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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禪師 上智τ光法師緬甸哈密禪修中心指導學老師

禪修法門 四念處內觀(昆宴會那)

.110內容 坐禪、行禪、開示、受八關爾晴、過

午不食、全程禁語、具禪師一對一小金

蘭悔時間 96年 12 月 8 日'" 97 年 1 月 4 日

禪悔組別 糟進組 96年12月 8 日至97年 1 月 4 日

隨喜組 96年12月 8 日至96年12月 18日

96年12月18日至96年12月28日

96年12月28日至97年 1 月 4 日

費 用 兔賈(歡迎隨喜贊助〉

報名活式:

一律採通信報名，運寄 F闡恩佛學圖書館a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44巷2弄2-1號2樓)

信封上講註明『參加禪悔a ﹒並附固郵'信封

績斐姓名、住址、聯絡電話報名表可電話索取

或網路下載 (http://blog. ya仇 corn/wenssu)

報名，耳聽 02-23672713 0918-977368 

傳真 02-23654766

禪悔飽點 法華寺(苗稟騙過寓竄內島里2都24號)

。37-792670 037-792557 

卻!領思想條法維淒婉
(~二~ ) 推廣「幅佛本價」、「重視整體僻法」及「沒有排他性」的人間佛

教思想﹒以「淨化身心、利濟人群」。

注重重重D 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

已區噩噩區〉 台中市恥立明德女中「第二會議室」

通量區Ð 台中市南區明德街84號(贖提供『校贓聘用」停車續)

團團璽璽〉 兔學費(歡迎隨喜)
主辦單位免費提供《回顧導師著作正閏篇》等教材

a重重重〉 共十二個過次﹒每週日上午9時30至于~12時上囂，前二個小時

為講師接轉﹒後竿小時為問題討讀(請師與學員雙向交流)

圖畫區區 結業後印顧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將費給結業單，

通二三重D 彰化聯絡處周居士電話: 04扮5613 ; 0958-245353 

e-mail: yifu5353@pchome.com.tw 
台中聯絡虛構師姐電話: 04-22602246 ; 0918-754655 

。mail: v吋a11a.2007y@gmail.com

(][二1正 宏聞法師曾任:寶華都學院前長、中華備教青年會全國融會劃會理事長

厚觀法師現任:憲日講堂住持、回l圖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曾任:福嚴佛學院院長

開仁法師現任:新竹福嚴佛學院教師

太聽法師現任:嘉聲僻育會及高雄市正信佛育，講師

清億法師曾任:佛教弘誓學院及法鼓山推廣部教師

莊春江老師現任 : 高雄市正信僻育會讀師

呂鷗強老師現任:印顧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主毒日期直讀圖

-~ u.:啊

一96年10月的日 佛學佛法的方法與態度

2 96年10月 14日 印度佛教史概觀(一) :人間的佛陀

3 96年10月 21 日 印度僻數史概觀(二) :佛教在印度的發展

4 96年10月 28日 印度蟬教史概觀(三) :經典的結集

5 96年11月 04日 原始佛教簡介(一) :我們的身心(吟、生死流轉。)

6 96年11月 11 日 原始佛教簡介(二) :釋尊教導的法(吟、里者的境界。)

7 96年11月 18日 原始僻教簡介(三) :阿會原典導讀

8 96年11月 25日 大乘鶴教簡介(一) :大乘儕數之起頭與開展

9 96年12月02日 大乘鶴教簡介(三) :大乘僻法三要

96年12月 16日 中國棋教簡介(一) :佛教在中國

96年12月 23 日 中國佛教簡介(三) :中國棋載的創立與特色

96年12月30日 儕法的判攝典抉擇



2004年1月創刊 2007年10月出刊

〉緝語 〉校友會專欄

02 己做立而立人， are違而連人 42 傳即法師
種間組 韓傅申

〉經典人生 45 潛黨法師

釋澤慧

04 印海長老略傳
印海口述 〉法音宣流

明蔥、志鉛筆錄

48 印I間導師給繼程法師的信
22 繼程法師與導師因飯、佛法推廣 續續組

宗智、長叡法師整理

49 隨筆
〉寫下歷史 釋迦全

32 丈事記 50 <<解脫道上) (一)
班組建禪師著

編輯組
溫泉鐘韓

34 校友會幹部聯誼報導 68 r因不壩淨」之研究
偏輯組 釋圖畫畫



02 

釋
閱
鋼

暑假是學院公定假中最畏的假期，

雖餘法獨繁忙，但也楚這難得機緣，自

我放攏，讀了幾本好害，充實自己﹒在

閱黨中，心有所顱，有時特別的一句話

可能改變一個人的觀念，或是一句好的

名言更能激勵人們奮發上進﹒近期，由

於弘法的因緣，有時與學佛岡道，談到

佛法與儒家思想的同異問題，據說對於

儒家並無深入的研究，但看其思想的文

化背景，以及學理來誨，如說以人為修

身之本的基礎，很顯然在立身處世的基

本觀念，及修學的歷程上，可說是與佛

法相近不遠的，記得一句名言 :r廠以

律己，寬以待人 J 其實也充分表遠了儒

家自我修身的涵變﹒

身為《會訊》緝輯，一直思考著如

何更進一步精益求精?這一路走來，心中

廳擻，欣慰的是身邊有著善知黨的支持，

同時也體會到思校友們以無私心的付出﹒

深信《會訊》御嚇續成辦的因素，就是

憑自於這動力﹒然而，其成立的宗旨不會

是記錄著活動盛況，而更是想藉自費訊以

遠致傳通訊息和交流。其後結合更多有心

人，為佛教盞一份心力﹒子曰: r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遠而遠人」有著相當的涵

麓，此句猶言對自己負責與為他人負責是

毒品最|剝削﹒第16期



給吾吾

己欲立獨立人
己欲速而迪人

一殼的，自己欲事事行縛遍，同時也應使 戚想心得，以及菩薩宏巔，這是菩薩自利

他人事事行縛方便，因此對於編緝工作， 利伽守其精神，值得好好的精讀 i

但求盡心而誨，不顧辜負恩人的期許，有 另有 r 法音宣流」一棚，這次，安

時事情作不好就是作不好，所需要的是一 排了溫宗盤老師的翻轉《解脫道上) .自

步一腳印，紮紮贊賞才是真實的，俗話 於篇幅上的圈限，此第將以連載方式刊
說: r登高必自卑，行語言必自通IJ ﹒有時 登，透過本文議發者更清楚掌握修行的方

想想，世間萬物的緣起，認淆了就不會執 法﹒另有一文 r隨筆J 道是海全法師的作

薯，體悟了「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 品，作者以詩饋的風梅呈現﹒其中一段議

萬里天」之境，心中自然沒有主觀，心情 到 r佛教的未來，僧伽的明天，眾生的命
. 

自然就能映現明月，又如寓里無蜜的藍 遷，都訪辦與我息息相關 J ﹒關於這一點"......、‘ ., 
天，自然包容一切。雖然這句話稍富有詩 讓筆者JU、有所廳，值得省思。脫外，第九

囂，但卻更具意義，一項工作需要眾人的 屆校友國設法師提供的論文乃以「四不壤

配合，才會發揮更大的功效，每當想起這 淨」為探討的對象，作者錄取以南北傅的

句話，對於諸聖賢悟道所講究的自熱之 聖典資料，以及印順導師的看法等為研究

心· JU程的負擔就能處之泰然。 進路，讓大家對四不讓淨建立一基本的認

在人生旅途，每個人所還到的困線
裁。

都不同，話說人生經歷，每個人都在寫自 在 r 寫下歷史 J 單元中，則是記錄

己的故事，這說是本期所學備的主題，在 校友會幹部聯誼報導﹒

「經典人生J 中一一收錄了印海長老的生 寫到這裡，想借助太盧大師的一段

平講述，長老所提及的風雨生謹，八十戰 話與大家共勉，大師說: r我失敗弱點的

的滄桑，承受大時代的喜與悲，酸甜苦辣 è來 'W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國多，而由境

令人嗎噓，至今依然縈過在心頭，畢竟成 還使然亦非少 o .J末後又言: r後趣的人

功是縛著種種的經驗千經百練過來的﹒ 為知毒集的喝點眉之弱點的由來而自矯會

此外，則是總程法師的座談筆錄，
她......以巍的失敗為來者的成功之母﹒ J

所以人生修行的艱難，不論結局成果，方
訪談中法師為人聽切，佛學過旨，博學多

向上的種認是考察能走多遍的因素﹒為
間令人敬佩，並談到了與導師的因緣，以

此，佛陀所聞潰的教法，諱言事引領人們回
及佛教的都法撥動，內容頗為豐富。

歸心靈，探等其實的快樂之道，即以 r眾

在 r校友會專欄 J ·這次邀請了第 生皆得究竟離苦得樂J 為本慎。最後希望

八屆學長傳印怯師與第二屆校友淨慧法師 本期所呈現的內容，能夠帶給寶貴者們法審

撰文，兩位學長同時談到了學佛過程中的 充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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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溫帶之桂魚，是淡水是海洋兩棲溯

河性產卵的魚類﹒在其幼鍵時，於清澈河JII 上

游孵血，前後 ， 便踏上了漫長地旅程，在過程

極不斷成長、茁壯，隨流游向蔚藍海洋，成為

海洋生態的中堅。成蛙後，為富農後代綿延不

絕，即迴游漫長之數千公里，完成回歸源出生

地產卵的天職﹒迪游途徑困境重重，逆水而

上，勇猛跳越種種激)11 、進流，歷經轉食者及

川石傷害等自然危險﹒到達產卵地峙，身、心

養分已漪耗殆寞，產卵後，持究在回歸滿願心

情的成動下，圓滿了歷史承傅的使命，使令生

脈得以永傅﹒

印海長老幼年出生於純構的蘇北農村，成

長時期歷經過最艱圓的年代。成年後，於佛、

法、僧三寶菩提願力支持下，一路從大陸到達

佛法符典的台灣，受到諸位師長提擒，逐漸蛻

變成為-代宏法之中堅法將﹒中年時，更遠渡

重洋，在異鄉一步步耕耘，赤手空拳在美國新

大陸創建了法印寺，完成在西方文化過濃菩提

種子的菩薩天職。晚年後，史無畏艱辛，為報

答中國大乘佛法等L恩情，踏土了千里回歸的路

程、歷盡艱難，重建了.北出家峙的法草寺。

以期培養中國新一代之青年宏法僧侶，使令法

脈得以積傅，在時代洪流下，完成八十載人生

階段性歷史的使命。印海長老的生命歷程，是

逆流而上、在困境中奮門的人生。

人哇!
即海法師

八十歸自述

為"1"1訓，第16期



鎧典人生
時*洪混下.!J!-賣的叫生

... i' ~是先譽，已當幅降......A龍 r雪，積越拉姆幫我進 "J 輯"'1.這令

前言

斗一一-

3降到本人的一生，其實也很平寶、單純，沒什麼值得好流

傳下去的﹒但因為度過了八十年的光餘，在時代洪跪下，一步

一腳印，也留下了許多歲月的痕跡﹒這些足跡，從出生及成長

時貧困的蘇北，到光復後佛法符興的台灣，爾後釷年彎路叢

饋，建立了在西方宏法三十年的美國法印寺，到如今老年後，

為報答滋養我於蘇北幼年所住過、成長的法華膺，這些是說明

了一生當中，在多變時代裡歷經了諸多的困難，也離不開種種

浪折﹒而這些漣折，是增加了設做人的種種耐力與見議，也讓

說學習到諸多做人、處世寶貴的經驗，尤其是出家人生活方

式，是與一般人有著很大的差距，所以我的一生，就是在雌出

世貧困與平實無靜的生活捏，體驗了種種佛法及做人的道理﹒

口
述
﹒

印
海

筆
錄
﹒

明
慈
、
志
銘

時
代
洪
流
下
平
實
的
-回國-

生

斗一、出生後到出家前的生命歷程

05 

我的一生從出生到老年，可以大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說

明﹒首先，談談談從出生後到出家前，人生最初十三年裡的燒

過﹒



A 皂白搏t校揮

我於西元一九二七年農曆十一月十

三日，出生在中國江蘇省如舉縣城裹的

南門橫八字巷。我的父親原籍潮北武昌

人，姓劉名子敬，母親是江蘇如辜人，

姓陳名挂，他們倆人從相論到結合，是

有一段非常奇特的背景﹒

據說，說那來自於湖北武昌的父親

在蘇北販買大煙，做生意時在上海結識

了當時極有威望的幫派頭子杜月笙﹒聽

說我父親每次從湖北武昌坐船到上海

時，社月壁都會派小輪船去接風，然後

前往蘇北﹒那時我年輕的母親，也就在

那段時間在如辜結聽了我父親，隨後就

下聽給他當鸝太太。當時我父親經濟狀

況很好，做人也老實，人韓非常好。但

是我一直到五歲時才知道，我母親之上

還有一位長年居住在武昌的大太太，也

曾為我父親生了二男一女三個小孩。

由於父親長期在外做生意的關保，

所以我小時候父親總是不在，我的母親

又患有羊巔瘋，日常生活瑣事都無法料

理，幾乎都要靠我外婆幫忙﹒當時弦外

婆是一位紙紮匠，專門幫往生者糊紙

衣、紙人、紙房子和紙桌椅等等祭品，

是一位精明能幹而能吃苦的婦人，所以

在當時未得到父親照顧的母親和我，都

需倚靠著她老人家的雙手控按撫養長

大。

大約在我四歲到五歲時，正值對日

抗戰初起，生活很不穩定，外糞便帶著

我從蘇北到上海乘船去湖北武昌，準備

控靠我那年老力衰的父親，當時岡父異

母的哥哥、姐姐都已經長大成人。袋就

在黃鶴樓下面開始上小學、讀書識字﹒

但後來時局動盪，再加上我母親遺留在

蘇北，所以我就只在武昌讀了一年小

學，就和外婆從武昌經上海，又回到蘇

北如辜。雖然那時候我年紀太小，印象

十分模糊，但是倒也還記得有過這麼一

個影像﹒

由於在抗戰期間因為戰亂關係，交

通十分不方便，再加上外饗年紀也大

了，所以我就繼續留在如串讀書，一直

到十三歲時，從如串城內孔廟高小(第

二小學)畢業﹒記得當我五年級的時

後，日軍已打到如辜，日本人打算教育

我們這些中國人，就在小學裡開課教日

06 為j. 1會|訊|﹒第16期



文，所以在那被日人佔領的期間，我就

學了一段時期的日文﹒

然而，由於戰亂關係，我小學畢業

後也就失學了，母親不但與父親失去聯

繫'更失去了經濟來誨，經濟土全靠說

外婆一人賺錢，生活十分清苦，所以之

後我母親便改嫁給如串岡鄉﹒就是在南

門唐律師家中做廚師的繼父楊長文先

生，隨後我母親及繼父使還居至離控日舉

西北八里許的鄉下農村種回﹒我和外婆

則是繼續留在如辜城裡﹒後來我去探望

母親時，還幫忙照顧過她和繼父所生，

岡母異父的小弟弟名叫「盆兒」﹒

A二、出家的機緣

後來有天繼父鄰居家中有譜和尚在

做佛事，我就在此機緣下認識了師祖清

詮和尚。由於當時日本人偶爾會用飛機

空投宣傅單，上面寫了「東亞和平」

「同文同種」之類好聽的宣傳字眠。那

時鄉下人多半不識字，也看不懂這些傳

單在說些什麼?高小(學〉畢業的我認得

的字較多，所以我便幫忙將傳單內容唸

給大人們聽，他們覺得我這城裡來的小

孩很聰明，在此機緣下，師祖覺得我很

有慧棍，就鼓勵我去附近的法華庸出

家。

在戰亂年代裡，小孩都比較早熟，

雖然我才十三歲，卻已開始考慮未來前

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途的問題，在大環境下無奈被迫失學的

我，總是在想:應該如其他朋友一樣繼

饋做苦工?還是有別的機會再多唸點

書?能夠獨立，不再倚靠年遁的外婆﹒

從小看著外婆工作對於喪家有一定的慰

藉作用，對於孟晶往生者做佛事也非全然

陌生，加上外婆本身也信佛，基於這些

理由，我就接受師祖鼓勵，到如辜縣西

門城外鄉下的法華庸﹒認識了師父智明

法師，開始出家做小沙彌。事實上，是

因為自己喜歡寺裡清淨的生活，因此逐

漸萌起出家念頭﹒由於外婆和母親都認

為我已長大，兩位至親也就尊重我自己

的決定，加上和在武昌的父親早已失去

聯絡，所以在十三葳那年，也就是一九

三九年八月，經過寺裡長工丁二爹到我

家向外婆請示認可，我就在西門外的法

華膺，跟隨著師父智明法師出家﹒

→三、出家未受具足戒前七年的

沙彌生活

從十三歲出家到廿一歲(一九三九

年到一九四七年)七年期間，在法華庸

裡當小沙彌的我，除了每天早晨做早課

唸葫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及平時

背誦《瑜伽焰口》及《金剛經}外，也

學習了拜懺，丟面往生者作佛事等工作。

白天還有許多種回及打雜等努力的工

作。除此外，也努力背誦《法華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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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七年的光隘，就在艱困且不斷忙

碌中平靜度過，

有件記憶深刻的事是:有天，日軍

到鄉下抓了一堆農夫幫忙鋸樹、抬樹做

蘭堡，竟也把師祖和我也抓過去，有位

三線一星少尉聽到我講幾句日本話，便

控我做翻譯，也特准我師租不必做工，

放我們回去。這少尉看我這十三葳小孩

竟懂得自語，在大部分目不識丁的女日辜

鄉下，簡直是位難得的奇才，是件難得

的事，此事讓我們擺脫替日本人做研堡

的機會，師祖也因此就特別誇讀了一

逐漸成人後，由於母親鄉下的生活

穩定，加上外婆往生後，我心中也了無

牽掛，所以在一九四七年春天滿廿一歲

時，我就春師祖及師父之命追下江南，

到聞名全國，律宗第一的南京寶華山隆

昌寺受具足戒﹒

|四、王主志在佛教叢林中學習及

宏揚佛法

我在南京寶華山體昌寺兩個月戒期

圓滿後，師祖希望我能回鄉下小廟當住

持，生活上即可很穩定﹒但當時年髓的哉

番! 總在想:回蘇北後就沒有機會學習佛法

當時鄉下的環境只需出家人會唸 了，無法學習鱷論裡人生羲理所在。由於

經、會超混亡者即可。雖然附近有著許

多小廟，但也由於環境使然，教育並不

普及· 11曾伽教育亦匿乏，想要求學，環

境也不允許，所以，在當時仍在成長的

我，除了在寺裡忙碌外，對於悔經中種

種宇宙人生的道理，卻也都是止於知其

然，卻不知其所以然的念經方式﹒在這

段期間，也就逐漸蒙起未來進入佛學院

的決心。我在法華唐成長期間，除了學

習作佛事的技能外，也學習了待人處事

的道理，生活，就在為生存的努力中默

默度過。這七年生活對我人格影響很

大，特別是能順著環境隨緣行事，體會

勞動人們的心境，及牛般穩重，腳踏實

地、平和處世的道理﹒

現在所住江南有幾座著名佛學院，對我非

常有吸引力，而且想到身為出家人，就是

要暸解佛法﹒基於在大黨林裡追求學的嚮

往，所以，就決定滯留江南鑽研佛法，滿

足少年時環境所不允許的求知懲﹒

.t.i，f..師 tt 勾起學長-t接啥是回草t' 1主持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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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哉來說，出家只有單純謂經、唸

咒、作佛事，並不能瞭解鱷羲裡宇宙人

生的真相，也無法體驗佛法高深的道

理，達到出家最高的的理想﹒只有做佛

事，為生活忙釀，並無法滿足求知的渴

望。受戒後，能自由地到各處吾吾訪、求

法，不再受單一寺院限制。另外，也希

望對教界能有更多賈獻，經過深思後，

就沒有回家鄉過著住持的生活。隨後，

我就下定決心進入著名的常州天寧佛學

院。

由於當時政局紊亂，百姓生活顛沛

流離，讓我對生命困境有著深刻體會﹒

大環境下國家經歷了抗戰及解放時期的

設折。從小家庭又歷經父親遠離、母親

改嫁、被迫失學及外婆往生等生命起伏

無奈，種種的過去，造成我從小就開始

思考人生問題，以及欲認真尋找生命的

出路。受戒後，哉開始思考出家意義、

出家人如何對社會有所貢獻、以及如何

宣揚儕法讀理的責任。

進入天事佛學院後，我開始接受大

叢林裡正規佛法教育的薰陶，學習許多

佛教正統的禮儀和現矩，也聽聞許多佛

學課程，其定日後佛學的基礎﹒兩年學

習期間有關知識方面進步得很快﹒同時

佛學院亦提供國文、歷史、地理、和英

文等世聞法常識課程，讓我增廣見聞不

少世間知識，逐漸地建立起佛教整體概

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念，為日後的弘法之路，紮下堅實根

基。

當時我開始接受正規教育是唯識

《百法明門論》、《五蘊論》、《八識

規矩頌》及《大乘起信論》等課程，這

對於我日後儕學思想，有著深刻影響。

唯識法門讓我理解到，佛法並不是談玄

說妙的空洞理論，反而是就事論事的理

性推演。所以我在廿一歲到廿三歲兩年

之間，各方面成長都進步得很快﹒我對

於佛法理解不但突飛猛進，更堅定說生

為出家人的意志興未來弘法的理想﹒

斗五、隨緣到台灣親近慈航菩薩

一九四九年我廿三歲時，因時局轉

變，在偶然機會到達台灣，考進桃園縣

中壢市圓光寺創辦的台灣佛學院，開始

親近慈航菩塵。雖然只待短短一年，圓

光寺因為沉重經濟壓力讓我們提早畢

業。在困頓環境下，慈悲的慈航法師將

我們這群年青學生，轉移至基隆重泉寺

佛學院繼續求學﹒一年後，又轉進慈航

法師閉關成為肉身不壤菩腫的台北縣汐

止彌勒肉院，讀了二年書，直到一九五

二年八月，我才進駐台北市善導寺，正

式成為印順導師的門生。

在親近蔥航菩薩三年多的日子裡，

最令我廠動而難忘的，就是他慈悲、愛

人如己，深具包容心的人格﹒他不但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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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辭勞苦、犧性奉獻，對學生的關

心與愛護更是無微不至﹒由於當時台灣

並沒有正式的僧伽教育，我們這些從大

陸抵台的青年出家眾更是舉目無親，但

是他毫不猶豫地完全收留我們，對於我

們的需求也從不拒絕，這對一般人來說

是非常稀有﹒可以說，說們那一代在海

外及國內的青年出家累，幾乎都受過慈

航菩瞳栽培，慈航菩薩對於當時台灣佛

教人才培養與愛護，不畏艱難、慈悲主晶

體的顧力非常難能可貴﹒後來我發願弘

法利生、注重教育、包容別人，乃至於

發揚慈悲理念，遠渡重洋到美國洛杉礦

建立法印寄至今，可以說都是在在受到

慈航菩薩的影響. r以師志為己志.. • 

受用頗深﹒

慈航菩薩非常重觀教理弘揚，他為

讓佛教十大宗派後權有人，曾經在我們

畢業後，要求留在圓光寺自修的十位最

優秀同學一起抽籤，各自選擇一門專攻

法門。那時候我抽到「唯論宗 J ·開始

研讀《成唯識論) .苦下功夫熟讀各式

唯識經論，我說在這段時間，打下扎實

的唯識學基禮。

斗六、奠定修持淨土不變的信心

在圓光寺時，我結識了一位忘年之

交的道友，就是亦師亦友的律航法師﹒

律航法師自中將退伍後，便開始潛心向

4‘白色清醫院導師回i:~.t"

佛，因為對於中國文學素養十分深厚，

他在圓光寺出家時，就經常為我們講解

四書與孔孟思想，他在大陸北京還未出

家時，就是夏蓮居老居士的弟子，專修

淨土法門，一心念儕求生淨土﹒

我廿四歲以前﹒還未選定一鬥深入

修持的法門﹒在圓光寺時，由於律航法

師關係，不但聽了不少淨土的道理，也

逐漸學習到淨土經論，經常跟隨律航法

師到各地打佛七，耳漏目染薰陶下，對

淨土法門也逐漸生起不動信心﹒尤其是

民國四十年在苗栗大湖法雲寺，我曾經

在佛七中見到瑞相，親眼目睹阿彌陀佛

巨大明蟬的咖啡色阿彌陀佛身現前，讓

我信心大增，振奮不巳!從此也就決定

淨土法門為此生修行的方法，再也沒有

懷疑﹒

民國三十九年間，我在圓光寺另外有件

難以忘懷的事，由於當時台灣政局還是

處於緊張狀況，執政單位對於來自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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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家人會或心頗強，還曾懷疑我們是

海透在佛教界的共產黨員，羅織罪名關

押我們這些抵台的法師﹒我也免不了遭

受此池魚之棋，曾和其他二、三十位被

懷疑「思想有問題』的出家人，莫名其

妙地一起被抓進桃圖市一間大倉庫裡，

渡過了三個星期的「牢獄之災」﹒幸虧

當年的許多誤會與冤屈，在當政者審查

毫無證撮後草草坡場，我的人生經歷

裡，也可說是泊染過一些「白色恐怖」

的氣氛。

斗七、親炙佛學泰斗印順導師

我於一九五二年剛去善導寺時，印

願導師人還在香港，我就在善導寺參與

法麓，及處理法會與圖書管理的工作。

當印順導師一九五三年抵達台灣後，在

善導寺負起《海潮音》月刊發行人工

作，我就在導師底下幫忙校對和寄發等

雜務。親近導師一段時間後﹒我愈來愈

體會到，導師真是位近代難得的佛學泰

斗，由於善知識難遇，機會難得，所以

我就一直跟隨著導師學習佛法。

一九五三年導師在新竹創辦福嚴精

會(佛學院) .我便把握此機會離開善

導寺，轉入福嚴精舍繼續深造。在這段

期間，我一邊幫忙著寺麓，一邊聽課，

尤其是聽聞演培法師、續明法師、仁俊

法師及印順導師所開設的佛學課程，個

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人收益頗皇，對於佛法就有更深層的理

解。

一九五六年四月時，說擔任輯嚴精

舍山下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的講師，

開始上台講經，第一部所講的經即《金

剛鱷》﹒在佛學院這段期間裡，除了教

學外，不斷受到導師佛學思想的黨陶，

藉由跟隨著導師，使我更暸解佛教正確

的歷史背景與思想淵酒，尤其是印度根

本備教的精神﹒同時由於擔任當家和總

務的關係，我經常幫忙常住處理各類法

務和瑣事﹒學習如何接觸常住及處理寺

裡財輯工作。因此學到許多管理寺院和

照顧僧眾的實務經驗。

斗八、親近續明法師的教學相長

後來續明法師於一九五八年時，主持

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佛學院，我也從福嚴精

舍遷住於靈院兩年，幫忙教學及擔任佛學

院訓導的職務，照顧學生生活起居﹒同時

也經由續明法師鼓勵，教學相長，在兩年

時間努力研讀，為學生宣講《賢首五教儀

開蒙}論書，介紹中國佛教的華嚴思想。

由於續明法師對於管理學僧很有組縛，黨

我學習不少經驗，在我後來擔任慧日講堂

監院及住持時派上用場﹒續明法師不論是

為人或是問學，都是當代青年法師的楷

模，不但廠發我很多待人處事的道理，也

教導說許多教界如何應對進退的禮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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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九、印順導師對我人生的影響

我廿五歲到五十歲的廿六年期間，

一路跟隨著印順導師研習佛法。於一九

六三年時開始擔任台北慧日講堂監院，

一九五九年在新竹擔任竹北菩提佛學院

講師講《發菩提心論) .一九六四年在

台申中華佛學院擔任講師講《律宗綱

要) .並在一九六六年開始接任慧日講

堂住持工作至一九七五年。在擔任住持

的九年期間，我還曾經出國前往香港、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菲律

賓和越南弘法與參訪，一九六七年也擔

任慧日講堂所辦太虛佛學院副院長。一

九六九年又在新竹福嚴精會繼任住持，

兼福嚴儕學院副院長工作，以及基隆正

覺都學院佛學講師。在說人生這段二十

六年的黃金歲月，就如此跟隨著印順導

師，一路上從學生、總務、監院、最後

到擔任住持職務﹒導師不但對於佛法有

深違暸解，重視追本溯潭，回歸釋草本

慎，世間法事故人情也是熟稽的，他看

事情並非只看表面，我們看事情有近

程、中程、遠程，但綜觀全局往往模糊

不清。但導師卻能夠把還沒到來的事，

將來會得到什麼果事先告訴你，分析給

你聽，聽了以後，當下還不一定能夠接

受、暸解，但過了幾年後，就會覺得他

講的沒有錯，依佛法來講這就是世俗

諦，而世俗諦就要有勝義諦出世間甚深

智慧引導展現，導師一生曾遭受一些誤

解及排囂，但是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

句不好聽的話，這就是他老人家觀緣起

住空的妙方罷。

慈航菩薩及印順導師這兩位大善知

識，可說都是菩薩乘顧再來，慈航菩薩

以慈悲為增上，而導師以智慧為增上。

學佛者就是以這悲、智為主要修學目

的，沒有智慧的慈悲是只有一半，沒有

慈悲的智慧也只有一半，而兩位菩薩都

是悲智雙運，圓滿具足者，他們的悲顧

與智慧，都在在影響著書是一生為人處世

的原則直到現在﹒

斗十、立志翻譯日文佛學著作

由於從小開始接觸目文，還有一些

基礎在，加上學習興趣濃厚，一九六七

年在太虛佛學院任教期間，我不但持鑽

進修日文文法，瞭解日本文化，佛學院

日文老師還介紹不少日本佛教的情形，

我在那時也因為興趣和教學需要，開始

學習翻譯工作。在教授禪宗一門課時為

了授課教材需求，必須參考目本禪宗著

作為教學講義，說引發我翻譯日本佛教

文獻、並編製成為佛學教材的想法﹒所

以說開始陸陸續續翻譯日文著作，並在

一九七二年出版第一本譯著《中印禪宗

史) .接著在一九七四年又出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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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教理史》。以後便陸陸續續，有系

統的翻譯目文儕學著作，直到現在已有

三十本日文儕學譯著﹒

間時在一九六八年間，由於聖嚴法

師與淨海法師前往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攻

讀佛學博士，我藉著拜訪老友的機會，

至曰:本參訪一個月，還參觀大阪世界博

覽會，對日本文化有了更深一層的暸

解，也認識了當地的出家眾，如藤吉蔥

海大德等，對於我自後翻譚的工作很有

幫助。雖然日本佛學教育受中國佛教影

響很深，亦是以闡揚中國大乘佛教為主

體，但是他們更懂得運用現代的科學方

法和歷史考證﹒讓現代接受西式教育的

人較易接受佛教思想﹒日本佛學不但遵

循印度傳統佛教思想外，也將中國歷代

祖師詮釋經論的學問與修學體驗鷗合起

來，表達佛法中深層意理，他們運用現

代科學、哲學，和心理學特殊語言與分

析技巧，條理分明地將大乘佛學轉化成

為具有科學化、同質化、普遍化的特

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質，普為現代人所能接受。

所以只要先暸解中國佛法，掌握大

乘浩瀚思想重點後，再研究日本佛學就

很容易接受。這並非說中國佛學不如日

本的精深博大，而是由於日本在明指維

新後，積極吸岐西方科學方法論，歸納

分析，所以日本佛學是緊跟著時代的步

伐前進。日本鶴教學者做學間的技巧，

對於現代人不但容易掌握，也比較容易

引發共鳴，因為他們採用科學的理性思

維方式，是可以讓人在短時間內掌握某

部大經大論的重點﹒所以在日本大學

中，佛學研究不但成為一門很普遍的學

術研究，也由於考證資料非常豐富，讓

許多專業及歐美學佛人士都偏愛赴日研

習佛法﹒反觀現在台灣儕學研究，雖然

也非常進步，但是研究方法普及程度還

是不鉤，不論是現代語言或是歷史考證

方面都稍嫌遜色﹒佛學教育在日本很普

及，學院培養高層次人才亦很豐富，非

常重視巖謹考證及邏輯推演，而不是一

下子就講形而上的抽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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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十一、遠渡重洋筆路藍續建立

美國法印寺

提起我到美國弘法的因緣，主要是

一九七五年時受到善導寄雲霞法師的鼓

勵，也因為當時亞洲國際的風潮，說就

接受紐約東禪寺浩霖法師邀請，是年三

月首次負笈來美講經說法，同時也藉著

紀念恩師慈航菩薩上生十八週年的機

會，在紐約宣講《觀彌勒上生經) I 隨

後順利申請到美國綠卡。一九七六年四

月回到台灣約十個月後，向印順導師請

示認可，請辭慧日講堂住持一職，計畫

赴美國專心弘法﹒

一九七七年春天，我五十歲遠赴洛

移磯建寺的困線，必須厲謝一位非常發

心的路古美容居士，因為她在台灣供養

了一百萬元台幣(約合當時的兩萬五千

塊美金〉的建寺經費，讓我當募到建寺

的第一筆基金，當就帶著這筆錢遠赴重

洋到達美國洛杉磯。初到異鄉人生地不

熟，經由信徒介紹，認識了熱心的江蘇

省玉良信居士(後來他在香港也出家) , 

帶著全家人一起發心協助處理各項事

藹，幫了很大的忙，隨後順利地在洛杉

磁Mon峙的P帥的318N.G缸咀eldAve買下

一戶民宅，該戶民宅共有兩棟住屋，我

將前屋佈置成為佛堂，後屋則做為寮房

之用。 2日上其他居士的熱心協助，讀法

印寺得以在一年之後順利落成。

一九七七年當時在洛移嘴一帶華人

很少，只有在Monterey Park一帶比較集

中，那時洛杉磯佛教寺院也只有兩間。

在我之前已有宜化法師和文珠法師(他們

二位是從香港移民美國)已鱷建立道塌，

我則是第三位設立寺院的中國法師，也

是第一位從台灣來設立寺院的出家人，

因此吸引了不少信徒，每星期天都到法

即寺誦輝、拜懺及唸佛﹒後來淨空法

師、演培法師及仁俊法師也陸續從台灣

來美弘法。最後，紛紛來洛杉曬設立寺

廟的有:西來寺、觀音禪寺、聖能寺、

法光寺、雪峰精舍、淨宗學會等等道場

不及備載，此地佛教圈子也就逐漸興盛

起來﹒直到今天﹒洛移磯佛教已有一番

興盛榮景。

法開寺在草創時期十分艱苦，因為

只有我一個人，信徒們雖然很幫忙。但

是也只能星期天才來，地方很小，大大

小小事貓都要自己動手，我不但要處理

寺院內大小諸事，晚上還要補習英文，

在East Los Angeles College上課，準備考

取公民。尤其是每個星期天，不但要帶

領信徒共修、誦經、拜佛、講輯、說

法，每逢觀音菩薩聖誕或阿彌陀佛聖

誕，亦會舉行慶祝法會。假日還有許多

信徒請教各種佛法問題，當時在洛杉

磯，佛學經典和中文資訊十分缺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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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請人從台灣帶來，所以非常忙碌﹒有

段期間，照切法師和顯如法師曾來寄裡

岡住幫了不少忙。

斗十二、法印寺的落成典禮及定

期說法

此段時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九

七八年法印寺舉行落成典禮與大法會，

很榮幸邀請到雲霞老法師、佛聲老法

師、成一老法師追從台灣前來共襄盛

舉﹒本地則有宣化法師、文珠法師、新

加坡竺摩法師等大德，蒞臨參加落成典

禮。還有各界人士三百多位踴躍出席，

一時僧俗軍集，盛況空前﹒由於法印寺

不斷地裝修輿擴大，在Mont叮叮 Park'直

到十四年後，終於在一九九零年，搬遷

至附近Rosem臼d新建的法印寺﹒

法印守在最初十四年間，我先後開講了

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法華經》、《華嚴鱷淨行晶》幾部

經，又講《攝大乘前》、印順導師《成

佛之道}以及唯識學等論典﹒平常也邀

請許法師來帶領法會、打彌陀佛七及不

定期開示，也曾邀請諸多居士大德們前

來演講。我除了料理法務，也利用餘暇

時間繼續從事翻譯工作，陸陸續續翻譯

出版幾部譯薯，包括《觀彌勒上生經講

記》、《佛教唯心誼概論》、《佛教徒

的信仰〉、《榔學思想論譯叢〉、《淨

土教概誼》和《華嚴學》等﹒其中《佛

教徒的信仰》、〈大藏經入門》二書不

屬於日文譯薯，前者是與張大卿居士，

後者是與顧炯法師一起合譯完成的英譯

作品﹒

斗十三、首途回祖國省親

遠離故鄉，長年漂泊居住在異鄉三

十餘載的我，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八月，

首次回到家鄉江蘇省如學縣探親，以及

壺徵薄之力協助本山祖庭定慧寺復修，

在停留的一個月期間，並吾吾訪南海普陀

山、安徽九華山、京追佛教叢林、鎮江

金山寺、如辜定慧寺、常州天寧寺以及

蘇州靈巖山等大叢林。

這次旅行最大收護除了有機會朝山

外，也見到許多高僧大德，讓我從大善

知識身上，領悟他們除了在惡劣環境中

堅持理念，精進實修外，又肩負起宏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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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培育僧伽的重責大任，丟面法、為

教獻身之重責大任，不由令人由衷地敬

佩。

→十四、法印寺的遷址及擴大建築

漸漸地，洛杉磁華僑人口越來越

多，法印寺在華人社區已成為精神歸依

所﹒來自台灣、中國、香港、和趙南華

僑的佛教徒，都定期前來眾會，信徒漸

漸增加，大殿開始顯得狼小，容納不下

眾多情眾，雖然此期間曾整信頓建三

次，但還是不敷使用﹒所以一九九0年

四月，經過護法信眾熱心建讀護持，眾

串象和合，便以九十萬美元代價，購置了

地大，卻被棄置多年而拋售的1st Baptist 

Church' 加以重新整建，成為如今法印

寺現址。初購屋時，寺辜的經濟並不寬

裕，多虧諸多居士的熱心協助，無息借

款，等符將Monùπ'eyP缸k的舊寺出售再

償還，宜到一九九五年後約五年時間，

才逐漸把八十幾萬美元債發清償完畢。

斗十五、邀請法師協助法印寺法務

新法印寺修建後地方寬敞了，但人

手還是很少，於是我便邀請顯瑞法師和

她的同參真立法師前來幫忙管理寺藹，

隨後皆成為法印寺常住寄思﹒兩位法師

對於本寺功勞很大，若無她們兩位大力

協助，可以說，法印寺就沒有今日發

展。在寺務方面全靠顯瑞法師的鼎力處

理，真立法師對於《法印文集》協助編

輯，文教以及寺嘴上工作幫助很大﹒促

使本寺這些年來一切運作順暢﹒在這段

期間，亦有通理老法師、智華法師、聖

雄法師及證聖法師，也曾經在寺裡幫

忙，如今他們皆已住持各方道場﹒另

外，有許多熱心居士們，不辭勞苦主動

擔負寺院裡各項灑掃、欽煮、停車指揮

等雜葫義工，也是法印寺相當大的人力

支柱﹒

起初由於美國法律限制人眾不得居

住在寺院或教堂內，於是一九八六年在

法印寺附近購置一座民宅，作為雲霞老

法師、我、通理老法師以及證聖法師生

活起居之用，稱為「知足蘭若」﹒後來

因為建築新僧舍，即將此舊舍出售﹒

斗十六、設立佛教文教中心

法開寺在逐漸發展下，先後併購周

圍的民宅，後來又添購左右後邊二塊土

地，目前已合併成為十萬英呎的新法印

寺。大殿左邊原有的小屋子是小的佛教

觀聽中心，開放疏通各類佛學經典、書

籍、錄音帶、錄影帶供大眾免費借閱。

由於佛學藏書與資料不斷增加，加上南

加地區學佛者愈來愈多，前來借閱會員

十分踴躍，於是在一九九六年，重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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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為煥然一新之「法印寺文教中心 J ·上 佛光山傳戒法會之教授和尚，講解《比

層樓闢為圖書館，樓下則做為大眾齋堂 丘四分戒本》﹒二00一年秋擔任台灣

與廚房。 基隆市靈泉寺三壇大戒的教授和崗，這

提起法即寺文教中心圖書館﹒可說 些都是台灣佛教界的大事。並且在美國

是目前西海岸輝模最大、免費對外開放 擔任紐約莊儼寺的董事及副會長。以及

的佛教圖書館，經由朦黎東、高子揚、 現任舊金山大覺蓮社的社長及董事長之

及圖書館義工們的發心協助下，館內中 職務﹒

文、粵語、及英文佛學藏書多達三萬餘 當然，我的然堅持每年出服一部譯

冊，各種經論、佛學著作乃至教育、兒 薯的理想﹒一九八七年間出版《淨土教

畫、及保健、心理、醫療等生活性的圖 概諭) .八八年出版《華嚴學) .九一

書、錄音帶、錄影帶、及光碟資料多達 年則出版《律宗概諭》﹒九三年出版

一萬餘件，借閱會員總數目前已達五千 《淨土教起源及其開展}。九五年時為

餘人。這座圖書館已經成為南加州華人 紀念印順導師的九十大壽，出版一本達

社區十分重要的精神食糧，它對於推動 四十萬言的《楞伽經親聞記》﹒岡年還

佛學貢獻更是不容小顱，頗得大眾一致 出版《大藏經入戶吟，九六年則出版了

好評。(中國鶴教思想論》﹒

法印寺代表性刊物「覺有情 J ·起

初只是一份「法印寺視聽通訊 J ·經過

臉黎東及福輯組居士們的長期耕耘，逐

漸成長、茁壯講話一份內容豐富多元、印

刷精美、文情並茂的佛學刊物，目前的

發行量已達三千五百本，發行網絡更是

遍及美國、加拿大、歐洲、台灣、星

馬、澳洲、及紐西蘭等地，廣受讀者歡

迎。

一九九0年至九六年這段期間，我

忙著主持法印守法審之話，也參與其他

寺院的大型法會與儀典。除了一九八六

年參加西來寄傳戒大典擔任教授和尚

外，一九九二年四月回台灣，擔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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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十七、寫出《楞伽經親聞記》

的因緣

《榜伽經}是一部很難懂也很難講

的經，此輝與禪宗有闕，一般人很少有

機會聽聞﹒民國三十七年時，我曾躍在

常州天寧寺聽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講過

這部經﹒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之後，又

有機會聽慈航菩薩講「楞伽經合轍」﹒

接著在民國六十四年時，第三次聽到印

順導師講這部釋，不但使我對這部經的

理解更加深刻，對於佛法體驗也更加透

澈，我當時把上課仔細記錄的筆記全部

保存下來。後來有一次與岡是導師門生

的真華法師言談中，談起過去同參們聆

聽此經的往事，才知道原來當時有人將

大家上課的靈錄匯交在真華法師處，請

他完成一部《親聞記》﹒後來不幸被波

密控大颱風侵襲台灣時，將所有筆錄全

部淹水泡嶺，聽來非常憐惜﹒

幸好我的筆記當時並未提出，多年

後仍然珍藏著此稿，所以才有這部《親

聞記》原始資料作為根攘﹒有天西來寺

退任住持心定法師來法印寺看我，見設

有此資料，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注，

及一本筆錄，他認為這兩本資料希有難

得，勸我早日整理出來，出版流通，廣

結法緣﹒於是我就在導師九十大壽前

夕，決定把筆記整理出來，出版這部

{榜伽種親聞記》做為紀念，以報導師

對我的法乳之恩於萬一。我對這部經很

有心得，也下了很多工夫，曾在新的法

印寺把這部經講完一遍﹒一九九八年

時，也在障法印寺約兩個小時來回車程

的Anahe凶護國禪寺開講這部輝，前後

三年多才將此都經全部講完。

斗十八、持之以恆的佛學著作及

講經說法

雖然每個星期天﹒法印寺舉辦各種

共修法會，我也隨蜂開示一個小時，但

是為了讓信徒們對佛學有更深刻的暸

解，經自信徒們請求，在每個星期五晚

間開設「佛學講座.J ·除了宣講《楞伽

經〉之外，也講《百法明鬥論}、〈十

住昆婆沙論》及〈唯議三十頌》。在出

版方面，則陸續出版《中國佛教思想

論》、《念佛思想之研究》、及《百法

明門論略解》等。

一九九八年我帶領寺內信徒們，一

起去中國大陸，參訪四大名山和佛教寺

院，回來後寫了一本《中國佛教名勝巡

體》﹒另外，亦出版一本自己所揖寫的

《自珍文集) 0 (自珍文集》是自己曾

經寫作的論文、散文作品、在外演講稿

以及一些翻譯作品的《譯後記》加以極

編而成，此書在二000年九月出版﹒

三00二年時出版最新的《淨土教思想

為j. 1會|訊|﹒第16期



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論) ，還有一部《大乘佛經入~') 0 又 從古至今都沒有人講過，似乎被遺忘了

集結已譯出的《關於瑜個師地論》 一般，因為在經藏中遍找不到一部註解

《十住昆婆抄論研究》、《亞洲佛教思 本論的詮釋，所以只有依靠自己租淺的

想論》、《中國佛教史論》、《中印唯 佛學知識依文釋義，依著晶目的次第，

識教理史》、《四分戒律與大乘戒之研 逐字逐句為大思講述。

究》等書，共二十四冊一套，由台灣嚴 除了在每個星期五的「佛學講座」
寬帖基金會發心出資印行;總稱《法印 為大眾說本論的偈頌與長行外，本論同

佛學全集》於三00五年六月出版間 時也是星期日共修會上開示的教材﹒另

世，贈送海肉外各大學圖書館及各大寺 外每隔雙週的星期六晚上，我還到洛杉
院圖書館廣結法緣。

磯淨宗學會開講《十住昆婆沙論〉

斗十九、開講《十住昆婆沙論》
《攝大乘誼》唯識學，以及世親菩薩

《往生論}等論典﹒

的緣由

我在一九九八年春天講完《冒法明
度±、逐漸茁壯發展的法印寺

門論》後，認為信眾對於佛教「有宗」 目前法印寺在各方面都蓬勃發展，

巳具有認識，對三論宗的空義應當該有 陸陸續續地添購7幾筆周邊的土地和民

所瞭解，由於龍樹菩薩著作龐大浩瀚， 宅，除了為寺裡男、女二果分別興建全

便想到了文字不多，注重修學菩薩初地 新兩褲現代化僧舍，已於二00二年底

與三地行門的《十住昆婆沙論) ，此論 完工外。籌建中的大雄寶殿擴建及全新

對於初學菩薩行者，在觀念與行事上皆 的地下立體停車場，亦於二00五年六

有很大敢發與幫助﹒本論在中國的歷史 月完工，定於十一月中落成使用，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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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陸大法會 J t 酬謝佈施者之發心

協助功德。並邀請中國大陸各省佛教諸

位法師參加法會，屆時當有一番盛況﹒

二000年時，特別邀請出家於江

蘇如專定慧寺，畢業於南京棲霞佛學院

及北京中國佛學院，曾任普陀山佛學院

副教曹長的宏正法師，前來法印寺協助

推展法麓，目前他除了在U且V閱ityOf

The West攻讀學位外，並於單週星期六

晚上，為信眾宣講《小止觀》、《中

論》﹒每月第一、第二週日上午共修會

上宣講《維摩詰經) t 廣結法緣外，並

訂二00五年課秋十一月中，於大雄實

殿落成之佳日，聘請宏正法師為法印寺

第二任住持，世代交替，繼承宏化大

業﹒

另外有件值得提起的事，是在三O

O二年四月時，洛杉磯南北傅各宗派及

族裔的佛教組織共間舉辦了盛大的

Vesak儕誕節慶祝大會及團遊會，我受邀

擔任第一屆慶典的主任委員，此次集會

吸引了上萬名的當地人潮多與，此次佛

前正慶典吸引了西方主流文化的相當重

視，當地媒體及美國地方政府也都法員

參與盛會，場面盛況空前﹒

斗廿一、兒童佛學營的成立

為了避免讓下一代E輩子與中國傳統

文化疏離，一芳面也有著讓佛法向土地

深棍的期許，向美國土地灑下菩提種

子，使佛教能在西方文化茁壯成長，經

由一群熱心年輕佛弟子、老師、及家長

全力參與下，於二00一年夏天時成立

了 「兒童佛學營」﹒佛學營所有課程，

是隨著在美國讀境成長的新一代精心設

計，讓兒童在學習東方文化時，能夠有

實用及親切厭﹒佛學營的規模，除了逐

漸在成長外，還在二00二年起，舉辦

一連串與文化及生活融合的各式佛教活

動，希望藉由寓教於樂方式，達到潛移

默化效果。活動有 r兒童佛學夏令營，

取名〈讓愛從這裡開始) J 、『兒童佛

學營萬聖節派對﹒取名〈十方眾生歡殼

日) J 、「兒童佛學管冬令布施 J t 以

及「兒童儕學營溫馨夜市，取名〈愛因

分享而成就跟生) J 等﹒ 佛法本是無分

別的，在眾生平等前題下，本寄順應著

不同文化棍性的學子們，創造契理契機

學佛方式，來利他自利，度人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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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廿二、重建出家的小廟一一法

華庸

最後關於赴大陸建寺的因籬，則是

因為自己這五十餘年來，從大陸、台灣

到美國，都是處於離鄉背景、漂泊異域

的狀態，對於家鄉養育之恩卻一直無法

忘懷，飲水恩誨。尤其是成為美國公民

後，前後五度返鄉探親，每次與昔日一

起學佛老友促膝長談，都能嵐覺到中國

佛教的復興，更激發我將六十幾年前出

家發源地重建起來，回饋當地社會的大

顧。由於當初我所出家的小寺院法華

膺，早已在戰亂中荒廢，鱷過江蘇如辜

縣佛教協會會長恆嶽法師許可幫忙，及

設徒弟雪峰法師的奔走，通過統戰部、

宗教局許可，他們分工負責出面向政府

申辦相關手續，哉則負責經費方面事宜

重建法華庸﹒

回想起來，如果沒有當時的法華

膺，也不會有現在遠避重洋、赴美弘法

的我，所以在「知恩報恩」、「飲水思

語言」厭觸下，我非常圖章將自己五+多

年來在海外的一點積蓄，回饋給這座成

就我出家學佛之峙的家鄉小廟﹒

目前經由江蘇省宗教局支持，及雪

峰法師大力贊助監工之下，法華庸重建

計劃已經在二00二年夏順利展開。新

寺院格局將比原先還要寬闊，共有三敵

組典人生
時伐洪流下平實的-生

多地，已在二00四年夏季完工。新法

華寺將有大殿、藏經樓、天王殿及二層

樓廂房，是歷四合廂建築，希望對未來

如串縣佛教界能有所供獻。由於整建經

費高達約三十餘萬美元，在全球經濟不

太景氣的情況下，本人將不畏艱難，共

同為大陸佛教努力，以報法乳恩情於萬

一。同時，已於二00四年十一月大致

完工，本人並帶頓悟眾組團參予盛會，

並聘請宏正法師擔任第一任住持，正式

毆用。

斗廿三、厭言一一結論

回顧我的一生，其實很平賞，在苦

難中長大的我，自廠福薄、慧淺，雖然

境遇並不順遂，但也未曾忘記過佛法，

和做一份出家人所應蠱的本份﹒如今在

恐怖主義盛行的世界祖，佛法的確是換

救人心之急需，佛教徒們應該盡一臂之

力，扮演穩定社會人心的角色，能夠多

做一點善事、能發一點光，即使是環境

再艱辛，也要在逆境當中踩穗腳步，求

安定、求進步，忍辱負重，幫助須要幫

助的人，向未來成佛的光明道路上，無

所分別，奮力邁進﹒我今年已是虛度八

十，一生實在無善可陳，以上所說，僅

是敘述大觀，表示在此苦難一生中，一

些心酸的回憶而已﹒

二00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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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諸法師談談此次來台的因緣?

因 此次來台的理由很簡單:要謂見聖嚴師父，對[今

年〕七月要在紐約象崗道場舉辦的「禪二十J ·以

及十二月在馬來西亞舉辦的「禪十」﹒請聖嚴師父

給予指示﹒另外，也因為已有十年左右沒來台灣，

想來走走﹒行程本來就是這麼簡單，國去年在紐約

遇到了明毓法師(中儕青前任秘書) .他為我安排

了這次較緊密的行程，我也說隨緣了。

因 語連師談談接觸導師思想的困線?

因 就自己整個信學的過程，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學習

次第﹒

整
理
﹒

索
智
、
長
叡
法
師

與
導
師
因
緣

繼
程
法
師

說是跟隨主竺下摩長老出家，但是在他身邊的時

間也不多﹒其後就來台灣讀書，也不到兩年就畢業

了﹒當時是在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的研究部(只

辦了一屆)我就在那裡上了兩個半學期的課，其實

、

佛
法
推
廣

為j. 1會|訊|﹒第16期22 



正式上課是一個半學期，另外一個學期

留在那邊讀書、寫作。因為星軍法師說

我老遠過來，如果沒有時間讓我讀書，

比較不理想，所以就讓我留在彰化福山

寺，在那邊住了→國學期左右，當時說

把導師的《妙雷集》讀了一遍(當時沒

找到《印度之佛教) .沒看這本書)。

只讀一遍能夠了解多少?後來回佛光山

服務，幫他們上了一個學期的課﹒之後

就到聖嚴師父那邊禪修，也在那裡小住

了一段時間，就回馬來西亞了。所以跟

隨每位老師的時間都很短暫﹒

回大馬後，有一段時間出來弘法，

然而總覺得自己的資歷太淺，所以就懇

求也全公上人讀書是閉關﹒閉關要用功的時

候，發覺功夫還用不上，所以就選擇讀

書，本來以為可以好好讀些書，剛好恩

師要去美國，因此他在馬佛學院的課程

就交由我負責﹒所以在閉關期間也同時

要為學生上課， 一星期還上好幾堂課，

地點就在關房前，後來出了兩本書，說

是當時學生所傲的筆錄。

閉關只有兩年多，看了一起書，大

都只是閱覽一遍，像《歷史研究》

〈西方的沒落》都是歷史書。導師的著

作就多用些時間﹒並寫了一篇《成佛之

道》的介紹，以圖表做歸納;另外，天

台智頓大師的著作我也花了一些時間研

讀，例如: (摩訶止觀》、《小止

觀》、《六妙門》、《禪浪羅蜜〉等﹒

組典人生
組種法師
與導師因.、佛法推廣

對《禪波羅蜜》跟《小止觀》也作了筆

記，都是以圖表歸納整理。出關後，就

開始弘法，舉辦課程﹒

因躍了解，法師在閉關期間曾以書

信向導師請法，因此在15探究佛

法的方向上，導師對您有怎樣的

敢發?

因導師的著作裡面我用得最多的是《佛法

概論》、《成佛之道) .在悔學院教課

大概都用這兩本書﹒但導師的著作對我

影響最深的還是《印度之佛教) .因為

那時候我在看一些歷史的著作，像《西

方的沒落}、《歷史研究) .都很有哲

學的味道，較有思想的廠發，剛好又讀

到導師的《印度之佛教) .發現導師的

寫法跟他們的思惟模式有很多相似之處

一一對一個事件的發生，一艘人都只是

記錄過程，但是導師會告訴你，當時的

外在環境、時空因緣等，分析了之後，

再談整體事件發生的過程。像印度佛教

之發展，先有一些內在的因素在蘊饋，

內在因素如何演變，這些演變跟外在環

境到底產生怎樣的互動，內外交互推移

影響，形成變化...。看了這些書，對我

有深刻的廠發。導師說過:要用佛法來

研究儕法一一以無常、無我、涅槃寂靜

來研究，其實在分析的過程裡，無常、

無我是兩個最主要的法印。換句話說，

一個事件的發生或是佛教的發展，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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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中期，為什麼會出現種種現象，

其中有很多的因緣﹒這就是緣起法

則，但是很重要的一點，不管怎麼演

變，最後一個法印，就是學佛的終極

目標，一定是為了要解脫 涅槃'

這個中心思想是很重要的，不管外面

佛法的思想是如何的演變﹒這個中心

一定要存在﹒我讀《印度之佛教) , 

受到很大的歐蒙﹒閱讀這本書對我的

另一項敢發，就是會思考:導師寫作

此書時，當時的時空背景。從《印度

之佛教》回到現實生活﹒我們也要考

慮應此時此地的因緣是什麼，怎樣善

巧的去運用、推動，導師所說「契理

契機之人間佛教」即是如此。所以後

來所看的書說比較廣一點，合於時

機、能夠善用的，我就會善加運用。

因 法師對股推廣馬來西亞的佛教

文ic有卓越貢艙，大家有目共

蝠，可否該議推廣心得?

因 主要原因在當時的佛教裡面真的是人

手少，我那時大概三十歲左右，比較

活躍，跟報界、文教界的朋友有聯

絡，與華文教育的知識份子都有互

動，當時審與馬佛育會，除了推動儕

法，也與華人社會多有往來﹒在馬來

西亞，佛教是比較偏向華人的宗教，

但當時華人好像有一點忘記了佛教，

因為所看到的佛教都是民間信仰的形

式﹒當時我提出了一個觀念:把佛教

的重心思想「重新輸入」華社;要告

訴華社各界的領袖，什麼是佛法。當

時曾辦了一個華人文化大會，召集華

社各界的領袖，舉辦華人文化的活

動﹒第一年舉辦時，馬佛青總會呈獻

一篇論文，講述佛教跟中華文化的密

切關係。換言之，只要提到中華文化

的時候，非得談佛教不可﹒這篇文章

是我在閉關的時候寫的，後來藉著報

章傳媒的因緣，亮相的機會也說多

了﹒例如:新聞脹、佛學版、文薔服

等，那時候沒有其他法師寫文章，就

只有我一人，所以就比較出名一點，

如此而己，後來越來越多人寫了，就

慢慢淡出。現在比較少寫了，每次去

美國一趟，回來大概可出一本書，近

來下筆，句子越寫越短，比較精筒。

因 在早期可以廳受到當時的馬佛

育會，法師在推廣峙，相當成

功，尤其是大專佛學教育，類

似夏令營的活動，辦得有聲有

色，可是迢來好像有逐漸鴻縷

的趨勢，這或許是種境的因

蠢，但在目前的推廣上，有沒

有須要特別加強Z處?

自 以前當馬儕育會長時，會務我比較不

涉及，只是開會的時帳，去主持會議

為j. 1會|訊|﹒第16期



Â 相見.. 

而已。那時候負責全馬巡迴弘法，因

為有會長的名義，他們總覺得會長來

這邊弘法，戚覺是一件光榮的事，在

弘法的時候，當地的團體就會很歡

喜，因此就更積極參與儕育會的活

動。那時候盼潰的角色頭似親善大

使，實際上很多工作是棋書處運作

的，這些年以來，也是有一些影響。

回顧早期時，我們重新把佛法輸入華

社，是一個比較衝擊性的，佛教的新

聞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見報，都有很多

機會亮桐，很多活動我們都會去參

與，舉辦活動一定發新聞稿，之後再

寫文章投稿，所以有一種把它「往上

推」的過程。後來差不多到了穩定

期，就像進入一個緩慢成長的平原狀

態，但不是沒有在動，例如現在中學

生、小學生、大專生的營隊，一年還

是有兩百個在進行，全國性的可能

組典人生
組種法師
與導師因.、佛法推廣

少，但地方性的很多，現在的佛教團

體很多本身就能舉辦中、小學生的生

活營，但是不一定有新聞稿發佈﹒記

者都是看新聞價值，那時帳活動不是

很多，記者們覺得很有新聞價值，所

以每一次都刊登。現在多了以後，就

不會時常見報，偶而報導幾個，所以

厲覺有減膜的趨勢。

國 目前似乎有些人口老他的現

象，聽覺上好像很多人學佛，

但真正曼利益的不知道是否也

一樣多，這樣的觀察是否正確?

因現在馬來西亞還是有蠻多年輕人學

佛，每年舉辦的生活營，大概都有兩

百多個學生參與。大專學府譬如馬

大、理大、國大等，它們本身也都在

辦管隊，每年一次或兩次。現在也在

辦大專靜七﹒參加的學生也很多﹒學

生參加生活營之後，可能會對禪修產

生興趣，接著要來參加靜七或禪修

脅，這表示在淨化心靈的推廣上還是

有些成效﹒例如現在也開始辦「大專

研修班J '我有一個學生在指導，他

還是以導師的著作為主來帶嶺，例如

《成佛之道》、《般若經講記}

《辨法法性論講記》、《勝量經龍

記}﹒可以說是綜合了三大系。談印

度儕教時，也都會參考導師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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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談到大乘三祟，假錯資料，法

師與印順導師在第一次會面

時，曾提間有關於三象的思想

發展，導師開示: r大乘三祟

的說法，起源於佛陀教說三法

印的法則。性空唯名象是源自

『譜法無我』的法印，虛妄唯

蠻象是憑自『諸行無常』的法

印，真常唯心象則是獨自『涅

餵寂靜』的法印。但此三法印

的實相實為一，而流傳於世俗

諦峙，便有三種不同的說

法。」就此而言，法師對於現

今佛法的傳布有何看法?

因 導師講得很清楚，研究佛法的時候要

依著這個法則來了解。在契理契機的

4‘學嵐導師也會宣

人間佛教裡有提到，這句話很重要:

「正其語言，澄其流 J ·這句話在別的

地方沒有看到，但是他寫給我的信就

寫得很清楚﹒佛法的額頭是什麼，一

定要讓大家看清楚，這就是正法。在

研究流變的時候，要澄清它﹒

最近哉在講課的時候有發現一個

問題，現代所殼的修行法門很多，然

而以四悉檀來看，很多法門應該是

「對治悉擅 J ·或者一些是「世間悉

檀J • r為人悉檀」也有。例如信禪

或是修密﹒很多都是對治悉檀跟世間

悉檀'但是有人已把對治悉檀、世間

悉檀講成是第一義悉檀，這是現在最

大的問題﹒像密宗的一些樂行方法，

其實是屬於世間悉檀，但是在修行

上，有人認為這是第一義悉檀﹒這是

知見上的問題。

南傳佛教很重視禪定，但禪定其

實是對治悉檀﹒它在對治煩惱上比較

強，雖然一般是依定才官E發慧，但是只

要蚓己到地定、欲界定就能發慧了，不

一定要進入至廚師E深的禪定﹒進入那麼

，或是修行

的人煩惱現前，要用對活的方法，用禪

定束對治煩惱，但如果把這些都當作是

第一羲悉勵噸，知見上就會出現一些

問題﹒現在禪修的法門很興盛，但是在

教學上，較少把這方面的觀念釐滑。我

猜，導師的思想有一陣子跟法尊法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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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臣，後來厭覺思想好像有些距離，

因為法尊法師在翻譯藏傳佛教的論著

時，是導師幫他獨唱拘，所以導師基本

上應該已把他所翻輔糟作都看過，像

《印度之佛教}裡面有關後期密教灌頂

的過程，其實就是引用自《密宗道次第

廣論》﹒所以在這過程中，大概就發覺

到藏傳佛教間即司所在﹒目前台許多人

在讀《菩提道次第厲論) ，雖然在宗喀

巴大師著作中《菩提道次第廣論》所站

朝甘地位很重要，但是宗喀巴大師寫這

部瑜，其實是為了要先把顯如甘東西弄

清楚，這是苦陸輸害，目前已是要按

軌到《密宗道次第廣論》的修行方法﹒

換言之《菩提逍次第廣論〉類似《密宗

道次第廣論》的修習前方便。它的實踐

的方法就是密法的修行﹒但是現截嚕

御少注意到這一點，因為一艘都沒看過

《密宗道次第廣論) . 因為書上說，沒

有經過觀賞的人不能看，看了有什麼事

情自行負責，這是修習會法所強調的﹒

因 法師提到《菁捏造次第廣論》

是談「理」的方面，在「行」

的方面則是《密東道次第廣

論>> .那麼在《菩提道次第廣

論》後面所談的止觀是不是屬

於「行」的部份呢?

困 在顯教，這是「行J · 但是這個「行」

在它來講還不究竟，到後面，它告訴你

組典人生
組種法師
與導師因.、佛法推廣

其實最究竟的是在「密J ·還是銜接

的﹒以前有一位陳建民居士，他寫了一

本儕教禪過9斬宇(英均跤，後來譯成

中文) .談了很多，包括《天台止

觀》、《醋可止觀) .講到最後有一部

分他不講，他說那部分是密宗，他不

談。其實伽甘意思是:那個才是最上乘

的，後來他在《曲豚齋女主義》裡面，一

大科噴料，講他尋見時過程，所設的

禪定都是他本身的經驗，或許是他看的

書很多資料很齊全，所以他耕納容覺

得有很多是講得不錯﹒實際上揖些資料

書上都可以投到﹒像聖嚴鵬猶丘出版

的《牛的印跡》也是很完整，幾乎包含

了大部分禪修的內容，聖嚴師父是禪

宗，所以他所說的都是講禪宗的修證﹒

因 方才法師分別提到《菩捏造次

第廣論》與即l頓導師《成佛之

道>> '大體而盲， fS覺得這兩

本富有何差異性?

回 《菩提道次第廣諭》的下士道就是解

脫道，沒有提到五乘共法的部份。

其實太盧大師在提倡人乘佛教的

時候就發覺到:有五乘共法、三乘共

法、大乘不共法。因為中國佛教有一

個特色就是要判攝一一把所有的經典

排列出來作判攝，將經論排列在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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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設的， r 藏、通、別、團」

「小、始、終、頓、圓J '都是從解

脫道開始﹒

在唐朝時，佛教的基本思想是從

解脫道開始。可以這樣理解:因為中

國有儒家傳統，基於這個傳統，中國

文化本身載有基礎，從這基體中再出

發應該沒有什麼問題﹒藏傳佛教是西

藏的全民信仰，要修行的人就可以直

接打坐;南傳國家也是全民信仰佛

教，平常的生活基本上是佛化的﹒所

以一講到修行，都是直螢上解脫道

的。可是中國的社會跟他們說不同.

在當時的佛教和儒家為主的社會是有

一點脫節的，也就是說，佛教在漠地

的發展中，因中國傳統社會已有儒家

的深厚基礎，佛教講修行就不太容易

接經過解脫道，就由人乘，直通菩薩

乘﹒太盧大師基本上也是用這樣的觀

念來提倡人乘佛教﹒所以《成佛之

道》在體系上很完整，因為入門時先

歸敬三寶、聞法趣入、再從五乘共法

修上去，系統很完整，但是一般人比

較不容易察覺，因為《成佛之道》是

一本修行概詣，看完要更近一步了解

裡面的內容，必須依概《妙雲集〉在

作補充。

例如講到大乘三系思想，就要看

《妙賽集》上篇﹒一些重要的觀念，

例如其它經詣的依攘，則參考《空之

探究〉、《如來藏之研究》…等書，

這些都很重要﹒導師的《成佛之道》

已把三個體系整理得很清楚，我們再

配合這些補充資料，就能更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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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像《妙雲集》中篇、下篇的《佛

在人間》、《學佛三要》等書，把它

輔到《成佛之道》裡面去就很清楚，

例如: (佛法概論》就所談到的三乘

共法，這是佛法基礎，然後接軌大乘

不共法。

國 基於此如何在大馬推廣導師佛

學之思想?

因 辦教育，一般學佛者不可能要求他們

很專業。在課程中盡量把一些基本觀

念，或者應用這些資料來作教學，重

點會放在大專生的部份，因為大學生

以後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另外一方

面，如果他們投入到研究裡面去，所

具備的基本條件也比一般大眾高，素

質也比較齊。例如大專靜七因學員程

度比較平均，在教學上比較容易帶得

上;一般普通靜七在舉辦的時候，會

發覺程度參差不齊。

國 法師目前是馬佛學院院長，想

請教法師有關於馬東西教僧伽

的整體教育的看法?

A 現在佛學院還是比較傳統，不像我們

在外面的一些活動，可以放得比較開

一些﹒我剛上任時外面還有很多活

動，在教書的時棋就大部份時間在學

院，上課的時候教《成佛之道〉

組典人生
組種法師
與導師因.、佛法推廣

《佛法概論) .其實這部份很重要

的，他們都很喜歡學這些課程，我都

是運用導師著作帶領學生，其它的老

師都有安排自己的教材，這方面我就

涉入得很少，大部份的老師自己安排

課程，相較之下導師的思想就比較少

了﹒

因 現在佛學院的招生，在整個台

灣教界好像逐漸誠少，不知在

馬東西E是否也有這樣的趨勢?

自 現在馬來西亞報名的學生也不多﹒

因 這是因為現代的環境改變，或

是有其他特別因奈，法師有沒

有特別的普法?

因 可能現在佛法也比較普及。當年我剛

來台時請了一套大藏經，那時也不是

很貴，還可以分開買，可以針對自已

的需求訂購，得了一本藏經就不時翻

閱，覺得很棒﹒

在閉關用功的時候，家師有些問

題與我們一起討論，善用工具書很快

的就把資料找出來，他就覺得很開

心，那時候是用大藏輝的索引，比他

們老人家的舊方法快很多，他們要一

本一本去翻閱，我們索引一找全都有

了。但現在再用索引就太慢了，因為

只要上網或用磁碟轍索，資料就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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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來了﹒芷因為現在資料的獲取太

方便，因此很多人就覺得不一定要在

佛學院修好聽年，而且外面各個團體

所舉辦的課程也相當多﹒有一些學生

還抱著觀念說:學佛可以是業餘的，

不一定要出家，以在家的身份來學就

可以了﹒現在很多在家居士，雖不像

導師這樣專業在研究，但他們現在也

都在教課，自己都下一番功夫﹒

囝 獻覺上提厭力好像比較分散?

回 從馬來西亞的現說我們面對就是，比

較大的團體，他們會把這個力量分散

掉。

以前在馬來西亞只是佛總、佛

膏，後來佛光山、蔥濟、法鼓仙也幢

幢在那邊開始發展﹒其實佛教的資諒

還是有點限制，但是大家分攤了，就

嚴覺比較散﹒以前在弘法的時健會比

較集中，因為沒有那麼多區塊把它分

散﹒

佛教徒的人數增加得不多，但是

團體多，如果帶的學生是女恩的，或

是那個師父剃度的是女思，這些女眾

的弟子都比較會跟在師父身邊，如果

是男眾弟子沒多久就自己開校散葉

了﹒然後也拉一些學生﹒男眾好像比

較會去「創業」﹒女眾比較少，而且

比較會集中在一個地方。

另外，現在有大的山頭，也有小

的山頭，力量分散了。如從正面的角

度去看，眾生根機不一樣，大的佛教

團體有他們能夠所度化的對象，像儕

光和慈濟，很多工作我們不用再勞

心，譬如救濟，我們當了錢交給他們

就好了，因為他們已經有很好的機制

在運作，就讓他們去作就行了。像大

型的文化活動，佛光山很拿手，這方

面我們就能少做一點，把重點放在青

少年、中小學的活動以及思想研討

會。這對設們也是很大的幫助，以前

辦文化活動都要搞大型的﹒因為大型

的文化活動宣傳效果很好。有人覺得

我們佛青近來好像活動比較少了，為

什麼呢?因為大型的文化活動都已經

有人在辦，哉們就少傲，也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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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做思想方面的，思想研討會我

們辦了好幾屆，還有教育的工作，大

家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因 整體而言，馬來西亞佛法的推

廣教育，成放大約是怎樣的情

形?

因 還是有﹒學生有很多選擇，可以找他

們比較相應的道場﹒像一年好幾個進

修營、禪偕營、生活瞥，或者靜七，

學生就會選擇他們喜歡的活動去參

加﹒

因 綜合以上的問題，譜法師簇簇

佛教在馬來西亞發展的前景。

四 人有時候看問題會比較偏激一點，然

後講話就會重一些，但多數時候，最

好還是站在正面的角度來看。重要的

是，人家有努力在做事﹒不管做什麼

事，不要說:我這一套一定是最好

的，說做出來大家都要跟著我這套

傲，我的一定沒有問題...等等。實際

上每一個活動、每一種策劃，它一定

有利弊兩端，如果都是從「弊」的角

度，可以批評的東西太多了。批評了

以後，以對方而言，他就覺得是被排

龍、被打擊，因此彼此之間的連繫會

更不好﹒像這樣的批評，很難讓對方

的作法有任何改變，因為每件事情不

可能完美 ， 辦大型活動一定有些限

組典人生
組種法師
與導師因.、佛法推廣

制，有先天的問題存在，人家怎麼批

評，他可能也沒辦法改變最多嚴謹一

點、不讓某些問題點擴大而已﹒多批

評只會讓他人覺得不能與你合作，只

會產生負面的效果﹒

所以不如從有利的角度、正面的

角度去說，這個活動有它的好處，盡

量推動正面的部分，那麼大家都能把

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大家都有各自

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長處，各自去

傲，這叫「分工J ·但是另外一個一

定要「合作」一一我看到你的優勢，

盡量不去重疊、複製;我自己的優勢

在哪裡，盡量的發揮，

佛教的工作太多，不可能一個團

體全部做完，即使想要每個部分都

傲，大概也只能點到海止，不能面面

但到、又都很深入﹒某些部分你有優

勢，能深入.這樣在分工的同時，大

家都發揮自己的優勢，就能合作﹒傲

的時候想想:所有的工作都是同一個

目標為佛教﹒就合作的角度，佛教是

一個整體﹒反之，如果大家一窩蟑做

某些同樣的活動，最終不見得有好成

績，若分工以後，你覺得我不行，我

覺得你也不行，互相排擠，那就更多

問題了﹒所以在分工的同時，大家要

用宏觀的角度來合作，都是為儕教、

為嚴生而做﹒以這個大前提做共識，

就皆大歡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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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學年度下學期大事記
2∞7/02125，...2∞7/1侷127

2 fD Janua 

2S日. 17 : 00全院報到﹒

26日 .2126-2128環境打掃﹒

28日﹒ 10 :ω鄭子明夫婦輿吉美格乘仁渡切參訪學院﹒

28日 ﹒ 10: SO台北恆善會一一李維倫帶領約40位居士來學院審訪﹒

3 fD March 

1 日 • 3/1月3β佛三(慧天長老主持) • 

5 日 .07: 30始業式﹒

7 日﹒ 14 :∞洪.鳳居士等發心整理圖書館。

12日 • 3/12-6/17福嚴推廣班課程﹒

18日﹒ 14: 40西康寧馬噶陀總寺一一蔣攝法主帶領僧俗約20位等參訪學院。

18日﹒蔥濟一一蔡醫師在第三教室向學眾講解人體偕骨該如何保健及保養-

19日﹒會颺師、如諦師、本良師前往(新營一一妙法禪寺〉受三壇大戒-

21日﹒大諒穢共修法會﹒

29日﹒ 市政府民政局委託黃教峰居士採訪學院﹒

5 日﹒清明法會很假一天) • 

7 日 . 14 : 恥16 :∞宏印法師專題演講 -

9 日 . 4/9-4/11禪三(開恩法師指導，) 0 

10日 .09: 3S哥華國法身寺一一法光法師等六位法師拜訪院長﹒

為~I令l訊l ﹒第16期



大世紀
95年學年度下學期大字記

15日﹒慈濟志工黨銘芳醫師供養學院一座新整椎床﹒

18日 -6:00-17: ∞消防宣導講習G總教官一一鄭兆閔先生)。

23日 - 4123-4128期中隨堂考﹒

29日﹒學潛景與監學老師前往新營妙法禪寺探視戒子在戒場適應的情況﹒

5 (i)Mg 

14日- 5几恥5/16戶外參學﹒

24日﹒佛麗日(真磨四月初八)上大供。

下午16:50西當青海塔爾寺前任主持一一阿嘉仁浪切，訪學院﹒

31日﹒早上淨照院長與傳印法師參加護法委員庫區援母親，賴阿憊的告別式﹒

6fD June 

2 日- 14: 00-17 : 00院內詣文發農會。

9 日﹒金剛法會前一天停課。

10日﹒金剛法會﹒法會圓滿後，舉行歸依儀式﹒

11 日﹒ 08 :3()"'11:∞邱英芳老師帶領師生2人報到頭份鎮的「為恭醫院」參訪。

17日﹒舉行大二插班考﹒錄取四位新生﹒

18日 • 6/18月6/23期末考試﹒

19日﹒端午節放假一天﹒

24日. 6旭恥的6三天大掃隙﹒

6旭4壹同等中午供僧﹒

26日﹒晚上結業式宣研三畢業典禮-

27日﹒暑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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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校友會幹部聯誼報導

校友會自成立至今，未曾主辦過有

關幹部聯誼活動，為提供校友會幹部交

流機會，本次在自洞 「明修院 J ·特別

舉辦校友會幹部聯誼活動﹒同時，也因

為會長與副會長即將改湛，正、副會長

藉此聚會，厲謝校友會各屆幹部四年來

的配合﹒《福嚴會訊》為紀錄歷史，也

特別就這一活動，為校友作一完整的報

導﹒

﹒編輯組

4月 19日早上晨曦徵露，與會長如正

法師於福嚴佛學院集合後出發，歷程三

個多小時車程後，才到達明修院的會

竭 ﹒ 為了不錯失難得畫面，開始捕挺鏡

頭，從簽到處入口，可以看到校友彼此

間愉傲的說古誼令，還有熱情的校友分

享著佛學心得，讓隨行的同學們受益良

多 ﹒ 校友會現有幹部約三十多人，此次

齊聚一堂，單使這種凝致力看來，假如

為進|會|訊|﹒銀16期



結緣相牽
2/.1JI年校友含糊司曾輔導

..河「鳴，學院」 企籠Jt*師汽車命1:i:J層卷*.1:鵝燃傘tU島心支持

能夠善於應用，確實是校友會一股堅定 力量，弘攝正法，光大福嚴的校譽。髓

的力量﹒ 後，在副會長幽默的主持之下，各屆校

聯誼會開始，首先由東道主副會長 友也都輪流的作自我介紹，並發表對這

能超法師，代表會長感謝各幹部長期以 次來參加活動的感想﹒可以看見的，聯

來的熱心支持﹒此外，為了流程順利國 誼會的現場，始終團綴著歡鑽的氣氛﹒

滿，副會長仔細的說明了這次的行程， 也因此，與會校友，對這次內容豐富的

說明完後，建細心介紹了自河蓮子與獵 聯誼，都聽到歡喜不己，也都非常感謝

粉的特色，並擎備了轉藥的伴學種與大 能超法師的用心安縛。

家給緣，令人備成溫馨﹒與會校友體會 午餐後，行程第一站「蓮緣風光J • 

到副會長的用心，除了成動，這言是廠 是發錯位於自河鎮大竹里的蓮花池.. r選

動，現場氣氛，鑄溢著既熱情又純模的 花」在佛教中有若真純淨高尚之氣質，佛

南部姆土味﹒ 法常以出淤泥而不染來描述人生的越脫境

在副會長以經鬆歡泊的方式介紹之 界﹒不過，我們來了早一點，還沒遇到蓮

後，會長致詞表示:指嚴校友會是一個 花盛開季節，所以只能觀賞部分品種的運

有希望的國隊，也深潔廳覺到，大家很 花﹒雖然這樣，但遞過業主的解說，對選

盡心盡力，雖然校友會的活動並不活 花的品種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議﹒關於道

路，但藉此活動所顯示的信息，其質己 花、荷花有何區別與「睡蓮」之間又有何

傳過審稿嚴糖神凝適度之重要性。爾後的 釐異呢?依據國主提供的資料，其實 r建

校友會，將以服務校友為主軸，希望能 花」就是 ri軒在J .. r荷」只是代表才開

更進一步增進彼此情誼，發揮校友會的 黨的總穗，而 r蓮」則是代表蓮子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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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島樹林車站 ...咱也主週暉，培育的.I-~喝拉

分，也就是蓮花的果實﹒但是蓮花與睡蓮 是經由一群有識之士，為保存文化資頭

就有所不同了!不論水位的高或低，睡蓮 而開歐的另一棵生機﹒周邊的圖景，目

的葉片都會浮在水面上。而當闊葉區在 前已規割成完善的文化團區，共分為鐵

長成後，則會浮出水面，形成立葉﹒蓮花 道文化、蘭花主題館、休閒博物館以及

和睡蓮雖然同厲睡蓮科，但是兩者除了葉 生態教育區﹒

面不同，花心與花瓣的相貌也不岡，因此 我們首先參觀的是蘭花主題館，展

被分配為不同屬誼。但無論是蓮花或是睡 示館內所培育的各式蘭花，包括文心

蓮，岡樣的清新撲鼻，香淨莊嚴﹒置身於 蘭、蝴蝶蘭、拖鞋蘭等，還有稀有難得

當E圈中，總是會令人不自覺的聯想到極 一見的加德利亞蘭品種，深受大家的喜

樂淨土中，蓮華化身的清滯在嚴世界﹒ 愛。

帶著穿梭蓮回後的馨香，一行人又 之後，一行人前往乘座「五分火

前往「烏樹林車站」。此車站原本即將 車 J '當火車汽笛響起，這懷舊的聲

走入歷史，但是經由新營糖廠，和台商 音，曾經伴隨著烏樹林走過一甲子的歲

藝術學院博物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以 月，也記錄著許許多多的小故事。這不

三年的企畫與合作，將烏樹林車站裡廬 只是應晨，更是許多當地居民的生活體

宜的蒸汽火車重新整理後，改裝成田野 驗!這裡曾經搭載著許多人的陳年舊

列車，開放讓民眾乘坐，從此為「五分 事，因此也勾起學長們的共同回憶。但

車」換上嶄新的面貌，重現於世﹒此處 對於第一次造訪的人而言，則是男有一

也是大愛電觀台「明月照紅塵」一劇的 番既復古又新鮮的體驗，彷佛走入交錯

取景拍攝地﹒「烏樹林車站」的成果， 著不同年代的時光隧道，很多人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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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且會文章

道，也很好奇，什麼是「五分火車」

呢?鱷由專業指導員解說，大家才明

白，所謂:五分火車即是精廠小火車的

俗稱，是用來運載甘煎的. r 五分」在

台語的意思是指「一半.J ·至於糖廠火

車為什麼是「五分.J ·這主要是根據鐵

軌距離來稱呼的。因為國際標準軌軌距

為 1435m血，而糖廠火車的軌距只有

7621血，大約是國際標準軌距的一半，

因此，行駛在五分軌道上的小火車，便

有了「五分車」道麼可愛的暱稱﹒

火車上的解說員，幽默風趣的介紹

火車的歷史，和導覽沿途的風光對於辨

別各種值物的特徵﹒巧妙的譬喻更是生

動活潑，別具風格。五分火車不但是恢

復了原鈍，就連烏樹林站裡所有設備也

一一被復原，像兩站之間確認列車行駛

的閉塞器和轉換牌、站窮人員制服、履

歷表、舊時電話插孔總襪等，都存放在

原車站的保書室及辦公室內。這裡典藏

結錄相-t
'lJ.XTT年做含糊糊報導

著曾在這條鐵路上留下汗水的退休員工

的歷史記憶，珍貴的鐵路史料，文化資

產極為豐富，來到這裹，宛若上了一堂

歷史課。

火車終點站即是休闇博物館，這是

特別精心設計過的。此館具備文化創

意，利用早期閒置倉庫去見劃而成，分別

為七個展示區: r古早」風土民俗館、

新侏儸紀恐龍館、人體藝術館、天然奇

石欣賞館、世界縮影彩陶館、石雕銅塑

藝術館、法輪常轉圓球筒。各館內分別

典藏著稀有的收藏晶，例如:恐龍蛋化

石，楊英風銅雕作品等﹒綜合而言，館

內的展示品，並不只是具有民俗風情，

更結合了教育文化與藝術的氣息，是圍

內少見的一座綜合性博物館﹒

接薯，我們又徒步前往參觀昆蟲生

態教育館，許多不可思議的昆攝﹒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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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且合起幸

嘉大昆過生態教育館內，背函數牙，扁竹

筒"、樹皮暐螂......超過五十多種活體稀

有昆遍，還有蝴蝶圍內十數種台灣蝴蝶

等，都讓哉們大開眼界.

經過一天知識性的洗禮，為了讓大

家能夠更放體鬆心情，此次策劃組捕空

心思，也安排了關仔領溫泉之行﹒步入

層巒起伏的山景，青山頭繞，景觀天

成，環境清樹，空氣清新自然，置身其

中，心境豁然開朗﹒這時因天色近晚，

使安單於「儷景溫泉會館」﹒會館附近

可欣賞到嘉甫平原絢麗夜景，真可謂景

緻宜人，美不勝收﹒

第二天大清早用過早餐後，大夥又

踏上旅途，前往名間還遁的關仔嶺「;水火

同海J ·當地居民又稱「水火洞』﹒依自

然定律，水火本不相容，然而此地地質構

造特殊，廬壁有天然氣冒出，鱷點燃後火

焰永不熄滅，位置又恰巧在水連當中，於

是形成水中有火的特殊景觀 ﹒ 接傳說是康

Å "tt 先1J. tt，暐制

熙判年(西元1701年)福建高個書徵所發現

的，火焰自泉水中冒出，焰火背純，高約

三、四尺﹒民國S3年大地震之前一宜是集

中在一處，火勢旺盛;地震之後，火焰分

散至好幾個孔隙冒出，火勢較弱，猶如浮

在水面幾朵d吋它，由於鄉人視此現象為神

跡，在日揖時代，刻有一尊神像一一水火

神君(不動神君)在出火處之上，以供鄉人

膜拜 ﹒

大自然的神奇奧妙嘆為觀止，離

「水火同海」約一公里處，沿路而下，即

是另一景點一一碧雲寺﹒該寺創勵精康

熙年間，具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現在已經

被列為三級古蹟﹒主要是事記觀世音菩

薩，殿前兩隻鋪獅雄攝於門前，岩壁上並

雕有十八羅漢﹒循梯繼續而上，貝何看到

大雄寶殿(又稱三寶殿) .整棟建築以大

理石鋪設，使得該寺更顯莊嚴﹒

隨後，參禮位於關仔嶺尾部，座落

在碧雲寺不遠之處的大仙寺﹒因碧雲寺

為進|會|訊|﹒銀16期



"fl'先必...苟

稱為新巖，大仙寺則稱舊巖，所以又叫

大仙巖﹒大仙存有精心暐刻、細心啄磨

的樓閣亭台，莊嚴巍峨﹒高大的山門，

上有黃色琉璃瓦覆蓋，紅色圍牆，寺廟

顯得絢麗燦爛，氣宇不凡﹒摟常住法師

簡介，目前正在規劃的三棟新殿堂，材

料皆採用台灣棺木興建，工程浩大。同

時在參觀之餘，常住法師除了招待茶水

點心之外，藉此也發表了個人學佛心得

看法: r 不能安。辦道的原圈，很多是

因為要爭取 r 自由.. .由此而生起諸多

煩惱不善之法;許多人就是因為重視個

人自由的觀念，而不能安住於這場修

行. f'自由」的觀念，可以說是修行的

障礙﹒」接薯，法師希望校友們交換學

習儕法的心得，並就此一問題發表看

法﹒與會校友不乏久修老參、廣學多闊

的佛門法器，但在大眾客氣讀讀中，推

學會長就此作一回應﹒會長於是起身，

說到:

「所謂「安住.. .有身安住，有心

安住;心安往是真安住，而身安住，只

是為了要讓心安住﹒但心要如何才能安

住呢?說是必需要與法相處，與這相

應﹒心是吾與法相處，人就有自由可言，

心若真煩惱相處."煩惱所束縛，人就

不自由﹒學習佛法的持極目標，說是斷

除煩惱成就解脫，解脫才能獲得最大的

自由﹒追求自由是對的，但不是追求不

受他人拘祟的身自由，而是要追求不受

煩惱束縛的心自由﹒

我們會說:法力無邊。但法力無邊

真正的意思是什麼，這是a們必須深入

了解和探討的 ﹒ 法力是a們學習棒法

後，佛法對a們產生的影響力﹒當你深

刻認知棉法、體會都法峙﹒觸緣對境，

無不與法相應﹒與這相應;佛法的力

用，展現在每一個時蝕，每一個所接觸

的境界上﹒讓我們的內心，從無明相慮

到明相處，迫就是法力無邊﹒明相應就

39 



40 

是與棉法相處，典智慧相處，無明相應

就是典煩惱相應﹒

因此.-個修行人，在佛法還沒達

到深創體會之前，對於佛法的內容，修

道的方法，必須掌握清楚，這樣才能漸

漸與法相應﹒誠如法師所說:安位於道

場，總後修行﹒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但前題走進場必須有「道.1 ·所謂

「道』就是降伏斷除煩惱的方法，具體

的內容一一說是戚、定、巷，也就是入

正道。如果沒有道﹒身雖安住，心其實

時時在翠綠煩惱;有逞，才能讓心安往

於法，心安往後，身自熱安住。

因此，必須要深入了解佛法內容，

以增長伏斷煩惱的智慧，而增長智慧的

不二法門即是多間黨習，這是學佛初步

的開始﹒雖然了解槍法，不-定要到佛

學院-1.﹒認..佛法的許多名相;但是學

佛的重點，卻是一定要先對佛法認構建

起去IJ:理忠信，在如理思惟後，內心生起

的深剖認知，這樣才不會接煩惱束縛，

在這世間裡才能就是真正的自由﹒

如法師說. r軌取自由，於修行而

言即是起法，安住道場即是修行」﹒但

如有一人放棄世間五欲，不執取所謂的

自由，安住於道喝﹒省F隨著自己煩惱習

慣，持年累月的﹒只是一日復一目的清

磨歲月的過生活﹒如此是真的安住嗎?

有些修女的修行方法，就是把自己封閉

在一所教堂中，生活清苦簡棋，不向外

草綠﹒也從不走出教堂﹒每天只是祈禱

作課;請間，如此恤們有安住嗎?的

雄，身是有安住，純而卻無法因此而得

解晚，從佛法的角度來說，不是真修

行﹒如果有另一種人，平時已多聞黨

霄，勤加增長依斷煩惱的智慧，每天都

如連作章的過生活，而且能夠善用佛

法，處理-切事務而不起煩惱，雖然他

雪道四處﹒人並沒有安住在道場，但心

卻能隨所在境而不動，看{$(身不安住，

但他卻是趨向解脫的，這是真修行人﹒

〈金剛起) -開始，須菩提即間傳:

「處吾吾何住，看何降依其，也:: ? d 又說:

「不住色、聲、香、味、觸、法d ;述

說明了 .1f行-開始，就是要想辦法讓

為~I"I訊i ﹒算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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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住，而心要安位，就是心住在法

主，典法相處，而不住在六塵境界主﹒

因為心的安位，而能持續與佛法相處，

也因此能伏斷煩惱，這樣漸漸就能進到

「心無莖礙，無莖礙故，這離顛倒夢

想」的境界。修行，其實就是對於佛法

相應程度日漸增長。

雖然說，以心與法相應的安位為第

一，但身心是互為影響的，一般人在初

錯修行時，還是持須要因安住進場，而

復能安心辯道，並不是說只要求心安

位，而不須要身安住;這點是我所必須

要強調的﹒

以上是僧人對佛法的一點沒簿搜

解，說，血來與大家分芋，如有說得不對

的地方，也希望各位先進大德，不吝給

予持教· ..J 

種過這樣一場意羲深遠的法議，不

但拉近校友之間距離，也增長了彼此之

結緣梢，拿
2J.X11年校的州灣控制

4‘ at.令.4IS麓，已

間的法力，會畏的共勉，相信大家一定

有所髏悟，並且增上了深入佛法的喜

悅﹒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因時

間關係，大家在大仙寺參觀完後，隨即

前往今日最後一站一一新營妙法禪寺﹒

妙法禪寺正值三壇大戒戒會的會期中，

一行人抵這後，自第八屆校友圓西法師

親自導賀，並熱烈款縛，招待校友享用

星星盛的午齋﹒用餐後，校友會全體幹部

執掌，與妙法寺住持心田長老一起合照

留念，留下一個圓滿的句點!

對於這次活動，想必每個人都是各

有收擻，法是校友會一次深具意義的聯

誼活動﹒希望未來校友會的會議及活

動，都能夠如此的圓滿與成功，同時也

希望各位校友參與及支持校友會，以福

嚴譯詩軸心，共同推行佛法，以連詞弘揚

正法，利濟有稽的莊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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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專欄】

傳印法師
法不孤起，猶待因緣

佛法對生命的價值觀

已遙遠超越以人類為主的觀傘，

而展現了世間因果業報輸適的生生不息。

吾人雖非了脫生死輪迪的聖者，

但也對生死綺迪之苦深藏怖畏;

越權的不是生與死，

尚是對有請自身的心城無法掌控妄軌道物。

r法不孤起，猶符因緣﹒ J 這是佛 與其中，懇懇大概從小受母親一句話的

陀覺悟世闊的真理﹒轉傳印，屏東人， 深刻影響吧!那就是 r鱗神作福 J ·其

於1969年龍生于台灣最南端後山的小總 意思是事在人為;另一種意思是誰神吃

村，為謝氏家之直是子，世家以貓錢為 飯﹒依佛法來說乃因果業報之世間常

主，故自幼家境雖窮苦，但三餐不至於 理，有多少福報說承受多少福份，一切

沒米飯﹒如求美食那只能是渴望與者 不多給也少不得一毫﹒至於如佛教所說

求，若求糊口度日那還寄望有餘，此可 的生死無常、苦或慈悲，那可說是邊地

說為台灣四、五十年生活寫照。至於宗 絕響。唯一能激發幼小心靂，且對世間

教信仰可說一切生死都寄托在神明的垂 有不思講感受的，那只能說離居家不道

愛與憐憫中，因此傳統祭靶信仰或迎神 的塚閉了;主要是從小時常看到哀啼啼

饗會是小鄉村唯一精神的糧食，更是傅 哭抬棺送豬的隊伍不時穿梭來往。因此

迪生老病死災捐與福諧的掌控者﹒然對 引發不解的疑惑，不時常請間長輩 r人

我而言當只是郎新鮮又好看，但不至參 死後到底去那真? J 長輩們總是吱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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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到蘇州賣鴨蛋﹒』說這麼敷衍過

去，然這對幼小的內心還是充塞著不解

的疑團﹒另一件可說對我屬受極澡刻

的，是在村中唯一的廟宇看到一幅一隻

大象被眾人獵殺割肉牽腸，但大象依然

站立不作攻擊侵犯者的壁畫﹒此景至今

永留心中無法忘卻，同時也深漂影響了

書是一生的行為﹒

談到學佛也家因緣，此是每位出家

者免不了大說特說一切不可思童醫甚深因

緣。但對說來說實在慚愧且平淺的不值

在此一援，只記得自己何以對佛法有漂

刻的信仰，亦應該湖及貧窮困頓的環境

中想脫離吧!同時在社會工作中看到富

有的人，每天為生計而奔波的實例，不

勝坡舉，因此內心街擊著人生在這世間

的價值是如何呢?翻

遍了世面書架上的人

生哲學，遇是未能使

自己滿意，正因如此

給了自己錢尋答案的

動力，尤其是在青年

最具學習能力的時

候，若是對岡時期的

青年人來說道是個另

頸﹒雖不知佛法是什

麼?但是對於信行的

風潮宣讀內心 ﹒因此

在某一因緣之下接觸

校友...專棚
傅印~師簡介

了儕教種典與祖師傅記 ，雖說韌嘗佛法

甘露，多年的疑惑迎刃而解﹒此時另一

問題撥單而生，尚若體會了路義諦，如

何在紛擾的世間過生活呢?同時看到佛

陀與祖師大德慈懇 ， 潤澤無知的眾生，

想到佛法的珍貴及聽人凡夫的無明眾

生，故萌發以身作頁。出家修行的心顱，

使令正法的甘露常因我一念真心，而能

普潤世間每一枯竭的旱回﹒

回憶省思，在人生中最慚愧之事，

書到用時荒恨少 ﹒ 佛法不能只憑一些個

人宗教體驗，或是一般現象說能了脫生

死 ﹒如這據那早晚將淪為神我誼、宿命

翰或認誠詣及相對前，而永無脫離生死

輸迴苦的可能，因而於民國85年在因緯

際會之下進入福嚴就讀 。 雖然幾年的學

習佛法世出世間修行

道理，但內心始終不

時受外在人事物變化

所束縛及折磨，竟厲

受到人生的意義何

在?為何世間不論富

貴、貧鷹，或大到宇

宙 ，小至擅自聲都在變

化及爭奪中，然而卻

都同機遭受生老痛死

不斷的侵擾，誰都非

是嬴家 r 永生不

死 J ·在這無始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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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訓中眾生還是發行重建素「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但對此古人在這種

百般的無奈下 ， 而喻為「人生如戲，戲

如人生﹒」道句話雖一言道盡了人類在

對生命百般的不如意時作為心裹的安

慰，同時也給喪志頹巖或飛黃歸違者無

限的敢示，其實這些淺顯易懂的話如能

深深思惟它，且含藏甚深的意涵。此依

正符合佛怯所說「蜂起無常 J ﹒佛法對

生命的價值觀已遠遠超越以人類為主的

觀念，而展現了世間因果業報輪迴的生

生不息﹒ 吾人雖非了脫生死輪迴的聖

者，但也對生死輸迴之苦深盧佈畏;恐

懼的不是生與死 ， 而是對有情自身的心

戰無法掌控妄執逐物﹒

自從進入福嚴至今已十二個年頭，

點滴的學習雖未能如六祖慧能大師那鑫

閱一句 rl虛無所住，而生其心 J 即大徹

悟，只能祈求三寶垂愛令吾此真心永不

退，常時無習累積無量渡羅蜜，這如同

導師所說 「安立於間恩種教的慧學中，

次第信行，不求速成，只等待因峰時

節﹒』一切就隨儂不變，不變隨緣的向

上、向善、向解脫 ， 不論如何今天一過

即永不再來﹒活在當下用心完成每一件

上求佛道，下化思生的工作，最後以

《大智度論》卷八中偈頌與大家分享:

世事法#目雖虫，亦讓不斷混;

雖生亦非常I .諸行嘗不矣。

書看法草口芭策﹒一切從心生;

著~法無脅，是，也亦被虫。

諧，有人造里，是則非道行;

譜法不生漲，念看故集徊。

看，念還魔徊，無念貝IJ帶出;

也動故非道，不動是法印。



【校友會專欄】

淨慧法師
昔廠妙雲獻瑞，今報法雨普施

自從看懂導師所寫的「緣起中道A.J後，

筆者篤定了往後的修學方法與目標，

當然般若重在行，但正見如不明確，

不知又要走多少冤枉路。

待人處事在深觀，緣起中，

對-切眾生，愈來愈沒有禮.厭倦，也愈覺不捨。

但頗能幫馳大眾跳脫那述惑的深淵。

r氣勢萬千迎旭日，香雷常隨舞春

風，其嘴匆匆春日紅，縷果己爭掛校

頭﹒ a 這正是筆者目前的，已續與住處的質

景﹒每天一大早，迎曦縷兩邊的步道，總

少不了筆者﹒步道旁的櫻樹及眾多不知名

的大小銜，這豈有金針圈中盛闋的野百合，

華被中的野花，迫不及待會?迎接那金色的

溫案。是誰捌附闊的天然舞台，點緩的

如此奇麓，披上變色彩衣的演員，隨著日

漸東昇，個個大放異彩﹒調皮的風兒，帶

著潔淨單純的雪露，穿綾在大地與聲聲林

間.這時正是說舞動身軀，吸收大自然恩

賜的最佳時刻。

搭在縷樹上的果簣，似紅寶石般的

艷麗，它不忍筆者在空鈴而田，親切的

招待我清晨的第一道佳看﹒沿著觀海步

道，進入另一處游纜，眾烏合麥天繼之

音，創皺了山中的靜寂，很快的來到一

個特別的語言亭。亭前那一大片濃密的樹

葉，經過晨光的照射，閃閃發光，美不

勝收，這種是第洞出入口，此處時而瞬

間雲讀書總饒，時而雲層靜駐成海，常撮

人不知身處何芳，是人間嗎?還是已升

格至天界?讓人不得不讀嘆大自然的奧

妙和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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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這倍受因寵的議境，除了戚

恩，每每將所學與天地萬物分享。這兒

讓筆者有了更寬康的思倦空間，在與大

自然對話的同時，一度也深入了自己生

命的底層，層層剝落那虛假的可具，讓

戀日法雨來說淨無蠱的污垢吧!

三十一年前，家父捨報前，一位法

師以《金剛經》相贈，家母看到，如續

至簣，無論在家中或醫院，一有空間，

就虔饋的黨誨，家父不讓字，但一聽

《金剛經》便非常歡莓，說這樣，他老

人家往生出饋的當天夜晚，在肇者目前

居住的祖庭上空，飛來一朵金色的帶

霉，非常快建的組成在嚴的 r寺 a 字，

還記得曾合黨向空許顱，當時筆者未正

式學佛，但不可思議的因緣正等待考﹒

當我從太麻里金針山固割台北後，富起在

每日必經一處講堂，有法師正在演說

《金剛經》義，以前為何無發現，等皇宮

者進入講堂，專學聽法師所講的甚深法義

時，雖不一定懂，卻無法形容的農擾，

走出講堂，整個身體似呼要飛起來，那

種體安和法喜，至今都記憶猶新﹒彼此

風雨無阻，聽聽是我最重要的課題，不

到一年，愈領悟到世闊的一切，沒有比

真理更可貴的，因此毅然絕然的捨棄世

俗的浮華，過向出家修行之路﹒

民國六十五年，黨唐九月十九目，

正是觀音出家記念白，筆者還中那一天

圓頂，剃度恩師是天吉普淨光寺的住持，主

惑下視法蹄。出家後的第三年，正逮種嚴

女眾第二屆招生，很幸運的被錄取﹒前

三年做個快樂幸稽的學僧，後三年幫忙

院請工作，由於位向使然，本不適合，

卻無法推辭，弄得身心俱疲，險些滅

頂。幾年後，請筆者有機會更進一步的

學習，對導師的思想也有較深入的了

解，輝這段時間的密集訓練，大大的幫

助了我日後的自修與弘法。

近年來自費的書並不多，常利用空間

恩椎一些深刻的問題，

關照每一個念頭的

起伏，看透那難

以降服的煩惱，

累卻沉饋的習氣

己那麼堅圈，筆

者選擇勇敢面

對，每天晨昏

五體投地

的禮謝譜 , 

佛菩薩、

師長、善知議

的教導，深深懺悔過

去的無知與鱷狂，信

由般若空慧，學習佛

的大替大顱，期盼間

滿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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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看懂導師所寫的 r I蜂起中道

義」後，筆者為定了往後的修學方法與

目標，當然艘若畫在行，但正見如不明

確，不知又要走多少冤枉路﹒待人處事

在深觀蜂起中，對一切眾生，愈來愈沒

有理由厭倦，也愈覺不捨﹒但顧能幫助

大思跳脫那速惡的深淵。今年農曆正月

六日，一位不詔書島的道教徒找上門，耍

筆者開門度鳳，建寺安僧，說是讀法龍

天的請妞，逼著筆者發宏顱，接著一連

串不可恩韻的事接瞳而來，家兄也戚廳

到，還把賣場，停車場捐出，本想把老

舊的房子稍加整理就好，後來聽取大家

校友...專棚
淨，區法師簡介

的建訟，打算正式申請，如因韓傷，拆

掉舊屋，建造莊般殿堂，讓罔顧同行的

校友及大家，在台灣的最後一塊淨土，

能妙雲集攘，暢書處所學塵施群迷，那將

是多麼殊勝的法會。

三十年前的瑞相厭招，那朵鮮雲不

就是妙雲嗎?沒想到一路走來，導師的

《妙雲集》 是筆者滋長法身慧命最重要

的依攘，為..念法乳深恩，已定名『妙

雲寺 a ﹒今晚的明月終於露驗了，似呼

也在為筆者祝福，筆者仰望夜空，呢喃

著: r 昔威妙實獻瑞 ﹒今報法雨普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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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給

繼程法師的
繼程仁者慧鑒:

1 、《印度之佛教》戰時出版，以後未嘗再印﹒近年台灣學者印行少許，亦無餘剩﹒該書

第一輩《印度佛教流變概觀》及17章〈密教之興都教之激〉己緝入《妙寶集》里﹒

2 、中國人思想，重於融賞，故自道安至寢什時代都以般若空為究竟，而又國會其餘﹒

如印度佛史上的空與有之嚴密分立，中國可謂少見-

3 、佛法最深處，聲閱佛教中，為一切法無我，及涅樂之不可站設;大乘則為「一切法

畢竟空J ﹒與世俗心情不同，故難為世俗著有者所欣尚﹒

4 、大乘儕法，理想之成分增多，後期大乘則揭示如來藏還是，佛性本淨之說﹒此則較合

於世俗心情，印度即如此，固不僅中國才如此也。

5 、我之思想，因好國者之，體力又差致未能完全有成。食抵欲簡別餘宗必須善自他

宗，故在《妙雲築》上輛，曾有三系貓論之講記，以明確了知三宗羲理之各有差

別，立論芳便不同﹒晚年作品自史資演化之觀點，從大乘佛法興起之因緣，興起以

後之發展，進展善如來藏儕住一一妙有說:大乘以前從部派思想之分化以上觀佛法

之初意義。澄其流，正其源，以佛法本義為核心，吸取發展中之種種勝義，以期更

道應人心，而跳出(天〉神化之聲徑，此為余之思想，但從事而未能完成也。

6 、盧大師之思想，正闖出版社正緝印“太盛大師還樂"三冊，約一千四百頁，約二個

月出版。

研議之可見其要也﹒專初，即請

法安!
印順合+

六、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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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
圖海全

富等~挽著， 佛教的未來， 獨善其身，

人事也挽著， 僧伽的明天， 大都與棧無線﹒..

全都沒有停下來， 眾生的命運， 即是說，

誰也不在等誰. • • 都特線與我息息相關。 我會...

真的盤~ | 自我清淨的清漪， 我希望，
星星會悴， 我真的希望，

一年又一年， 清風送爽， 有史多的人發心，
路走多了， 不好嗎? 向海佛教而努力，
靠近我的人也多，

.$.!t血汗的迫退， 相信只有這樣，

事也隨著多，
以等作樂， 互相扶持，

這是眾生的黨?
以述渡日， 互相結勵，

這是婆婆的現象?
不管嗎? 我們才有明夫﹒

問島己，
取雄捨誰?

不敢期盼，內心的掙扎，
想這樣電諾不停?

不時被據著﹒ 那一天何時刮來，

想建議到處奔波? 只敢許臟，

想進雄性下告? 其實， 過程是累，但笑;

不周恩絮， 是先知道， 過程是誓，但美﹒

可是… 我深深知道，

llß.芳自賞， I 2005年09月 03 日今 8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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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解脫道上)(一〉

﹒班迫違禪師Say甜awUPan曲著 、沮宗整釋

~ 

斗第一章 有身見 [1]

今天，說要議人們對自我的想法，也就是，所謂的.關址ãya

di他i" ，「有身見J (音譚為「薩迦耶見 J )一一誤以為有「我」 存在

的錯誤想法﹒依據巴利語“8個胎 kãyo s此句。，" <D (存在的身即有

身 J ' “詞尬孟ya" 是由“sa" (=santa ﹒存在 、是)以及“kãya"

( r 身 J ·即名、色諸蘊， )兩個詞黨所構成的權合調@﹒要對 r (五

蘊)身 J (kåya)有正確的了解，唯有藉由親身的經驗(a伽啊cca幽a)方

可成就，而非透過書本或想像﹒

禪信者將注意力放在腹部，精勤地觀照腹部起、伏的移動，這是

初學者觀察 r (五萬勘亂個ya)的基本練習﹒

如果你擅拳頭 ， 在你真正握拳之前，你會動念想要去握學﹒這個

生起動機的過程非僅持續兩、三個心識樹那，而是歷經一連串的心審員

剎那﹒ 當你觀照，同時於內心做標記「動機」、「動機」時 ，好幾個

心青島剎那相續生起﹒在你心中生起的動機，說是「名身 J (曲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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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含混
伽混進上) (-) 

kãya) ﹒如此，驚由個人親鍾的智慧，我們知道 r名身」確實存在﹒閃

動念要鐘學後，在還漸彎曲手指之時，你應繼續觀察其中的每個小動作，心中標記

「彎J 、 r彎 J 或 r握 J 、「猩」﹒做這些動作時，你應放價還度。這彎曲或鐘合的動

作就叫 r色身J (rüpakãya)或 r色蘊J (吋pakk扭曲a) ﹒

如此，你便見到這 r名身J 輿 r色身」兩種身的存在，二者構成所謂的「娘生J 0 

如果你不觀照，你會以為「戳在握拳 J 或「握拳的人是我J 0 譴樣你就會以為過去、現

在、未來之中有個 r我 J 存在，墮入 r有身見」﹒在〔觀照腹部〕移動的過程時，你可

能會戚到疼痛、發熱、僵棍、緊縮等嚴受，對於這些感受，你都必須觀照﹒只有當你在

這些現象生起時觀照它們，你才會了知它們的其實本質，知道它是由 r名 J (n旭劫、

「色J (均a)所組成﹒

生命可視為是名、色本質的顯現，換句話說，是身理和，仁、種現象的顯現，此中無一

不是“純尬ãya" (有身，讀迦耶〉﹒若人專控觀察名、色，他會體認到身、心的組合體並

不就是 r 人 J 、 r 眾生 J 、 r 我 J 或 r 我所 J 。這個體諒將去除 r 有身見」

(sakkãy，叫i梢。一一以為有〔常、恆、不蠻的) r我」存在的錯誤認知﹒

「名色辨別智 J 能暫時地去除「有身見J ' r緣攝受智 J 則能暫時地去除「疑J

〈討ci隘的hã) 。如果你仍未發得這些智慧，你就會懷有錯誤的見解〈聽見) 0 當修習〔峽發

會那〕正法之時，你就是在努力了解自己、了解真理﹒ [3]

耳閱費時，有三個現象:

﹒聲〔如〕遺體者〈這是色身)

﹒耳處〔如〕被撞事物〈這是色身〉

.能聽的心〈眼識〉、觸、受〔真的撞擊(還是名身〉

如果你觀照或保持正念，你將觀察到上述三個要讓﹒在身心現象生趣的當下觀照它

們，禪修者將能依其自住了知事物的本質一一聲音和耳處是色身;能聽的心是名身﹒如

此，他將能斷除 r有身見d . 

有惜的定提

有一次，魔王(Mãra)干擴瓦濟在(Vajir這〉比丘尼，想要使她對佛法生疑。攤主問她

說 :r什麼是 F有情d (sa俑，思生)? J r有情如何產生? J r誰造有情?J 瓦濟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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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魔王提出這種問題的用意是要誤導勉，於是用下述的偈鑽回應 :

kiQl nu sattoti pacce函， mãra ditthigatarp nu te ; suddhas組khãrapuñjoyarp.， nayidha 

sattupalabbhati. 

Yathãhi añg國amb崎福， hoti saddo ra曲。 1低; eVaIJl姐姐dhesu 阻且包su， hoti sa:伽ti samm.uti.@ 

魔啊! 為何你吩切地說著「有a晴J 呢?那是你自己的邪見嗎?一切純然只是諸行的堆

眾，其中沒有「有情...J I 如同種種零件組合才有「車」一唔，同樣的，由於拷麓的存

在，才有「有情」這個概念﹒ [4]

有身見的後果

無明(a'討Wã)

如果發們不保持正念，就無法洞察譜法的本質，故們將被「無明 j ，也說是「愚

痴 J (moha)所淹沒﹒接著呢?無明就導致「顛倒想 J (sañ函) 0 我們會以為過去、現

在、未來裡有 r還能」的存在﹒這種「我見 J (a:伽di值。蠶發們產生「幢 J (mãna) ·有些

人甚至相信有一種能夠見物、聽聾，被稱為 r命J Gïva)的靈魂、或不變的實體存在﹒

如果重建們不保持正念，哉們就會被無明擊敗﹒無明是我們貪愛〔眼、耳等〕根、

〔色、聲等〕塵、〔眼、耳處〕議的原因所在。例如渴望見到某個事物、想要聽到某種

聲音;貪愛眼睛所看、耳朵所聽的事物。當渴愛(關hã)強大峙，它會變成「執取 J

(upã曲曲)、 r慢」等等﹒

佛陀曾舉出許多事例說明，被無明覆蓋的人有多可嚼，其可憐的程度遠勝過眠盲的

人，並掏出無明的人就像戴著遮蔽馬眼的眼軍一樣﹒智者能夠看清自己行為的後果;然

而，心靈盲昧的人看不見惡行只會帶來苦果﹒

受(vedanã)

若未保持正念，過可愛的所縷，就會起貪;過不可愛的所緣，就會起瞋﹒這是

說 . r 受 J {vedan豆〉引生「貪 J (lobha) 、「瞋 J (dosa)' 食、瞋皆是不善心所﹒同樣

地. r受」的根本原因可湖海回「搧 j (moha) ﹒也說是「無明」﹒ 一般人很容易在見

物、聽聲之時陷入煩備就中﹒ [5]造條何可以流得級慢或快疾一一有時候，甚至具有選

布的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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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誤導、迷戀人類的理論和見解之中，力暈最強

大、影響範圍最康的，當層 r有身見d (;指kkãy組i駒，或說

「我見J (a'削i他i) 0 r有身見J 有兩種:

• r常見J (sassatadiUhi) 

• r斷見J (ucchedadi陷。

r常見J 相信有一個恆常的自踐賀禮、靈魂存在，認為它

獨立自存，有別於構成生命的身、 JÙ、現象，而且在死後仍會繼

續存在﹒ r斷見J 也同樣相信有→圖自錢的實體存在，但認為

它略等同於身、心現象，所以死亡後，就藩然無存﹒ r有身

見」是 r常見J 輿 r斷~J 的根海﹒如果沒有 r;有身見J ·常

見或斷見就不會生起﹒六十二種邪見，皆是從 r有身~J 衍生而出﹒

適逢祠的曾建

當你握拳時，你遠意到兩種身、心過程一一握拳的 r動機J ·以及隨後而來的 r握

拳動作J ﹒如果你能夠觀察到這些現象，你會了解，並非有個「我』在做彎曲的動作。

當你了解這些法的本質，你就不會抱持任何的那見。(藉自服裝會那〕親證而了知名色

時，你將暫時地遠離 r有身恥，之後，在你成就「須陀洹J (80組panna)[的(證悟初

迪、果〉峙，你就能永遠斷除 r有身見J 0 

如果你彎曲手臂，首先你會生起→圓心念，想要彎的動機(cban啦，意欲〉﹒接著﹒

做為動機生恕的結果，手臂使彎曲﹒在你彎曲時，你觀察到彎曲手臂時的種種處受，例

如繁、硬、熱、攝等等﹒當你專注在彎曲的過程時，你會了知它們的本質﹒你將體諒

到，在彎曲的過程背後沒有 r我J 存在，存在的只是名、色諸蘊而已﹒

若你每一秒都保持觀照，你會了解譜法的本質. r我J 的概念就會消失，因此去除

「有身見.J 0 這就如俗話說的 r因為不了知，所以執取;因為了知，所以放下。」若你

觀察諸法的本質一分鐘，你即戰勝邪見六十次，觀察得愈久，你就攪得愈多的勝利﹒

如此，你會從實際經驗接得真正的智慧，而不是隸書本或想像﹒這種智被稱為“

palivedha品尬嘟.-pafiñ忌" • r 能通違相的智慧 J ﹒能夠直接被極驗到的 r 相 J

(la幽~)可分為兩類: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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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自相 J (sahbãva-la幽訕) :特殊、個別〔而不與他物共有〕的特徽，例如緝

緊、堅蜓，以及熱、冷等嚴受﹒

• r 共相 J (sãmañña1a幽81;18) :即無常(個明)、苦 (du馳a)和無言是(ana:伽)三法

印﹒ [7]

見到此二相時，也就已看到其餘的相一一即可站站胸-lak尬81)8.- (有為相)@(請參

考第12.章〉﹒由於清楚明確地了知它們，所以能斷除無明 (avi;加)和疑〈討d垣cc.油) .因

此，我們有以下的格言:

7知什麼存在、什麼不存在之時便見名、色，淨化己見-

T知什麼是真正的國、什麼不是之時使見緣起，斷除懷疑﹒

超越「疑J ·使擁有「倡 J (組釗恤) .有智慧的比丘，依據所靈之智慧而確立他的

「倩」。此類信的基礎所在，正是親證譜法自世(sab區va)的智慧﹒依理性而相信師長的

教導，能讀人對師長產生信任;但透過正念館習而了解名色法的智慧，才是真正的

「慧」旬a組) ;依想像而生的知識，反而會造成修行上的干擾﹒

.Satipa伽na- • r念處 J (或轉「念住 J ) ·或說「念的建立 J ·是證悟法的唯一

之道﹒它令行者生起不動的「倩 J (五根之一) • 

斗第二章無明、貪欲與放逸則

被迫歡的世間

在此，有兩個問題:

﹒世間被什麼遞蔽(kenassu 世wωloko)?

.為何世間沒有光芒他個ssu n柳叫叫?CD

「世間 J (lo1ca)有三種:

﹒「器世間 J (okã跑一lo1ca) • 

• r有情世間 J (88恥loka) • 

﹒「行世間 J (sllÍl油勘且loka) :無心載的物質世界﹒@

為'lt l -t-I叫﹒算16期



此-ì-堂就
掰脫道上) (-)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世間被「無明」所述蔽(a'吋且這.ya nivuωloko) · 在哪方面無

明?或者說，對什麼無知?答案是:對四聖諦無知﹒四聖諦是:

﹒「苦諦J (du垃ha-閱∞a)

﹒ 「集諦 J (sam呱.ya-sacca)

• r瀰歸J (尬。也a-sacca)

• r遺辦J (ma昆a-s晶晶，) 0 [10] 

無明有兩種一一僅是不知聖諦，這種「無明 J 叫作「無行道無明 J (appalÏpa惱

M血) :其次，認知錯誤的 r無明 J ·則稱為 r邪行道無明 J (micc恆pappa:甜-aVÌ版) 0 (j) 

第四聖諦，即「八聖道 J (ma品a) ·是指用以證得寂激涅難的方法﹒不了知此『逍

諦 J '就是「無行道無明」﹒若將八聖道誤認為是邪道， 是會讀人失去快樂、沒有用處

的，這就是「那行道無明 J 0 

如何嘴臉無明

若對修行方法沒有信心 ，就不會生起精進﹒即熱勤(重個p吋﹒缺少精進，就培養不出

「念力」和「定力」一一此處的「定J ·指的是「剎那定」個問ikasamãdhi) 0 

在我們身體內循環的血潑，如果嗶露在酷寒的環境，將會凍結，引起失溫和其他伴

隨而來的瘓病﹒同樣地，如果未能運用精進力培護正念和定力﹒煩惱的病菌就會攻擊我

們，製造輪迴的疾病﹒因為不了知真理，所以我們便

困惑、無知(asamape尬扭曲. r 不正觀 J :或者

面攝取.upek山. r無知之捨J@) 0 世間便是這樣被

無明所述蔽﹒此處的「世間」指的是「有情嚴

生」﹒

至於第二個問題，答案是由於「惶妒」

(veviccha)和「放逸 J (pamãda)' 世間沒有光芒

(vevicchã pa血ãdã napp政ãsati) J ﹒例如說，貧富

差距的讀大已為世間帶來若平不善一一吝晉、嫉

妒等﹒在此. r惶妒』包含兩種心所，即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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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功的嫉妒 (issã) ·以及對自己財產的體吝(macchariya) ﹒嫉妒和體吝都是「瞋」

(dosa)的朋友· [11 ] 因為它們總是和「瞋」一起生起﹒僅吝共有五種 :

• ãvãsa-macchariya :對住所的體吝﹒

• kula-macchariya :對家的僅吝，即開於男、女施主的懼吝 .

• lãb旭-m.aωhariya :對所得供麓的體吝﹒

• V，嘲a-ma∞旭iya: 對外表或名聾的體吝.

• dbamma-maω:bariya: 對法的體吝﹒@

體吝(m.accbariya) ·讓世間變晴淡，人們因此不顧與他人分亭 ，變得小器吝奮﹒其

實﹒布施(dãna)應像在戰場上作戰的士兵一樣，構性性命而在戰場上發光發熱;同援

地，我們應該稽牲財產，布施行善﹒無論如何，惶吝會讓人在來世不得財富(bboga

阻mpa:啦，財成就) .它讓世間變得暗淡﹒

放逸(pamãda) · 也有兩種﹒ 「放動令應陸葉之事」 輿 「放動令應邀行之事」 。進而

言之， 不善的身、口、意棠，是應捨蟬的事物，煩惱 (ki1e組)是應藉由觀智與道智而斷擋

的事物;再者，戒(sïla) 、定(s幽幽)、慧(pað血)等三學(si幽益) .則是禪修者應奉行、

學習的項目﹒於上述的「捨離」與「遵行」這二事上放遍的話， 會黨世間晴昧，沒有光

芒﹒所以，佛陀臨終前的最後一句教誠是: r你們要不放逸地努力 I J @) 

斗第三章兩種人@[13]

我想說明兩種人:

﹒「欣樂有身者j (sa幽yãbhira助

• r欣樂涅槃者j (因bb祖站趾m胞)@

前者是世間凡夫 :後者是「有學聖者 j (閱值a)或『無學阿題漠」扭曲a) ﹒此兩頸

人，各自以六種方式塑造他們的生命﹒

「 欣樂有身者 J ·因六種生活方式而讀自己的生命不得 「 善終」

(bha“此arpmar四aQl): @

..ka血mirãma ·好樂世俗管讀;

• bbassãrim.a '好樂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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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脫道路(-)

﹒到“ãrãma ﹒好樂睡眠; [1副

• sañga祖國rãma '好樂伴黨;

• S8JllBa館ãr旭ν 好樂交際;

.開pañcã福ma ·好樂戲諭﹒@

若比丘正念而住 ，不韌性述六種生活方式，其生命將得善

終一一藉由涅樂之鐘，他撞得至上的快樂。藉由遠離一切惠，他卸

除生命的重搶-

r好樂交際」的「交際」有五種:

• dassana-slIIJlSagga :與王親、大臣、在家弟子、凡夫、優變蠱、優婆

夷、比丘、比丘尼等人，來往過密﹒這是說古代而言﹒在現代，則也包括與

自己的家人，來往過密.

• savanna﹒胡頤呵ga: 喜歡聽(笑聲、談話聲、歌聲) 0 

• S8m世l句捌t""sarpsagga :喜歡典人讀話。

• sambhoga-聞單開路:a: 喜愛個人所有之物.

• kãya-s8IpSagga :喜愛自己的身體﹒@

這樣的人，叫作好樂交際的人(saJ11Saggãrãma) 0 禪修者應避免上述這些行為。若遇

到不得不說話的情況，禪修者口5]應限制談話的時間﹒並在議話時保持正知﹒與其散心

雜話，不如睡覺休息，以免干擾到其他行者﹒談話會產生雙重的平擾效果:談話時正念

中斷;重拾禪髏峙，需花費時問與更多努力以恢復正念﹒

關於屯ãy閻明lsagga" (喜愛自己的身體) :禪信者一天只應睡四個小時 ，其餘的二

十個小時則應用來禪修﹒往昔有些禪修者甚至會將睡眠時間誠少到只留一小時、幾分

鐘，甚至完全不睡;或者他們不躺臥，只是坐著休息，這是「常坐不臥」

(neS8:品k.aóga)一一用以清淨己戒的十三頭時支(dhuta1iga)之一﹒

不需要槍，已~ms些禪修者沒有睡眠，因搗他們那時遠離了煩惱，所以他們廠到精力充

沛﹒如果禪修者一天禪修二十小時，以一秒鐘一個觀照來估算的話，他一天將具足七萬

二千次的觀照(60.60.20=72∞0) 0 在那段期間，他遠離了煩惱，這是神聖、高級的休

息﹒至於「好樂黨伴」﹒世俗大眾喜愛有人作伴;但是禪修者應該樂於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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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第四章 戲論 [17]

一P叩añca" (古譚「戲論J ) ，字面原意是「延長」、 r擴展J 、「多樣化J 、 r 障

礙 J 0 r 戲論」有三種: r渴愛」徊。hã) 、「慢 J (mãna)及「邪見 J (di伯i) o@ 此三

者，也故稱作「執取法 J (gah晶晶mmR) 0 

尚未去除戲論的眾生，不能從輪迴中解脫﹒「戲論」會“延長"思生轍圓的時間，

並“延長，隨著輪迴而來的痛苦﹒換言之，由「渴費、慢、邪見J 所創造的戲論世間，

使個人五蘊在輪迴中無盡地“延長，﹒然而，我們在輪迴裡長久以來即與這些煩惱共

處，現在翻日何斷除它們?

依於眼〈根〉輿色(塵) ，眼識生起﹒根、塵、強三者的和合，即是『觸」﹒以續為

線. r 受」亦生起﹒再者，於所厲受，生起想 (safijãnãti) ;於所想，生起思惟

〈愉kketi) :於所思惟﹒又將之擴展(papa品eti) 。因此 ，戲論讓人對於過去、未來、現在

所見的色，生起種種煩惱。@

註書將此「戲論」解釋為「渴愛、慢及邪見 J ;亦可將其視作[18] 因渴愛、慢及邪

見所引起的種種行'Ä--選取、拒絕，認同、否定﹒經典如此措站「戲論J : 

papaficãbhira區 p吋益. nippapaficã t3曲直gatã.@

眾人欣，與她論﹒但如來無戲論﹒

渴愛

溺愛本身會引生更多的渴愛，所以它永不會有滿足的一日 ﹒ 如果你現在有一百元緬

幣(kyat) ，之後，你會想要更多 ，兩百元、三百元等等 ﹒又譬如，你已擁有一棟舒適的

房子或一輛車子，但是，你仍然想要有新的或更好的房子、車子，渴愛無有止盒。也因

為陷於渴愛的沼澤中，你成為渴愛的奴隸﹒

對應六根的所緣，便有六種渴愛一一渴愛色、聲、香、昧、觸、法﹒曾有一位轉輸

聖玉，勢力非常大﹒在他投生畫面天人後，帝彈(請天之王)給他半個王國﹒然而，他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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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浦蔥，即使已瀕鷗死亡，將投生到人間之時，他還想要整個王圍﹒同攘的，在這世界

上也有人如此渴望地想要撞得土地﹒

如果禪修者在名、色生起時，以正念觀照它們，他會了知它們的本質、因果關保，

以及它們生、住、誠的現象。這些名、色法，只不過是一堆苦而已，因為誤以為它們是

好的，所以人們對它們生起渴愛﹒ [1月

當禪修者撞得 r苦隨觀J (d'恤岫ãnupωsanã)時， r溺愛戲論J (剛h矗-papafica)即暫

時不會產生作用﹒一旦他成為「預流者J (的組戶nna)' r渴愛戲論」說無法使他投生於

惡趣(句ãya) :不過，在接下來最多七次的生命中，他仍然受「渴愛 J ·如「有愛 J

(bhava-回hã)等所影響﹒在三種戲論，即「渴愛、慢、邪見」之中. r渴愛」是「貪 J

心所(lobha) · 而慢〔與那見〕能與「貪」相應﹒

慢

訕訕"在此很譯為「慢 J ('傲慢、自負) ，它也有讀大、延長的性質﹒即使是孩

童，也有慢。他們因父母的財產、自己的教育、地位、運動上的表現等等，而覺得自

負。在佛法的世界中，有些人可能會因為自己的教理知識淵博﹒打坐時間比別人耐久、

善於教導禪偉等等，而生起傲慢的心﹒(關於「慢」的詳細說明，可以參考第十八章

「魔王十軍 J ) 

「慢 J ·是將眾生束縛在輪回裡的 r十結J@) 之一員 ﹒只有體阿躍漠道時，它才會

徹底被撕除﹒ r慢」有三種:

﹒慢(m.ãna) : 

由於自己與他人並駕齊驅而生起慢，直口說: r我們是一樣的，沒有不間﹒ J

. 卑慢(om祖a) : 

由於自己不如他人而生起慢，如說 : r雖然我很差勁，但我何必在乎? J 

.過慢(組mãna) : 

由於自己比他人優秀而生起慢，如說: r還是我較優秀 I J@ 血的

書是們慮到時三種「慢」﹒若能藉由阿羅漢道去除這三種慢，禪修者說能終結一切

的苦﹒其實﹒不只個人會有我慢，說圖家而言，也會有書是慢，譬如說，產石油的國家詩

賀他們的財富﹒實際上，一切事物都是無我的，沒有一個地方錢得到「我」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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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禪修者或許可以對自己的成說厲到自豪，像是說「我可以禪修得比他人久J '這

種「懂』或可歸為「善法 J '叫作“跨世祖bbam訕。" ，意指「值得擁有的幢」﹒@然

而. r不值得擁有的慢J (ase吋個.bbamãno) ，就必然歸為『不善行J (duccarita). 以為自

己的地位等等是永恆的，便會生起「幢」﹒當禪修者深入禪修，反種無數次地觀察名、

色的無常性，證到「無常隨觀」的時帳， r慢戲論.J (甜na-papafi胡)就會誠少﹒如果他

確立於「無常想」中，他將暫時能接除「說是」的慢. r無我想」會在心中延續﹒雖然

預流、一來、不還者都無法徹底去除「幢 J ·但他們的「慢」絕非“apãyaga血miyz?

(會讓人墮入惡趣的〔世) ) 0 

邪見

如果未除「邪見J ·即使造作種種善行，這些善行仍然是以無明為棋。邪見有臨人

的性質，而被欺軀的人[21]常表現出固執、焦慮、不安、不確定，並拒絕放棄〔所價

的〕﹒道裡，我要談一下「執著我、靈魂、不變的人格實體存在」的「我見J .這種邪

見以為: r唯喻，是智囂的根基J ?(草草車站扭扭扭.-Ina伽Ql). r我見」的理論有兩種:

• parama-a1悔:超勝的我，或稱「神我」。

﹒ jiva-a'個:個別的我，或稱「命我」﹒

前者(神我)是全知的，唯一的、無苦無樂的，它創造後者(命我) ，並支配它的活

動﹒無論後者做什麼，它都是依前者的命令而做﹒這兩種我都被觀為是永恆的﹒這種見

解也叫作「常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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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種種影響、誤導、迷惑人類的諸多理論見解中. r身見」或「我見」是最具影響

力，且影響範圍最廣的。

現在，佛陀巳告訴我們，所謂人、我、 jfi生、男人、女人等等都僅是世俗價用的概

念施設而己，從究竟的意羲而言﹒它們只是不斷生滅的名、色現象﹒

「十不善業道.J (拉回ala-kamm.apa伽)的最後一個. r 命定邪見.J (niyata

micc，鷗di仙。包含:

• r 無困見.J (ah甜甜他i) : 

或稱「無因無緣之見.J (ahe個paccaya-di柚i) 0 這是認為一切的存在並沒有原因的

命定論，它認為眾生煩慵生起，並沒有原因可言﹒@

• r 1回國見J (前sam曲etu-di前i) : 

或購「自在天化作見 J (issara..;世mmãna-di輯區)。此見認為，世間的生起是由於

「本4陸 J (paka世)、「極微J (aJ;Lu)或「時J (kãla)等的原因所造成﹒@白2]

這些邪見之所以產生，都是諒自對名、色，及其因果關係的做自﹒

當你彎曲手臂時，首先，你會在心中生起一個要彎曲的動機，然後你才會彎曲手

臂﹒這些一連串的動機(cha且也)造成彎曲的過程。動機是「囡 J '彎曲手臂是「果」

這個例子證明因果關係確實存在。

在耳聽聲的時候，

﹒聲(塵) ，是色法

﹒耳〈根) .是色法

﹒聽的心，觸、受等是名法。

它們全是「有為法J ·受到「業」、「心」、『時節」或「食素」的影響而生起﹒

其餘五論一一眼、鼻、舌、身、意一一也是相間的情況。 E念觀照時，禪修者將能

觀察到這些法，

若我們未保持正念，說不會了解事物的本質，因此執著一切動作背後有個主使者。

但是，只要我們以E念觀照當下生起的身心現象，我們就會了解:根本沒有一個創造者

(p缸ama-atta) ·也沒有被創造者Giva-atta) ;一切只是具有無常、無我、苦性質的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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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而已 ﹒無常的事物，不可能是樂;若是無常 、 苦的，則不會是 「裁」 ﹒世上並不存

在控制四季變化的造物主， 一切只是受因果法則支配而已 ﹒ [23]

還有另外一種邪見一一將現在一切的好與嫂，歸諸於過去的樂(行海) .稱為「宿作

因見 J (p曲ibeka個hetu-di前i) 0 我們不能把個人應蠢的責任也推語給過去的業。舉例而

言，色法的生起便有四種原因，即業、心、時節和食物﹒過去的「欒」不是唯一的原因﹒

若要從我見」解脫，必須修習 r無說隨觀 J (幽胞可帥sanã) ﹒要去除「無因

見J ·就必須酷暑 「如實智J (yathãbhütañ肉a) ﹒如果我們不了解名、色譜法的本質，我

們就會對過去、未來，對因果是否存在有懷疑〈討ci垣∞hã) ;這也會引生「愚痴 J

(sammoha) · 有如此類邪見的人常有根深帶固的唯物主羲思想 ﹒ 他們很難根除這些想

法 . 這種情況稱為 .i曲耶恥cãb區nivesa" (執著唯某種邪見為其) o ~ 如果禪修者在名、

色法生起峙， 正念觀照它們，他將見到因果關係'因而深信這些法不只在自己身上生

起 ， 也會在生起在其他人身上﹒

我們的道揚常邀請其他教派的人們來告訴我們他們用以通往其智的方法 。 同時，我

們也向他們顯示我們的方法，讀他們也能來寶路、了解究竟的真理﹒ 我們不強迫他人，

只是邀請他們自己來體驗。

經典說，佛法是值耨邀請他人來親見的﹒如果有人回應這個邀請，並實飽這個方

法，他一定飽了知名色現象的本質，其因果關係以及無常、苦、無我的共相，最後能夠

斷除兩種「身見J ·即『常見J 與[24] r 斷見J • 

由於見到名、色壤穢，他能去除常見:由於見到它們不斷生趣，他能拔除斷見﹒常

人若只見到壞失而不見是起，會懷有「斷見J ;若只見生起而未見壞失，則會懷有「常

見」﹒然而，禪t筆者見到名、色生，也見其獄，所以他們能斷除常、斷兩種邪見﹒見生

與滅， 是淨除邪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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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也許創于善業，然而，如果未除去對三時，

即過去 (a'伽)、未來(削ga18) 、現在印齡cupp幽峙的

縷斃，做們 r與智不相應的」善業可能產生 r貓生

識 j .讓他們再次投生輸油;此時，他的結生議將是

「善果報無因心」中的 r捨儂推度心J 但必ala-ah械郎"

S組組rat;la-cÎ'闕，或者是 r欲界果報心J (旭mãvac:帥"、是p恥citta)中的「悅俱智不

相應心 J (som阻擋S倒也咿，ta-ñã明:vippayutta叫做〉﹒若是前者，他將先天就有殘

缺，如盲、韓、啞等等﹒若是後者，他在修習正法上將成為鈍根者，即使在其他方

面他仍然可能很成功，有傑出的表現﹒

念處是對治方法

\ 

r戲論J 誡人屈服於渴費、優、那見所引起的聲種行為一一選取、拒絕、認同、否

定﹒其後果可能導致失鐘，乃至製造犯罪﹒面對不可蠢的所緣時. r瞋J 就生趣，於是

人們變縛瘋狂﹒夫饗爭吵，摔壞家中物品的事例比比皆是﹒ r 念處/念住 J

(88句關hãna混治療瘋病的方法。

“'Sa:討pa怕包C 這撮合詞，由“sa說.. (念') ，與“u阿拉.ãna" 鍵立、墓體〉所構成，

意思是 r念奔向所緣，並停住於所緣上 J ;或者，是“s甜" (念〉與 "pa:悄恥"所擠

成， “μ怕真齡"有「動附 J 、 r 進入 j (固定住)、 r 持續地生起 J 、「穩固 J 的意

思﹒

若能修醬、多修 r四念處j .將能獲得身、心的寧靜，於今生快樂地生活，最後以

智慧證耨解脫﹒

斗第五章 顛倒閉

r顛倒J 有三種:

• r想顛倒j (saññã叫pallãsa)

• r JU噸倒j (ci呦-vipallãsa)

• r 見，顛倒 j (，“他i叫pallãsa)

這三種顛倒生起時，眾生會將無常、苦、無我、不淨的所線，當作是常的、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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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的、淨的﹒道和幻覺一樣嗎?其實，這並不是 r看到或聽到不存在的事物 J ·而是

「錯誤認知」的意思﹒「顯倒J ·就類似將遠處的某甲該認成某乙的錯覺，可定義為

「令人偏離、遺離善的或其實的事物J 0 於此， 可，pallãss" (J續動，與意指「言爭論、

開設J 的 -vippallãps" ·並不相同。

同樣地，名、色現象生起時，若禪修者不以正念觀照它們的本質、因果關係和無常

等桐，將會被誤導而懷有「想、顛倒」、「心顛個 J 和「見顛倒 J 0 這些 r顛倒J ·會讓

我們視無常為常，視無畫是為我，視若為樂，視不淨為淨﹒因為口的不知道如何去除自無

始輪迴以來就跟隨著我們的這些顛倒，因此，我們執取著我見、身見、無因見等那見﹒

遇到自無災害時，人們或會將之歸因於魔鬼或眾辦的道作。有些人 r 因邪見而瘋

狂J ((拉伯umma伽1::s) ·想以犧牲獻祭，取悅鬼神﹒不只如此，有的人會在屋裡為死者的

靈魂保留→困地方;或在積墓裡放置死者的道物以使他來生可以使用;甚至，道會供率

發品請他們來享用食物﹒另外，有些人會對河流裡說澡，想用河水洗去他們的罪;有些

人則為了實現諾言、或為了達謝鬼神，而用針刺自己的身體乃至走在刀鋒上﹒

但是，我們在佛塔俱佛，又怎麼說呢?供佛峙，應億念佛陀的功德，而不只是供奉

那個佛像﹒輿 r財供J (祖血-püjã)相較. r法供J (dhamma-p\當局是最殊勝的。@

在了解欲樂的過失之前，人必然會沉溺其中﹒因為他灣沒有正觀一切法，不知道

「眼J 是 r苦諦J 、作為眼生起之根灘的「渴愛J 是「築諦J ;不知治名色寂棋是 r激

諦J 、邁向寂澈的道路是 r這諦J .. 

我們必須在名、色生起時觀照它們，以便了知實相﹒否則，我們將被煩惱所迷惑，

將苦當作樂，最後成為→蠍子﹒有些人以為 r食J (lobha;海快樂的泉頭;而「涅純

真tl毫無快樂，是一去不回的地方，因為那種沒有名、色，也過不到親戚、朋友﹒位9]

有雨聲眾生可以當作戴個娘生的例子，就是「猴子J 和「小孩J 0 小孩常將錯的當

成對的，不會辨別對、銬，他所想到的，只是要滿足欲望，並且總是受誘惑﹒這稱為

「幼稚的心J ·是一種 r因愚搧而生的瘋狂J (mohumattak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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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奮生t兔
絲脫道上) (一}

在一些節塵上 ，有的人被鬼神附身，用帶刺的棒揖敲打自己的身體，或做著赤腳走

在燒紅木炭上的種種荒誕怪事。甚至，阿難也有一次被魔附身，對佛說出無禮的話﹒

有一次， 舍利弗和目體連兩位尊者，於卡波塔坎達拉精會(K呵。值m晶晶〉停留﹒在

一個月圓日，舍利弗尊者於剃哩，實髮之後，即進入「捨梵住等至 J (\秒d幽革"

h曲ma:討hãra-samãpa:的﹒@那時候，有兩個夜叉(Yak幽a)正從北方旅行來到南方，見到

舍利弗﹒其中一個夜叉告訴他的朋友，他很想打那個比丘的頭﹒說了三次，他的朋友都

堅決反對﹒最後，那個夜叉仍然用力地敲了舍利弗的頭一下，力量之大足以將大象壓入

地區下﹒ 當目體連尊者知道這事時，立刻前來間候舍利弗尊者是否安好﹒舍利弗回答

說， 一切都好，只是覺得有一點頭痛﹒這費示即使是聖者也會受到壇夜叉捉弄的影響﹒

當然，這不算是 “判幽umma伽姐" (因夜叉的影響而瘋狂) . @ 

另一種瘋病，名為“'pi伽mma伽.k:a"@，這是因身體的疾病，如續疾、黃熱病或高鏡

等，而引發的狂病﹒

也有一些人因愛喝酒而發瘋﹒酒精會引生許多廣重的疾摘 ﹒ 若是本身有精神疾病的

人， 一杯啤酒有時說足以讀他聾作 ﹒ [30]摟說，有一百萬美國人口同時具有獨臨精神痕

病以及讀物依賴的問題﹒酒後或藥物濫用所造成的死亡案例﹒便足以證明「因酒而瘋J

(surumma:油勘)的存在，這種瘋病也是非常可怕的﹒如此，我們知道共有八種瘋病:

• kãm.\JIIllDa伽lca: 因欲而瘋

.ko曲umma伽.ka:因忿而瘋

• ditthumma:伽個:因邪見而瘋

• m.ohum叫做旭:因愚瘋而瘋

.Y也恤阻四個ka: 因夜叉而瘡

.pi伽血ma伽lca: 因痕病而瘋

• surummat個ka: 因酒而灑

• byasanummattaka :因不幸而揖(如因失去家人、所愛的人而身心交萍)
另外，有一句語語是這麼說的:

puthujjan豆hiummul個kã.

實際上，凡夫都是瘋子 ﹒

無論如何，念處修行(satipa他祖母可以治療這些瘋病 ﹒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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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D Anudïpanïpãt}la 232; Ps-pt II 227:san卸崗.yoti sa尬ãyo.

@ (長都註) : r有身，即五取直﹒ J (Sv m 174:面尬ãyoti paficupãdãna-尬恤且曲這.) (相應部

疏) : r作為自性法而存在的身﹒即色等法的數集，是第有身﹒ J (Spk.-pt II 219: S油hãvaω

sanω 吋jam訕。崎yo rupãdi曲.amma-sam曲。位倒垃ãyo.) (長老偈註}:「 ;有身:五取蘊﹒因

為它們是做為究竟法而存在的憲集，所以轎車忌『有身 a ﹒ J (Tb.-a 1 416:S8幽yãti

pafi.cupãdinAldchsm晶昌. Te hi 伊ramatthato vi且amãna也amDl8-6祖恤賊ya -sak攝yã- vuc個ti.)

《法句鱷詮) : r有身見:存在羲故是 r有 a ﹒五取蘊名為『身.1 ;興存在的五取疆有闋的

邪見，名為 E 有身見』﹒或者，與那自行存在的〔五種〕身有關的那見，是為 F有身

見.1 0 J (Dhp-a 383: s暐崎yad.i柚iti vi.ijam缸atfhena sati 姐.andhapafi.c拉甜甜恤知 kãy巷，組yarp.

vã sati 1aSllÙQ1 kãye di柚1世油垃句“i帥ra

<D S 1 134-35. 

(!) (增支部) : r了知生﹒了知攝﹒了知住的變異﹒諸比丘!這些是是有為法的三有孟晶相﹒ J

(AI 152: Upp甜o p8Õ缸"圓， vayo pa田ãy凶，也ib凶姐姐幽幽山耶脾血直yati. Imãni 尬。，

恤ik幽avc， ti~且關越h伽ssa 帥且岫且叫且恤叫祖i.)

@ Sn 197. 

@參考Vism 205-06 • 

(f) Vwn 528; Parama他adïpanï 98. 

00 (中部疏) : r於可喜不可喜未正觀:於可喜可愛的所攏，不可喜不可愛的所緣﹒皆未能正

確地觀察﹒」仙一pt II 73: 1柚ãni伽-asam句也岫i臨別 i他csupiycst且，也他間叩piyesu，

8Satn8lJl asammã pek岫i個11.) r不正觀:以世俗無知的捨﹒不如理地把鐘所緣﹒對此， ( (中

部經) )說 : D'愚摘蒙昧凡夫以眼見色後，捨生起』﹒ J (Asamapek恤姐姐誼 geh揖sita

d扭扭.pe恤hãvi個ena ãrammlU)幽臨 ay(別ωg曲8I)8Ql. Y8Ql曲“區ya vuttarp- ·凶尬hun益 r旬8Ql

disvã upc蛤油 bãlas臨 m珈as帥"也吋janassã" 組-ãdi.)

@ V1Sm 683; Sv m 209-10; Niddl-a 94-96. 

@) (畏部) : r r諸比丘!我告訴你們:有為法管會壤滅，你們要不敢逸地努力! .1還是如來

最後的教誠﹒ J (D II 156: .Handa dã瓜. b幽幽ave，姐姐tayãmi vo, vaya曲am血單詞址hãrã

appam甜個且S8I叩且由組· ti ayatp tathãgø:恤組 pacchim孟 vãcã.)

@本軍原名Thc 恥oks of 也e six帥，指《增支部﹒第六集》﹒

@ A m 292-93. 

@ (增支部詮) : r在恐懼中死亡的人，其死為不善;箱生於惡趣的人，其死為不善﹒ J 0句

m 96: 1i倒也a yo hi b恆1abhi切m.ara鼠，旭臨 na b旭dd且.8IP ~ hoti. Yo 叩ãye

paþsan品~ gal}hã話，個圓anab恤“姐姐I出riyã hoti.) 

@ r毆商會 j (p叩ailca):J頓悟的罔醬詞，香考第4章 ﹒

@巴利註書將間øag伊C交際、混雜、來的解釋為「貪 J (晶ga) ，即 「喜愛」﹒此乃因為「貪J

是前三種交往過密的原因。參考Mp-t m 31-32 ; N姐dl-a 289世90 • 

@學考Ud-a 33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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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出自 《中部 ﹒ 18種) (M 1 112) • 

@ Dhp 254. 

法奮生t兔
絲脫道上) (一}

@ 有身見、授、 戒黨取見、散貪、瞋惠、色食 、 無色食 、 慢、掉學 、 無明 ﹒ 可喜苟明sm 682月3 • 

~ Niddl 179-80. 

@ Ps I 174-5; PS-t 1 273. 

@ Spk-pt 血的: 一N耐趾恤徊.Da曲研ccayo 甜關lI.8Ql閱單區lesãyãB ti-<<曲aya-ppava崗晦tudi制.

@ Spk-pt II205: “iss帥-purisa-p句句關?翻過-8QU-k逼迫1姐姐 loko pava伽討 niva:伽越 cãB ti ta幽

tathã pava:協 di他i visam油etudi柚i

@這是四種「身.J (區y唔圓血a)之一﹒克，Dhs 201 • 

@ AI 93. 

@ Ud 39-41; Vism380. 

@ Sp-t n 94. 

@ Sv 1 233. 

註 : [ ]此符號內為原作之頁哥對照

福嚴推廣教育班告提請記97年1月伽
班別 :

中級班 ;

中級班 ;

高級班 ;

課程名稱 : 時間 接跟老師

《人間都教前集)週二119:00-21:0。 如正講師

《膀，已組構記}} :週三119:00-21 :00 淨鳳浩師

《印度佛教史}}週四/19:00-21 :00 袒蓮法師

停擇: (人間鶴教筒，且) : 9/25 、 10/2 、 111 (踏實輕輯記) : 1013、 10/10 (即度鶴教史) : 10/4 

上輯地Jli : ri嚴推廣教育班:新竹市明湖路365巷1觀(畫間寺費)

種名芳it: 上個詞名 h句:/.枷ww.fuyan..org.twl

越向商a'備學酷、推廣教育班報名

珊街賣吼: te1. 03-5201240 fa丸。3-5205041
耳mail滑ebmaster@mail.fuyan.OJg.tw

主辦單位:福軍備學暐/fD廟文教基金會

儡 陸: 輯程 (課程如有變更﹒值「福.備學曉鋼站」公告誨~Q

聲取自摟:禍嚴精舍: 10948242 

歡迎隨喜贊助| 印願文教基金會:凹47201
請註明“福嚴推廣教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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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壞淨」之研究

壹、前言

貳、「回不讓淨」的意義

參、聖典中的「回不壞淨J

一、兩類「四預流文J

二、放逸、不放逸

三、諸夭夭道

四、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五、信根

肆、印順導師對「回不壤淨J 的3月攝

一、兩類「四預流文J

二、放進、不敢進

﹒釋圖渡

三、「諸夭夭道」典「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四、信根

恆、結論

iJ，.I.-1訊|﹒第16期



必會含混

f固不讓ifJ 之研究

斗壹、前言

印順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頭與開展》說到 :r r於佛不讓淨，於法不壞

淨，於4嘗不壞淨，成就畫成d 為四預流文，是以信成為盞，引入定慧的方使;接入名符

r!9發淨.1 J <D﹒從這段文的理解是:信行必令凡夫位依 r 四不讓淨J 入於佛法，而於

見道位時得 r四證淨J ﹒

但是從南傅的聖典中發現. r四不壤淨J 是見道位所成載的淨僧，南傳聖典中「四

不擴淨」等同於 r四證淨J ﹒至於北縛的聖典也多處說到 r 四不讓淨J 是聖者位，但也

有多處並不明雄，這在稍後會討論.

為何印順導師會有如此的判獵，他的依據為何? r 四不擴淨」中的 r不讓」是依何

單純? r四不壞淨」是信戒的不壤，為何說為 r淨J ? r 四不壞淨」能成為行法?抑或

是證法?

斗貳、 r四不壤淨J 的意義

印順導師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 p.321: r 以回話淨為喝不壞

淨，以解脫烏有所背槍，都為後代學者所愛 J ﹒依印順導師的看法 r四不續淨J 與「四證

淨J 早期應是有區別的，但是後代學者也就許為同一﹒例真噶倫《諭伽論記》卷6: r .. 奮學

發淨者，是說回不坡淨J@ ﹒

在《雜阿會經》的 r四不糢淨J ' (別譯韓阿會經》又稱為 r四不壤信J@ ﹒「四

不續淨」的內容是 r於悔不壞淨，於法、僧不讓淨，聖成成就J@ ﹒就其內容看來，前

三者可說是信的成就，後一則是戒的成就。

四不續淨的 r不續淨」巴利文是aveccappasãden話，它是由avecca+p叫做所構成

avecca在(The Pali Text Society's P心，Eng1ish Dictiona朴的意項是制制曲， definite旬，

absolul給ly , perfectly ﹒@意涵是“確定地、明確地、絕對地、完美地· op叫做在(The

Pa1i Text Soct呦，甘心English Dic絞。lnary) 的意項則是1. cleamess, brigh'個執 purity; 2. 

joy， satisfl研討憫， happy 位 good min~ virt悅色ith 0 @意過是“清晰、明亮、純淨"與“喜

樂、滿意、快樂、善、僧"﹒「不壞淨J 可以解釋為啥定清淨"及“具足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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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雜何會經》卷26 (“6種〉員I聽朋tl r 四不讓淨』就是「憎恨J : 

r.有五棍，何等為五?謂信板，精進根，念根，定根，草根﹒信根者，當知是回不

蠟淨。精連根者，會知是四正斷。念根者，會知是四念"-﹒定根者，當知是四

禪﹒慧根者，當知是四畫諦」﹒(大正2 • 182b18-21) 

「不讀淨」在《雜阿含鱷》卷26 (647經)是:

「何等為信根?若比丘於如來所起淨信心，根本堅固，餘諾夫、處、免，沙門、婆

羅門，及餘世間，無能沮壤其心者，是名信根﹒ J (j) (大正2 • 182b2S-29) 

淨信心、根本堅固(堅固不動)、不能沮廈、信根、信具足@.都是對「信」巳續

建立的描述﹒

「四不攘淨」是四種不能被轉動的清淨信心，也稱為「四不壞信」﹒因此對

於「信」應該進一步認識﹒在梵語中「信J 的用字主要有prasãda 、釘M曲皂、“趾血也6 、

恤akti • 

(1)加站在M.Mo世前'-Wù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哼· p.697 : cleamess 

of style • graciousn間，阿甲iωi可; favour ; aid ﹒清晰;明暸;喜樂

(2) ~ad曲直在M.Monier-Williams. ( S姐姐t-English Dictionary) • p.l095 : 

fai血，甘闕· confidence ·信闊的血ess • fai曲曲旭.ess • belief in ﹒信;信任;

信心;信賴﹒

(3) 抽血師在M.MO且er-Wi曲創s. (S扭曲it-English Dicti∞ary) • p.21 : pr可lCDSity : 

confidcnce 0 自然傾向;信心﹒

(4) bhakti在M.Mo面前.. Will泊ms. (San企rit-English Dicti個紅哼· p.743 : at協h血ent • 

也votion ﹒ fondncss 伽;個閣· homagc • wor由中 .fai曲。r love or dcvotion ﹒愛

著;獻身;:喜愛;信任;崇敬;敬仰;信任;愛﹒

從以上的詞語歸納為兩組意項﹒第一組是「清澄、明暸」屬淨僧性質;第二是

為「歡喜、愛樂」厲信樂性質﹒

此外「不壞淨」在《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3有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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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固不讓ifJ 之研究

「問:何說名設淨，發淨是何*1

答:

( 1 )淨請信、成離垢穢故﹒於四聖諦>>1 )$IJ觀察、別>>1 1-暈、學j別覺捶.t1ij得比淨

故名發淨。

(2) 脅尊者曰:此為名不讓淨，言不壞者:不為不信.&.拷慈成所繞稜故﹒淨請清

淨信是心之清淨相故﹒處是大種清淨相議。

(3) 尊者世友作如是說:此處名不斷淨，嗎得比己，無有沙門發羅門等力能剝奪

令斬壤紋。如槃經說: r是名見為根錯，發智相處，世悶沙門發轟門等不能

引擎令其斷犧a ﹒

〔的大德說曰:這套於佛法不能觀察、籌暈、覺擾，所得信成義可動縛，如水土

船。毒手於佛法能審視察、籌暈、覺妞，所得信成不可動轉，猶如命權籠，此

正處名不動淨。

(5) 尊者妙者作卸是說如是四種..名見淨，見白晝諦符此淨故﹒或處名慧淨，重

慧俱轉截。 J (大正27 ' 534c14-29) 

《阿昆遠磨大昆發沙論》說 r不讓淨J 要於四壁諦觀察、籌暈、費證而得，已屬於

黨報入見，道位的嘴疇﹒

綜合上述來說. r不讓淨 J 的淨信心根本堅閩、不可沮壤，是為信根﹒於所起信

心、深入堅圈，不能被抄門、發羅門等力等|奪斷壤，是為信力﹒@以下將對南北傳原始

聖典中的 r四不壞淨」進一步考察﹒

斗參、聖典中的「四不壤淨」

南北傳聖典中關於四不讓淨的經文不少，以下棋略

分出五類﹒

一、爾頓「四預流支J

先從爾頓的 r 四預流支」探討，在經論中說到爾頓

的 r 四預流支 J ·一是 r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種思

懼、法隨法行 J ;另一是「於佛不壤淨、於法、僧不壤

淨、聖戒成就 J ﹒如《雜阿會經》卷41 (1125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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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須陀逼進分，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法

向﹒ J (大正2 • 298c5-6) 

又如《雜阿會經》卷41 (1126續) : 

「世尊告椅比丘!有四須陀逼分，何等"四?謂於佛不犧淨、於法、借不壤淨、聖

戚或鈍，是名須陀洹命。 J (大正2 ' 298c10-11) 

而在《瑜伽師地論》也說到了兩類的 r四種證預流文」﹒如《瑜伽師地論}卷14 : 

「復有四種擾預流文，能令行者於佛童教及善趣中，畢竟不動。謂( 1 )於大師

所，真覺所生無動心淨﹒如於大師所，會如 (2) 於所糧法，及 (3) ~詮法修詮行

者所，亦繭﹒如是三種，名心清淨﹒ (4) 第四一種，名色清淨，聖所愛處所攝

址﹒前之三種，令於聖教魚有動搖。最後一種，令於善趣魚有動搖。@

又有四種糧預流文﹒一、於說法師庭教授者，能善承事無所違犯;二、無倒聽聞師

所說法﹒庭教授法;三、於所聞法能正思惟 'll善通違;四、成，時所修﹒ J (大正

30 • 35Ob27 -c7) 

自《瑜伽師地論》來看，這兩類的「四預流支」似乎是平行的，差別在於「親近善

士、聽聞正法、如理恩惟、法隨法行」是法行人的四預流支;而「於佛不壤淨、於

法、僧不坡淨、聖戒成就」則屬於信行人的四預流支﹒其中「令行者於佛童教及善趣

/ 

中，畢竟不動」值得探討，於善趣無有動擒，也就是不墮惡

趣，似乎近於《雜阿會經》卷28所說: r假使有世間，正見增土

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忌趣﹒ J@不墮惡趣是凡夫位就可能成

就的。因此「於聖教無有動搖」也很可能通凡夫位﹒

再來看看赤鋪錄部所傳的《尼柯耶》則對於爾頓的「四預

就支」的區分。上述《雜阿會經》的兩種，其中《雜阿含

經》卷41 ( 1125種)的南傅對應經文為《相應部) ,_ 

S.5S.50.Anga (支〉﹒參閱菩提比丘英譯本( The 

Connec記d Dis∞，urses of 也eBud伽) (簡稱《∞B

) )對於「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恩惟、法隨

法行」的說法如《∞帥· p.1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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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here are 曲的efourfac伽sfors臨倒昏倒你」

另外如《相應部) --S. 55.55. Caturo phalã (果) 0 英譯本 (CD帥· p .1836 : 

r Th閱e fou:r th血gB， when developed and cultivat叫， lead 切詞“ÌZ8tion of 也e 企叫.t of 

S個組.-entry. J 

又如《長部) --D.33. Sa攝gïtï 0 英誨本 (LDB) • p.490 : 

r Four fac如'rs of Stream-Attainment (ωtãpa偏.yang尬。:倒鉤cia位.on with good 伊悶，ple

(sappurisa-samseva). hearing the true Dhamma, thorough attention (yoniso 

m組asikãra)， pra耐ce ofthe Dhamma 旭 itsen也吻〈幽幽血訕，udbamma-patipa組.).J

從以上《相應部》及《長部》所引經文來看. r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恩

倍、法髓樹已是為了要遭到預嵐的四種因漿，發展並培值這四者才可這到預流﹒

而《雜阿含鱷》卷41 (1126經〉說到 r於悔不發淨、於法、僧不壤淨、聖戒成

就 J ·在南傳聖典的對應經文《相應部) --S. 55. 46. So組patta (預流〉﹒英誨本《

CDB) • p.1831 : 

r A noble disciple who possesses four tbings 1S a s胸閻明伽'. J 

另外如《長部) .....,D.33 Sa'喝g措。英詩本 (LDB) • p.490 : 

r Four charac伽istics of a S伽am-W:血ner: Here, the Ariyan di8ciple 18 pos歸路吋 of

unwavl研ing confi由nce 訟 the Buddh翁，….Dhamma，…Sangha. .....is possessed of 

morality.…叫

從以上《相應部》及《長部》所引經文來看. r於佛不讓淨、於法、僧不讓淨、重

戒成就」則是預流者所具備的，是預說者的四種特質，赤銅鑄部不親為是另一預流

支，反而是有學位的四證淨。@

按照爾傳尼柯耶的說法. r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雀、法隨法行 J 四預流

支，巴和j文是sotã州州阱i ·是為了獲得預流的四鐘預先因素;「於佛不讓淨、於

法、僧不讓淨、聖戒成就J ·巴利文是ω，tãpannas甜甜S祖i ·則是定義預流的四種質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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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逸、不放逸

《雜阿會經》卷30 ( 855種)

「一時 ， 都往會衛團祇樹給ifi.獨圓﹒時有難提優要事，來指佛所，帶首佛足﹒退坐

一面 ﹒ 白佛言: Ii"世尊 1 .若聖弟子，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為放過，為不放

進.. ? 

( A) 佛告辭提: f'若〔聖弟子〕於此五根一切持不成就者，義就此等.尺，夫

數﹒若聖弟子不成就者 '4放逸，非本放進。

(B) 難提!是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而不上求，不於空間林中 ， 是幸露地坐，畫

在禪思，精勤修習勝妙出離，鏡益M.喜;往不隨喜已歡喜不車，歡喜不生己

身不椅息，身不椅息已著覺則生，苦覺生己心不得定 ﹒ 心不得定者﹒是聖弟

子名為放進 ﹒ 於法、借不壞淨，聖戒或說 ， 亦如是說 ﹒ 如是難提 l 若聖弟子

成就於棉不讓淨 ， 其心不起知足想，於空闊林中﹒ 樹下、露地，晝夜禪

恩﹒轉動方便，能起轟妙出離隨喜 ; 隨喜己生歡喜﹒生歡喜已身精息﹒身椅

息己覺受，幣，覺受無己心則定﹒若聖弟子心定者，名不敢逸 ﹒ 法，僧不坡

淨，聖戒或說，亦如是說.. O .J (大正2 • 217c19-218a8) 

《雜阿會組》卷30 ( 8SS輯)在南傳聖典的對應經文《相應部) ,..., S.55.40. 

Nandiya.英譯本 (CnB) • p. 1831 : 

r Venerable sir. when tbe four fac抽，rs of 甜臼m-entry are ∞，mpletely 組dωtally

nonexis岫t 旭 a noble disciple, would也at noble disciple be one who dwells negligently J 

( A ) Nandiya, 1 say 也at∞einwhom也e four fac切的 ofstream咽甸的completely and 

仙風lly absent is “組傀儡d缸，∞ewhos恤也扭曲.e facti個 ofwor旭1血9..

But, Nandiya，扭動o how a noble disciple is one who dwells n崢igently and one 

whodweI1s d血genì旬; listen伯也at組.da前endclo即，1)凡 Iw迦 spe他

Y側. venerable 甜~ Nandiya也e Sa旬anreplied.

The Blessed one said也is:

( B ) And how, Nandi抖， is a noble 曲ciple one who dwells negligently?H帥， Nandi抖，

為~I剝削﹒第16期



峙舍生就

「固不讓淨」之研究

a noble disciple pos錯ss磁∞a甜m甜 con直dence in the Bu.ddha曲回: “The 

Blessed One 凶.. .出品h前 ofdev，倒 andhumans， 也，e En1igh'伽ed One, tbe Blessed 

One. . Content wi曲也at confumed confidence 旭包 Buddha， he d曲s not 且也e

furth訂 effort for 801i仙.de by day n前伽歸clusion at 到ght. When he 也us dwells 

ne斟igent1耳 there is no g1“n間S. when there is no g1adn且已 there is no rapture. 

When 也ere is no raptl.帥，也前'e is no tran句“ity. wh扭曲.ere is no 官anq'咽H旬" he 

dwells 詛 suffering. The mind of one who sufi切 does not become ∞ncentrated. 

wh扭曲em且d is not concen.tra划， phen.omena do not become manifest. Because 

phcnomena do not become manife鈍. he is reckoned as one who dwells 

neg1igently... (以下為不放逸者的描述) J 

對比南北傳鱷文內容有些許差異。其一、《難阿含鱷》說「五根一切時不成就

者﹒看見說此等..，凡夫數J ; (相應部》說 r ;若弟子皆無其四預流文 (四不讓淨) 者 .a

則就此為其生之數」﹒其二、於佛不壞淨成說而滿足於現況，不進一步禪修更上求者是

放逸者; (相應部》頁。說到不進一步禪修則諸法不顯現﹒不放逸者則是進一步禪信

令「諸法顯現 J 0 這個「諸法顯現」是凡夫位證入現觀?抑或是有學位者更往前進昇

呢?如果是凡夫位證入現觀，四不壤淨則通於凡夫位;如果是有學位者更往前進昇'那

麼四不壞淨則只有學位以上具有。

「諸法不顯現」巴利文是Dhamma nã pãtubhavan位。在 (CDB) 'p.1411: note.83 : 

Spk. takes 也is 如 mean 也at 也esta盼。fserenity 組d insight (samatha﹒甸幽sanã 幽幽血益)do

not become manifest, but 1 恤k 也e point is 也at 也e 鷗ma1 and extema1閱nseb卸閱(也e

曲ammã) do not ap戶ar as impermanent, sufferi峙， and non-self; s偶 35:99 just below. ﹒「諸

法不顯現」在注解會說到是定與慧的不顯現﹒但菩提比丘則根摟《相應部》鱷文~

S.35.99是內六處與外六處不顯現為無常、苦、無哉。「諸法顯現J@說是誼得諸法的如

質性-一無常 、苦、無哉﹒《相應部) ....,S.35.99 ; ....， S .22.5進一步說明譜法的如質性說是

五蘊的集輿滅。而城在注疏書解釋又有到那誠與究竟誠(涅槃)兩者﹒ @)r譜法顯現」

載有可能是見道位或涅槃﹒@

綜合以上來說， (雜阿合經》卷30 (855輯)經文一開始在 (A) 段落說到了『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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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時不成就者.f\說此等為凡夫數 J ·一切時不成就這當然是放逸者﹒在 (B) 段落

說具固不壞淨者不進一步修定者也是放逸者﹒而進一步修定不放逸者，可至「譜法顯

現』﹒鎮言之﹒具四不堪淨者可能是凡夫或有學﹒但筆者以為在 (A) 段落說明了放逸

者的凡夫，接著 (B) 段落做為說明有學的放逸者與不放逸者是合理的﹒而且有學猶未

暑竟息除放逸，仍有放逸的情形發生。如《瑜伽師地論》卷90: r若詩有學，先已證得

心解脫章，彼亦決定趣三菩提，於所修道，不由他緣，自織能修無放逸行，於現法中猶

未畢竟息放過故﹒」又如《瑜伽師地論》卷100: r復有一類捕特伽攝，是其有學己見

諦迎，由住放逸，於現法中不般濯穗，會知是名於增土慧第三邪行 ﹒ J@

二、諸天天道

《雜阿含鱷》卷:30 (847經)

「有四種諸夭夭道@.未淨月1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何等為四?謂畫弟子，於都

不壞淨﹒於法，僧不讓淨，聖嬴且能說，是名四種背夭夭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

重令淨﹒ J (大正2 • 216a29-b4) 

南傅聖典的對應經文《相應部) -S.55.34.Devapada.﹒文句上大體與《雜阿會經》

一致，只是最末句變成「末清淨之眾生而令:青淨;未鮮台之眾生而令鮮白 J@) ﹒清淨者

謂有學，鮮自者調無學，大致兩種文是符合，也與《瑜伽師地論》卷98相岡﹒但《瑜伽

師地論》卷98又另有一說法:

「言「不清淨持有情」者，請諸吳生;言「清淨」者，謂槍有學;﹒吉 r 解自 J

者，胡椅無學。也有三種證淨末清淨者﹒能令清淨;已清淨者，施令鮮白﹒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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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錄有學，就名清淨;下諸有學，名不清淨，彼由修道末清淨故﹒ J (大正如，

861cl-6) 

第二說構上品有學為「清淨J ·下品有學為 r不清淨J 0 r鮮自 J 者，謂諸無學。

@須陀洹仍有染愛，樂愛仍為 r撞利 J 及 r:妄取 J '但是與凡夫道是有別的，凡夫

是「一向性倒J 而須陀洹 r非一向性倒J ﹒@

再看《雜阿合經》卷:30 (847經)對於 r諸夭夭道」的詳細定義:

r世尊告拷比丘: r有自種拷夭夭逞。何等為自?請聖弟子念如朱寧:如是如

來，息，等正覺，明行足，品逝，世間解，無上去，調指p丈夫，夫人帥，佛，世

尊。於比如來箏，生隨莓，心，隨喜己心歡悅，心歉，挽己身椅息，身椅息己覺受

樂，覺受無已玉珠定﹒玉珠定忌，聖弟子作如史學:何等為啥夭夭道?~証件是念:

義闊無忌島上拷夭夭道。作是令:我從今a ·於世間若梅、著安，不起哄忌，我但

當會受純一滿淨蜻夭夭道﹒是名第一槍夭夭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

淨 o •••••• J (大正2 • 216b7-17) 

念於如來事，生隨蓄、歡悅、精息、受樂、得定，於世間不起膜怠。這個 r第一諸

夭夭道J 的定義與 r佛髓念」的定義極為接近，而不同於「佛不讓淨J 的定發﹒「佛髓

念J 的定義如《雜阿合經》卷33 (931經) : 

r如是比1主住在學地，求所未得﹒主持進道，安躊涅隸，修六隨這言，乃至挨得安瞻

遠黨。何等六急?請堂弟子急如來事:如來，息，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

鱗，無主士，調指甲丈夫，夫人帥，佛，世尊。聖弟子如是傘疇，不起貪欲縷，不起

嗔忌、愚癢心，其心正盒，得如來義，得如象正法。於如來正法，於如來所帶隨吝

惜，趙喜心已歡悅，歡﹒屁巴身符息，身椅息己覺受蟻，覺受無巳其心定。心定

己，彼堂弟子給兌檢局1皇帝，無椅莖閣，入法流水，乃益涅繫。復次、堂弟子:急於

法事:世尊請律，現法，能雞生死婚熱，不待時節 'il進現法，離自覺知﹒聖弟子

如是念法者，不起食欲、棋.、意志，乃.i.念法所麓，轟途退黨 o J (大正2 • 

237c19-29) 

《雜阿含經》卷30 (847經〉說四種語夭夭道是四不讓淨，也許更應說四種諸夭夭

道是四隨愈，隨念則通於有灑與無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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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雜阿會經》卷19 (506種) : 

「此中種種詩夫來雲集者，有從宿命聞法，得佛不壤淨，法、僧不壤淨，聖戒或

說，身壤命悴，來生於此」。時夫帝釋見世尊與尊者大目捷連，歎說諾夫車，共語

已，語尊者大目捷連. í如是，如是 l 尊者大目捷連 l 此中種種車會，皆是宿命曾

間正法，得於佛不壞淨，法、惜不壞淨，聖戚或說，身壞命持，來生於

此_J 0...... 0 如是諾夫無量干數，於世尊前各自記說，得須陀追法.~於佛前即混

不現﹒ J (大正2 ' 134b17-c6) 

得於佛不壤淨，法、僧不壤淨，聖戒成就，身壤命終生於諾夫，而這些夫人都是韌

果聖人﹒也許這就是《瑜伽師地論》說『第-義清淨諸夭J@的原因。

四、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雜阿會經》卷41 (1131經) : 

「世尊告諸比丘:如四食，於四大眾生，安立饒益攝受。何等為四?謂搏食，觸

食，意思食，識食。如是四種措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何等為四?謂於佛不

壤淨成說，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法、惜不壤淨，聖戚或說，福籠潤

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J (大正2 ' 299a17-23) 

依於四食能安立鏡益攝受眾生，依於「回不壤淨」成說能得「i福德潤擇、善法潤

澤、安樂食J 0 (雜阿含經》卷41 (1132輯)中將「四不壤淨」改為「於佛不壞、於法

不壤淨、於諸聞法可意愛念、聖戒成就。 J@ 得『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1133經)中將「四不壤淨」改為「於佛不壇、於法不壤淨、施、聖戒成就。 J@得「福

德潤潭、普法潤潭、安樂食J 0 (1134經)則說「得四種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

食，功德呆報不可稱量，多福大功德﹒ J @﹒《瑜伽師地論》卷98對於「福德潤澤、善

法潤潭、安樂食」說明如下: r如是盡量淨，善能滋潤-切墮界白淨法故，名 F滋潤

搞」﹒能引殊勝諸聖道址，名 r滋潤善」﹒能引所餘煩惱斷址，名「能引樂.!l@﹒

「肯自 I J 是否有可能愉悅道位，而進一步引發上晶有學乃至無學﹒

從上述四經( 1131-1134經)看來『四不壤淨』似乎有過於有繭的傾向。但若從經文

的譬喻闢係來看. r四食」輿「饒益攝受」如果是岡時同位的關係，那麼「四不堪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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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功德果報不可稱量的「福德潤

澤、善法潤潭、安樂食」同位而非前

後的關係。由此來說「四不壤淨」則

有無端的可能﹒

五、信總

信根是四不壤淨，如《雜阿會

經》卷26 (646經) : 

「有五棍，何等為五?謂信

根，精進根，念棍，定根，草

根﹒信根者，當知是四不壤

淨。轉進根者，當知是四正

斷。愈根者，會知是四念處。定

根者，當知是四禪。惡棍者，當

知是回聖諦...J 0 (大正 2 ' 

182b18-21 ) 

南傅對應經文章告《相應部) --S.48.8.Da:社habba信根是四不壤淨，解說為預流者所

有@。信根頓於堅固的決定，是為無捕。@

又《阿昆達磨法蘊足論》卷10 : 

「看何信根?謂依出家遠離一所生善法，所起諸信、信性、現前信性，隨順即

可，愛慕愛慕性，心渣淨，是名信根。復次學信、無學信，及一切非學、非無學

信，皆名信根﹒...J (大正詣， 499b25-28) 

依《阿昆達磨法蘊足論》所說，信根是通於有漏、無漏﹒另如《阿昆曇昆藝沙論〉

卷曰:

r.若見道時，先得何等信?答曰:得於佛、法、僧不壞信﹒外國法師作如是說:見

道諦三樹那頃，信根現在前峙，取其相應迴轉法有四不壞淨，往信若緣佛身中無學

法，是名於佛不壞信....J (大正28 ' 385b28-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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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昆.昆婆沙論》認為在見道詩時依倍的勢用力而得四不擴淨，信根屬於無

獨﹒僧根屬於有溺或無溺論典是有爭冒麗的﹒

』肆、印順導師對「四不壤淨J 的判攝

一、兩類「四預流支」

印順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308 : 

r ;有四須陀洹分。何等為四?明於佛不壞淨，於法、惜不壞淨，聖戒成攏，是名須

陀溫分.J ·這四法是須陀撞一一頓就分，是越入預坡的文分、條件，並不等於預流

呆﹒典經說11""近善男子，聽且法，內正恩惟，法去法向.1 ·是須陀溫文分一

樣。」

很摟上一節對「四預就支」的討論. r親近善男子，聽正法，肉正恩稚，法次法

向」是四須陀洹道分，而「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讓淨，聖戒成就」是四須陀洹

分﹒南傳《尼柯耶》則對於兩類的「四預流支」則有明確的區分為﹒須陀洹道，的支分

與“須陀洹"的支分，換言之，是「遁的組成要素」與「呆的組成要素」的不同﹒但是

依印頤導師的意見，兩頭都是趣入預流的支分﹒

三、放逸、 不放逸

即順導師在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頓與聞展) p.308 : 

r <相處都) (預就相應) (南傅16下﹒ 286--288) 說: 11"若畫弟子，於五怖畏

怨樽止息;四預流文成就;以慈善觀善通達聖置，能自記說:魏於地獄織盒，窗生

滅盒，鐵鬼趣竭盡，特須陀洹'不墮惡超法﹒決定趣向三菩提.I@l成就這四者，可

能會放逸停頓下來;要以建通違聖星星，能進而得定發麓，才能得預流呆。不過成說

了遣回者，不但於三寶得堅固不壇的信心，又成就聖戚，所以不會再墮三處道，一

定能得預就果。原蛤鶴教且每一般人說法，修回不壞淨，可免除墮落惡道的恐怖，一

定往生夭土，能成就聖果(與大業槍法，以念佛法門，往生淨土，決定不i!A是土菩

提，意趣相同) ;並非貌，得7 四預流文，說是預就呆了﹒」

印順導師引用 《相應部) .......S.SS.28 0 依導師的看法「五怖畏怨偉止息』、「四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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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成說」→ r以慧善觀普通達聖理，能自記說:說於地獄滅壺，畜生湯靈，鐵鬼趣濁

盞，得須陀渣，不墮惡趣法，決定趣向三菩提」﹒「五怖畏怨儘止息」輿「四預就支成

就」都尚在凡夫的階段﹒但是「五怖畏怨偉止息」是凡夫或是聖人?在 《阿昆.昆婆沙

論》卷39 : 

「閒曰:誰有此怖?為是凡夫?為是聖人?答曰:或有說者: r是凡夫非是聖

人』 ﹒ 所以者何?聖人已離五恐怖址。五恐怖者。一、不活怖;二、惡名怖;

三、大月1怖;四、死怖;五、惡這a掉。抨曰:.a件是說: f'尺，夫亦怖，聖人亦

怖』 ﹒ 間曰:聖人非已離五恐怖耶?答曰:雖無如是尊峙，有頌央怖。 J (大正28 • 

28904-10) 

依《阿昆盡量昆藝沙論) r五怖畏怨髏止息」應是聖者位﹒若依《相應部}的說

法『五怖畏怨健止息」、『四預流支成就」、「以慧善觀善通途聖理，能自記說 :a於

地獄激盞，畜生誠盞，餓鬼趣滅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趣向三菩提」三項是

同位格﹒@

三、 「諸夭夭道」輿「福德潤潭、普法潤潭、安樂食」

即順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游與開展) p.307 : 

「說一切有部 Sarvãs世vãdin的正義. r四證淨」是橙智相應的﹒《集異門諭》

說: r章，預就者，成說此間.J ·所以是無漏的。然在《蟬阿會經》、《相處都》

中，轉此四4 r四〔種詩天〕天這.J@ ; :是「福德潤澤、善法洞澤、安樂會.J@:依

文撞來說，不一定是無渴的。由於一部分人傳說為無泊的，所以《瑜枷論》解說天

道.-， r第一..清淨疇夭.J@﹒如依經文，顯熊走過於有誦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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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顧導師依摟根援「四〔種諸天〕天

道」及「福德潤潭、普法潤潭、安樂食」來

說明「四不壇淨」是通於有滴的﹒但在上一

節的討論中「四〔種錯天〕天道」及「福德

l 潤潭、善法潤潭、安樂食」仍有無謂的可能﹒

四、信根

印順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展) p.308-309 : 

「依「不壞淨」說，只是信心的堅固不

壞﹒典「倌根」的定羲相令，也與「倌

根」的地位(至少是內凡位)相當﹒在

部就佛教中，信棍的意義，也是有其說，

的 ﹒ 如 「分別論者執信等五根唯是無

漏...J '而就一切有象是通於有漏的﹒」

「四不讀淨」是「信根」。信棋是通於

有瀰無渦，在見道諦依信的勢用力而得的「四不適淨」則屬於無福﹒信恨的意養是有異

說的，導師此處探用說一切有部通於有誦的看法﹒

斗伍、結論

1 、「四不現淨(四不壤信) J 依於信戒，而重於倌﹒推求倡的意涵有「清澄、明

聞自」厲淨信性質(因證知而來的淨倍) ;也有「歡喜、愛樂」厲信樂，陸質(因

欣幕而來的信樂) • 

2 、「四不接淨(四不壞信) J 屬凡夫位或聖者位?北傅《雜阿會經》似乎重於不

很沮攘的意羲，似乎也有被解驛站凡夫位的空間﹒而爾傳《相應部》則重於盡

淨的意囂，屬聖者位。從「不壤J 的角度來看，當證入聖者位之後，他的信當

然永遠不會改變，這類的信接近淨信性質﹒但似乎也有未讀悟者的「不壤」

僧，這儲金價解而來的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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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r 四不壞淨〈四不擴信) J 是行法或者是證法?對於佛、法、僧產生清淨不接

的信心與聖戒成說來說，它可以說是誼活。若是依於對三實與聖或發生淨意

樂，而欣喜喜顧欲修學佛法，則可觀為行法，它可能是「親近善士、聽聞正

搶、如理恩倦、法隨法行i 中的親近善士、聽聞正法，或者到浩如理恩惟﹒如

《瑜伽師地論》學98: r 接有~誨，依淨1龍無A猛利獄 .4欲橙待最勝過

慧，從錄如來底線弟子，直是重恭敬撞車開正法，從畸無間，漸次發得勝三摩

池，當知是名欲帶上三摩地'" i~依這個角度來說. r 四不壤淨J 可以說是敢發

信心以入於佛法的芳便﹒

4 、印順導師引用了南北傳的經典以論證「四不壤淨〈四不壞信) J :是通於有清

的。但爾傳的《尼柯耶》採用無瀉的立場，多數論典中也多數線行無瀉的看

法。但是導師仍然採用「四不讓淨 J 海於有淆的立場。對照《雜阿合經》卷

28所說: r假使有世間，正見場上者;雖被百千生，持不鐘起純。 J@> 世間正

見增上〈世間上品正見〉者的不墮惡鏈. r 因不讓淨(四不壞信) J 成就者於

警鐘無有動施，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更何況正見的建立也可說是正倍的完

成﹒凡夫可以成就 r四不讓淨〈四不讓倍) J '是忍而不證的另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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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RhysD訓ds 祖dW.S切de (The Pali Text Sωiety's Pa1i-En斟ish Dictionar升， PTS. ' 

London ' 1921-25 • 

M. Mo區位-Williams. (仙逝it-E蝴跑到叫徊的) . 做ford Universi咚 .N何 yOI鑿，

2∞3 • 

iJ，.，會l訊i ﹒算16期



必會含混

f固不讓ifJ 之研究

@印順導師《初期大黨佛教之起海與開展) 'p.309-

~ (諭伽青島記》卷6 ·大正42 • 439128-29: r嘗嘗學橙淨發，是說訝不壞淨J ﹒

《瑜卸飾地誼略饗》卷9 ·大正的. 127aI3-14: r繪j;:1i"其足成說四種援淨」券，算十二，明

橙符罩，不壞淨也J ﹒

<v (別轉錐阿合組》卷8 ·大正2 • 434a14-16 _又如《體發饗戒經》卷.5 ·大正斜· 106b16 .. 

@ (雜阿含經》卷33 (935鱷〉大正2 • 239cl6-18: r佛告摩訶男:是被當知留法居民就鑽陀這﹒

於佛不蟻淨，於法、借不讓淨，章我成就J ﹒《相應部) ......S. 55. 23. Go曲這﹒

Q) T.W. 她，ysDavids組dW.S削川西e Pali Text Society' s Pali-Engli也Dic伽m升. p.的“86 .. 

又Bhik凶.uB叫“《τ'he Connected D必ωW轍。f伽 Buddh時· p.762 • D仰.120: avec仿( Skt. 

avetya) absolu必.ve of aveti，切 undergo， 10 know, 10呻甜甜借. (經歷;知道〉

@ T. W. Rhys Da.vids組dW.S削e (The Pali Text Soci呦! s Pali-English Dic伽阻汁. pA46-

(z) (雜阿合經》卷26 (647鱷〉大正2 • 182b25-29: r 何等lH畫報?著比1乞於舍區來所起淨信

惜，根本堅間，餘蜻采、 a 、梵，沙"、農..門.a.餘世間，魚，龍潭續其耐看，是名信

報J

@另吾吾闋《相應部) ~S.48.9."'bhaDga(1)" 

@另發考《難阿含鐘》卷4 (91經)大ïE.2 • 23b26-28: r何尊.-.1言其足 11寶善男子於壘，來所得

館教心，建立信本，非繪夭、處、梵· a.. .. 象台人用品全所蟻，是名善男子仿真足.. J ; (增支

部) ~A. V m. 55. Ujjayo. .. (報阿合經》卷33 (927續)大正2 • 236b18-22: r j;:何名.覺要
舉信具足?像令摩訶男:是轟轟;Ì"'於如來舟，正信.-.本，雙困難動，拷沙門、龔轟門，掌聲

夭、 a 、斃，且這餘世聞所不能蟻。學訶男 i 是名優龔鑫信其足﹒ J ; (相R輯部) -S. 55.37. 

M油ãnãma ﹒《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1 ·大正1 • 218826-27 .. 

另.考《阿昆蠱昆蠻抄論》卷紹，大正諦，論如2S-b4: r 何故名不讓?不讓淨是何義?答

曰: (1)種種觀解、種種.量4事.ä..名不讓淨﹒ (2) 樣次、不可破ä..名不蟻淨﹒措沙門、

審廳門，華采、若魔、若免a..i登間，終有能如法緩衰，故名不蟻;l-. (3) 棧次、此信不可

輛.ä..名不壞淨-Al有沙1"、發，.門能壘，法斷發，演說壘øJ::.﹒尊發展沙說曰:若於線法，不

種種親解，不種種籌暈﹒韓如水土木譽之船，經過集轟蟻_ ~思主相連，則不輾躁晏蟻.ä..名不

讓淨J ﹒

@ (雜阿會經》卷26 (666鱷〉大正2' 1斜c11-的: r何等均f主力?於如來所起信心，深入墊

函，當老夭、麗、免，沙門、嘍羅1"''&'.向法所不能蟻，是名信力﹒ J

《阿鹿違磨鏡異門是論》卷14 ·大正訝. 425c16-18: r 問: 1奮力合何?答:於章，余所修墟淨

信根!t安位，不...沙門、或學廳門、或采..覺、ié.餘世聞如法亨l奪，是名~:b ﹒ J

@ (瑜伽詣記》卷5 ·大正'42 • 407a14-16: r 15種預流文，別是嘗不讓淨，館、氣二.，量，又明
習，頭就走運同《龔沙》﹒ J

@ (雜阿會經》卷:28 (788經〉大正2 • 204<:11-12 .. 

@B凶蛤huB甜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臨 oftheBud曲哼. p.762' DO能120 : 

85 



86 

r Spk : The factors of甜曲m-曲Itry(四ltãpa組yañga)的 oftwo垣岫:ω也efacω1'8伽 s回祖，-eD:旬，

也e prelim姐的practices 由att開d紛也，e 8'伽.inment of stream-en:旬~ namely, associ甜ngwithsu戶泊位

persons, h個ing 也e 訂ue Dhamma, careful attention，個dpracti臼詛臨∞r也nce with the 

Dhamma(s自 55 :55); (組)也e factors of one who abides havíng a伽ined stream-en旬﹒The la:伽m

in岡ded here. 自(12:41 & 55:28) Confirmed confidence is un曲曲ble confiden閱 (gained) t1ll1ω，gh 

what has be間 achieved [8pk-pt: nameI:訊也e path](aveccappasãd血直位“趾ga:能na [maggena] 

aca1app晶晶dena).

AVI目cappasãda is a syn臨ti個1 ∞mpound(s自 1， n. 68), wi也 av，自ca (Skt aVI吻a) absolutive of aVI呵，

ωundergo， ωknow，細位perience. J 

@ 臺番審闋B碰hi且趾也uB勘od幽h趾i (四加eC臼onn郎旭削dD凹isco∞ours蝴e閻S of血趾eB咽曲a吋) • p.19妨5鈞5 • not包e.3叫3泣325.

@ r譜法顯現」舊金閩《雜阿含鱷》卷8 (206經) .大正2 • 52b21-27: r世草告諸比丘:當勘方

使禪息，內裝其心。所以考何?比丘 1 :方便禪息，內長其心，如;是如實如顯現﹒於何如實如

藏現?於眼如實知顯現，若色、眼識、眼觸、自民觸因緣生受一一若菁、若樂、不苦不樂，往

亦如實知顯現﹒耳、鼻、舌、身、意，亦4且如是﹒此詩法無瞥，有沌，亦如是如實知顯

現」

「如實智顯現」在《瑜伽師地論》卷90 ·大正30 • 809b8-26: r 有二種如實智._者、如運

作章所贅，二者、三摩地所發﹒當如此中，由正閩、思所成作章，聽聞正法增上力故，於五

種受分位轉變所超過患如實了如﹒又即於比分位轉變如Z董忠惟'名不定地如實正智﹒此為依

止，能隨入修。..........﹒於此別真如實觀見，於比分位往無常想，如實觀見別真過息，知所有

受皆是苦己，住於苦想﹒有如是想，有如是見，能捶清淨，是故亦得名如實智。依定所發如

實智者，請Ifp依往行相轉峙，輕安所攝，清淨無擾，在靜而縛，會如此行與前差別﹒」

@) (CD帥. p.763 I note.122 • 

@另吾吾考《瑜伽師地論》卷62 '大正妞， 645c29-646a4: r 復有三種諸法斷滅，謂:對治斷

滅，現行斷滅，棄捨斷識﹒諸煩惱事之所顯現，是初斷滅自誇衍生滅之所顧現，是第二斷

誠﹒著生土地，或入無餘依涅槃界，下地諸行反-切行棄捨所輛，是第三斷減﹒」

另參考《相應部> --8.48.2.說明如實知諸法是頭流，不生惡趣，極七返及總至覺悟﹒《相應

部) --8， 48.4說明知實知譜法是阿羅漠，斷諸頌筒，乃至於盡智解脫﹒

@ (瑜伽師地論》卷100 ·大正30 • 878810-21 • 

@ r諸夭夭道」巴利文DevãnaQl devapadãDi. 

@(CD帥 I p.1823: r fi叮 the p1剖E個，tion ofbeings who have not b白血 purified，伽也，e cleansing of 

beings who have not b間也 cL聞自edJ ﹒

@ (瑜伽論記}卷24' 大正42. 861aI7-18: r土請有學說名清淨者，耶令下詩有學名不清淨

看，斯、須二人﹒」

@ (阿昆曇昆聾沙諭》卷鈍，大正27 • 388b3-27: r 問曰:須陀洹、斯陀會起染費時，為是樂

想淨想?為是苦想不淨想?若起樂想淨想者，云何不是顛倒耶?若是苦想不淨想者，云何起

染愛耶?答曰:應作是說:起樂想淨想﹒.......須陀渲染囊，雖是猛利及以妄取，而非一向性

為旅|會|叫﹒導16期



怯奮空航
「四不壞淨」之研究

倒﹒復次，或有於諦計樂計淨，或有於境界計樂計淨，於諦計樂計淨者，領陀洹永斷於境

界﹒計樂計淨者，須陀洹未斷﹒復有說:須陀洹起染愛時，計苦計不淨﹒」

@ (瑜伽師地論》卷98 '大正30 ' 868aI7-20: r 復次，若第一義清淨諾夫，說名最勝無有情

曹﹒由身語意畢竟無有情害事故，即依如是清淨天4陸說四證淨名為天路﹒」

@ (雜阿會經》卷41 (1132經) ，大正2 • 299a27 -29 • 

~ (雜阿會組》卷41 (1133續) ，大正2 • 299b4-7 • 

@ (雜阿會經》巷41 (1134鱷) ，大正2 ' 299bl1-13 • 

@ (瑜伽師地論》卷98 '大正30.868的-11 • 

@ 另學考{相應部) -S.48. 2. 

@) (CDB) 'p. 1929 ' no個.325.

@l (雜阿會經》卷30 (845種)大正2 • 215c25-29: r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掛五恐怖、怨對休

息，三事決定不生是龜，如實知見賢聖正道，役聖弟子能自記說:地獄、畜生、鐵鬼惡趣已

盒，得須陀溢，不墮惡超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J : (相應部》

-S. 55. 29. BhayalÌl or Bhikkhu • 
@ Bhi尬huB吋hi (The Connec包dDiscourses of the B咽曲吟， p.579-580 • 

@ (雜阿會組》卷30 (847鱷)大正2 '216a28-b4 ; (相應部) .....8. 55. 34. 

《蟬阿會經》卷30 (848恥大正2. 21似乎17 : (相應部) -8. 55. 35. Dev可她.2.

《雄阿合體》卷41 (1135輯)大正2 • 299b18-20 ; (相應部) -S. 55. 20. Devac甜1ca﹒

@ (雜阿會經》卷30 (841種)大正2 • 215al4-17; (相應部) -S. 55. 41-42. Abhis曲也.I-ß 。

〈雜阿會經》卷41 (1331經)大正2 ' 299a20-23: (相應部) -8. 55. 31-33. Abhi阻缸﹒

@ (瑜伽師地論》卷98 '大正鉤， 868a17-20 • 

@ (瑜伽師地論》卷嗨，大正30 • 862b26-29 • 

@ (雜阿合經》卷28 (788鱷)大正2 • 204cl1-12 • 



悅吾吾牟產品鸝嘲塌且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一面 I1、 (張哲英嘉文老師)
07:40 大 \J 一一一一班 會 (皇開之仁探法究師) 十(住厚觀晚宴法沙師論) (張哲英嘉文老師)
08:30 ......................... ......................... ......................... 

俱(廣舍浮論法研師究) 十(住厚觀Iti;法要沙師諭) 雜(溫阿宗含聖鱷老研師究) 

第二師 成鐸佛之照道法師(三)〉 人(如間佛正教法論師集) 唯(安識慧學法概師論) (宗金證剛法經師) (張哲英嘉文老師)
......................... ......................... ......................... ......................... ......................... ......................... 

08:40 
(音是皇島嗆體師 攝阿t大勵乘這法磨師義)論 (張哲英嘉文老師)

09:30 ......................... ......................... ......................... ......................... 
儀館臨守 嗆且要幣當難聽

第三師 處(浮佛之照道法師(二)) 人(如間佛正教法論師集) 唯(安識慧學法概師論) (宗金禮剛法經師) (張哲英嘉文老師)
......................... ......................... ......................... ......................... ......................... ......................... 

09:40 
(音在皇島浩驢鞭 攝阿(大H乘t撞法磨師襲)論 (張哲英嘉文老師)

10:30 ......................... ......................... ......................... ......................... 
俱(廣舍淨論法研師究) 十(住厚觀因此要法沙師諭) 雜(溫阿宗會望經老研師究) 

第四面 (楊佛德學輝日老文師) (實法因句法經師) (溫宗巴堇利文老師) 印(祖度蓮佛法教師史) 禪(觀大賞乘法習師(二) ) 
......................... ......................... ......................... ......................... ......................., 

14:00 
大(純乘因起法信師諭) (溫宗巴不望肢老師) 體(能獻海媚法讀師(二)) 禪(觀大賞乘法習師〈二) ) 

14:50 ......................... ......................... ......................... ......................... 
(溫宗巴不撞肢老師) 體(能做海第法輔師仁)) 

第五節 (楊佛德學輝日老文師) (實法因句法鱷師) (溫宗巴制盤文老師) 印(祖度蓮佛法教師史) 禪(觀大賞乘法習師(三) ) 
......................... ......................... ......................... ......................... ......................... 

15:00 
大(純乘因起法信師諭) (溫宗巴刺堇文老師) 報(能道吹海草法輪師(二)) 禪(觀大賞乘法習師(三) ) 

15:50 ......................... ......................... 
(溫宗巴不堇肢老師) 體(能造糟海法輔師仁)) 

l 星期一至星期五16:00-16:50出坡

l 聾數週星期六下午14:00大出圾 。



指導禪師 上智τ光法師緬甸哈密禪修中心指導學老師

禪修法門 四念處內觀(昆宴會那)

.110內容 坐禪、行禪、開示、受八關爾晴、過

午不食、全程禁語、具禪師一對一小金

蘭悔時間 96年 12 月 8 日'" 97 年 1 月 4 日

禪悔組別 糟進組 96年12月 8 日至97年 1 月 4 日

隨喜組 96年12月 8 日至96年12月 18日

96年12月18日至96年12月28日

96年12月28日至97年 1 月 4 日

費 用 兔賈(歡迎隨喜贊助〉

報名活式:

一律採通信報名，運寄 F闡恩佛學圖書館a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44巷2弄2-1號2樓)

信封上講註明『參加禪悔a ﹒並附固郵'信封

績斐姓名、住址、聯絡電話報名表可電話索取

或網路下載 (http://blog. ya仇 corn/wenssu)

報名，耳聽 02-23672713 0918-977368 

傳真 02-23654766

禪悔飽點 法華寺(苗稟騙過寓竄內島里2都24號)

。37-792670 037-792557 

卻!領思想條法維淒婉
(~二~ ) 推廣「幅佛本價」、「重視整體僻法」及「沒有排他性」的人間佛

教思想﹒以「淨化身心、利濟人群」。

注重重重D 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

已區噩噩區〉 台中市恥立明德女中「第二會議室」

通量區Ð 台中市南區明德街84號(贖提供『校贓聘用」停車續)

團團璽璽〉 兔學費(歡迎隨喜)
主辦單位免費提供《回顧導師著作正閏篇》等教材

a重重重〉 共十二個過次﹒每週日上午9時30至于~12時上囂，前二個小時

為講師接轉﹒後竿小時為問題討讀(請師與學員雙向交流)

圖畫區區 結業後印顧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將費給結業單，

通二三重D 彰化聯絡處周居士電話: 04扮5613 ; 0958-245353 

e-mail: yifu5353@pchome.com.tw 
台中聯絡虛構師姐電話: 04-22602246 ; 0918-754655 

。mail: v吋a11a.2007y@gmail.com

(][二1正 宏聞法師曾任:寶華都學院前長、中華備教青年會全國融會劃會理事長

厚觀法師現任:憲日講堂住持、回l圖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曾任:福嚴佛學院院長

開仁法師現任:新竹福嚴佛學院教師

太聽法師現任:嘉聲僻育會及高雄市正信佛育，講師

清億法師曾任:佛教弘誓學院及法鼓山推廣部教師

莊春江老師現任 : 高雄市正信僻育會讀師

呂鷗強老師現任:印顧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主毒日期直讀圖

-~ u.:啊

一96年10月的日 佛學佛法的方法與態度

2 96年10月 14日 印度佛教史概觀(一) :人間的佛陀

3 96年10月 21 日 印度僻數史概觀(二) :佛教在印度的發展

4 96年10月 28日 印度蟬教史概觀(三) :經典的結集

5 96年11月 04日 原始佛教簡介(一) :我們的身心(吟、生死流轉。)

6 96年11月 11 日 原始佛教簡介(二) :釋尊教導的法(吟、里者的境界。)

7 96年11月 18日 原始僻教簡介(三) :阿會原典導讀

8 96年11月 25日 大乘鶴教簡介(一) :大乘儕數之起頭與開展

9 96年12月02日 大乘鶴教簡介(三) :大乘僻法三要

96年12月 16日 中國棋教簡介(一) :佛教在中國

96年12月 23 日 中國佛教簡介(三) :中國棋載的創立與特色

96年12月30日 儕法的判攝典抉擇



悔:是所兌的啥，從正確理解佛海南來。

有了:華淨的話 -s ﹒-定會 fl At f.是悴的意輛。

所悅如封神港有些理解，本能 H f~言心，

郁不過世間知識﹒典悔:逢其間。 ~

íf3寫下歷車一 大事記

校友幹部聯誼會報導

íf3 校友會專欄一 傳印法師

淨慧法師

íf3 法音宜就一 印順導師給繼程法師的信

《解脫道上>> (一)

『 四不壤淨」之研究

師因緣、佛法推廣

﹒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中進

﹒嚴明共慈悲相應可幫真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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