語相關﹒共有十

種「結 J @ · 將娘生束縛住﹒“S8Q1YU俑，一詞也以一般的意思出現在鱷典中，意指

r被繫在一起 J ·如: r 友啊!如黑牛和自牛被繩或輒繫結在一起 J (35:232;S IV 

163. 12- 13) @ ·這才是「相應部」的「相應」所指的意思﹒它們是被繫結或連括在一起的

『修多灑 J (經典)(即佛所說或弟子所說的教示) ..將各經連結在一起的「輒 J ·是構成

各章名稱的 「主題 J (topic) ·亦即各種所屬的「相應 J (Saqlyutta). 

4 《相應部》的藍圖

僅管《相應部》內容龐大，它依以建立的藍圖卻相當簡單、明暸﹒巴利所傳的《相

應部》包含五大晶(\lj略研)﹒每一品正好是「巴利聖典協會」 σTS)出版的羅馬字本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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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五晶共會五十六個 r相應J -Q> ·篇幅較長的相應，又可

分為幾個部分，也稱為 r (小〉晶 J (Vagga) 。篇蝠較小的相

應可能只會_ r (小〉晶 J 0 每一〈小〉晶，理論上應會十經，

但實際上，每〈小〉晶的續數從五到六十不等。如此，我們了

解「晶 J (鴻銘心，既用以指〈相應部》的五六品，也用以

指每一 r相應」縷的小品。吩

最大的兩個相應. rο2)蘊相應」和 r (35)六處相

應J ·經數龐大，所以它們又利用另一種單位來簡化組織﹒

也就是“pa晶磊saka" • r五十為一點﹒五十只是大約的數

目，因為一篇通常多過五十經，如 r六處相應」的第四篤，

就有九十三經<v .其申一小品就會六十經@﹒但這些經大多

極短，只是在一些簡單的法要上作改變而已@。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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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文轉自 Bhi幽.u B叫凶， fG甜、細1 Inttodu捕他， • The Connected DisCI侃rses 01 the Bud融a， pp﹒

21-40 0 謝菩提長老(B趾幽.uBo晶i澳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偏低on)，按槍《福融會訊》翻輯

、出版此文﹒

@表示此下是底本頁21 .以下，有米字號(份的起卿是原作所有，餘為諸省誼﹒( )括弧內的文字

為譯者所補充﹒

@十站是:食、瞋、攤、恆、見、輝、僧沉、轉學、無慚、無愧﹒

@ Seyyathãpi，軍訓150， kã10 偏balJ.Daddo odã給偏b甜甜甜do ekena dãmena vã yo做臨城姆qlyutta 細閱.

.ø 緬甸版《相應部》有56相應，為何S躍馬版所遵循，但是，鋸蘭版只有必相應﹒蓮異在於﹒鑄蘭

版將 r現種相應J (abhis個aya吩(此英譯本的第13相應〉當作是 r因緣相應J (剖晶m吋C英譯

本的第12相應)祖的一個小相應，且把 r受相應J (vedãna)(此本第36相應)當作是 r處相應J

〈叫ãya:細心。〈此本第35相應〉祖的一小相應﹒但〔鑄蘭阪〕這據分配，並不惜當，因為這兩

個小相應的主題和那兩個較大相廳的主題並無直接的關係﹒

可我用 %gp" 指 r大晶J ·用“'vagga" 指 r IJ、品 J ﹒用以保存這些思制經典的東方字體

( IP鑄蘭文、緬甸文、泰文等〕沒有大、小寫之分. r大晶J 、 r小品 J 都一樣，並無檢法

上的釐別﹒

@ 156.至248鱷﹒

@ 156至227.經﹒

@如在某髓的 r內 J '在另一糧價改成 r抖 J ;是 r無常J 的，改成 r苦J 、 r無重建 J 等﹒



《相應部》經典的經名，在無各文本傳統並未一數相同，這與《長部》或《中部》

的情況不太一樣﹒在古老貝葉抄本權. (相應部》的經典一部撥著一部，經典與經典之

間沒有清楚的界限，經典的分段須由某些特定的符號來標示﹒每一小品之未有個偈頌，

名為 r攝領j (曬陀南· uωãna) ·它用一些能代表經文的關鍵字來總括該小品各輝的內

容﹒在《相應部》的現代刊本裡'這些關鍵字被拿來當作經名，置於該經之前﹒因為緬

甸文本傳統和鑄蘭文本傳統，其攝頌常有一些差異，而PTS販有時依緬甸本，有時依鑄

蘭本，所以不同版本的經文名稱也就有所不同﹒最新的緬甸肢，即第 r六次結集版J • 

所給的經名有時候較從攝頌得出的經名更為完整、有意羲﹒所以，在此英譚本，我通常

依照第六次結集版。

不同文本傳統之間，有時對各小品的晶名也有不同的意見。緬甸字體的文本常簡略

地以數字來稱呼，如 r第一〈小〉品j (pa'伽movagoo)等，但鋸蘭字體的Buddha Jayanti版

提供較恰當的品名﹒當品名有如是釐異峙，我先舉該品在緬甸肢的序數，再列出它在鑄

蘭版的名稽。品名其質沒有特別單義，某品所有的經典和該晶晶名所傅建的意思未必有

關聯﹒一晶名稱之命名，僅被據該品中某一躍，通常是第一經﹒但有時候較長、較重要

的經典，其實是在〔第一經〕後面﹒將數經歸為一組並放入同一小品的工作，似乎並無

章法，不過有時候幾個連續的經典處理著相同的主題，或構成一個「摸組J ﹒

在覺音阿闊黎的註解書裡，他提到《相應部》含7762經，但是，我們可得的文本，

按載的算法，只有'2904經 o.Q)由於翹分經典的方法不同;這數字和Léon Feer依他所緝的

羅馬字版本得出的總數目· 28紗有些不同﹒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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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桐應部》的品數與經數(Feer在PTS版算出的經叡領示在最右欄)

相應 晶1[ 經數 Feer 

1 8 81 
2 3 30 
3 3 25 31 1 112 

4 3 25 32 57 

5 1 10 33 1 55 

6 2 15 34 55 
7 2 22 

第 $ 12 
一

共 33 716 733 
35 19 248 207 

9 1 14 36 3 31 29 

10 12 37 3 34 

11 3 25 
共 28 271 
12 9 93 

言六 38 16 
39 1 16 
40 1 11 

13 11 
14 4 39 

第四 41 1 10 
42 1 13 

當因 15 2 20 
16 1 13 
17 4 43 

43 2 44 
44 11 
共 33 434 391 

第 18 2 22 45 16 180 

一 19 2 21 46 18 184 187 

20 1 12 47 10 104 103 

21 12 48 17 178 185 

共 27 286 
22 15 159 158 大u口u 

49 5 54 
50 10 108 110 

23 4 46 

蘊白白
24 4 96 114 

25 10 

51 8 86 
第五 52 2 24 

53 5 54 
26 1 10 

第 27 10 
54 2 20 
55 7 74 

一 28 1 10 56 11 131 
29 50 主:;!t、 111 1197 1208 

30 1 46 總數 232 2904 2889 

*Q)覺會給的數目在Sp 118，弘10， Sv 1 訝，1州及Spk. I2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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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一顯示我怎麼得出2904的數目 .F概算出的數目則列在我草草的數目之後﹒雖然我

們的總數和覺音尊者所說的數目(7762)差距甚大，但是，我們不需以為《相應部》百分

之六十三的姬文在註書時代之後缺失了﹒因為《顯揚真讀) (Sãratthappa描sin句. (相應

部》的詮釋霄，可讓我們檢查現有的《相應部》經典有無快失﹒對比之後，顯然沒有一

部經典是覺音尊者曾註解卻不見於現有《相應部》的﹒總數的差異只是因為經典，尤其

第五晶. <道晶) .擴展其小品的方法不同﹒不過，就算將那些固定的略說經文完全開

展，也很難理解詮釋家如何能得出那層大的數目@﹒

《相應部》的五大品，乃依不同原則所構成﹒第一品 ， <有偈晶> .獨樹一格，因

為它依文學體裁而繭輯成﹒如該晶名所摘，此晶內的經典，全會有偈頌(g拙益，伽陀) • 

不過並不是(如Fccr:早先所以為的. ) (相應部》裡有偈頌的經典都收在這晶﹒〈有偈

品〉的許多經典中，長行部分僅是為了觀托偈頌﹒在其第一相應(Deva-s) ·有些經典甚

至連這部分的長行都不存在，只剩下可能是儕陀與對議者之間的偈煩悶答﹒其餘四大晶

裡的一些主要相應，其內容闢涉到初期佛教的重要法蠢，其他較小的相應則會括多樣的

主題﹒如第二、第三、第四大品的第一相應都在處理極重要的法麓，它們分別是

r (12)因緯J (Ni釗h包的〔這是因緣品的第一個相應〕、 r (22)五祖」很handha) (蘊

品的第一個相應〕和 r (3月六處 J (Salãyatana) 
〔六處品的第斗固相應〕﹒這三大品皆依其第→區

相應而得名;三大品也包含其它相應，討論了比主

要論題較次耍的法義﹒例如，第二大品. <因緣

晶) .有 r (14)界相應 J ;第三大品 . <蘊晶> • 

有 r (24)見相應 J ;第四大晶. <六處晶〉有

r (36)受相應」﹒各大品中﹒ 主要相應以外的小相

應之篇幅通常較小，也較不重要 ，不過還是可在其

中發現有深度且生動的種文﹒ [26]

第五大品，處理最重要的主題，即種種應修學

的要項﹒在「後聖典時期J ·它們被稱為「三十七

菩提分法 J (組伽岫sa bod坤也尬iyã 曲amm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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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晶末尾以教法開展之基礎，即四聖諦，作為總結﹒這一晶，被稱為「大晶」

(M站枷掰) .但它也曾被構為 r 道晶 J (Maggavagga) (被漠譯了的梵文傳本即是如

此)。

《相應都》的組縛，從第二品至第五品，或許可視為四聖諦所顯示的模型﹒論述

r緣起」的< (12)因緣晶〉閻明苦的起因，因此可說是第二聖諦的詳述﹒〈黨晶〉及

〈六處品〉強調第一聖諦，苦諦﹒因為，苦聖諦，就其深發言，包含了五蘊、內外六處

所會議的一切法使，56:13, 1吟。接近「六處晶」結尾的 r (43)無為相應 J ·探討 r無

為J ·即第三聖諦，涅麓，苦的止，息﹒最後. <道品〉處理寶路之道，說示過向苦澈的

道路，因此是第四壁諦﹒如果我們依照梵語《相應阿含》的漢譯本，這個對應的情況說

更明顯，因為漢譚本將 r湛品J 量第一， r六處品 J 第二，之後是「因緣品 J ·如此，

對應劉第一、二聖諦應有的次序﹒但漠譯本將「無為相應』放到「道品J 的最後，這也

許是為了顯示，無為之設是行道的結果﹒

上來說到，使《相應的諸經名為 r相應之教j (c側的ted discour制的，正是結合

諸縷，使歸為一類的「主題J (如，pic) ·這些主題，可觀為「輾J 或 r給合的原則J ·它們

構成《相應部》結構的 r藍圖J ﹒即使諸相應的排列次序不同，這藍圖仍能僥《相應部》

保有它原有的特色。這種的主題共有五十六個，我將它們分為四類: r法義」、 r特創哲

人J 、 r某領眾生 J 和 r某類人 J ﹒有兩個相應無法被會攝在道分續續 [28] ﹒其一是

r (9)林相應J (Vana哼，它有固定的場景，通常是森林的神動被某個比丘要為法更1m精進

。另一個是 r (20清晰喘J (Opamm村，其

特色是使用許多比喻來傳違法義﹒

在表2A裡，重建顯示出，一一相應廳於四

類中的哪一類，標記各類的經之總數，及該鑽

在整個《相應部》裡所估的百分比﹒此表的數

據，是說整個《相應部》而論。但 r有偈晶 J

和其它四品有很大的差異，它所舍的11個相應

會影響最後的結果，因此為了寞了解《相應

@算法的建異，也可見印顧導師〈雞肉含輯部類之

聲編〉﹒《雛阿含鱷詣會緝〈上沛，頁6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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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整體特質，聽們可不考慮此晶﹒表2B便是不考慮〈有侷品〉的結果﹒不過，這些

數字仍可能產生誤導，因為這裡的分類﹒僅是依照各相應的「名稱』而作，可能不足以

正確指出該相應的內容﹒例如， r (18)羅候羅相應」和 r (23)羅陀相應 J '被我歸於

「特定的人」一巔，但是前者幾乎只在討論三法印，後者則是討論五蘊，未多提供兩位

尊者的個人訊息，因此其內容是法羲的而非傳記式的﹒另外，在歸為「特定的人」的十

一個相應之中，有九個純悴是探討法話。只有第1僻目廳(大迦葉相應) ，和41相應〈質多

居士)包括可被認為有傳記意味的資科。因為關於主要法義的相應之篇幅，總是較其它

相應來得長，用以探討法疆的頁數，將遠超過其它主題的頁數﹒

表2.: (相應部》的主題分析

A.會〈有個晶〉

主題 相應 總數 百分比

12 13 14 15 17 22 24 

法羲
25 26 27 34 3S 36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26 46% 

5153 S4 5S 56 

特定的人
3 4 8 11 16 18 1923 

15 27% 
28 33 38 39 40 41 52 

某類服生 1261029303132 8 14% 
某類人 57213742 5 9% 
其他 920 2 4% 

B.不會〈有偈晶〉

主題 相應 總數 百分比

12 13 14 IS 1722 24 

法羲
25 26 27 34 35 36 43 26 58% 
44 45 46 47 48 49 50 
51535455 S6 

特定的人
16181923283338 
39404152 

11 24% 

某頸娘生 29303132 4 9% 
某類人 213742 3 7% 
其他 2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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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單鹽

4 《相應部》與《雜阿含》

巴利詮釋書乃至《律》的〈小品〉都有 r第一次結集」的描述，讓人以為當時參與

結集的長老己盤理出發們現有的經藏，乃至確定經本的次序﹒這絕對是不可能的﹒同

時， [29]第一次給集也不可能繪出間定而定型的《尼柯耶》本﹒相反的貴重韓非常非常

多﹒這些鐘據包舍，一、現在的聖興收入一些在「第一次結集」後才可能成立的經典

〈如《中部) 84 、 108 、 124鑼打二、經典本身顯示出進一步編聽過後的徵兆;三、保存

於漠譯文獻的~t印度《阿含》與巴利《尼柯耶》之間，口的有內容和組織上的釐異﹒第

一次給黨時所發生的事，可能是， (1)起草一個詳盡的提構，把(比丘所億持的〉經典加

以分類; (2)指定一個(或多個〉編審團來復審所擁有的材料，將它轉化為易於記憶與口

傳的形式﹒可能，這編審團在編輯被認可的棋話時，也仔細預設過不同經群之設置所欲

建成的目的，黨後建構分類的指導原則以完成那些目的，關於這點，之後我會再討論﹒

負有保存及傳灑聖典的各部「誦師J (b旭l}akas)傳承各自的文本，這事可以解釋存在於

不同傅本之間的釐異，也解釋了不同《尼柯耶》裡出現相同經典的事實﹒啥

比較巴利《尼柯耶》和漢轉《雜阿含) ，尤具有激發性，它顯示出二本有相同的內

容、不同的次第﹒我之前已提到一些組織上的不同，再仔細線究，則更能澄清一些事。

旬漢諾本有八誦@(我依循崎鑑治，一致使用巴利的名糟卜第一是 r五蘊頌J ﹒第二

是 r六入誦」﹒第三是 r緯國誦 J ·後者包含 r (56)因緣相應 J 和 r (36)受相應 J ·和

《相應部》的安帶大大不同。第四個是 r弟子所說誦 J '沒有對鷹的巴利，但巴稍有

r (28)舍利弗相應J (Sãriputta-s) 、 r (40) 目礎建相應J 0呱啦前lãna-s) 、 r (19)勒卡那

*@Norman在其丹紅Litera~， p.31裡攏到了還點﹒

"'(1)關於漢華書《雜阿合經》的組織，我參考捕崎正泊的〈演轉回阿會〉﹒

@原本誤作 r九J (n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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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 J (La趾甸a-8) 、 r (52)阿那律相應J (組U吋曲“)、 r (41)質多相應 J ~αtta-s) • 

第五誦的巴利名是「道 J '相當於《相應部》的「大晶 J '但是它的次序更接近聖典三

十七道品的順序: r念盧」、「根」、「力」、 r覺支」、『道 J ;此謂也含 r (54)安

那般那 J (Ãnãpana-s) 、 r (55)預流.J (Sotãpanna-s)' 末尾的一些小部類則包含

r (34, 53)禪那」和 r (43)無為相應」﹒《雜阿含》的第六詣，即「八眾誦 J '無對應的

巴利 [3日，但包含 r (20)臀喻相應J 和敢在《相應部》各處與病人有闋的經典﹒撥著第

七謂是「偈頌詞 J '有12個相應，會巴利的11個相應〈但次第不同) ，加上「 ο1)比丘相

應 J (bhi且也吟吟(它在本書中只收有含偈頌的經典)﹒最後是「如來訝 J '包含了

r (16)迦葉」偎卸sapa-s) 、 r (42)頁跌落主 J (g祖~-s)和「馬相應 J ·這最後一誦，也

包含在巴利中收於《增支部》的經典﹒

4 《相應部》在四部中的角色

學界普遍認為，區分四部《尼柯耶》的判準'在於其經文的長度.這想法也得到經

典的支持﹒如此﹒最長的種典便收在《長部》﹒中等的，收在《中部》﹒較短的鱷便入

《相應部》和《增支部) ;只是《相應部》依主題將種典分門別類， (增支部》則依法

數多寡加以組織 ﹒ 但是，在一具開創性的重要研究捏， Joy Mann紛t戰了固有的假定，

即『長度便足以解釋不同《尼柯耶》之間的差異」﹒旬仔細比較《長部》與《中部》之

後· Mann編論說，這兩部的立憲是為了滿足兩個不同的目的﹒她認為. (長都》主要

是為了 r宣傳 J ·吸引外道者入教，因此主要是針對那些對佛教有好成的外道。相對

地. (中部》則是針對佛教徒，目前是要讀揖佛陀，要讀僧人融入團體興修行中

Manné'也提聲說. r四《尼柯耶》每一部皆有特殊的目的，皆是為了滿足特定的需求 J

(P.73) ·在此，我們應稍略討論「相較於《長部》輿《中部》﹒《相應部》與《增支

部》的，區輯目的又是什麼? J 的問題﹒ [32] ~ 

在處理此問題時，發們要先記住，這兩部《尼柯耶》裡的經典，對於說法的毒草綠背

費都只提供少量的訊息﹒事實上，除了少數例外，許多纏完全未提說法的事緣，或只說

悔陀在某地說了該部經而已﹒所以. (長部》輿《中部》充浦了戲劇性的情節、辯誼和

故事， (長都》尤其充滿富想像的mt程，但是. (相應部》說缺乏這攘的錢飾架構﹒在

《相應部) .整個事緣，誠少到只剩一景，適常只是說「在今衛域，祇陀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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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六處晶〉﹒甚至連這個也沒有﹒除了獨

樹一榕的〈有偈晶) • (相應部》的另四大晶幾

乎毫無修飾﹒其種文通常是佛陀直接就說法;有

時候是某個或一群比丘向佛陀請示;有時候是兩

位大比丘的對前﹒很多經文只有幾句話，且常只

是在同一主題上做句子的變動﹒到了第五〈大

晶) . 有些經群只剩單字組成的攝績，讓誦師

〈或讀者)自己去填滿經文內容﹒這顯示出《相應

部》的種典〈如《增支部》一樣) .一般而言，不

是以外迫或新入教者為對象，主要是針對巴歸依

法並深入學習、實饋的人﹒

從《相應部》各相應的排列來看，我們也

許可以認為 ， 說整部的特色而言(當然不是說

一一個體卜 《相應部》的緝輯目的，是要作

為一個容器，能夠存放諸多顯露佛陀智態與解

脫道的精簡經典 ﹒ 它能滿足教團內兩頸弟子的

需求:其一是法義的專家，即能夠掌握佛陀甚

深智慧，並為他人解說徵細教法的比丘、比丘

尼﹒因為《相應部》在其主要的相應裡[3詞，

收集許多群翰緣起、五蘊、六處、道支、四聖

諦等重要法麓的深妙經典，這最適合喜愛探索

法的深醬， 且為其他法友解說的弟子﹒《相應

部》所預殼的第二類對機累，是己國滿基體禪

修訓練，想要直證終極其理的比丘、比丘尼﹒

因為. (相應部》經典，對於想證得如實智的

*@ “Ca甸叮ics ofSutta 旭 tbePãliNi國yas，-尤其是頁71-84 ﹒

體單單，

@四部阿會經意趣之探討，吾吾見印順導師《初期大第佛教之起輝與開展) .頁249-286 • 

@Sãv.馳iyarp j伽.v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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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者而霄，僵局重要，它們可成為指引耽婆舍那禪修者(垣sight mediurω'rs)的課程

大網。

《相應部》所強調的是「全括性 J (compr由ension) ·到了 《增支部) ，便轉移到

『個人教導 J (personal ed迫切，tion) 0 因為闡明法義和修學架構的短鱷己入到《相應

部) ，剩下能組入《增支部》的，即是關心實踐的經典﹒在實踐傾向方面，某種度而

言， (增支部》輿討論各組菩提分的〈大晶〉有部分重疊﹒為過免不必要的重置，聖典

的騙輯者未再將那些主題納入到《增支部》應有的晶集裡﹒讓《增支部》能專注在未被

《相應部》含葦的修學項目﹒《增支部》也包含相當多為在家居士而說的經典，討論在

世間裡關於世俗、倫理或修行方面的事物﹒這使《增支部》成為一部特別適合為在家眾

說的聖典﹒

從此二部《尼柯耶》的特色來看，我們看見《相應部》與《增支部》提拱兩個互補

的觀點，這兩個面向都是原胎教諮所固有的﹒《相應部》為我們開敵內觀智慧的深奧面

向﹒此中，熟悉的人、物世界已消逝，只有無我的能生現象，依循緯起法則不斷地生

滅﹒還實相的面向，在佛教的下一個發展階設中，於阿恥達磨哲學裡，更是遷至頂點﹒

誠然， [34] (相應部》與阿瞇達庸的關係似乎很密切，我們甚至可以推翻:在《相應

部》佔重要地位的「無我」面向，直接引生阿耽遠磨所具化的對答形式﹒從阿耽達磨藏

的第二本論，即《分別論》來看，二者的緊密關係尤其明顯﹒《分別翰》共含十八品，

每晶專門分析一項法羲﹒ 十八類法護中的前十二績也出現在《相應部) 0.6)因為這些品

大部分包含了「鱷分別J (SU:伽ntabh屆~aniya)和「論分別J (的區dhammabhãjaniya) ·所以

可以想見 : (分別論》的「經分別J 即是同耽達磨的根本種子;而且， 說是《相應部》

的專家想到要設計出一種更專門的論述系統，而這系統在後來被稱為「阿耽達磨 J 0 

《增支部》承認世俗世界的相對其實，有助於平衡在《相應部》裡特別凸顯的抽象

哲學觀點﹒《增支部》通常未將「人」化約成蘊、處、界，而是將人當作是積極地想要

離苦、得樂的生命體﹒《增支部》的經典，通常浦足上述的需求，許多經典述及比丘的

修學，相當的部分則論及在家居士日常所關心的事﹒增一法的排列方式，使《增支部》

在教學時更加方便﹒如此，長老比丘在教導弟子時，或說法者在車備為在家眾說法時，

都可輕易地還用 。 《增支部》充滿能滿足此二目的的資料﹒在今日上座部傳統裡，它仍

持續發揮著這兩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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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各《尼柯耶》特徵的描述，不應被當作是意措，四部《尼柯耶》裡各種的內

容完全一致﹒相反地，各《尼柯耶》的經典，即使有彼此重複，也展現了多摟住，有點

像是同一類的生物，因應個己生存所需而有徵細差異﹒再者，仍成為問題的是:各部，

尤其《相應部》和《增支部》的藍圖是否是依刻意的教學策略所製訂? [3月還是說，先

有排列的方式，之後才因其架構而理所當然地予以運用?

4 《相應部》和其它聖典的關係

因為鱷典乃從標車化過的、可調換的，稱為 r聖句 J (peri∞pc)的文句所構成，也

因為各《尼柯耶》有許多共同關注的焦點，所以我們在四

部《尼柯耶》裡可見到許多彼此重複的經文﹒以《相應

部》霄，與它相同的經文，不僅出現在餘三部《尼柯

耶》中，也出現在《律藏》裡﹒如此，我們發現《相

應部} 三個重要經典，也收錄在《律》的〈大晶) • 

它們被認為是佛陀最早開示的三部組典，即《轉法輸

經) (56: 11) 、《無我相經) (22:59)和《燒燃鱷) ~ 

(35 :28) 0 (相應部》的其他經典也出現在《律藏》' JJ ?J、)吠"
'" ..;: -，~ 

如論及佛輿魔相遇(4:4，5) 、佛猶單是否說法(6: 1) 、遇見 前.卡"'f ~ μ 

給孤獨長者(10:8) 、提婆還多(17:劫，及談到目健連 = 汁。
尊者見鬼魂的經典(19: 1-21) ﹒有可能的是， (律》

和《相應部》透過各自的口傳系統發得這些共同的

資料，但是，因為《律藏》的故事似乎出自較《尼

.<v (分別論》的十二品是一、「蘊分別J=S22: 二

、 「 處分別 J = 83S ; 三、「昇合別」 耳 814 ;四

、「諦分別J = 856: 五、「根分別 J = 848: 六
、「蜂起分別 J = S 12 ;七、「念處分別 J = 8 

47 ;八、「正斷分別J = 849 ;九、「神足分別」

= 851 ;十、「覺支分別J = 846; 十一、「道分別 '!/; 
J = S45 ; 十二、「禪那分別」 =S53.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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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耶》晚的時期，或們可推割《律》的緝訂者在緝輯峙，引用了《相應部》詣師所保存

的資料﹒

《相應都》的一些個別經典，有時成為《長部》某些經典中的一段﹒最明顯的例

子，是那些成誨《員都﹒大般涅黨組》之片段的相應部鱷典故日6:15,47:9,47: 12,51: 10) • 

我們也看到《相應部》經典的一些片段(47:1，2;45:8) @出現在〔長部) (大念處經) , 

也有一些(12:60)出現在〔長部) (大因緣經) (D15). (大國總經》輿《相應部》經典

(12:60)共有的，只是鱷文一開始的部分，之後的發展便完全不同﹒再次說明，任何針對

哪都借自哪都之問題的解答都只能是揣測而已﹒

聖典的編輯者，似乎已為將種典分配到《相應部》或《增支部》的問題，立下嚴格

的競則﹒ [36] 目的在於:避免同時符合相應原則及增一法的經典被重續配置﹒但是，即

使這攘，兩部《尼柯耶》的經典還是有一些重權的部分﹒例如， 二者都有關於

“ Ro趾旭ssa" 尋~世界終點的種文 (2:26) @、獨子吼 (22:78) @、預流十億

(12:41=55:28) @、宜。值lika" 之死(6:9-10) ~、五葦的經文(45:55) @ (但《增支部》

沒有覺支那一段) 0 二者共有的，還包含在《相應部》裡諸多尚未形成個別經典的文句

組﹒

不過. (相應部》輿《中部》之間的界限似乎最不嚴格，因為《相應部》和《中

部》有五部完全相同的經典 (22:82;35:肘，駒，121，36:19) @﹒以及共適的文句組(text

blocks) ﹒我們不清楚，到底是負責編緝整個經藏的編審者一致同意地作如此的分配，還

是二部的謂師各自認為那些經最適合收入自己的《尼柯耶》﹒街令《相應部》裡相同的

經典也出現在不同的兩個相應，如此，即使在同一《尼柯耶》中，第一種情況也並非不

可能。《相應部》的經也出現在《小部》的一些都巔，如《經集》、《自說鱷》和《如

是語) .相對應的偈額也很多，見「索引I(B)J @. 

十 《相應部》敝學特色

在四部《尼棚防之中. (相應部》似乎是受「文學信飾J C:岫叮 cmbe11i個回〉影

響最大的一部﹒一些變動可能諒自佛，眛身，但許多較細敏的增廣，可能是聖典編輯者所

引入﹒我想請讀者注意《相應部》的兩個特色，它們支持了這個假設﹒若是們或可稱它們作

72. fJ，~ I會l訊l ﹒第明



體壇，

「模叡對應J ~個pIate阻alle1ism) ·以及「聽者與背景的變動J (auditor咽岫gvan祖on)o

呈霸道兩個特色的經文，列於「索引3J 和「寮引4 J 3 0 在此 ﹒ 我將舉例解輝這些緝輯設

計筒間目﹒

「模較對應」是指不同經典依摟相同的公式模型所造· [37]但被套入該模型的內容

物有所不同﹒「模恆」是公式模型 ;r模版經典」是將此模型運用於某主題後所形成的

經典，這個主題就是將被塑摸成一部經典的『原生材料 J 0 r攬版對應」的情形橫跨了

不同的「相應J ·顯示相同的「公式」可用來對不同類的法耍，如界、麗、虛、道支、

覺支、棋，作出相同類型的陳述。整個《相應部》一再出現「模版對應」的事實，令我

們對佛陀教法的結構有更清楚的了解﹒它顯示，儕陀的教導由兩個成分所組成: 1. 模恆

本身所顯示的公式，以及2. 被摸版塑形的材料﹒模版運用於材料的方式告訴我們後者是

如何接處理﹒如此，在「攘版鱷典」裡，哉們便看到: r應以智了知有，應斷煩惱，應

修道支J 0 

有時候，模版叉車書屬於較高的一膺，我們稱為「模範 J (paradi伊) .一種特殊的透

觀法，讀我們看到教法的全景。如此，要編輯不同經典所需傲的事，就是將各種頸型的

材料放入單一「模範」所產生的「模棍」之中。

《相應部》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一個普通而重要的 「模範 J '是「三法印 J :無

常、苦、無我.這個「模範」支配第 r (22)種相應」與 r (35)六處相應」的聲系列經

典，因為，若要撞得解脫，必須以內觀洞見五蘊與六處才行﹒此 r三法印模範J 產生四

@分別指略說四念躍的部分(47:1，2) ·及廣說八正遁的部分(45: 昀﹒

@ A4:45， 46 個 47-50) 0 

@ A4: 33 (n 33-3吋﹒

@ A 10: 92 ( V 182-184) • 

@ AI0: 的(v 170-174) . 
@ A 5: 193 (llI 23o...236) • 

@ M 109, M 144 臼annovãdasutta， M 145 pur;t明iVãdasu'蝠，

M 147, M 59 Bahu凹danïyasut旭﹒

@原書1971-1982頁﹒
4 

@原書198~1989頁﹒請配合原書及經文閱讀，方易了解﹒ ;再

月



種「模叡 J : 1.觀三時的無常、苦、無

我; 2. 純悴的觀無常等; 3. 透過因、緣而

觀無常、苦、無我;以及在佛教解脫道中

最重要的4. r無常即苦」模較 [38] ·這第

四種，將三法相彼此相聯@。

另→回重要的 r模範」是「味、患、

攤J (assã也，ãdïnava，剖ssar四a) ，它衍生三

個模飯﹒在AN 1 258-60 ·我們看到這些

模根產生三部纏， 而其「材料』即是「世

間 J (loka) ﹒《相應部》顯然利用一些方

法來了解「世間」這概念，依按這些模

缸，便有了十二部鱷典一一 「界相應」和

「蘊相應」各有三部種(14:31-33 ;22:26-

28). r 六處相應」也有六部輝 (35: 13申

18 ·因為內六處、外六處分別說，故是六

部) .這個「模範」又與另外→固與「模範」有闕，即「沙門、饗羅門 J ·兩組合而產

生出三個重覆出現的、關於沙門、婆羅門如何了知事物的「摸缸 J : 1. r 味等三法 J ; 

2. r生、誠等五法 J (即味患離三法、加上生、滅J ; 3. r 四法 J (傍四聖諦:苦、其

生、其滅、趨滅之道) .透過這些模飯，使製造出論及四界(14:39) 、名利、五蔥、受和

根的經典﹒ r 四法」的模飯也好幾次用於緣起支(12: 13)上 ， 但是 ，很奇怪，他們未出

現在〈六處相應〉﹒

依摟佛陀，苦的主因是『渴愛J (剛hã) ，也稱為「欲、貪J (chanda-rãga) ·在《相

應部》裡' 去除渴愛亦作為一個「模範J '它能產生另外的攘缸，拆 、 組 -chanda

rã囡" 這個複合詞，即可得到這些模按:1.斷 「欲 j (cha凶a) 、 2. 斷「貪 J (抽ga) 、

n-d品處|會l訊|﹒第11期



體壇，

3. 斷「欲及貪J (，也nda-rãga) ;每一個又和「凡是無常」、「凡是苦」、「凡是無我」

相接，如此產生到團模飯﹒然後，這些模棍，又接到蘊、內慮、外處，分別得出9部與

18部經﹒ (22 : 137-的; 35: 168-85) • 

有些模較必定出自比丘日常生活的對殼中，例如提到「為何隨世尊過梵行生活』的

「模棍 J (35:81, 152;38:4;45:5, 41-48) ·第五大晶，即〈道晶) [39] ，使用許多新模

棍，但卻沒有一個主要的「模範』﹒許多的攘棍出現在被略設的經典，那些內容先已康

說，因此錢來便只以偈頌加以略記﹒然而，在道些相應裡的經典，仍是由許多的模較產

生，在〈道晶〉的尊請中，將再詳述﹒@

如果說們仔細審觀「模桓」的索引衰，說們會注意到有些模飯未被用在可用之處﹒

如上所述，或們發現「沙門、婆羅門」模恆未用於「六處J @ ; r 聖與令解脫J (ariya 

且yyãnik:a)模被未用於「五根.J 13 ; r七果利益」模恆未用於四念處。@這引生一個有

趣的問題:未使用它們的原因是由於刻意的設計，或只因疏忽，或者是因為在口傳過程

中遺失了一些經典?若要對這個問題，撞得一個合理的假設﹒苦奮們必須對照巴利《相應

部》和漢譯《阿會) ，而這無疑是→圖重要的工作，需要結合許多的技衛﹒

《相應部》的第三個福輯技巧是我所謂的「聽者與背景的變動 J (組di伽'-8叫ng闌

珊由世on) 。這是抱，有一些鱷典，其內容其實一樣(或幾乎一樣) 3 ，只是聞法者不同，

@見原書1987頁所舉的經例﹒

@見原薔1493-1494頁﹒

@但用於「串奮起」、 r四界」、「名間和j餐」、「五蘊」、「信等五根J 、「服等六根J 、 r

費等三極」﹒

@但用於「覺支」、「念處」、「神足」﹒

@但用於「覺支J (46:3) 、「五根J (48:66) 、 r 四神足J (51:26) 、「安那般那念J (54:5)' 
@佛陀的回答是:喜愛、執著可葷的六塵，則不能賣涅槃;不喜愛、執著可葷的六塵，貝I同能

證涅槃 ﹒

75 



或(在有劇惰的經典裡)主角不間，或是說法的背景不同。最明顯的例子是，提及為何有

些比丘在現世能讀涅槃，有些卻不能的經典﹒這類鱷典共出現七次

(35: 118,119,124,125,126,128,131) ·內容幾乎一樣，但聽者不同，包含天王帝釋、香神

清恰西卡﹒佛陀應當曾向不同的聽者重視開示相同的鱷典，問題是為何這部經受到如此

特別的處理?這麼傲是否要向比丘說明清楚，他們必須做什麼，才能成就梵行生活的終

極理想?或者，這樣的重複有著更世俗的動機，如想安撫重要的在家護法?

使用此編輯技巧的過常情況是· [40]第一次，佛陀為了回應阿噓的問題而設法:

第二次，佛陀自己主動為阿雖說相同的經;第三次，佛陀為了回臟某群比丘而叉開示相

同的經(如36:15-18;54:13-16) ·男外. r J雇陀相應 J (Rãdh船帥"伽)有兩小品。當3 、

4)各含十部纏，兩品經文內容相同﹒不同在於:第一品中，羅時請鶴說法，但第二品

中，佛陀無問自說﹒

第三種文學裝飾，和「聽者與背景的變動」不太相同，它包含一連串連用不同語詞

予以排列成的經典﹒如此 r (24)見相應」包含四趙(gamana)關於邪見的旅程，其不同處

只是用以顯示諸邪見的架構白宮一趟有些例外，不知為何，未論及餘三趙所具有的一些

邪見)@。在 r (33)饗陸種相應 J

(Va∞hagotta甜-8) ·遊方者婆體五次請問佛

陀相同的問題: r:為何十種邪見會在世間

出現 J " 0 佛陀五次的回答是不了知五種

中的某一直;每組問答各構成一部髓。聽1-

5經) 0 但聖典騙輯者似不滿足於此，覺得

必須清楚指出每個回答皆可由「無知 J

(aññæ;ta)的其他同義語構成@﹒如此，這個

相應說由前五輝的配合十個變數而構成﹒

r (34)禪那相應」展現另一種文學手法，

「排列之輸 J (也c whccl of pcrmu偵緝。由〉 ﹒

藉此，一串的話詞，兩兩配對，並窮盡其

所有配對的可能性@﹒

何 • iiÍ1乘|會l訊|﹒第明



體壇，

@20∞ B趾垃huB吋hi.A曲p個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Connected DiscOUTSes 01 the 

B叫拋: A New 1'ranslation 01 the Samyut，但 M姐Jla， courte:呵。f and with p自由ission from 

Wisdom Publications, 199 Elm Str闕， Som前ville， MA 02144 U.S.A. , www.wisdompubs.org. 

@ r第一趟」共會18部組(24:1-18) ，餘三遍各含16部鱷﹒

@1 、世界是常· 2 、世界是非常， 3 、世間有遍· 4 、世間無邊· 5 、命身是一 ， 6 、命)身一，

7 、如來死後存在· 8 、如來死後不存在· 9 、如來死後存在亦不存在· 10 、如來死後非存在也

非不存在﹒

@即 6-10 r 不見 J (;“組曲曲)、 11-15 r 不現觀 J (.扭曲凶amaya) 、 16-20 r 不睡覺」

(扭曲岫叫ha) 、 21-25 r不盡J (研ativl岫鈞、 26-30 r不觀J (asalla幽~)、 31-35 r不近寮」

(組叩幽幽~)、 36-40 r不糟寮J (研制1啊a幽~)、 41-45 r不等觀 J (.個個呻怯油ar，ta)、

46-50 r不省寮J (app也cupe垃M輯)、 51-55 r不現見J (app恥扭岫halramm旦〉﹒

@善於定(samãdhi-k.us也)、善於入 (samãpa甜-k) 、書於住〈幽-k) 、普於出(vu伽na-k) 、善於調

顧(kallita-陶、善於所峰(~-k) 、善於行境{goc回去)、善於決窟(的bin血h劫、載歌作

(saklcaω且她)、值常作(s姐ccak抽)、合宜作(s研ãyy祖國血)﹒

77 



第一面

。7:40

08:30 

第三Ii

08:40 

09:30 

第三，

09:40 

10:30 

第四面

14:00 

14:5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臘語拼輯)
中阿合組研究 個期大眾飾敬之
(溫自師) 想串鞭

(~主鶴樓鞠晶晶

協換句著聽黨報 (FEE船務義思

鵬聽祖E潛之

比丘就
(本因ji師)

(總歸)

比丘茄
(本國法師)

扇佛之道(一)
(淨照法師)

(聽說意是想晶磊島 (總重點啥議訂

協明智鵬報 (FES勵攤點(指路)

曬鸚守嘯F

{晶論)(4齡 4嘴里結)(輔輯)

(錯皇島薔鶴輝(曾在皇島嘿嘿結)耀蠍

善于蟲諦諭

第五宙 間文(一) 梵隕一
(總穗.老師) 師) 想想結) (輯錯)

15:00 

15:50 

六祖適值 菩提道次第慶賀， 當文寫作 律觀賞曹(一)
做國法師) (龍海法師) (閱仁法師) (大量展法師) 噶舉當

可鞭P

I :聾數過星期六下午14:∞大出坡。
自初期夫露鶴教立起清與開廈，請厚，、廣潭、渾閣、開仁法師控體。

河-1.品~I會l訊l ﹒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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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課程名稱 時 間 授課老師

高級班 《中觀今論》 過三/晚上的: 00.-21 : 00 厚觀法師

中級班 《賣積續當記》 過四/晚上19 : 00.-21 : 00 淨照法師

初級班 妙雲集選讀 過日/早上09 : 00.-11 : 00 安慧法師

【傳言軍通知 1 姐三《中觀今論) : 11/15 、 11且2 過四《實讀經講記) :9128 

課程去，有變吏，依 r ;構嚴佛學脆網站」公告為準。

﹒ 上課地點

福嚴推廣教育班:

新竹市明湖路365巷1號(壹同寺旁)

. 報名方式

上網報名( http://www.fuyan.org.tw/) 
或向福嚴佛學院、推廣教育班報名。

.聯絡方式

電話: 03-5201240 

傳真: 03-5205041 
E-mail: webm個個@血ail.fuyan.org.tw

﹒ 主辦單位

福嚴佛學院/印順文教基金會

歡迎隨喜贊助

郵政劃撥:福嚴精合/1ω48242

即順文教基金會/19147201 (請位明“精Jl推廣教育班.. ) 



|E噩噩昔叩旭E互理完91

4

關
紛
紛
溶

于
pk “

們
身
/

印順導師法語。
近日財團法人，句順文教基金會發行一本掌中書，

內容結集自苟且帥的著作中發人深省的語旬，

以掌中害的型~行，方便隨身攜帶，可隨時閱讀，

警鐘自己，發番自心，自利利人。

人 jp

導
師

j去

歡迎來函助印索取

輛自備回郵信封袋(12公分寬以上) ，上貼10元郵費﹒

填寫收件者及詳細地址，誰明「印刷品J ﹒

寄到302的新竹縣竹北市攝政九路"巷T號「印順文教基金會」收﹒

我們會值快寄出;如果是單位索取二本以上，敬請告知，我們再另行處理﹒

我們非常樂意將此書和大家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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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自傳學，江

第 1 期課程民國95年9月 23 日 ..........96年1月 20 日

哥王 }J~ 課程名稱 B會 用 被害果老師

韌級班 抄零車進言實 週三/曉上 19:00-21:00 祖遲浩師

初級班 〈成佛之道) (一-...，;_車) 週五/曉上 19:00-21:00 開仁是師

高級單 〈大智度論〉 週六/下午 14:00-17:00 厚觀吾吾師

傳言票通知: (週三) <<妙雪集導講:. : 11/22 、 11/29. 12月、 12/13 、 12/20

(過豆) (成佛足道) : 10/6 、 11124 、 12/22

(過六) <<大智度論>> : 11118 、 11/25 、 12/2 、 12月

課程如有變吏，依 rl S 構堂鋼站」公告搗且，﹒蚵址: bUp:llwwlI .lwdb.orll. 'W I 

主富旱地點

..日.~ 舍先市中山區朱聶衛36號(中輿寓中隔壁)

Iit..:皂、聯絡方去

，上網鍊J色 (http://www. lwdh.org.tw/)

說舟題目鵲全探名。

電話 : 02-2771-1417 傳真: 02-2771-3475 

E-moll : lightwdh@gmoil.com 

) )、 之全 楚自稱堂先+玄年度下半年失修j告會日程表 全L A t 

國曆 農曆
活動名稱

月 目 星期 月 目

J、 6 曰 t 13 lr 孟蘭盒探是法會
久， 10 曰 間t 18 八朋齋成(厚賢吉岳重市主持 )

+ 8 曰 J、 17 八爛齊戒(厚賢浩師主持)

12 22 八爛齋戒(厚賢法師主持)
+一 18--20 六M 28--30 葉帥f弗，三是會

+三 10 + 20 八爛齊成(且早賢是師主持)

。八朋齊飛 z 國屠每月，二:.1fil且期日..t..lf-九哼起﹒(厚賢港師主持)

歡迎髓喜贊助

郵政劃撥:楚自講堂 0014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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