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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總攝著世出世法。繁複交錯的世間

一切，其內蘊外現的無盡質底、類相與業用，

都波動得極難統估。從佛法的立場看世間，不

僅物質世間叫做世間，人類及一切動物都可稱

之為世間，因為這一切的一切，莫不表現著絕

無例外的共同性：變壞而蒙覆真理。佛陀說法

的究極宗趣——「顯揚真理」，有情從聞熏、

體解、依持中現證真理——「苦、集、滅、

道」，則能超越變壞，獲得解脫。解脫的完

成：自「依四念處」，契入三法印。業緣之命

轉為法慧之命的力能、道軌：法印。心目之間

不離法印的注照、顯現，對「無常」體察得不

離瞬息，從無有常性中肯認非常非斷的世間；

對「無我」瞭解得不離諸法（無形上及本體等），

從無有我性中領略非（真）我非無（假名）我；

對「涅槃」（無生）洞照得無性無實，從無有性

實中提練著不戀不厭身心的觀行。有漏世間的

耽著處：常、實與生，共世間的宗教哲學，其

演揚與歸信的，莫不這麼肯實認定。這便是世

間的故常情見。佛法的不共處：徹底透脫此世

間情見。超世間而又不離世間的佛法，乃是從

「正世俗」中進一步直接體持、推展佛陀本

懷：同歸（一乘）佛道：發菩提心，行菩薩

道。

菩提心發得正大不著、不撥、不偏，從容調

柔得坦平、鎮泰，內心蕩絕了昧私，流露於外

的，大體上則不乖背（無上）正覺的菩提道。

念頭上正覺把穩得落實、透明，向前、向後、向

中間，則都能高瞻遠矚得不與世共，亦不與世

隔，而發心融入世間群體，拋卻自我相體，從

（緣起）假我中捨身捨心獻給群體，盡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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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惦懸個體。菩薩道（行）的精神與器量，

為人做的，讓人看的，總認真得同佛那樣的無

量無類、無高無下。秉著這般胸懷，故能敬上

根如佛，事中根如師，助下根如（眷）親。因

此，菩薩的豐沛的摯情與善欲，則能超越凡情

而殊勝得直與「願樂」相應，願樂旺正得以慧思

為導、作伴，則淨落落、明決決得莫可拘繫，

無能量測，佛學得到家，人作得致極；致極得

無有底極，世出世超絕的大活人，等無等平衡

的全通人，就這麼植培而產育出來的。

學佛法的整盤計劃，整個目標：做成永恆

的、究極性的大活人、全通人。活得與無我相

應，通得能無極導應；如此的活與導，就得直

從大（菩提願）處著眼，（甚）深（般若）處察

心；心，察得不讓我見亂竄，我所惑轉；把得

能依聖諦體照，佛法加持，生活中的領會、操

存與印決，則直向大處進展，深處鑽探，什麼

都釣誘不著，什麼也裁奪得了，不離身心的活

生生、通整整的力興與氣志，便怎也不疲頓、

不泄萎。菩薩之所以被眾生稱歎為「開士」與

「大士」，就因其具有如潮瀉雲湧般的力興與氣

志。所以，發了菩提心的，其氣貌與質底，總

讓人看得起勁，讚不絕口，敬慕得如渴極求

飲。因此，菩薩則成為人群中活力的創造者，

亦是活力的吸引與攝提者。

大乘行者的存心與立德，一切盡讓眾生活

得比自己好，積存、展佈在這般身心中的認知

與印定：曠劫迄今自己所賴以存活、成長的種

種，無一不是由一切眾生所給所助，這麼種印

定深刻而熱熾了，念頭與眼前掀起的愧感，都

愧沸、痛沉得透心徹腦。深入而普為一切群眾

的行者，奔馳而活躍得聲氣響旺，言行切真，

到一切處，作一切事，總教人看得直見無我，

直為眾生。直得畢竟的直，作得決定的真，將

任何俗套的玩演、誑賺，都剿汰得內外斷歇。

修學、濟度的範型與對象：諸佛與眾生；學諸

佛一定要這麼學，度眾生一定要這麼度，才能

生生世世學諸佛，度眾生。活得透，作得足，

才能學諸佛、度眾生。

從絕大處用心而發心，什麼處叫做絕大

處？諸佛與眾生。瞻諸佛之心用得極重極堅，

看眾生之眼豁得最寬最亮；對眾生相寬亮得平

等察看、照護；對眾生中惱害己者，安默得一

味諒慰、拔提，諸佛因地總是這麼怡然而廓然

的。從這裏對諸佛瞻得不昧、察得不離，對眾

生才會容涵、融消得同大海一樣。人類中生活

得了無罣礙，永無棄厭的——佛陀，因之，他

老人家才會永遠底活在無量眾生的心目中。大

願海中駕著慈舟航行的把舵者——菩薩，其航

程總是永無休止的向愛欲海的此岸直航、直

載；也緊操著智擎法篙向涅槃彼岸直駛直登。

風波險而怪幻多的此岸，每每是滔天情潮與捲

地欲浪，祇有放得下身段而身（心）手（眼）最

活健而明挺的行者，始足以肩此重任。所以，

真能達至無上菩提，救度一切眾生的惟一條

件：無限的活力與通德。活得當下都化得絕，

通得當前總看得穿，與一切人的聲氣脈搏，全

都相接共鳴得熱絡靈（淨）快（迅）。人群中事

相就這麼調劑得和而安，佛法中理性也如此體

悟得深而遍的。佛法不離人群，能化為人群中

的光澤；人群歸投佛法，能成為佛法中的（鮮

熱）血輪，靠的就是我們無限的活力與通德。

活得佛法直現心頭，從法的導示、依持與

順應中，不讓世俗心機盤絞得彈展不開，頭抬

得無時不見諸佛，眼睜得無處不看眾生；將諸

佛與眾生貫聯得一心恭敬、一切奉事，活健之

力與通明之德，就會從身心上培增得旺烈而充

滿，活通得永不忘佛負人，永遠活在佛的氣質

與人的氣脈中。

現實中活得佛陀現前，佛法起用，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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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得、決得不許自我逞心任性、發號施令，將

我所的「愛」與「取」，也監控得即起即抑，佛

法就這麼覺察、對治而遠離「我法」的。雜染因

緣所感得的我法，一般人對之戀顧、護衛得太

認真了。執我、重我、為我的識情強大了，看

人、重人、為人的言行，就沒高度熱忱、厚

道；甚至由漠視而敵視。人類由高慢而形成的

殘忍與慘酷，都是這麼來的。佛陀徹覺了人間

世的禍患根源——我與我所，因此，說法度人

的中心，總是勸導人勘破「我我所」，發心為人

而助人，把人看作與自己同等惜衛，進而看得

比自己重要、真切。學菩薩行的：內現的都不

離佛心，外念的都直見眾生；佛心無間的集匯

處——眾生苦惱，菩薩久已看緊著佛陀集匯

處，所以，總是瞻著、提著佛心見眾生、為眾

生；從眾生中培護、啟導（空性）佛性，培育佛

陀。菩薩就是這麼發心而捨身的。人類中真發

菩提心的，第一念與第一步，總是為一切人用

心而舉足。這，過去與現在的諸佛菩薩，無不

如此；菩提心契應、體認、踐蹈著如此的無不

如此，學佛才上得了大路頭，為人才離得開大

我愛。諸佛給予我們最正確、最遠大的啟發、

導向：若要發心見佛，就得同樣的發心見人；

見佛與見人，成為觀行中的「等號」；這樣的等

號，處處牢記，實用得相等，有相中的人我隔

礙，則能化為無相中的法性平等。心念中平寂

得重穩深澄的消息，起初，是這麼漸漸領解得

明正而周廣的。慧命，就從這樣的消息中體印

著的。

凡與聖共同重視的對象——生命；生命的

特徵：作（染淨）業感（漏無漏）果，所以學佛

者都非常重視他。有漏業所感的生命苦果——

輪迴六道，無漏業修證的慧命聖果——超出三

界，因此，二乘行者渴求急斷煩惱，了脫漏

果。這比之於凡俗者的癡愛交纏，確是夠高明

的；然而菩薩行者卻與之相反，特重生命的弘

誓大行，所以藉（為眾生）有為而不為自我營謀

中發心修學佛道，傾力發揮生命的無限作用、

進發。大乘行者的學與修：整個事理的照透悟

入，從悟入中觀空行假，印假行空，空假假空

中泯絕際極；無限行願的荷承、兌現，從兌現

中忘身為世，入世獻身。能這麼體肯而策練大

乘精神，則直直接接地上瞻諸佛本懷，中效菩

薩大圖，下濟眾生劇苦。這是圓證究極慧命與

法身的基因。念頭貫持在大乘法身慧命上，以

人身作為法身慧命的基地，觀行中的人性與法

性漸漸化融而為一，法性成為人性之明鑑，一

般人性中的粗細雜染，徹照、徹治得夠毅猛、

精嚴，對凡外所戀著、盤錯不已的那個真我，

則絕情地拋卻掉了。佛陀本懷，菩薩大圖與眾

生劇苦，完全在這樣的絕情中一起湧現而兌現

出來。人性的生命力發達到這一階段，「假名」

之我的力用才感到不等閒呢！

菩薩對假名我、假相境，觀悟、觸明得善

用巧轉，善根善得挺卓而柔攝，巧法巧得淨豁

而直度，內無染而常觀涅槃，外不厭而恆順眾

生；以涅槃心見眾生，導眾生類向涅槃：也就

是面對生滅中的有情而印會無生的寂滅涅槃。

菩薩的涅槃觀最現實而積極，熱昂而又切真

的。因之，從涅槃觀中澹寂了情習與見執，放

得下也用得決假名我，對假相境中的燈紅酒

綠、權勢利名，也就看破得不屑著念，卻又提

念點脫（徵逐者）。因此，念頭、緣頭上植育

的是善根與善力，善根從無常無貪中做得爽

邁，善力從無我無畏中頂得鎮頓，佛法從無生

涅槃中契得默融，眾生見到的盡是平平實實，

得到的總是足足醇醇，菩薩就這樣攝涵眾生，

眾生也就這樣學上菩薩的。從攝涵眾生的長時

大空的行誼說，乃是從無量的折騰、擊刺、作

踐、迫害中受得不動聲色，消得歡天喜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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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樂（想）而了無恨怨，樂中拯苦而永不倦

退。觀行勘實得這麼成熟、成根、成力、成

德，諸佛的一切則成為自家最響的叫呼器，最

好的標徽柱，從此，就有為眾生剖獻心肝的決

性、至行。

發心忘身，發願度怨，成為菩薩學佛最鮮

明的儀態與宗趣。忘身則不為身所累所佈，度

怨則能化怨為親為友，學佛學得忘身，明暗中

就見得了佛；體（貼）怨（者）體得成願，

安危中便為得著人；見得著一切人，才睜得透

見一切佛的眼，見佛見得見不到一般所見的

我，學佛則學得更開闊而豪凌。談度生，倡為

世，則不懼生死，而以生死陶鑄佛道。大乘行

者的使命感：即生死為遊化場所，即煩惱而觸

悟菩提，生死中的菩提願與眾生煩惱接聯、通

洽、導提得日緊日親，愈久愈熱而愈真，遊化

的德業則發趣得興味高漲、永不低落。了脫生

死與投入生死，久已成為大小乘行者顯著的對

比，而了脫生死的行徑卻掩蓋著投入生死的志

性。因此，佛陀本懷與菩薩大圖，察效與發勵

的少之又少。菩薩的根本意趣：學做十足的

人，修成圓滿的佛。人身，菩薩看得太重要

了！因為，佛是由人發心而成佛的，所以，人

佛之間的氣息最易互通。通接、通熟了這樣的

氣息，從佛陀萬德的體見中所引發出的精神與

氣貌，就顯出無比的耐韌與熱奮；熱奮、熱沸

得念頭上的自我蒸化了，與眼面前的眾生就熱

絡得親切而緊湊，學諸佛之眼看眾生，運諸佛

之心敬眾生、待眾生，對眾生恭敬得與諸佛相

等，觀透這麼種等，菩提心才發得落實、透

明；透明得直透無我，則能當下照見諸佛，決

定拔脫眾生。將許多眾生拔脫得能見諸佛；學

得從慧光中徹底的能見諸佛，能見諸佛的眾生

多了，所學的深慧也就能發（無我）之光了。

菩薩與這麼多的眾生相處相見；相見得一片融

和，一味真淨，就等於同見到未來諸佛一樣，悅

暢之心與豪健之願，就自自然然地忘卻生死之苦

與可怕了。

永遠活在人群中的菩薩，總是活得見佛分

明，見人平等；這樣的分明與平等，成為菩薩

行者的惟一要著；慧與道，乃是襯墊在此種要

著中的光與力。從勝慧（甚深般若）與大道（無

上菩提）中安放身心，內儲的堅而實，堅實莫

可破奪，就不會外逐外喪得敗墮，也不肯自覺

自度就算了。佛法光輝之得以普照法界，眾生

身心之所以活得光淨，全憑菩薩們的絕大活

力，從熱沸的悲潮與淨絕的智光中，掀動而鼓

振無限的生命氣勢，無畏的生死行願。必須如

此，我們學菩薩行的，才能決絕地透脫故常，

畢竟地新新創發；我們立刻這麼勤勇創發吧！

勤勇創發吧 ！

佛元二五四三年三月二三日寫於新州驚危室

菩 薩 三 生 觀

生 活 的 透 底 掉 轉 與 通 豁

生 命 的 無 限 奮 迅 與 發 達

生死 的 無 上 覺 攝 與 徹 了

生活的代價極高

生命的涵義太深

生死的創力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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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佛世尊，化緣已畢，八十歲那一年，於

娑羅雙樹間示現涅槃。所作已辦、已度苦海的

阿羅漢，只是感歎世間無常，「世尊滅度一何

疾哉！」而凡情未了、所作未辦的多數弟子

們，面臨人天眼滅，頓失依怙的情景，其內心

的悲痛，磕首搥胸，頭昏眼花，如喪考妣，可

想而知。佛為一切智人，不但覺證諸法空相，

也深知弟子們受不了親人永別，無依無護的悲

情，所以生前的教授、教誡中，時時處處開導

弟子：「以法為師」，「依法不依人」。

佛陀的偉大，不在於種族的尊貴、相貌圓

滿和世俗的名位，而是因為他體悟真理——見

法而成佛。佛身者，法身也。我人歸依佛，不

是歸依四大假合的父母生身；知法、入法的法

身，才是真正歸依處。如阿毗達磨毗婆沙論所

說：「此身父母生長，是有漏法，非所歸依；

所歸依者，謂無學成菩提法，即是法身。」歸

依佛真義如此，歸依僧也不例外，四雙八輩的

五分法身功德，才是真歸依的對象。佛僧一

體，佛是先覺者，僧是後覺者，先覺與後覺，

所覺的內容實質則無差別。

佛陀在世，屢誡弟子：「佛子離吾數千

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

吾，不順吾戒，終不得道。」在佛陀最後遺

教：「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

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

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這是「以戒

為師」的明證。世尊上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為

期三月，人間弟子十分懷念佛陀。當弟子們得

知佛陀回來的消息，大家爭先恐後，希望自己

先見佛。解空第一的須菩提尊者，獨坐林下，

正觀緣起，被佛陀讚歎乃真見佛的第一人。這

就是「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以法為

師」；「依法不依人」的聖教。

印度佛教的變遷，從佛世的原始佛教，乃

至後期大乘佛教，佛門的三柱：佛、法、僧，

信徒所歸依的即此三寶。但發展至晚期的秘密

佛教，於固有的三寶外，加一「上師」寶，而

成為四寶，而且後來居上，歸依上師在先，以

上師寶比佛法僧三寶更偉大。諒必這就是影響

今日佛教界「依人不依法」——與佛唱反調的

流弊吧！

無可否認的，在佛法修學的歷程上，善知

識佔有重要的地位。如四預流支，於聞思修三

慧的進修，以「親近善士」為先。聽聞佛法，不

外從佛、佛弟子和經典去聞。佛和佛弟子是

人，經典也是佛所說、佛弟子的詮釋，這一切

都離不開人。然而，真實的三寶：佛是真理的

圓覺者，僧是隨佛出家、修學正法的人；佛依

法而成佛，依法以攝僧；離開正法，即無佛也

無僧。或有依佛法流行人間的「化相三寶」說，

因佛的證法而說法，因僧的住持而正法得以流

依法不依人

依法不依人

超 定

「吾愛吾師，更愛真理」，所以追根究底仍是以法為尊為上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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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久遠，三寶以佛寶為中心。從佛教史的演

變，相對而言，原始佛教以佛寶為中心，部派

佛教阿毗達磨的發達，乃至大乘佛教的中觀、

瑜伽思想，係以法寶為中心。晚期的佛教，則

演化成以僧寶為中心。事實說來，住持三寶，

佛教的發揚光大，端賴實存的僧寶，所謂「佛

法弘揚本在僧」；佛陀之所以建立僧團，目的

即為延續慧命，令正法久住。假如實踐正法，

宣揚正覺之音的人沒有了，佛教即絕跡於人

間。然而，所謂僧者、善知識者：如法如律和

合而住的群眾名為僧；通達教法、勤修三學的

成就者是真善知識。師之可尊，是因為他有

道，奉行真理，依法而解而行而證者；「吾愛

吾師，更愛真理」，所以追根究底仍是以法為

尊為上為第一。

在學佛的不同類型人之中，有信行人與法

行人。法行人是以真理為依歸，所信奉的都經

過理智的抉擇，明是非，辨邪正，擇善固執，

絕不人云亦云，盲從附會。信行人則不然，重

視感情，崇拜權威，以所尊敬者的言行為取捨

的標準。倘若所敬信者不如法，則愈修離道愈

遠。在大乘佛教菩薩行，也有重智證與偏信願

的二類，如東方的阿閃佛國與西方的彌陀淨

土，即為攝受信行與法行二類型人的根性。從

修證的次第而言，佛法是以般若為首，而非神

教的信心第一，信者得救。佛教與西方宗教的

不同特質在此。

法是什麼？探討「依法不依人」的論

題，作為慧學進修守則之一，對法的意義是需

要正確把握的。不然各以自己的看法為準，羽

毛當令箭，徒增我見我執，豈非無法無天？

在經論中時常出現「諸法」、「一切

法」的詞句，它的內容廣泛無邊，善惡、邪

正、世間與出世間，無漏智所知，有漏識所

識，宇宙萬有，無所不包。今從簡短的般若心

經為例，所舉的「法」有：五蘊、十二處、十

八界、十二因緣、四諦等。經文要旨在顯示一

切法緣起性空；學人務必修學般若，正觀空

義，乃得度脫一切苦厄。蘊、處、界三科，原

是世俗法，與本題「依法不依人」的「法」

義，扯不上關係。緣於佛陀依二諦為眾生說

法，基於「不得世俗諦，則不得第一義」的方

便，這些世俗事象，也是佛陀開示的法門。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經文所說的四諦與緣

起。四諦：苦集二諦，說明世間的苦因苦果；

滅道二諦，顯示出世的涅槃及解脫苦因苦果之

道。站在修證的立場，滅道二諦才是我們的理

想界——真實法、中道法、解脫法。滅，可解

說為取消、滅除，意思是眾生無盡的生死苦集

取消、不存在了，無邊煩惱滅除，痛苦解脫

了。這就是涅槃的實現。涅槃甚深，是無生無

滅的無為法，唯是聖智的現證，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在此姑且不必

深論。約聖道的實踐而言，四聖諦重點在於道

諦。立足於離苦得樂，斷惑證真的佛法究竟理

趣；如何斷除煩惱，離生死苦，以達成體悟真

理得涅槃樂，這才是道諦要點所在。依阿含經

所示的「法」之內容是：「正見是法，乃至

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正定是法。」這八正道行之所以被稱為

「法」，因為它是「古仙人道，古仙人徑，古

仙人道跡。」一個人如自甘沉淪不求解脫便

罷，既已立志趨向菩提，八正道這條路非走不

可。正如佛陀將入涅槃之前，對最後弟子須跋

陀羅說：「諸法中無八正道者，則無第一沙門

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須跋陀羅！以

諸法中有八正道故，便有第一沙門果，第二、

第三、第四沙門果。」這是多麼肯定的開示，

依法不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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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的奉行者，絕無模稜兩可的餘地。所謂不二

法門，不變不失，永遠值得依循的解脫道，即此

八正道法。

或問：法門無量，佛說有八萬四千，怎會

僅此八正道一門？殊不知，聖道的修證，佛陀隨

機說法，或略或廣，或深或淺，開合不同，但總

不能外於此八正道法。如佛為阿難說：「自依

止，法依止，莫異依止。」弟子們當憑自己的努

力，勤修正法；正法才是永久的依怙。不論佛陀

在世或滅度久遠，唯有依法而行才是得救的保

證。所謂法者即四念處；此法是貫通古今，前聖

後聖所共依的一乘道。如經云：「有一乘道，能

淨眾生，度諸憂悲，滅除苦惱，得真如法，謂四

念處。」還有如所週知，戒定慧三增上學，依戒

得定，依定發慧，依慧得解脫，這是極簡明的解

脫道。依相關相攝看，四念處，即是八正道正念

的內容。三學即是八正道的略說。如慧學即是正

見、正思惟；定學即是正念、正定；戒學是正

語、正業、正命；正精進則通於三學。戒定慧成

就，即得解脫；加解脫知見，即是五分法身。

甚深正法的體現，端賴聖道的實踐，而實

踐的方法，即此八正道法。八正道以正見為首，

而正見內容則以緣起為根本，依緣起正觀能離一

切迷謬的二邊之見，如有見與無見，常見與斷

見，我見與我所見。此緣起是不變不失的諸佛常

法。如佛在雜阿含經說：「緣無明有行，乃至

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此法常住、

法住、法界。」緣起展開了相生的有為生滅，

也顯示了無為的寂滅。無明緣行等純大苦聚，乃

是依緣而集起；無明滅則行滅等純大苦聚滅，不

是依於緣而是緣盡而證滅；滅是本性，如大海本

性平靜，因風鼓浪，今風平而浪不起，歸於原本

的平靜。說緣起，含攝了依於緣而集起的流轉門

和諸緣滅盡的還滅門。相對的說，緣起的流轉是

有為法，緣起的還滅是無為法。這是如來成等

正覺，為人演說開示之「法」的內容。經中形

容：「此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爾，法

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由於

緣起法是安住的，確立不改的；法是不動、不

變異的，所以說它是法住、法定、法如。通達

了緣起流轉的有為法，即得法住智；證悟緣起

還滅的無為法，是為涅槃智。修學佛法，先得

法住智，後得涅槃智；反之，「不得世俗諦，

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我

人所歸依的，即此永恆的、普遍的、向上的、

向解脫的常道——八聖道法。由中道的實踐而

完成正覺——無上法，究竟法，勝義法。

時逢末法，群魔亂舞，邪說橫行，活佛滿

街跑，依人不依法，加持灌頂普遍流行。重外

貌忽實質，心行道外；標新立異，各顯神通；

魚目混珠，神佛不分。歧路遍佈，陷阱處處，

好心學法者，可不慎哉！追憶早年在一古廟，

觀音左右一對聯：「若不回頭，誰與汝救苦救

難；倘能轉意，何須我大慈大悲。」對於捨本

逐末，重人輕法，不務實修而妄想外力救濟之

徒，這首通俗法語，如暮鼓晨鐘。惟願我佛正

覺之音，能喚醒苦海夢中人。南無佛陀！南無

達磨！南無僧伽！

一九九九年六月九日於山仔腳丈室

依法不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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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的心理要素

道德的意向

中道的德行，出發於善心而表現為合理的、有益自他的行為。又以合理的善行，淨化內

心，使內心趨向於完善──無漏。所以論到德行，應從內心與事行兩方面去分別。有情內心的

活動，本是非常複雜的，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入，又相互凌奪、互相起伏的。每一心理活動，

複雜相應，而沒有絲毫自體性；分析內心的因素，不過從它的相對特性，加以敘述而已。關於

道德的心理因素，如道德的根源，是「無貪」、「無瞋」、「無癡」，已約略說過。今

再論道德的意向，道德的努力，道德的純潔。

慚與愧，可說是道德意向，一般人陷於重重的罪惡中，善根力非常微弱，惟有慚愧的重

善輕惡，能使人戰勝罪惡，使善根顯發而日趨於增進。釋尊說：慚愧是人類不同於禽獸的地

方。這可見慚愧是人類的特點，是人的所以為人處。什麼是慚愧？在人類相依共存的生活中，

自己覺得要「崇重賢善，輕拒暴惡」；覺得應這樣而不應那樣。換言之，即人類傾向光明、

厭離黑暗的自覺。這種向上的道德自覺，經常與「無慚」，「無愧」的惡行相起伏。但即

使被壓倒，慚愧的道德自覺，也仍有現前的機會，這即是一般所說的「良心發現」。如說：

「內心負疚」，「問心自愧」。這道德意向的自覺，應使他充分擴展，成為德行的有力策

發者。但他不但每為無慚、無愧的惡行所掩沒，由於有情是迷情為本的，智力不充分，不正

確，離惡向善的道德判斷，良心抉擇，不一定是完善的，而且是常有錯誤的。這所以佛說：慚

愧心「自增上，法增上，世間增上」。即是說：慚愧應依（增上是依義）於自、法、世間

三者的助緣來完成。

一、依自己：人類應自尊自重，佛說：一切有情有解脫分；一切有情有佛性。誰也有止

惡行善的可能，我為什麼不能？人人應努力於身正心正、自利利他的德行，圓成崇高的聖性。

所以說：「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自我的卑劣感，自暴自棄，萎靡頹廢，無

論他的原因怎樣，自甘墮落而缺乏自拔的向上心，在自覺的行為中，到底是不道德的。一切損

他的惡行，大多從這自甘墮落而來。如能自覺人格的尊嚴，即能使向善離惡的慚愧心活躍起

書 摘

德行的心素與實施原則
（摘自『佛法概論』第 十四 章）

印 順

德行的心素與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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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二、依法：道德行為，雖因時代環境而多少不同，但絕非純主觀的，必有他的合法則性，

德行是順於法──真理的行為。由於理解真理、順從真理（信受賢聖的教授，也屬於此），

所以能趨向於應行的正道。佛法的依法修行而證入於法，也即此依法的最高意義。由於尊重真

理，順從真理，向善的慚愧心即會生起來。對於應止應行的善惡抉擇，也必然的更為恰當。

三、依世間：人類生而為依存於世間的，世間的共同意欲，雖不一定完全合於真理，但世間智

者所認為應該如何的，在某一環境時代中，多少有他的妥當性。所以離惡向善的慚愧心，不能

忽略世間而應該隨順世間。釋尊說：「我不與世間（智者）諍」。由於尊重社會意旨，避

免世間譏嫌，即能引發慚愧而使它更正確。從上面看來，道德是源於人類的道德本能，而他的

引發增長到完成，要依於重人格、重真理、重世間。道德的所以是道德，應該如此非如此不

可，即依這三者而決定。德行的增長完成，即對於自己人格、社會公意、宇宙真理，在向善離

惡的抉擇中，作得恰到好處。這其中，真理──法是更主要的，惟有從真理的理解與隨順中，

能離去自我的固蔽，促進世間的向上。同時也要從自我的解脫，世間的淨化中，才能達到法的

完滿實現，即德行的完成。

道德的努力

德行的實踐，由於自我的私欲，環境的壓力，知識的不充分，想充分實現出來，並不容

易，這需要最大努力的。這種推行德行的努力，經中稱為精進與不放逸。精進是勤勇的策進，

不放逸是惰性的克服。精進是破除前進的阻礙，不放逸是擺脫後面的羈絆，經中說：精進是

「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軛」。這如勇士的披甲前進，臨敵不懼，小勝不驕，非

達到完全勝利的目的不止。然精進是中道的，如佛對億耳說：「精進太急，增其掉悔；精進

太緩，令人懈怠。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受，莫著，莫放逸，莫取相」（雜含卷九‧二五四

經）。從容中努力前進，這是大踏步的向前走，不是暴虎憑河般的前進。至於不放逸，即近

人所說的警覺，所以說：「常自警策不放逸」（雜含卷四七‧一二五二經）。警覺一切可

能對於自己不利的心情及環境，特別是順利安適中養成的惰性。能時時的警策自己，不敢放

逸，即能不斷向上增進。經中對於一切善行的進修，認為非精進與不放逸不可。這種心理因

素，對於德行的進修，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道德的純潔

對於佛、法、僧三寶的「信」心，在德行中，有著重要的意義。佛法所說的信，與一般

宗教的信仰，是多少不同的。信是什麼？「心淨為性」，即內心的純潔，不預存一些主觀與私

見，惟是一片純潔無疵的心情。有了這樣的淨心，這才對於覺者、真理、奉行真理的大眾，能

虛心容受，從「信順」、「信忍」、「信求」到「證信」。信順，是對於三寶純潔的同情，無

私的清淨心，能領解事理，所以釋尊說：「我此甚深法，無信云何解」（智論卷一引經）？世

德行的心素與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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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事理，如預存主見，缺乏同情，還難於恰當的理解對方，何況乎甚深的佛法？學佛法，要

有淨信的基礎，即是這樣的純潔的同情，並非盲目的信仰。依此而進求深刻的理解，得到明確

的正見，即名信忍，也名信可。由於見得真，信得切，發起實現這目標的追求，即名信求。等

到體證真理，證實了所信的不虛，達到自信不疑的境界，即名證信──也名證淨。證信是淨心

與正智的合一：信如鏡的明淨，智如鏡的照物。佛弟子對於佛法的不斷的努力，一貫的本於純

潔無疵的淨信。這樣的信心現前，能使內心的一切歸於清淨，所以譬喻為「如水清珠，自淨

淨他」。這樣的純潔心情，為修學正法的根基，一切德行依此而發展，所以說：「信為道源

功德母」。以此為善的，可見佛法的德行，對於真理是怎樣的尊重！德行的心理因素，此外

還有，但以上面所說的八法為最要。

德行的實施原則

從平常到深刻與廣大

德行不但是內心的，是見於事實的。引發人類的德行本能，使他實現出來，才成為善的

行為。從全體佛法去理解，佛法的德行，以人生的和諧、福樂、清淨為理想，為標準。生存是

最基本的，如離開這一根本事實，一切皆無從說起。但人類不只需要生存，更需要和諧的、福

樂的、清淨的生存。如充滿私欲、倒見、欺凌、壓迫、侵奪──雜染而不清淨的生存，即無生

的幸福，彼此也難於和諧，即違反人類互依共存的要求。人世間無論怎樣的充滿矛盾、苦痛、

罪惡，無論和諧福樂清淨的怎樣難於實現，但這到底是契於理而順於情的人生終極的理想，到

底是人類生活中的部分事實。人生德行的自覺，有意無意的以此和樂清淨的人生為理想，以身

心行為而契合這一標準的為善行；從自他關係中，不斷努力而使他增進。

然而，自他的和樂清淨，應該從無限時空的觀點去眺望，這比一般所見的要擴大得多。

世間的有情，如人、如畜，更低級的，或更高級的，有情是無限的眾多。有情依住的器世間，

也不但是渺小的地球；像地球那樣的，更大更小，空間是無限的廣大。有情從無始以來，在死

死生生的不斷相續中，時間是那樣的悠久。有情與世間的一切有情，從過去到現在，都有過相

依共存的關係；現在如此，將來也還要相依共存的。所以實現和樂清淨的人生理想──道德準

繩，不僅是這一世間，這一時代的人類。不過佛出人間，為人類說人法，還是依這人類為本，

再延續於無限的時間，擴展到無限的空間，織成自他間展轉相依，展轉差別的網絡。

自他生存的和樂清淨，不能單著眼於外表的事行。內心會策導我們趨向於合理的行為，

或誤趨於不合理的行為，所以內心的是否清淨，是否出於善意，對於自他的和樂清淨，有著深

切的關係。那麼，人類的德行，應內向的深刻到內心的淨化，使道德的心能增進擴展而完成。

淨化自心的「定慧熏修」，「離惑證真」，達到法的現覺，即德行的深化。由於自心淨

德行的心素與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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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從自他關係中得解脫自在，更能實現和樂清淨的人生理想於世間。所以說：「心淨則眾

生（有情）淨」。佛法的德行，不但為自他相處，更應從自心而擴大到器世間的淨化，使一切

在優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滿生意的和諧。所以說：「心淨則國土淨」。佛法的德行，是以

自他為本而內淨自心，外淨器界，即是從一般的德行，深化廣化而進展到完善的層次。大體的

說：人天的德行是一般的；聲聞的德行，進展到深刻的淨化自心；菩薩的德行，更擴大到國土

的嚴淨。

德行深化的真義

佛法的德行，不但是深化的。但否定世間而傾向於超脫的深化，確是佛法德行的核心。

考釋尊的教法，世間是「危脆敗壞」的別名（雜含卷九‧二三一經）；有情是迷情為本的

蘊聚，生死死生的流轉者；世間是無常苦無我不淨的；學者應該「依遠離，依無欲，依滅，

向於捨」（雜含卷二七‧七二六經）。確認世間的無常苦迫，勤修戒定慧，即對於現實的要

求超脫。現實的超脫，決不是常人所誤解的悲觀、厭世、否定人生。依一般說：人生是無常

的，也是相續的；是苦，而色等也有樂（雜含卷三‧八一經）；是不淨，也是有淨相的；是

無我，也有相對的假我。依人事論人事，佛法決不否定人生，反而肯定人生，以人生的合樂為

道德標準，確定行為的價值，使人類努力於止惡行善。至於深化的德行，從無常苦迫的世間

觀，修戒定慧，傾向於無生解脫，這是另有他的深意。如『雜含』（卷一七‧四七三經）

說：「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又（四七四經）

說：「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這是比對於寂

滅，而觀察無限生死的流轉，即不能不如此說。生而又死，死而又生。一切苦痛的領受，不消

說是苦的；即使是福樂、定樂，也霎眼過去，在不知不覺的無常中幻滅。有情即生死流轉的存

在，終久在忽苦忽樂的，忽進忽退的生死圈中。這樣的生死，包含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無限

生死中的一切活動，一切遭遇。這不徹底、不究竟、不自由的生死，實在是「生老病死，憂

悲苦惱」的總和。如不給予徹底解放，什麼總是歸於徒勞。深化的德行，即解脫生死的實

踐，並非專重「臨終一著」，專門講鬼講死了事。解脫生死的德行，即徹底解脫這迷情為

本、自我中心的生活，使成為正覺的生活。因為現實一般的是生死，所以稱超脫了的正覺為無

生。現實一般的是世間，所以稱超脫了的為出世。無生與出世等，即是淨化這現實一般的正

覺。無生與出世，即在這生死與世間中去實現。這例如革命，認定了舊政權的自私──家天

下的本質，非徹底推翻，不能實現共和的新國家，這才起來革命，推翻統治層。但革命不就是

破壞，同時要建立新的政權，改造社會，促進社會的自由與繁榮。佛法深化的德行，似乎重於

否定，也恰好如此。這是徹底的自我革命，洗盡私欲倒見，才能從自我──我、我家、我族、

我國等本位中解放出來，轉移為人類──有情、法界本位的。從有漏到無漏，從世間到出世，

從凡情到聖覺。這深化的德行，從一般的人生德行而進修到深入無生，又從無生出世的立場，

而廣行自他共利的大行。深化的德行，好像否定現實一般的人生，實即是充實了完成了人生。

德行的心素與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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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 —— 平凡中的不平凡

許多人學佛修行很容易惑於玄奇、追求感

應；然而，真實的法常常是在平實中顯現其珍

貴，淺顯的法其實有時很實用，艱深玄妙的法

反而容易走冤枉路！佛陀時代原始佛教注重實

踐，沒有哲學化的傾向，修行證果者很多；而

後期佛教理論精密完備，修行證果者反而稀少

了。在佛教的流傳中，樸實、平淡、有效息滅

煩惱的法，似乎被人輕忽、遺棄了，反而迷失

在龐大的佛學知識、形式化的儀軌唱誦和刻板

而缺乏生機的枯禪之中。在戒律的修持上，不

是死守教條，忽略戒律的精神，就是荒廢戒

律，染著世俗的欲樂。如何才是戒律的中道如

實正見呢？

在佛法中，戒定慧三學是最根本的修行

綱領，而戒律不但是五乘共法（人、天、聲

聞、緣覺、菩薩），也是佛道的基石。持戒不

但能保住人身，不墮三惡道，還能積集菩提資

糧，所以絕非輕微的小事。不過，在實際的修持

上，卻也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用心來釐清。

佛法在人間，戒律的制定有其時空的背

景。佛陀初轉法輪，比丘們如實知見色、受、

想、行、識等諸法一一皆是苦、空、無常、無

我，心不染著，即能自知自證涅槃寂靜，離生

死苦，得自在解脫，可說是提起便行，乾淨俐

落。從聽聞正法、專精思惟到法隨法行，以至

於次第證果，是直捷了當地到達的。當時，只

有正語、正業、正命等原則性的自律、自制，

而沒有詳細的戒律規條。但是，隨著僧團的成

長，僧眾人數日增，程度參差不齊，有行為不

端者，或障礙修道或招致譏嫌，因此隨事而制

戒，這是戒律的緣起。

佛滅之後，部派分派，初因於戒律的開遮

持犯的解釋有所爭議，如上座部認為只有佛陀

可以制戒，佛弟子應一律遵守，不應更改；而

大眾部則認為「小小戒可捨」，只要不障礙修

行，一些屬於生活規範，而不違背道德風俗的

律儀可以視因緣捨戒。到了大乘佛教，更發展

到攝善法戒、菩薩戒，戒律不再只是不傷害他

人、幫助修行、護譏嫌、僧團和合的功能，還

加上弘法、度眾、攝受眾生的大乘精神。

由上分析，可知戒律的原意是「防非止

惡」。在定慧還沒有成就之前，藉由具體的戒

條，實行預防性的保護措施，行為節制，可以

達到行為上的淨化。

尤其在現代開放社會裡，資訊泛濫，廣告

充斥，金錢遊戲、煽情、暴力等社會事件，隨

時都在挑起人們本能的欲望，各種感官的刺激

也一再地誘引人們做出越軌的事。在這種惡劣

的環境下，如果一個學佛者定慧力還很薄弱，

是很容易障礙修行的。這時，持守戒律就是十

分必要的「防護網」，使得學佛人不致在定慧力

戒律 —— 平凡中的不平凡

持戒不但能保住人身，不墮三惡道，還能積集菩提資糧。

黃 國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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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之前，禁不起六塵境界的誘惑，道業就被

毀壞，那就太可惜了。

如果不慎誤犯戒律，該怎麼辨呢？是否就

自認為是「業障深重」，因而放棄修行呢？依

佛法說，應當誠心懺悔，知所警惕，絕不再

犯，就能重新出發，精進修行。

但關於這一點，目前的情況與佛陀時代相

較有著很大的不同。佛陀時代有六和合的僧團

「戒和同行」，不但每半個月要集合誦戒，也進

行羯摩。僧眾有違犯戒律的，要當眾懺悔；若

不當眾懺悔，其他僧眾可以糾舉。所謂「人非

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由懺悔而得到淨化，即不應再活在悔恨之中。

佛陀時代解脫者很多，和合的僧團和戒律是很

重要的因素。

戒律的類別，依四眾身份而有比丘、比丘

尼、沙彌、沙彌尼、及在家戒（優婆塞、優婆

夷）。而大乘佛法的菩薩戒則是通於出家、在

家的，就以在家眾的五戒來說，這是佛弟子所

應共同遵守的：

一、 不殺生：不要為滿足自己的欲望或仇恨而

殺害眾生。

二、 不偷盜：未經別人允許的東西，不要任意

取用。

三、 不邪淫：在家眾不可從事夫妻之外的性行

為。（出家眾則完全戒淫行，修清淨的梵

行）。

四、不妄語：誠信不欺，不搬弄是非，不謾罵，

不花言巧語。

五、 不飲酒：飲酒會失去理智，依此類推，現

代的各種毒品、迷幻藥等均不應吸食。

另外，有人執著「一切法空」，或誤解

「煩惱即菩提」，落入「惡取空」或「狂

禪」，認為可以任性而為，不受戒律的約束，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真正開智慧而見到緣起

的實相，是不會再因內心的妄執而毀犯戒律

的；戒律不是外在強加的束縛，而是自發性的

自律行為。即使習性一時不容易改變，也會

盡力而為，不會以任性為自在，將自律自制視

為壓抑。壓抑是指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心理的

扭曲反應；在智慧的觀照之下是不再有壓抑

的。可以說，自律自制是覺醒的行為表現，它

與外在的制約是截然不同的品質，怎可混為一

談呢！

戒律的精神除了防非止惡之外，延伸其

「正行」、「端正法」的意義，如八正道中的

正業、正命，就是要盡自己應盡的本份和責

任，例如：在家庭、學校、團體、工作場所、

社會、國家中做好自己的責任、本份，遵守公

共秩序，不製造髒亂、公害，這些都是現代人

的廣義的道德、戒律。此外，也要有惜福、惜

緣的修養，因為每一件事物都是可貴的因緣。

明白這點，就會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愛惜

物品，愛護動物，保護生態環境，珍惜自然資

源。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緣份，也要珍視，多結

善緣，避免因為自己的粗心大意或脾氣暴躁，

而破壞彼此可貴的因緣。

在日常生活，現代人常常任性而縱容自

己的煩惱，不知節制。有些人在碰到難題時，

輕率而衝動的想要自殺，或用離婚、開除或脫

離關係等激烈的反應，逼迫對方，這些都是沒

有珍惜因緣、自我節制的。這需要冷靜、理性

地處理，耐心溝通，互相理解對方的立場，多

一些慈悲、愛心，彼此多為對方留些餘地，也

就不致於發生嚴重的衝突的。

（下轉第 1 6 頁）

戒律 —— 平凡中的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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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上最好的心地，莫過於佛。佛，從智

慧當中成佛；人，最能學佛。人心，多多少少

與智慧相應；人，以普通的智慧，再耐心學佛

的智慧，就能學佛的心。真能以佛心作為自

己修學的榜樣，那麼，久久你所說的、做的，

都能啟發人，不論是出家也好，在家也

好，同樣能影響人，把人引上正途。

一

佛心如地如橋路

佛的心，比喻說：

1、如地。通常說「地」，

是天和地相等的說。天，無邊

無際；地，也是無邊無底。不只

是這一個地球，凡是有人、有生

物的地方，都依止於地，才能生

存下去。佛的心就像大地一樣的

大，能容納一切的眾生。

2、如橋。橋，溝通了河流、湖

泊、江海；佛，也是這樣的，是人類的

橋。人與人，都不容易相通；佛，作為人與人

之間的橋樑，讓彼此能夠相通。橋，什麼樣的

人、什麼樣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在上面通暢地

往來，橋受的壓力大得很；佛的橋，載量大得

很，什麼樣的壓力都壓不垮他。也可以說，佛，

不管在因地、果地，他的悲願強得很，什麼樣的

壓力，他都受得了，為什麼？他智慧的活力大，

把它化掉了。

3、如路。世間的路，往往是彎彎曲曲，

有時還有許多險路，甚至於死路；佛，是一條

大路，一條光明的大道。這樣的路，不只是釋

迦佛一個人開闢出來的；過去一切的古佛，已

經把這條路開闢出來了。釋迦佛在因地，真正

了解到古佛的心境，與古佛相通；他在果

地，開闢了出來，讓每一個人都能走

上去，走到最後，還同他一樣。從這

兒說，他不是一個大權威者，也不

自誇有多大的能力，只覺得同一

切眾生平等平等。

如樹如海如花雲

   4、如樹。樹，是自然界最

好的莊嚴。如果說，這個世界，

什麼樣的亭臺樓閣都有，而沒有

樹，就感到枯燥。大樹的根深，

枝葉繁茂，樹幹壯大，庇蔭的範圍

廣，暑熱的天氣，大家在底下乘

涼、靜坐或者工作，總感到舒暢。佛

是人間的大樹，就外在來說，讓人得到

庇蔭和清涼；就內在來說，有特殊的意義——

是「藥樹王」。佛本身，一切的煩惱斷除了，他

所說、所作的，都能讓人消除種種的毒。像這

樣的樹，等於是最好的良藥，吃下去，治種種

的熱惱。

5、如海。海能產生許多的東西，能供應

人類的需要。就海的特性來說，任何樣的毒，

效佛心待人，啟人心向佛

佛
法
座
談

仁
俊
講

效佛心待人，啟人心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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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毒不死這個海的，海的流活量大，消溶性

強；佛亦如此。佛智慧的力量大，不受煩惱的

毒，同時能消這毒；由於他能以智慧破毒，以

慈悲化毒，所以，他能教化眾生，也能以最平

常的身份，和眾生相處。就海的特殊意義說，

海是文明之母。古代，從這一地到那一地，不

容易相通；有人冒險渡海，久之，種種渡海的

工具具備了，因此文化就能普遍流通。海是文

化之母；佛也是這樣，一切的高尚文化都從佛

的智慧海中流溢出來。

6、如花。佛的莊嚴清淨如同花一樣，大

乘經說：「目淨修廣如青蓮」，佛的眼睛長而

大，像青蓮花一樣。經中又說：「一切蓮花

中，青蓮花第一」，青蓮花在所有的蓮花中，

他的品質又香又柔又最清淨；佛的眼睛就同最

清淨的青蓮花一樣清淨。

7 、如雲。佛如雲——「大雲如雨及時

降」。大旱天，最需要的是雨；霎然間，天上

有了叢叢的雲，一方面，有了蔭涼，二方面，

有了大雲，很快就會下雨了。像這樣的雨是及

時雨，正是需要的一種好雨，也就是甘霖、甘

澍。

如日如月如春風

8、如日。大地上所有的生物，要生長得

好，一定要有太陽供應熱能；佛如太陽一樣，

光耀燦爛，能供應人類智慧、光明。人有了智

慧，才能認識自己，從認識而漸漸覺悟，得到

解脫。

9、如月。佛也如像月亮一樣。人在酷暑

時候，白天太熱了，到了晚上，一輪明月出現

了，感覺到光明、清涼、舒暢。在印度，民間

形成了一般風俗，新月一出現，大家都祭拜月

亮，這表徵清涼、光明的開始。佛也是這樣，

在熱惱交加的人際中，如同朗潤涼爽的明月，

大家的身心頗感暢快。

10、如春風。佛像春風一樣，吹拂著人和

萬物，都能夠欣欣向榮；尤其是吹到人們身

上，感覺到無比的舒暢、快樂。

平護普度效待人

從以上十如，顯示佛的心境，他對眾生都

平等的愛護，沒有階級、膚色的差別。眾生的

根機太複雜了，有的好，有的相當的差；在佛

的平等心境中，總是一味的想度這些人，出離

苦惱。我們修學佛法，就得好好的這麼傚學佛

陀：像地乃至像春風一樣的待人。

二

佛心作鏡懸心目

從另一方面說，佛心就像一面最大的圓

鏡，沒有一點點的灰塵、染污，內外明淨；學

佛要以佛作為我們的一面明鏡，不斷地懸掛在

自己的心目之中。

照治三毒轉三業

佛的智慧之鏡，我們要好好地拿來照自

己﹐治貪瞋痴三毒。一般人受了佛法的熏陶，

貪心不會太大，也不會隨便發脾氣；對於痴的

普遍障覆，一般人就不大注意。痴，主要的是

效佛心待人，啟人心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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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性強，要對治它，就先要去除疑惑。照治

三毒，最主要的，要好好的修學佛法的智慧。

「智增痴減解疑困」，智慧一天天地增長，種

種的愚痴就自然而然的減少了。能這樣，自己

少了苦惱，也能讓人感到舒暢。愚痴減少了，

疑心漸漸地受到控制，才能扭轉身語意三業

哩！

徹轉耐驗眾啟切

轉，就得徹轉！徹轉，就要從佛法中以智

慧來調伏自己，以慈悲心去諒解他人，把握這

兩個原則，才能徹底轉過來的。這樣，我們臉

上的表情，嘴裡的吐露，心裡所存持的，才禁

得住人家考驗。果真禁得起人家考驗，我們才有

啟發作用哩！

發心學佛（法）行十如

「聞法開心綁鬆脫」，過去沒有聽聞佛

法，儘管在世間上也受了教育，世間也有好的

方法教人做好人，但是，同佛法的法比起來，

就差得多。現在聽聞了佛的法，對過去許多的

疑惑及舊毛病，以法的力量、光明把它照破

了，心就開暢了。過去自己被煩惱困住了，也

用煩惱去困人，彼此都被綁得緊緊的：都活得

相當苦惱。現在學了佛法，不斷地思惟，不斷

地運用，運用得夠熟了，彼此的表情、存心、

說話，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就這樣，大家都鬆

綁了，彼此活得輕鬆而明安。我們發心學佛

法，就要發心學佛那樣的：如地如橋路、如樹

如海如花雲、如日如月如春風啊！（拙生記）

（九八年十月廿四日講於新州同淨蘭若）

（上接第 1 3 頁）

效佛心待人，啟人心向佛

戒律雖是規條式的，其內涵卻是道德與慈

悲。不但消極地不害他，更要積極地行善利

他。「以己度他情」、「將心比心」是道德、

戒律的心理層面的基礎。被殺、被盜、被淫、

被欺騙是很痛苦的，自己不希望受到這種傷

害，所以也不要以殺、盜、淫、妄去傷害到其

他人。自己希望得別人的關心和尊重，所以也

要去關心、尊重其他人，就是這麼簡單的道

理。發乎慈悲心的持戒，有時雖然違逆自己的

「惡念」、「習氣」，卻也正好可以降伏我執、

生起無我的智慧。能常常多替他人著想，善

心、善緣、福報自然增長。戒律中蘊含慈悲和

智慧，這就與大乘佛法不謀而合了 ！

持戒的更高境界，就是眾所周知的六波羅

蜜中的「持戒波羅蜜」，這是由般若空慧為導引

的修持。持戒而沒有我相、戒律相的分別執

著，這不是持戒之外另有「波羅蜜」（到彼

岸）可得，而是明見緣起無我， 而自然地合乎

行為的軌範，不假造作的清淨行呢！這是自然

成熟的覺醒心行，學佛者能行「持戒波羅

蜜」，即是體現空有不二的中道正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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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與生活的對話

無

辜 隱

生： 我以前學佛比較重視觀念的吸收，但是仍然覺得有很多煩惱不安；現在開始比較會觀照，

但是還是不太熟練。可不可以請問老師一些問題？

師： 很好啊！你說說看。

生： 以前聽到「生老病死」，除非生病很嚴重，總是感受很籠統；現在我對於「老」，感

受很深！

師： 哪些事情使你產生這種感觸？

生： 最近公司裡來了幾位年輕的新同事，看到她們充滿青春活力，打電腦也是又快又好，相形

之下，自己真是老了！動作不再那麼敏捷，照鏡子時，發現不知什麼時候有了魚尾紋，心

裡覺得很不是滋味，很難接受！

師： 你怎麼面對它呢？

生： 剛開始，我很怕想到這些，但總覺得不安；後來聽老師的課，說到無常，沒有永遠的青

春，人要坦然面對衰老的必然到來。雖然是很簡單的道理，卻點出我的心結，有一種豁

然開朗的感覺！

師： 這不就是「平常心」嗎？

生： 可是，我從前自恃年輕貌美，不知不覺生起染著貪愛；潛意識中，其實很害怕衰老，但是

總是逃避它，難怪會有隱約的不安在心中，成為揮不去的夢魘！

師： 以智慧去面對它，觀照它的真相，然後放下「青春永駐」的夢想，以平常心來接納它，

內心才會放鬆、自在！

常諸 行

諸行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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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可是心中似乎仍然有些遺憾和不甘心！

師： 好好觀照這些遺憾和不甘心是從哪裡生起的，你就可以把這些感覺根除！

生： 我一想到我已經不再年輕，就告訴自己，這就是無常的真相。但心裡有一份無奈，我覺得

無常是很無情的！

師：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衰老，就不需要新生命的注入，年輕人永遠沒有發展的機會。人老了就

要退休，交棒給年輕人，這是大自然的定律，相當公平、合情合理的嘛！為什麼難以接受

呢？

生： 大概是因為衰老的是「我」。如果年輕的是我，衰老的是別人，就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了！ 說不定還期待別人退休，自己可以獨當一面、主持大局呢！

師： 分析得太好了！正因為有「我」，才會拒絕無常、衰老！

生： 佛法說無我，可以理解，但似乎比無常更難以接受！

師： 這需要在定慧中，甚深的觀照之下，才能破除我執、我見，一般思惟上的理解是不夠的！

所謂 「但見於法，不見於我」，「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見法」就是重點！

生： 如何才能見法？

師： 這要從聞、思慧進入修慧，或是由身、受、心念住進入法念住。在當下的情境中，只見法

與法的相依存、相對待，因緣生、因緣滅而已。其中沒有任何可以「主宰、支配、自主」

的自我，我執、我見就會逐漸淡化。功夫成熟，終能斷除我執、我見。

生： 這樣就行了嗎？

師： 基本上，依照阿含經的記載，只要方法正確，功夫純熟，不需要曠廢時日，是可以做到

的。至少可以增長智慧，絕對是功不唐捐的。主要看自己有沒有強烈的求道心和鍥而不

捨的毅力吧！

諸行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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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有力的手——菩提心操

在自己手上，只取法財捨俗

財；法財成為身心豐淨的養

料、覺性、導光，入俗不迷，

學真必（圓）徹（不急求「疾

成」、「即成」），人格的真面

目與人性的淳質底，操持得提

升不墜，汰滌得振脫不染的道

骨與法器，大抵是這麼生根發

力的。

二

截斷自家知見，直從三法

印起心動念，即事悟理、循理

作事，世俗識想中的葛藤、絡

索，則日漸枯萎而脫落，內在

澄廓外坦直。歷來直從「古仙

人道」舉足落足，也從「古仙

人道」發（大）心（久久）練

（健）心的，總是先截斷自家

知見，一切以三法印作依準，

才能修學得內澄廓而外坦直。

三

菩提心成為眼前的提點

者，念念向上的意境，步步邁

進的腳跟，便踏實也凌空得不

囿不倒，生死往來久健明。人

面前（妒害）受得慣、笑得透，

嘴臉親切得平易和融的；人

（際）中間（無盡幻態）看得穿、

（假我）用得活，膽志剛韌得巧

善淨廓的，其蘊涵與豁露的一

切，莫不憑眼前的菩提心這麼

提點著。

四

觀不離空，行不著有，身

手展施得不黏不縮，為人與學

佛的資糧，則漸漸植種得豐盈

不匱。事不昧己，理不乖法，

法緣領會得不矜不悖，化世與

說法的基因，則數數奠培得正

大不偏。

五

不圖僥倖、不貪便宜、不

為己謀，直蕩蕩、猛決決、深

厚厚地，物脫得手，法學到

頭，命捨到底。不著人相，不

忘人苦；深念佛德、深銘佛

囑，一切時處體見與表露的都

能這麼樣，就沒什麼瑣細打

量、嚴密藏護，敞敞豁豁做

人、為人、不離人，誠誠切切

憶佛、學佛、（依佛）不賴佛。

六

什麼人能先人後己？菩提

心作得主、帶得頭，因為深知

因人有己，感敬不已常懇切。

什麼人能捨己為人？菩提願練

成膽、積成力（德），以此膽

力奮勉勵振，奉獻一切大喜

暢。什麼人能致身為世？菩提

行能為「目」、能作「足」，

足健目明永不倦昧，步步踏實

事事（分）明（「趣空」興悲，

「趣有」運智）。

七

決不以情損智，決定以智

運情，情勝於智轉迷情（者），

此念此智，面對十方三寶及一

切眾生，生生世世才能見三

寶、度眾生呢！

八

知見脫俗、作略勘真，入

世不溺與出世不了（不「疾

成」、「即成」（著力剿「狂」

絕「倖」））的根性，沒一個不

這麼俐落勘透的！

瑣 語 代 信 通 聲 氣 ( 廿 八 )

仁 俊

瑣語代信通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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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念頭不離三法印，眼前不

忘一（切）緣起的，世間相勘

決得分分明明——不含糊一

念，佛法性擇覺得的的準準—

—能一切相應，內在的正見與

外在的淨行，就不再昧隔或敗

毀了。安危禍福中能如此、必

如此自勉、自強、自動而自

承，心機的動轉與根性的操

練，就不會黏黏滯滯、萎萎頓

頓的了。

十

以菩提心作為知見指南，

觀念上的理性、理路闢展得坦

坦正正，精神之足與意地之

境，舉落分明脫偏蔽。正知見

勘得破命根裡的自我，汰得徹

（聖凡）法界中的自性，昂得頭

面也淨得身手，看一切人不怖

不厭，救許多人越救越勤勇

的，其威力與德能，都憑著菩

提心為底襯、作前導、做中堅

啊！

十 一

學智慧最應著力處：深厭

真我，善用假我，不爭體面觀

緣起（不生），蕭然澹默無所

得。行慈悲亟應發心處：不

（求速）脫己苦，先拯他苦，振

展誓諾獻幻命，毅然果敢有所

為。

十 二

大公無私處：菩提心直直

了了的做人，明裡暗裡都把個

公字鍥入念頭眼底，意地磊落

斷「欲貪」。大勇無怯處：菩

提願踴踴躍躍的為人，逆境順

境都把個勇字致得命空（捨得

決）手挺（提得住），形象端

卓不怠疲。大節無虧處：菩提

行踏踏實實的導人，強緣（威

脅）軟緣（魅誘）都把個節字

持得徹始徹終，佛道清嚴苦

（苦）勵勤。

十 三

最莊嚴的頭面，都從不肯

與人爭體面而獲致的；最清淨

的身心，都從肯得學無我法而

修成的。

十 四

虛心能見得一切人的，沒

一個不活透了心，忘卻了我，

敞敞豁豁面對一切；健心能徹

悟一切法的，沒一個不擴透了

（無著無己之）情，學足了（緣

起）智（緣創悲），淨淨嚴嚴

目注眾生。遍入無盡法界的普

賢德，廣修（闢）無（底）極

法程的普門力，其肇因與起

步，完全憑著這副面目啊！

十 五

眼睛看亮了自家菩提心，

就沒有不可諒解之人了，見面

歡喜開眼笑；肺腑豁開了自家

菩提願，就沒有不可消融之怨

了，學佛慈和涵德徹；操履安

穩著自家菩提行，就沒有不可

涉歷之境了，做人堅貞邁步

健。

十 六

懷的不捨三學，存的不乖

三寶，行的（出入往還）不離

三門，驗的（善惡無記）不昧

（忽）三業；世俗幻象透得過，

佛法真（空）性印得著，雖不

急求解脫，也無退墮之虞了。

十 七

怎樣學大覺性？入世不

著，出世不了，澹澹平平振三

業。怎樣練大發性？處樂必

捨，造樂必決，懇懇切切護三

根。怎樣立大韌性？忍人不

厭，見人不倦，笑笑了了修三

施。

十 八

如何實驗發大心？菩提心

見得一切人，任人喜怒常和

敬。如何實驗立大願？菩提願

為著一切人，助人福善（禍危）

不倦捨。如何實驗立大行？菩

提行化融一切我（我所），施

法施財施無畏。

十 九

瑣語代信通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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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佛一樣，生生世世才能常見

佛、真見人。菩提願把命看輕

了，輕得同沙一樣，心心念念

才能誠學法、猛絕（邪思戀）

情（展篤摯情）。菩提行把業

作正了，正得與空一樣（無著

無捨），事事理理才能不墮

俗、深悟真（不住而導俗趣

真）。

廿

到處都能學佛法、用佛法

的，人說的話都成為自家智慧

——喜怒讚毀觀空寂；人作的

事都勘驗自家慈悲——「割

塗」害護悟假幻。

廿 一

做人識得大體的，菩提心

都成為必然律令，取其所必

取，捨其所必捨，果決立斷；

入世立得大本的，菩提願都成

為廓然德量，涵其所不能涵，

消其所不能消，涵消分明；接

引發得大用的，菩提行都成為

昭然的標，造其所應造（慧

命），迴（向）其所應迴（悲

智），了無慳懈。

廿 二

正法與淨心成念成片者，

則能心安理得，氣貌寬豁息忿

諍；無我與緣起成觀成行者，

則能相空意健，器量超邁渾平

寂。

廿 三

日常中最應注意、注力

處：菩提心活現、活絡、活

用、活印得的的明明，誠誠靈

靈，閒愁襲不上念頭，雜話纏

不著舌根，浮名捨得了體面，

俗利迴施給眾生，不作生死

業，不忘生活律——人格品質

與人性光輝，淬鍛得堅強精

嚴，菩薩形儀與佛陀法界，始

能從我們三業的仰傚與沉思

中，漸漸體現得日切日增，做

人做得暢快奮興，學法學得摯

切恢弘，做這麼種人，多麼夠

味！

廿 四

不忘眾生生老病死苦，發

願致力度脫；不惦慮自家生老

病死，振氣勵心奮揚。 存此心

而立此行者，做人的精神與為

人的肺腑，則軒昂敞廓得畢竟

充實，消沉與狹隘，則永遠沾

不上、閉不著，積極發心，勇

猛練心。

廿 五

不為財色之奴的，挺澹中

的骨力與膽魄，則一直發揮得

不餒不敗，身心整固愈抖擻；

能為諸佛之使的，誠懇中的血

性與命根，都一致策練得必沸

必健，手眼明快更淨脫。

廿 六

菩提心廣結人緣，見人喜敬如

見佛，以馴牛快馬的精神為人

服務，一切人則成為自家的良

田善福。菩提願遍興法緣，護

法精誠甚護命，以捨心致身的

肝肺為法效勞，八正道（一切

佛法的本源）則成為世間的淨

光坦途。菩提行久造（眾生作

佛）根源，逢（即使極劣惡）根

照拂能轉根，以孝親愛子的嘴

臉植根發力，（身語意）三淨

業則成為事相的大德宏量。

廿 七

最明智的時空觀，不浪費

時間，不佔有空間，藉時觀空

而行空，不為個己耗神盤心，

常向眾生注目察苦，不避苦而

施法，不錯眼以滯情：以法導

情、運情，擴（真摯）情（操）

倡法、護法，為法不遺餘力。

佛法念與時空觀，這麼配合而

施展著，肉眼所見、所學的佛

法，積久則成為法眼，看破自

己，亮豁豁地照引苦惱眾生，

同度彼岸。

廿 八

什麼人的心最夠力？不讓

煩惱遮蓋菩提心，立起立制貓

捕鼠。什麼人的願最夠力？不

為苦惱退失菩提願，即溺即赴

親援子。什麼人的行最夠力？

不許逸樂毀滅菩提行，能

（前）瞻能（後）顧佛注目。

瑣語代信通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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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erican Society of Buddhist Studies Inc. 310

A nnie Zhaohui Y ang   20

Buddhist A ssoc. of U .S. 500

Chechen John H su   70

Chih Chieh Y en   10

Christina Low 100

D avid Chang   35

Fung Ling Chang 107

G ee G w o M ei   80

G eorgianna Y oung 100

H arriet C. Chu   30

H ong K uo Lin 100

H siu Lien Lo 100

Janet W ong Shin   50

Judy W ong   20

K enneth K uo W u   50

K evin H . Chang 300

K uei Feng Lee   20

Leo J. Tsai   60

Li Chen   30

Lucita Tiu   20

M iranda W ing Sze Tsang   25

N an W ei Chow   20

Po S. Fung   20

Shiuh K ao Chiang   50

Shou-Jen K uo   20

Shu W en Li   25

Su M ei Lee 500

Ting C. Chang 600

Tsuyun H o   50

W en Chi Sha 100

W en Chung Shang         1,085

W en Shyong Su   45

W en W en Chang H w ang   40

W illiam  Tsai   25

X iaoping Lin 225

Y en W u N g   20

Y ih H w a Cheng   50

Y uan K ai Tsao 200

Y ueh Tsu K ao 150

助印徵信，背誦驗收

日改一過，勝於日讀一書；

日積一德，勝於日獲一珍；

日化一人，等同日培一佛；

日持一心，等同日覺一切。

佛書助印徵信（至6月1日）

『成佛之道偈頌』背誦驗收

Li-Jen Chen 居士

通過驗收，獲贈『妙雲集』全集一套。

1999年春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