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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春季華嚴大法會
華嚴蓮社為慶祝創社 60週年及推廣華嚴海印道場修證法門，
本年度特擴大舉辦春季華嚴誦經法會。3月 29 日上午九時起
將設立七處九會海印壇場，並舉行海印道場修證法會一永日，
除祈請華嚴海會佛菩薩光降道場，慈悲納受善信的虔誠禮敬
供養外，也將帶領信眾依普賢行願懺儀，一一禮拜華嚴海會
諸大聖眾。3月 30 日～ 4月 8日每日上午八時起，則照常舉
行例行的春季華嚴誦經會暨清明祭祖法會，期間諷誦華嚴經
第一至四十卷，會中並由主法和尚開示華嚴法要。圓滿日下
午 3時整，禮請廣慈長老施放焰口佛事一堂，以利冥陽。
屆時敬請諸位護法大德參與盛會，同崇孝思，共修功德為荷。
若需設立往生蓮位超度祖先親友者，即日起，請親至本社寺
務處登記。
本社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44號（近捷運忠孝新生
2號出口）
聯絡電話：02-2351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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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激烈的總統大選在農曆年前順利落幕，儘管雙方陣營在競選過程中攻防

擊砲火猛烈，但是，選舉一結束，整個臺灣社會又迅速恢復平靜，這種理智

與自信正是臺灣民主可貴的資產，同時也贏得世界的同聲讚譽與尊重。

臺灣屬於海島型經濟，一切以出口為導向，過去 90 年代，臺灣出口以

歐美為主，直至大陸改革開放，臺商西進，兩岸政經情勢大幅改變。2008

年之前，臺灣對大陸的交流仍以「戒急用忍」為最高指導原則，兩岸交流時

進時退，由於對和平的不確定感，許多產業始終無法在穩定中求發展，致使

喪失許多契機，殊為可惜。

馬團隊上臺後兩岸和平的進程大幅提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

不斷推進兩岸交流，在商業貿易方面簽定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開放大三通、放寬陸客自由行等等措施，因而吸引日本來臺洽簽投資保障協

定，這些情勢若沒有兩岸和平為基礎是無法達成的。2012 年臺灣總統大選，

在野陣營不承認「九二共識」，又始終無法有效地提出兩岸關係和平論述下，

終至功敗垂成。政治 ABC 的基本常識證明，兩岸若無法和平，不要說經濟

繼續發展，各種交流也將中斷，這對臺灣是重大斲傷。

舉凡各種發展皆要在和平的環境中進行，此一鐵律中外皆然。盱衡民國

佛教，神州大地內亂外患不斷，太虛大師（1890-1947）主張教制、教產、教

理之改革，在破除佛教予人「死人宗教」之觀感下，大力倡導「人生（間）

佛教」。但是，由於社會動盪，和平難企，終其一生，太虛大師的改革理念

大選後兩岸和平與
佛教發展的契機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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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未能落實。

1949 年政府遷臺，深受太虛大師改革理念的僧侶大批來臺，終於有了落

實的契機。惟最初幾年國共內戰頗有漫延臺灣之勢，美國政府已經打算放棄

中華民國，若不是國軍在 1949 年 10 月金門「古寧頭戰役」阻敵，恐怕臺灣

也成為中共的囊中物。接著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共軍迅速投入戰場抗美，

1954 年金門「九三砲戰」爆發，12 月美國與臺灣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美國太平洋艦隊巡防臺海，臺灣終致有和平發展的環境。

隨著臺海的穩定，臺灣經濟在 7、80 年代迅速起飛，形成世人眼中的「經

濟奇蹟」，與此同時，秉承民國佛教共識的「人間佛教」理念，終於在和平

穩定的環境中開始落實。以慈善、教育、文化為核心的「人間佛教」，經過

長期的試煉，終於開花結果，成為華人佛教發展的典範。

馬總統競選連任成功，與其說是政績取勝，倒不如說是「九二共識」的

和平穩定壓倒一切。大陸佛教自改革開放之後，也推崇太虛大師「人間佛教」

的理念，近年又倡導「和諧」社會，這一切都說明和平穩定是何其重要。大

陸改革之後，兩岸佛教交流也難免隨著政治趨勢而上下起伏，致使兩岸佛教

發展頗有不確定感。2008 年馬總統上任以來，兩岸和平的環境，也使得佛教

發展有了新契機，例如花蓮慈濟功德會，2010 年 8 月以「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的名義在江蘇省蘇州市掛牌成立，這是兩岸自 1987 年交流以來，首宗

佛教單位在大陸獲合法身份，如果沒有兩岸和平的環境，是不可能達成的。

以兩岸和平發展為王道的馬政府連任成功，為政經發展開啟契機，包括

佛教在內的各種團體組織也獲得交流與發展的利基。在兩岸和平紅利的前景

之下，相信將有助於兩岸佛教交流的擴大化與「人間佛教」的深入化，兩岸

佛教的良性互動，將會是本世紀漢傳佛教發展契機，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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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臺北華嚴蓮社

臺北華嚴蓮社 2012 年初六至十一日（1 月 28 日至 2 月 2 日）新春三千

佛洪名寶懺法會，於農曆正月初六上午 9 點，在華嚴蓮社二樓最吉祥殿中舉

行。首先響起三陣懺鐘接著高唱「南無普賢王菩薩」，三千佛懺法會就在莊

嚴的普賢王菩薩聖號聲中隆重的揭開了序幕。三千佛懺法會每天分五支香進

行，午供由華嚴蓮社賢度董事長主持，其餘則由蓮社天演住持主法拜懺。第

一天上午 11 點，鐘鼓齊鳴後舉行法師與信眾們新春團拜，首先，第一拜全

體大眾向佛菩薩拜年，並祈求世界和平、國運昌隆；第二拜向祖師拜年，並

祈求祖師們慈恩加被宗門永續、道場興隆；第三拜向董事長拜年，恭祝賢度

董事長法體康泰、法輪常轉；第四拜向天演住持賀年，並祝福住持法師大轉

法輪、常住興隆；第五拜祝福諸位法師，道業增長；第六拜祝福與會居士們

家庭和樂、事業順利、福慧增長。

賢度董事長也祝福大家龍年大吉，

新年新氣象好運龍龍（隆隆）來。

之後，賢度董事長和天演住持一

齊發放諸佛菩薩加持的福袋，福

袋內有「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的紅包，有象徵長壽的長生果（花

生），象徵福慧圓滿的福圓（龍

眼），象徵平平安安幸福滿滿的糖果，象徵年年豐收的福壽米，以及早成佛

道的紅棗等果品，象徵著五福臨門的祝福，大眾歡喜的拿著福袋互道新年快

樂。

龍躍新春早成佛道
三千佛懺及華嚴供佛齋天法會特別報導

▓編輯部

天演住持分發福袋給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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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禮拜三千佛懺最主要是

藉由恭敬的禮拜三世一切諸佛，

祈願世界和平、災障消除；並且

將禮懺的功德迴向國泰民安、風

調雨順、事事吉祥如意、闔家平

安。大眾在諸佛菩薩的加持下皆能龍運當頭、吉祥如意、福慧駢臻。因此，

與會信眾都認真的稱誦諸佛名號並且每天禮拜六百佛，雖然有些辛苦，但是

在高昂的佛號聲中，人人法喜充滿，最吉祥殿也天天座無虛席。初八是蓮社

職事人員上班的第一天，上午 10 點在一樓舉行常住法師與職事人員新春團

拜。向佛菩薩拜年後並向賢度董事長、天演住持及常住法師等拜年，之後並

相互拜年，互祝新年快樂。董

事長更一一勉勵大家，共同攜

手前進廣增福慧，團拜就在簡

單而溫馨的氣氛中結束，大家

歡喜的回到個人的工作崗位繼

續努力。

法會第四天舉行華嚴齋天

法 會 ，由 華 嚴 蓮 社 賢 度 董 事

長、天演住持以及桃園僑愛佛教講堂乘度住持一起主法。首先，由三位主法

和尚共同灑淨令壇場清淨，灑淨儀式後緊接著請聖，禮請佛、法、僧三寶以

及十聖位、四加行位、三賢位等菩薩以及第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洹、須

陀洹等阿羅漢、三界諸天眾及護法聖眾善神眾等光降道場納受供養。請聖之

後，接著主法、執事人員以及與會大眾等以鮮果、素齋一一獻供，大家以虔

誠恭敬的心獻供，一樓會場顯得井然有序、莊嚴而隆重。獻供圓滿後，三位

主法和尚散花供養諸佛菩薩、龍天護法等。11 點舉行華嚴大供、延生供及

天演住持主持三千佛懺法會。

華嚴蓮社常住與職事人員互相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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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供。華嚴齋天法會由蓮社開山

智光老和尚發起，並將法會結餘

作為教育之獎助學金，已經行之

有年，今年自不例外，因此華嚴大

供後，在一樓頒發 100 年度佛學獎

助學金，共有二十三位優秀學子獲

獎。董事長勉勵學生們繼續認真學

習，以感恩的心充實自己，期許將

來能幫助更多的人。而獲獎學生也與頒獎人合影，留下珍貴而感人的鏡頭。

法 會 最 後 一 天 ，下 午

三千佛懺圓滿之後，由天演

住持主法普佛，大家精神飽

滿的高唱藥師佛大讚、讚佛

偈、拜願等，最後在虔誠的

送聖讚中圓滿了新春三千佛

懺法會，與會大眾個個在龍

年吉祥的祝福中法喜滿懷。

僑愛佛教講堂

僑愛佛教講堂於 1 月 23 日（正月初一）至 27 日（初五）舉行新春祈福

法會，由乘度住持領眾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一部，藉此禮懺功德，迴向

世界和平，並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新春期間，信眾熱烈地參與禮懺，

期許在新的一年中有好的開始，闔家平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乘度住持

祝福信眾，在三千佛的加持下都能吉祥如意、福慧駢臻。 

1 月 27 日（初五）圓滿日舉行華嚴齋天法會，華嚴蓮社賢度董事長與

賢度董事長、天演住持及僑愛佛教講堂乘度住持
於齋天法會中一同主持灑淨儀式。

三位主法和尚散花，願三寶諸位聖賢及護法諸天納受
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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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住持蒞臨講堂，共同主

持齋天法會，帶領信眾一起

請聖、獻供、散花，禮請華

嚴海會諸佛菩薩與諸天聖

眾，光降道場納受供養。午

供前，賢度董事長與信眾團

拜後，為信眾開示「華嚴齋

天供會」之緣起，乃由華嚴

蓮社開山祖師智光老和尚發

起，為獎勵清寒學子所提倡的「華嚴齋天供會」，並將齋天法會的供齋等功

德金捐出，作為獎助學金獎勵清寒學子。

最後，董事長祝福信眾五福重增─長壽、富貴、康寧、修好德、考終命

（善終）。會後，由賢度董事長頒發獎助學金給五位受獎的學生，並鼓勵他

們努力向學。

賢度董事長、天演住持及乘度住持於僑愛佛教講堂共
同主持齋天法會，並以鮮果獻供。

賢度董事長頒發獎助學金後，與天演住持、乘度住持及五位受獎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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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關懷

農曆新年前，臺灣及海外各發生一起重大交通意外，但面對乘客的安

全，兩位駕駛的表現卻有天壤之別。

1 月 13 日晚，義大利豪華郵輪「柯斯達康柯達號」（Costa Concordia）

在吉格里奧島外海觸礁翻覆，船上約有 4 千 2 百名乘客，臺籍旅客 13 人雖

然平安獲救，但此一事故至少造成 11 人死亡，21 人下落不明。事故發生逾

24 小時後，救難人員 15 日再從郵輪救出 3 人。52 歲的船長薛提諾（Francesco 

Schettino）15 日遭拘留，罪名是涉嫌過失殺人和棄船，之後被法官下令軟禁

在家。

被倖存者形容場景宛如鐵達尼號沈船翻版，因為船長薛提諾在救難尚

未完成時即棄船而去，一通電話錄音顯示，港務局官員當時下令船長返回遊

輪，以協調處理疏散乘客事宜。但當時船長薛提諾似乎是拒絕，他首先回答

說，船上已經有救難人員，隨後他又說，光線很暗，什麼都看不清楚。由於

船長的不作為，而被義大利媒體痛批「全民公敵」、「懦夫船長」以及「義

大利最惹人厭的男人」等。與之相對的是，數天後臺鐵太魯閣號列車發生撞

擊砂石車的重大傷亡事故，列車駕駛蔡崇輝的英勇事蹟在農曆年後獲得表

彰。

1 月 17 日上午 8 點 42 分，臺鐵一列由田中開往花蓮的太魯閣號列車，

在楊梅埔心站南方幸福水泥平交道上，或說柵欄起落問題，撞上疑似闖越平

交道的砂石車，強大的撞擊力，致使火車車頭幾近全毀，數列列車出軌翻覆，

除駕駛死亡外，還造成 22 人輕重傷，引發各界震驚。

幸福列車
義大利船難與太魯閣號列車的啟示

▓闞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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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上砂石車之後，臺鐵彰化機務段機車長蔡崇輝原本有逃生的機會，但

為避免傷亡擴大，自己雖然傷勢嚴重，但仍然緊緊握住操縱桿煞住列車，堅

守工作崗位，犧牲生命。為了表彰蔡崇輝的英勇事蹟，其骨灰擬奉厝在彰化

市立納骨塔，牌位並將擇期入祀彰化忠烈祠。

此兩則重大交通事故，給予社會的啟示是駕駛與掌舵者的專業及良知的

重要。專業是知道如何防範災難的發生，以及一旦發生事故的自處之道，特

別是抉擇乘客安全與如何離棄自己所駕駛的交通工具的時間。

一個好的駕駛除了專業的訓練之外，長期以來的表現無疑才是遇難不離

的重要指標。1988 年進入臺鐵彰化機務段服務的蔡崇輝，近 15 年內，每年

度的行車規章測驗有 11 年滿分，技術測驗有 13 年滿分，1986 年及 2007 年

分別當選榮譽乘務員的最高榮譽。綜合蔡崇輝二十餘年的表現，或許才能知

道在危機發生時，專業與良知的展現。

現代工商社會，每天奔波工作，常常需要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多半不會

知道可能主宰我們命運的駕駛其專業與良知為何，一旦有難，司機會有何反

應。佛法東傳稱「大乘」，是欲與自了漢之「小乘」對照，「大乘」乃是大

船之意，表示可以乘坐（救度）的眾生更多，正如《佛說無量壽經》所說：

「猶如大乘，運載群萌出生死故。」

俗語說：「小心駛得萬年船」，任何主掌乘坐交通工具的駕駛，都要有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因為有無數眾生的命運交付在自己的手上。小

到計程車，大到輪船、飛機、火車，每一個人都關乎一家以上的幸福，作為

駕駛更該小心謹慎。如果說方向盤是方向的指標，而煞車則是減少危機的安

全閥。臺灣總統大選甫順利落幕，新的領導人產生，臺灣就像是一條列車，

領導人就是駕駛，必須秉持專業與良知，讓滿載眾生託付的列車，一路駛向

平安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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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修好了六地功德以後，要晉升第七遠行地之前，要做些什麼預備功

夫呢？「當修十種方便慧」。首先應該修行的是十種方便慧。「方便」者，

就是「方宜便利」，是非常善巧的、活潑運用的，隨順各種不同程度的眾生

或者是菩薩大眾，使他們都能夠領受、都能夠懂得所講的這些道理，然後，

也都能夠依所了解的這些法門去修行，而完成第七地修行的功德。就是這樣

的一個要求，所以用十種的方便。「方便」，就是說這個法門是適合各種程

度不同條件的大眾。

起十種的方便智慧，來修行殊勝的菩薩道。菩薩道為什麼要說它殊勝

呢？因為七地位上的這些修行的法門，能夠超越第六現前地而完成第七遠行

地的修行，所以叫做殊勝道；這種菩薩道不容易，不是隨便就能夠聽得到的，

所以是殊勝道。聽了以後，依法修行，就能夠完成第七遠行地的菩薩行。所

以，這是稱讚這個法門的一種價值，也是金剛藏菩薩說法的一種苦心。這是

第一個小段，叫「結前標後」。

何等為十？

第二段，從「何等為十？」開始叫「徵顯其相」，有十種相。

既然有十種方便慧能夠來讓我們建立殊勝菩薩道的這種法門，大家都很

希望能夠聽到。在座的大眾，大家心裡上都有這樣的祈求－希望能夠知道是

哪十種？這句話是由金剛藏菩薩自問自答：有哪十種呢？說「所謂：」，也

就是我下面要講的。

所謂：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眾生；

「空、無相、無願三昧」，這在講第六地菩薩的時候講過了，叫三三昧、

《華嚴經 ‧ 十地品》講錄
（續 281 期）

▓主講：成一長老　▓整理：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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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脫門。第六地的菩薩已經修過了這種法門，到了第七地菩薩當然要更深

一層的來修學這種法門。三三昧是定功，三解脫門是空性理論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是空，第二個是無相。一切諸法－所有的相－是幻相，緣起無性的幻

相，所以叫做空、叫無相。一切諸法無相、空，所以，對於緣起的諸法上，

不要去起貪著、不要去起執著，所以叫無願。

這是種功夫。我們了知到一切諸法的生起是緣起性空，肯定了這個「空」

字，一切諸法都是空的。我們仔細的探討一下，世界上的任何一樣東西，有

沒有是一成不變、永遠不變的東西存在啊？沒有！人事也好、自然界的一切

礦物、植物也好，乃至日月星辰、太空裡邊的星球，都有成、住、壞、空的

轉變，沒有一樣東西是一成不變的，沒有一樣東西是真正永恆存在的。這是

決定的，是大家都應該能夠知道的。所以這個「空」，我們應該先肯定它。

那麼，為什麼說它「空」呢？空了並不是說它什麼都沒有，而是說它本

體的空，它是湊合各種的因緣條件而成就的，「緣聚則生，緣散則滅」，這

東西有什麼實在體性呢？所以是空的。

一般人對於這種理論是沒有辦法體會的，要學了佛法才知道。不學佛法

的人，他認為什麼都是實在的。認為都是實在的，所以拼命地去追求：這是

我的財產、這是我的眷屬、我的兒女、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父母……

哪一樣是空的呢？他不會承認是空的。因為把這許多幻化的東西看作是實在

的，因此就帶來很多的痛苦。為了要爭取它、擁有它、佔有它，不惜採取各

種不法的手段。由於這樣一個發展，就會給我們帶來痛苦。這種痛苦還不只

是一生的，會帶來多生多世的痛苦。為什麼呢？因為隨著意念的貪心、瞋心、

愚癡心去發展，造下了所謂是殺生、偷盜、邪淫……等等的惡業，這些業造

下來之後，有業就有報。沒有造了業而不受報的。受報以後，再起煩惱，再

造業，再受報，輪迴就是這樣來了。

「惑」就是煩惱－貪、瞋、癡，無明煩惱。「業」就是行為－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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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三業的造作。有了業就要受報，受了報以後，如果沒有機會學佛，繼續造

業，業造下來又繼續受報，繼續不斷地輪迴，所以，佛說我們無始以來在六

道裡輪迴生死。省庵大師在〈勸發菩提心文〉裡面說：假如把我們無始以來

在六道裡輪迴生死的身體的骨頭堆起來，比須彌山還要高。又說：受苦受難

或者生離死別所流出來的眼淚，比四大海水還要深。因為生生世世都要受這

個苦啊！這筆帳不算則已，算出來真是可悲、可痛！

我們總算幸運，這一生能夠遇到佛法，了解了這個道理，應該要趕快發

心修行，要觀空，不要怕空。空是一個理性，是一切諸法的真相。我們看它

不空，那是假相。在假相上去取分別，去製造、去追求，那是一種愚癡的行

為。這個道理我們要懂得！先修空，然後知一切諸法是無相、無願的，那還

對它去追求什麼呢！這三句話我們要把它記住了。這三句話說出了我們人世

的一個真相，懂了這個道理，就是最高智慧的菩薩，不是一般人了哦！因為

懂了空理了。

那麼，這最高智慧的菩薩懂得這個空理以後，是不是消極、什麼都不做

了呢？不！下面一句話說：「而慈悲不捨眾生」。不是消極、看破，不是什

麼都不做；看破只是了解一切諸法的真相，不是消極不做。既然曉得這是個

幻化空、緣起無性的東西，那我們更應該積極地去發起菩提心、去弘揚佛法，

用慈悲心去救度受苦受難的眾生，這樣才是菩薩的精神，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工作。

所以，「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眾生」這兩句話，一

句是講理，一句是講事；上面一句是講理，下面一句是講事。這兩邊叫做方

便慧起殊勝行，是有智慧的事情。《華嚴經疏》上說，之所以稱為方便慧能

起殊勝行的道理，疏上說：有十種方便慧可以完成四種的功德，第一就是「護

惡行因事」。

菩薩惡行有二種，一種是不樂利樂（樂就是好樂，喜歡做）：不喜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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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利眾生的事情。這是菩薩的一種有時候會犯的過失。第二種是「起愛見」：

喜歡做，但是做了以後，不能夠三輪體空；做了以後，希望得到報酬。即使

不希望人家送他什麼好東西，或是禮謝，但是，至少希望能夠得到名聲，或

者是紙上表揚表揚。這就是不空，這就叫做起於愛見，有貪心。做功德，做

了就算了，應該做的，做好了就好了；所謂「功德」，要能夠三輪體空。什

麼叫「三輪體空」呢？第一、我是作功德的人，第二、對方是我作功德的對

象，第三、中間是我用以作功德的財物，知道這三樣東西都是緣起法，他需

要、我有餘，我送給他就送給他了，送給他就了了、就沒事了，這樣子才能

夠完成菩薩道。假如說送給他以後，又貪個名，或者希望人家來個酬謝什麼

的，那是人天福報，那不是菩薩道。這有不同的。菩薩道是三輪體空的，做

就做了，什麼都不要再去懷念它了，不去記什麼人受了我的幫助、我拿了什

麼東西幫助人家……這許多，都不要去想它，這功德是無限的，就是「稱法

界性而普遍」，他的功德一直到佛果，是成佛道的一個資糧、資源。

「護」字就是說不懂佛法的人、或者是初發心學佛的人不懂這些道理，

他容易犯上面所說的這些過失，我們要來幫助他，對他說明，要用這種方法

來護持他，讓他不要犯那種過失，要他把功德真正做到圓滿、做到三輪體空，

能夠得到真正的佛果的功德，這才是真功德，所以說叫做「護」，「護惡行

因事」。這是第一句。方才唸的就是護菩薩的惡行的。

假定是修了空而不去慈悲不捨眾生，那這個人就是自私自利。懂了空、

無相、無願，得到了三三昧，只趕快希望或者是生西方去，或者是生天去，

或者是成羅漢果去，眾生苦不苦都不管了，那不是真正佛弟子的行為。

所以，上下這兩句，它是一對的。互相發揮，完成功德。這是第一種。

菩薩容易犯的過失，我們不但要知道，而且要能依照佛法的精神，一方面自

己來體悟三空的真理，一方面也發起心來慈悲不捨眾生，去行菩薩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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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 ‧ 如來現相品》講錄 
（續 281 期）

▓主講：賢度法師　▓整理：悟證

經文：「念念中，以普賢菩薩建立一切眾會道場海法門，開悟世界海微

塵數眾生。」這是第十項，也是最具體的，以普賢菩薩為表率，來建立一切

眾會道場。它對照後面的成就，經文說：「各令如須彌山微塵數眾生，皆得

安住毘盧遮那廣大願海，生如來家。」這就是進入佛家了！前面我們一步一

步，從惡道、人天、二乘，然後進入到大乘，再進入三賢、登地，接著八地，

現在講的是生如來家。由這些法門可知，其實開悟眾生是有層次的。經文當

中的對照，就是就十個法門來做十種利益眾生的成就。一談到「生如來家」，

講的不只是登地以上的菩薩位，而是佛位。如果今天是以普賢菩薩來建立因

分，他所成就的，一定是安住於毘盧遮那廣大的大願海，那就是以毘盧遮那

來代表最後成就的佛果境界，亦即生如來家的成就。先是普賢菩薩他建立這

個道場眾會的法門以引導眾生，最後才能夠進入毘盧遮那的廣大願海，這就

是一個對稱。

雖然我們現在這樣對照經文來看，而事實上，菩薩所有的法門其實都是

可以觀照後面所有十種的成就，並不只是一對一而已，也不是僅僅局限在一

對一。以一種法門開示眾生，其實也可以有後面其他的九種成就，「念念中」

的法門所開悟的，都是遍一切法，而且對象是沒有選擇的，可以讓接觸到的

眾生在「一念當中」，一念「一切時」、「一切處」、「一切法門」都能夠

獲益。或者說，任何一個法門的開示，可以同時得到十種利益。這是就理性、

頓教上面來說。以漸教──「漸」這個行布法門來說，它才是會有層次的，

就像剛剛我們講的：從對墮惡道眾生的關懷，一直到最後的生如來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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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教化。對佛來說，傳授任何法門，事實上每一種法門是都能具備有十

種功德的。

爾時諸菩薩光明中同時發聲，說此頌言：

諸光明中出妙音，普遍十方一切國，

演說佛子諸功德，能入菩提之妙道。

接下來的經文進入到的這個段落是「所召雲奔」的第三項「光聲自述」。

菩薩大眾從光中，自己用偈頌來說明。在這個地方，不管是佛放的光也好，

菩薩放的光也好，其實他們的位階都非常的高，如果他們不透過光聲來敘述

自己的程度的話，一般的大眾很難了解，所以，現在用了十首偈頌來敘述。

我們看偈頌的第一句是「總明，兼陳說處」。頌文的內容是在說：藉

著菩薩從光明演說出種種的妙音。這妙音就是剛剛帶大家看的十、十法門，

它能普徧十方一切國土；還有就是讓所有的佛子能夠領受到的所有不同的成

就。這是從「光明」中所能夠展現出來的功德大用。

劫海修行無厭倦，令苦眾生得解脫，

心無下劣及勞疲，佛子善入斯方便。

接著有三首偈頌的經文，是透過光所發出的偈頌，顯示他的體跟德用是

怎樣的自在和殊勝。其中，第一偈是先展現他的悲心跟智慧，在兩者互相引

導的情況之下，讓苦難眾生都能夠得到解脫，經過劫海的修行，不會疲倦，

也沒有一點點懈怠的心。這是表顯他所展現的用跟我們眾生是完全不一樣

的。我們做一件事情要經過劫海是不可能的，只有佛菩薩他們可以經過劫海

的修行而沒有疲厭。自利的同時，另外還要做到讓眾生能夠得到解脫。假如

修行不是建立在以悲心去開發智慧、度化眾生，讓眾生的苦難得到解脫，那

麼，這個功德在什麼地方呢？所以，自修的層面其實是要為眾生，為利他的

這個層面來作方便的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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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諸劫海修方便，無量無邊無有餘，

一切法門無不入，而恆說彼性寂滅。

三世諸佛所有願，一切修治悉令盡，

即以利益諸眾生，而為自行清淨業。

這兩首偈頌，一偈是在顯現他的劫海修行，講法展現自己所證得的常寂

光中的寂滅相；這是菩薩能夠修行所謂的觀空、有無礙所證得的。另外一偈

則是在說菩薩在自己的修行跟利益眾生方面，他可以做到令自行清淨，及度

化眾生都沒有任何的滯礙。所以講：三世所有的諸佛他們所發的大願，他一

切都修治令盡。比如說：十住菩薩要修十個住行，十行位的菩薩要修十個行

位，這都叫做在等分上面要修治，也就是要「淨治諸地」。他即是以利益所

有的眾生，來作為成就自己修行的清淨業行。也就是說，不管是行所有度化

眾生的事業也好，自修的層面也好，都是清淨的業行，對於自利與化他，都

是沒有滯礙的。

一切諸佛眾會中，普遍十方無不往，

皆以甚深智慧海，入彼如來寂滅法。

一一光明無有邊，悉入難思諸國土，

清淨智眼普能見，是諸菩薩所行境。

菩薩能住一毛端，遍動十方諸國土，

不令眾生有怖想，是其清淨方便地。

一一塵中無量身，復現種種莊嚴剎，

一念殁生普令見，獲無礙意莊嚴者。

三世所有一切劫，一剎那中悉能現，

知身如幻無體相，證明法性無礙者。



17 

這五首偈頌，都是在回頭敘述前面的現自在用。從第一首偈頌我們就可

以看到是在說佛在七處九會各個會所，都可以展現他的身跟智去度化眾生、

演說佛法，而且，不但是這七處九會，其他十方的道場，他也都可以前往，

無處不說法，都可以關照得到。又好比「一身徧十方」是由智慧來觀察寂滅

法，就是讓我們了解，佛到這個會場乃至十方法界沒有一處不現身。這是這

五首偈頌同樣要展現的內容，我想不用再一一去解釋他所現的自在用。

普賢勝行皆能入，一切眾生悉樂見，

佛子能住此法門，諸光明中大音吼。

這一章節最後這首偈頌是「結廣有歸」。這些種種的功德，是在展現什

麼呢？它所要表現的是「普賢勝行」。就是說：修普賢行這樣特殊的功德，

他可以入於一切，讓一切眾生可以見到，並且可以安住於一切法門，好比前

面所說到的那十種具體法門，都能讓眾生安住而得到利益。

這些都是在說明佛從面門眾齒之間放光之後，光明所展現出來的功德，

共有這三個段落。

爾時，世尊欲令一切菩薩大眾得於如來無邊境界神通力故，放眉

間光。

這是如來的另一個現相，進入到經文第四個章節「現瑞表法」中。這是

如來現眉間光的瑞相。這裡又是放光，可是這一次所放的光，意義不一樣。

這次透過放光是為了要讓我們知道是誰在放光？放光的人是哪一位？所以疏

文說「光示法主」。這是要藉著這個光，讓我們了解，法要透過人來弘揚，

並不是憑空而來的。放光這個現相表法所要展現的是一位教主──能夠現相

的這位教主。在這裡面，用了六個段落來展現。第一項是眉間光的體。眉毛

中間放光，這個光不偏不倚，在正中間，這表示遠離兩邊，不計有、無等種

種的差別相，所以，它是展現佛是證得中道實相的，這是他的本體，也就是

說證得中道實相的佛，才能放出眉間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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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題

「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隨緣，眾生有感所求、有感所

念；佛隨時隨處無時不現身的赴應，也就是證得佛心，當下一念契合佛心，

契合真如本性，自然就能夠證到菩提。佛雖然有應，無時無刻都處於菩提座

的，此句為表法，代表「心性」如如不動之意。有如華嚴四祖澄觀清涼國師

在《華嚴疏鈔》中解說「不動本而周遍，則十身圓融，遍四法界」。「不動

本」，心的本性，本來就是如如不動，本來就是清淨的，只是因緣和合起種

種執著、分別、妄想為真，障蔽了我們清淨心，使世間出現了很多色彩而紛

爭。假如放下了、看破了，那麼就了解所起的妄想，只是緣生緣滅，而真心

是如如不動的，放下執著的那一剎那，當下就是正念，這就叫當下即是，也

就是「真如不變遷」，沒有變化，也沒有遷移，它是無所從來、無所從去的。

只是諸佛菩薩能隨類化身，隨機說法，種種差別無不周遍，也是周遍法界。

再說《華嚴經》上講十種身，澄觀國師所註的《疏鈔》提到十種道場就

有十種身之關係，與「十身圓融」而周遍是息息相關的。如：第一「智身」，

是智慧的意思。佛的智身遍坐法性道場。第二「法身」，道場是叫非坐而坐

道場。法身是無形無相的理智之體，是這人人本有的法身，是具足無量勝妙

功德。第三「法門身」法門身是安坐萬行道場，凡是與心相應的，無處不是

道場，把心安住在佛法中就是道場。第四「幻化身」是安坐水月道場。世尊

在菩提樹下，夜睹星空，豁然開悟，是千百億化身，要去那裏就去那裏，道

華嚴偈讚（一）
── 生活當中的朝暮二門功課

▓釋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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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如水中之月。第四「威勢身」是遍一切同類世界道場在〈如來名號品〉有

介紹同類世界，就是指法身大士。及一切異類世界道場，有世界就有眾生，

所以這個異類世界的長相都很奇怪，有的世界長的形狀像樹一樣，有的又長

的像山燄形狀，我們看〈世界成就品〉就知道有那些形狀的世界，有不同的

世界形狀，或圓，或方，或非圓方，無量差別；或如水漩形，或如山燄形，

或如樹形，或如華形，或如宮殿形，或如眾生形，或如佛形。這些身形就要

「威勢身」才能做得到，不是一般的化身就能感召的，同時還要觀察眾生是

什麼類形，就化什麼類形身，而度化之。

若諸佛菩薩在一切世界種中與一切世界海中，這二個道場世界種跟世

界海是有差別的，有二十重華藏世界，我們娑婆世界毘盧遮那佛是在第十三

層，最下面一層有一個世界種名普照十方，世界種就是集合二十重華藏世界

為一個單元，就叫世界種。然後再集合的世界種就叫做世界海；種就是在說

上層，在蓮花的上面，每二十重又出現十個世界，這十個又一個一個分二十

重佛剎，真是重重無盡，這只有華嚴有，所以號稱「經中之王」，如果沒有

用心去體會的人是不會了解的。接著是第九個道場「一切微塵中」無論是大、

小、因、果，都是由自己心性所變現出來的境界。比如「芥子納須彌」，大

小無礙，這是《華嚴經》上所說的無障礙法界，事事無礙。第十「剎塵帝網

無盡道場」，這一句是總結前面的道場。剎是佛剎；塵，我們都知道灰塵若

飛揚就形成很多細末；所以這裏就是形容無限多的意思，像微塵那麼多的諸

佛剎土；帝網是比喻，像大梵天的羅網一樣；都是比喻無窮無盡，說明沒有

一處不是道場的意思。（本期〈華嚴偈讚（一） ─ 生活當中的朝暮二門功課〉

接續上期單元，因編輯考量，今起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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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題

呼！這麼深沉的道理思惟起來，對我們這些不常用大腦的人來說，真有

點讓人透不過氣的感覺，不得不更想對華嚴宗的祖師們五體投地一番！當然

要尊敬感恩的不是只有華嚴宗的，還有其他宗派乃至沒有帶宗派色彩的佛門

龍象統統都是。說實在，佛法如果不是靠著歷代以來這些大德的竭力弘傳，

相繼開發新意，我們不能得到這麼廣博的知見，去明白生命的內容其實涵蓋

有全宇宙的精華。這些大智慧的菩薩們雖然一個個時代差距久遠，但透過彼

此在佛法見地上的互相啟迪，智慧的火花就像連線一樣，一個接一個，一代

接一代，而且越開越大，就像極了華嚴裡說的珠網境界，每一朵智慧花裡頭

都含攝有其他的智慧花一起，閃爍著璀燦的光芒，照耀我們這些迷惘已久的

眾生…，有時候看到現在有些人為了標榜自己的學說，不客氣的斷章取義直

指前人論據的過失時，心裡就會有點生氣，前人的結晶已經歷了千百年的考

驗而不墜不毀，難道你的篇章也能有千年的遺風嗎？真不要小看了菩薩護法

的威神力啊！佛經中出現有多少菩薩信誓旦旦的對佛承諾要護持該經、護持

佛法的？可不信然哉？

如果前人的思想理路是趨於周密完備的，那正是方便後人免受鑽研之

苦，提供了一條快速悟道的捷徑，後人或沿用前人見地、或觸類旁通新解，

那又何嘗不是一種薪傳呢？如華嚴法界緣起思想的集成也不是一時一人可以

始終圓成的，像說經時處的融會，早在法藏所作的《華嚴經旨歸》就已做了

說明，澄觀在其疏鈔中不僅如實集錄，另加上自己廣角的詮釋讓道理更趨圓

華嚴大義小說（十二）
▓釋會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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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這無非都是為了幫助我們能夠理解那超乎現代視聽思考的意境，也是他

們認真懇切體悟佛心的地方，我們應該感到法喜才對！

至於宣說《華嚴經》的佛是哪一位呢？是真身還是應身呢？七處九會有

人間、有天上，那到底是一佛還是多佛呢？通常我們說佛有三身是指「法身、

報身和化身」，這是一般對佛身較廣泛的說法，但華嚴一乘所現的佛身自然

不失十數圓滿無盡的表法，由這三身開之總名稱為「遍法界身雲」，顧名思

義可以想見其佛身之能遍所遍有多麼不可思議了。

在澄觀疏中以「通、別」二個方面來說明：「通則圓融十身，不分而遍。」

這是就圓融面來說，於一真體上攝德無量，遍滿十方重重剎塵，不可說一說

多。若各各分別的話，則有「二種十身」和具有「十重無礙」的特色。哪「二

種十身」呢？第一種十身是唯約佛身，一身中自具有十身的功德：一、菩提

身，二、願身，三、化身，四、力持身，五、莊嚴身，六、威勢身，七、意

生身，八、福德身，九、法身，十、智身。第二種十身是「融三世間的十身」，

「三世間」是指形成法界的基本結構「器世間、眾生世間、智正覺世間」，

如來十身融入三世間，分別是一、眾生身，二、國土身，三、業報身，四、

聲聞身，五、緣覺身，六、菩薩身，七、如來身，八、法身，九、智身，十、

虗空身。以上總明是為「二種十身」，而所謂「十種無礙」則是一、用周無礙，

二、相遍無礙，三、寂用無礙，四、依起無礙，五、真應無礙，六、分圓無

礙，七、因果無礙，八、依正無礙，九、潛入無礙，十、圓通無礙。這十種

無礙其實就是說明一個大方廣的自在無礙，也是如來性德的法爾自在，因此

「即三身十身同一無礙法界身雲，以此身雲遍前時處常說華嚴。」（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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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題

③大乘終教之如來藏緣起，是我們的生死流轉、還滅涅槃的如來藏佛

性。此即平等之真如，為無始無終不增不減之實體，但因染淨之緣所驅而生

種種之法。其實體有真如門、生滅門二義，就真如門而言，即如來藏平等之

體；就生滅門而言，即如來藏由染緣而現六道；並由淨緣而出四聖，故以真

如之體為因，因緣之用為緣，而生生滅之種種相。

④華嚴圓教之法界緣起，即萬法為如來藏所變現，其互相融通，為一大

緣起之法界緣起，此理即窮極法界為華嚴宗之特色。具體言之，法界緣起即

所有的事法：有為無為、色心依正、三世等成一大緣起，無一單獨存在，故

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就諸法之力，具有一多相入義，就諸法之體

性，具有一多相即義。以此相入相即之妙義，闡釋法界萬有六相融無礙之極

理。以上所說的「五蘊、十八界、十二處、緣起」皆是我們受生死流轉的報

體。

5、欲界善巧：在《俱舍論》說，即欲所屬界，說名欲界，這就是我們

有情的眾生所住之處，以有食欲、淫欲、睡眠等欲，而稱欲界。上自六欲天

為始，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八大地獄皆屬之。

6、色界善巧：即為色所屬之界，此界位於「欲界」上方，乃天人之住處。

此界的眾生雖離淫欲，而不著穢惡之色法，但尚為清淨微細之色法所繫縛，

故稱為色界。

7、無色界善巧：即為意識所屬界，因厭離物質之色想，而修四無色定

生活中悲智雙運的
〈淨行品〉（十一）

▓釋天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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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而超越了物質之世界，感得此界有情之生存，固無色法、場所，然由

果報之勝劣差別，則分為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等

四個階級。以上說的「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界是我們六道眾生，生

生世世生死所流轉的地方。

後面的第 8 句過去善巧、第 9 句未來善巧、第 10 句現在善巧，這三世

是說明了我們有情眾生，總在過去、未來和現在的時空上，攀緣於相與相之

間，不斷地在其中流轉。然而剎那地生滅於過去、現在、未來之任何一世，

皆不可得。如《華嚴經．佛不思議法品》中提到：「一切諸佛住於法界，不

住過去、未來、現在，如如性中無去、來、今三世相故，而能演說去、來、

今世無量諸佛出現世間，令其聞者普見一切諸佛境界，是為第四善巧方便。」

因此，只要我們當下的現前一念心，安住於當下時，就沒有過去，也沒有未

來了，此時的當下即是「一時」永恆。

接著來看第六段的內容，主要是說明該如何修習七菩提分和三解脫門，

如經文：

云何善修習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

覺分、捨覺分，空、無相、無願？

文中的十個問題，在《疏鈔》中說：是「修涅槃因」，也就是透過這七

種基礎的方法來訓練我們的覺察，達到離繫、解脫的目標。現在就一一分述

如下：

1、念覺分：即心中的思念，就是將我們平日散亂、昏沉、掉舉等心思，

學習將它穩定下來，好好的守護，令心不動亂，所以要常常審視我們的念頭

和學習思惟正法，使我們的心念安住在定慧之中。

2、擇法覺分 : 即能選擇和分別諸法，也就是用智慧去分辨一切法的真

假，當我們可以確定目標與方向後，那麼在修學的過程中便能很快地捨去錯

誤的知見，而趣入菩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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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日文

1. 連體
修飾部

2. 連用
修飾部

3. 述部
4. 句末

表現部
5. 接續部 中文翻譯：2

にこやか
な

笑顔と、 < 和藹可親的笑容和 > 1

明るい
あいさつほ

ど
< 比 1. 開朗的問候更 > 2

世の 中を
楽しくす

る
< 能使世界歡樂 > 3

[1.~3.] も
のは

ない 沒有一件東西 1.~3. 了。 4

ジョン・ワ
ナメーカー

氏は、

デパート
王

といわれ
る

。 

約翰．華納麥克先生人稱百

貨之王。
5

店員募集
の

広告を 見 て、 看到徵求店員的廣告， 6

一人の 青年が やってき た。 一位青年來應徵了。 7

みずから 面接し た < 親自面談 > 8

[8.] ワナ
メーカー

の
質問に 彼は、 對於 8. 的華氏的問題，他 9

「イエス、
ノー」と、

適切に
即答し て

都很得體地立即回答，

「是，不是」
10

少しの 誤りも なかっ た。 一點小錯也沒犯。 11

体格も 立派 だ し、 體格也很魁梧， 12

学力も 十分 。 學力也很令人滿意， 13

同席者は採
用を

確信し て 在場所有人都確信必定錄取 14

疑わ なかった
。ところ

が
不疑。然而 15

どうして か、 不知道為什麼， 16

不合格に なっ たのだ
。「たい
そう、

沒料到竟然被判不錄取。 17

日語生活智慧小品（四）
▓楊德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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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體
修飾部

2. 連用
修飾部

3. 述部
4. 句末

表現部
5. 接續部 中文翻譯：2

よい青年
の

ようでし
た

が、
「似乎是位非常優秀的青
年，

18

どこかお気
に

召さ ない < 什麼（讓您）不滿意 > 19

[19.] とこ
ろが

あり ましたか」 有 14. 的地方嗎？」 20

側近の
不審にワナ
メーカー

は、

對左右親信的疑惑，華氏 21

こう 言っ ている 。 如此說道， 22

「あの 青年は、 「那位青年 23

私の 質問に、
「イエ
ス、ノ

ー」と、

對我的發問 25.「是的，不

是」
24

ぶっきらぼ
うに

言う ばかりで < 只是粗魯地說 > 25

『イエス・
サー、ノー

・サー』（敬
称）と、

<「是的，先生，不是的，
先生」（敬稱）>

26

丁寧な 物言いを し なかった 。 沒有採用 26. 客氣的措詞。 27

あんな ふうでは きっと、 像他那樣子的話，必定 28

お客に親切
を

欠く
ことがあ
るにちが
いない

。 常常會對顧客缺乏親切。 29

親切第一が モットー < 親切第一為招牌 > 30

[30.] の私
の

店には、 雇う
わけには
ゆかない
のだよ」

對於 30. 的我的店，我才不
敢用呢！」

31

たったの
一言が、い

かに
大切 か 。 

僅只一句話，多麼地重要
呀！

32

日文
にこやかな笑

え が お

顔と、明
あか

るいあいさつほど世
よ

の中
なか

を楽
たの

しくするものはない
ジョン・ワナメーカー氏

し

は、デパート王
おう

といわれる。 

店
てんいんぼしゅう

員募集の広
こうこく

告を見
み

て、一
ひ と り

人の青
せいねん

年がやってきた。 

みずから面
めんせつ

接したワナメーカーの質
しつもん

問に彼
かれ

は、 「イエス、ノ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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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日文

と、適
てきせつ

切に即
そくとう

答して少
すこ

しの誤
あやま

りもなかった。 

体
たいかく

格も立
り っ ぱ

派だし、学
がくりょく

力も十
じゅうぶん

分。 

同
どうせきしゃ

席者は採
さいよう

用を確
かくしん

信して疑
うたが

わなかった。 

ところがどうしてか、不
ふ ご う か く

合格になったのだ。 

「たいそう、よい青
せいねん

年のようでしたが、どこかお気
き

に召
め

さないところが

ありましたか」 

側
そっきん

近の不
ふ し ん

審にワナメーカーは、こう言
い

っている。 

「あの青
せいねん

年は、私
わたし

の質
しつもん

問に、『イエス、ノー』と、ぶっきらぼうに言
い

う

ばかりで『イエス・サー、ノー・サー』（敬
けいしょう

称）と、丁
ていねい

寧な物
も の い

言いをしな

かった。 

あんなふうではきっと、お客
きゃく

に親
しんせつ

切を欠
か

くことがあるにちがいない。 

親
しんせつだいいち

切第一がモットーの私
わたし

の店
みせ

には、雇
やと

うわけにはゆかないのだよ」 

たったの一
ひとこと

言が、いかに大
たいせつ

切か。 

中文

沒有一件東西比和藹可親的笑容和開朗的問候更能使世界歡樂了

約翰．華納麥克先生人稱百貨之王。看到徵求店員的廣告，一位青年來應徵

了。對於親自面談的華氏的問題，他都很得體地立即回答，「是，不是」一

點小錯也沒犯。體格也很魁梧，學力也很令人滿意。在場所有人都確信不疑

（他）一定會錄取。然而不知道為什麼，沒料到竟然被判不錄取。

「似乎是位非常優秀的青年，有什麼（讓您）不滿意的地方嗎？」對左右親

信的疑惑，華氏如此說道，「那位青年對我的發問是粗魯地說『是的，不

是』，沒有採用『是的，先生，不是的，先生』（敬稱）客氣的措詞。像他

那樣子的話，必定常常會對顧客缺乏親切。對於親切第一為招牌的我的店，

我才不敢用呢！」

僅只一句話，多麼地重要呀！

（摘自１万年堂出版，書名《光に向かって 100 の花束》，作者高森顯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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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一縷心香，品味一壺香茗。分享一段心聲，陪伴一期人生。」 

雖然佛七只有七天的時間，說起來並不長但也不算短，它的規律也不算

複雜，只有發願文、讚佛偈、佛號、繞佛、靜坐、迴向而已，看起來似乎很

單純，平凡無奇，於是大家往往會將它忽略，不加以注意，但是其中要讓我

們思惟、注意的事情很多。就說晚上的大迴向維那呼：「是日已過，命亦隨

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雖然只有這麼幾句話，能夠依教奉行並持之以恆的話，那一切世出世間的事

業將能圓滿成辦。

說起這個警眾偈想到了一則故事：「從前有兩個魔鬼，一個皈依了三寶，

另一個未皈依。一天它倆外出遇見兩位行路的比丘，未皈依者馬上要奪取他

們的性命。皈依者說：『別急！看他們講不講佛法，是否有修持，如果他們

有這些功德，請不要害他們，否則再下手也不遲。』於是它們便一直尾隨其

後，那兩位比丘很散亂，一路上都是談論世事，沒談一句佛法，到了分手時

才互相祝願說：『慎勿放逸 !』未皈依者說：『看！他們始終未講一句佛法，

可以害他們了吧！』皈依者說：『不能，他們已經講了甚深的佛法，只是你

不懂而已。』接著皈依者講述了：『何為身不放逸，何為語不放逸，何為意

不放逸，不放逸具足何等功德……。』未皈依者聽它講得有理有據的，不禁

連連稱是，生起了很大的信心，並發心皈依三寶。而這兩位比丘僅以『慎勿

放逸』一句而遠離了魔鬼的損害，同時使另一個魔鬼也皈依了佛門。」可見

不放逸是何等重要。

老實修持，慎勿放逸
華嚴佛七修學心得

▓釋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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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所以在這七天當中，起碼要知道一點，我們學佛、打佛七的目標是什

麼？簡單說起來，學佛不外就是如何使身、口、意三業令其正確、適當，也

就是戒律的學習。所以，先從一言一行做起，然後再做禪定的學習，乃至智

能的學習，否則七天所達到的目標未必是正確而有意義的。若自心不加防

護，將招致不堪設想的危害，無法返到安身立命的境界。所以說一個有遠見、

有智慧的行人，應該常觀自心，善加防護。《格言寶藏論》中說：「聖士觀

察自過失，劣者觀察他過失；孔雀觀察自身體，鴟梟給人起惡兆。」有智慧

的人經常觀察身心，使自己的學處守持無犯，而不察自心者，將會給自己與

他人帶來很大危害。如果用正念鐵索將心念拴在正法上，不讓它散亂於各種

世間法，不讓它闖進五欲之惡田，以此而斷絕一切惡業，使自三門恆時行持

善法。這樣，今生和來世的一切煩惱痛苦，將會自然消失，而福慧資糧也就

能不斷得到積累，暫時與究竟福德善根也就能順利獲得。但修持佛法貴在長

久堅持不懈，方能得到真實的功德。我們如果能先培養早晚以正知正念觀察

三門的習慣，漸漸地加以純熟，一天之中以正知正念省察身心的次數漸漸增

加，兩次、三次……百次、千次，遍及到日常生活每一刻中，能做到如此，

可見離謹慎莫放逸就不遠了。

從另一種角度來說，我們如能調伏自心，即找到開發心地本具無盡力

量的神秘鑰匙，一切大慈大悲等善法功德自然能相應而生，什麼五欲的「猛

獸」，乃至說惡人與非人，遇到後自然會被我們的慈悲威德所感化，而不會

造任何違緣。如《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

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

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所以佛陀才強調莫在遊戲

五欲中討生活，要我們把握心境自在，勿被現象所迷，老老實實地嚴肅身心

的修持─實踐，以冀解脫一切束縛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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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年少時曾經認為，世界是屬於我的，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世界太

過狹隘：只關注自己，不在乎別人。這是有理由的自負：我出生於小康家庭、

衣食無虞，擁有一顆尚稱聰明的頭腦，聰明上進，未來對於我來說，是這樣

坦明、光亮，只要我願意，我能得到世界上所有的東西，而世界也環繞著我

運轉。我站在世界的頂端。如果按照這樣的想法生活下去，也許我會成為物

質上成功、心靈卻無比缺乏的人。讓我及時發現自身狹小心靈的，是佛教的

智慧。在物質生活過於豐沛的年代，人們用多元的娛樂來放鬆自己，至於在

古早時候用來澄淨心靈的宗教，早不知道被遺落到心靈的哪一塊兒。但是佛

教和其他宗教不同，就算沒有系統式、專業式的學習，佛教那些俯拾即是的

智慧，總是能在我們即將被失望的塵埃淹沒時，滴落在心中一如清泉凝露。

那些來自大師們的神祕禪語、奧妙禪機，聽起來如同老生常談，其實是

點滴精華。我印象最深的是星雲大師說的：「人生最大的悲哀，是自己對前

途沒有希望。」在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歲月裡，這段話不曾離開我的心頭，

一直期望自己成為更好的人，便有一個目標帶動我繼續下去。在我國一時，

我前往榮總大德病房參與志工服務，大德病房稱不上是間純屬佛教的病房，

但那兒有許多通達佛法的志工媽媽、醫生護士，當然也有法師。原本應充斥

著絕望和痛苦的病房，當我在走廊間四處走動，卻完全沒有這種感覺，失望

與怨恨的情緒，比想像中的稀薄。背後的原因到底在哪裡？我想，就是因為

在生命終端，終於有個不被人和物質娛樂打擾的沉靜空間，能夠找到真正的

寄託，讓精神安定下來，進而了解死亡並不可怕。

頂樓天台有一個流動的禪泉，當我初次來到病房，因為長時間工作而心

當蓮盛開
學佛對我個人的影響

▓吳紋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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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煩意亂時，我恰巧聽到來拜訪的佛教長老在跟病人說，這泉流動的是生命、

是智慧。初次聽到沒有什麼感覺，但在鄰近下班時間，我獨自站在那裡，思

考良久，才終於想到背後的意義：水所過之處，草花綻放四季如春，何不把

自己想像成一渠清泉？生命的流逝不能阻止，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向那無極寬

闊的手臂奔去，但我是那溪，我流過的地方滋養其他人的生活，讓我單薄的

生命得以在他人的眼中發光、發熱。我能提供人精神上的安慰、社交上的接

觸，在隻字片語間，傳達我情深意重的「在乎」。我曾經無數次看到病人家

屬們用這樣的在乎，讓本來枯萎的、怨天尤人的親人們再次站起來─一個人

能達到的影響力，是何其的大！

還有一次，有位老居士，特別在週末教導大家氣功，很多人在公園配

著音樂移動身體。因為多數病人肢體不便，氣功的速度連貫異常緩慢，我在

旁邊打掃，過了好半晌都還停在同一個動作上。佛教是個講究身體力行的工

作，灑掃塵除、早起誦課，無不要求體力和毅力。這些簡單、如同行雲流水

般的動作，讓病友們提振精神，恢復體力，在這陽光正好的假日，他們重新

讓能量在身體裡面流動，看了真叫人感動！

在病房裡，佛教提供了很多信仰者生與死的解釋，安撫了人的心靈。

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隨著病榻前老和尚的緩慢語調，我也陷入了沉

思。說來慚愧，這些千古以來大家討論的問題，從來不會出現在我的腦海。

是我太過專注眼前，所以忘了這些基本的原則？又或者，是我認為這些問題

「還有時間」，我以後再去想？我繼續往下聽，老和尚會說什麼呢？會告訴

我們「西方極樂世界」、「天堂」這些美好的傳說嗎？沒想到老和尚說：「從

哪裡來、到哪裡去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在『來』、『去』的過程中，你保

持著怎樣的一顆心，如果有一顆純淨的心，那麼到哪裡，都不需要害怕。」

當下我愣住了，我保持著怎樣的心？這麼久以來，我幾乎已經忘了我的

心在哪裡。在做選擇的時候，我已經忘了問問我的心：這麼做是對的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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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外的人有沒有利？會不會傷害到別人？我勇往直前，固執己見，心是否

已被腐化？是否已經結滿了黑色的、物質的果實？想到這裡，我渾身都顫抖

起來。真是奇妙，我總覺得老和尚好像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又或者，他明

白所有人都有這個疑問。老和尚繼續對床上的人說，就算現在你所剩的日子

不多（當老和尚這麼說時，被臺灣人視為「不吉利」的言語，變得如此坦白、

容易接受），可能你前面的人生都被東西遮住了眼，結下了業，即使這樣，

還是不用害怕，因為心從不會流浪太遠，只要願意，「蘆花兩岸雪，江水一

天秋」。

「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這個意象在我心中盤旋很久，是禪師對

於「禪意」的解答。詩句勾勒出境界，因為心靜，所以天人合一、心純人淨。

那純潔的蘆花，是我心內鮮明希望達到的境界，但是這樣的雪白出世，也許

是我今生無法達到的。我願意當一朵入世的蓮花，樂於平鋪自己具有清潔能

力的大圓葉，不必獨立人間，歡迎有緣的朋友們，在此停留。我願意當一朵

挺直的蓮花，不挑剔周圍的汙泥環境，能夠圓融地和鄰居相處，沒有偏見。

我願意當一朵乾淨的蓮花，秉持自身的信仰，凝結自己處世的智慧。

在我離開大德病房後，我已經許下了新的願望，這次無關功名，無關成

就，我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當蓮盛開之時。

281 期勘誤

第 15 頁翻譯第 13 頁中文第三段及第四段如下：

     Although it was considered in the past that the concept between Buddhism and business man-
agement is incompatible, the countries where Mahayana Buddhism pervades tend to stepping into 
the world and giving help and care. So, whether the monasteries where monks and nuns dwell or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s grouped by laities are generally adopting both the concept of kindness, 
compassion, joy, and renunciation in Buddhism and the method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to the 
propagation of Dharma, education, culture, charity, and other fields. Just as what the verse said in 
the Avatamsaka Sutra, “not for the sake of personal happiness but for sentient beings’ liberation 
from suffering.”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ore value of humanity in Buddhism as well the attitude 
to deal with this world. With this attitude of equality to serve and devote, it not only provides wis-
dom, creativity, and resources to serve the entire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s the employment, con-
tributes to the social welfare, and as the feedback to the society develops the conditions of stable 
life.  This i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great compassion in Buddhism.
     Here again, I appreciate everyone’s wholehearted participation and precious experience-sharing. 
May the conference a successful and smooth one.



32 

人間道場

2011.11.30~2012.01.13　華嚴蓮社透過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信義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投社會福利中心、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大同社會福利中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中正社會福利中心等單

位，捐助急難救助金予經濟困難的臺北市民，共 21 名。這些受救助的市民

本身患有疾病，導致就業困難，付不出房屋租金或醫療費用，既無基本的福

利照顧，又無親友的支援系統，經濟困窘。華嚴蓮社一得知這些市民的情況，

立即提撥急難救助金，盼能協助這些貧病困苦的市民，穩定基本生活費，緩

解經濟上的壓力。

2012.01.01　農曆 12 月 8 日是佛陀成道日，華嚴蓮社於早上 9 點，在二樓

最吉祥殿舉行佛陀成道紀念法會，由天演住持主持法會，早上二支香及午

供，下午二支香。第一支香領眾諷誦〈楞嚴咒〉、〈心經〉及〈佛寶讚〉，

並引領大眾虔誠拜願；第二支香虔誦《華嚴經 ‧ 普賢行願品》，接著於開

示時間，以投影片向大眾分享 2011 年華嚴蓮社整年度的法會活動，及華嚴

專宗學院所主辦的推廣部課程，並鼓勵大家繼續支持蓮社各項法會活動和推

廣部的課程。午供時，大眾於佛前獻香，並以壽麵、壽桃向佛陀祝賀，午供

後，將壽麵與壽桃分送與會大眾，午齋時大家享用豐盛的菜肴及臘八粥。第

三支香續誦《華嚴經 ‧ 普賢行願品》，天演住持利用此時間，於三樓禪堂，

為信眾舉行皈依儀式。第四支香誦八十八佛、蒙山施食。法會於下午 3 點

20 分圓滿。

2012.01.01　農曆 12 月 8 日恭逢  釋迦牟尼佛成道日，桃園僑愛佛教講堂

是日上午 9 點起，於大雄寶殿舉行紀念法會，天氣雖然寒冷，但信眾踴躍與

會。法會由乘度住持主持，會中開示佛陀成道的事蹟，以及臘八粥的由來。

講堂以壽桃、壽麵、臘八粥讓信眾帶回家，讓家人雖未與會，也能在寒冬中

華嚴蓮社 2012 年 1 月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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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臘八粥，感受到溫暖。

2012.01.02　臺灣萬福禪寺住持明空法師陪同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曙正

法師至華嚴蓮社參訪，由賢度董事長親自接待。曙正法師贈送一幅釋迦牟尼

佛畫像予賢度董事長，並一起拍照合影。接著，賢度董事長引領明空法師及

曙正法師逐一參觀華嚴蓮社各樓層，至三樓禪堂時，大家興致盎然的觀看成

一老和尚的生前文物。進入祖堂後，則向大家介紹華嚴歷代祖師；至五樓成

一圖書館時，向二位法師介紹《華嚴經疏鈔》新舊版本的不同。近中午時分，

賢度董事長與天演住持陪同二位法師享用蓮社的素齋，用餐後，二位法師帶

著華嚴蓮社出版的書籍，歡喜的結束此次參訪。

2012.01.05　智光商職美工科及餐飲科畢業成果發表會，於上午 9 點 30 分

在智光商工學校舉行。本蓮社賢度董事長也是智光商工學校董事長及董事天

演住持與華嚴專宗學院副院長慈一法師，率領學院研究所一年級學僧前往參

加。成果發表會在賢度董事長與貴賓共同剪綵後，隆重的揭開序幕。董事長

致詞，讚譽美工科的展覽是美的設計，美工科在老師盡心的指導下，參加臺

灣國際設計展中得獎，創意的設計獲得多方面的肯定，也鼓勵同學們朝著專

業與專精的方向發展，必能更上層樓，最後並祝福大家新年快樂。接著來賓

致詞後，董事長與貴賓到董事會辦公室略作交流，接著至學生活動中心參加

餐飲科畢業成果展，賢度董事長致詞勉勵餐飲科畢業生發揮自己所學及專業

的精神，並以奉獻的態度來服務人群，定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之後，

貴賓、家長與畢業生們一起欣賞精彩的表演，並品嘗餐飲科畢業生烹煮的美

味佳餚，成果發表會在溫馨歡樂中圓滿的結束。

2012.01.06　僑愛佛教講堂於上午 10 點假臺北華嚴蓮社一樓大殿，召開

100 年度執事會議，會議由賢度董事長主持。董事長首先感謝執事人員一年

來的辛勞，並對執事人員的努力給予肯定。乘度住持就一年來對弘法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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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公益慈善等各項工作進行報告，並請賢度董事長提出改善建言。

賢度董事長指示講堂對弘法共修的事業，應以闡揚華嚴宗的教義為要旨，並

建議乘度住持，除了星期日已訂的共修法會之外，可將專題講座的課程安排

在星期六，以吸引不同族群的學佛弟子。賢度董事長同時針對製作「僑愛佛

教講堂五十週年慶」特刊內容，提供寶貴的意見，並規劃籌備進度表，以利

工作人員瞭解各項工作大綱，及各執事的安排，會議於 12 點圓滿結束。

2012.01.07　智光商工於上午 9 點至 12 點，在智光大師紀念堂舉行 100 學

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佛一」，參與人數共 144 人。董事長賢度法師於開示時

間蒞臨現場，和學生分享「感恩」與「祈福」。賢度董事長談及如何讓「福」

到我們的身上，鼓勵大家把念佛的功課放在佛號上，把平常雜亂的心念集

中在一句佛號上。賢度董事長說明平常的念頭存在著貪、瞋、痴三種元素，

並舉個人喜愛閱讀古人齊家治國的書籍來勉勵同學，在混亂的大環境，自己

心裡要有一把尺，才能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賢度董事長接著鼓勵學生要感

恩、惜福、報恩，展現在具體的行為上是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並勉勵學生將多餘的物質與精神分享出去，照顧弱勢；最後祝福所有的同學

身心自在、平安吉祥。參與此次佛一的學生，最後以熱情的掌聲及行跪拜頂

禮，感謝賢度董事長豐富的開示內容。

2012.01.08　此日是僑愛佛教講堂 100 年度最後一次共修日，第一支香 8

點 30 分，由乘度住持領眾虔誦《佛說彌勒菩薩大成佛經》，第二支香則播

放投影片，介紹 100 年度弘法、教育、文化、公益慈善以及兒童村目前概況；

第三支香舉行佛前大供、延生供、往生供。接著舉辦「心靈饗宴 ~ 歲末聯歡

會」，敬備豐盛素宴，並提供富豐的摸彩獎品與餘興節目和大眾同歡。會中

賢度董事長慈悲頒發禮品、獎狀給最佳義工及福田會各組組長，董事長致詞

時，勉勵信眾們要常回來聽講座，並祝福大家闔家平安、心想事成、龍年行

大運。歲末聯歡會於下午 1 點 40 分圓滿，大家相約年初一千佛法會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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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0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 100 年度事務會議，於早上 10 點在

華嚴三聖殿舉行。賢度董事長致詞感謝所有執事人員 100 年的辛勞，並特別

提出總行成功，對於 101 年的共識在於蓮社朝傳統兼具現代的道場轉型新的

形象，以善巧方便接引更多的信眾進入道場，並深化服務態度，在弘法、教

育、文化、慈善四大志業上，繼續努力和加油。接著，天演住持就 100 年度

蓮社工作項目，包括弘法共修、公益慈善、教育文化等三大項作整體性的報

告，並報告 101 年度工作計畫，賢度董事長亦一一補充說明，提供寶貴意見。

之後各部門就以 100 年下半年工作及 101 年預定工作計畫作簡要報告，賢度

董事長對於 60 週年慶活動經費總預算作了清楚的裁示，並指示有關網路信

箱使用上的方式，日後由網路組再行開會作進一步的瞭解。華嚴蓮社 100 年

度事務會議於下午 1 點 20 分圓滿結束。

2012.01.11　華嚴專宗學院於上午 8 點在四樓視聽教室辦理專題講座，由

佛光大學宗教系陳一標教授，同時也是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副所長主講「佛

學與學佛─談一個佛學研究者應有的態度」。副所長首先分析佛學與學佛二

者之間的異、同，並與大家分享自己學習的經驗，佛學與學佛是可以相輔相

成的。之後，從目的、態度與方法三方面舉例說明，並鼓勵所有研究生，加

強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深化自己內在的求知欲，累積善法而培養主動積

極實踐、研究的能力與精神。經由教授詳細說明與鼓勵，增強了大家對佛學

研究的信心。最後講座在與會大眾提問與討論中圓滿結束，大家獲益良多。

2012.01.11　華嚴蓮社於早上 10 點，在二樓最吉祥殿舉行 100 年冬令慰問

金發放典禮。賢度董事長致詞表示：「希望藉由這個機會邀請大家走入佛堂，

讓大家心裡較為踏實，更可藉佛菩薩的加持力量，讓身體健康、心靈平靜。」

天演住持致詞表示：「慰問金的善款是來自福田會的成員和信眾，積沙成

塔，大家共同修福修慧。」臺北市議員應曉薇、臺北市中正區詹訓民區長、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張恭科組長及中正區、萬華區的里長皆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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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賢度董事長及天演住持共同頒發慰問金，共有 105 位來自臺北市及新

北市經濟弱勢的市民，由各里的里長帶領前來領取新臺幣伍仟元的慰問金，

蓮社還準備了佛珠一串及佛像與里民結善緣。隨後，即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張組長及林禎吉里長頒發獎狀及匾額，感謝華嚴蓮社及福田功

德會辦理社會救助、贊助冬令物品。典禮最後，由賢度董事長引領大家一同

迴向，之後里民至一樓大殿領取平安米、平安符、泡麵、葵花油……等民生

物資，華嚴蓮社雪中送炭，希望這些民生物資能幫助里民度過一個好年。

2012.01.13  僑愛佛教講堂由乘度住持、天仁監院、牛玉枝菩薩、福田功德

會總幹事美雲師姐一行人，拜訪縣內私立庭芳啟智教養院。現任院長謝國忠

先生帶領大家參觀院內設施，並說明院方以收容 15 歲以上中、重、極重度

智能不足及多重障礙者，針對不同之個案，擬定個別化服務方案，施予教育、

訓練、復健等工作，開發個案之潛在能力，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培養其適

應社會生活能力，期能早日回歸家庭與社會，過正常生活。乘度住持代表福

田功德會致贈紅包給院方並合影留念。

2012.01.15  華嚴蓮社福田功德會於下午 4 點 30 分，在四樓視聽教室進行

會長改選，改選前，天演住持先回顧民國一百年華嚴蓮社在公益慈善的投影

片記錄。天演住持表示，福田功德會將繼續增加組員，散發菩提種子，盼大

家伸出溫暖的手，將愛心擴散出去。接著，福田功德會展開會長改選作業，

經過大家熱烈的討論之後，共同推舉積極推動急難救助、熱心公益、服務

大眾的許潘英鳳居士為福田功德會會長，卸任會長陳寶琴居士則擔任榮譽會

長；原秘書長徐素麗居士卸任，由郭錦秀居士發心擔任。之後，華嚴蓮社賢

度董事長頒發感謝狀及禮物，感謝福田功德會各組長熱心參與社會公益慈善

工作，服務大眾，熱忱護法不計名位，奉獻精神值得敬佩。福田功德會會長

改選在掌聲與歡笑聲中，於 5 點 30 分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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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5  華嚴蓮社於下午 6 點 30 分在二樓最吉祥殿及一樓大殿，舉行

歲末圍爐餐會，賢度董事長於餐會前先致贈禮物給蓮社義工，感謝蓮社義工

這一年來無私奉獻，護持道場，有些義工不克前來，現場所有義工仍熱烈鼓

掌，感謝大家的辛勞付出。賢度董事長與天演住持在圍爐切喜糕前，祈求三

大願望：一、中華民國國運昌隆，老百姓能過著幸福平安的日子。二、與會

的法師法體康泰，大轉法輪，廣度眾生。三、祝福護法居士大德，龍年行大

運，身體健康，財源廣進，一切平安吉祥。餐會開始之後，穿插餘興節目及

摸彩活動，賢度董事長帶領專宗學院院友及師生，共同歡唱院歌，將餐會帶

向最高潮。在舉杯與祝福新年快樂聲中，於 8 點 20 分左右，圍爐餐會圓滿。

2012.01.17  桃園縣大溪鎮仁善里曾月娥里長及仁義里黃禎里長，於去年年

底相約至僑愛佛教講堂，向乘度住持報告這兩個里的住民以原住民居多，許

多單親家庭者，因大環境不佳，多以打零工為生，收入不穩定又得不到政府

的補助，其中仁義里有 9 位、仁善里有 2 位居民，急須協助他們度過年關。

講堂得知後，乘度住持在農曆年前提供沙拉油、米、麵、冬粉等物資，以及

每戶參仟元紅包，希望能幫助這些經濟弱勢的家庭過一個快樂的好年，曾里

長、黃里長也一再感謝講堂對弱勢家庭的關懷。

2012.01.23  僑愛佛教講堂於 1 月 23 日（正月初一）至 27 日（初五）舉行

新春祈福法會，由乘度住持領眾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一部。1 月 27 日（初

五）圓滿日舉行華嚴齋天法會，華嚴蓮社賢度董事長與天演住持蒞臨講堂，

共同主持齋天法會，帶領信眾一起請聖、獻供、散花。午供前，賢度董事長

與信眾團拜後，為信眾開示「華嚴齋天供會」之緣起。最後，董事長祝福信

眾五福重增─長壽、富貴、康寧、修好德、考終命（善終）。會後，由賢度

董事長頒發獎助學金給五位受獎學生，並鼓勵他們努力向學。

2012.01.28 ～ 02.02  臺北華嚴蓮社 2012 年初六至十一日舉行新春三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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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名寶懺法會。法會每天分五支香進行，午供由華嚴蓮社賢度董事長主持，

其餘則由蓮社天演住持主法拜懺。第一天上午 11 點，鐘鼓齊鳴後舉行信眾

們新春團拜，賢度董事長也祝福大家龍年大吉，新年新氣象好運龍龍（隆

隆）來。之後，董事長和住持法師一齊發放福袋，象徵著「一元復始、萬象

更新」以及五福臨門的祝福。初八上午，在一樓舉行常住法師與職事人員新

春團拜。董事長一一勉勵大家，共同攜手前進廣增福慧。法會第四天舉行華

嚴齋天法會，由華嚴蓮社賢度董事長、天演住持以及桃園僑愛佛教講堂乘度

住持一起主法。灑淨、請聖後獻供，獻供圓滿後，主法和尚散花供養諸佛菩

薩、龍天護法等。11點舉行華嚴大供，因為華嚴齋天法會由智光老和尚發起，

並將法會結餘作為教育之獎助學金，因此華嚴大供後，在一樓頒發 100 年度

佛學獎助學金，共有二十三位優秀學子獲獎。董事長勉勵學生們繼續認真學

習，期許將來也能幫助其他的人，並與獲獎學生合影留念。法會最後一天，

下午三千佛懺圓滿之後，由天演住持主法普佛，大家在虔誠的送聖讚中圓滿

了新春三千佛懺法會，與會大眾個個在龍年吉祥的祝福中法喜滿懷。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100 學年度

第二學期開放佛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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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學專題研究 2/21 起，每週二下午 2：00~3：50 會極法師
天台思想專題研究 2/23 起，每週四早上 9：00~10：50 常愔法師
法藏思想專題研究 3/02 起，每週五早上 9：00~11：50 陳英善老師
華嚴經講座 2/24 起，每週五下午 2：00~3：50 自莊法師
華嚴經專題研究 2/25 起，每週六晚上 7：00~8：50 高明道老師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 ( 可插班 ) 。
◆聯絡電話：02-23414760  02-2321-3319 傳真：02-3393-8523 

  ( 來電或傳真請於星期一 ~ 五上班時間內 9:00~18:00)

會議宗旨

欣逢華嚴蓮社創立六十週年慶，並紀念華嚴專宗學院創辦人上成下ㄧ老和尚，畢生弘揚華嚴，培養專研、專修、專弘
華嚴之人才。故於每年老和尚圓寂紀念日舉辦華嚴學術研討會，以華嚴相關主題，廣邀深入華嚴領域之學者、專家撰寫
發表論文，藉由研討會促進推廣華嚴的學術交流，並提升華嚴學研究之品質，藉此培養更多華嚴學者與行者。

2012 華嚴 ― 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2012 年 4 月 14 日 （星期六）

08：30 ～ 09：00
報到、領取資料

華嚴蓮社四樓會議廳

09：00 ～ 09：10 開幕式
09：10 ～ 10：10 主題演講 惠敏法師：《華嚴經》中的禪定學
10：10 ～ 10：20 茶敘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第一場
10：20 ~12：00 郭朝順老師

賴賢宗教授 華嚴教學與字母唱持 : 南管＜普庵咒＞與《華嚴字母唱誦儀》之研究
施凱華教授 華嚴宗密與蕅益智旭於「儒佛教判」之對觀詮釋

羅慎平教授
從＜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論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生命體驗及其在現代社會
生活中的意義

12：00 ～ 13：30 午餐

第二場
13：30 ~ 15：40 王惠雯教授

陳士濱教授 《華嚴經》的「分形」與「全息」理論哲學觀

黃連忠教授
華嚴思想哲學範疇系統及其詮釋方法論 ― 以《八十華嚴》與澄觀《華嚴經疏鈔》為
中心的探討

曹郁美教授 《華嚴經》的精神與旨趣 ― 以佛、菩薩、童子架構而成的敘事形式及其義理詮釋
陳敏齡教授 淨土初章和華嚴終章的對論 ― 以大乘佛教史觀為軸

15：40 ～ 15：50 茶敘

第三場
15：50 ～ 18：00 許洋主教授

陳琪瑛教授 《華嚴經》的「空間藝術」表現
郭祐孟教授
黃韻如教授

《華嚴經》所揭示的菩薩住處：以文殊聖地五台山的圖像為研究課題

惠謙法師 華嚴學與近代物理學的對話 ― 以《胡桃裡的宇宙》及《無量之網》為例

林妙貞教授
簡別天台「一念心」與華嚴「如來藏心」所開展之「兩層存有論」及其義涵 ― 試由
牟宗三先生之觀點論述之

18：00 ～ 19：00 茶敘
2012 年 4 月 15 日 （星期日）

09：00 ～ 09：50 成一導師追悼會（二樓最吉祥殿）
09：50 ～ 10：50 主題演講 陳清香教授：華嚴蓮社成一法師的師承法脈溯源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第四場
11：00 ～ 12：20 賢度法師

高明道教授
一 、以「如來」一詞的詮釋為例略述唐代《華嚴》注釋研究的一個課題
二、 試論《華嚴經•離世間品》的「菩薩戒」觀

俞懿嫻教授 華嚴佛學的哲學詮釋 ― 參照懷德海的形上範疇論
12：20 ～ 13：30 午餐

第五場
13：30 ~15：40 厚觀法師

陳一標教授 西谷啟治哲學與華嚴思想的對話
陳英善教授 華嚴宗對阿賴耶識的看法
李治華教授 智儼生平著作考察
闞正宗教授 清初華嚴學的復興 ― 以柏亭續法（1641-1728）為中心

15：40 ～ 15：50 茶敘

第六場
15：50 ～ 18：00 蔡伯郎教授

自莊法師 《華嚴經•入法界品》德雲比丘念佛法門探析
楊永慶教授 從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的『教主難思』談十二年國民教育
陳堅教授 華嚴「十玄門」與天臺「五重玄義」之比較研究
了意法師 初發心與頓悟：論宗密《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中的華嚴禪學

第七場
18：00 ～ 19：00 賢度法師、陳一標教授 閉幕式與綜合討論

華嚴ㄧ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

會議時間

101 年 4/14（六）~ 4/15（日），共二天。
會議地點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 44 號，華嚴蓮社四樓　華嚴專宗研究所會議廳 
主辦單位

華嚴專宗學院

連絡方式

電　　話：02-2341-4760 教務處；02-2321-3319 推廣部
傳　　真：02-3393-8523
學院信箱：huayencollege@gmail.com
網　　址：http：//www.huayencolle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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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之人才。故於每年老和尚圓寂紀念日舉辦華嚴學術研討會，以華嚴相關主題，廣邀深入華嚴領域之學者、專家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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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差先生：辛苦您了！願佛、菩薩保佑您平安吉祥！

賢度董事長及天演住持參觀智光商工美工科畢業成果發
表會，聆聽學生的解說。

僑愛佛教講堂舉辦「心靈饗宴~歲末聯歡會」，賢度董
事長以吉祥話祝福大家。

僑愛佛教講堂於齋天法會中，以豐富素齋獻供華嚴海會
諸佛菩薩與諸天聖眾。

智光商工舉行學生佛一，賢度董事長開示「感恩」與「祈
福」的內涵。

賢度董事長與天演住持頒發冬令慰問金後，與領獎人合
影留念。

華嚴專宗學院邀請陳一標教授演講「佛學與學佛─談一個
佛學研究者應有的態度」。

賢度董事長、天演住持及僑愛佛教講堂乘度住持於齋天
法會中共同請聖。

賢度董事長於齋天法會結束後，頒發獎助學金給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