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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弘願

眾⽣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
誓願成 　

桃園僑愛佛教講堂秋季華嚴法會開⽰錄

作者：成⼀長⽼

整理：釋天恩

（上）

各位菩薩⾟苦了，這兩天念經念得非常的緊張，現在且請把⼼
情放鬆下來，休息⼀會兒，聽我講幾句佛法。這卷經是善財童⼦，
訪問普救眾⽣妙德夜神，給他介紹了下⼀位善知識，名為寂靜⾳海
主夜神。這位主夜神名為寂靜⾳的記錄，但他⼀點都不寂靜。寂靜
是無聲意，但是這位寂靜⾳的聲⾳很廣⼤，很圓滿又不可思議。他
是要來度眾⽣的，他說：「善男⼦！我發起清淨平等樂欲⼼，我發
起離⼀切世間塵垢清淨堅固莊嚴不可壞樂欲⼼，我發起攀緣不退轉
位永不退轉⼼，我發起莊嚴功德寶山不動⼼，我發起無住處⼼，我
發起普現⼀切眾⽣前救護⼼，我發起⾒⼀切佛海無厭⾜⼼，我發起
求⼀切菩薩清淨願⼒⼼，我發起住⼤智光明海⼼，我發起令⼀切眾
⽣超過憂惱曠野⼼……。」這位寂靜⾳海主夜神發起了這麼多⼼，
我想，我們都了解，學佛第⼀個就是要發⼼，發什麼⼼比較契合我
們⽽重要呢︖我們可以⽤這篇⽂章做參考的資料，如這位善知識
——寂靜⾳海主夜神「⾸先發起清淨、平等、樂欲⼼」，「清
淨」、「平等」這兩句話是佛法修⾏最重要的焦點。世間眾⽣的⼼
都是混濁的，原因混濁才會發⽣無明與煩惱⽽不得清淨，因為⼀有
分別妄想，就不能明⽩佛法真理。我們發⼼學佛就是要與眾⽣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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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才能夠出離五濁惡世，才能夠證得圓滿清淨平等的⼀真法
界⼼。發起如是⼼，⾃⼰受⽤，⾃⼰利益，要曉得⼀個⼈⼀天到晚
有分別⼼，好討厭的，受不了⼈家的批評，也看不慣⼈家那些分別
執著，那是很麻煩的⾔⾏，終⽇亂七八糟的不得安寧。

那麼我們現在第⼀個就是要發這個「清淨⼼」，第⼆個發「平
等⼼」，之所以要修⾏，就要反其道⽽⾏之。世間不清淨，為什麼
不清淨，就是⼼不清淨，⼼⼀不清淨就會永久不清淨，不清淨的⼼
做出不清淨的事，說出不清淨的話，動不清淨的腦筋，弄得整個社
會都不清淨。不清淨就是污濁，現在打開報紙，打開電視，很少有
令⼈歡喜的好事，查其原因，就是眾⽣⼼不清淨。我們要效法這位
寂靜⾳海主夜神，發清淨⼼，發平等⼼，世間⼀切本是平等的，⼈
就是⼈，⼈有⼈的本性，⼈有⼈的⽣活⽅向，但是這些⼈現在都違
背了做⼈的本性，做⼈的本性是什麼︖我們中國⽂化所提倡的忠、
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這⼗⼆個字。今天
我想各位也會體悟得到，現在社會上具備有這⼗⼆個字的⼼的⼈，
有⼈重視它嗎︖如果有，應該不會做出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事情
來，現在有孫⼦可以殺祖母，兒⼦可以殺⽗母，孝道蕩然無存，何
謂「仁愛」︖仁者，要有愛⼼，有⼈提倡，但實⾏很少，因為⼈多
⾃私，⽽沒想到⼈飢⼰飢、⼈溺⼰溺的愛⼼，是現在社會混亂之根
源，⼈無信⽤，⽽盡量騙⼈，到處招搖撞騙，只講是非，⼜不出蓮
華，更無所謂的禮義廉恥。所以不論新聞或電視，都是無恥的新
聞，沒有禮貌的新聞，沒有義理的新聞，我們祖先所傳的禮義廉恥
等⼗⼆個字，已經沒有⼈重視了。⼤家都混濁了，那麼⽣在這個社
會只有痛苦，精神上很痛苦。所以我們讀了這⼀卷經以後，聽寂靜
⾳海主夜神的開⽰，我們也應該和他發⼀樣的⼼，來認真學佛，要
做到古⼈說的兩句話：「舉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迷⽽我獨
醒。」⼤家都能發⼼學佛修⾏，世界才能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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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經⽂又說：「我發起令⼀切眾⽣超過憂惱曠野⼼。」憂
愁、苦惱，我們現今社會⼈類⼤都陷在憂愁苦惱當中，所以我們要
發起超過憂愁苦惱的曠野⼼。憂愁什麼呢︖現在我們的⽣活發⽣問
題，不論什麼⼯作的待遇都在縮減，政府機關、公司⾏號的裁員，
沒有⼯作怎麼⽣活呢︖實在糟糕！「要發起令⼀切眾⽣捨離不可意
的⾊、聲、⾹、味、觸、法的⼼」，⾊、聲、⾹、味、觸、法這是
我們⽣活依憑的六塵境界，處理好六塵境界就會和平安樂，不能如
是，即變成混濁的，動亂的，不如意的根源。這六種境界是我們⽣
活的泉源，所以我們要⽤⼼維持⽣活的泉源，使它莊嚴清淨。六塵
境界如果是混濁的，我們⼼如何安呢︖如何靜呢︖所以要發⼀個捨
離它們的⼼來轉變它們，使混濁變成清淨。對於不如意的境界，
「我發起令⼀切眾⽣捨離愛別離苦、怨憎會苦⼼」，要發起捨離
⼼，要捨離愛別離苦、怨憎會苦，這是⼈類八苦當中最苦的兩種，
愛別離為了謀求⽣活，⽣活不下去，到他鄉國外去，對於⼀家⼈也
只能分離他鄉，愛別離是痛苦的。「發起令⼀切眾⽣捨離惡緣、愚
癡等苦⼼。」⼀切邪惡的因緣不斷困擾我們，我們很痛苦，愚癡是
沒有知識的，那是痛苦的⼼，我們要求遠離、捨離它們。

「發起與⼀切險難眾⽣作依怙⼼」，「險難眾⽣」表⽰他的⼼
很險，很邪惡，時時刻刻想作弄⼈，算計⼈，傷害⼈，現在我看，
只有我們中國⼈有這種情形，每⼀個⼈家的房⼦⾨裝鐵欄，窗户裝
鐵欄，為什麼要裝這些啊︖如果沒有裝，壞⼈，⼩偸，隨時可以進
來，很危險，這就是我們環境不如意的地⽅，所以我們要發⼼學佛
化導社會⼈⼼。「發起令⼀切眾⽣出⽣死苦處⼼」，這是學佛最根
本的，要出離⽣死，證得涅槃，是學佛最重要的。要出離⽣死，不
要再⽣⽣世世沈淪⽣死苦海裡，受著永無⽌境的⽣死痛苦︔涅槃是
不⽣不死，在未證涅槃以前，我們先求得⼀個安全淨⼟︔雖然淨⼟
有⽣死輪迴，但卻是清淨，是⾃在的，隨願往⽣的，到那裡受⽣是
隨願往⽣去的，我們要發起⼼來，遠離這種痛苦⽣死⼼。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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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死叫做分段⽣死，我們修學佛法成功後，所受的是⼀種叫
做變異⽣死，隨著我們的⼼意，我們想到那裡就到那裡，⽣到佛國
淨⼟，屬於變異⽣死，不會再受分段⽣死。我們⽬前所修的佛法，
它給我們⼀個很⽅便的法⾨，即為念佛法⾨。過去念佛要⽣西⽅，
西⽅條件比較難⼀點，第⼀個要把阿彌陀佛念得⼀⼼不亂。現在很
多⼈為著⽣活忙碌，尤其我到美國住了⼀段時間，華僑每天上班都
很⾟苦，有的⼀天要上⼗個⼩時的班，到了下班後回到家，什麼也
不想做了，急切想睡覺，念佛功夫根本別想做了。在美國的華僑，
進入社會⼯作以後，或者年齡未到退休以前的這段⽣活當中，每⼀
個⼈都要去上班。普通上班上八個⼩時，有的要上⼗個⼩時以上，
為什麼呢︖因為⼯作趕不了，⽤⼈少，加重了⼯作，常常看到有的
信徒，疲勞不堪，我看了⼼裡很痛苦，不要想華僑過的都是好⽇
⼦，華僑有華僑的苦，這都是最普遍現象，現在國⼈也是這樣，⼤
家上班的⼈也是很痛苦。我們能夠不上班，能夠⾃由⽣活的，那就
是幸福的，因為很少⼈可以做到這樣。所以我們現在要想到趕快修
⾏，當然以念佛法⾨為最⽅便，但是念佛法⾨⽬前有兩種可以讓我
們選擇︔⼀種即是修往⽣西⽅極樂淨⼟，⼀種是彌勒佛成⽴的兜率
淨⼟。西⽅淨⼟比較難⼀點，九品往⽣，只有上品上⽣的⼈，才能
⼀⽣到西⽅，⾺上⾒到阿彌陀佛︔上品上⽣的條件，就是念佛到⼀
⼼不亂。第⼆個是善根福德因緣︔這裡⾯沒有詳細說明，多少善
根，或什麼樣的福德因緣，要正⾏，正⾏就是⼀⼼不亂念佛功夫，
助⾏就是要善根福德因緣︔這兩種通通都具備，才能夠往⽣。往⽣
西⽅分九品往⽣，唯有上品上⽣的⼈，才能⼀⽣西⽅⾺上⾒到阿彌
陀佛。第⼆名上品中⽣的⼈比較擴⼤，假使能往⽣西⽅極樂世界，
要在蓮花裡⾯待上⼀天⼀夜，才能⾒到阿彌陀佛。西⽅極樂世界的
⼀天⼀夜，《華嚴經．壽量品》有說，是我們娑婆世界的⼀個⼩
劫，即⼈的壽命從⼗歲開始，過⼀百年增⼀歲，過⼀百年增⼀歲，
增到八萬四千歲到頂，再向下減，過⼀百年減⼀歲，過⼀百年減⼀
歲，減到⼗歲，這樣⼀增⼀減的時間叫做⼀⼩劫。這⼀⼩劫我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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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數學家計算過，也就差不多是我們修學彌勒法⾨的五⼗六億七千
萬年，換句話說：我們修彌勒淨⼟，比修極樂淨⼟的時間還要快，
我們已經到彌勒淨⼟，向彌勒佛學習了。到那時就是龍華三會我們
授記的時候，等於在世間念完博⼠學位，被授予學位的時候。所以
說第⼆等的往⽣西⽅在蓮花裡⼀⽇⼀夜的時間，等於我們到兜率天
跟隨彌勒菩薩修⾏的時間，到彌勒佛下⽣⼈間來成佛的時候，我們
也跟他⼀起下來娑婆世界。彌勒菩薩⼀成佛，他成佛後要在龍華樹
園裡開三次⼤法會，第⼀會要度九⼗六億⼈，現在我們這個地球只
有六⼗億⼈，到那時為什麼有這麼多⼈呢︖因為⼀尊佛的化區是三
千⼤千世界，也就是三千個地球，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地球，其他星
球的眾⽣看我們這個地球，也是閃閃發光的⼀粒星星，這是⼀尊佛
的教化區，才有這麼多。所以其第⼀會就能度九⼗六億⼈，⽽彌勒
淨⼟也有三品往⽣，以修⾏程度及功夫⽽分三等，但很⽅便，彌勒
佛為什麼這麼慈悲，因為他是修⾏慈⼼三昧成功的，不是要⼈家吃
苦受苦受難的，彌勒佛只希望眾⽣發慈悲⼼，念佛就好，只要能做
好事，不⼀定要念多少佛號，這⼀點和其他的佛不同︔所以這兩種
念佛法⾨比較之下，我勸各位堅持念阿彌陀佛往⽣西⽅淨⼟的⼈，
可以改變觀念。如果還是堅持的話，如果⽣在下品下⽣，就要在蓮
花裡待上⼗⼆個⼤劫，時間花得太長，划不來，所以今天講到寂靜
⾳海主夜神，藉此機會向各位補充說明。總⽽⾔之，我們要學佛，
離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實在太苦了。同時我們要發起菩提⼼來，
改造這個世界，如果改好了，多⽣多世的⽗母、兄弟、姐妹、夫
妻、眷屬、兒女，親戚都可以在未來這⼀佛國⾒⾯，⽽⽣西⽅只有
⼀個⼈可以去，所以修彌勒淨⼟法⾨多好啊！將來有這麼樣多的好
處，勸⼤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今天講到這裡，祝各位⼀⽣就成就
佛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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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念的這段經⽂，內容介紹善財童⼦參訪的善知識是摩
耶夫⼈，我們曉得摩耶夫⼈，她是佛的母親，她的修⾏功德不但是
成為教主釋迦牟尼佛的母親，⽽且她曾做過⼗⽅諸佛的母親，她的
功德真是不可思議！我們來看摩耶夫⼈是如何修⾏成功的。她說：
「修⾏最主要是在修⼼，⾏是⾏為，⾏為的發動是出⾃於⼼的，⼼
⼀動要怎麼⾏就怎麼⾏，所以要修⼼才重要。」那麼摩耶夫⼈是如
何修⼼的呢︖她說：「善男⼦！應守護⼼城，不貪⼀切⽣死境
界。」意為要防守保護好我們的⼼。「城」是⽤來防守敵⼈的，國
家要有城池，來保護⾏政中⼼，保護⼀切⼈民及其財物中⼼，不讓
外敵來侵犯，這是世間城池的⽤處。⽽我們做⼈，以⼼為城，⼼
呢，不是法界⼼，⽽是染污⼼，這個⼼容易犯罪，守護⼼城，那是
我們的清淨法界⼼，不讓染污⼼來侵犯我們。有那些不好的⼼會侵
犯我們呢︖第⼀個是貪⼼，貪⼼是⼈最⼤的⽑病，無量的煩惱，無
量惡業，無量的是非，都是因貪⽽起，所以佛書上：「⼀念貪⼼
起，百萬障⾨開」，⼀切不如意都隨之⽽來。如果沒有貪⼼，或者
看⼀切五欲境界，就是成功修⾏者了。但是這個要做起來，實在很
不簡單。有誰看到錢不喜歡的呢︖誰看到英俊的男⼈不喜歡呢︖誰
看到漂亮的女⼈不喜歡呢︖這都是與⽣俱來的貪⼼，但是學佛就是
要在不可能當中做到可能，不能⾏的要能⾏，難⾏能⾏，難忍能
忍，要有這種功⼒才能成佛。所以第⼀個我們要防⽌貪⼼不要讓它
現⾏。不但如此，還要有施捨⼼，假如有⼒量可以幫忙他⼈⽽不肯
幫忙，這個也不好。這個叫慳貪⼼，慳貪⼼太重的結果，將來會墮
入餓鬼道。貪⼼的⾏相是道樣的，⾃⼰有的不肯施捨，又要去貪⼈
家的這種⼼，千萬不能讓它存在擴⼤。第⼆個「應莊嚴⼼城，所
謂：專意趨求如來⼗⼒。」如來有⼗種⼒量，能完成這⼗種⼒量，
即完成我們的修⾏功課，無量的莊嚴佛果，就是如來的⼗種⼒量所
成就的。第三個「應淨治⼼城，所謂：畢竟斷除慳嫉諂誑。」意為
要常將⼼弄乾淨，⼼不乾淨有了貪⼼就不清淨了。慳貪⼼、嫉妒
⼼、諂媚、虛誑等⼀切不合理的⼼，都要剷除，⼼城才能清淨莊



13

嚴。第四個「應清涼⼼城，所謂：思惟⼀切諸法實性。」清涼與煩
熱相對，⼼怎麼會熱，因為對⾊、聲、⾹、味、觸等追逐不休，追
逐五塵境界，這五塵是維持我們⽣命的源流。當然普通⼈⼀定會追
求它，但是我們學佛修⾏的⼈，對於五塵境界的享⽤要適可⽽⽌。
吃飯吃飽就好，不要貪多、貪好，東西夠⽤就好，如果有多餘的，
拿去布施貧窮，那才是修⾏⼈的正確⼼⾏！這才是平等⼼，有了平
等⼼才能學佛，這個就叫清涼⼼，因為這樣做，我們的⼼就會得到
清涼，⼼清涼，煩惱和是非就不會⽣起。⼤慈⼤悲的⼈，樂善好施
的⼈，只有受到⼈家的讚揚和敬仰，永遠不會有⼈來找他的麻煩。
⼼清涼以後，就會在佛法上⽤功，沒有貪⼼，沒有追求五欲的⼼，
⼀切都可以放下，⼼就清涼莊嚴了！第五個「應增長⼼城，即謂：
成辦⼀切助道之法。」何謂助道之法呢︖指的就是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波羅蜜，能幫助我們成功，所以叫做
助道法。第六個「應嚴飾⼼城，即謂：造⽴諸禪解脫宮殿。」所謂
「嚴飾」，就是把我們的⼼漂亮起來，沒有那些貪瞋癡的煩惱、污
染，只有戒定慧的莊嚴，這樣修⼼就莊嚴起來了。佛法所謂的就是
戒定慧三學，是除滅貪瞋癡的利器，有此三學才可以消滅這貪瞋癡
的三毒，煩惱除掉，⼼就得到清涼，這樣才可以建⽴解脫宮殿。有
了禪定深度的徹悟，就能解脫世間名利財物虛妄貪求。第七個「應
照耀⼼城，所謂：普入⼀切諸佛道場，聽受般若波羅蜜法。」即以
佛的光明時常照耀我們的⼼城，如果⿊暗的⼼⼀起來，就起貪⼼、
起煩惱⼼，所以要得到佛的光明。我們常常到道場念佛、共修、聽
講佛法，尤其是般若波羅蜜法，般若是智慧，波羅蜜是成功，我們
修學佛法的⽬的就是要把智慧修成功，所以聽講經可以把智慧先給
⽣起來。我們常常以⾹花或幡蓋等等來供佛，這屬於修福德︔但學
佛，光佛福德還不夠，善財童⼦接受他的⽼師⽂殊師利菩薩開⽰以
後，⽴即發起學佛的⼼來了，不想回家，要向⽂殊菩薩請⽰問題。
善財童⼦本為⼀個⼗七、八歲的青年，他聽了⽂殊師利菩薩講了⼀
場經以後，覺得佛法太⾼妙，如果學會了多好，所以不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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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去請教⽂殊師利菩薩說：「佛法是如此⾼妙，我聽了以後⼼裡
很感動，希望也能修學佛法，但不知要從什麼地⽅著⼿︖」⽂殊師
利菩薩告訴他說：參訪善知識是成就佛道的第⼀因緣。」善知識以
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社會上的學者及專家。你看善財童⼦參訪的
⼈，每個⼈都有各⼈的專長，這就是社會上的學者及專家。像我們
知道的有限，因為念的不是⾼中就是⼤學，那些都是普通知識，不
能說是博學，要博學就要到社會上去參學，去訪問專家學者，才能
應付複雜的社會，也才能運⽤我們博學的智慧來貢獻社會、拯救眾
⽣，如果知識淺薄，⾃⼰什麼都不知道，⾃⼰也修不成功，那裡還
談度⼈︖所以修學佛法智慧很重要，所以⽂殊菩薩才說參訪知識成
就佛法的第⼀因緣。

善財童⼦接受⽂殊菩薩開⽰後，⽴即起步訪賢求學，經歷了⼀
百⼀⼗個菩薩。其中彌勒菩薩與眾不同，他住的房⼦像寶藏庫⼀
樣，裡⾯什麼都有，善財童⼦參訪到彌勒菩薩時，就向彌勒菩薩
說：「我已發了菩提⼼，不知道要怎麼修菩薩道，⾏菩薩⾏︖」彌
勒菩薩看善財童⼦⼀路下來參訪了這麼多位善知識，⽽要善財童⼦
看看菩薩道的內容，菩薩⾏的實際情形，於是打開了他的⼤寶樓
閣，跟善財說：「你所想要的學問這裡全有！」善財童⼦接受彌勒
菩薩的開⽰，進了⼤寶樓閣，進去⾛了⼀轉，裡⾯所有的就是他參
訪的善知識所開⽰的各種法⾨。到了第五⼗⼆位剛好就是彌勒菩
薩，彌勒菩薩即告訴善財童⼦道：「你問如何修⾏佛法，如何⾏菩
薩道，這兩個問題的內容全在這裡了。」彌勒菩薩還說：「到現在
為⽌，你的智慧⾨已經成功了，現在還差另⼀半的福德⾨，如何修
福德⾨呢︖你再回去請問你的⽼師吧。」⽂殊師利菩薩有神通，聽
到了善財童⼦與彌勒菩薩兩⼈的談話之後，⽴即伸出他那很長很長
的右⼿來摩善財童⼦的頭，肯定他已經成功了。並告訴善財說：
「就在菩提場參訪普賢菩薩，普賢菩薩會告訴你如何修學福德
⾨。」普賢菩薩有⼗⼤願王，⼗⼤願王是⼀個總綱，⼗⼤願王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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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起來，就是「普賢萬⾏」，普賢萬⾏，就是福德⾨的⼤寶藏
庫。今天就講到此為⽌。

（下）

各位⾟苦了，今天我再向你們報告我的誦經⼼得。我們都知道
佛陀留下來的最根本法⾨，就是《⼤⽅廣佛華嚴經》，這部⼤經共
有八⼗卷，分四個⼤部分，第⼀是信的⼀分，⼗⼀卷經︔⼆是解的
⼀分，三⼗⼆卷經︔三是⾏的⼀分，七卷經︔四是證的⼀分（入法
界品）有⼆⼗卷經。這些話不是憑空說的，是根據他無量劫依法修
⾏，⼀天⼀天地功德圓滿，親身經歷完成的，所以佛教可以肯定地
說，它是科學的宗教。佛教說⼀切諸法的成就，不是天造的，不是
佛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那是什麼⼈造的呢︖是因緣所造，以
「因果定法則」，什麼因成什麼果，⼀切諸法以此為原則，因和果
之間需要有很多因緣條件來成就它，所以說，「因緣成萬事」。這
兩句話要把它記住，⼤家弄明⽩它的意義及理論，可以讓我們了解
佛教，修⾏佛法，才不會落入虛妄迷信，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在
《華嚴經》裡⾯，佛陀⾸先以⼗⼀卷經說明佛是⼈成，⼈都可以成
佛的道理︔說明這個世界是可以依我們的願⼒、功⼒、莊嚴起來，
⽽不是上帝造或天造的，這個道理講出來以後，相信佛不會騙⼈。
佛陀以王⼦之身，要什麼有什麼，因為他看到當時拜神、拜天的宗
教，莫名其妙，徒然地那裏⾟⾟苦苦，浪費財源精⼒，結果毫無所
得，為什麼呢︖天是什麼︖神是什麼︖上帝又是什麼︖這三樣信仰
的對象，根本沒有，都是⼈所想出來的。因為⼈在科學沒有發展出
來以前，對於萬事萬物的⽣成和發展根本搞不清楚，於是想到這恐
怕是天造成的、這恐怕是神在作主，恐怕是上帝在安排，這些感性
的宗教是這樣產⽣的。悉達多王⼦發現這些不合理、不合法、不合
情，不會有什麼結果和成就，所以毅然放棄他尊榮的王⼦地位，出
家修⾏，想在宗教這條路線上尋找真理。他沒有⽼師，⼀切都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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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禪定中開發起來的，他悟知世間萬事萬物不是天造、神造、上
帝造，也不是佛造的。他悟到萬事萬物的⽣成，在時間上是因果關
係，在空間上是因緣條件的關係，他還悟到⼈⼈都可以成佛，但不
是佛給他成佛的，是他覺曉到因果為法則，因緣成萬事的真理⽽成
佛的。因果是諸法⽣起法則，因緣是萬事成功的條件︔這是非常正
確⽽超然的發現。佛陀悟到的是真理，不是神話，因此我們要相信
佛法。

第⼆個是解分，三⼗⼆卷經⽂說明要了解⼀切諸法⽣起的原
因，不論釋迦或彌勒，都是千⾟萬苦的修成功的，沒有⼀件是不勞
⽽獲的事，所以我們要依照無量法⾨去修⾏，要把無量煩惱斷去，
眾⽣不能夠成佛的原因，就是因為眾⽣⼼中有無始以來的煩惱擾亂
他們的思想，不能得到正智，必須斷去煩惱，智慧才會⽣起，智慧
⽣起萬事萬物才能弄得明⽩，這是解的部分。然後有七卷經是屬⾏
分，即依照佛所開⽰修⾏的⽅法，修什麼樣的因⾏，成就什麼樣的
果德，修⼈、天、菩薩、佛因，則⼈成、天成、菩薩成、佛成。什
麼樣的修⾏成⼈︖什麼樣的修⾏成天︖什麼樣的修⾏成菩薩︖什麼
樣的修⾏成佛︖都分得清清楚楚，各位讀《華嚴經》的菩薩應該有
這樣的認識。我們學佛修⾏，就是要這樣。先要信，再去了解，從
了解中去實踐它，得到印證。舉⼀個例⼦，什麼⼈做到呢︖善財童
⼦做到，善財童⼦就是⼀個標準的榜樣，他是⼀個純潔青少年，他
聽到⽂殊菩薩講佛法後，覺得很有道理，要將它弄明⽩，請教⽂殊
師利菩薩這麼好的佛法，要如何去實踐它呢︖⽂殊師利菩薩教他要
去「參訪善知識」，因為佛法是般若——⼀切智的世間法和出世間
法，如果有⼀點沒有弄明⽩，就不能成佛。所以佛說：「⼈⼈都可
以成佛，但是我不能給你成佛，成佛是各⼈⾃⼰的事情，要依照我
成佛的⽅法、路線去做，去⾏，才能和我⼀樣成佛」，所以說，佛
教是⼀個知性的宗教，也可以說它是科學的宗教。這是⼀個徹底的
成佛之道，因為它有堅強的理論，並有這樣的實踐之道，所以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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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做這樣了不起。善財童⼦接受⽂殊師利菩薩的教導，⼀位⼀位
去參訪，共參訪了五⼗三位善知識，第五⼗⼆位，就是他現在參訪
的彌勒菩薩。彌勒菩薩有⼀座⼤樓閣智慧寶庫，彌勒菩薩肯定了善
財童⼦學佛的智慧⾨已經修成功了，寶藏得到了，不過成佛之道只
⾛了⼀半，另外還要修福德⾨，必須福慧雙修，⽅得圓滿佛果。那
麼福德⾨要怎麼修呢︖去求什麼⼈指導他呢︖還是回去求⽂殊師利
菩薩指導吧！⽂殊師利菩薩伸出他的長⼿臂，過⼀百⼀⼗個城來摩
善財的頂說：「你成功了，恭禧你！但是你不要回來，要去參訪修
福德的⼤善知識，這位善知識就在菩提場，即是普賢菩薩。」普賢
菩薩接受了善財童⼦的拜訪，很慈悲的說：「你要發⼼修福德，這
⾨功課以⼗⼤願王為主，進修福德萬⾏。」善財童⼦聽了普賢菩薩
的開⽰以後，⾺上完成這些功德，展開⼗⼤願王的進修。最重要的
研討是弄明⽩世間萬事萬物的內容，普賢菩薩⽰現給善財童⼦看他
以前是怎麼修的，告訴善財也要照樣修，說到最後，佛法是什麼
呢︖佛法就是要修無量的福德，要度無量的眾⽣，要供養⼀切諸
佛，度無量⽣是慈悲，⾃⼰修成功，還有好多好多⼈不知道修啊，
要去度啊！例如我們蓮社創社後，從四⼗八年開始第⼀件事就是發
起教育事業，第⼆就是發起⽂化事業，第三件事是發展慈善事業，
太虛⼤師曾說：「這三件事是挽救佛教三⼤救⽣圈」，如果佛教徒
只知拜拜、燒⾹，決不會成佛。我們這個佛堂的⼯作⽬標第⼀是弘
法，是希望⼤家了解佛法，⽽且把拜佛和拜神的觀念弄清楚，不懂
可以請教我們住持或當家師⽗，他們會教你們，這裡沒有辦法多
講。不過，關於為⼈家做佛事的問題，我要提醒⼤家，做佛事誦經
拜懺，⼼要專⼀誠敬，不能⾺虎，不然太隨便了，會有因果的。最
好是勸信徒⼤家都⾃⼰參加，⼼要誠敬才有功德。我講⼀個故事，
給⼤家聽，這個故事是發⽣在清朝末年兩廣總督林則徐身上的⼀則
故事。他是⼀位虔誠的佛教徒，平時上下班坐在轎⼦裡念《⾦剛
經》以為恆課，有⼀天，他有⼀位部屬過世了，當天夜裡托夢給他
太太，要他太太請林則徐為他念⼀卷《⾦剛經》，並說明是他亡夫



18

要她求的，那位部屬太太來請求林⼤⼈念經，林則徐答應她，在早
上就念了⼀部《⾦剛經》給他的部屬。但是第⼆天他部屬的太太又
來告訴林⼤⼈說，她的丈夫沒有得到功德︔原來林則徐當天早上念
的經沒有⽤，因為經上多了「不⽤」兩個字，林⼤⼈聽後吃了⼀
驚，想起早上佣⼈進來送茶時，他曾擺了擺⼿，嘴未講，⼼裏卻有
不⽤的意思，林⼤⼈這樣⼀想，不禁吃了⼀驚，隨即說道：「我知
道了！你先回去，我會再念的！」第⼆天早上，林⼤⼈把房⾨鎖
上，重念了⼀遍。夜裡那位部屬又託夢給他太太說：「這卷經念得
好，我已升天了，你再去謝林⼤⼈⼀下。」從此⼀故事看來，我們
念經，非⼀⼼專注不可，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中華民國九⼗⼀年⼗⼀⽉於桃園僑愛佛教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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