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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最初發心，應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更以大悲心作利他事，

以廣集一切功德；故菩薩證悟以前，要有長時間的漸修。龍樹說：「若

信戒無基，憶想取一空，是邪空。」唯識宗亦強調資糧位中，要積集無

量的福德智慧資糧，若不積集福智資糧而妄想悟入空性，這是不可能的。

振興佛教     勝軍

 

      佛教積弱，由來己久。若不是教義猛

利，挽狂瀾於既倒，恐早已消失於歷史洪

流中。近來雖有繁榮興旺跡象，但仍危機

處處，只屬虛火，不容樂觀。身為佛弟子，

憂慮不安之餘，謹提出四點振興佛教的方

向，以供參考。自知粗疏不足，未能對佛

教有所幫助，只望有識之士正視此鮮被提

及的課題，下點功夫，自能做到拋磚引玉

之功。

      一.  辦佛學班――基礎的佛學班要長

期舉辦，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接觸正確的

佛法，打好基礎，再運用佛教的智慧去改

善人生。佛學班應有系統及時間不要太長，

更應兼顧趣味性，讓初入佛門之人不會感

到困難及厭悶。由這基礎上，豎好知見，

他們可自我提昇自己，自學進修。亦即是

說，佛學班的目的在介紹佛學的主要概念、

大綱、簡史、簡要的修持及不共的地方。

如能繼續開辦進修班，不斷提昇，則更理

想。據所知，很多中堅份子及義工都是由

佛學班來的，因此，佛學班也是培養人才

的好地方。

      二.  辦刊物――佛教刊物應做到普遍

性，資訊性及指導性。除了回應社會問題

外，更要兼顧普及性，跟著潮流，不斷作

出指導，故時間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刊

物當然應該對教內問題、方向、改革提出

討論，呼籲等。交流及融和，更是刊物的

功能。

      三.  開設佛書籍及佛具店――書籍是

弘法最佳媒介，亦是人類智慧累積的寶庫。

不但能普及，且能深入，真的能做到既深

且廣。它跨越時空，使學習毫無限制，方

便兼便宜。是自我提昇、修行及研究之必

需。因此，多些在不同地區開設，乃至全

世界，更能有效接引大眾。當然，影音媒

介都包含在內。

      四.  辦佛學院――佛學院乃深度培訓

人材的地方，其方向首要在深入經藏，探

討每一個範疇，回應社會，回應宗教及教

義需求。以佛教的智慧去剖析問題，提供

指導性的對治方法。當然還缺不了修行的

訓練，畢竟那是培養宗教師的內涵。

      以上振興佛教的四點方向，皆側重於

文化及教育，可見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這

些無形及長久的事業，如沒有長遠心及菩

提心，恐難以成就。除了這些文化教育事

業外，如能兼及各類慈善事業，則更臻完

美。



          自我教言  (連載)     

   『自我教言』不只是入門的導引，更是久修行者的一面好鏡子，去反省及自我教言，為佛學
及修行態度的明確指引，去除很多謬誤及修道上的倒見。書內一再強調聞思的重要性，正是建立
『正見』的要素。

作者 : 晉美彭措法王   
譯者 : 索達吉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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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保證他的相續中肯定不會生起與
佛法相應的深刻正確的見解。所以聞思對我們
極為重要。
    一切輪迴的根本就是我執，而要斷除我執
必須具足無二的智慧，生起無二的智慧之前提，
就必須要具廣大的聽聞和思維，所以有些人僅
僅住在一個寂靜的地方，我覺得這就沒有什麼
意義。對此，大家可能也會深有同感，一個人
在寂靜的地方枯坐了二、三年或五、六年，修
行上沒有任何進展。現在許多所謂的「修行人」，
他自己沒有聞思，攝受別人時也就只能是這樣
以盲引盲，其結果可想而知。
    我真切希望乃至死亡之前，一直依止上師
聽聞佛法，可惜我的願望沒有實現，因為我的
上師都過早地圓寂了，現在我就特別希望大家
抓緊時間聞思佛法。
    有些修行人經常東奔西跑，在表面上也依
止了為數眾多的上師，但他們現在的相續中得
到了什麼利益呢？而另外一些人腳踏實地、一
心一意地在一處長期聞思修行，他們的相續肯
定得到一定的進步，大家對這二類人可以作一
個比較觀察。到處去尋找一些上師，對自己的
心相續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利益，你不聞思只說
是要修持，在對治煩惱方面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謂的修持佛法，就是要使自己的心相續
與對治煩惱的佛法智慧相應。如是，自己的見
解就必須依憑教證和理證，即使是修持無上大
圓滿，其見解也就必須要依靠十七大續部和無
垢光尊者的教言，並且要以智慧時時對照這些
經續論典和教言，看自己的修行是否正確和如
理如法，這在顯宗也是同樣如此。若見解不需
要依靠教證和理證來抉擇，那修行肯定不會成
功；若從外面的態度舉止表現得好像跟任何人
都不願接觸，那這也不是一個正確做人的行為，
這在無上大圓滿當中也是不允許。
    在大圓滿，見解必須要與教證理證相合，
其行為必須與眾人接觸，因此修大圓滿的人的
見解和行為也一定要符合於經續論典的觀點和
意旨。希望大家認真想一想，像某些人那樣的

    

....

 (未完..待續)

盲修，對自己的相續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認為在佛教裡，再也沒有比聞思更重要
的事情。以前的喇拉曲智仁波切，是繼米滂仁
波切之後又一位非凡的大德，他說：「對講聞
佛法不滿或是不願意聞思的這種人，即生得不
到解脫；而對聞思作誹謗的人，要想得到暫時
和究竟的解脫，這猶如石女希望得到兒子一樣，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有一些人平時盡講空話，說什麼輪迴湼槃
不存在，一切善惡無取捨，對此我無絲毫恐懼，
並且在嘴上也是隨便地哼著一些密法的偈子，
這些愚笨的人雖然說什麼都不害怕，但自己若
遇到一點小小違緣的時候，心裡立即就驚恐不
安，而當他有了一些甘美飲食享用的時候，內
心就生起無比的歡喜。
    如果輪湼無取捨，那為何對食物如是貪執，
對外境的傷害又是如此生畏，現在末法時代這
種說空話的人真是舉目皆是。以前堪布棖霍為
此讚歎米滂仁波切說：「現代作上師的人多浮
華虛假，講空話的人比比皆是，而您郤大力提
倡聞思修行和取捨因果，如您這樣的上師真是
稀有難得！」
    一些自認為是大修行人，根本就不知道自
己相續的狀態如何，這種人在大悲和智慧方面
從不作絲毫的努力和精進，就是看自己的相續
中是否生起大悲和智慧，如果沒有生起，那就
說明你對佛法的真實意義一點都未接近過，更何
況說是大修行或是證捂了。
    還有一些人說一切輪迴都是本來清淨，無
有什麼可捨的，哪怕地獄的痛苦我也不害怕。
我們一般對死亡的痛苦都無法忍受，那更何況
地獄的痛苦，若還沒有脫離輪迴郤妄言輪迴無
可捨，地獄不必怕的這種人，你現在為何還要
害怕一個普通人的惡語？當別人誹謗你的時候，
為何你就憤憤不平不願接受？別人誹謗你是騙
子並說很多惡語的時候，你連這一點都忍受不
了，怎會不害怕輪迴呢？見到人間的監獄都毛
骨悚然，那地獄痛苦的猛烈程度更甚於千百萬
倍，你說不怕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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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譯大藏經
    淨行法師主持越南譯經院編譯，這位出家
五十餘年的越南法師，已歸化為中國人，一生
奉獻台灣佛教。立願將大藏經翻譯成越文，預
計二十年的工作，已進行了十二年，已出版七
十冊，每冊一千頁。

       香港樂生蓮社結夏安居
    禮請台灣宗立法師開示戒法，包括比丘尼
戒相表記、安居篇、四藥篇、盜戒研討、懺六
聚法篇、靈峰宗論，只限比丘尼參加。

菩提心釋論。法界讚講記    卓林
好
書
推
介

                  

佛教消息

    本書是達賴喇嘛以顯密心要去解釋龍樹菩
薩此二著作。全書分三篇：一、佛法總說：總
說此二著作之關係及要義。二、菩提心釋論：
講解佛法的精髓，菩提心及空正見。三、法界
讚：解釋唯明唯知的體性，如何能成就一切遍
智。此書由蔣揚仁欽法師之中文口譯整理，極
珍貴與殊勝。
    一、佛法總說：離苦得樂是一切眾生及我
所渴求的，這是正確及必須的，而且我們都有
這樣的一種權利。只有自己離苦得樂是不夠的，
一定要一切眾生皆離苦，這正是菩提心發起的
根，進而要認識苦，苦的來由，苦的消滅方法。
我是什麼？要認識一切無形或者有形的種種人、
事、物都是因緣而有的，理解這緣起法，就能
理解無我正見，這都是佛法的精髓及不共的地
方。
    菩提心的次第先從自身去體會何謂痛苦，
進而有愛眾生的愛心，進而生起清淨意樂的悲
心。
    體會痛苦使我們把煩惱視為仇敵，產生厭
離，就是出離心，而且希求解脫。
    內心思惟的方向不同或內涵不同，造成快
樂和痛苦的因緣。同樣，能夠成佛的最主要根
本就是因為我們內心有一個感受，以及唯明唯
知的體性，因為它有了解境的能力，因此它具
有能力成為一切遍智。
    二、菩提心釋論：這論目前沒有中文翻譯，
是從藏文＜大藏經＞取出而做解釋的。這論典
出自密集金剛的本續第二品，也就是有關大日
如來的第二品裡面有這個＜菩提心釋論＞的內
涵。
    本論以很大的篇幅開示空性正見，因為要
斷除顛倒執著，唯一的方法就是生起空性的正
知見。而要斷除常執――要把無常視為常法的
這種常執斷除的話，光是修悲心並沒有辨法，
光是靠修忍辱或迴向也沒有辨法啊！唯一的辦
法就是把無常法視為無常法，不要把它看成常
法，如此而己。
    再而談到苦，從了解苦去建立修心次第，

    
觀修暇滿人身，念死無常，還有業果以及輪迴
過患等。
    論中更提到光是靠空正見是不夠的，必須
要廣大的福德資糧為助伴，才有能力去對治所
知障。而沒有菩提心的話，我們將沒有辦法累
積功德，那麼要成就一切遍智是絕對不可能的。
    一切的好處都是至尊有情眾生帶來的，那
一切壞處從那裏來？是把自己看得太重的這種
我愛執所造成，從無始以來，我們一直皈依這
個我愛執，還有實執，受到傷害。所以佛陀了
解到這個道理後，就修學愛他心，斷除我愛執，
修學空正見去斷除真實執著，因此而圓滿一切
功德。
    寂天菩薩說：「真正要讓自己進入快樂的
這個大門，就要從愛他心開始著手。」更說：
「佛於多劫深思惟，見此覺心最饒益。」佛陀
在多世觀修中，尋找一個最殊勝的法門，最後
發現那就是菩提心，愛他人的這種心，就是最
殊勝最殊勝的法門。
    所以無論快樂與痛苦、好與壞、生與死、
暫時或究竟，任何時候，請觀修菩提心吧！沒
有比這個更好的！唯有菩提心的這種功德，才
讓佛圓滿這一切功德。而且佛也親自這麼說：
「沒有比這個法門更殊勝了。」所以沒有比這
個更好的集資淨障方式，如果要消除自己的罪
障，如果要累積功德，請觀修菩提心吧！沒有
比這個更好的。同樣，觀修菩提心，也會讓我
們身體更健康。可以說，菩提心正是阿伽陀藥。
    三、法界讚：法界讚最主要是講如來藏，
就是我們的心唯明唯知的體性。如加上菩提心
及空正見三者一起學習，就能體會到佛陀的果
位，佛陀的智慧是可以成辦的。如來藏是成佛
之因，也是眾生本具的。或問，慈心可成究竟，
何以瞋心不能成究竟？因為瞋心及煩惱，由實
執、我執產生，沒有正量為依靠，不能持續，
而慈心或悲心則由空正見輔助，去執而至究竟。
    讚內還提到十地及成佛住湼槃的內容。
    這二講記開示成佛的可能性及心要，極稀
有殊勝，是一本珍貴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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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與惜福  提舍

    社會中，常見到浪費的現象，尤其公共地

方，如厠所的自來水沒有人用時沒關好，厠紙

被大量濫用，亂丟。個人的浪費固然不應該，

公用物件的浪費更是自私、卑下、可恥的行為，

禍害很大。我們生存世間，每天耗用不少資源，

製造不少垃圾，實有負於天地。如不好好回饋

社會，直是忘恩負義。點算一下，我們每天浪

費的東西，比實際需用的多，長年累月，數量

驚人，該好好點算。

    或曰，水來自大自然，我們用與不用，對

世界沒有影響，這是對的，但這關乎個人福報

問題，我們今天擁有的東西，都是從前積福報

施得來的，但福盡便什麼都沒有了。如我們的

福報有千桶水飲用，郤不關好自來水，讓它白

耗掉，將有渴死之虞。

    曾有一富者常常浪費食物，每餐大排筵席，

只嘗一點點，便將其餘的東西倒掉，由於富有，

從不担心吃的問題，沒想到老年時因患喉病不

能進食，活活餓死。這都是因浪費而福盡的好

例子。

    一般佛教徒都有惜福的習慣，不浪費任何

東西，這是極佳的品德，值得讚嘆。但見到他

們常在飽餐後仍然勉強自己吃下剩餘的食物，

心有不忍。惜福固然重要，但不惜健康是愚痴

的行為。要知道，人是主，食物是副，弄壞身

體，禍害很大，不只無能服務社會，且要他人

照顧，划不來。最佳做法是吃前預算好該吃的

份量，或是將剩餘的食物帶走，留待下一餐。

    有些人很惜福，家裏的舊衣服不肯丟掉，

連身形不合的舊衣也不肯棄掉，結果弄至家裏

滿是不能用，不會再用的東西，不但自己煩惱，

還影響到家人生厭。

    更有一些人對錢惜福得過了份，不論買什

麼東西，總要到處比較價錢，錢是省了，時

間郤浪費不少，買東西時千方百計打壓價錢，

不管對方能否獲取合理利潤，甚而虧蝕。滿腦

子計較，充滿煩惱，當然無法體會清淨的樂趣。

還是出家人好，身無長物，心無掛礙，少事少

業，少苦少惱。

    浪費固然不對，惜福得過份變成慳吝是一

種執著。如何取得平衡？如何不帶給別人煩惱，

自利利他，還須多去深思。

                一切從承擔開始  須蜜那

    信佛後，該如何開始新的人生？該如何簡

要地對待一切事物？除一切從感恩、寬恕開始

外，更應要一切從承擔開始。

    信佛後，不但整個人生觀與從前不同，就

是行為及人格上都有很大的轉變，更臻完美。

    從開始便一心一意的去承擔一切，自能直

趨佛道。

    在社會裏，要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全心全

意，一力承擔，對國家、社會、大眾作出貢獻，

不枉此一報身。

    在家庭中，要幫忙處理家務，做到舒適整

潔，更要友善對待每一成員，和睦共處，盡家

裏一份子的責任。

    承擔了這些世間事外，進而承擔出世間事，

思維如何度無邊的眾生，包括蠢動含靈。思維

救贖苦難的親人、朋友、相識、陌生人、怨敵。

讓世上每一眾生快樂。

    為了使每一眾生快樂，我們需要做到人見

人愛，各方面能利益眾生的完美人格。不煩擾

眾生，不侵損別人，無欲無求，自能做到使眾

生快樂。這樣的個人改造，看似容易，實很困

難，我們要承擔我們的缺點，去除我們的貪、

瞋、痴、慢、疑、見。於世上付出最多，耗用

最少，自可人見人愛。

    如此廣大的承擔，非短時間及小能力為功，

故需提昇自我，不斷的修學，且要遍及各個法

門，包括世間及出世間的法門。

    如此廣大的承擔，更需恒時發願、自省、

喚醒，作出無盡的承擔，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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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經是一部很奇特的經典，衪幾乎沒有
一般大乘經的高深義理如空性，唯識現，如來
藏性的說法。衪的方法簡易、直接，利益功德
郤無量無邊，因此很多人都不相信，甚而判衪
為低下的經典。殊不知其簡單的義理，「善有
善報，惡有惡報」、「尊敬三寶」不但一般人
容易忽畧，其功德因緣更能導向出世、解脫、
菩薩道。其力量不可思議，其教法不可思議，
其利益不可思議。諸佛菩薩的偉大處，在教導
我們最好最容易的方法，郤往往被我們忽畧及
不相信。而地藏經顯示的法要，給了解經義的
人帶來無限震撼，惜修持地藏經的人眾多，契
入經義的人郤寥寥，還望大眾能更多深入。
    (一)特勝――地藏經法要的特勝是最惡劣
的救贖及最簡易的行法，其他的利益如度生，
有求必應等當變成輕易了，也容易被忽畧。
    1.無佛世界，成熟有情――無三寶作依怙
是最苦的事，它比下地獄更苦。「汝當憶念吾
在忉利天宮殷勤付囑，令娑婆世界至彌勒出世
已來眾生悉使解脫，永離諸苦，遇佛授記」
    爾時，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共復一形，涕
淚哀戀，白其佛言：「我從久遠刧來，蒙佛接
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
遍滿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
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
離生死，至湼槃樂，但於佛法中所為善事，一
毛一涕，一沙一塵，或毫髮許，我漸度脫，使
獲大利。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慮。」
＜分身集會品＞
    「我今又蒙佛付囑，至阿逸多成佛已來，
六道眾生遣令度脫，唯然，世尊願不有慮。」
＜閻浮眾生業感品＞
    生命最苦之處就是沒有希望，須生尤死。
就是死也有希望往生淨土，往生善道。但無三
寶的世間，恍如人生沒有了希望。
    2.地獄道的救贖――地獄乃六道中最苦之
處，要作救贖，很多菩薩都無能為力。唯地藏
菩薩專作救度，還遣令我等凡夫為親人盡孝去
救贖。
    3.度亡――人間最苦應是死亡。「因有生
老病死苦，諸佛出世間」佛教經典中，巨細而
微地寫度亡，要算這部經典了。它就像佛教度
亡經，罕見地簡易開示度亡法要，使存亡獲利。

   

    4.病危與臨終的救贖――眾生有重病或臨
終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苦不堪言，修
此地藏經法要，皆可離苦。
    「復次，普廣！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
久處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夢惡鬼乃
及家親，或避險道，或多魘寐，共鬼神遊……」
 ＜如來讚嘆品＞
    「將是命終人舍宅，財物、寶貝、衣服，
塑畫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終之時，眼耳見聞，
知道眷屬將舍宅、寶貝等，為其自身塑畫地藏
菩薩形象。是人若是業報合受重病者，承斯功
德尋即除愈，壽命增益；是人若是業報命盡，
應有一切罪障、業障，合墮惡趣者，承斯功德，
命終之後，即生人天，愛勝妙樂，一切罪障悉
皆銷滅。」 ＜見聞利益品＞
    5.重罪的救贖――「業不重不生娑婆」，
我們的娑婆世界眾生，造惡業特重，且剛強，
難調難伏。吃苦無數，仍不知悔改。地藏菩薩
毫不厭倦地教導，救拔罪苦眾生，乃至很重的
定業，都能滅除。
    「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
無不是罪，何況恣情殺害、竊盜、邪淫、妄語
百千罪狀？」 ＜如來讚嘆品＞
    「南閻浮提眾生，其性剛彊，難調難伏；
是大菩薩，於百千劫頭頭救拔如是眾生，早令
解脫。是罪報人乃至墮大惡趣，菩薩以方便力，
拔出根本業緣而遣悟宿世之事；自是閻浮眾生
結惡習重，旋出旋入，勞斯菩薩，久經劫數而
作度脫。」＜閻羅王眾讚嘆品＞
    6.度生――很多人誤會地藏菩薩只救度地
獄及鬼道眾生，而忽略了地藏菩薩不只「度亡」，
也「度生」。如貧窮、疾病、家宅凶，眷屬離、
惡夢，或入山林、過海、經險道、行住坐卧，
虎狼獅子、毒害等。或要生天、不受女身、相
貌圓滿、尊貴、鬼神護衛等，乃至修道、讀經、
出三界等，地藏菩薩都能利益。 見＜如來讚嘆
品＞及＜見聞利益品＞
    7.最簡易的修法――「至心思念大士名」，
「至心瞻禮地藏像」，「見聞瞻禮－念間，利益
人天無量事」。地藏菩薩累劫利生的教育經驗，
已發展到只需至心瞻禮，便能利益無量，更何況
塑畫、發願、布施、迴向等。除簡易外，地藏法
要更能三根普被，且是世間及出世間俱佳之修法。

  (未完....待續)

(連載) 賢護

吾觀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說難盡；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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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我將開示佛陀的法，目的是為
了要鼓舞大家的信仰與信心，使各位能夠精進
努力，增長道業和智慧。承續昨天的開示，今
天主要說明結春安居的事情。結春安居時，我
們一定要清楚了解那些責任必須做得很圓滿。
為了使各位在結春安居日所做種種事務，能夠
利益圓滿，所以今天的主題是：如何護持佛教。

護持的真義
    護持佛教，目的是為了使宗教能夠長久興
盛，成為眾生真正的皈依處。但是我們應該如
何護持？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護持方法，可以分
為兩種：第一、專注於提高自己的道心：第二、
幫助他人、贊助宗教的事務，例如：贊助寺院
的建築，供養僧眾等等，這是很普遍的護持做
法，可是我們郤很難從經典的記載中發現佛陀
說：「要好好的護持宗教，供養比丘沙彌們，
贊助建蓋寺院」等這類的教法，反而是常常在
經典中看到佛陀開示：「你們要時常謹慎，好
好的修行脫離苦海」
    我們應該怎麼做才是如法的護持佛教呢？
如果只是簡單的回答：「勸人，護持別人修行。」
但是實際上他自己郤不修行，如果站在宗教的
角度，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沒有修行的人。只
會勸導別人修行，或支持護助的人己經太多了，
有時過份支持護助，反而變成是在陷害宗教的
延續。
    另外一種人的護持方法，就是不急於鼓勵
別人，也不忙於提醒、支持別人修行，而是將
心專注在修行上，自己親身去實踐佛法，且隨
時隨地都能夠獲得應有的修行成果，當有人正
在努力的修行，而且也得到了修行結果時，我
們才可以說：宗教的真義己經存在了。這種做
法才是實現了真實的宗教，使宗教興盛蓬勃。
反觀，外表看起來很興盛，寺院蓋得很莊嚴，
或是僧眾很多等等，都只不過是外皮而已，幾
乎沒有什麼意義！如果只會忙著供養，就好像
是在養雞養鴨一樣地盲目。這樣做，只不過實
現宗教外皮罷了！
    現在護持佛教的人，只知道供養僧眾，讓
他們的生活過得舒服；或隨心所欲的贊助出錢，
把寺院蓋得更雄偉壯觀，像這些都只能夠算是
在護持佛教的外表，反而沒有人想要去修行，
想要去依教奉行了。因為每個人只忙著供養出
家人或蓋寺廟、讓比丘沙彌們的生活過得很舒
服、很享受，而不管什麼是宗教的真義，也不
想請教師父「法是什麼？要如何修持？」因為

他們認為只要好好的護持佛教，布施供養出家
眾，功德就無量了，那還須要再做什麼？像這
種護持方式，我們可以比喻為，養雞生蛋，給
狗來吃！
    一個人如果很努力、辛辛苦苦地養了很多
的雞，可是郤從不留意雞有沒有生蛋，直到一
天雞真的下蛋了，狗就跑去將蛋吃掉，這不就
變成養雞生蛋，給狗偷吃了嗎？這樣做根本就
沒有意義。所以，養了雞，然後將雞的蛋拿去
賣，這才是比較正確的做法。我雖然以雞來比
喻宗教，但是宗教其實是沒有實體存在的，所
以我們也就不可能知道，它會在什麼時候、什
麼地方下蛋。一般民間的風俗習慣認為：「護
持了宗教，就會得到功德了！」這是因為後代
人沒有確確實實的清楚，「什麼是護持佛教」
而產生的想法。所謂護持佛教的意思，就是要
「如法的做，將該做的事情做得很完美。」
    舉個例子，我們的解脫自在園成立了僧伽
醫療室，除了醫療室外，也要有藥物跟醫療設
備，還需要醫生在裡面執行醫療事務，這些一
起配合，才會有診療的效果。如果只有醫院，
沒有醫生藥物，根本發揮不了作用。
    宗教，如果只有一些寺廟，沒有像醫生一
樣的師父，也沒有像藥物一樣的佛法，這樣，
就沒有什麼好處了。相同的道理，即使佛教有
很多的寺院跟出家眾，可是缺少佛法的話，也
是沒有什麼用。什麼是佛法呢？佛法就是「有
正確的見解以及如法的修行」。只要我們一直
精進的修行下去，就會得到成果。所以我們不
只是擁有莊嚴的寺院，還要有良好修行的出家
人、及佛法、學問知識、實踐、跟實踐的結果
才行。這樣，才可以說是正確、完整、有效地
護持佛教，也唯有如此，佛教才算是真正的存
在了！
    事實上，宗教的真義蘊存於佛法中，它並
不是存在於寺廟，或者是僧眾身上。宗教的含
意，智者把它分為三種：一、教育宗教（知識；
二、執行宗教（實踐）；三、成果宗教（修行
成果）。這三者必須具備以後，才可以說：我
們具有佛法，或者具有宗教信仰。如果只有寺
廟跟僧眾，並不是宗教的真義，而只是宗教的
外皮。然而一般人只喜歡護持宗教的外皮，但
實際上郤得不到什麼收穫；只期待虛幻的夢想，
認為自己已經做了很多的功德，很多的布施了，
自己死了以後，一定會升天的，但事實郤不盡
然。

     如法護持佛教  (連載) 佛使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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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如法護持佛教」，就是護持自己跟別

人，去修行使我們能夠滅除煩惱的佛法，直到

滅苦為止。這樣，才算是真正地表現出「法」及

「宗教」的意義。宗教的真義，是為了滅苦，

所以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家裡，或是森林、洞

穴、高山，只要能滅苦皆可居住，並不一定需

要莊嚴的寺院，也不只限出家人才能滅苦。身

為一個在家人，如果能夠去實踐修行佛法，佛

教一樣也能蘊存在家裡。宗教的意義，在於能

夠滅苦；修行佛理，也是為了滅苦；而如法護

持佛教的真義，就是實踐滅苦。

護持的觀念
    佛陀入湼槃前曾再三的強調，也是最後的

教誨：「諸位比丘，我要提醒諸位，一切因緣

和合法必定敗壞，諸位莫放逸，應該成就他人

和自己！」佛陀的意思，是要我們時時處在覺

知中，不要放逸；既然不放逸，自然就會有自

利利他的行為表現。至於不放逸，佛陀有兩個

含意：第一、是指不愚癡、不做迷信的事，以

及不做妄想虛幻的夢；第二、是指不懶惰懈怠，

非常努力地用功，善盡自己的責任。如果我們

將聰明以及努力用功加起來，那麼，我們的願

望就會很順利地達成，宗教的意義也會因而實

現，如果我們能從宗教裡得到利益，就不會變

成前面所說的，養雞生蛋郤給狗來吃了！

    法及宗教的存在，是為了讓眾生有個皈依

處，希望眾生皈依宗教以後，不會厭世，逃避

世間，並希望眾生活得有意義，不會苦惱地活

在世間，而且能夠在世間裡做出有意義的行為

――心無苦惱。世間上大多數人，是放逸縱慾、

自私自利的，甚至心中塞滿了貪瞋癡，以至於

病苦源源不斷地產生。在無明愚癡下所做的事

情，一定會導向苦惱，也就是內心起了擔憂、

執著，充滿了貪瞋癡，這時，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只是徒增苦惱而己，而且會愈做愈痛苦！如

果我們具有宗教信仰，或是擁有佛法，內心則

會充滿清淨、光明、寂靜，這也表示己經在空

的境界裡，不再有所執著。因此做事就會很完

善，不會起煩惱，反而會快快樂樂地活在這個

世間，再也不會被世俗的習性，或是世間種種

的苦所困擾。當一個人活在世間裡，能夠為社

會大眾的利益著想而犧牲自己，且不因此而起

煩惱，這時才能說：在這個世間裡，宗教是真

正地存在了。也就是，一個能夠成為世間眾生

的皈依處，且能夠利益眾生的宗教，才是實存

    

的宗教。我們必須要使正法或宗教長住世間，

以解除人們的苦惱，即使是工作時，也不會有

苦惱產生，並希望每個人都能修行，實踐佛法，

這樣才可以說是真正如法的護持佛教！

    無論身在道場或家中，處於森林或城市，

其實正確的佛法早己經普遍的存在了，只要我

們不是一個放逸的人，能以很謹慎的心做自利

利他的事，這也就是在護持佛教了，並不一定

要與出家人有關係。現代人的觀念都認為：護

持佛教就必須和出家眾有所關連，道理雖沒錯，

但並非全對；因為唯有寺院、出家眾以及佛法

三者全部具備了，才是完全對，也才是真正的

在護持佛教！

護持的方法
    我們都很喜歡蓋廟或贊助寺院，也很喜歡

供養出家眾，但是，我們郤不喜歡以修行實踐

和弘揚佛法的護持方式來護持佛教！如果我們

使佛法發揚光大，就等於是己經吃到了雞蛋。

有的人養雞不但沒有吃到雞蛋，反而還愚癡的

去抓雞糞來吃，所以我們應該要檢討該如何護

持佛教。建寺或贊助寺院己經是很平常的事了，

供養出家眾更是普遍，而以修行實踐跟弘揚佛

法做為護持佛教的方式，郤很少人在做。因為

大家都認為蓋廟、贊助寺院，供養比丘沙彌們

就能有無量的功德，可以不必再做其他的功德，

這是錯誤的觀念。

    所謂供養比丘沙彌，就是護持比丘沙彌。

我們應該護持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如果我們護

持比丘沙彌的方法正確，比丘沙彌仍然還是比

丘沙彌。可是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供養，太

過於充裕了，比丘沙彌因此天天沒事做。像這

樣的供養法，就是使比丘沙彌變成豬。

    有的時候，信徒供養比丘，使喚他們去聯

絡一些事務，也會使他們變成馬。例如，把和

尚當成是媒婦媒婆，向他們請求說：「請師父

告訴女方的家長，我的兒子是好人，這樣，那

個女孩子就會嫁給我的兒子。」如果這樣做，

就是把和尚當成馬一樣，甚至還很不知羞恥地

利用比丘沙彌來為自己的利益工作。另外有一

些信徒，把和尚當成鸚鵡使用。例如開示、誦

經的時候，不但希望和尚唱誦得很悅耳、很動

聽，使優婆塞、優婆夷都能感到十分的盡興愉

快之外，還指揮和尚要講這個，要講那個，以

便能夠天天心曠神怡。即使是在法座上開示的

法師，如果不小心，也容易變成鸚鵡在唱歌！

                            (未完..待續)

如法護持佛教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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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行記  四弘誓願  鏡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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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將四弘誓願唸完後，看看家裏的大鐘，

算一算，剛好十五分鐘，回想最初做早課，竟

需半小時，不覺有點沾沾自喜。但最初那種切

齒的激動沒有了，該是修持進步，世間的激動

己消融了吧，她想。今個晚上答應了雲師姐參

加梁皇懺法會，現在得趕快把家裏雜務處理好。

雲師姐是引導她入佛門的第一個人，很仰慕她，

尤其她的唱誦，很有一手。更由於雲師姐的勸

導，推掉很多義務工作，因那些都是世間事務，

且功效有限，不及法會，廣度無邊眾生。雲師

姐說得好，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專心做拜懺，

自能消彌一切障礙，利益法界六道眾生。每次

拜懺完畢，都有一種像從前唱K的舒暢感，既

安樂且心廣體胖，真是人間一大樂事。

    她看看大鐘，該是做家務的時間，洗衣服，

洗菜，打掃，每天都重覆這些厭惡性工作，無

怪很多道友都說人生很苦。幸而她聰明，偷偷

將每天的工作改作隔天做，也不敢讓家裏人知

道，尤其夫雖然沒有一句怨言，但感覺到他心

裏的老大不高興，這些凡夫，當然不會明白她

將大部份錢拿去供養寺院道塲的苦心，更不知

道她悄悄將功德迴向他及孩子，更不敢再提不

想欠他們，怕要來世償還這些事。曾有一次這

樣提過，郤把夫氣得半死，但每見到他吃肉及

懶爛睡姿的德相，加速她趕快找工作的決定，

不再倚賴夫，免來世再糾纏一起。

    兒子己結婚，搬離家，甚少回來，她沒有

什麼感覺，只是女兒剛談戀愛就不十分認同，

對象不是佛教徒，也不知怎樣教壞女兒，很像

人也變了，對家對自己不再那麼關懷。待會拜

懺時得多加迴向以去除煩惱。

    書中提到：家如牢獄，一點也沒有錯。她

正躊躇今晚該出去否？想這星期己有四個晚上

不在家裏。女兒今個晚上回家吃飯嗎？要不要

去電給她？

    她看看大鐘，該去取健康產品了。得再感

謝雲師姐，介紹她做這份傳銷工作，憧憬著將

來賺到錢就不需向夫取家用，當然不需欠他來

生債，更可捐獻多些給佛寺，積聚功德。還有

下星期如能投得新股，準可賺上一筆，日後依

此途徑，當能聘請家務助理處理家務，自己則

可專心念佛，早成佛道。不過這些也不太保險，

總該多學些法門去充實自己。

    想到此，她禁不住露出笑容，看看大鐘，

決定不去見那份清潔工了，算算薪金那麼低，

時間郤那麼長，七時下班要參加法會恐怕來不

及，何況不一定能準時下班，愈想愈洩氣，還

是不見也罷。

    想呀想的，不覺在沙發上睡著了，乍醒過

來，已近黃昏。看看大鐘，她感到有些內疚，

竟錯過了與雲師姐的約會，不過不用担心，雲

師姐總有一大班人圍在身旁，少她一個沒什關

係。也曾多次與她們一起，不是是非多，就是

意見多，大部份時間都在笑談中渡過，真能用

上辦事的時間却不多。

    倒不如留在家裏做晚課好，專心念佛，往

生西方，比到外面跑省時，更可避免結惡緣。

她邊走向佛壇邊想，這生必要成佛道，往生西

方，才不辜負此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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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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