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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無常，國土危脆
──認真修補與土地的關係

◎本社

全球氣候變異的影響，災難無時無刻不發生，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特別

是自 18 世紀中葉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因為工業汙染，對土地超限利用，年復

一年，日復一日，累積至今的結果。

夏季沿海地區容易受到颶風或颱風的侵襲，同時也是內陸地區的乾旱季

節，如中國大陸總是南澇北旱。特別是風災影響所及，時至今日已演變成複

合式災難，臺灣的現況就是如此。每次颱風登陸，雨水在山區總是挾帶大量

土石流，隨著河流奔騰衝擊沿岸農產稻作，以及民居生畜，滾滾泥沙墊高了

河床，河面抬升的結果，不定時清淤疏浚，再多的擋土牆也難擋如千軍萬馬

的土石流，惡性循環成為夏日臺灣揮之不去的夢魘。

《八大人覺經》說：「世間無常，國土危脆。」氣候變化無常，古諺不是

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日科學昌明，天氣雖大致可預測，

但是，土石流如洪潮滾滾，豪雨因堵塞或宣洩不及而淹水，現代人並沒有因

此而少免於災難。所以「世間無常」的原因之一是天氣捉摸難定，而導致極

端氣候的因素又恰是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所以遇大雨成大澇，不雨則成大旱，

澇旱相續，山崩地裂，所以說「國土危脆」。究其根源，破壞是因，災難是果，

如此循環不已。

蘇拉颱風是今年入夏以來第一個侵臺的颱風，至少造成 10 人死亡，2 人

失蹤，16 人受傷的災情，這還暫無法估算農漁產業的損失。而由於蘇拉颱風

行進緩慢，挾帶豐沛的雨量，導致全臺災情頻傳，其中土石流紅黃警戒流域

高達 1161 條，創歷史新高，何以致之？

「回不去了」是今年偶像劇的經典台詞，人類犧牲環保以成就富貴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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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行動恐怕是「回不去了」。「人定勝天」的迷思，讓人類肆無忌憚地破

壞土地以進行各項開發，其最後結果導致大地反撲，不要說財富不保，人命

亦危在旦夕。

人類追求富貴到可以犧牲性命，看似愚蠢，但卻樂此不疲。殊不知富貴

為五家所共，《大智度論》說：「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所共，令人心

散輕躁不定。」所謂的「五家」是指王、賊、火、水、惡子。財富入官，或

遭盜賊，或遇水火，或為不肖子孫揮霍殆盡，其中的水火正是大自然反撲的

最佳寫照。

有專家預言，面對極端氣候所帶來的複合式災難，本世紀將是人類與土

地修補關係的世紀。就以臺灣而言，破壞高海拔山林，以便種植高冷蔬菜或

是茶葉的農業型態，證明是弱化高山涵養水土的元兇之一，政府與環保人士

已高度重視，並加以輔導。再者，有機食品這些年來大行其道，凡是標榜「有

機」總是讓人趨之若鶩，原因是化學有毒物質無所不在，光是蔬果從播種到

產出，不知就使用了多少的化肥、農藥，許多人體無法代謝或不及代謝者，

長期累積在身體上導致病變，進而使得人類疾病多發多樣，奇怪異常，如癌

症、老人痴呆等等。

佛教強調因果，人類所種下的惡因，最後惡果也必回到人類身上。《八

大人覺經》說：「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人類的文明史，其實

一部無窮盡追求欲望的歷史，適度的欲望讓人類社會不斷進步，而過度的欲

望將會犧牲環境倫理作為代價。欲望膨脹，將成罪惡淵藪。

蘇拉颱風驚人的雨量，重創臺灣南北，山地土石流如洪峰滾滾，宛如天

崩地裂，而都市遇雨成水鄉澤國，年年循環不已，檢討山地開發、都市下水

道固然重要，而節制欲望，修補與土地的關係，恐怕是本世紀人類最重要的

議題，臺灣當不可能獨其外。



主題報導

4

佛教徒應知恩惜福
──身體力行，落實節能減碳

◎闞正宗

油電雙漲，物價齊飛，一時民怨沸騰。由於中油、臺電持續虧損，過去「選舉

考量」的不正常油價政策，選擇回歸到「市場經濟」的漲跌常態。然而所帶動的百

物齊漲，恐怕已成為百姓的夢魘。過去中油、臺電等國營事業虧損，依靠政府補貼，

而政府補貼實來自納稅人的錢，如今政府欲取消補貼，中油、臺電不得不面對盈虧，

直接從納稅人的口袋掏錢，大家荷包變薄，難免怨聲載道。由於此番「羊毛」拔的痛，

人人不得不想盡辦法看緊荷包，進而導致各種節能減碳的措施紛紛出籠。

臺灣是缺乏天然資源的海島，石油、天然氣、煤炭都需仰賴進口，因此，國際

因素往往牽動能源的波動，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儘量節能減碳，減少能源的消耗。

既然油電雙漲已成事實，何不趁此機會學習知恩惜福，回歸到簡樸的生活。

臺灣民生用電的主要依賴核電、燃煤、燃油，水電為一體，故無電則無水。日

本「三一一核災變」之後，再度喚醒民眾對核安全的疑慮，由於燃煤、燃油成本太高，

加上與清潔能源原則背道而馳，成為臺灣電力供應的兩難，而綠色能源因長期規劃

不當，一時亦難替代。油電雙漲正逢歐債危機，全球景氣陷入低迷，百姓痛苦指數

持續攀升，不僅政府要通盤考量經濟能源政策，小老百姓亦要有節能減碳之道。

國際因素錯綜複雜，石油、天然氣起伏不斷，油電雙漲，百物齊漲已成定局，我

們唯一的因應之道就是「節省」二字。石油、天然氣是不可再生的能源，用完即罄，

而石油、天然氣的使用又造成空氣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過度產生溫室效應，極度危害

地球環境，因此，有人將石油、天然氣稱為「來自地獄的能源」。

石油、天然氣是「來自地獄的能源」，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目前全球燃燒石化

原料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是 70 億噸，平均每人一億多噸，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是過去

42 萬年來僅見，造成最近十年全球溫度平均上升攝氏 0.7 度。由於溫室效應，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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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的變異，就以臺灣而言，遇雨成澇，不雨成旱，演變成複合式災難，不說農產

損失難以估計，人命更是朝不保夕。

石油、天然氣總有用完的一天，然而當真正採掘不到時，人類所生存的地球不

知還是否適合人居住？畢竟人類所排放的一切廢氣，都將會在大氣層停留兩百到

三百年。當然，人類如果願意從現在起力行節能減碳，或許可以緩和地球暖化所帶

來的危害。

節能減碳從政府本身做起方起效尤，如經濟部估計在全臺十六個縣市推行 LED

路燈示範計劃，預計可省下 1.3 億度電，並帶動 44 億餘元的產值，如果此計劃全面

推動，相信不僅可少蓋一座核電廠，火力發電廠更可減少，這就自然達到節能減碳

的效果了。

過去臺灣低價的能源政策已一去不復返了，如臺電的低價電力，造成用電的浪

費，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調查，臺灣每度住宅用電為 2.7 元，除南韓與我相當外，香港

每度電價為 3.9 元，日本為 7.5 元，臺灣電價長期偏低是事實。固然油電雙漲，物價

飆高，導致百姓的痛苦指數攀升，但其實這都應驗了俗語所說的「由儉入奢易，由奢

入儉難」。

為了因應節能減碳，知恩惜福，在年度事務會議上，賢度董事長特別指示華嚴

蓮社全體同仁，要隨時隨地養成勤儉的習慣，奉行節約能源的做法，跟愛惜常住物

品的心態，以面對不景氣的大環境，所謂：「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

恆念物力維艱。」臺灣經濟與世界同步，當景氣陷入低迷，而物價指數又攀高時，

不僅要學習如何節約，「節欲」更是其中的關鍵，《華嚴經•淨行品》說：「若得

五欲，當願眾生，捨離貪惑，功德具足。」「欲」為一切功德之障礙，要如何「節欲」？

趁此油電雙漲，百物價高，景氣低迷之際，華嚴蓮社以佛陀揭示的簡樸生活的作法，

反求諸己，從自身做起，希望每位佛教徒都能知恩惜福，從自身出發，佛教徒知恩

惜福，身體力行，落實節能減碳的行動，就是最好的「節欲」，既可捨離貪惑，又

能功德具足，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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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布施，成就菩薩淨土
──談慈善家陳樹菊女士

◎徐子桓

《金剛經》中，佛說菩薩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般若，其中以「布施」為第一；《大智度論》中布施分為財施、

法施、無畏施，這三種布施可對治慳貪，除卻貧窮，而財施，就是「不

侵他人財物，又能以己之財施與他人。」當今世上，能以財物布施他人

所在多有，但能如陳樹菊女士默默行善、不求回報者並不多。

 陳樹菊女士是臺東的一位平凡菜販，從小家境貧窮，母親難產時因

繳不出保證金而過世，但仁愛國小的樂捐幫助，讓她感懷在心；她的弟

弟患流行性感冒，因為獲得仁愛國小的樂捐而能住進醫院，後來雖不幸

病故，卻從此在陳樹菊女士的心裡種下行善的種籽。在佛法中談到菩薩

心行，第一就是實踐「給予」的美德，陳樹菊女士長年以財物布施給社

會需要的人，而自己竟是一天只吃一餐，一碗白飯配一罐麵筋，清淡的

飲食，簡單的物質生活，內心卻擁有一顆慈悲行善的大願心。

 陳樹菊女士生活不富裕，廣施財物的胸懷實為令人敬仰，幾年下

來，已捐出近 1000 萬新臺幣作為慈善用途。除了捐款給佛教單位，也

捐款給母校仁愛國小成立急難救助金，並捐款母校建立圖書館，十年

來，認養三名孤兒並持續捐款。其大願是存 1000 萬元成立基金會，讓

窮人吃飯、看醫生。因為童年生活的影響，讓陳樹菊女士體認到沒有錢

吃飯、看醫生的現實處境，將心比心，把別人也當成是自己的親人來看

待，也因此讓她更努力捐款行善。

相較於陳樹菊女士的大愛與慷慨，我們看到不少在社會上有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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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用權力謀取不義之財，貪念一起，一生墮入萬劫不復之地，遭受

世人議論，也就不足為奇。《維摩經 ‧ 佛國品》說：「布施是菩薩淨

土。」時時布施，處處是淨土，況且布施的當下必是無比歡喜，自然無

處不是菩薩淨土。陳樹菊女士以感恩的心回饋母校，並將這樣的愛心擴

及到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無條件布施，不求任何回報，是真歡喜、真

自在。

陳樹菊女士布施眾生，低調行善的美德，漸漸廣為人知。2010 年，

《富比士》雜誌將她選入亞洲慈善英雄人物之一，《時代》雜誌將她選

入最具影響力時代百大人物之「英雄」項目第八位；這一年，她也獲得

了《讀者文摘》頒發的第四屆年度亞洲英雄獎，及教育部頒發的一等教

育文化獎章。今年 7 月 25 日，更獲選為素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

麥格塞塞獎得主之一，陳樹菊女士多年捐款行善的利他精神，榮獲各界

的讚揚，實至名歸。

陳樹菊女士在其自傳《陳樹菊──不平凡的慷慨》中說：「錢，要

給需要的人才有用。」又說：「生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完成我想要完成

的事，然後在工作中倒下來。」一天幾乎二十四小時奉獻給自己經營的

小菜攤，目的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幫助需要被幫助的人，而不是為了累積

財富讓自己享樂；這樣純粹、清淨的善念，不僅為社會帶來光明，不少

人效法陳樹菊女士的善行，也紛紛加入行善的行列。

布施能破除慳貪、執著、妄念，歡喜布施的當下，即是菩薩淨土。

但願我們的社會有更多像陳樹菊女士這樣的善心人士，人人都能以陳樹

菊女士為榜樣，不論一塊錢、十塊錢，或是一百萬元，將你多餘的財物

捐給需要的人，讓困苦的人得到更好的照顧。常念及他人的需要，不求

自身的富有、享樂，時時以布施為念，成就菩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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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無量聲聞乘信解」：這個乘，是大小乘，是代表經典，也是代

表那一類的學者──聲聞眾、聲聞學者、聲聞聖者、聲聞乘的修行人。

怎麼樣去度他們呢？「入無量諸佛說智道，令信解」：智慧之道，這是

對治神道或者是天道來說的。因為佛沒有出世以前，在印度都是拜天、

拜神的。其實不管東方、西方，所有原始的宗教信仰都是一樣，都是拜

天、拜神的。但是那種是不得解脫的啊！因為天、神是人想出來的，沒

有辦法達到所謂了生死、出三界的目的。

 佛出世以後，他首先要我們知道人生的真相。人生怎麼來的？人生

不是上天造的，不是神造的。人生現實的情況是什麼？用一個「苦」字

來代表。這個苦果是從多生多世的煩惱因積集起來的。所以，一開始就

說這個字了。其實人生的成因，就是多生多世的那些煩惱、業所集起來

的。人生就是這樣來的。現在，要來解決這個問題，人有希望可以轉凡

成聖。「滅」，就是成聖。解決了苦的因、苦的果，能夠轉凡成聖。用

什麼方法呢？就是要修道。這是出苦的方法。佛本來一成佛的時候就說

華嚴教，說人人都可以成佛，但是大家聽不進，不容易接受，所以只好

把華嚴經的這種大教、這種博士班的課程放下來不教了，從基礎開始，

到鹿野苑去說四諦法。四諦這四種人生的真理──苦、集是現實世間的

因果，滅、道是出世間的因果。人的由來就是由苦集而來的；人有希望

轉凡成聖的，就是修道、證滅。這是最基礎的佛學，也是小乘佛法的基

本教材。

《華嚴經 十地品》講錄
          （續 287 期）
                     

◎整理：成一長老  ◎整理：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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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法，以《華嚴經》來講，要你發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

眾生」、「莊嚴佛土，成就眾生」、修十度、修萬行。而小乘佛教要從

苦、集、滅、道修起。

「聲聞信解」，對於這一類修小乘佛法的聲聞乘眾，我們要以無量

諸佛他所說的智道──智慧之道，在佛法、佛學，也叫做慧學，是智慧

的學問、是真理──來開導他們，令他們得到信仰、得到了解，依法修

行，能夠得到解脫。這是對聲聞乘者的一種教化方法。

第二種，「入無量辟支佛所成就，入無量諸佛說甚深智慧門，令趣

入」。「覺」，佛就是覺。辟支佛就是叫獨覺，或者是緣覺。印度話，

具足講叫做辟支迦羅。我們聽了、習慣了、簡單的叫辟支佛。這一類的

學者智慧高一點，他是修十二因緣而悟道的。就是了解諸法是因緣生、

因緣滅這種緣生無性的諸法真理而悟道的。

他因曾聽佛講十二因緣的道理，而後生在無佛世，憑他自己的智慧

來觀察現實世間的變化，看這世界的變化、看萬法的變化而悟道。所謂

從時間看萬法的變化，一個自然的變化也會令我們體悟到無常的道理。

春天來了，百花開放，百草轉青；到了秋天，萬物凋零，黃葉滿天飛。

那就是無常了！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會從現實的、事相的變化而悟道。

這裡的這個「入」就是「用」。也就是說，要用無量諸佛他所說過

的甚深的智慧門──因緣法，就是十二因緣的道理。「令趣入」：令這

些獨覺乘者，他們能夠去證入諸法的真理。以上兩種人，我們通常稱他

們為二乘人，或者稱為小乘聖者──聲聞乘或者是獨覺乘。這是兩對。

第三對是對菩薩。這一種菩薩是權乘的菩薩，也就是初發意的菩

薩。不是講觀音菩薩、地藏菩薩那一種大菩薩。初發意的菩薩也叫做菩

薩，他們發的心就是菩薩心。發的大乘佛教的菩薩心，是所謂「上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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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對這一類的聖者，第七地的菩薩，怎麼樣去

度他們呢？

「入無量諸菩薩方便行，入無量諸佛所說大乘集成事，令菩薩得

入。」說：我們要去度無量的諸菩薩，要運用哪些方便呢？就是用無量

諸佛所說過的大乘集成事。「大乘集成事」，也就是大乘佛法集成的條

件，那就是六度萬行，或者，華嚴教講叫十度。十度萬行。萬行就是普

賢菩薩修的，十度是一切菩薩都要修的。十度萬行、四攝、四無量（布

施、愛語、利行、同事是四攝法。四無量心：慈無量、悲無量、喜無量、

捨無量。）這些都是大乘佛法。這是度化菩薩的法門。這是一對。

 以上，從「入無量眾生界…」，到「入無量菩薩方便行…」，這

二十句，十對分成五對來說明。這就是七地菩薩他所修的對治障的一種

差別法門。不管是對眾生用的所謂是諸佛教化眾生的無量教化眾生的事

業的一種學問，或者是教化無量世界眾生的一種淨土法門；或者是入種

種差別法、入無量諸佛現覺智──這是空間的運用的一切知識法門；世

界上的無量劫數、無量諸佛覺了三世的智慧法門。這許多，都是七地菩

薩用來對治心理上所謂有相、有功用的那種修行的障礙。在自行方面，

是對治自己的一種障，同時，也把這種法門拿來教化眾生、度眾生，也

就是，同樣地用這個方法來使眾生也能夠斷除一切的那些障，去圓證他

的清淨法界性。把這種障除斷，清淨法界性才能夠證得。就好像撥開滿

天的浮雲，那明月才能夠顯現的道理。這是一科，叫做「彼障對治差

別」，就是對治眾生的障的差別。

 接下去是第三，「修行無功用行」來對治前面的有功用的障。前面

是修無量種種的法門，來對治我們眾生的基本上的煩惱障。這後面的，

就是對治一種等於是「所知障」。因為有功用的他是已經在修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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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是著相而修的，所以，才要再修無功用行來對治那一種障──所知

障。這一段先分兩科。第一、加行趣求，經文說：

此菩薩作是念：「如是無量如來境界，乃至於百千億那由他劫，不

能得知。我悉應以無功用、無分別心成就、圓滿！」

這是七地的菩薩他的一種自我的奮發。說：七地的菩薩，他修過了

上面兩種功夫以後（一種就是無作行對治差別，一種就是障對治差別），

他又再進一步地有這麼一個想法，所以叫「作是念」。怎麼想呢？科文

是：加行趣求。說：要認真的加強用功去希望落實這兩門功夫。

「如是無量如來境界，乃至於百千億那由他劫，不能得知。」說：

像上面我們所說的二十句五對的修行對治法門，或者說是無量種的修行

法門，這許多，都不是隨便能夠聽得到的道理，這是如來的境界，是佛

的境界，不是我們凡夫的境界。

「百千億那由他劫」：等於多生多世。我們從無始以來，多生多世、

從來沒有能夠知道的。今生我們可以說非常幸運，能夠遇到這個大法，

能夠得知這個法門，不要輕易地放過了。要怎麼樣呢？菩薩他自己說

「我悉…」：我對這個法門，應該以一種無功用、無分別的心來成就它、

來圓滿它。

因為我們前面一章，修無作行對治差別裡面，修一切諸法，得到一

切諸法的空理，說：雖然修空、無相、無願三昧，但是，慈悲不捨眾生。

這是從空中去修有相的功德。度眾生，就是修有相的功德。修三空法門，

則是悟理的方法。慈悲不捨眾生，是一種修事修時的一種方便。要在空

中修有，要在有中修空，空有無礙，才能夠以無功用、無分別的心成就、

圓滿這個功德。這是菩薩他要發心來加行趣求，要圓滿達成的修行的功

夫。這是第一段。（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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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漩，靡不隨入；

 解釋定的體、相、用中第二對，疏文說：「次二深廣一對。『廣』

者無邊，不在內、外故。」不能說它到底是在內、還是在外，沒有辦法

用空間來局限，所以稱它為廣──廣大無邊。大呢？「大者無上，究竟

實際。」在出世間誰最大？是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佛所證得的理性

是究竟實際的，這是最大、最無上的。「無礙」者，是無所障礙，「同

於虛空」，只有證得究竟實際，才能稱為廣大無礙。這是深廣一對。

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法界。

 第三對有兩句，是「出」跟「納」。出，是對外；納，是能夠接受

的意思。這句經文顯現出一切三昧的法，是出、納一對。疏文說：「謂

若自相、若共相等」。自相就是差別相，好比我們所觀察到的色、聲、香、

味、觸、法之六塵境界，都是所謂的自相。如果去觀察所謂的無常、苦、

空、無我，這是平等相，沒有差別相，這叫共相。所以，這裡講「出」

是「若自相、若共相」，不管差別相或者是平等相，通通都可以由這個

三昧而產生。因為這是一切定的根本，由這個根本而出一切三昧法。後

面的「納」是「攝受法界門，終歸此故，法界體性故」說：這個三昧其

實可以普遍的包納十方法界，而不出三昧本體。這是出納一對。

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方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

 第四是「境智一對」。疏文說：「初句能成佛智門，謂不體此理，

非佛智故」是說：諸佛的一切智慧之門，都是因為證得光明海的緣故。

《華嚴經疏》中解釋這裡的第二句是「示現諸境門」，說他示現的是十

方所有諸安立海。安立的是什麼呢？疏文：「然安立言，總有三種……。」

《華嚴經普賢三昧品》講錄（3）
          （續 287 期）                    

 ◎主講：賢度法師  ◎整理：悟證

普賢三昧品》講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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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大師解釋安立海有三種，第一個是世界安立，就是外在、物質的世

界，也就是依報──房子、車子、國土這些，都是依報的安立。第二個

是聖教──安立妙法，佛的言教也被安立。第三個是觀智，就是佛的智

慧，他顯現了佛的智慧之相。有這三種被安立。這是佛的境、智一對。

含藏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智，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

第五對有兩句，是講依報跟正報的含容。前句所謂智力代表的是佛的

正報；後句代表的是依報。這裡是「內外含容對」，疏文說：「謂內含

因果智力，外令塵容法界」。佛的智慧是正報，含攝了一切的因果智力；

外則可以含攝一切的塵剎、國土、法界等依報。

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

持，使無斷絕。

第六對有三句是「成就攝持門」，這是「成持人法」一對。前面一段

是「成人」，後面一段是「持法」。疏文解釋：「謂初成果人功德大願，

後持法輪，令不斷絕。」簡單講起來就是：成就佛的功德，顯示佛的大

願海，然後持一切佛的法輪，讓法輪常轉，同時，護持佛法使佛種不斷。

我們從這六對、六個段落，大概可以看出經文所要展現的體、相、

用。「體」，前面一直在講，就是一個「智」而已，智慧層面的智；「相」

則非常的多；而從他的正報跟依報中去展現「用」──展現智慧光明還

有三種安立，以及能夠納受、持法，這些都是他的用。這是簡單的說明

三昧的體、相、用。

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

方、三世、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眼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

一切國土，

前面講過了入定的現場、入定的地點，接下來是「類通十方」。說：

普賢菩薩在如來前入定。這是他入定的地方。除了這裡的如來前有普賢

菩薩入毘盧遮那藏身三昧這個定以外，其他地方如經文說「如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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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是說：就如同這個世界這樣。其他的十方世界，也都有普賢菩

薩在世尊的面前進入同樣的三昧。不只是單一的地方，不只是只有一位

菩薩而已。疏文說「類彼方」，彼方就是他方，這是徧法界的，範圍非

常廣泛。

這裡也用十句十段來顯示他的廣泛，又有兩種表現方式，一個是「平

徧法界」，一個是「重疊無盡」。入三昧這一幕，在哪裡可以看到平徧

法界和重疊無盡兩種不同的現象？我們說平面，一眼望去是平徧法界。

法界到哪裡，這個普賢入三昧的現象就存在那裡，同時，還是重重疊疊

交錯的所有國土微塵。

「類彼方」中平徧法界，有十一句。「盡法界」是總明。彼方法界是

在哪裡呢？第一、盡虛空界。第二、是徧及十方處的。第三、於十方又

徧三世。

第四、於現在、過去、未來三世中的微細物處。第五、微細無礙，

我們用毛孔來形容，甚至於是毛端，這是最微細的──從佛身來說，佛

身毛髮的末端最微細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就連一個毛孔的末端，都

有普賢菩薩入三昧；也就是每一個微塵當中，都有普賢菩薩入三昧的意

思。他大到遍十方、盡虛空，小到細如毛端微塵。第六、廣大，能廣到

百千由旬等處這麼廣大。第七、光明，就是好比人、天、日、月等光明

之處，都可以看見。第八、盡佛眼見處，就是佛能夠看得見的最遠的地

方，也都有普賢菩薩入三昧。第九、盡神力到處，佛神力能到的地方，

普賢入三昧當然也是無處不到。第十、佛身所現之處，也都有普賢菩薩

在世尊前入三昧。可以說，有國土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佛剎，不管是

多廣、多微細，都有這個現身入三昧的景象。這一段經文是依所謂「平

徧法界」來看。

及此國土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剎，一一剎中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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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海微塵數諸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皆亦入此一切諸

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

重疊無盡，這裡說有四重。第一重「及此國土所有微塵」：國土中

的所有微塵。有時候我們很難去瞭解微塵，假如桌子一個禮拜沒有擦的

話，上面就會有一層灰塵，把它一吹，灰塵就揚起來了；拿放大鏡去看，

一個一個顆粒的分子，可以讓我們瞭解什麼叫做微塵。也許灰塵還不是

最微細的。微塵是肉眼看不見的，從肉眼看不見的這些微塵中，也都有

普賢菩薩入三昧。第二、「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剎」：是說塵中

有佛剎。第三、「一一剎中有世界海微塵數諸佛」，可以展現普賢入三

昧的相。第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有多少呢？世

界有多少，佛就有多少，都有普賢菩薩在佛前入三昧。「皆亦入此一切

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而且，所入的三昧都是同樣的、同等的，

都叫做「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總而言之，就是所有的佛

面前的普賢菩薩，全部都已經入了三昧。

（二）加分

入三昧就是入定，入定以後所接受的第一個是加持。〈普賢三昧品〉

的第二個段落是「加分」。分三種加：第一是「口加」，第二是「意加」，

第三是「身加」。

爾時，一一普賢菩薩，皆有十方一切諸佛而現其前，彼諸如來同聲

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入此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菩薩

三昧。佛子！此是十方一切諸佛共加於汝，以毘盧遮那如來本願力故，

亦以汝修一切諸佛行願力故。

這一科是「口加」，第一句叫做「諸佛現身」，佛到普賢菩薩的面

前用口業來加持，稱讚他說：「善哉！善哉！」說：「很好！很好！你

很有善根！」（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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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單、雙日早課唱至華嚴偈讚與念佛菩薩名號數聲後，要記得煞板

接九鐘十五鼓，然後大眾轉身向上長跪，唱慢板的佛與菩薩名號各三稱。

如：「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彌勒尊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

菩薩、南無華嚴海會佛菩薩。」

較特別注意的是，最後一菩薩名號，要過七星板與末次時要煞板。此為

佛菩薩名號的順序；一一唱誦與配合上、下板法器的這一單元，可說是本社

單日早課課誦儀軌，其主要稱揚佛菩薩名號的部份，但最後一菩薩我們上次

已講過了，所以於此就不再重說。下面就為大家一一來說明佛菩薩名號之解

義： 

第一「南無毘盧遮那佛」前六字是梵文音譯。但「南無」不能唸成「ㄋㄢ ˊ

ㄨ ˊ」應稱唸古音「納摩」「ㄋㄚ ˊ ㄇㄛ ˊ」。因為佛經自印度傳入中國，

本是梵文，必須經過翻譯，才有現在的漢文經典，譯成華文為歸命、禮敬、

歸禮、救我、度我、皈依的意思，所以此二字是「恭敬」之詞，是佛弟子向

諸佛菩薩至心歸依信受之意，亦即消除疑心，完全歸順信受佛菩薩的救度。

「毘盧遮那」翻成華文是光明遍照之意。華嚴四祖澄觀清涼國師，在華

嚴註疏裡解說：「毘盧遮那，亦通本有，本有真實識知。」能照之智是自性

本具般若，是本來就有的，因此他能顯揚遍照一切世間萬物，而無任何阻礙

的法體，如《大日經疏》云：

「梵音毘盧遮那者，是日之別名，即除闇遍明之義也。然世間日則

有方分。若照其外不能及內。明在一邊不至一邊。又唯在白晝光不照夜。

稱揚佛菩薩名號（一）
生活當中的朝暮二門功課

                          ◎釋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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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智慧日光則不如是。遍一切處作大照明矣。無有內外、方所、晝夜

之別。」又同十六曰：「 所謂毘盧那者，日也。如世間之日，能除一切暗冥，

而生長一切萬物，成一切眾生事業。今法身如來亦復如是，故以為喻也。」「毘

盧遮那」眾德圓滿，智慧之光遍照一切處，沒有方位處所晝夜之分，更對於

世間與出世間的一切有情無情，能平等開發無量眾生種種的善根，乃至世間

出世間殊勝事業，皆獲得不可思議的成就。

「佛」是自覺，也能使他人覺悟的覺行圓滿之聖者。在佛教中定義是「覺

者」、「悟者」、「智者」，是對於宇宙人生徹底明白的人，是理性和智慧

不二的「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亦是華嚴宗之教主，為華藏世界之三位聖者，

「毘盧遮那佛居中位」，有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協侍左右，共為華嚴三聖，利

樂一切眾生。

在此已談到華嚴三聖，我們就先來說明「毘盧遮那佛」脇侍之一的「文

殊師利菩薩」。音譯「文殊師利」或「曼殊室利」。意譯：妙德，妙吉祥。

又譯：妙首、普首、濡首、敬首。「曼殊」是美妙、雅緻、可愛之意；「師利」

是吉祥之意，簡稱為「文殊」。為我國佛教四大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

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之一。「文殊菩薩」在大乘諸菩薩中是智慧第一，德

才超群，為眾菩薩之首，被稱為「大智文殊菩薩」。文殊菩薩在道教中稱「文

殊廣法天尊」。

 關於「文殊菩薩」得名的由來，是在《悲華經》中說：『阿彌陀佛為轉

輪聖王時，第三王子名叫「王眾」，在寶藏佛之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願於將來生生世世，行菩薩道，沒有止盡、無有界限地莊嚴清凈佛國世界，

使三千大千世界恆河沙數般的十方國土，合為一個他所教化的世界，此世界

中有無量珍寶充滿其中，沒有濁惡苦痛的觸受，沒有種種女人，也沒有聲聞

辟支佛等未發廣大菩提心的眾生。一生得補佛位的等覺菩薩，充滿整個世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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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悲智雙運的

 〈淨行品〉（十七）
                             ◎釋天緣

8、宿住念智力，即知六道眾生及知無漏涅槃行者的種種宿命之智力；如

一世乃至百千萬世，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眾生的姓名

飲食、苦樂壽命，皆能如實遍知。

9、無障礙天眼智力，即佛能以天眼，照見眾生生死之時及未來善惡業趣，

乃至美醜貧富等業緣，都能如實遍知而無障礙。

10、斷諸習智力，即佛對於一切的妄惑和餘習氣之分，皆能永斷不生，

而如實知之的智力。所以這十種智力，是唯如來一人所具足，所證得的實

相之智慧而顯發德用之力，也就是如來智慧的境界。

接著我們看第九個段落的內容，是智首菩薩問文殊菩薩如何得到「十王

敬護」。如經文云：

云何常得天王、龍王、夜叉王、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

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王、梵王之所守護，恭敬供養。

這段經文是「增上果」，如澄觀祖師在《疏鈔》中說：「十王敬護，是

增上果者，即有力增上，由己具德，令彼護故」。文中說明若要感召到十王

的護持，一定要自己依教如法的修行，才能具足三業六根清淨所成就的德學

修養，便能感得十王的擁護。

1、 天 王， 這 裏 說 的 天 王 是 指 欲 界 的 六 層 天 和 色 界 十 八 層 天， 一 共 有

二十四層天。然而這每一層天中不止有一個天王，他們都是佛教的護法神，

只要我們歡喜信樂佛法，發大菩提心，如實修菩薩行，來成就佛道。諸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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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即會心生歡喜來讚歎尊敬擁護行者。

2、龍王，是中國道教的神祇之一，龍王形像多是龍頭人身，源於古代龍

神崇拜和海神信仰，佛教入華時，受到印度神話影響。因受中國文化影響，

日本亦有信奉。被認為具有掌管天氣的能力，因此在水旱災多的地區常被崇

拜。龍中威德特勝者，諸龍王能興雲布雨，令諸眾生之熱惱消滅。一般在欲

界、色界，保護天王宮殿的守護神。

3、夜叉王，又名藥叉，有二義：一勇健有威勢，二暴惡不善的，是能吃

鬼的神，意譯為捷疾鬼等。在古印度神話中夜叉是一種半神，夜叉與羅剎專

食人之血肉，同時由大梵天的腳掌中生出，雙方通常相互敵對。夜叉與羅刹

不同，夜叉對人類持友善態度因而被稱為真誠者，其形象有時被描述為可怕

的武士。女夜叉則被描繪為年輕又美麗，對於真正修行人會很尊重並接受佛

法薰陶，變善的夜叉會守護忉利天等諸天。

4、乾闥婆王，譯變幻莫測，又稱尋香神、樂神，是忉利天的樂神，負責

為眾神在宮殿裡奏樂，且與緊那羅同奉侍帝釋天聞香而來演奏。傳說不食酒

肉，唯以香氣為食，有眾多之王及眷屬。

 5、阿修羅王，有三譯：①非天，有天人之福，無天人之德。②無端正，

據經中所云，阿修羅女是很美麗而端嚴的，但阿修羅男卻極為醜陋，沒有半

點端正之相。③無酒，傳說阿修羅在過去，是很喜歡喝酒的，可是有個時候，

找不到酒，無酒可飲，就索性戒了酒，所以說為無酒。又阿修羅王被視為惡

神，常與帝釋整天爭鬥不休。因此，他們的面貌很醜陋凶惡，雖有天的福報，

而無天王之德。因修布施，肯做好事所感，但傲慢心很重，處處喜好與人競

爭。雖然凶惡但能接受佛陀教誨，皈依三寶後成為護法神，但還有傲慢的習

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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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所觀十法    
◎柯慈修

大乘行者目標是要往成佛之路，已便成就佛果；在修習過程要時時觀察

自身什麼狀況，在〈梵行品〉文中提到修習過程中注意自己的身、口、意，

及皈依三寶，如何持戒。本文略作說明。

〈梵行品〉中，正念天子問法慧菩薩：「一切世界諸菩薩眾依如來教，

染衣出家，云何而得梵行清淨，從菩薩位逮於無上菩提之道？」1 亦得到梵行

清淨，就可以到成佛之道路。《梵行品》是十住法門中的一品，而初菩薩位

即十住位，「因初安住於佛法中，信心不動搖依佛法而住，得到佛的智慧成

不退轉菩薩。」2 法慧菩薩回答：「佛子！菩薩摩訶薩修梵行時，應以十法而

為所緣，作意觀察。」3 即菩薩要修梵行時，應該以十種法而為所緣對象，作

意觀察。要觀察那十法呢？法慧菩薩接著說：「所謂身、身業、語、語業、

意、意業、佛、法、僧、戒。」4

梵行，《華嚴經疏》：「梵即是淨，但以性淨故，即行淨；行淨故，則

智慧淨；智慧淨故，則心淨；心淨故，一切功德淨；乃至成佛，功歸於行，

故云淨行。」5 簡易而言，菩薩所要修到的清淨的行為，而清淨的行為不只是

身的行為表現，還包括身業、語、語業、意、意業、佛、法、僧、戒，共十法。

「若身是梵行者，當知梵行則為非善，則為非法，則為渾濁、則為臭惡，

則為不淨，則為可厭，則為違逆，則為雜染，則為死屍，則為蟲聚。」6 假如

身體是梵行的話，就要知道梵行是不善的，是不如法的，是汙濁的，是惡臭

的，是不乾淨的，是可厭惡的，是四蛇違逆的，是業惑雜染的，是死屍的，

1　見 T10.279.88b4 ～ 6。
2　見《華嚴學講義》第 48 頁，賢度法師編著。
3　見 T10.279.88b7 ～ 8。
4　見 T10.279.8 ～ 9。
5　見 T35.1735.640c12 ～ 15。
6　見 T10.279.88b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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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堆蟲聚的。此段經文是假設句法，也就是「梵行」體性是眾善集成，有

法可軌，是澄淨的，無雜染的，是聖賢者所悅的。

「若身業是梵行者，梵行則是行、住、坐、臥、左、右、顧視、屈、伸、

俯、仰。」7 身的作用就是身業。身業通善、惡等的分別，也非梵行。

「若語是梵行者，梵行則是音聲、風、息、唇、舌、喉、吻、吐納、抑

縱、高低、清濁。」8 這些聲音是無記，也非梵行。

「若語業是梵行者，梵行則是起居，問訊，略說，廣說，喻說，直說，

讚說，毀說，安立說，隨俗說，顯了說。」9 這些語業通善、惡，也非梵行。

「若意是梵行者，梵行則應是覺，是觀，是分別，是種種分別，是憶念，

是種種憶念，是思惟，是種種思惟，是幻術，是眠夢。」10 此十種狀況為心

所，會有相、無相、尋求、伺察、污染、不污染等等的分別，所以也非梵行。

「若意業是梵行者，當知梵行則是思、想、寒、熱、飢、渴、苦、樂、憂、

喜。」11 由意的作用，就是意業。「思」是行蘊；「想」是想蘊；「寒、熱、飢、

渴」是觸，屬色蘊；「苦、樂、憂、喜」是受蘊。這些因種種分別而有所作意，

也非梵行。

「若佛是梵行者，為色是佛耶？受是佛耶？想是佛耶？行是佛耶？識是

佛耶？為相是佛耶？好是佛耶？神通是佛耶？業行是佛耶？果報是佛耶？」12

此觀佛十句中若色是佛，受、想、行、識、相、好、神通、業行、果報就不

是佛；若說應無如來，又墮入斷見。但此段經文是順於梵行，只是在分析體空。

「若法是梵行者，為寂滅是法耶？涅槃是法耶？不生是法耶？不起是法

7   見 T10.279.88b13 ～ 14。
8   見 T10.279.88b15 ～ 16。
9   見 T10.279.88b16 ～ 18。
10 見 T10.279.88b18 ～ 21。
11 見 T10.279.88b21 ～ 22。
12 見 T10.279.88b22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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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不可說是法耶？無分別是法耶？無所行是法耶？不合集是法耶？」13 此段

也是順於梵行。法本來不生，法即非法，修習者要如此觀察。

「若僧是梵行者，為預流向是僧耶？預流果是僧耶？一來向是僧耶？一

來果是僧耶？不還向是僧耶？不還果是僧耶？阿羅漢向是僧耶？阿羅漢果是

僧耶？三明是僧耶？六通是僧耶？」14 此段也是順於梵行。什麼是僧呢？是初

果、二果、三果、阿羅漢？《金剛經》：「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

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

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

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

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15 雖然得

到果位，但不生心念。修習者也要如此觀察。

「若戒是梵行者，為壇場是戒耶？問清淨是戒耶？教威儀是戒耶？三說

羯磨是戒耶？和尚是戒耶？阿闍黎是戒耶？剃髮是戒耶？著袈裟衣是戒耶？

乞食是戒耶？正命是戒耶？」16 佛因各種因緣而制不同的戒，但戒本性如空，

如是觀察，才是梵行。若起心持戒者，反而落入迷惑之中。

〈梵行品〉在《華嚴經》中算是最簡短的經文，但從染污的「身、身業、

語、語業、意、意業」及清淨的「佛、法、僧、戒」逐一分析體空，讓修習

者瞭解梵行清淨之相是無得、無所住。以布施為例，布施者、受施者、布施

之物，皆悉本空。以三輪體空來思惟、觀察，才是清淨的布施。

13 見 T10.279.88b26 ～ c2。
14 見 T10.279.88c2 ～ 6。　
15 見 T8.235.749c8 ～ 15。　
16 見 T10.279.88c6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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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生活智慧小品（十）
◎楊德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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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来の 女性は 、 本來女性天生 1

人生の 大地の ようである 。 就如同人生的大地。 2

事業に 失敗し 、 事業失敗 3

ぼうぜんと 帰宅し た 男が、 一臉茫然，失神回到家的男人 4

妻に  こう いっ た 。 對妻子如此說道： 5

「もう ダメ だよ、 オレは。 「已經完蛋了，我 6

あきら

め
てくれ 。 妳對我死心了吧！ 7

家中の 財産は 灰まで 家裡的財產連灰 8

執行吏に
差し押

さえ

られることにな

ったんだ
」 都即將要被法官查封了 9

どんなに
嘆き悲

しむ

かと思いき

や、
原以為不知道會多悲傷哀嘆， 10

意外に  妻は、 微笑し て 不料，妻子微笑地 11

こう たずね た 。 如此問道： 12

「それは 大変 ね 。しかし 「這真是不得了。但， 13

執行吏は、 法官 14

あなたの 身体も
差し押

さえる
のですか」 「いや、 連你的身體都扣押了嗎？」 15

そんな ことは ない」 「じゃ、 「不！沒有這回事」「那麼， 16

私の 身体が 我的身體 17

差し押さえに あう の」 「いやいや、會遭到扣押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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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

(5) 本来の女性は  人生の大地のようである

事業に失敗し   ぼうぜんと帰宅した男が   妻にこういった

「もうダメだよ  オレは  あきらめてくれ  家中の財産は灰まで執行吏に差

し押さ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だ」

どんなに嘆き悲しむかと思いきや   意外に妻は   微笑してこうたずね

た

「それは大変ね   しかし執行吏は  あなたの身体も差し押さえるのです

か」

「いや   そんなことはない」

ほんらい じょせい じんせい だ い ち

じぎょう しっぱい きたく おとこ つま

かちゅう ざいさん はい しっこうつかさ さ

さ

お

なげ かな おも い が い つま びしょう

たいへん しっこうつかさ しんたい 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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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おまえは 関係ない よ」 「不會不會，你不會有事的」 19

「坊やは？」 「我們的寶寶呢？」 20

「子供なんか、 問題 でない」 「それじゃ 「孩子根本沒他們的事」 21

あなた、 なん ですか 。 「那麼，你這樣幹嘛！ 22

家中の ものを なくす
というわけじゃな

いじゃないの
。 並不是說失去家中一切嘛，不是嗎？ 23

健康な 私たちと、 健康的我們和 24

夢を 秘め た 子供たち── 充滿未來希望的孩子們── 25

一番大切な 財産が 残る 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 我們不是還留有最寶貴的財產嗎？ 26

私たちは少し

だけ
遠回りし ただけでしょう 。 我們只是有點捨近求遠了吧！ 27

お金や財産な

んか、
金錢和財產這些東西， 28

これからの 心がけ 次第で 、 完全取決於未來的努力， 29

いくらでも できる
じゃありません

か」
要多少都辦得到，不是嗎？」 30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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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日文

「じゃ   私の身体が差し押さえにあうの」

「いやいや   おまえは関係ないよ」

「坊やは？」

「子供なんか   問題でない」

「それじゃあなた  なんですか   家中のものをなくすというわけじゃな

いじゃないの   健康な私たちと   夢を秘めた子供たち──一番大切な財産が

残る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私たちは少しだけ遠回りしただけでしょう   お金や財産なんか   これか

らの心がけ次第で    いくらでもできる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中文

本來女性天生就如同人生的大地

事業失敗，一臉茫然，失神回到家的男人對妻子如此說道：「已經完蛋了，

我。妳對我死心了吧！家裡的財產連灰都即將要被法官查封了！」

原以為不知道會多悲傷哀嘆，不料，妻子微笑地如此問道：「這真是不

得了。但，法官連你的身體都扣押了嗎？」

「不！沒有這回事！」

「那麼，我的身體會遭到扣押嗎？」

「不會不會，你不會有事的。」

「我們的寶寶呢？」

「孩子根本沒他們的事。」

「那麼，你這樣幹嘛！並不是說失去家中一切嘛，不是嗎？健康的我們

和充滿未來希望的孩子們──我們不是還留有最寶貴的財產嗎？

我們只是有點捨近求遠了吧！金錢和財產這些東西，完全取決於未來的

努力，要多少都辦得到，不是嗎？」

おわたし しんたい さ

かんけい

ぼう

こども もんだい

かちゅう

けんこう わたし ゆめ ひ こ ど も いちばんたいせつ

ざいさん

のこ

わたし すこ とおまわ かね

ざいさん

こころ しだい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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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學佛對我個人的影響

◎杜嘉恩

引進我學佛向善的契機，是我的母親。母親在我小時候，就參與各式各

樣的法會，像是地清法師的「蓮池海會」、「八關齋戒」，外婆去世後，母

親更下定決心吃全素，儘管家庭經濟情況不是很好，母親仍樂於施捨布施。

《金剛經》提到：「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母親雖然只有小學畢業，但一

切身教言行影響我學佛的意願。五年前，父親生病的時候，母親鼓勵父親念

「南無阿彌陀佛」，直到去世前一天，父親預知時日，對我們說：「明天是

最後一天。」果然，隔日凌晨父親就離開我們。捧著父親的骨灰，不斷的念

佛號，我感到很平靜，也很感謝作法事的師父和在告別式裏幫忙的許多慈濟

師姊，我相信佛菩薩已接引父親往生極樂世界。

因為這樣的因緣，我慢慢地改變自己的行為和心態，真的很感謝佛菩薩，

冥冥之中，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我開始到廟宇上香，閱讀一些勸人行善

修福的書籍，對於書籍中常提到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句話，有很深

的體會。我一一落實書籍中所勸導的，例如在生活中，像蟲蟻這樣的小生命，

我不會再傷害牠們，誘捕老鼠後則將牠放生。母親也常對我說，不可犯「五

戒」──殺、盜、淫、妄、酒，要遠離「貪瞋癡」三毒的煩惱。後來，我也

養成吃早齋，還有初一、十五吃全素的習慣，或許是吃素的關係，脾氣變得

比以前好，身體也比較健康。  

現在大學生男女交往同居的情況很普遍，但往往因缺乏互相尊重，或是

沉溺於色欲，造成許多情殺社會事件或墮胎殺生。除此之外，不良嗜好如喝

酒、吸毒，這些會使人失去理智，而有人為了貪圖財富而投機賭博，最後身

敗名裂，毀掉自己的人生。這些都是因為沒有認識佛法，產生行為道德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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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起心動念之間，若有佛法的引導，必能免去這些錯誤行為的發生。學佛

對情緒管理也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明白憤怒、妒嫉等負面情緒會使自己的德

性流失，口出惡言就是造口業；對別人拳打腳踢，甚至殺人，不只傷害別人

也是在傷害自己。我們應該要心平氣和、以誠相待、謙虛忍讓，把閱讀佛學

經典當作每日功課，誦讀經文迴向給累劫累世的冤親債主，化解仇恨、斷惡

修善。

近日有機緣閱讀《佛說孝子經》，體悟到孝順父母要及時。從小到大沒

吃到什麼苦，那是因為父母親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只是父親現在已過世，

心中常遺憾無法報答父親的養育之恩，每每思及父親生前的種種，心裏便有

無限感傷，眼淚不禁的流下來。因此，想更加孝順辛苦的母親，尊重姊姊，

所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這輩子能成為一家人，是需要很大的福

氣和緣份，我要好好把握和珍惜。

電影《少林寺》中的佛學道理和插曲〈悟〉也讓我感動萬分，歌曲裡的「無

量心、生福報，無極限……我得明白，我得反省，我才會自在。」對世風日

下的社會有很大的警示。像是大愛電視臺播放志工們在災區進行救援，愛心

募款，幫助弱勢族群，這證明世上因為不分你我的付出，人們才得以互相扶

持。還有證嚴法師等諸師父的闡釋佛法道理，在苦海中化作明燈指引世人，

這有如菩薩般的慈悲心腸，寬闊的胸懷，令人心生敬意！

佛學博大精深，而我能做到的是廣結善緣，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當作言行的準則，並學習感恩和布施。我瞭解到佛法的浩瀚無邊，若是世人

能看破世俗的假象，不被利益薰心，不做損人利己之事，孝順父母、敬重兄

長、友善待人，便能提升心靈層次，從家庭的和諧到社會的安寧，甚至國家

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每個人都有佛性，都是來世間修行的，即使犯錯，

也能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每個人都能向佛向善，並盡自己的最大能

力宣揚佛法。因此，我發願，將來事業有成，必定回饋社會，幫助有需要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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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佛法，感恩一切
──學佛對我個人的影響

◎釋星廣

善護念心光明

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曾告訴我：「有一天你長大了，媽媽不一定會一

直在你的身邊，但不用怕，只要時時心存善念，無論遇到任何事，自然都能

逢凶化吉。」幼年的我似懂非懂，卻一直記著母親告訴我的話，直到懂事以

後，親近佛法，才明白心念的不可思議。《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

切唯心造。」萬法唯心所變、唯識所現，善的心念，好的心念，自然會感召

善的、好的因緣。原來母親早在我幼年時，就為我戴上一個隱形的護身符，

無形中保護著我平安長大。

菩提心出家願

小時候母親常帶著我和哥哥散步至蘭陽仁愛之家拜佛，祈求闔家平安，

每次師父總是親切的接待我們，當我第一次見到師父時，有一種莫名的熟悉

感，因此特別喜歡到仁愛之家拜佛，只為了想見師父，想過清淨的寺院生活。

師生引導我們一家四人皈依三寶，哥哥和我也參加了兒童佛學夏令營，在夏

令營中，師父為我們說了許多佛典的故事，帶領我們做簡單的早晚課，還有

戶外的山水禪及營火晚會。營隊結束時，我鼓起勇氣跟師父說：「我想要留

下來住一個星期，體驗出家人的生活，可以嗎？」師父微笑的說：「當然可

以呀！但是晚上不能找媽媽，要自己洗衣服喔！」我開心的說：「謝謝師父！

我可以的。」在這一星期裡，跟隨師父早起做早課，照顧老人院的長輩們協

助香積組招待參訪團用餐，以及協助師父支援大大小小的活動，從中我看到

了師父們為佛教、為眾生無怨無悔的付出生命，發光發熱。那年我才十一歲，

長大後讀到《華嚴經》，才明白師父身教德行，就是《華嚴經》中「不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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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行者。因不忍眾生沉溺於生死苦海，不

願獨自登上安樂的彼岸，故發起大慈悲心，在世間代一切眾生受諸苦難。身

為佛陀的弟子，有著一份使命，見芸芸眾生在苦海中翻滾，所以提醒自己不

能懈怠、放逸，只有全力以赴，勇往直前的承擔下去。

培植福田尋真常

為了累積自己的福德資糧，在求學過程中，只要一有時間就往寺院去，

行堂、香燈、香積、共修、義工樣樣來。每逢假日或寒暑假就到寺院掛單，

每天朝暮課誦、二時臨齋、暮鼓晨鐘、出坡作務，過著與同儕不一樣的生活。

有一天師父問我：「想出家嗎？」我認真的回答：「想！但是現在，等我玩

夠了再說。」師父說：「世俗的玩樂不斷推陳出新，永遠也玩不完，永遠都

有新的、沒玩過的、沒體驗過的，何不把握青春年華，出家修行呢？」這一

番話，在我的腦子裡不斷的迴盪。有一次和朋友出遊時感到很快樂，但一回

到家裡，卻有一種說不上來的空虛感，好像「快樂」就這麼的消失了。由此

因緣，讓我深深體會到向外所追逐的樂，是短暫的、是生滅的、是無常的，

並無法永恆存在。那麼，什麼樣子的樂才是永恆不滅呢？我自問著。這時，

師父的話又浮現在腦海，反覆思惟後，恍然大悟，原來唯有出世間的法樂，

才是究竟之道。

釐清疑點確立目標

有一次，我好奇的問師父：「出家好還是出嫁好？」師父笑著說：「當

然是出家好，出家雖然要吃苦（自我挑戰、千錘百鍊之苦），是出世之苦（令

出離心增長），但苦的有意義；出嫁也要吃苦（愛恨情仇、悲歡離合之苦），

是世間之苦（反覆種輪迴因），苦的不值得呀！」師父的回答，真是一語驚

醒夢中人。我瞭解到，原來苦還有分層次，用心體會後，深有所感。世間的

愛是小愛，只愛自己所愛之人，即使結婚後，所有的一切順心如意，沒有夫

妻之間的問題，沒有公婆之間的問題，也沒有親子之間的問題，更沒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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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及經濟上的問題，家庭美滿，幸福快樂，但終究有一天大限來時，還是必

需要和至親之愛分離，縱然有再多的快樂，最終還是苦（愛別離苦）的。這

樣的樂，畢竟是短暫虛妄的，更何況要具足婚後能夠完全順心如意都很難。

如此再三確定自己心中的想法，最後我選擇了出家。

深信佛法畢生奉行

「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

道。」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由善門而入佛門，在廣結善緣中，培植福田資糧，

再從聽聞佛法中啟發自性光明，更清楚此生「所為何來」。我願生生世世常

隨佛學，跟隨著佛陀的腳步，一步一腳印的如實修行，並且將這份解脫之法

與更多的人分享，祈願所有一切眾生，皆能聞法而受益，知苦願出離，一同

走向解脫光明的大道。

感恩一切珍惜擁有

一時的感動，一輩子受用。學佛改變了我的思想，提昇我的生活品質，

更開拓我的人生觀，非常感謝在我生命蛻變裡，有這麼多善知識的慈悲提攜。

「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時度此生。」

感恩佛陀為眾生宣說解脫之法，感恩祖師大德們將佛法流傳至今，更感恩父

母給予我學佛的因緣。在學佛的路途上，有父母的支持，讓我得以順利修行，

免除許多障礙，點點滴滴是數不盡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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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蓮社 2012 年 7 月大事記
2012.07.03 華嚴專宗學院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業典禮，早上 9 點 30 分於

四樓多媒體會議廳舉行，在唱完國歌及三寶歌後，首先由院長賢度法師致詞。

賢度院長說明每年大型法會前皆有加行功課，這是與其他寺廟最大不同的地

方，目的在面壁思過，反省自己，並以加行功課來減少法會可能發生的狀況。

賢度院長鼓勵同學們開拓知識領域，來開闊心胸，將華嚴理論運用到生活上；

最後勉勵研二生應積極準備畢業論文，當做未來的期許，也是畢業後研究的

方向。學院副所長陳一標老師致詞時表示，可以專心讀書是很幸福的事，但

是在寫論文與學習上應有學伴一起討論，才能有所成長。學院副院長慈一法

師以西點軍校格言勉勵同學：「態度決定一切！」並祝福同學們，夏天有豐

收的暑假，身體健康，學習快樂。學院學務長天蓮法師特別說明，學院安排

了暑期課程，希望同學們把握時間參加學習，並歡迎同學們在暑假期間加入

常住行列。最後全體師生齊唱誦〈發願文〉及〈華研專宗學院院歌〉後，於

一樓禮佛大廳向賢度院長告假，結業典禮於 10 點 30 分完成。

2012.07.04 〜 08.17 華嚴專宗學院推廣部舉辦暑期書法研習課程，每星期二

堂課，由鄭江銘老師授課。本期以楷書為主，從文房四寶介紹及用筆練習之

基本筆法開始，接著範帖臨習，並由老師示範各種筆畫技法及臨寫。每次上

課對學員之作業習寫，均個別批閱、講評，以及個別指導引正。8 月開始分次

講解《歐體楷書間架結構》九十二法字帖，期使大家更清楚字體的結構。第

五週起習寫於宣紙，學員作品展示於教室，老師講評時，對大家的努力讚譽

有加，雖仍有進步的空間，但也因此而增強了大家學習書法的信心。華嚴專

宗學院推廣部下期的書法班，仍由鄭江銘老師授課，大家都期待著 9 月中旬

新一期書法班趕快來臨。

2012.07.05 桃園僑愛佛教講堂於上午 10 點假臺北華嚴蓮社一樓會議室，召

開 101 年上半年度執事會議，會議由賢度董事長主持。董事長就會議內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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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華嚴齋天法會」之緣起，原為成一導師體念貧困學生就學不易，為鼓勵

蓮友間若有貧困的小孩好好讀書，因而設立齋天法會，所得淨財做獎助學金，

日後發展以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生為對象，不僅嘉惠學生，也可擴大講堂度

眾幅員，注入新血輪，把佛教信仰傳承下去。並針對講堂修繕工程、佛學講

座、50 週年特刊及籌備會議、職員制度及福利等議題提出意見，會議於 12 點

圓滿結束。

2012.07.09 〜 07.13 華嚴專宗學院舉辦「實用日語生活會話密集班」，每天

早上 9 點 30 分至 12 點，下午 1 點 30 分至 4 點，由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

授吳翠華老師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部學生守時愛里分別擔任講師，並由就

讀東吳大學日文所的陳湘芸同學即時翻譯講師守時愛里的授課內容。課程內

容共分十個單元，每個單元設定一個主題情境，帶領學員在活潑有趣的情境

中，輕鬆學會實用的日語生活會話，購物、旅遊、交友輕鬆搞定。學生透過

會話方式，不只獲得學習上的樂趣，也能運用在生活中，增進日語能力。

2012.07.12 桃園僑愛佛教講堂信眾樓荷芳來臺多年，因未領身份證，無固定

工作，收入有限，平日非常用功，講堂有法會她也發心至大寮幫忙，卻不幸

於日前突然暈倒，緊急送醫。醫師診斷為急性胰臟炎、敗血性休克、急性呼

吸窘迫症候群、肺部發炎、肌肉萎縮，住進加護病房後，目前病情穩定中。

醫師評估，日後若要好轉，在普通病房治療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樓居士在

臺沒有親人，乘度住持率領多位蓮友一同前往聖保祿醫院探視，為她誦藥師

灌頂真言祈福，並代表福田功德會致贈慰問金，祝她早日康復。

2012.07.19 華嚴蓮社於早上 9 點在一樓會議室，舉行 101 年上半年度事務會

議賢度董事長致詞表示，上半年度的工作，尤其是週年慶活動比預期的成效

還要好，感謝法師、居士認真努力完成；未來農曆 2 月 19 日觀音聖誕法會必

須介紹智光老和尚的生平和著作，讓與會信眾多加瞭解智老的事蹟。賢度董

事長也提到因應全球暖化及民生物價上漲，要求每位同仁隨手關燈，做好節

能減碳；並對蓮社存藏已久的書籍，須確實做好保留管理、回收或結緣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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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會議報告首先由天演住持逐一針對弘法、慈善、教育等三大類扼要說明，

也感恩大家在成一導師圓寂週年所舉辦的紀念活動及研討會能圓滿成功。接

著由財務、天蓮監院、總務等各部門及執事人員依序提出工作報告及下半年

度工作計畫，會議於下午 3 點圓滿結束。

2012.07.29 振法法師率領佛陀教育基金會天台宗課程之學員，於下午 4 點到

蓮社參訪，由天蓮當家負責接待。首先至四樓視聽教室觀看蓮社六十年回顧

與展望影片，讓學員對蓮社的創立與弘法、教育、文化、慈善等四大志業，

有初步的了解。之後到成一圖書館參觀華嚴類特藏，振法法師及學員們並與

天蓮當家討論華嚴相關問題。再到三樓文物展示區觀看祖師文物，對於祖師

們好學的精神讚嘆不已。接著，賢度董事長在雲集廳接見來訪的貴賓，振法

法師贈送其著作《天台析津》一套予蓮社，由董事長代表接受，董事長也回

贈一套《新修華嚴經疏鈔》予振法法師。董事長並與學員們分享華嚴議題以

及弘揚華嚴的點點滴滴。最後，大家於一樓華嚴三聖前合影留念，結束參訪

行程。

2012.07.30 〜 07.31 華嚴專宗學院副院長慈一法師，帶領部份研所的學生參

訪臺灣中部的佛教道場。第一天，同學們首先到達南投縣觀音山圓通寺，拜

訪了果清律師，並請教了有關戒律的問題，聆聽了果清律師的教誨。第二天

早上，在客堂法師的導覽下，參觀了中台禪寺一樓到十六樓的殿堂建築，瞭

解中台禪寺的弘法理念；午餐後，參觀佛教文物博物館，切身體驗了中華佛

教歷史的淵源流長。下午，參訪位於嘉義市東區圳頭里盧厝的妙雲蘭若，環

境清幽的妙雲蘭若，是近代臺灣佛教思想主流─「人間佛教」倡導者印順導

師的關房。在義工細心的導覽及數位媒體的介紹下，清楚瞭解妙雲蘭若的歷

史及印順導師的相關資料，也參觀了印順導師當年閉關的房間。兩天的參訪

行程，使參訪的同學開闊了視野，更堅定了學法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