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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修好？還是團

體修好？

學
佛，究竟一個人修，

比較好？還是加入僧

團，過團體生活比較理想？

有人認為，能不能和大

眾一起生活，端看個性，

有的人就是無法適應團體

生活，如果硬要這類人捨

棄獨居、融入團體，反而

可能會因不自在而起惑、

造業。不過，從修行的角

度看，若整個環境一切都

是隨順個人所好，似乎也

不易檢測出個人的修為究

竟到達何種程度，亦無法

知道自己還有哪些缺失得

改正。

因此，合理來說，縱使明

知自己是屬於應離群寡居

的個性，但身為一位修行

者，顯然是不宜長期獨居

深山林中的，因緣許可時，

仍要要求或鞭策自己得走

入群眾。因為人與人接觸，

基於累世以來的「緣」與

「業」之基礎，除了會有

順境，也一定會有逆境相

伴，而「逆境」正是對一

位修行者的一種考驗，更

是一種磨練，例如要去學

習「忍」或至少要學會「轉

念」。

如果修行者能夠藉由每

一次的逆境考驗，來調適

自己的認知，這對修行是

有助益的，一段時日以後，

一定可使自己的修行獲得

更上層樓的功力。

二、自修與外弘要平衡

有很多人，學佛一段時

間後，便十分熱切地欲藉

由佛法來幫助眾生，殊不

知自己功力不夠，定力不

深，反而很快被世俗給同

化了，這是很可惜的事。

因此，修行者要走入人群，

是可以的，但不能因此荒

廢了原本該作的自我修行，

換言之，接觸眾生與自修

是須妥善安排與規畫的，

兩者花的時間與心力要並

重，所謂「為學日增，為

道日損」。僧俗二眾皆然！

舉我個人教學為例，曾

有退居的師長提醒我們，

教學或弘化是有意義的事，

但我們畢竟還年輕，資歷

尚淺，不宜全部心力放在

書本上或跟眾生的互動上，

因為過去修學的資糧是會

掏盡的，道心也會被俗塵

蒙蔽的。所以，這條修行

的路上，每週或每月要安

排靜態及動態之平衡，動

則思靜，靜則思動，讓修

治自心習氣煩惱的道力繼

續增上，而對應外弘的種

種又不偏廢，這樣才會走

得長遠。

師長說曾看熱忱外化的

年輕法師，剛開始個人及

道業還算能把持住，但日

子久了，人際關係複雜之

後，就看到這位年輕法師

越來越俗化，甚至已無法

發現自己的不足在何處了。

這是很現實的經驗，所

以有為的年輕法師，定要

謹記這份座右銘，讓自修

與外弘平衡，並真能實踐

自利利他的遠大標的！

三、拿著念珠，即指修

淨土嗎？

近日看到性空長老回答

自己喜歡「手上數著念珠」

的開示，悲欣交集。他答

道：「有時念佛，有時念

咒，有時什麼都不念，只

是握著。其目的都是一樣，

收攝自心，安心。」

以前，我在念佛教史的

課程時，總是不解為何一

味的原始佛教，逐漸會出

現部派分裂？慢慢隨著人

生經歷多了，才恍然心開

意解。

我舉個例子，近日有位

老菩薩跟我說：「師父！

我是念佛的，所以看到人

總喜歡開口問好阿彌陀佛。

但為何我到南傳道場，或

接觸修南傳行的人時，我

跟他們說阿彌陀佛，他們

都『聽而不聞』『視而不

見』，好奇怪喔。以前沒

有這種分別，但學多學深

之後，彼此的距離怎麼相

隔那麼遠了呢？」我簡述

一下：「若您知道人家不

相應，您就別說阿彌陀佛

嘛。」

這番對話，一直迴盪在

我的內心，且不斷自問：

「我回答別人一句佛號，

或手拿著念珠，即指我也

在修淨土法門嗎？」我想

不會吧。就如我們參訪天

主教堂，神父跟我說「阿

門」時，我自然也會跟他

回一句「阿門」，這並不

代表我信天主吧。

一味的佛教會分裂，會

成為異端分子的抨擊，不

是無因無緣的。因為假如

佛弟子本身，已出現固執

自是他非，或唯我獨純的

念頭，無法包容五事不具

者，無法體諒信心不具者，

甚至看不見別人握著念珠

的目的，「只是為了收攝

自心，安心」的話，無形

的城牆就從自心築立而不

自知了。

然而，修淨土的人當然

也要留意，到別人的家，

或見到非同己法門的人，

不一定要跟別人說某個佛

號的，因為修行是修心，

是修正自己散亂及顛倒的

心，而非一見人就推介自

己所好樂的產品，有時也

不能怪別人「無動於衷」

的。

話說回來，不管修什麼

法門，我們要觀察一個人

修行有沒有到家，其實不

難，您可用三十七道品來

審核，就好像一個修南傳

見到一個念佛求淨土的人，

應以其有沒有因念佛而具

足五根五力為要，或念佛

者有沒有行八正道為準，

先不去評論淨土的有無，

端視其有三業清淨，有信

願行，有自利利人，有三

法印，假設說他因緣不具

足捨報時到不了淨土，至

少至少他所累積的資糧，

足於讓他投生善趣及繼續

修行，倘若具三因生就更

圓滿了。

想想自己，想想佛教，

想想眾生，一味一清淨的

釋尊教誨，莫因個人福淺

智薄而讓其蒙受誤解，請

問您忍心讓無助惘然的眾

生內心無所依靠嗎？假如

不忍心，請放下自我的尊

嚴，有時更體貼眾生的心

境，同時無形中也能讓嚴

重分化的佛教現況得以相

敬和合及相互尊重。

教學的三則感悟
◎釋開仁（慧日講堂副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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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曆 農曆 星期 活動名稱

07/10 06/07 日 八關齋戒

08/14 07/12 日 盂蘭盆報恩法會

09/11 08/11 日 八關齋戒

10/28~30 09/28~30 五 ~ 日 藥師佛三法會

11/13 10/14 日 八關齋戒

12/04 11/06 日 八關齋戒

12/10-11 11/12-13 六 ~ 日
佛隨念禪二 
（開印法師）

共修法會行事曆
慧日
講堂

105年度

第2版

長
慈法師於 4 月 24 日蒞臨慧日

講堂人文講座，講「印順導

師對《般若經》思想及其發展之闡

釋」。法師講來十分輕鬆，講述的

內容讓我如雷貫耳。法師所引用的

導師的著作，雖然我在課程中曾經

學習過的，但法師所講述的幾個重

要觀念卻是我沒有好好把握的，真

是慚愧。謹摘述重要內容如下：

1、佛法是先有法門，再經展轉

傳授，然後編集成經本，決不能想

像為一般的「創作」。集出以後，

有疑難的，增補些解說；有關的法

義，也會增補進去，文脈也會漸漸

地增廣起來。

2、般若波羅蜜為一切菩薩法門

的核心。般若是不取著一切也不捨

一切的勝義慧。般若是體悟的修證

法門，不是義理的敘述或解說。般

若不是世俗智慧，而是依世俗智而

引生的。般若在發展中，現證無分

別與世俗分別（聞思修的正分別）

相聯接：依分別入無分別，依文字

入離文字，依世俗入勝義，成為「般

若法門」的方便。

3、「原始般若」法門是從現存

的「下品般若」中抉擇出來的，在

「下品」序分中，須菩提所說的內

容，是啟發的、反詰的、修證的，

這就是「原始般若」的部分。「原

始般若」是直入無生的深觀；其特

質是「無諍行」。從實質說，是遠

離一切戲論，一切諍執的寂滅。諸

法但名無實，菩薩也但有名字。菩

薩不住一切法，不攝受一切法，名

為「諸法無受三昧，菩薩修習相應

了，就不會退轉而墮入二乘，所以

這是不共「二乘」的般若波羅蜜。

原始般若的一貫特徵，是從菩薩與

般若，開示無可教、無可入、不應

住、不應念，引入「無生」的深悟。

4、「下品般若」是適應一般人

修學的般若法門，從讀、誦、書寫、

供養等說起，以聞思修為方便，不

但要安住、修習、相應、不離般

若，也要思惟、觀察，及聽聞、讀、

誦、受持。菩薩修學的歷程有五階

位：（1）發大菩提心。（2）如說

行──與般若波羅蜜還沒有相應的

階段。（3）行六波羅蜜，修習般

若波羅蜜相應行。（4）不退轉。

（5）一生補處。「下品般若」是「般

若道」，重於般若的無所取著，悟

入如如法性（沒有「方便道」的內

容）。

5、「中品般若」「後分」是重

於方便的化他。依二諦說明「一切

都不可施設，而為什麼要說法等」。

「前分」說明佛智要從菩薩修習廣

大的功德中來，而這都非學般若不

可，不只是「下品般若」那樣的攝

導五度。「中分」從大乘是菩薩行

的見地，列舉了大乘法門的內容。

6、「上品般若」是以「實有菩薩」

之教學，對治無相散動。

總結：「印順導師對《般若經》

思想及其發展的闡釋」提供學習者

一條修學般若法門清楚的道路，令

修學者更能正確掌握法門的核心要

義。令人感佩、感動、又感恩。

大
乘佛法核心的《般若經》卷

多義深，《心經》以精簡的

二百六十字概括攝盡，為《般若

經》的心要。

慧日講堂人文講座於 3 月 27 日

由藍吉富教授主講「般若心經五段

結構義理說明」。首先，藍教授

將佛教徒分為四類，也就是在《廣

論》的下士道之前，多了一類「求

現世效驗、消災祈福」型，依他的

觀察，此類「初機」型的佛教徒佔

最多數。

每一類佛教徒有其修行的法門和

方法，淺深不同。教授認為，應掌

握「見、修、行、果」四個概念；

「見」是對法門所依據的原理（如

經典的聖言量）有基本認知，進一

步如何「修」（靜態）、如何「行」

（動態）、「果」位是什麼，才能

有個基準，不致流於盲修瞎練。

《心經》是證悟的法門，相對應

的修行者屬性是第四類「自利利

他」的大乘佛教徒；藍教授將《心

經》的經文分成五段來說明其義理：

菩薩道所行的六度中，藍教授認

為，布施、持戒、忍辱可說是「人

際關係」，這除了信願、慈悲外，

主要也是因為菩薩具備了「勝解空

性」的本領，能觀一切法如幻如化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不執

取而心調柔的長時間廣利眾生，為

修行的動態實踐。

般若是菩薩靜態的修行，目標是

體證無為的空性──諸法實相，進

入「絕對無」的境界。《般若經》

中常用「不、無、空、非」等否定

字眼，是以勝義諦的角度否定自性

執，並不是要否定世俗諦的緣起

有。所以藍教授指出，般若修行的

要領是要從有為法（五蘊身心）切

入，透視有為法的本質是空性，這

其實也正呼應了不能離開有為而說

無為的「當體即空」，也即是因待

有為而假立無為；離開了有為，無

為也不可得。

菩薩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自

然要在生死中學習，要有一套長在

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

因此，除了「堅定信願」、「長養

慈悲」，主要的是「勝解空性」。

觀一切法如幻如化、了無自性，得

二諦無礙的正見，是最主要的一

著。

印順導師對《般若經》思想
及其發展的闡釋

◎杜春蓮

般若心經五段結構義理說明
◎張美華

段落 經文（簡引） 義理說明

一
觀自在菩薩，……度一

切苦厄。

具體而微的展現了觀自在菩薩修證般若的

「見修行果」。

二
色利子，色不異空……，

亦復如是。
修證的原理。

三
色 利 子， 是 諸 法 空

相……；無智亦無得。

證悟者所入的空性境界的實況，一切相不

現。

四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在緣起無常、一切法自性不可得的基礎下

修空性，不但聲聞證入涅槃，即使是三世

諸佛，都要依循此「三相（我相、法相、

空相）不著」的般若理路證得無上菩提。

五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

大神咒，是大明咒，……

菩提薩婆訶。

對般若波羅蜜多的讚語。

105 年度上半年

慧日講堂人文講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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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與其他宗教有一個很大的

差別，那就是佛教的創始

者——釋迦牟尼佛，是以人身而實

現正覺解脫的聖者。要了解佛教，

就必須對佛陀的聖格和正覺有深刻

的認識。慧日講堂住持宏印長老有

鑑於此，乃禮請素有豐富佛學涵

養、表達條理分明的圓波法師於 5

月 22 日為大眾開示「印順導師的

佛陀觀」。

法師首先對佛教的早期發展作一

概說。從佛教以前的印度文明 ( 吠

陀創始、梵教極盛及東方教派興

起 )、佛世時代背景 ( 政治上強凌

弱而進行兼併、宗教上則是婆羅門

教逐漸腐化，新思想趨於極端 )、

佛陀一生的行誼、以及佛入滅後，

描述佛陀事跡的「本生」、「因

緣」、「譬喻」等娓娓道來，讓聽

眾對佛教的發展有一清楚明白的認

識。之後再針對佛教主要部派 ( 上

座部、大眾部及說一切有部 ) 以及

大乘佛教的佛陀觀，一一加以剖

析，最後提出印順導師對佛陀觀的

抉擇，以及對於正確佛陀觀的看法

等。

法師提及，佛陀觀的思想發展到

部派時期，產生了各部不同的見解

和爭論。爭論的關鍵主要在於佛陀

的色心和佛身的「有漏」與「無漏」

上。以佛陀的色心而言，有部以為

佛入無餘涅槃，即灰身泯智，不可

談有色有心；上座部以為佛入無餘

涅槃，色是沒有了，但斷煩惱的淨

智還是有的，亦即是有心而無色的；

大眾部則以為佛的色身是無漏的，

因此色身也是所歸敬的。另外從佛

身的有漏、無漏來看，上座部主張

佛是現實人間的，與一般人相同，

因此是有漏的；大眾部則以為佛身

是無漏的，佛之所以有病服藥，是

方便示現，真實佛是在兜率天上。

由此可見持現實、理性觀點的以說

一切有部為主，認為佛陀的色身和

凡夫一樣是有漏的，同樣會有生、

老、病、死；相對地，大眾部則發

展出理想的、信仰的佛陀觀，認為

佛陀的色身是無漏的，所以會生、

老、病、死都是為了方便示現。

初期大乘佛教的佛陀觀，開展得

更為理想化。其共通的佛陀觀是究

竟寂滅而德相無邊。除了認為佛是

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外，

還有三世佛與十方佛的思想。由於

在當時鑄塑佛像也流行起來，與十

方佛的信仰相融合，使得「現在佛

悉在前立」的念佛三昧，也跟著興

盛起來。

後期大乘佛教的佛陀觀中，唯識

系提出佛有三身 (自性身、受用身、

變化身 ) 及四智 ( 成所作智、妙觀

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 的思

想；真常大乘為攝化外道而說如來

藏我，這是適應世間的妙方便，但

其融攝印度神教的程度，卻日漸加

深，形成「天佛不二」，不只是理

論的，更是信仰的。

導師對於佛教歷史發展中各時期

對於佛陀觀持有不同的看法，均有

深刻的了解並加以抉擇，提出自己

的觀點：

1、針對有部忘卻「佛身無漏」，

以為佛陀的饑渴寒熱，與自己一

樣，導師指出佛陀的偉大在於無漏

功德，有部的佛陀觀，是照著苦行

厭離者自己的想像而複寫的。

2、針對大眾部的擬想觀，以為

證無生法忍的菩薩就是成佛，或者

認為釋尊成佛久矣，現在不過是示

現，導師認為要離卻擬想，佛陀「在

天而天，在人而人」，何必執著？

導師指出，正確的佛陀觀，應該

理解佛在人間的確實性，並確立起

人間正見，把握出世 ( 不是天上 )

正見的佛陀觀。阿含經云：「諸佛

世尊，皆出人間，不在天上成佛

也」，就是最好的說明。佛陀成佛

的絕對智證，就是在人間相對地完

成。此外，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

見佛，亦是正確的佛陀觀。

佛陀教化弟子，不以權威的領袖

者自居，而與弟子保持師友的關

係，並以平等心對待其他僧眾，迴

施物於僧，不欲厚於己。佛與佛弟

子的心行，除謀生死的解脫外，兼

求淑世善生之道。佛陀崇高的諸多

德性、悲懷、平等、躬行及身教等，

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導師以

深邃的智慧，指導我們正確的佛陀

觀，倡導人間佛教，鼓勵大家在平

常中就可以隨分行踐菩薩道，使佛

法能實際而直接的利濟人群，其苦

口婆心與大悲大智的精神，適足以

令人尊敬與感佩。身為佛弟子的一

份子，除了要對佛陀的聖格與正覺

有深刻的認識外，更要時時記住佛

在人間，即人成佛，學習佛陀的慈

悲與智慧，在菩提道上努力精進。

印順導師的佛陀觀
◎陳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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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週五一次的「印順導師著作導

讀班」，此期導讀的書目為《學

佛三要》，全書共分十一章，近三個

月紮實的課程由宏印長老、開仁班主

任及多位褔嚴法師帶領。課程宗旨是

為了「培養佛法的正見基礎，建立正

道的修行方向」。說法者平日精勤備

課，上課時充滿熱忱，對於曾在佛門

裡載浮載沉的我而言，那是難以言喻

的悲欣交集。

導師於《學佛三要》第四章中說：

「佛法決非萬別千差，而是可以三句

義來統攝的，統攝而會歸一道的。不

但一大乘如此，五乘與三乘也如此。

所以今稱之為『學佛三要』，即學佛

的三大心要，或统攝一切學佛法門的

三大綱要。」

什麼是「三要」？如《般若經》所

說：「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上

首，無所得為方便。」也就是「信願、

慈悲、智慧」，此為菩薩修行的三要

門。然行有多元、願有大小，要如何

刮垢磨光？如何落實正向的「行」？

當然還是得細水長流地從聞思修開

始。

「佛學之要在慧學；唯慧學足以表

彰佛法之特色；唯有慧學，直接通達

佛教的深奧之處；唯依慧學能成聖

者……。」第九章〈慧學概說〉把有

關經藏裡慧的部份全部蒐集，細心的

班主任怕我們一知半解，因此作了補

充講義。在慧日講堂網站「導師著作

導讀班」都可以看到完整的講義、課

後補充講義及 mp3。這樣無私的將法

音宣流四方，需要多少人力與物力？

「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

看」！感念眾人的成就，這些得來不

易的法寶，應生珍重想。

為了讓同學更有「專注力」，法師

們上課時會運用笑話、舉例和反詰

法，不讓我們進入「禪定」狀態。我

試舉兩則記憶深刻的例子：

例一：在擁擠的高鐵車廂，一對年

輕夫妻懷抱啼哭不已的幼兒無位可

坐，會常法師對於他們的苦惱感同身

受……。而他的智慧勸說令坐者不起

憂惱，仁憫之心幫他們「化緣」到一

個位子……。原來法師可以如此巧妙

地實踐布施波羅蜜！使我聯想到《大

智度論》中所說的：「慈悲地中生，

一切智樹牙。」慈悲是佛法的根本，

與樂拔苦的慈悲心行是導師著作中一

再强調的。

例二：大家參加法會時難免都會寫

一串超薦名單，期望歷代祖先都能被

超度……。圓融法師言：「與其寄託

於不可知之事，為何不切實地用信

願、慈悲、智慧利益他人？」簡單的

幾句話，卻有動人心弦的魅力，這不

是佛家常言的「自通之法」嗎？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

易，倘能遇到賢明智慧的老師，必能

「以簡馭繁」、「綱舉目張」地縮減

摸索的過程。對一位初學者而言，我

寫不出導讀，也無法系統地歸納，只

能淺薄地表述聽課心得。但願能像熱

帶雨林裡的那隻小蝴蝶，偶然地搧動

幾下翅膀，藉著這微弱的氣流，吸引

您也來一窺堂奧！

共
產黨向國民黨爭奪政權有近

三十年之久的歷史過程，其

革命作風，以及信奉馬列主義的思

想，以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

「宗教與唯物主義或科學是敵對

的」。佛教徒在有選擇的情況下，

願意留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必有其

艱難的決定與憧憬。而在國民黨兵

敗退往台灣之際，決定跟隨國民黨

及國民政府到台灣，他們的抉擇體

現了有進無退的決心，甚至願意臨

危蹈海。

    我國政治社會產生重大變化時，

佛教徒如何因應抉擇，陳博士選了

明真、虛雲、道安、印順等四個個

案，作對照性的探討。這四位法師

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有一定的知名度

及影響力，尤其對國共兩黨的政權

性質相當具有感受之情，論述之

力。

    明真法師在中共建國後，以僧人

身份參政議政，擔任佛教及人民代

表多種職事頭銜，是一位心理相當

涉入現實，出離心不是很重的人。

其政治思想比較左傾，對於新時

代、新生活方式的來臨，已經不是

適應、接受而已，而採取積極投入，

熱情擁抱的態度，主張不要在人民

立場以外「再妄執一個佛教徒的立

場」。

    虛雲法師自雲南雞足山開始，廣

開戒法，度眾無數，重建祖師道場，

由於閱歷豐富，看待政治的態度是

很平常的。在經濟生活方面的適應

並不困難，但在政治方面則受到很

大的干擾。

    道安法師志在復興中國佛教，很

像明真、巨贊一般掛著很多頭銜，

在政治、佛教之間與明真政治立場

不同，其奔走宣傳「中共迫害佛

教」，他做了不少佛教事業，但對

他的佛學、道德修為助益不大。

    印順法師生性內向，不愛活動、

應酬，只是心在佛法，對世間事緣

沒什麼興趣，是承續並弘揚太虛思

想的「學問僧」，他是最能從佛法

的立場批判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代表

者，在台灣潛心著作，成就斐然。

有幸恭讀印順導師的《妙雲集》、

《華雨集》、黑皮書真是最感幸福

的事，感恩經過浩劫後，佛法在這

片淨土重生，核心精準介紹、整理

釋尊法教，當珍惜，實踐。

1949前後佛教法師的調適問題
◎詹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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