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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释义
Explanation of the cover

 彌勒思維像：彌勒，梵語Maitreya之音譯，意譯為“慈
氏”。在大乘佛教經典中，是世尊釋迦牟尼的繼任者 。
被唯識學派奉為鼻祖，其龐大思想體系由無著菩薩、世親
菩薩闡釋弘揚，深受中國大乘佛教大師支遁、道安和玄奘
的推崇。因主要經典是無著菩薩的《瑜伽師地論》，時人
稱之為“瑜伽行派”，即今之“慈氏學”、“慈宗”。

 玄奘：唐代高僧，歷盡艱辛前往印度,主要修學慈氏學，
回國後畢其後半生翻譯大乘經典，創立中土“慈宗”，遠
播日本、韓國。近現代引起西方學界重視，今又反哺印度。
 玄奘門人：當代慈宗傳人王導師聯章先生及其學生。
往代玄奘門人是指唐代窺基、圓測，近代楊仁山大師、歐
陽竟無大師、太虛大師、羅時憲宗師等。
 那爛陀大學：古代中印度那爛陀寺，佛教最高學府和
學術中心，大乘佛學的聖地。玄奘大師主要在此求學。該
寺為當時印度第一大寺，僧徒常達萬人。公元1193年回
教勢力侵佔那爛陀寺，寺院和圖書館遭受嚴重破壞，大批
那爛陀僧侶逃往西藏避難。近年印中政府合作恢復 。

 慈宗青年文化節：由當代慈宗傳人王導師聯章先生發
起，旨在闡揚慈氏學，意在關注青年一代正宗的佛陀教育。

 多聞熏習菩提種，如理作意唯識觀：由王導師聯章先
生據無著菩薩《攝大乘論》、《六門教授習定論》之詞句，
連綴成聯。此聯語道盡慈宗學人學修並重，由凡入聖的次
第。

題 記
Note

“世界佛教傑出領袖獎”榮譽獲得者 王導師聯章
Winner of “The World Buddhist Outstanding Leader Award ” Prof. Andrew Luen-cheung Wong

本《慈音》主要記錄当代慈宗传人 王導師聯章
先生创建的慈氏文教基金2015年度在海內外弘演慈氏
學、廣建慈氏圖書館、培養唯識學師資、贊助內地高
等院校及研究機構博士後研究、出版慈氏學書刊、助
印稀有佛學經典、舉辦慈氏學師資(遠程) 培訓班/進
修班、籌備2016年在香港舉辦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
化節”、與各界愛心人士與機構交往聯誼等情况。
王導師還同時在內地超過十所高等院校以客座教
授身份義務授課。由慈氏文教基金致力推動的佛教專
案，有2014年底啟動的《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專案、
2013年8月在香港舉辦、當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第
一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及 2016年3月在香港舉行
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王導師聯章先生不僅以受菩薩戒的佛陀弟子的身
份弘法，還以多重世間身份示現，以入世擔當者的身
份行菩薩道、施世間法，將佛法精神相機用於現世，
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感化人們的思維、道德與行為。

導師示现
Introduction

王導師聯章先生以如下身份示現，行菩薩道：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名譽理事



陝西省政協委員



南京市海外聯誼會榮譽會長



成都市/廈門市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廣東/陝西/四川/重慶）



四川尼眾佛學院慈氏學專職教授



中國佛學院及杭州佛學院客座教授



清華大學偉倫特聘訪問教授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發展委員會顧問



客座教授（陝西師大 /南京大學 /四川大學/山東
大學 /華東師範 /深圳大學 /揚州大學 /西藏民族
大學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



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長



慈氏學會(香港 )導師

Professor Andrew Luen-cheung Wong
Weilun Visiting Professor，Tsinghua University ;
Professor in Maitreya Studies & Honorary Director
General of Maitreya Library ， Sichuan Buddhist
Academy for Nuns ; Visiting Professor，Chinese
Buddhist Academy / Hangzhou Buddhist Academy ;
Visiting Professors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 Sichuan

University ，

Shandong University ，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and Shenzhen University· Chairman ，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Principal
and Mentor ，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導師著述
Books by Prof. Wong

王導師聯章先生著述、出版目录 :
Books written or edited by
Prof. Andrew Luen-cheung Wong
專著：
《佛學講話》香港1986年
《佛學講話》（修訂版）中國文史2013年
《習定管窺》香港
主編：
《中國唯識文獻全集》（72卷）主編
《慈氏學研究》主编，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2015
《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2015年底已啟動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编委）

倡印：
 慈氏學叢書
 日常修習戒本 、懺本、誦本等16種
《大般若經》清末揚州雞園刻經處版（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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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史上 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Welcome to First Maitreya Youth Culture Festival
2016年3月26日，香港柴灣青年文化廣場盛大開幕
The First Maitreya Youth Culture Festival Opens i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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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Origin

慈氏文教基金/ 慈氏學會(香港) 緣起
Origin of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物質文明雖不斷發展，但人類面對的困厄及苦惱並未因而
減少。隨著對物質文明的追求愈多，人類心靈的空虛與迷惘反
而相應增加，這就是近年探求佛法，希望瞭解宇宙人生真相、
人類存在價值以至生命趣向的有志之士日益增加的原因。
大乘佛學在印度以空、有兩大系統為主，傳播到中國後曾
出現八宗並峙的昌盛局面。但現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
人) 生活節奏快、壓力大、能用在追尋人生哲理甚至宗教實踐
的時間相應较少，更不可能尋章摘句地研究佛學中各宗派的異
同，以便选择適合自己的法门。故近代大德如歐陽竟無大師、
太虛大師、韓清淨老人、羅時憲宗師均提出慈氏宗、慈氏學以
作為統攝全體大乘佛學的簡捷可行的研究方法。
所謂「慈氏」，乃梵語「彌勒」Maitreya之意譯。彌勒是
未來佛，即娑婆世界的未來教主；當代佛學宗師羅時憲先生、
印順長老及宇井伯壽教授等海內外多位專家，則考證除佛教經
典中的未來佛外，古印度史上確有以彌勒為名的論師 / 瑜伽
師，甚至不止一人。這些欣慕彌勒、以之為名的論師/ 瑜伽師
活躍於西元四、五世紀間，以唯識思想貫通佛家各種修道次第，
授徒無著論師，無著論師修習瑜伽止觀有成，感通兜率內院慈
氏(彌勒) 世尊，傳出《瑜伽師地》等五部大論，無著再傳其
弟世親論師。其學說風行印度，時人稱之為"瑜伽行派"，即今
之"慈氏學"。我國文化交流先鋒玄奘大師，歷盡艱辛前往印度,
主要修學者即為慈氏學。大師回國後，即譯述相關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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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慈氏學發揚光大。
早期譯傳中國、作者以彌勒(慈氏)為名的論典如《瑜伽
師地論》等，以闡揚大乘有宗義理為主; 後期譯傳西藏、作
者以彌勒(慈氏) 為名的論典如《現觀莊嚴論》等，則以闡
揚大乘空宗義理為主，故慈氏之學實不能單純稱為 "唯識學
"，而是融合大乘空有兩大系統，兼苞理論與實踐的顯學，
博大精深，切實可行，影響印度、汉地、藏地以至日、韓等
地的佛家各種主要思想、信仰以至修行方法至深至巨。
近年研究慈氏學者亦與日俱增，成為學界風潮,其重要
性可見一斑。故今日提倡探究慈氏學，實為對大乘佛法單刀
直入、掌握驪珠的快捷方式。慈氏學會 (香港) 正是由一群
信仰大乘佛法、欣慕慈氏學風的有志之士於2003年發起，希
望帶動有共同興趣、志向的人士一起學習、弘揚的非牟利、
學術性團體。
2009年更進一步成立“慈氏文教基金”，本會王導師個
人率先把每年相當部分收入撥捐基金，主要成績和方向包括
協助海內外高等院校、寺院、佛學院設立 28家慈氏圖書館，
贊助博士後研究，出版慈氏學書刊，舉辦慈氏學師資(遠程)
培訓班/進修班等。
王導師還同時在內地超過十所高等院校以客座教授身份
義務授課。由王導師致力推動的佛教專案，有 2014年底啟
動的《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專案、2013年8月在香港舉辦、
當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第一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及
2016年3月下旬擬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都著重在向青年人推廣純正的佛陀教育。

慈宗導師講學報導
Reports of Prof. Wong’s Dharma Lectures and Activities
2015年度，王導師穿行10個國家與地區，駐足50餘個城市；主持45場慈氏學講座，演講120個
小時，聽眾近1800人次；參加49場活動，直接會見近1200人，更在泰國曼谷法身寺平安燈法會
上面向50萬人用英語演講。盛況空前。更值得一提是，導師及其學生在印度那爛陀大學訪問，
為近百位中外佛學人士演講，成為1951年重建那爛陀大學以來的盛事,也是玄奘留學印度以來
第一次由中國人將玄奘大師的精神與佛學成就如此深度回饋那爛陀大學。

慈宗導師在海内外講學弘法路线图
Map of Prof. Wong’s Dharma Lectures and Activities
2015年度，王導師為闡揚慈氏學，訪問了印度、英國、德國、加拿大、馬來西亞、泰國、日本
等7個國家11個城市，往返內地、港、澳、台40個城市，行程16萬公里，主持慈氏學講座、培
養青年後進慈氏學師資、拜訪佛學研究機構及慈氏學者、洽談襄助“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捐建慈氏圖書館、倡印佛經及慈氏學文獻、資助慈氏學研究等。導師足跡遍及海內外，乃當代
玄奘，又更賦新意：求法、研法、傳法、弘法、駐法，廣被世人，普渡眾生。

導師在內地及港、澳、臺弘法行履圖

導師在海外弘法行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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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導師講學弘法概覽
Overview of Prof. Wong’s Dharma Lectures and Activities
日期 城市

邀请单
位

邀请人/
机构

讲座

主题

活动

人 时
数 长

原雪竇山景區總經
2014/
宁波 奉化佛协 理、奉化佛協徐港
12/31
秘書長
2015/
陕西师范
西安
吕建福教授
1/6
大学

15

3

佛教出版界知名人
2015/
北京同願
複講《佛學講話》並作評論；講
20
北京
士、北京同願堂主
1/13
堂
解《<唯識二十論>要義》
人李陽泉居士

3

2015/
深圳 福顺堂
1/14

3

刘颖堂主

《般若心经》全文详解

《般若心经》系列讲座第一讲
40
《讲经缘起与佛教特质》

主题

人数

时
长

介紹了第一屆 (2016) 慈宗
青年文化節籌備情況及討論
未來在寧波海曙區以至寧波 5
大學合作建立"慈氏圖書館"、
弘揚慈氏學的可行性

6

2015/
澳门佛教
《般若心经》系列讲座第二讲
20 2.5
澳门
澳門佛教中心協會
1/16
中心
《观自在菩萨与〈心经〉的关系》
上海市委常、統戰
2015/
海外联谊
上海
部部長、海聯會會
1/22
会
長沙海林

海外联谊会周年大会

20

3

趙正永书记、類勤
2015/
陕西省政
陕西
儉省长、馬中平政
1/24
协
协主席

陕西省政协开幕典礼

50

3

2015/
中 国 文 史 沈曉昭总编辑、宗
北京
1/28
出版社 家順老师

介紹"第一屆 (2016)慈宗青
10
年文化節"的籌備進度

2

2015/
海南 南山寺
1/30

在南山寺兜率內院观瞻慈氏
彌勒像及仿唐多聞(毗沙門) 3
天王像

2

與中國佛協副會長、江西佛
4
協會長純一法師第二次會面

3

2015/
香港 慈氏學會 王聯章導師
2/16

宴請馬來西來佛教居士總會
秘書長、原馬來西亞佛教青
5
年總會會長、馬來西亞居士
林林長王書優博士伉儷

2

2015/ 日 本 奈 良 藥 師
李子捷博士
2/18 奈良 寺

拜訪奈良藥師法相宗大本山
7
執行長加藤長老

3

張壯熙行政副校長代
表在上海出差的朱建
2015/
臺 北 華 梵 大 民校長，李仁鐘圖資
台北 學
長、佛教學系李治華
2/24
主任、美術與文創學
系蔡瑞成主任

参访臺北華梵大學

7

3

福嚴精舍主持、福
2015/
福嚴佛學
台湾
嚴佛學院院長厚觀
2/24
院
法師

探望臺灣印順長老得意弟子、
福嚴精舍主持、福嚴佛學院 5
院長厚觀法師

3

2015/
北京優曇
北京
1/27
蓮舍

2015/
南昌 佑民寺
2/3

《從〈般若心經〉看大乘佛教色
50 2.5
空不二的宇宙觀》

江西佛教協會會長純
一法師

《般若心經》研習班第三講 :
澳門佛教
2015/
澳门 中 心 協 會 澳門佛教中心協會 《從<般若心經>看空性與宇宙人 20
2/12
藥王寺
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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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導師講學弘法概覽
Overview of Prof. Wong’s Dharma Lectures and Activities
日期 城市 邀请单位
2015/
台湾 法鼓山
2/25

邀请人/
机构

讲座

主题

活动

时
人数
长

果東住持

主题

人数 时长

前往法鼓山探望果東住持、
惠敏校長、果暉副住持、 9
護法總會黃楚琪副會長

3

慈氏文教基
2015/
香港 金 / 慈 氏 学 王联章导师
2/28
会

乙未新春团拜

30

3

2015/
中信银行杭 王明青仁者
杭州
3/2
州分行

考察中信銀行杭州分行及
新大樓建築工程進度，王
明青仁者來拜會希望設立
浙江省非宗教組織的第一
家慈氏圖書館

6

6

2015/ 泰 国
法身寺
3/4 曼谷

出席曼谷法身寺举行的平
40万
安灯法会

法身寺住持釋法性
長老

2015/
陝西咸陽西
咸阳
紮西院長
4/29
藏民族學院

3

7

3

2015/
東京駒澤大 吉村誠教授 、
东京
5/4
學
程正教授

探訪東京駒澤大學老友吉
村誠教授 (中國唯識史專家)、 6
程正教授 (禪學專家)

3

李子捷仁者、陈怡
2015/
东京 東京神保疇 安仁者
5/6

会见李子捷仁者、陈怡安
仁者

3

2

宴請河南鄭州洞林寺監院
延若法師，簽定在洞林寺
合作建立"慈氏圖書館"協議

4

2

深圳研究生院丁嘉輝

2015/
北京大学深
深圳
4/30
圳研究生院 主任白志強書記

参加"慈氏圖書館"揭牌儀式
"智慧人生的財富觀"主
80
题讲座

2

2015/
深圳 深圳福順堂 刘颖堂主
5/8

主持《般若心經》研習
40
班第四講

2

2015/
厦门 厦门大学
5/17

《般若心經要義》

60

3

2015/
厦门凤凰网 廈門鳳凰網負責人 《近代人間佛教從廈門
20
厦门
5/17
如是大讲堂 鄭靜怡女士
開展的因緣》

2

2015/
北京 远程进修班 王联章导师
5/17

主持"慈氏學師資 (遠程)
進修班" 講座 "《因明入 20
正理論》要義"

2

2015/
臺灣南部嘉
台湾
黃國清所長
5/20
義南華大學

" 慈氏學 對生命 教育 的
50
闡釋"

3

為臺北商界及專業人士
30
講演《般若心經要義》

2

舉行 "慈氏學專題講座"，
题目为《<觀所緣緣論> 30
釋義》

5

2015/
深圳 深圳福順堂 刘颖堂主
6/1

續講《般若心經》第五
12
講

2

澳門佛教中
2015/
澳门 心協會藥王
6/8
禪院

主持《般若心經》研習
20
班第五講

2

臺北《般若
2015/
台北 心經》研習 方安濤先生
5/22
班
2015/
陕西师范大
吕建福教授
5/27- 西安
学
28

2015/
北京
6/23

鄭州洞林寺監院延
若法師

“作為銀行家的我怎樣
2015/
中信银行南
南京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抉擇中華傳統文化的精 20
6/24
京分行
粹”

2

慈宗導師講學弘法概覽
Overview of Prof. Wong’s Dharma Lectures and Activities
日期 城市 邀请单位

邀请人/
机构

讲座

主题

2015/
南京
6/24
2017/
北京
7/9

中 信 银 行中 信 银 行 南
南京分行 京分行
北京同願
李陽泉堂主
堂

2015/
深圳
7/14

深圳福順
刘颖堂主
堂

2015/
香港
7/15

柴 湾 青 年民 政 事 務 局
广场
曾德成局長
澳門佛教
澳門佛教中
主講《般若心經》圓滿篇
中心協會
心協會
藥王禪院

2015/
澳门
7/20
2015/
西安
7/21

《般若心經》研習班第六講

活动

时
人数
长

30

30

主题

人数 时长

拜訪聞名中外的近代佛教勝
5
地 - "金陵刻經處"
簽署《委託重印清末揚州雞
2
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協議》

3

參加香港特區政府屬下柴灣
100
青年廣場五週年紀念活動

5

2

2

2
接收家春先生參展 "第一屆
(2016)慈宗青年文化節" 的 2
九幅精心傑作
與國務院國賓禮特供藝術家
2
郭利傑先生會面

西安美术
王家春先生
学院

2

2015/
北京
7/24
2015/
宁波
7/28

寧波龍華
徐港堂主
講堂

《由"慈宗五學"邁向智慧人
20
生」》

2

2015/
深圳
8/1

深圳福順
刘颖堂主
堂

完成《般若心經》研習班第七
70
講"圓滿篇"

4

2015/
上海
8/11

华 东 师 范 唯 識 經 論 研 講解唐大慈恩寺窺基大師《般
70
大学
習班
若波羅密多心經幽贊》的要義

2

2015/
北京
8/19

中国文化
葉小文院長
館

向慈宗青年文化節第二榮譽
顧問社會主義學院葉小文院 6
長彙報籌備進度

3

2015/
京都
8/21

京 都 龍 谷木 田 知 生 館
大 學 美 術長 、 岩 井 俊
館
平講師

參觀"玄奘大師人生之旅"展
5
覽

3

參觀了著名琉璃藝術家王俠
10
君老師的白瓷展館

3

导师应邀出席“生命热线”
100
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參加主持九龍元州街北帝廟
50
"文昌開筆禮" 儀式

3

郭利傑先生

2015/
台北
8/24
2015/
台北
8/25
2015/
深圳
8/31
2015/
09
2015/
09
2015/
9/8
2015/
9/9
2015/
9/10
2015/
10/3

澳门
香港

王俠君老師
《般若心經》圓滿篇
中信银行
"智慧人生的財富觀"
深圳信用
卡中心
生 命 热 线生 命 热 线 志
志愿组织 愿组织
華人廟宇
委員會

慈溪

伏龍寺

绍兴

會 稽 山 兜方 丈 湛 如 上
率天宮
人

浙江

浙江大学

印度

前正覺山
龍洞

40

3.5

80

3

傳道法師

80

3

5

3

参观目前中國最大最莊嚴的
3
慈氏圖書館

3

13

2

应邀参观伏龙寺

《般若心經》解題

2

3
导师参观前正覺山龍洞

瑜伽行派 - 從古印度到現代中
那 爛 陀 大 潘 德 Panth 教
國- 瑜伽行派歷史發展與當代 200 1.5
學
授
弘揚的回顧
那 爛 陀 大 潘 德 Panth 教
在那爛陀寺遺址恁弔當年玄
12
印度
學
授
奘大師
造訪了杜魯番地區的 "交河
乌 鲁 木吐 鲁 番 地
2
齐
区
故城"

2015/
印度
10/5
2015/
10/5
2015/
10/9

2
3

慈宗導師講學弘法概覽
Overview of Prof. Wong’s Dharma Lectures and Activities
日期 城市 邀请单位
2015/
北京
10/15
2015/
四川
10/21
2015/
北京
10/23
2015/
深圳
11/14

邀请人/
机构

2015/
香港
12/6

主题

活动

人数 时长

清华大学 李兆基先生
四川尼众
佛学院
北京京城
俱乐部
深圳福順
堂 高 級 文 刘颖堂主
化會所

讲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
30
赞》

2

40

3

主持“慈宗唯識學”專題講
30
座《唯識三十頌》第一講

3

主持“慈宗般若學”專題講
座，講題為：《唐大慈恩寺
50
窺基大師<般若波羅密多心
經幽贊>要義》

3

澳門佛教
澳 門 佛 教 中心 主持“慈宗唯識學”專題講
30
中心協會
協會
座《唯識三十頌》第一講
藥王禪院

3

多倫多安
2015/
加拿大 省 法 相 學
11/21
會
2015/
澳门
11/30

讲座

智慧人生的财富观

王联章导师

2015/
杭州
12/7

浙大儒商
及 東 亞 文 周 生 春 教 授、
明 研 究 中 吳靈燕助理
心

2015/
深圳
12/12

深圳福順
刘颖堂主
堂

主持“慈宗唯識學”專題講
30
座《唯識三十頌》第二講

檳 城 高 淵 檳 城 佛 教 居士
2015/ 马 来 西
《彌勒信仰的源流與現代意
50
佛 教 居 士林
12/18 亚
義》(普通話講授)
林
檳 城 佛 教 居士
2015/ 马 来 西 檳 城 佛 教
林
12/19 亚
居士林

合计

澳門佛教
澳 門 佛 教 中心 主持“慈宗唯識學”專題講
30
中心協會
協會
座《唯識三十頌》第二講
藥王禪院

人数 时长

出席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
大楼开幕典礼

50

3

導師宴請馬來西亞佛教居
士林原祕書長王書優博士
一行

7

2

导师接受浙大儒商及東亞
文明研究中心周生春教授、 30
吳靈燕助理宴請

3

出席檳城佛教居士林會所
300
開幕典禮

3

出席馬來西亞檳城佛教居
士林主辦的"佛教生死的智
慧"研討會，並以《慈宗生
死觀》為題發表論文擇要

3

3
3

馬來西亞
2015/ 马 来 西
檳 城 佛 教 居士
佛教居士
12/20 亚
林
總會
2015/
澳门
12/27

主题

12

3

1742 115.5

50万
138.5
+1152

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在寧波與原雪竇山景區總經理、
奉化佛協徐港秘書長親切會面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eets
Manager of Xuebao mountain and sectary
Xu of Fenghua Buddhist Association in
Ningbo on Dec. 31st 2014.
2014年12月31日週三上午，導師在寧
波下榻酒店與原雪竇山景區總經理、奉化
佛協徐港秘書長親切會面，介紹了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化節籌備情況及討論未
來在寧波海曙區以至寧波大學合作建立"慈
氏圖書館"、弘揚慈氏學的可行性 。
下午在著名工業家華翔集團華眾控股
周敏峰董事長陪同下參觀了象山區華翔山
莊的佛殿、夏荊山佛像藝術館及寧海曇淅
江慈雲尼眾佛學院，導師贈送佛學院新出
版的《慈氏研究》、《佛學講話》和慈宗
論壇特刊。在了藏院長和演能館長陪同下，
參觀了該院的"甘霖圖書館"和清淨莊嚴的
准提觀音殿 。
了藏院長和演能館長得悉導師身兼內
地十家高等院校及三家著名佛學院的客座
教授後，誠意邀請導師日後為二百多名尼
眾學生講演慈宗學說，並希望導師捐贈唯
識學相關典籍充實藏書，導師欣然答應為
華東最大尼眾佛學院懇切求法的學員略盡
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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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應邀在陝師大完成
《般若心經》全文詳解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o give a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on Jan. 6th 2015
2015年1月6日週二下午，導師應邀在陝
師大完成：
《般若心經》全文詳解
講座由著名唐密學者呂建福教授主
持。
除復述經題和重申說明“觀自在菩
薩”的特殊名義外，導師更特別闡明
“菩薩摩訶薩”並觀“勝義諦"、"世俗
諦"的殊勝之處，由此引入《般若心經
》中依"四重二諦" 含攝"蘊"、"處"、
"界"三科; "十二緣起"流轉、還滅二
門 ; "四聖諦" ; "唯識無境" ; "緣起
性空"，以至空亦是空，逐層披剝，遣
執證空，去除人法二執，實證 "二空真
如" 的過程。
此外，導師對大乘"色空不二"的宇
宙觀 、 空性離相對名言的絕對性、般
若法門的殊勝性，《般若心經》作為
《大般若經》的總持、空義作為大乘佛
法的總持、般若作為菩薩修行的總持，
經文所附咒語的特殊意義都一一詳解。
講座後，呂建福教授即席提議今年
三月學期重新開始時，由導師主持的
“慈氏學講座”正式列入陝師大“宗教
研究中心”課程，選修者需提交作業、
計算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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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15年 陕西

1月/2015年 (陝西)

講學報導
reports

呂建福教授更認為大學佛學課
程中能依據家法傳承講授經論義理
的，絕無僅有，希望藉此讓陝師大
同學珍惜這種難得的學習機會 。
呂教授對導師主編、去年底正
式啟動的"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專
案十分重視，表示將全力支持
。 並答應將多年研究心得《大日
經》唐代僧一行注釋編成教材，共
襄盛舉。
原銅川市 (銅川是玄奘大師晚
年譯經處 - 玉華宮所在城市) 政
協主席，現任市文聯主席、章回小
說體玄奘傳的作者郭平安老先生開
三個小時車來聽《心經》全文尤其
是聽畢"四重二諦"後，忽發妙想,
向導師提出 : 佛教應稱為 "勝義
哲學 "，不同於一般的"世俗哲學
" 。 導師不禁莞爾，讚歎文學家
甚有創意！
1月5日晚導師與西安美術界友
好小酌，共賀新年。著名佛畫家岳
鈺教授依魏碑風格手書"三界唯
心 "、"萬法唯識"聯句相贈、著名
書法家張紅春老師則手書"福" 字
，祝賀導師新年愉快、如意吉
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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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學報導
reports

1月/2015年 深圳

導師在深圳福順堂主持
《般若心經》系列講座第一講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first lecture on series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Shenzhen Fushuntang on Jan. 14th 2015.
2015年1月14日週三晚導師應邀主持深圳福順堂：
《般若心經》系列講座：第一講 - 講經緣起與佛教特質
聽眾多為年青的企業主管 、行政人員、專業人士，聞風而至者由原來報名的十五人增至
近四十人。
導師首先講述四十多年前在香港維多利亞工業中學求學時，"基督徒團契"與"天主教同學
會"在中學裏藉課餘活動傳教的盛況，並得到教會的神父、牧師來學校佈道支持。 少年的導師
亦成為被吸收的對象，但導師因對《聖經》的"原罪" 說、上帝全知、全善、 全能的體性和
《創世紀》的內容有莫大質疑，始終未能接受其教義。
其時，少年的導師因熱愛中國文化，尤其對歷代學佛的文學家、 思想家例如唐代的王維、
白居易 、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蘇東坡，近代的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 梁漱溟等賢人
的崇敬，決意探求佛法，報名參加羅時憲宗師創立的"佛教法相學會"主辦的 "星期日佛學班"。
考畢大學入學試後，更直接師從羅時憲宗師研習慈宗般若、唯識 、因明、止觀、戒律五
門學問，並先後在香港維多利亞工業中學、英皇書院大學預科班、香港大學肄業期間成立佛學
會。因當時香港佛教弘法人才嚴重缺乏，年方十五歲導師，只能邊學邊講，親自弘揚。
在這期間，導師對基督教和日本基督教化的佛教"日蓮宗"的組織形式及傳教方法留心觀察，
發覺基督教只恁一本《聖經》比之佛教的經典浩瀚、博大精深自然大有不及，但在傳播上卻大
為便利。（轉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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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學報導
Reports

（承上頁 ）導師在香港大學求學時期已開
始以慈宗家法講解《心經》，其錄音帶甚至接
引了當時港大化學系教授、後來的理工大學校
長潘宗光入佛。現在流通的《心經》版本是由
唐三藏玄奘大師譯梵為漢，奘師門下高徒窺基、
圓測、靖邁等大德對《心經》的注疏最能表達
經文的正義，導師就是根據這慈宗家法來弘揚
《心經》。
佛教本質不是宗教，應該正名為"佛陀的
教育"、"啟發覺性的教育"、簡稱"覺性教育"。
《心經》闡明觀察宇宙人生實相的空性智慧，
正是佛教典籍精要中的精要，內容包括大小乘
基本原理，菩薩修學實踐的要義，正足以抗衡
基督教的《聖經》。
鑒於西方宗教在內地或明或暗地傳播日廣，
在農村更有氾濫之勢，在香港甚至構成最近社
會動盪不穩的根源，故必須提倡中華文化的精
粹，尤其是佛陀教育的精要與之抗衡，而《心
經》的文字簡潔、 義理豐富遠遠超越《聖
經》。
將《心經》與導師的《佛學講話》八講結
合講解，已足以令學員貫通佛法的全體，更可
藉此在課餘培訓學員複講，裁培出一批有世間
專業知識，同時又精通出世間佛法的布教
師 dharma teacher，推廣佛陀教育的精粹，
供國人有更好的文化信仰、 思想教育的選擇
機會。
不少與會聽眾深受導師鼓舞，發願長期追
隨學習，紛紛加入"慈宗華南勝緣"微信群，以
便分享慈氏學訊息、學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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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15年 澳门

導師在澳門佛教中心協會
主持《心經》系列講座第二講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second lecture on series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Macao Buddhist Center on Jan. 16th 2015
2015月1月16日週五晚,導師應邀在澳門佛教中心協會主持《心經》系列講座第二講：
《觀自在菩薩與<心經>的關係》
導師首先為學員重溫經題，說明大乘三大阿僧祇劫依"般若波羅密多(度)"劃分不同的重要
階段，由
1）初發菩提心至般若淨慧初現為一個重要階段 。
2）由初地"根本慧"、"後得慧"次第生起至八地"根本"、"後得"二慧不由功用恒時並起為第
二個重要階段 。
3）由八地"後得慧"初現化身，不需再"故留煩惱"、輪回度生至佛地後得四智分身無量、度
化無量有情眾生，為第三個重要階段。同時，
1）般若淨慧初現，永伏"分別我執" 、"分別法執"的現行，至
2）淨慧恒起永伏"俱生我執" 、 "俱生法執"的現行，至
3）佛地前“金剛喻定”永斷一切 “我執”、“法執”
種子。 又是另一種不同階段的分法。
而經文開端一段"觀自在菩薩……度一切苦厄"正說明上
述永伏二障現行的重要自度度他階段。
導師根據梵文字義，說明"觀自在菩薩""觀世音菩薩"的
區別，再依《心經》出處，說明《大品般若·習應品》與《
大般若經·學觀品》中的"菩薩摩訶薩"與《心經》中"觀自在
菩薩"的關係。
導師更強調大乘佛法與其他宗教最主要的高下差異不在
修定祈禱方式，而在大乘獨有空性觀慧。這是那些執著有全
能絕對的創造主和獨立自存的"靈魂"、"神我"者所永遠無法
明暸的境界。
所以導師主張大家應該去努力弘揚《心經》正確的涵義
來抗衡西方宗教《聖經》的不究竟甚至偏執理論 。
與會聽眾十分投入，有一位老居士動員全家來聽講，並
讓家人在現場錄影錄音、製成光碟利益同修，更表示無法找
到過去導師在香港普明佛學會講解《八識規矩頌》的錄音，
希望導師以後能在澳門重講 。
導師深受感動，欣然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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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上海
參加海外聯誼會周年大會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attends anniversary of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in Shanghai on Jan. 22ed 2015.
2015年1月22日週四下午，導師參加上海海外聯誼會周年大會，與上海市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海聯會會長沙海林先生敘舊，相見甚歡 。

导师在北京
參加學員複講《佛學講話》並作評論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attends overview of Lectures on Buddhism in simple
Chinese version by students and gives
comments on Jan. 13th 2105.
2015年1月13日週二晚，導師在京參加學員複
講《佛學講話》並作評論，及親自為進修班學員
講解：
《<唯識二十論>要義》
當晚與部分友好、學員暢敘，獲佛教出版界知
名人士、北京同願堂主人李陽泉居士親筆書寫的
贈予導師的撰聯 :

多聞熏習菩提種
如理作意唯識觀
此聯語道盡慈宗學人學修並重，由凡入聖的次
第，是導師參觀佛教文化教育機構時最喜題寫的
字句，得到陽泉居士這份優美書法作為新年禮物
，不勝欣喜。
陽泉居士已答允書寫《唯識三十頌》參加2016
年3月下旬在港舉行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書
法交流，屆時將必為节日增色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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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北京優曇蓮舍
主持第二次《般若心經》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Udumbara Cultural Club to
give a second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Beijing on
Jan. 27th 2015.
2015年1月27日週二晚，導師在北京優曇蓮舍主持第二次《般若心經》講座:
《從〈般若心經〉看大乘佛教色空不二的宇宙觀》
聽眾互相推介，慕名而至者比第一次更多，達五十人，擠滿蓮舍樓上講堂。導師為
首次來參加的聽眾重點複講經題和第一段經文，說明“觀自在菩薩”在《心經》中不能
作為專指某菩薩的原因和特別含義。講六波羅蜜時，特別強調缺了智慧，五度如盲，就
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再次重申了智慧的重要性，學佛要點是修慧。
導師又特別解釋禪定和智慧的區別，引西藏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舉的持火炬進
洞觀壁畫為例 。想觀清黑洞裏的壁畫，條件之一是無風，以無風比擬禪定，是助緣；條
件之二是火炬，火炬比擬智慧，是能見洞中壁畫的主因。
導師澄清了不是由"定"生"慧"，"定"只是"慧"的助緣，"定"、"慧"各自有種子，
"慧" 還是必須經歷"聞"、"思"才能真"修"實證，否則前五度外道都能修，如何區別佛教
與外道，這對初學佛者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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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得著名書法家宗家順老師贈送墨寶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given a
calligraphy by famous calligrapher Zong
Jiashun on Jan.28th 2015.
2015年1月28日週三中午，導師與在京友
好新年小酌，並與中國文史出版社沈曉昭總編
輯慶祝《慈氏學研究》2014/2015期刊的出版，
更得著名書法家宗家順老師贈送墨寶寒山禪詩
慶賀。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
溪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
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
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導師並向一眾友好介紹"第一屆 (2016)慈
宗青年文化節"的籌備進度，大家都期待宗家
順老師明年首次在港展出他的佛教書法。

導師出席陝西省政協開幕典禮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attends closing ceremony of Shanxi CPPCC on Jan. 24th
2015.
2015年1月24日週六上
午導師出席陝西省政協開
幕典禮，下午在分組討論
發言強調：在"一路一帶"
經濟發展過程中，陝西尤
其是西安應爭取成為西部
金融中心、中國文化之都，
晚上與其他香港委員接受
趙正永省委書記、類勤儉
省長、馬中平政協主度的
宴請，交流陝港經濟、文
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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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南山寺兜率內院喜見慈氏彌勒像
及仿唐多聞 (毗沙門) 天王像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Hainan Temple and Tuṣita place on Jan. 30th
2015.
2015年1月30日週五上午，導師乘到海南萬寧以獨立董事身份參加中信銀行行長會議
之便，參訪闊別多年的南山景區，在南山寺兜率內院喜見當年與設計者明生法師交流過
集思維像與天冠像於一身的慈氏彌勒像及仿唐多聞(毗沙門) 天王像。
到全國最高108米三面望海觀音像內部頂層瞻禮佛足時，喜見沿樓梯遍掛新任陝西省
美術學院王家春院長 (原陝西省統戰部長、社會主義學院書記)的哲理畫複製件。王院長
將在明年初"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化節"中首次在港展出王家春院长的哲理畫，幫
助提升香港青年品德，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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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西佛
教協會會長純一法師第二次會面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eets vise president
of China Buddhist Association，president of Jiangxi
Buddhist Association Rev. Chunyi the second time on
Fab. 3rd 2015
2015年2月3日週二上午，導師乘考察中信銀行南昌分
行之便，參觀佑民寺，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西佛教協
會會長純一法師第二次會面，上次是年前在杭州佛學院參加
內地佛學院改制研討會時晤面。
法師頗為重視佛教藝術，謙稱因會務繁忙未有時間深
入研究義理尤其是他感興趣的唯識學，但仍然涉獵頗廣。
法师與導師交流時頗有共同語言，例如對基督教在內
地傳播勢頭甚猛，大家都感到佛教不如基督教會擅於管理財
產，籌款方式是頭痛醫頭，傳播形式不是太世俗化，就是境
界太高，如禪宗話頭一般，令人難以參透。
談到西方淨土與基督教比較時，法師竟能坦然主動承
認阿彌陀佛信仰是受西方太陽神崇拜影響，頗有學者風範。
因導師需趕飛機回深圳講學，雙方匆匆互贈書籍紀念
品話別。法師對導師廣建圖書館、盛弘慈氏學，發起編纂
《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十分讚歎，殷切希望再有機會與
導師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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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澳門主持《般若心經》研習班第三講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third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Macao on Feb. 12th 2105.
2015年2月12日週四導師在澳門佛教中心協會藥王
寺主持《般若心經》研習班第三講 :
《從<般若心經>看空性與宇宙人生的關係》
導師首先復述觀慧自在菩薩能無功用行任遠恒
時觀照真俗二諦，不但能觀照"五蘊"和合的假體"
人空 "，更能觀照"五蘊"本身的"法空" 。再進一
步說明原始佛教以 "蘊"、"處"、"界"、"三科"說
明整個宇宙人生，"五根"、"五境"十種"色法"涵蓋
一切物理現象，"意根" 、"意境"、"六識"八種心
法包含一切精神現象。到瑜伽唯識學派更徹底的提
出"第七末那識" 說明"我執"的根源，"第八阿賴耶
識"說明一切"色法"、"心法" 種子的載體。
一切物質與精神現象不外乎是"色法"與"心法"
功能的顯現，"種子" 與"現行"的關係是才生即滅、
刹那生滅，並無實體，無實自性，這種只有形相、
作用、沒有實體的狀態/ 原理，名為"空性"。所以
"空性"與宇宙人生不可分割，如水與水波
即非離所以五蘊 (一切物質、精神現象) 不離"空
性"，"五蘊" (一切物質、精神現象) 的本質/ 最
後狀態就是"空性"。
導師的一番解釋令學員對"色不異空，空不異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複知是"
這段向來難解經文有了基本認識，不少學員均發願
深入學習慈宗義理，在澳門推廣慈氏學研究風氣，
甚至週末來港參加慈氏學專修課程以資深造，導師
不勝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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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港宴請馬來西來佛教居士總會秘書長、
原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會長、馬來西亞麻
六甲居士林林長 王書優博士伉儷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hosts dinner for Secretary-General of
Malaysia Kulapati Buddhists Association and other Malaysia friends in
Hong Kong on Fab. 16th 2015
2015年2月16日週一晚導
師在港宴請馬來西來佛教居
士總會秘書長、 原馬來西亞
佛教青年總會會長、 馬來西
亞麻六甲居士林林長王書優
博士伉儷和兩位千金，暢談
推廣佛陀教育經驗及明年
"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籌備情況。王博士慨然答應
屆時除派出青年書法家來港
參加交流外，並安排馬來西
亞佛教歌唱家來港表演。
飯後王博士一家參觀了慈
氏學會 (香港) 會址，對會
內各種珍貴佛像、佛畫 、
名家書法欣賞不已，尤其對
供奉慈宗歷代祖師的像照印
象深刻，不勝讚歎，與導師
相約加強港馬兩地在家佛教
的合作，盡興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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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拜訪奈良藥師法相宗大本山執行長加藤長老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Yufu Temple in Nara Japan and meets Rev.
Jiateng on Feb. 18th 2015..
2015年2月18日週三 (農曆年三十)下午導師一行七人到達奈良藥師寺法相宗大本山，在
旅日學者李子捷博士悉心安排下，再度拜訪執行長加藤長老。
導師向長老介紹同行的慈氏學師資進修班北京劉天雪班長和擔任日語傳譯、原籍山東的
龍穀大學佛學本科生魏芸仁者，並向長老致贈新春紀念品，包括成親王詒晉齋藏版《觀世音
感化靈異圖》版畫、趙樸初寫經集 、乾隆手書《般若心經》金字掛軸、《慈氏學研究》2014
/2015 期刊等，最後向長老介紹了"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化節"的籌備進度，加藤長老
非常欣賞讚歎。
長老以茗茶、抹茶、糕點款待參訪團成員，並在年底極度繁忙的日程中擠出時間陪同導
師一行參觀"金堂"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古銅藥師佛、日光菩薩、月光菩薩尊像，據說佛像鑄
自二十噸從大唐海運來日的銅材，當時日本尚未釆獲銅礦。
隨即參觀"講堂"，中奉慈氏彌勒如來和兩位脅侍菩薩千年銅像，十年前另請藝術名家加鑄
無著、 世親兩位菩薩銅像陳列慈尊兩旁及十大弟子銅像於慈尊背後。
"講堂"東西兩翼有仿如現代兒童滑梯高處的"論議臺"以供自唐代法相宗傳入以來有關"一
切有情眾生是否皆當成佛"的宗派辯論，法相宗代表學僧持慈恩大師所主"三乘是實"論義、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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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页）天臺宗代表學僧持天臺智者“一乘是實”觀點，反復論辯，千載不休，至今
仍定期舉辦，古風猶存。每次都有大中學生、僧侶和學者近二百人參加。導師特別為加藤長老
指出所著《佛學講話》
第一章就闡明 "五種性"說，慈氏學會 (香港) 及其在各地師資培訓/進修/專修班就是在弘
揚"五姓"奧義，反觀香港和內地天臺宗徒就甚少能辯明其中差異。加藤長老更說希望將來有機
會請導師到藥師寺升座參與辯經，弘揚法相宗正義 。長老在"金堂"藥師如來像前、"講堂"慈
氏彌勒如來像前都親自鳴磬唱贊為導師和參訪團成員祈福，規格極高，備極尊崇。
參訪團成員在藥師寺"三藏院" "不東堂"前留影後，再到奈良興福寺法相宗另一大本山參
觀，對該寺 "金堂 " 中逾八百年歷史的藥師如來像 、維摩居士、文殊菩薩像及 "珍寶館"中
宋代風格的慈氏彌勒如來像都讚歎不已。參訪團成員有些還是第一次來奈良法相宗兩大本山近
距離瞻禮珍貴文物聖像，法喜充滿，盡興賦歸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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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參訪臺北華梵大學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Huafan University in Taiwan on Feb. 24th
2015.
2015年2月24日週二 (農曆年初六) 上午導師一行參訪臺北華梵大學，受到張壯熙行政副
校長代表在上海出差的朱建民校長迎迓，該校李仁鐘圖資長、佛教學系李治華主任、美術與
文創學系蔡瑞成主任也參與接待。
參觀創辦人紀念館時，大家對曉雲長老尼師以79歲高齡，人生路不熟，從廣東到香港、
從香港再到臺北，連國語都講得不標準的情況下，從無到有，攜同自己意境飄逸的國畫到東
南亞籌款回臺買地，先獲臺灣教育當局批建工學院，逐步改制創立大中華區第一家佛教大學，
直至93歲去世前仍像唐代百丈禪師一樣孜孜不倦努力辦學的精神敬佩不已。
參觀近代著名哲學家唐君毅先生 (羅時憲宗師好友) 傳人勞思光教授紀念室，對勞老當
年因對曉雲長老尼師一句戲言，自香港中文大學到華梵大學奉獻晚年的重言諾精神十分讚歎。
勞老仙逝後，當年的學生助手至今每日還端奉一杯咖啡在勞老辦公桌上的師弟情誼欣賞不已。
張壯熙校長等校領導中午在校內以專業營養師設計的精美素食款待導師一行，進一步交
流，蔡主任對帶領學生來港參加
"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書畫交流甚感興趣，導師當即表示回港後馬上發函邀請華梵師
生明年來港參加盛會。
張校長並建議李主任邀請王導師來校講課，雖因曉雲長老尼師得法於近代中興臺宗的諦
閑老法師傳人倓虛長老，但張校長深明大學並非專宗學院，理應讓學生兼釆博覽，甚具宏觀
卓識 。
張校長並親自陪同導師一行在校園遠望雲煙縹緲、山徑清幽的環境中漫步，呼吸高負離
子空氣，享受人間仙境，令人對華梵學生能在如此美境下學習，豔羨不已。最後與導師相約
加強交流合作，依依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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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臺灣探望印順長老得意弟子、福
嚴精舍住持、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Rev. Yinshun’s famous disciple Rev.
Houguan in Taiwan on Feb. 24th 2015.
2015年2月24日週二 (農曆年初六) 下午，導師一行探望臺灣印順長老得意弟子、
福嚴精舍主持、 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
導師數年前在香港"印順長老百歲嵩壽紀念研討會"上與厚觀法師相識，一見如故。
今次特意帶領京港學員上山探訪，大家對佛學院環境清幽，靈氣迫人，皆認為是培養
學僧的好地方。
大雄寶殿由朱銘恩師楊英風老人雕塑十八噸重的釋迦、文殊 、普賢三尊，楊老設
計的殿后經行隧道，藏書極豐尤其是因法師留學日本多年、日文著作蒐集極全的圖書
館，圖書館中的印順長老塑像，珍藏極多的印老紀念室，大家欣賞不已、留連忘返。
導師對厚觀法師近年着力演繹師說，默默耕耘，編寫《中觀今論講義》、《大智度
論講義》等書，十分贊歎 、稱許，足為學人感懷師恩、弘揚師說樹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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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前往法鼓山探望果東住持、惠敏校長、
果暉副住持、護法總會黃楚琪副會長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Rev. Guodong，Rev. Huimin，etc. in Taiwan
Dharma Drum Mountain on Feb. 25th 2015.
2015年2月25日週三 (農曆年初七) 上午，導師一行前往法鼓山探望果東住持、惠敏
校長、果暉副住持、護法總會黃楚琪副會長。
會面開始時，王導師與果東方丈交換
春節紀念品，介紹慈氏學師資 (遠程) 進
修班北京劉天雪班長 、 培訓班宋沁玲班
長、澳門《般若心經》研習班向瑞萍班
長、澳門黃健龍醫生、澳門大學楊顯榮
教授、北京大學心理學家許小冬女士等
團員 。
在會面和午宴中，導師從香港占中事
件主事人多為西方宗教信徒談到西方宗
教在內地氾濫、而香港的佛教學校對培
養弘法人材卻貢獻不大的情況，指出培
養佛陀教育傳播者的重要性和急切性。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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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页）
惠敏校長對慈氏學師資 (遠程) 培訓班、進修班的課程內容垂詢甚詳、頗感興趣。同時對明
年三月在港舉行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表示支持，將派出六位學生參加書法交流及由哈
佛博士鄧偉仁教授負責帶領學生參加《唯識三十頌》梵漢語對讀。
在享用精美的素宴後，惠敏校長親自陪同導師一行參觀新建成的法鼓文理學院校區，導師
對籌備與設計耗時廿載、設備先進，包括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時能同時供不同組別使用的
十六個分場/演講廳、教研室 、籃球/ 壁球場 、文理圖書館 、 學生宿舍等十分讚歎。
對文理學院設立季度課程，為內地港澳學生提供來臺短期學習機會，十分欣賞。
導師衷心祝願文理學院可早日升格成為大學，為臺灣佛陀教育事業再添新猷。
其後，果暉副住持陪同導師一行參觀原來法鼓佛教學校堪稱大中華區典藏最豐的佛教圖書
館，圖書館大門前各種《般若心經》文體壁畫及館內珍藏歷代不同版本的大藏經、中日文參
考資料令隨行學員印象深刻 。
在參觀完設計雅致的大雄寶殿及開山觀音殿后，慈宗學人均感不虛此行，與法鼓山教職
員和義工們互道珍重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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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文教基金/ 慈氏學會 (香港)
乙未新春團拜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gives best wishes to all for the coming Chinese new year
on Feb. 28th 2015
2015年2月28日週六 (農曆年初十)中午，在香
港富豪酒店舉行：

慈氏文教基金/ 慈氏學會 (香港)乙未
新春團拜
團拜由基金董事長王導師主持，出席特邀
嘉賓包括 :梁愛詩大紫荊勳賢、許曉暉民政局
副局長、其他特邀人士包括2015年獲選連任的
:基金執行委員兼慈氏學師資專修班班長、提
前退休修學慈宗的中年工業家楊豪先生、基金
諮詢委員、香港光彩事業學會執行會長聶麗華
女士、基金諮詢委員、澳洲註冊管理會計師公
會創會會長兼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文華先生、
基金諮詢委員、新加坡銀行香港分行私人銀行
部董事梁國棟先生。
導師向嘉賓、委員和同學們介紹了春節假
期間京都、奈良、臺北文化之旅的發現和收穫
，大家都認為，與日台相比之下，香港佛教文
化教育事業仍大有空間可供發展，不過需要吾
人振作努力。
嘉賓們得悉導師下周將前往泰國曼谷法身
寺參加法寶節周年盛典，並接受泰國佛教事務
局及世界佛教青年總會舉辦，由泰國副僧皇頒
發的"第二屆世界佛教領袖獎"都十分讚歎，咸
認為實至名歸 、 港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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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又向嘉賓們介紹"
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
化節"(同時是近代慈宗祖
庭 - 金陵刻經處成立 150
周年志慶)籌備情況，除金
陵刻經處原主任宗家順先
生、陝西美術學院書記王
家春先生兩位名家書畫展
外，中國內地包括北京 、
上海、南京、西安、成都
、廣州 、深圳和香港、臺
北 、東京、馬來西亞古晉
都會有青年藝術家來港參加“慈宗書畫交流”。“慈宗講經交流”則有普通話、廣東話 、
英語的不同組別。更有印度德里大學 Sarao教授、歐洲維也納大學 Mathes 教授來港示範《
唯識三十頌》梵文本和《般若心經》藏文本的講解，希望梁愛詩大紫荊勳賢女士和許曉暉
民政局副局長一如 "第一屆 (2013) 慈宗國際學術論壇"舉行時一般，到時親臨主禮支持。
新春團拜後，導師在慈氏學會 (香港) 會址主持虔誦《能斷金剛經》、《般若心經》，
回向祖國國泰民安，香港社會和諧，慈宗學人福慧增長、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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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杭州考察時，王明青仁者來拜會，希
望設立浙江省非宗教組織的第一家慈氏圖書館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nvestigates Hangzhou and hopes to build
the first Maitreya Librar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on Mar. 2ed 2015.
2015年3月2日週一導師以獨立
董事兼提名與薪酬委員會主席身份
應邀前往杭州考察中信銀行杭州分
行及新大樓建築工程進度時，闊別
多年移居杭州，專心弘揚浙江文化
風情的著名節目主持人王明青仁者
專程來拜會導師，明清仁者多年前
仍在香港時曾多次參聽導師《瑜伽
師地論·菩薩地》講座，雖工作繁
忙，仍好學不倦，尤其對導師異常
尊重、執禮甚恭。
今日在內地事業頗有成就，足
跡遍及浙江全省名勝，遍訪內地知
名學者大家，廣結善緣，影響深遠。
現已在杭州設立自己的 "文化風情
工作室"及高級文化會所，希望恭祝
導師前來弘演慈宗及在會所內設立
杭州第一家，也是浙江省非宗教組
織的第一家"慈氏圖書館"，利益浙
江學人。
導師欣然答應待四月加拿大省
親弘法歸來，再來實地考察文化會
所環境、制定"慈氏圖書館"規模及
講學以至當地的師資培訓計畫。
導師對明青仁者不忘本願、重
視傳承、感念師門不勝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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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泰國出席曼谷法身寺舉行的平安燈法會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attends safe life ceremony in
Bangkok on Mar. 4th 2015.

Fashen Temple

2015年3月4日週三晚，導師應邀
出席泰國曼谷法身寺舉行的平安燈法
會，據悉此法會多在接近中國農曆正
月十五時舉行，全場最多可容納100
万人，今晚估計最少有40万人參加。
現場甚有秩序，法會進行期間十
分安靜，結束時人群散去亦毫不混亂，
極為難得。參加法會者都獲提供冰凍
黃色濕毛巾及瓶裝蒸餾水解暑，設想
十分周到。
法會將結束時，王導師由世佛青
總會會長 Pornchai 博士和世佛聯副
會長陳穎椿拿督陪同成為極少數能近
距離與抱恙出席法會的法身寺住持釋
法性長老會面的嘉賓，並獲長老致贈
紀念品及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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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获"世界佛教傑出領袖獎"
出席頒獎典禮及研討會
Prof. Andrew Luen-cheung Wong
Gets ”The World Buddhist Outstanding
Leader Award ” and attends the
Presentation Ceremony and the forum
on Mar. 5th 2015.
2015年3月5日週四 (農曆正月十五) 傍晚，
導師出席在泰國北曼谷大學舉辦的"世界
佛 教 傑 出領 袖 獎 "頒獎 典 禮 (The World
Buddhist Outstanding Leader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of 2015 organized by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
Youth Head Quarter March 5th 2，015
at Attabongkoch Hall ， Building 1st ，
level 3rd，North Bangkok University，
Rangsit Campus，Thailand )
及東亞南亞僧侶學者有關"後全球化時代"
在當地推廣佛陀教育的研討會"
(International Buddhist Forum on
“Buddhist Propagation in the post
Globalization”) 。
頒獎前，導師是少數獲邀發言的嘉
賓之一。導師事前未獲通知，由世佛青
總會 Pornchai 會長臨時邀請即席以英語
發言。
導師從自己十五歲在香港讀中學時
代開始建立香港教育史上第一間"學生佛
學會"，抗衡在校中的 "基督徒團契"、"天
主教同學會"說到今天在中國內地有氾濫

24

講學報導
Reports

之勢的基督教會傳教，去年目睹馬來西亞居
士佛教和今次泰國世佛青對接引青年學佛的
組織優良，動員有力，認為確有值得港臺內
地佛教團體借鑒之處。
導師又從個人傾資成立"慈氏文教基金"
協助海內外高等院校、寺院、佛學院設立
24家慈氏圖書館、贊助博士後研究、出版
慈氏學書刊、舉辦慈氏學師資培訓班，在內
地超過十所高等院校以客座教授身份授課，
以至最近啟動的《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專
案及明年三月下旬擬在港舉行的"第一屆慈
宗青年文化節"，都是著重向青年人推廣純
正的佛陀教育。
導師流利的英語、豐富多彩的發言獲得
全場熱烈掌聲，儀式後不少外籍學者藝術家、
在家佛教領袖、出家僧侶紛紛與導師交換聯
絡方式，甚至表示希望來港參加"慈宗青年
文化節"，導師欣然表示熱烈歡迎。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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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儀式由泰國署理僧皇
H·E·Somdejphrabuddhajarn主持，
並得柬埔寨僧團領袖出席見證，
與會者包括33個國家僧侶學者 、
佛教領袖，盛況空前。
是日上午導師與部分嘉賓獲
邀與法身寺副主持施命法師會面
及獲贈平安燈法會紀念品，法師
介紹了該寺的佛教青年工作情況，
從 600萬名學生中選出 3萬人進
行道德教育培訓，糾正年輕人日
常行為易犯過失，再分派到全國
各地甚至鄰國培訓其他佛教青年，
影響甚大。但對該寺近代創辦人
宣導、曾引起過爭議的禪修方式
------"法身法門"則未有詳細介紹。
雖然法身寺之行與"世界佛教
傑出領袖獎"的頒獎儀式並沒有直
接關係，但世佛青總會特別安排
嘉賓順道參加法身寺盛典，確是
讓人對南傳佛教動員能力一次難
得的體驗，至於其禪修方法的論
定則待日後有機會再作深入瞭解
後再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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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獲“世界佛教領袖獎”後
部分媒體的報導
Reports of The World Buddhist Outstanding Leader Award from par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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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邀參加泰國曼谷法身寺法寶節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attend Talisman Festival
in Fashen Temple in Bangkok

2015年3月4日週三上午，導師應邀參加泰國曼谷法身寺法寶節活動，與世界佛教青年總會
會長Pornchai 博士，世佛聯副會長陳穎椿拿督暢談甚歡。導師在貴賓席上見證了從上午九點半
開始一個半小時的10万人清誦 (chanting，不用木魚引磬音樂)、靜坐 (meditation) 環節，整齊壯
觀，參加者全是在家信眾，來自泰國本土及馬來西亞等鄰近國家，人人一身白衣白褲，整齊壯
觀，會場全由義工引領，秩序井然。
作為“第二屆世界佛教領袖獎”主辦機構負責人的 Pornchai 博士對導師十分重視，對導師抵達
後的起居是否合意，垂詢甚詳。並坦言多次過境香港，但仍未有機會正式訪港，導師欣然表示
將邀請博士和拿督來港參加明年三月下旬"第一屆 (2016)慈宗青年文化節"活動，以加強香港佛教
青年與世界佛教青年總會的沟通与合作。

28

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在北京會見佛教在線安虎生總幹事、
中國社會科學院凱朝教授和聶清教授
慈宗書法和祖師畫交流
團長 : 聶清教授
團員 :
繪畫：陳晨、周夏、金延林、王士乾
書法：聶清、周夏、祖京強、黃秋原、
肖建軍、王鵬飛
＊＊＊＊＊＊＊＊＊＊＊＊＊＊＊＊＊＊＊＊＊＊＊＊＊＊＊＊＊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have lunch with An Husheng president
of Buddhism online and professor Chao
Yang and Nie Qing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Beijing on Mar.
19th 2015.

《心經》滿蒙藏漢語對讀
團長 :凱朝教授
團員 ：
蒙古文：雍和宮接待部張英老師 （蒙古族）
藏文：北京佛教居士林李寅飛老師；

2015年3月19日週四，導師春節後第一次到京，在 漢文：星光大道評委歌唱家文謙老師
北京賽馬會會所宴請“佛教在線”安虎生總幹事和他
留英學成歸來的千金安迪、中國社會科學院凱朝教授
和聶清教授。
導師感謝"佛教在線"與香港《大公報》、《香港
商報》對導師作為第一個香港漢傳佛教學人在泰國曼
谷獲得"世界佛教青年總會"禮請泰國代僧王頒發"世
界佛教傑出領袖獎"殊榮作出廣泛報導。
導師與安總討論了繼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學會(香
港)2013年8月舉辦了香港佛教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
深遠的"第一屆(2013)慈宗國際學術論壇"及將於2016
年3月舉辦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第一屆 (2016) 慈
宗青年文化節"兩大弘法專案後，可以如何運用"佛教
在線"無遠弗屆的資訊平臺更有效地弘揚慈宗。
導師感謝凱朝教授和聶清教授甄選優秀團員（详
见右侧名單）赴港參加"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兩位教授更聯手書寫了藏漢合璧"如意吉祥"的大
紅揮春，祝賀導師新年如意。
聚餐氣氛熱烈，互頌吉祥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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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北京優曇蓮舍高級文化會所
續講《般若心經》要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Udumbara Cultural Club to continue
the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Beijing on Mar. 19th 2015.
2015年3月19日週四，導師在北京優曇蓮舍高文化會所為近五十名聽眾續講：
《<般若心經>要義》
主要講解"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苦集滅道。"一段文字。從蘊處界"三
科"、"十二因緣" 的"流轉門"、"還滅門"講到"四聖諦"的染淨人生因果關係。再從 "法尚
應舍，何況非法"的角度，說明"無漏無分別根本智"起時，所有"世俗諦"的名言概念都不執
取。
當天湛如大和尚的皈依弟子、導師的忠實護法學生楊玲堂主特意從外地出差中趕回來
與導師共進素餐、領眾聽課，為回應導師弘揚言簡賅、兼包大小乘精義的《般若心經》作
為抗衡西方宗教《聖經》的倡議，即席決定成立優曇蓮舍"心學會"，開展學習弘揚《般若
心經》的風氣。並向導師提出請求:蓮舍"心學會"以"心經"為主修內容，3月底至4月10號前
接受會員報名，4月11號開始每週六和週三為同修日，4月份請三位不同身份的大德分享 "
心經"。三位大德各有特色:王導師作為在家菩薩分享"心經"，另兩位是漢傳法師與藏傳法
師分別分享"心經"。導師有感其誠，欣然答應在北京優曇蓮舍主講"《般若心經》要義(圓
滿篇) "。並從頭扼要複講經文內容以至修習 "空觀"次第，曉悟以"心學會"成員為主的新
舊聽眾。
課後北京大學博士、清華大學教授陳紹建仁者筆記擇要如下: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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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優曇蓮舍《心經》講座要點

19/3/2015

（陳紹建教授記要 王導師修訂補充）
Key points of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Udumbara Cultural Club
1.進入初地菩薩，有了"般若智"生起的經歷，就不會退墮回原有沒有過"般若智"出現的
階段。所謂"一證永證"，有過一次這種經驗，以後再修"空觀"，"般若智" 仍能再出
現。
2."五根"+"五境"="十色法"，"十色法"+八心法 (包括六識、意根、法境) ="十八界"
3.成佛以後即可不執著這些概念、經文，因為佛說的每句話就是"經"。
4.定中"根本智"出現體證"空性"時，則連"無明"以至"老死"的"生死流轉"("輪回")概
念 ("流轉門"、法執)都不會執著。同時連修得"般若智"勘破"無明"，"生"至"老死"的
流轉 (輪回) 滅盡的概念 ("還滅門"，也是法執) 也不會生起。連"四聖諦"- "苦"、"
集"染污人生因果與"滅"、"道"清淨人生因果的概念 (也是法執) 也不會執著。
5."苦" = Dukkha，現代可譯為 incomplete，imperfect，不完全、不完美。明知不完
全、不完美，卻拼命追求完全、完美這種不可能的夢impossible dream，就是一切苦惱
的來源。

按:導師講得快，而能記下這麼多重點，紹建教授真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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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加拿大多伦多
安省法相學會講解《般若心經》精要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give a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Toronto
Canada on Apr. 4th 2015
多倫多時間2015年4月4日和4月5日下午導師在安
省法相學會前後共用了五個小時以廣東話講解《般若
心經》精要所在，並逐字逐句解釋文義，聽眾多達百
人，座無虛設，並現場錄影錄音，配以普通話，便利
中國內地移民。
時逢當地復活節假期，不少聽眾為求正法，犧牲
與家人出外旅遊機會，前來參聽，十分難得。聽眾中
不少已參加過初級班，對佛學有一定基礎，故對導師
以短短數小時將佛教與西方宗教性質的區別、大小乘
義理、修學方式以至修道成果的差別、大乘佛學中
“賴耶緣起”與自性清淨心“真如緣起”優劣的不
同，慈宗“三性說”足以補中觀末流之失，"四重二
諦"足以闡明佛陀教育的層次，依之修習既能明暸"蘊
"、"處"、"界"三科"人無我"以至宇宙沒有一、常"主
宰"的道理，又能明暸染淨人生的由來，生死輪回的
過程以至修得般若、勘破無明、斷除生死流轉的可
能。最後在修習"空觀"的過程中，一層層的義理概念
也不執取，達到"法尚應捨"的境界 。觀慧自在的菩
薩摩訶薩"俱生我執"、"俱生法執"伏斷，永不退轉，
從此以正能量示現度化、拔濟有情眾生，無漏大用流
行，直至圓滿佛果。
聽眾連續兩天下午聚精會神聆聽導師講解《心
經》奧義，課後不少學員紛提問題，要求與導師建立
微信聯繫，參加新建立的“慈宗楓葉勝緣"群組，以
便研討法義，深入慈宗。學習熱誠，令人贊歎！
導師在學會瞻禮了羅時憲宗師的舍利子，及欣然
看到慈氏文教基金為慶祝安省法相學會成立25周年贈
送的72冊《唯識文獻全編》全套安放精美書櫃之中。
晚上接受安省法相學會董事們邀請共進素餐、交流心
得，董事們均盼望導師多回加國，弘演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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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深圳福順堂主持
《般若心经》研习班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holds a study group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Fushuntang Shenzhen on Apr. 8th 2015.
2015年4月8日週三早上導師從多倫多回港後，傍晚即趕到深圳福順堂高級文化會所主
持：
《般若心經》研習班（第三次講座）
导师參觀了已初具規模、即將掛牌的深圳第一家"慈氏圖書館"。
導師詳細闡述了《般若心經》經題的梵文、 漢文含義。說明瞭六度中"般若"與其餘
五度關係，特別強調了"般若"是修習其餘五度的最終目標，"般若"對其餘五具有不可缺
少的指導作用。
最後，導師宣示《般若心經》在追求人天福報的"五乘共法"

("共下士道") 中只被

作為讀誦祈福 、 消災解難的工具，已影響深遠。
在發無上菩提心，修學"大乘不共法" ("共上士道") 的行者來說，卻是從聞思修習
空觀，進入遠離執著煩惱、最終能達到清淨圓滿智慧的殊勝法門。
應邀到福順堂教授香道的臺灣香學學會會長廖易德老師在現場旁聽後連聲讚歎導
師，多次率眾嚮導師施禮，課後並恭送導師登車離開。
福順堂獲贈的部分佛教經典《大正新修大藏經》100冊 、《續藏經》90冊、《唯識
文獻全編》72冊）已裝滿了三個大書架。 "慈氏圖書館"的牌匾也已做好，其餘《乾隆大
藏經》(《龍藏》) 等重要經書和慈氏世尊思維像也將陸續運到。待眾緣具備，福順堂慈
氏圖書館將正式舉行揭牌儀式。

33

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在澳門佛教中心協會主持
《般若心經》研習班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holds a study group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Macao Buddhist Center on Apr. 17th 2015.
2015年4月17日週五晚上，王導師在澳門佛教中心協會 - 藥王寺 主持：
《般若心經》研習班（第四講）
導師詳述 "是諸法空相……以無所得故。" 經文內容。
導師敘述了當年在成都龍江書院遇到香港聖一老和尚一位出家弟子嚮導師請教為什麼玄奘
大師對上述經文"諸法………"一句，只描述"無為法"的"不生不滅"等六不而沒有描述"有為法"
的有生有滅等現象，導師依漢文語法及梵文原義加以解釋，令這位比丘十多年遍閱心經注解和
遍訪學人無法解答的疑團頓釋，不少聽眾聽後均讚歎玄奘大師譯筆之精妙嚴謹。
後來導師在京接受當時任國宗局長的葉小文先生宴請時，敘述了這段佛學研討，葉公大為
讚歎，力邀導師為中國佛教界重編一套大藏經，取代日本的《大正藏》，導師認為因緣未足，
幾經討論，促成了去年導師啟動《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專案。
導師又介紹了唐代窺基大師編定的"四重二諦 "，顯示了《心經》核心部分的語言層次及
遣執證空的修觀次第，導師亦是自玄奘大師傳譯《心經》以來，第一個以 "四重二諦"闡釋
《心經》的學人 。聽眾鹹感慈宗義理的次第井然 、清晰周密，法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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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北京講解《般若心經》要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lecture on main parts of

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sūtra in Beijing on Apr. 22ed 2015
2015年4月22日週四晚上導師在北京優曇蓮舍以兩個半小時完成 ：
《般若心經》要義 (圓滿篇）
首先為部分首次聽講的學員復述經題，觀自在菩薩的特殊含義，人法二空，空性與五
蘊等宇宙現象非即非離的關係，空性是絕對理體的特徵，修習止觀時如何遣執證空、不但不
合佛法的應捨棄 、 佛法的名言概念到最後也不應執取，修習般若法門能成就圓滿佛果的智
德、斷德，最後以四種陀羅尼來描述《般若心經》在大乘佛法中的重要性。

全講以較少的佛學專有名詞，清晰的語言，貼切的譬喻，一氣呵成，令不少聽眾耳目
一新。慈氏學師資 (遠程) 進修班不少學員、 尤其是準備明年三月到香港參加 "第一屆慈
宗青年文化節"《般若心經》講解交流的北京學員都來一聽再聽導師的講解技巧及對《心
經》內容的詳盡演繹，作為複講的依據。
導師在京的公開講座將暫告一段落，直至明年三月後再作考慮，中間這段時間將著重
培訓進修班學員複講，為明年三月"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 慈宗經律論講解" 作充分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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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演講
Professor Andrew L.C. gives a speech on ‘wealth view of wise people’ for graduate
school of Pecking University in Shenzhen on Apr. 30th 2015.
2015年4月30日週四晚上王導師受邀到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通識教育中心"中華傳統文化
講座"。 演讲主题：
《智慧人生的財富觀》
為時兩小時的演講，五一假期前夕仍有八十多位學生和校外人士前來參聽 。
演講開始前，由中心主任丁嘉輝老師介紹導師的社會成就及對傳統文化的研究與貢獻，再
由深圳研究生院白志強書記向王導師頒發客座教授聘書，並公佈院內將設立由王導師的慈氏文
教基金捐贈、典藏中華傳統文化精粹圖書的"慈氏圖書館"，現場同學歡欣鼓掌。
正式開講時，王導師說明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在儒釋道三家思想，一般看法，儒家著重敦
倫盡份的入世倫理，道家著重清靜無為的出世修煉，大乘佛教其實兼包兩者，而且層次分明。
佛教本質上不是宗教，是文化 、 是教育，但在後世不同地域的弘傳上，被附上各種儀軌
形式，在一定程度能滿足人類希求保護的宗教心理。
"宗教"源自西方 religion 一詞，指全能絕對的創造主與人類的橋樑 。佛陀教育是"無神
論"，不承認宇宙有創造主，並認為人類經過不斷努力培養超越世俗、遠離執著煩惱的智慧，
都有機會成為 "覺者"。所以嚴格來說，不符合 "宗教"的定義。"宗教"的形式，其實具有兩面
性，用之善，則可安撫心靈 、 和諧社會 ; 用之不善，則導人迷信 、引發衝突。故此，必須
認識佛陀教育的真面目，體察它不是神教的智慧層面，才能啟發體悟宇宙真相的證悟，真正達
至恒久和樂 ！這就是題目所說的 "智慧人生"。
近代佛教改革派領袖太虛大師將佛陀教育的內容分為三個層次 :

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
"五乘共法"即是人天善法，著重世間因果福報，是入世的行為標準，其中包括對如何求取
正當財富 、保存財富、運用財富的指引 。據佛陀在原始佛教《雜阿含經》中說 :
佛陀教育的奉行者為了發家致富 、現世安樂。應當實行四種方法 :

方便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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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川大舉辦
慈氏學專題講座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Vijñaptimātra
Buddhism lecture in Sichuan University on Apr.
20th 2015.
2015年4月20日週一上午王導師應邀到川大主持"慈氏
學專題講座 "，以兩個小時為玄奘大師譯傳的《成唯識論》
解題，宗教所蓋建民所長、段玉明教授、原省宗教局王增
建局長 、原市宗教局趙文副局長、遠道而來的恒豐銀行重
慶市分行高管李永勤仁者、包括浙江慈溪定意比丘在內的
川大碩士/博士研究生及外界人士數十人參聽了講座 。
導師因應不少現場第一次聽講"慈宗唯識學"人士需
要，綜述了印度佛教史的分期，部派中"經部"/ "有部"、
大乘"中觀"/" 瑜伽"學派要義，尤其瑜伽行派慈氏 (彌
勒 )、無著 、世親 、陳那、護法、 戒賢 、 玄奘、窺基
師資傳承。
世親論師在晚年撰述的《唯識三十論頌》中大成慈宗
唯識學說，因未及作釋而上生，後世十大論師競相作釋，
形成古印度唯識盛世，小乘有部亦逐漸消融其中。 玄奘大
師攜回護法論師遺釋，依門人窺基建議，揉譯十家注釋而
成《成唯識論》，使唯識研究在中土達至極峰。
導師進一步闡釋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六識說"不足以
解釋我執煩惱的根源、不能作為業果輪回的載體。必須由"
瑜伽行派"建立的 "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 承擔疏
解任務，使大乘菩薩經無量劫修道證覺 、因果不虛的基礎
得以成立。
在講解過程中，導師並介紹了由原始佛教"十二緣起"
的縱觀發展至"中觀學派 - 緣起性空"說的橫觀演變，又分
析了"六大緣起"、"賴耶緣起"、"真如緣起"說法的優劣。
課後導師宴請了川大師生，與蓋所長、段教授討論由
慈氏文教基金捐資出版的《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的選編
計畫及解答研究生們的問題，暢談兩小時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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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文教基金捐資清華大學成立史上
第一個大乘佛教唯識學與西方心理學
比較研究博士課程

The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denotes to build a
doctoral program on compare research between psychology and Mahāyāna
Buddha’s teachings which is the first one in Tsinghua University on
Apr. 24th 2015.
2015年4月24日週五下午，王導師在清華大學 104年校慶前夕，以香港慈氏文教基金董
事長身份在清華園明齋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李強院長、清華教育基金會李家強秘書長一起
簽定協議，由慈氏文教基金捐資成立史上第一個大乘佛教唯識學與西方心理學比較研究博士
課程，未來的博士生將由清華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彭凱平教授與王導師聯合指導 。
出席參加儀式的還有社科院李穎副院長、陳紹建教授、遊睿山老師、劉天雪碩士等。協
議簽署後，彭凱平教授邀請導師出席：
“中國傳統文化與心理科學系列論壇”
宣佈禮聘王導師為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發展委員會顧問，並請導師即席發言，介紹唯識學
在1700年前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盛行時期已深入闡述人類心理結構，遠早於只有四、五百年歷
史的西方心理學。純正的唯識學在1300年前由唐代玄奘大師傳入中國而顯赫一時，近代由支
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大師等復興而風靡知識界，被清華國學院四大師之一的梁啟超先生譽為"
佛教心理學"。
這項博士課程將為唯識學與西方心理未來的研究發展開拓新領域，更可應用到實質的心
理治療上，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導師並介紹了慈氏文教基金數年來捐資在包括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重點寺院 、文化
會所設立 24間慈氏圖書館，即將增至26間。今年除在清華大學設立此項博士課程外，並捐
資贊助四川大學出版 "儒道佛博士論文叢書"，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而略盡綿力。
導師的發言獲得現場近百名專家學者聽眾一再鼓掌稱讚。導師簡短發言後即趕赴上海參
加25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華東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文獻、歷史、
思想與文化 ——現代視野下的佛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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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陝西師範大學舉行慈氏學專題
講座及參與慈氏圖書館揭牌儀式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Vijñaptimātra Buddhism
lecture i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atten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Maitreya Libraries on Apr. 27th –
28th 2015.
2015年4月27-28日週一/週二下午王導師應邀在陝西師
範大學舉行 "慈氏學專題講座"，該講座將是陝師大修
讀佛學研究生學分課程，連續兩個下午合共五個多小
時，王導師依清末民初韓清淨老居士《唯識三十頌詮
句》為研究生講解頌文。
《唯識三十頌》是古印度"瑜伽行派"世親論師建立
唯識學說完整體系精心之作，玄奘大師留印十七年，
師從戒賢論師、勝軍居士，又從玄鑒居士得護法論師
注釋本後，回國與弟子窺基大師揉譯 十大論師注釋而
成《成唯識論》，大成中土唯識學說。
王導師根據護逐句詳解《唯識三十頌》，包括唯
識無境的奧義、八識 "三法義特色能變"的內容類別、
倫理屬性、 功用特質、相應心所、轉染成淨等要義。
參聽同學及外界人士均聚精會神，抄寫筆記，聆聽教
益，法喜充滿。不少與會者都革新對原來佛理的認知，
有耳目一新、豁然而悟的感覺。
27日週一傍晚在雁塔校區文科科研樓一層更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 "慈氏圖書館"揭牌儀式。參與
盛會的領導、嘉賓有 :
陝西省政協姚增戰秘書長、張麗娟處長，省統戰部王永安統戰部長、李軍鋒先生，陝西師範大
學王濤副書記、李永明圖書館長、劉建斌辦公室副主任、 呂建福教授、銅川市原政協主席郭平安慈
善協會會長、中信銀行西安分行張曉軍副行長等。
儀式開始時，由王導師與王濤副書記共同為"慈氏圖書館"揭牌，呂建福教授向王導師贈送紀念
品和收藏證書。最後由王濤書記致謝詞，感謝王導師捐贈歷代不同版本藏經和珍貴佛學圖書、嘉惠
學子，同時促成由王導師擔任董事的港星財團與陝師大在西安共建小學。
王導師亦致詞介紹慈氏文教基金近年在內地的慈善文教專案，並表示願意更進一步與陝師大合
作，培養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的人才。
姚秘書長亦應邀簡短致詞，讚揚王導師是世界佛教傑出領袖、佛學家、金融家、企業家、社會
活動家，樂見王導師與陝師大的合作成果。
王導師在揭牌前接受了省政協《各界導報》的訪問，介紹協助陝師大作為陝西省第一間高等院
校設立 "慈氏圖書館"的過程。

39

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在陝西咸陽西藏民族大學
慈氏圖書館參加揭牌儀式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atten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Maitreya Library at Xizang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on Apr. 29th 2015
2015年4月29日週三上午王導師應邀出
席陝西咸陽西藏民族學院 (教育部即將
於2015年5月份行文宣佈升格成為大學)
"慈氏圖書館"揭牌儀式 。參加典禮者
包括下列領導、嘉賓 :
陝西省政協

姚增戰秘書長
張莉娟處長

咸陽政協

曾廣中常務副主席
楊勸林秘書長

西藏民族學院

紮西次仁院長
高學副院長

民族研究院

索南才讓院長(著名
藏傳佛教專家)

儀式開始時，由王導師與紮西
院長主持簡單而隆重的揭牌儀式，
然後由王導師致詞臆述與西藏民族
學院合作建立"慈氏圖書館"的經過，
並提及去年底在西藏向自治區常委
兼統戰部部長、政協主席公保紮西
先生彙報這項表彰漢藏文化交流、
在咸陽建立第一間典藏珍貴歷代漢
傳大藏經的"慈氏圖書館"經過，獲
得公保常委充分肯定。
王導師並引述近代慈宗祖庭 - 支那內學院歐陽大師門下梁啟超師伯考證，佛教早在
秦代就由古印度阿育王使者傳到咸陽，所以在咸陽建立"慈氏圖書館"作為回應國家最高領
導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粹之舉是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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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紮西院長致詞，介紹本
院1957年完成籌備，1958年正式建
立，57年來為國家培養 60,000藏
區幹部及人才，現在得到王導師贊
助，建立藏漢文化交流的據點 - "
慈氏圖書館"，意義重大。希望王
導 師 繼 續關 心 學 院， 支 持 培育 人
才。
最後由百忙中遠來咸陽觀禮的
姚增戰秘書長致詞，表示細心觀察
王導師對陝師大和咸陽西藏民族學
院捐贈歷代不同版本大藏經後，發
覺確是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 。
作為優秀的省政協委員，王導
師對陝西省的商業投資、文化建設
貢獻甚大，是傑出的佛教領袖 、
佛學導師、企業家、金融家 、社
會活動家，希望王導師在捐建西安
大慈恩寺佛教文化中心、 陝西師
範大學、咸陽西藏民族學院三間"
慈氏圖書館"外，繼續支持陝西省
有關中華傳統文化的建設，省政協
將積極予以配合。
儀式後，王導師與高學副院
長、 索南教授進一步交流，探討
設立專案，資助學院師生翻譯與慈
宗有關的梵藏典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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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15年 成都

導師在四川参观成都谢常勇老师工作室
并访问民宗委、海外联谊会

Prof. Andrew L.C. Wong visits Mr. Xie Changyong’s workshop in Chengdu and
visits the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n Apr. 19th 2015
2015年4月19曰周日下午導師在原四川樂山市外事辦王雲貴主任 、樂山師範學院謝常勇老
師、 榮志彬老師陪同下參觀了謝老師在成都市郊的工作室，欣賞了謝老師為明年參展"第
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繪製、接近完成的太虛大師像油畫，十分讚歎，對四川藝術家高度認
真參與弘揚慈宗文化，十分感動。
傍晚時，與四川省人大常委兼民宗委主任王增建先生、成都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
何紹華常務副主任、成都市海外聯誼會楊玉麟秘書長、吳洪濤副秘書長、峨嵋山佛學院隆
藏副院長、四川尼眾佛學院傳印副院長等友好親切會面，大家對導師榮獲世界佛教青年總
會"第二屆世界佛教傑出領袖獎 "表示熱烈祝賀，並對各自為參加明年三月在港舉行的慈宗
青年文化節的準備工作充分交流 。
大家均對培育接引青少年學佛的工作表現強烈意願，導師並即席表示擬於 2018年在港
舉行的"第二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中增設 "青年論壇"，鼓勵年青慈宗學人撰寫較為精簡的
論文參加發表，為弘揚慈宗培養更多能寫能講的師資，得到與會人士的一致支持。
最後，大家都熱切希望在今年暑假開始前導師再來參訪四川佛教勝地，並到峨嵋山佛
學院、四川尼眾佛學院交流，對明年赴港參加展覽交流的學員鼓舞士氣，導師欣然答應，
與會人士盡興而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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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華東師範大學講解《般若心經》要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dharma lecture of essence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on Apr. 25th 2015.

of

2015年4月25日週六上午王導師出席由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 、 華東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
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文獻、歷史、思想與文化 —— 現代視野下的佛學研究” 學術研討
會 並作為第一位主題演講嘉賓，發表演說，講題如下 :
《當代慈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慈氏學”來源於印度大乘佛教“空”、“有”兩宗之一的“有宗”——“瑜伽行
派”，經唐代玄奘大師譯述弘揚，在中國形成“慈恩宗 ”，又稱“唯識宗”，近代稱為
“慈宗”或“慈氏學”。導師簡要介紹慈氏學歷史與近代的義理研究，玄奘大師 、窺基
大師以降，至楊仁山祖師 、歐陽竟無大師、太虛大師、羅時憲宗師的家法淵源，以及慈
氏學會 (香港) 近年帶領學員修學弘法的傳播心得 。
導師2003年成立慈氏學會 (香港) 以及2009年成立慈氏文教基金，11年來，在中國
內地和世界各地的大學、佛學院、寺廟、文化會所捐贈“慈氏圖書館”數目增至 26間，
出版“慈宗” 要籍及日常修習戒本 、懺本、誦本等16種；主編出版 72卷的《中國唯識
文獻全集》，收錄 1949年以前所有唯識相關典籍 ；贊助內地大學博士後研究、出版弘
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書刊，包括今年四川大學的《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出版； 2013年
8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一屆國際慈宗學術研討會”，與會有 57家大學、佛學院、文化學
術機構等，出版論文67篇。（續後頁）

43

講學報導
Reports

（承前頁）2014年底啟動《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的出版專案，旨在整理出歷史上較
完善的佛典，並將收錄有漢譯以來的重要佛學著述，並提供現代語譯、注釋，在網上公開
利益大眾。2016年3月下旬將在香港舉行“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並將同時慶祝近代
慈宗祖庭"金陵刻經處"成立150周年紀念。
導師的發言獲得在場專家學者法師熱烈鼓掌稱讚，普陀山佛學院的法師們並即席口頭
邀請導師到佛學院弘揚慈氏學及要求協助成立慈氏圖書館。
在上午的小組討論中，華東師大唐忠毛教授介紹歐陽大師對《楞嚴》、《起信》"真
如緣起"的抉擇，被同情"如來藏"說的學者質疑，導師引述《般若心經》以至《大品般
若》諸法"空性"之特徵，支持歐陽大師 "真如"凝然不動" 之觀點，"真如"既然 "不垢不
淨"，何來先淨後染，又再轉染成淨？
導師並指出"如來藏"說是"中觀派"
與"瑜伽行派"中間一種為解釋 "佛性"存
在出現的過渡性學說，其後消融於"瑜伽
行派"。但後來由於在中土結集的《楞
嚴》、《起信》一類經論，重拾古印度
大乘空有兩系過渡期舊說，其說又頗合
部分中國人脾胃而重新流傳，其實不是
古印度大乘佛法主流思想，以釋眾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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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會見駒澤大學准博士李子捷仁者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eets doctor Li Zijie of Komazawa University
in Tokyo Japan on May 6th 2015
2015年5月6日週三中午，李子捷仁者陪同導師到東京神保疇一誠堂書記購買了12厚冊珍貴
佛書，才200,160日元，約一萬元人民幣，日元貶值，書價比過去顯得便宜。
子捷仁者並介紹來自臺北、常隨父親到法鼓山禪修、 接受日本靈友會獎學金到日本國
際佛教大學讀博士的陳怡安仁者給導師認識。
怡安仁者熟悉導師經歷，對導師十分仰慕 她博士論文範圍是對《金剛經》、《心
經》文獻的研究，導師答應回港後郵寄慈氏文教基金出版的相關資料給她參考。

靈友會實力雄厚，會員多為政商界人士，只辦一所純教佛學的大學，不辦綜合性大
學，以便集中資源培養佛學人才。
兩位博士生尊師重道，見導師行李重達65公斤，相送導師到羽田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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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師大主講《觀所緣緣論》釋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Vijñaptimātra Buddhism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on May 27th -28th 2015

lecture

in

2015年 5月 27-28 日下午王導師應陝西師範大學邀請舉行 "慈氏學專題講座"，題目
為 :
《觀所緣緣論》釋義
本講座為研究生學分課程。5月27日週三下午導師先用兩個半小時詳釋"唯識無境"
的定義，古印度"瑜伽行派"中同是宣說"唯識無境"、摧破外道小乘有世親論師的《唯
識二十論》和陳那論師的《觀所緣緣論》，兩論的表達方式和重點不同之處。
導師再進一步說明陳那論師在"三量"中唯取現比二量 、"四緣"中唯取"所緣緣"作
為解說依據的原因。陳那論師提出前五識認識的一切境相必須符合 "所緣"和"增上緣"
兩種條件，"所緣"必須能"帶相 "，而"增上緣"必須有相對的實質。
以此嚴謹清晰的定義，評破外道小乘的"極微論 " 、"和合說"以至"說一切有部 順正理論學派" ("新有部") 的"和集說 "，尤其對本來看似周密的"和集說"的評破，
更見陳那論師創立"佛家邏輯 - 新因明"的優越性。最後指出以不離八識的 "內色 "作
為"所緣" 境，方合乎 "所緣緣"的定義，由此建立"唯 (內) 識無 (外) 境"的正理。

5月20日週四下午導師
又用兩個半小時逐句詳解
《觀所緣緣論》八句論頌
和長行釋文，宗教研究中
心主任、中國密教史專家
呂建福教授親自帶領近二
十名研究生及其他院系師
生、校外人士共數十人連
續兩天用心聆聽導師授課，勤做筆記，認真難得 。
講座結束後，陝師大遊旭祥副校長和校統戰部王永安部長親切會見王導師，高度
評價導師促成其擔任顧問的港星財團與陝師大共建小學 、 利益社區 ; 捐贈陝師大 "慈
氏圖書館"典藏珍貴書籍 ; 不辭辛苦來西安為研究生授課，希望今後加強與導師和"慈氏
文教基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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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圖書館文化講堂講演
《般若心經》要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dharma lecture of essenc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 on May 17th 2015
2015年5月17日週六下午王導師應邀在廈門大學圖書館文化講堂講演，題目為 :
《般若心經》要義
近六十位各界來賓、廈大師生參聽講座，包括遠道從武夷山趕來的"圓瑛研究會"劉忠武常
務副會長、廈大文化講堂負責人周建昌教授、廈大嘉庚學院林海鷹教授、原廈大科研部吳桂蘭
老師、民生銀行廈門分行沈佳經理、廈門鳳凰網鄭倩編輯等。
導師首先講述佛教的本質是教育 、文化，不是宗教，佛經最早期都是佛陀與弟子討論宇宙
人生真理時的口頭記錄。歷史上早期流傳的是小乘經典，佛滅後四、 五百年，意欲重新振興佛
陀設教本懷的大乘經典開始廣泛流行。其中以般若系經典最為重要，被大乘中觀學派與瑜伽行
派作為自身學說建立的重要依據。
結集般若思想最完整的是唐玄奘大師譯傳的六百卷
《大般若經》，而《心經》實是《大般若經》最精要部
分。玄奘大師譯梵為漢的《心經》"略本"說明，《心經》
不是如後代譯出的"廣本"，添加故事變成釋尊為觀音說
法，實是從《大般若經 · 學觀品》中撮出，亦即《大品
般若》中的《習應品》撮出，並不是釋尊單獨講說的一部
經典。
"般若波羅密多"意即是以超越世俗執著 、清淨無
漏、觀照宇宙原理 - "空性"的根本智慧解脫人生的苦
惱、生死輪回的束縛，到達喻如由苦海前往彼岸的覺悟境
界 。 "菩薩"是既能 "自覺"，亦能"覺他" 的修學者，佛
陀則是"覺行圓滿" 、悲智具足的聖者。《心經》中的"觀
自在菩薩"是泛指經歷兩大阿僧祇劫、位登八地 、根本後
得二智不由功用任運並起、 能隨緣示現、不需故留煩惱
輪回度生、永不退轉的"菩薩摩訶薩"。
導師再進一步說明代表一切物質與精神現象的"色"、"受"、 "想" 、"行"、"識"五蘊與宇宙
原理- "空性"的關係是"如水與波、非即非離"。而對"空性"的證悟不能以世俗相對的生滅、垢
淨、增減概念認識，而必須以遠離一切語言文字概念的"般若"智慧體證。
不少聽眾在導師三個小時的講解後，仍覺意猶如未盡，除圍著要求導師在免費贈送大家的《佛
學講話》簡體字版簽名留念外，紛紛要求與導師建立微信聯繫，得悉導師當天晚上會再到廈門鳳
凰網"如是大講堂" 講演佛法時，都珍惜難得機會，追隨前往繼續聞法，令導師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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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邀到廈門鳳凰網
"如是大講堂"主持佛學講座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give
a dharma lecture in “Ru Shi Great Lecture” by
Xiamen Fenghuang net on May 17th 2015.
2015年5月17日周日晚上導師應邀到廈門鳳凰網"如
是大講堂"主持佛學講座，題為:
《近代人間佛教從廈門開展的因緣》
導師首先敘述自己的太師父 -近代佛教改革派領袖
太虛大師於1927-1933年間住持廈門南普陀寺、1932年在
寺內創立“慈宗學會” 的歷史淵源，以後接任住持的常
惺法師及負責教學 - 南京歐陽竟無大師門下的葦宗法師
都繼續弘揚慈氏之學。
導師同時介紹太虛大師師承自有“中國近代佛教復
興之父”尊稱的楊仁山老居士，與歐陽竟無大師同門。
太虛大師改革佛教，精簡僧侶人數，廢除子孫叢林及在
教義上開始提倡八宗平等，後期獨尊慈氏(彌勒論師) 之
學，並從當下來生慈氏世尊將建立的“人間淨土”提出
建設“人生佛教”、呼吁摒棄形象迷信的"人死佛教 "。
太虛大師 “人生佛教” 的理念後來在中國內地和
臺灣被進一步發展成“人間佛教”的主張，例如中國內
地的趙樸初會長、大師門下臺灣印順長老影響到“慈濟
功德會”的證嚴尼師、東初老人影響到“法鼓山”的聖
嚴長老、慈航長老影響到“佛光山”的星雲法師，影響
甚至遠及香港、 東南亞、美國。
由於導師的演講深受歡迎，2015年5月18日週一下
午廈門鳳凰網負責人鄭靜怡女士親到導師下榻的酒店誠
邀導師出任廈門鳳凰網欄目“如是大講堂” 高級顧問，
與導師初步探討在廈門鳳凰網設立“慈氏圖書館”的可
行性，並希望導師以後常來廈門講學、弘演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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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般若心經》研習班第四講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forth
dharma lectur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the study group in Shenzhen on May 8th 2015
2015年5月8日週五晚上王導師在深圳福順堂高級文化會所主持《般若心經》研習班
第四講
“觀自在菩薩與《般若心經》的關係”
因為今次是開始正式講解經文，導師又選拔了得力的班長協助統籌講座報名事宜，
除原有學員外新增了19位學員，包括高級知識份子、各行各業精英，例如深圳雙子星資
產管理賈保軍總裁，深圳大學孫偉力仁者、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郭璽仁者等。
王導師承接前三講“慈宗般若學” 中《般若心經》研習班課程，今次扼要地復述經
題涵意，"般若" prajña，是清淨無漏、超越世俗 、出世間、沒有煩惱連結、遠離一切
執著的智慧，與世智辯聰，截然不同。
"波羅密多" Pāramitā即"彼岸到 "，簡稱為"度"，"度"通"渡"，生死輪回被喻為"苦
海"，解脫覺悟被喻為"彼岸"，佛陀教育喻如舟船等交通工具。
"小乘"只重"自覺"，喻如摩托車、快艇，"大乘"兼重"覺他"，喻如旅遊大巴、珍寶
飛機、 豪華郵輪，又喻如救生船。
"經" sūtra 即以文字貫穿佛說美妙言辭，喻如花環。"心"即"精要"之意。 悲智具
足、"覺行圓滿" 的佛陀不是神，是以智慧度化有情眾生到彼岸的圓滿覺者。
導師特別說明“觀自在” 與“觀世音”是否同一位菩薩？《般若心經》一開始的“
觀自在菩薩”究竟是“專指”還是“泛指”？在《心經》中“觀自在”是“泛指”，在
《法華經》中“觀世音” 是 “專指”。《心經》中的“觀自在菩薩”是指位登八地、
根本後得二智任運並起、同時觀照性空幻有、能示現化身、不再生死輪回 、永不退轉
的“菩薩摩訶薩”，所以是 “泛指 ”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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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页）
《法華經》中的“觀世音”是過去“正
法明如來”，古佛再來，與娑婆眾生有緣，
在釋尊示現涅槃，慈尊未示現降生前，在人
間聞聲救苦的“法身大士”，所以是“專
指”。
所以“觀世音”“法身大士”，必能
“觀慧自在”。
“觀慧自在”菩薩並不等於是“古佛再
來”的“觀世音大士”。
以上詮釋是根據玄奘大師門下三位高僧
窺基大師、圓測法師、靖邁法師的唐代注疏
而來，信而有征。《心經》是奘公所譯，又
源出奘譯《大般若經》，當以奘門傳承為正
解。
《心經》不是“觀自在菩薩” 說的，是
釋迦佛在《大品般若·習應品》或《大般若
經·學觀品》中為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多羅
(音義並舉名“舍利子”)說的 。而《大品
般若》中的原文，甚至不名“觀自在菩
薩”，而是“菩薩摩訶薩” 。
所以《心經》的“觀自在菩薩”是“泛
指”，不是“專指”。
坊間網上對《心經》的注釋，尤其是對“觀自在菩薩”一詞的解釋大多有誤，不可恁
信。學佛必須有師承，依慈宗正義理解大乘佛法最為穩當。
不少聽眾初聞妙義，均覺豁然開朗，感到兩小時一晃而過，一個月時間只聽講一堂，頗
為不足，都認為應該珍惜難得機會，親近導師學習。
下課後，導師與劉穎堂主正式簽署深圳福順堂設立“慈氏圖書館” 合作協議，欣賞造工
精美、由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手書的牌匾。並商定一俟《乾隆大藏經》、《龍藏補編》、慈
氏(彌勒)思維像相繼運到後，就舉行深圳歷史上第一間“慈氏圖書館”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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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为臺北商界及專業人士講演《般若心經》要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give a dharma lecture of essenc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businessman from Taibei and professionals on
May 22ed 2015.
2015年5月22日週五下午導師應邀為臺北商界及專業人士講演
“《般若心經》要義”
導師首先介紹了選取《般若心經》的原因 : 西方
宗教只用一本經典在傳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所以選取
《般若心經》作為佛陀教育的精華部分讓國人可以比較
選擇。佛教的本質雖非宗教，《般若心經》中強調觀空
去執正好對治西方宗教迷信神權、執著靈魂實有的偏
差。
導師除解釋經題及首段文字中“般若”、“波羅密
多”、“五蘊” 等名詞及涵義外，更重點說明菩薩位
登八地，觀慧自在才能更有效度化度生。“菩薩摩訶
薩”除以“根本智” 體證性空，還必須同時運用“後
得智” 觀察幻有。有情眾生受種種苦惱困迫，唯有以
佛法作舟航，才能自度度他到達解脫、覺悟的彼岸。
導師說法生動、深入淺出，令很多初聽
佛法甚至信奉外教的聽眾都覺得佛陀教育確蘊
涵深邃智慧，講座雖歷時三小時，大部分聽眾
仍不覺疲厭，反有意有未盡之感，紛紛希望導
師再來臺北續講《般若心經》。
講座結束後，發起主辦者方安濤先生 、
聯絡協調者錢秀春女士 、場地提供者朱張麗
美女士與導師互相交換紀念品，導師並推舉上
述三位信士作為臺北《般若心經》研習班班
長，鼓勵大家在導師下次來臺講學前，組織共
修會 研討經義，保持學習熱忱。
導師在專程來臺護法的北京劉天雪班長、香港楊豪班長及臺北三位班長陪同下與
部分聽眾共進晚宴、並建立“慈宗寶島勝緣”微信群以便日後繼續交流後，依依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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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部嘉義南華大學講演慈氏學
對生命教育的闡釋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dharma lecture about life education in
Nanhua University Jiayi South of Taiwan on May 20th 2015.
2015年5月20日週三下午導師應臺灣南部嘉義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黃國清所長邀請為該校研
究生講演大乘佛法,題為:
"慈氏學對生命教育的闡釋"
導師首先敘述從古印度"瑜伽行派" Yogācāra tradition到唐代"慈恩宗/唯識宗/法相宗"
到當代"慈宗"的思想源流再從"原始佛教"到"慈宗"說明大小乘生命觀的不同深度：
1·"原始佛教"的生命觀--"五蘊無我"與"四聖諦"
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 、識蘊 (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 - 前五識、第
六意識)
四諦 :

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2·"慈宗"的生命觀— 從"賴耶緣起"到 "大菩提"、"大涅槃"第八"阿賴耶識" alaya - 能
藏、所藏、 執藏賴耶"見分" - 第七"末那識"所緣賴耶"相分" - 根身、器界、種子。
最後導師依慈宗的戒、定、慧三學說明慈氏學生命教育的內容，並強調慈宗認為學佛有情
生命的人生目標應學習未來佛建設"人間淨土"，而現在應先學習智慧人生、實踐 "人生佛教"。
1·戒學：
從"新十善法"到"瑜伽菩薩學處"
2·定學：
止：九住心
觀：唯識空觀
3·慧學：
從"三性"到"二諦"說明聞、思、
修三慧三性 :
遍計所執性
依他起性
圓成實性
二諦 :
勝義諦：圓成實性 : 空性
世俗諦：依他起性：唯識無境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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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臺灣南部嘉義南華大學慈氏學對生命教育的闡釋
導師講學非純粹耽於學理，最能結合現實人生，發揮大乘佛法精神，深受南華大學師生歡
迎。
導師並介紹慈氏文教基金近年的貢獻，當場邀請研究生們明年來港參加“第一屆慈宗青年
文化節”，學員們反應熱烈。
在與黃國清所長共進午餐時，得悉黃所長畢業於中華佛教研究所，曾受惠敏法師指導研習
唯識。
導師即邀請黃所長投稿於 2016/2017年 的《慈氏學研究》合刊，並為“漢文大藏經教材
選編”撰寫唐窺基大師《法華玄贊》語體文教材，黃所長欣然答應。
導師亦提前預先邀請黃所長來參加2018年的“第二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

在京主持講座《因明入正理論》要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last lecture for Dharma Teachers’
Training Class of Maitreya Studies online in Beijing on May 17th 2015.
2015年5月17日週六下午導師在京主持“慈氏學師資 (遠程) 進修班” 最後一次講座：
《因明入正理論》要義
向學員先後派發《慈氏學叢書》中羅時憲宗師的《唯識方隅》、 李潤生教授的《因明入
正理論導讀》、印發呂澄先生的《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導師向學員介紹古印度《瑜伽師地論》七因明、陳那論師《因明正理門論》、 商羯羅主
論師《因明入正理論》、唐窺基大師《因明大疏》等因明重要典籍，"正理"、 "因明"、 "量
論 "等概念，陳那論師從 "三量" 中抉擇現比二量自悟、 悟他，不倚賴"聖言量"的原因 。
導師更進一步闡明“現量”、“比量 ”、“似現量”、“似比量”的差別，“遍是宗法
”、“同品定有 ” 、“異品遍無”等“因三相”建立的原因，“九句因”中的二種 “正因
”、二種“相違因”和五種 “不定因”及“現量相違”、 “比量相違”、 “自教相違”、
“世間相違”、“自語相違”、“能別不極成”、“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 、“相符
極成”等九種立宗過失。 學員均感慈宗因明學對學佛過程中的邏輯思維、 辯論方式大有裨
益，贊歎不已。
至此，為期一年多的遠程進修班課程"慈宗十三經/論要義" 已圓滿結束，學員可依導師指
引及提供參考書目，深入經論，勤修慧業，遊心法海，自悟悟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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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東京駒澤大學老友吉村誠教授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eets professor Jichun of Komazawa University in
Tokyo Japan on May 4th 2015
2015年5月4日週一中午導師在留日優秀青年學者李子捷准博士陪同下，探訪東京駒澤大學
老友吉村誠教授 (中國唯識史專家)、程正教授 (禪學專家)，獲盛情款待共進午餐，並由天
臺學專家山口弘江教授、子捷仁者、來日交流的南京大學博士生楊劍宵仁者 (中國唯識史學
者楊維中教授學生)作陪。
吉村誠教授等對導師遠道帶來的《慈氏學研究》2014/2015年合刊，並托轉交一套給石生
公成教授 (子捷仁者博士論文導師) 十分感謝，並回贈近期論文三篇，對導師親自來為《慈
氏學研究》2016/2017 年合刊約稿，頗為感動，在得悉慈氏文教基金在海內外已捐助26間慈
氏圖書館、連在洽談中的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和英國劍橋大學，慈氏圖書館將達28間後，盛讚
導師在世間事業和佛學研究及佛教事業同樣有成就。
席間導師與吉村誠教授就一些唯識思想史問題交換意見，包括玄奘大師對舊譯唯識典籍重
譯的取捨 - 幾乎重譯真諦所有譯本及未重譯波羅頗蜜多羅《大乘莊嚴經論》的原因 ; 奘公
雖不省減有關 "五種姓說"的翻譯 (如《瑜伽 · 種姓品/真實義品》)，但是否刻意迴避可能
會因"五種姓說"的爭論，以便可以專心譯業 ; 奘譯親光等著《佛地經論》是否刻意加上藏譯
本所無的"五種姓說"等，導師與吉村誠教授觀點雖不盡相同，但能互相啟發，討論得十分開
心。吉村誠教授對唯識史料十分熟悉，導師的見解頗有獨到之處，留日學人子捷仁者、劍宵
仁者都十分認同。吉村誠教授還戲言要到香港與導師繼續深入討論，導師表示將熱誠接待，
並認為上述問題都可以寫成數篇論文，發表於《慈氏學研究》2016/ 2017年合刊及在 2018年
在港舉行的"第二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暨第一屆慈氏青年論壇"發表，最後結集刊載於《慈氏
學研究》2018/2019年合刊。
當天下午子捷仁者陪同導師參觀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古印度佛教文物展，喜見巴基斯坦出土
西元二世紀犍陀羅風格的慈氏 (彌勒) 世尊造坐像/立像，更發現有釋尊 、慈尊、觀音三尊
合像，可見釋迦、慈氏、 觀音三尊像遠早於後來才流行的"華嚴三聖"、"西方三聖"像。
當天晚上導師在東京大學附近日本飯館宴請子捷仁者，深入
瞭解留日佛教學人的出路問題及與留學歐美學人出路的比較。得
悉歐美佛學研究生都不介意畢業後從事不相關工作，但終身繼續
私下研究，繼續發表論文，品質並不比專業學者差，這正符合
《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宣示的菩薩道，啟發善財的善知
識中只有六位是出家眾，其他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但又同時精
通大乘佛法，這正是大乘菩薩道的最佳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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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結業
Closing of Dharma Teachers’ Training Class of Maitreya Studies in Beijing

課程安排：
01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要義

02

《解深密經》要義

03

《瑜伽師地論 · 菩薩地》要義

04

《辯中邊論》要義

05

《大乘莊嚴經論》要義

06

《現觀莊嚴論》要義

07

《攝大乘論》要義

08

《大乘成業論》要義

09

《唯識二十論》要義

10

《成唯識論》要義

11

《大乘阿毗達摩雜集論》要義

12

《觀所緣緣論》要義

13

《因明入正理論》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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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結業后，
部分學員對導師一年多來辛勤指導的回應
Parts of the responds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hardship of
professor from students of Dharma Teachers’ Training Class
of Maitreya Studies in Beijing
劉天雪班長 :
《十三經論》的師資進修班今晚圓滿！ 得頂禮贊歎一下導師弘法的因緣具足，強緣引弱
種，我們才有這麼好的機會聞法學習。
王小根班長 :
感恩導師！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大乘佛法的精華帶給我們 ！
葉梅副班長 :
到哪找這麼好的老師呢？免費講課、送書、還請吃飯 大家的福德啊！感恩導師！
陳志敏大夫 :
感恩導師！我經院良引薦作為旁聽生有幸聽講慈宗一脈正法，一年下來獲益匪淺，勝讀十年
書，導師慈悲教學，不辭辛苦；智慧教學，家法嚴謹 ；方便教學，風趣通俗；當代奘師，
教界典範！ 我等要刻苦用功，繼續修學，不負導師苦口婆心！感恩導師！懇望導師保重身
體，法音常鳴！
繆繪仁者 :
感恩導師！感恩陳老師！感恩各位班長和師兄師姐們！讓我們在導師的帶領下一起共同努
力，弘揚慈宗， 今晚太高興了！
常院良仁者 :
感恩導師不辭辛勞，來往於京港 ！我們才有機緣進行學習 ！嚮導師致敬！！！
導師晚上設宴與部分學員慶祝課程圓滿，北京華典出版集團宋連旺總經理亦出席晚宴，
表示祝賀。宋總對學員中包括教育 、醫療、保險、訊息產業 、設計、演藝等各行各業精
英，而且平均年齡甚輕、學歷極高，大為贊歎。宋總並高度評價導師設立二十多家"慈氏圖
書館"、 舉辦師資進修班，培養人才，為教界罕有之善舉，希望與導師繼續合作，未來提供
更多精美佛書 、建立更多 "慈氏圖書館"，以便培養更多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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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

/2015年（澳門、深圳、南京）

澳門《般若心經》研習班第五講
相，恒執“實我”，一切

"無漏根本智"體證"空性" 時，

業行悉皆“有漏 ”。有情

不執取有情眾生"流轉" 、"解

眾生行為因為經過意志的

脫"之相及其概念，亦不執取有

審慮、 決定而發動，擊發

情眾生染污人生因果("苦諦"、

善、惡性質的 “業種子”

"集諦") 及清淨人生因果 ("滅

留存第八“阿賴耶識”，

諦"、"道諦") 之相及其概念。

牽引相關“ 名言種子”，

八地菩薩同時並起的"無漏

Professor Andrew

同類屬性種子又複累積而

後得智"能如實觀察"十二因緣"

L.C. Wong gives the

成強大勢用，再由臨終“

流轉、還滅之相及"四聖諦"的

fifth dharma lecture

潤生煩惱”引發，感召未

有漏 、 無漏因果之相，並以

來“異時而”(非“即時因

此"無漏後得智"指導有情眾生

果”，下一生或下下生方

離苦得樂 、轉迷成覺。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the

受報) 、“異類而熟”(因

study group in

有“善惡”果唯“無記

Buddhist Center Macao

”、報有“樂苦”)、“變

on Jun. 8th 2015
2015年6月8日週一晚上
導師應邀在澳門佛教中心協
會- 藥王禪院主持《般若心
經》研習班第五講，導師是
次仍以"四重二諦 "完成對"
證得勝義諦" (即 "勝義世俗
諦") 的解說 。
其中講述對原始佛教 "
十二因緣""流轉門"、"還滅
門"的觀捨時，更以"慈宗唯

異而熟” (業因行相轉變
成果報時成所感"名言種子
"現行之相) 的果報，是為
"流轉門"。
小乘強調以禁欲斷除貪
愛，使"十二因緣"流轉之
鏈得解。大乘則強調由聞
思修得"般若智慧"，勘破"
無明"執著，從根本入手，

導師講解時定義清晰，有需
要時更以梵語原義說明，例如
dukkha "苦" 一詞並非單如漢
文字面 "痛苦"之義，更有 "不

斷生死輪回之流，最為徹

完全" 、"不完美"的深層意

底，是為"還滅門" 。

義，又如Nirvāṇa "涅槃" 一
詞，外道多以天趣不同處所作

識學"角度闡釋，依"業即

為"解脫"，不如佛家 "無餘涅

思、"種子熏習"原理對有情

槃"的徹底 。又如舉例以救生

眾生作業感果 、 生死輪回
的現象深入探討 。
有情眾生因無始以來"無

員業因與所感來生果報說明"變
異而熟"的道理，令不少聽眾感
到耳目一新、法喜充滿。

明"障蔽，不能覺知"無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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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林寺合作建立慈氏圖書館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nvites Rev. Yanruo and
agrees to build the second Maitreya Library in Tonglin
Temple on Jun. 23rd 2015
2015年6月23日週二中午導師在北京宴請河南鄭州洞林寺監
院延若法師，並共同簽定在洞林寺合作建立"慈氏圖書館"協議，
這是在鄭州與洞林寺合建的第二家"慈氏圖書館"。
此前，洞林寺在鄭州市中心區商業大樓建立第一家"慈氏圖
書館"，回應導師建設都市佛教、走出山林的號召，接引工商企
業界人士。現在因緣成熟，直接在洞林寺內建立一所在專設殿宇
內的鄭州第二家"慈氏圖書館"，亦是鄭州市寺院內的第一家"慈
氏圖書館"。在場觀禮的包括北京同願堂李陽泉堂主、慈氏學會
（香港）專修班楊豪班長等，李陽泉堂主並帶來新出版的歷代四
十八位名家《心經》寫本合刊作為賀禮，別具意義。
延若法師出身少林武僧，少年負笈重慶，追隨太虛大師門
人惟賢長老學習唯識，矢志弘揚慈氏彌勒信仰，在河南以至全國
各地頗有影響力。今次特意帶來寺中金代殘碑《心經》碑文拓本
和一比一仿寺中金代文物青銅天冠慈氏彌勒的複製餾金像送贈導
師留念，兩份紀念品都備極莊嚴，足證弘揚慈氏彌勒信仰的誠意。
延若法師併發願在導師協助下在全國各地繼助建立"慈氏圖
書館"，並透過"慈氏圖書館"這平臺弘揚慈宗學說，法師並與導
師深入交流慈氏學課程及每天功課誦儀的內容，法喜充滿而別。

深圳《般若心經》第五講
2015年6月1日週一晚上導師應邀在深圳福順堂高級文化會所續講《般若心經》第五講，
導師對不少新學員復述了經題和第一段經文的涵義，著重解釋"人無我"、"法無我"的定義，
所謂"我"，就是永恆不變、獨立自存的實體，不
但有情眾生是"五蘊"物質身體與各種精神作用的組
合,並沒有靈魂之類永恆不變、獨立自存的實體。
atman，一切世間現象亦是各種因素、條件組合而
成，亦沒有永恆不變、獨立自存的實體·這種只有
形相、功用而沒有實體的宇宙現象的宇宙原理、最
後狀態，名為"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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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中信銀行南京分行邀請座談交流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attend a discussing conference of
Zhongxin Bank in Nanjing and talks about how to choos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s a banker on Jun. 24th 2015.
2015年6月24日週三晚上八點導師應中信銀行南京分行邀請對逾百名分行員工及透過視
頻對支行員工座談交流，題目是 :
作為銀行家的我怎樣抉擇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
導師首先高度評價在座聽眾在銀行工作繁忙中都能抽空參加國學班，十分難得。接著
花了一個小時介紹自己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精粹的親身經歷作為引子，帶動大家討論興趣。
導師先講述初中時期面對基督徒同學在校內傳教時，質疑"原罪"觀念而無法接受，轉而
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尋求解答。在比較儒、佛、道三家思想後，深感儒家孔子說"仁"、孟子說"
義"，道家三寶 : "慈、儉、不為天下先"，都沒有佛家慈悲與空性智慧並重，強調自覺覺他、
自利利他的精神更適合現代社會。
導師一再強調佛教的本質是教育，佛陀是偉大的教育家，現在很多佛教存在的形態都
不合乎佛陀教育的根本精神。
導師的發言引發大家熱烈討論及嚮導師發問，這些問題包括在高度商業化社會如何安
頓自心，社會大眾對中華傳統文化缺乏認識應如何補救，以至佛教
對財富的看法。
導師對各種問題用生動活潑的語言一一解答，令聽眾如坐春風，法喜充滿，座談交流
在晚上十點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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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fifth dharma
lectur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the study group in
Shenzhen.
《般若心經》中"空"字出現多次，但因唐代文字並無"名詞"、"
形容詞 "之分，梵文卻有，故未能譯出其差異。如第一段"照見五
蘊皆空"的"空" 字，梵語 śūnya，是"形容詞"，作"空的"解。第二
段經文的"色不異空，……………… 色即是空" 的 "空"字，梵語
śūnyatā 則是"抽象名詞"，作"空性"解。
第二段文字以 "色蘊"包括眼、耳、鼻、舌、身等五根 (感官或
神經組織) 與色、 聲、香 、 味、 觸等五境 (感官認知對象) 的物理
現象，及"受蘊" (感受作用 ) 、 "想蘊" (取像作用)、"行蘊" (意志及其
餘心理作用)、 "識蘊" (了別作用) 的精神現象有著"非即非離" 的關
係。

深
圳
《
般
若
心
經
》
第
五
講

以"色蘊"為例，"色法" 現象與"空性"不相離 (異) 、"色法"的本
質即是"空性"，整個精神 (心法) 與物質 (色法) 結合的宇宙現象與 "
空性" 亦 "如波與水"不相離，宇宙現象的本質 、 最後狀態就是"空
性" 。所以超越世間執著煩惱的般若智慧證得"空性"，離不開對宇宙
現象的如實透徹觀察。
導師特別說明《般若心經》是源出《大品般若經·習應品》和
《大般若經 ·學觀品》，在《大品般若經》中，佛陀應智慧第一的
弟子舍利弗尊者所問而解說，故《般若心經》並不是佛陀單獨開示
的經文，也不是佛陀為觀自在菩薩所說，也不是觀自在菩薩為舍利
弗尊者所說，所以佛陀多次在《般若心經》中提到舍利弗尊者

(Ś

āriputra 音譯 "舍利弗多羅"，華梵並舉稱作"舍利子" )，故《大品般
若經》又被稱作"舍利子般若"。
導師在講解中更稱頌佛陀在世時除"結夏安居" 期間外、其餘時
間不許建住寺院，率弟子四處行乞遊化，以便深入社會，到家家戶
戶傳播佛陀教育 。導師藉此勉勵《般若心經》研習班學員中有志推
廣大乘佛法者，努力學習，導師將甄選出其中品學兼優 、 又能撥
出足夠時間接受培訓的學員複講《佛學講話》作為弘揚慈氏學的師
資。
導師又參觀了剛運到的乾隆大藏經 (龍藏)及《龍藏補編》，並
已讓制像廠安排將木雕慈氏 (彌勒) 思維像運送福順堂，一俟經像齊
備，就可以舉行揭牌儀式，正式開放供學員閱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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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拜訪聞名中外的
近代佛教勝地 ——金陵刻經處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famous Buddhist center Jinlin in
Nanjing on Jun. 24th 2015.
2015年6月24日週三下午導師乘到南京考
察銀行業務之便，專誠拜訪聞名中外的近代
佛教勝地 - "金陵刻經處"，首先拜謁近代中
國佛教復興之父 - 楊仁山祖師陵墓，導師的
兩位太師父歐陽竟無大師、太虛大師都是出
自楊仁老門下，曾在"祗洹精舍"聽課，導師
過去多年來每年都來南京向楊仁老陵墓獻花。
其後與肖永明常務副主任親切會面，誠意
邀請肖主任明年三月下旬來港參加"第一屆慈
宗青年文化節暨慶祝金陵刻經處成立一百五
十年周年紀念"。
有鑒於慈氏學會（香港）在十年前曾捐資
十萬元人民幣贊助"金陵刻經處"重刻唐玄奘
大師譯六百卷《大般若經》，導師希望明年
由慈氏文教基金再捐資助刻唐遁倫法師集玄
奘三藏及其門下優秀弟子如窺基、圓測等纂
釋的《瑜伽師地論記》，帶動研究"一本十支
"中根本大論的風氣，希望肖主任能來港簽署
協議，上述建議曾向國家宗教局蔣堅永副局
長、中國佛教協會劉威秘書長彙報，獲得積
極回應。
肖主任得悉導師近年在建設國內外慈氏圖
書館，贊助慈氏學研究方面的種種進展，十
分讚歎，並答應積極考慮重刻損毀嚴重的
《瑜伽師地論記》經版一事，與導師互道珍
重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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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委託重印清末揚州
雞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協議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signs the trust agreement with Li Yangquan in
Beijing on July 9th 2015
2015年7月9日週四晚，導師與北京同願堂李陽泉堂主在京簽署《委託重印清末揚州
雞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協議》，作為"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化節"極重要的一個環
節。
導師於1972年十五歲時，在香港維多利亞工業中學成立香港歷史上第一家官辦中學
的學生佛學會，獲香港教界人士贈送一套清末揚州雞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作為鎮會之
寶。當導師初次恭讀開篇處唐三藏玄奘大師所撰《大般若經初會序》時，赫然發現"一言
可蔽，而雅頌之作聯章"的句子，自己名字竟在序文中，足證導師與《大般若經》和玄奘
大師因緣極深。
導師從此發願研習和弘揚慈氏之學，其中對"慈宗般若學 "感悟尤深，近年在全國多
個城市舉辦《般若心經》研習班以慈宗家法弘揚般若、培養慈氏學師資人才可為明證。
導師四十多年前最初發願繼承玄奘大師之學及初讀《大般若經》時，即對《大慈恩
寺三藏法師傳》卷十記載玄奘大師翻譯《大般若經》時的心路歷程、感應事跡和嚴謹態度
留下極深刻印象。而清末揚州雞園刻經處版本為近代極珍貴版本，1866年楊仁山祖師創
立南京"金陵刻經處" 後，請妙空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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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事，妙空法師同時在江蘇各處設立刻經處，其中尤以揚州磚橋鎮雞園道院的刻經處
(後稱"江北刻經處") 專事刻印般若系如《放光》、《光贊》、《道行》等經典，與南京"
金陵刻經處" 相輔相成，儼然一體。 妙空法師生前發願以《南藏》為基礎，參酌《龍藏》
等版本，刻印《大般若經》單行本，臨終時完成 425 卷，逝世後三年600卷的刻版方竟全
功。 早在2006年近代慈宗祖庭------"金陵刻經處創立 140 週年前夕，導師曾帶領慈氏學
會 (香港) 捐款十萬元人民幣修補"金陵刻經處"版《大般若經》。如今，在 2016年"金
陵刻經處" 成立150週年前夕，導師又帶領慈氏文教基金倡印清末雞園版《大般若經》，
可謂因緣殊勝，甚難稀有。
今次根據的雞園版正是 1957年夏天上海居士來函香港佛教界，說明上海籌刻《大般
若經》圖表數年未成，移請香港緇素籌印而促成，當時在港成立的"《大般若經》影印委
員會"幾乎包括所有在家出家大德、 商界翹楚，最終選擇雞園版影印流通，成為教界盛
事。導師正是1957年夏天在港出生，生肖屬雞，可謂難得的巧合。事隔近一甲子，當年
香港的影印本已十分罕見，今擬委託內地出版界青年才俊 、與導師任主編72巨冊的《唯
識文獻全編》有深厚合作淵源的李陽泉堂主主其事，出版 300套，分贈"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化節"七級贊助人和海內外慈氏圖書館。 凡於今年九月底前成為贊助人，功
德芳名將獲誌經後，以昭盛德，以申回向。譯業之偉大，更堅定導師辦好歷史上最大規
模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和重印六百卷《大般若經》單行善本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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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順堂高級文化
會所主《般若心經》研習班第六講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sixth dharma lectur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the study group in
Shenzhen Fushuntang on July 14th 2015.
2015年7月14日週二晚2015年7月14日週二
晚導師在深圳福順堂高級文化會所主持：
《般若心經》研習班第六講
導師首先為學員復述多年前在成都偶遇香
港聖一老和尚一位在龍江書院學習《碧岩錄》的
比丘弟子，被《心經》一句"是故諸法空
相………困擾十多年，遍閱群書 、遍訪高僧大
德，無法釋"既言諸法、何以只提六不"之疑,懷
疑奘師是否譯文有誤。
導師即時指出該香港比丘既未明 "性相互
訓"之理，更不諳梵語原文 sunyatalaksana 之
含義，此段文字實為說明空性特質，故以"六不"
概括，比龍樹《中論》"八不"更為扼要。 香港
比丘當下恍然大悟，疑團盡釋。
導師接著說明如何依《心經》經文次第從
"聞 慧"、"思慧"進入"修慧" 。"聞慧"最重要有家法傳承，不能靠上網學習片言隻語，就
能無師自通，縱然拜師求學，亦需真材實學、家法嚴明，才能學有所成。
"思慧"必須深入研究經論奧義，向明師勤於執經問難，不能閉門造車 、胡思亂想。"
修慧"必待"止"成就後，繼而修習"空觀"，《心經》核心部分，暗合慈宗"四重二諦"，千餘
年來導師首先發現提出。
觀慧自在、永不退轉的八地菩薩同時以“根本智”證“勝義諦”，以“後得智”觀“
世俗諦”。狹義的“勝義諦”指“空性”，又名“第一義諦” 、“真如 ”、“如如”、
“無為法” 、 “自性涅槃”、“無自性性 ”、“圓成實性”、“不二法門”、“一真法
界” 、 “本不生處” 等。（承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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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廣義的"勝義諦"，凡一種世俗道理比另一種世俗道理更深入說明宇宙人生的現象，層次
更高，相對而言它也算一種 "勝義諦"，故唐三藏玄奘大師門下大慈恩寺窺基大師依據《瑜伽
師地論》和《成唯識論》制定"四重二諦"。大乘菩薩修習"空觀"時，不但要伏斷"人我執"，
也要伏斷"法我執"，把"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 等"三科"，"四諦"/"十二因緣" (包括
"流轉門 "、 "還滅門")，甚至能證 ("般若智")、所證 得 ("空性") 的概念、名言都不執取，
都須遣除，達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的境界，一無所執，"根本智"才能證入 "空性"。但"
後得智"又能在不執實有的情況下觀有情眾生以至業果因緣宛然而有，因此發願救度一切有情
眾生轉染成淨、離苦得樂。
此講內容實為《心經》內容最精彩艱深部分，福順堂大部分學員在兩個多小時裡，都很
聚精會神。專心致志，講座結束後，法喜充滿，意猶未盡。深感"慈宗般若學"博大精深，但
又層次井然，嘆未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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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邀到香港參加活動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attend a commemorate
activity in Hong Kong on July 15th
2015.
2015年7月15日週三傍晚，導師應邀參

供參展者、講解交流者和文娛義演者住宿。
是晚五週年紀念活動除由曾局長致詞
外，並由一眾青年藝人表演精彩歌舞 。接
待人員和表演者所穿 T 恤都是特別設計。

加香港特區政府屬下柴灣青年廣場五週年紀

由民政事務局官員和青年廣場物業管理機

念活動,與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在會場見

構新世界地產集團代表主持的掌印啟動儀

面交流。

式亦別開生面，派發給嘉賓的紀念品 - 充

民政事務務局分管市政 、青年事務，
體育文化、公民教育、地區議會聯繫、宗教
活動(包括華人廟宇管理)等工作，是香港政
府第一大局，相當於內地副省級部門。曾局
長是明年舉辦的"第一屆 (2016) 青年文化
節" 的十八位榮譽顧問之一，對慈宗青年文

電寶，也十分精美實用，值得慈宗青年文
化節籌委會參考。
另外今次五週年活動以 "沸青"為重點，
下列口號用廣東話喊出來，頗為別致 :

"誤解和理解，只是一字之差！“
"活得沸騰，成就無限可能！"

化節籌備進度，十分關心。
籌委會已提前一年租下柴灣青年廣場
兩個書法 、繪畫展廳和最大的演講廳及青
年旅館 24- 28/3/2016連續五晚所有房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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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澳門主講《般若心經》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dharma lectur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the study group in Buddhist Center
Macao on July 20th 2015.
2015年7月20日週一晚上導師在澳門佛教中心協會主講《般若心經》圓滿篇，是次結經
聽眾人數特多，擠滿佛堂，主辦方還要添加坐椅。全場聽眾聚精會神、專心致志，導師也
一氣呵成，連續兩小時，沒喝一口水，講畢全經。
導師首先用一小時十五分復述上五講講過的三分二經文，即從“觀自在菩薩……以無
所得故 。” 其中包括精深嚴密的“四重二諦”，導師亦娓娓道來，舉重若輕。最後45份
鐘，導師扼要闡明無上佛果所包括的“斷德”和“智德”，“斷德” 以"無住涅槃"為究竟，
導師兼述"定姓聲聞" 入 "無餘涅槃"，"不定種姓"可以"迴小向大"，八地以上菩薩隨"賢劫
千佛"自兜率示現人間，作聲聞相，應機度化，非真羅漢，連"迴小向大 "，都是一種示現。
"智德"說明成佛以後非如定姓羅漢"灰身滅智"，一無所有，而是充滿正能量，積極以"大圓
鏡智"、 "平等性智"、"妙觀察智"、 "成所作智"相應的四組淨識普度有情眾生。
導師並批判了現在連有些漢傳出家人都崇拜小乘，學習南
傳禪法，實質因為沒有家法傳承，未真正懂得大乘義理、修學
方法，這種學人還在"十信位"初段，徘徊於大小乘之間，搖擺
不定，沒有對大乘建立信心 。就以《心經》為例，以 260 字
總持600卷《大般若經》文字，以闡揚 "空義"總持一切經論義
理，以"般若法門"總持一切修學方式，以末後一首咒語總持一
切咒法 。一本《心經》總攝 "四種陀羅尼"，文深義廣，修學
並重，義無餘蘊，足見大乘精義豈是小乘教學所能望其項背。
導師最後以梵文咒語迴向在座聽眾福慧雙修、早證菩提。
講座圓滿結束後，戒晟法師以譚漢鈞老居士手書《心經》
贈送導師作為紀念，並希望導師日後能再來澳門弘演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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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導師西安接收青年文化節參展作品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receives nine piece of
Maitreya Youth Culture Festiva in Xian on July 23th 2015.

exhibition works

for

2015年7月23日週三晚上導師與西安美术學院書記（原陜西省統戰部副部長/陜西海聯會副
會長/陝西社會主義學院書記)、著名哲理畫家王家春先生親切會面，親自接收家春先生參展 "
第一屆(2016)慈宗青年文化節" 的九幅精心傑作。

家春先生並承諾籌委會可將其中兩幅

教育意義的人士，請早競投，以免向隅。

拍賣作為他捐贈是次慈宗青年文化節的善

西安美術學院是繼中央美術學院、浙江

款，另兩幅贈予慈氏文教基金珍藏。據悉

美術學院外，全國排名第三的美術學院，栽

家春先生的畫作在西安向來不出售，但全

培無數藝術人才。家春先生已在港出版兩本

國各地已頗多倣製品。任何一幅畫作真品

著作，畫作與文字俱皆上乘，十分暢銷。明

市值不少於人民幣九萬元，有意珍藏欣賞

年的畫展將是其畫作第一次在內地以外城市

當代哲理畫創始人，其題材比當年名畫家

展出，請各界人士密切留意。

豐子愷先生更切合現代社會，對青年人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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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藝術家郭利傑先生會面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eets famous
artist Guo Li and invites to attend the
Maitreya Youth Culture Festival on July 24th
2015.
2015年7月24日週五下午導師與七十三歲的國務
院國賓禮特供藝術家郭利傑先生親切會面，郭老師
在會面前已準備好一幅他最擅長的雄雞圖饋贈導師，
並當場題字蓋章，此圖正與導師生肖相合，但郭老
師事前毫不知情，正好作為導師八月生日的賀禮。
郭老師畫的雄雞英氣勃勃，極具神韻，大有
「雄雞一唱天下白」 的氣勢，與清晨出生的導師正
復相合。導師不勝感謝，誠意邀請郭老師明年三月
來港參加“第一屆(2016)慈宗青年文化節”開幕典
禮，指導青年後進。
是晚晚飯時得悉，原來郭利傑老師是畫壇一代
宗師何海霞老人的弟子，怪不得畫藝如此傳神！
感謝郭老師贈畫，更感謝省政協姚祕書長引見
郭老師！

導師與西安琉璃贊助人李明磊、
范麗娜、梁筱崴親切會面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eets
sponsors of the Maitreya Youth Culture
Festival on July 24th 2015.
2015年7月24日週五中午導師與西安三
位"第一屆(2016)慈宗青年文化節"的琉璃贊
助人李明磊、范麗娜、梁筱崴親切會面。她
們都是商界人士，分別從事金融、貿易等行
業，都是導師在陜西師範大學"慈氏學專題"
講座的學員，與研究生們一起參聽導師講解
《般若心經》、《唯識三十論頌》、《觀所
緣緣論頌》等，並積極發心行善。范、梁兩
位從印度考察業務回來，專誠把菩提樹葉製
成畫架，送贈導師，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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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寧波龍華講堂演讲
《由"慈宗五學"邁向智慧人生》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dharma lecture about how to arrive
a
wise
life
through
Maitreya’s
teaching in Ningbo on July 28th 2015.

覺補處大士，智鄰佛境，56億年只待娑婆

2015年7月28日週二晚上導師應寧波龍

宜。且慈宗自印度瑜伽行派無著、世親、

華講堂徐港堂主邀請，為寧波企業家和專業

陳那、護法、勝軍、戒賢諸論師，以至中

人士主講 :

國唐代玄奘、窺基、慧沼、智周等高僧，

世界有情眾生善緣成熟，得親化佛，在佛
菩薩而言，實彈指期間事。
釋尊經教由慈尊論著闡揚豈非最為適

《由"慈宗五學"邁向智慧人生》

以至近代歐陽竟無、太虛

聽眾包括惟賢長老門人寧波伏龍禪寺住

最為清晰，著作論典，斑斑可考，非如一

持、慈溪弘一書畫院副院長傳道法師，著名

些在中國盛行的宗派編造傳承，未符史實。

企業家周敏峰先生、陳長風先生，企業家兼

且"慈宗五學"中，"般若學"、"唯識學

藝術家瞿蓓女士等數十人。

"涵蓋空有兩輪慧學；"戒律學"、"禪定學"

導師從佛陀教育的本質並非神教開始講

兼包戒、定二門；再加上"因明量論"，明

到惟有近代佛教改革派領袖、原籍浙江的太

辨是非、抉擇邪正，最為得當。此五學對

虛大師弘揚的“慈氏宗”、“慈氏學”才是

時人培養世間、出世間觀察力、專注力、

最純正的大學佛學。導師的授業恩師羅時憲

抉擇力、專業守則、邏輯思維最有實效。

宗師當年親承太虛大師指導汲取唐賢注疏精

導師此番演講，備受歡迎，瞿蓓女士

義之道，並論及大乘八宗中，禪、淨、律、

于課後誠邀導師到寧波私人會所參觀其個

密皆修行方式，通于各宗，不應獨立成宗。

人書法展，導師並于會所與傳道法師、徐

華嚴、唯識淵源甚深，同屬大乘有輪。三論、

港堂主等品茶暢談，導師當場答允支持傳

天臺皆重龍樹中觀，源出空輪。“慈宗”除

道法師、徐港堂主在寧波建立"慈氏圖書館

唯識典籍外，還有《金剛般若論》、《辯中

"，並邀請瞿蓓女士、徐港堂主儘快提交書

邊論》、《現觀莊嚴論》等闡揚空義要籍，

法作品以便代表寧波文化界參加明年三月

故實兼包空有，統攝八宗。且慈氏世尊為等

在港舉行的"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化
節"書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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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深圳主講《般若心經》圓滿篇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final
dharma lectur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the study group in Shenzhen Fushuntang on Aug. 1st
2015.
2015年8月1日週六下午導師在深圳完成：
《般若心經》研習班第七講“圓滿篇”
是次由周藝班長借出可坐百人的公司會議室，並動員下屬員工、費提供飲品糕點招待為
數逾七十人的聽眾。導師十分慈悲，為第一次參加講座的聽眾及中間曾因事缺課的原有學員
從經題開始，詳細複述前六講經文奧義，並闡明修習"般若法門"最終能得"大菩提"、"大涅
槃"的無上佛果，《般若心經》同時具備"四種陀羅尼"的特質，是大乘佛法的總持。
全場聽眾聚精會神、專心致志，導師也一氣呵成，連續四個小時，從下午2:40講到
晚上7:00，中間只休息10分鐘，講畢《般若心經》全文，包括精深嚴密的"四重二諦"，導師
亦娓娓道來，舉重若輕。
導師重點批判了那些只懂打坐、唸佛、持咒，不願探求經教慧學的所謂學佛者，猶如盲
修瞎練，無有是處。就以《心經》為例，以260字總持600卷《大般若經》文字，以闡揚 "空
義"總持一切經論義理，以"般若法門"總持一切修學方式，以末後一首咒語總持一切咒法。
一本《心經》總攝 "四種陀羅尼"，文深義廣，兼包空有，但很多所謂學佛者都不願虛心認
真深入學習。
導師亦批判了一些耽空滯寂或別有用心之徒,以為一切皆空,學佛就可以隨心所欲,甚至
,不依法度,不知 "根本智"證空是為 "後得智"如實透視宇宙現象掃除障礙，
真正利生度世要靠"後得智"，而"後得智"所觀森羅萬象，因緣和合，唯識所現，法度謹嚴，
不可錯亂，否則星球亂撞、國法廢馳，天災人禍，無有窮矣。更有人利用佛教去執證空的說
法，欺騙善良，任意妄為，不守紀律，若然如此，佛陀為何要制戒攝僧，比丘何須遵守250
條戒律，此足證諸佛菩薩以"後得智"利益有情眾生，自有其嚴謹法度，才能不昧因果。
導師最後以《般若心經》末後梵文咒語迴向在座聽眾早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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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並應周藝班長要求，講畢全經後
讓聽眾發問20分鐘，數位初次聽講者即能
提出甚為難得的問題，如關櫻仁者問及何
以" 色不異空，空即是色。" 連續用四句
來說明"色蘊"本體即是"空性"？導師即加
解釋 : 前兩句用異字，重點說明宇宙現象
與本體，如波與水非即非離的關係，後二
句則直接了當說明宇宙現象的本體 "即"是
"空性"，導師高度表揚了聽眾們難得的問
李憬、莊悅兩位班長特別準備了鮮花、蛋糕為導師預祝 8月20日生日

題。
是日講座圓滿結束後，李憬、莊悅兩
位班長特別準備了鮮花、蛋糕為導師預祝8
月20日生日。(因導師生日當天將帶領部分
北京學員前往日本京都龍谷大學美術館瞻
禮奈良藥師寺珍藏玄奘大師文物)，三層高
的蛋糕上插上六枝蠟燭，以慶祝導師58歲
生日，導師許願在場學員聽眾福慧雙修、
菩提上進。
導師並再次強調：上了年紀的學人接
受學生友好祝賀生日是為了更好提醒自己
來日漸減，要珍惜時光，更加努力去做好
弘法利生的事業。講座及生日會圓滿結束
後，導師宣佈將在今年11月開始舉辦慈氏
學師資 (深圳遠程) 培訓班第二階段"慈宗
唯識學專題講座"。
不少新舊學員聞訊，均紛紛踴躍報名，
其中更有來自廣州及香港學員，足證熱心
學習純正大乘佛法者，大不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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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華東師大邀請講學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give a dharma lecture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on August 11th 2015.
2015年8月11日週二全天導師應華東師大
邀請，在北京劉天雪班長、寧波企業家陳長風
仁者陪同下，為"唯識經論研習班" 逾七十位
高學歷的優秀學員及旁聽生講解唐大慈恩寺窺
基大師《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幽贊》的要義。
華東師大張曉林主任專誠為學員們介紹導
師、臺灣南華大學黃國清所長親自率領多名在
家出家博士生在離開上海前，出席參聽導師上
午的講座，併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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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北京拜会許嘉璐、
葉小文、宗家順诸先生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eets Xu
Jialu，Ye Xiaowen and Zong Jiashun in Beijing
on Aug. 19th 2015.
2015年8月19日週三下午，導師生日前夕，
導師與北京友好暢聚，導師向慈宗青年文化節
第二榮譽顧問社會主義學院葉小文院長彙報籌
備進度，並誠邀趙朴老傳人宗家順老師成為第
19位榮譽顧問，宗老師並親自帶來他的參展作
品 -八幅條屏的《唯識三十頌》和禪詩多篇。
宗老書法，剛則鐵畫，柔若銀鉤，一氣呵成，
堪稱傳世之作。
明年3月25-28日在港舉行的"第一屆(2016)
慈宗青年文化節"將有宗家順老師佛教書法特展，
歡迎各界人士親臨香港青年廣場欣賞。
是日傍晚導師拜會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教
授，向作為慈宗青年文化節首席榮譽顧問的許
老彙報籌備進度，許老垂詢甚詳，並答應爭取
屆時來港參加開幕典禮。
許老並以中國文化院特製茶葉送贈，祝賀導
師生日。
是晚導師與北京好友陳紹建教授、李陽泉堂
主和主要學員聚餐，學員們合寫一幅《般若心
經》祝賀導師生日，陳紹建教授送贈名貴領帶、
紹興會稽山兜率天宮駐京代表宋泌玲班長亦送
上電子產品作為賀禮，師生歡聚一堂，討論參
加明年慈宗青年文化節講經交流普通話組和英
語組演講內容和技巧，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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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京都龍谷大學美術館參觀日本古都
奈良法相宗總本部藥師寺提供資料文物的
"玄奘大師人生之旅"展覽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exhibition of
Xuanzang’ s life in Nara Japan on Aug. 21st 2015.
2015年8月21日週五上午，導師一行前往京都龍谷大
學美術館參觀由日本古都奈良法相宗總本部藥師寺提供不
少相關資料文物的"玄奘大師人生之旅"展覽，受到木田知
生館長、岩井俊平講師親自接待並介紹展品。展品很多珍
藏畫像包括法相唯識印中古代師資傳承曼陀羅、慈恩窺基
大師畫像等都彌足珍貴，有關奘師不同年歲事蹟圖表和遊
歷天竺足跡地圖等，均製作精巧，對景仰及有志研究奘師
生平的學人，頗有參考價值。
是日下午，在台北方安濤班長悉心安排下，導師與
年逾古稀、統領全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三千多家大小寺院
的則竹修男長老親切會面並交換紀念品。則竹長老對導師
十分尊重，當導師送贈《歸依三寶贊》書法卷軸時，長老
即時掛在牆上。當導師趨前為長老介紹歷代《心經》書法
集刊時，長老連忙為導師搬櫈子。知道導師趕著下午去廣
隆寺瞻禮千年國寶慈氏彌勒思維像，不能多談，誠意堅持
晚上設宴款待導師再作長談。出生于台灣的長老，多年來
每年十二月中旬都到南京為日本侵華時的死難者舉行超渡
法會，為當年日軍暴行懺罪，十分難得。
得悉導師每次來京都都會到其中堂購買佛書，長老
十分讚歎，認為將來講經說法時會呼籲日本人向中國人這
種出外旅遊買書的良好習慣學習。喜聞導師明年在港舉辦
"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長老表示將盡力爭取前來香港
觀禮，共結勝緣。
長老驚聞導師是中國內地十多所高等院校、佛學院
客座教授，尤其精研玄奘三藏 、窺基大師之學，表示希
望導師將來有機會來京都講解唐代窺基大師的《般若心經
幽贊》，雙方暢談甚歡，互道珍重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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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臺北为工商金融專業界人士
講畢《般若心經》圓滿篇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give a final dharma lecture of
essenc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for businessman from Taibei and
professionals on Aug. 24th 2015.
2015年8月24日週一下午導師在北京劉
天雪班長陪同下自京都扺達臺北，下午在
台北方安濤班長安排下，參觀了著名琉璃
藝術家王俠君老師的白瓷展館，雙方暢談
甚歡，互相交換禮物留念，導師送贈俠君
老師《歸依三寶贊》書法卷軸，俠君老師
則回贈白瓷佛像。晚上由方安濤、錢秀春
兩位班長為導師設宴補祝生日，俠君老師
伉儷、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黃毓龍院長等臺北知名人士均應邀出席。
8月25日週二下午導師在慕求餐廳為逾40位臺北工商金融界專業人士以三個半小時講畢：
《般若心經》圓滿篇
開講前導師向方安濤班長和慕求餐廳主人朱寶麒博士贈送《歸依三寶贊》書法卷軸作為
紀念，並向學員解釋宋宰相王安石首列 "歸依眾"，又只取意譯"眾"字，不采音譯"僧"字的
深意。方安濤班長則再撰一首藏頭詩，請書法家書寫頌揚導師，並由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黃
毓龍院長朗誦贊詩。
導師為過半數第一次參聽的學員用了一個小時介紹接受邀請、自付機票酒店不收分文來
臺北弘揚 "慈宗"的背景，是因為台灣四大山頭，除了中台禪寺外，創辦人都是太虛大師的
再傳弟子，但都沒有弘揚 "慈宗 "，十分可惜。
導師再次談及來台為什麼首先以"慈宗"家法弘揚《心經》？是因為《心經》文字精練，
言少義賅，兼包空有兩輪大小乘義理，學員深入研讀精通後，善加弘揚，足以抗衡基督教
《聖經》的影響力。導師同時鄭重介紹了釋尊宣揚覺性教育、宣導智慧人生，不許建設寺院
求取財利的本懷，以至印度佛教史上不同時代的思想重點和《心經》的經題含義。
中間休息時，由有"笛神"之稱的著名音樂家、曾經是台灣最年輕金鼎獎作曲獎得主的蔡
介誠老師用排笛獨奏"絲路花雨"，再以葫蘆絲、巴烏與他留學德國公子蕓翼小提琴合奏 "遠
方朋友請您留下來 "。蔡老師造詣非凡，公子則天資聰穎，帶引大家進入空靈境界，承接以
下導師兩個多小時的經文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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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員聽後頗有感悟，連基督教背景的專業精英、企業領導都對大乘佛法另眼相看，
尤其是對導師不為財利、出錢出力，弘揚純正佛陀教育的行為與時下不少所謂佛教道場一入
門就勸捐、一味斂財的作風大異其趣，令人讚歎。
導師向蔡介誠老師送贈《趙朴初寫經集》，並預約蔡老師父子明年來港，為2016年 3月
25日晚上的"第一屆(2016)慈宗青年文化節"歡迎晚宴義務表演。蔡老師欣然答應，並敘述年
青時曾在內地見過趙樸老，想不得是次收到《趙朴初寫經集》，真是因緣殊勝。

2015年8月26日週三中午導師與華梵大學藝術系蔡瑞成主任在臺北喜來登酒店暢敘，蔡老
師精通西班牙語，每年都帶數十名學生到西班牙、法國交流，明年三月將率領華梵大學精英
代表團來港參展。
屆時台灣方面有這麼多位書法家、畫家參展，又有音樂名家義演，在香港必有一番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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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邀为中信銀行深圳信用卡中心
百位經理講"智慧人生財富觀"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give a dharma lecture for
hundreds of managers of Zhongxin credit
card center on Aug. 31st 2015.
2015年8月31日週一下午導師應邀到中信
銀行深圳信用卡中心為逾百位經理級以上員工

神論"。小乘佛教較偏重個人解脫，大乘佛教提
倡的菩薩精神與中華文化最相適應，對建設智慧
人生、和樂社會最有積極意義。導師引用《雜阿
含經》中“方便具足 ”、 “守護具足”、“善
知識具足”、“正命具足”，《瑜伽師地論》中
"施所成福"、"戒所成福"、

講：
"智慧人生的財富觀"
多位深圳《般若心經》研習班學員亦以隨
員身份參聽講座。
深圳信用卡中心是中信銀行盈利最多的部
門之一，也是內地股份制銀行中表現最出色的
信用卡中心，中心領導層除帶領員工為客戶提
供優質服務外，並積極為員工提供各種培訓機
會和參與社會服務慈善活動，包括定期舉辦中
華傳統文化講座，提升員工素質品格。
導師是次以中信銀行獨立董事兼提名與
薪酬委員會主席身份為中心中高層員工講課，
中心管理層幾乎全數出席參聽。
導師首先介紹自己從少熱愛中華傳統文化，
涉獵儒釋道三家精粹，比較之下，認為佛陀教
育兼具入世與出世功能，最適合現代人。
佛教的本質是教育、是智慧人生的宣導，
不是宗教，尤其不是神本主義的宗教，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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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所成福"，說明具備正知正見的佛陀教育奉行
者應如何建立財富、守護財富、善用財富。導師
運用豐富的人生與金融界工作經驗舉例說明，深
入淺出，闡述了以出世精神積極入世的大乘佛教
人生觀、財富觀，令現場聽眾耳目一新，對佛陀
教育並非宗教迷信、更不是世俗斂財工具的真面
目有了深刻的認識。
歷時三個小時一氣呵成的講座圓
滿結束後，呂天貴總農曆生日，席間導師
再與中心管理層交流如何為員工提供正能量，提
升員工士氣，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
導師重複下午談及佛教的淨土思想，最早是
著重建設"人間淨土"，而不是他方世界的淨土。
現代人花在事業單位的時間很多時比家庭還多，
所以建設一個和樂融洽的工作環境就是建設 "人
間淨土"的第一步，中心管理層深有同感，希望
導師以後經常來深圳信用卡中心傳播正能量。

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應邀出席"生命热线"志願組織
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活动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attend 20th anniversary of “hot line
of life” volunteer organization.
王導師應邀出席"生命热线"志願組織成立
二十周年紀念活动這個以志願工操作熱線電話，
救助無數意圖自殺輕生者、兼提供撫慰獨居老
人/自殺者遺眷的志願組織成立二十周年紀念
是晚除執委會成員、特區政府官員、各界
嘉賓外，有三百名志願工出席在九龍尖沙咀東

晚宴在數百人大合照後結束，大

部富豪酒店的慶祝晚宴，前年八月"第一屆

家都希望未來一年能拯救更多企圖

(2013)慈宗青年論壇"的歡迎及歡送晚宴就在該

自殺輕生者，明年九月再慶祝利生

酒店旁的帝苑酒店舉行，明年三月"第一屆

成果。

(2016)慈宗青年文化節"的歡迎及歡送晚宴則將
在香港銅鑼灣富豪酒店總店舉行。

補記:導師對送贈出席晚宴嘉賓
仿照生命熱線標誌製作的紅心充電

導師有感於志願工作者們多年來不要報酬、 寶甚為欣賞。
義務接聽電話、甚至登門提供防止自殺撫慰服
務，勞苦功高，即度捐出港幣三萬元現金供志
願工們抽獎，有六十人因而喜得紅包，歡欣鼓
舞，把全場氣息推至最高點。
導師並即席提交書面邀請生命熱線執委員
主席郭炳湘夫人及口頭邀請導師在香港大學的
師妹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李美嫦太平紳士 (相
當於特局政府主要政策局副局長、內地正廳級
官員) 出任"第一屆 (2016) 慈宗青年文化節"
榮譽顧問，郭主席和李署長都表示熱烈支持，
希望明年三月能參加慈宗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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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香港主持九龍元州街
北帝廟 "文昌開筆禮" 儀式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hold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eremony in
Hong Kong.
導師在香港第一次以華人廟宇委員會成員
身份參加主持九龍元州街北帝廟 "文昌開筆禮
" 儀式，有如下觀察所得：
1）中國民間北帝信仰極有可能是佛教的毗
沙門天信仰轉化，北帝兩旁供奉文武財神，儼
然掌管天下財富。
2）上供儀式包括香、花、燈、水、菓，包
括導師在內的主禮嘉賓一一獻供，供具比很多
佛教大寺廟還精緻。
3）祈願文除有佛教的觀世音菩薩外，竟然
有唐三藏法師，其他都是道教神祇，可見玄奘
大師如何深入民間。
4）根據負責組織的另一位元委員葉道長暗
示，用 "文昌開筆禮"來接引坊眾尤其是小孩
少年，有抗衡基督教傳播的意圖。
5）小孩少年以手摩"蔥"代表求聰明、以手
按"芹"代表求勤奮，最後以手摩大型毛筆，以
求九月開學後學業順利，喻意甚佳
6）男女道士混合，唱腔猶如粵曲，令一般
市民有親切感，開頭的贊、灑淨方式與佛教寺
廟類似，但整個簡短法會儀式，除主法道士跪
拜外，其他人包括嘉賓無需跪拜，躹躬為禮就
成，十分人性化。
7）海報及紀念塑膠文具包設計頗吸引小孩
少年，內有格言書簽、格言單張、空白筆記本
(名為"狀元秘笈")、蓮花頭原子筆等，值得青
年文化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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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邀參觀浙江慈溪市伏龍寺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visit the Longfu Temple in
Zhejiang Province on Sep. 8th 2015.
2015年9月8日週二下午導師應惟賢長老門人傳道法師邀請參觀慈溪市伏龍山風景區伏
龍寺，導師瞻禮了在重慶有一面深談之緣的惟老陵墓和舍利，對大殿以供奉藥師佛和八
大菩薩、殿外十二藥義大將的慈恩一系構建讚歎不已。
對寺中清末民初四大師紀念堂、惟賢紀念室十分欣賞，並初步與傳道方丈商議以惟
老紀念室外會議廳作為寧波第一家慈氏圖書館的所在地，一俟牌匾製作完成，將儘快送
贈慈氏彌勒世尊思維像和龍藏、龍藏補編、大正藏、續藏、唯識文獻全編等珍貴佛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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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2015 年（浙江）

導師到浙江龍華寺參觀
目前中國最大最莊嚴的慈氏圖書館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visit the biggest Maitraya
library in China in Longhua Temple on Sep. 9th 2015.
2015年9月9日週四上午，紹興會稽山兜率天宮派出專車從寧波接導師到龍華寺接
受方丈湛如上人和當地佛協潘建國副會長宴請後，在上人和會長陪同下參觀了目前中
國最大最莊嚴的慈氏圖書館，討論增加藏書及在英國劍橋大學設立英國歷史上第一家
慈氏圖書館事宜，再參觀兜率天宮計畫將於年底完成包括唯識宗堂的內部裝修工程進
度。
潘會長憶述八、九年前導師極力鼓勵他承擔此項宏大工程監督工作，導師並以首
位顧問身份提供不少寶貴意見。
湛如上人更希望在天宮可容五百聽眾的大講堂落成開放後，導師能成為首位蒞臨
說法的講者，上人將親自主持開場白介紹導師。
雙方就將來如何運用兜率天宮這個平臺和設施弘演慈宗，充分交流，互道珍重而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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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邀在浙江大學開講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give a dharma lecture in Zhejiang
University on Sep. 10th 2015.
2015年9年10日週四晚上適逢教師節，導師首次應邀在浙江大學開講"《般若心經》解題"，
浙江大學"文化中國計畫"第六期、第七期的同學會全體學員約60人參加，連同各地聞訊而至的
聽眾接近八十人。
是晚先在接待導師的靈峰山莊安排豐盛素宴，讓導師與友好包括光大集團夏令武總經理、
中信杭州分行周偉博士、明月清風兩岸四地文化中心陳金蓮居士、港龍航空杭州首席代表楊總
的夫人傅莉女士、遠從南京調研中趕來的留美人類學在讀女博士瀋陽仁者及部分學員、講座籌
備幹事共十多人共進晚餐，交流近兩個小時。
開講前，由學員代表向導師獻花，大部分學員在連續三小時的講解中均專心致志，不斷抄
寫筆記，講座結束後，仍意猶未盡，希望導師建立微信群，繼續學習，願意自付郵費索取導師
《佛學講話》、《習定管窺》等著作及《慈氏學研究》論文集。並請導師提供進一步閱讀《心
經》內容的參考書目，導師欣然提供當代極少數有水準而又文字較淺白易懂的《心經》閱讀資
料如下 :
1）王導師《心經》論文 - 依慈宗“三性說 ”及“四重二諦”解讀《心經》（中國文史出
版社出版《慈氏學研究》2013/2014期，提供地址、郵編、姓名、手機號，書到付運費，免費
贈閱）
2）臺灣印順長老《心經講記》（中華書店出版《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共23卷）
3）香港羅時憲宗師《心經講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羅時憲著作全集》共6冊）
一連三小時的講課，學員根本仍不滿足，浙江人文薈萃，人才不少，尊師重道，尤其難得！
9月11日週五上午八點多，負責統籌是次講座的吳靈燕女士，帶領數位男同學來替導師搬行
李，其中一位來自廣東的男同學梁觀玉仁者還特別發心陪導師到機場幫忙，寧願不坐中信銀行
杭州分行為導師提供的商務車，自乘公車回去，還不斷發訊提醒導師記得在機場吃早餐，這種
優良的傳統相信惟浙大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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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後不少學員向導師發訊表達感想，其中有代表性的迴響如下 :
1）朱瓊華仁者 :
導師：昨晚的課很棒，信息量很大，很清晰，幫助我弄清楚了因加緣而後果的關係，第
一次知道了"觀在自菩薩 " 的真實身份……等等很多收穫。巳錄音，準備好好再聽。感恩導師
2）鐘淑均仁者 :
王導師您好！之前聽過一些佛教的課，昨晚聽您講，發現對佛教的理解有蠻多誤差，又
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有很多新的理解。也是機緣巧合呀。
3）蔣桂悅仁者 :
謝謝麻煩問一下，我很想學佛學，但是沒有辦法四處跟隨導師去聽講座，有視頻教程
麼？
4）孫詠梅仁者 :
王導師：您好！聽完您的課改變了我以前的認識，您講得太精彩了。
5）黃昶人仁者 :
真的很幸運能通過朋友"陰差陽錯"地參加了這次活動，聆聽了王導師的教誨。很慚愧之
前一直對佛教有些偏見，覺得那些所謂的受苦，輪回不過是給苦難者的精神鴉片，信徒大多
是為了世俗的目的而供奉，而從今天開始，佛教在我的世界觀裡更像是一門哲學，也產生了
研究它的興趣。回家我也要給佛教信徒外婆提建議: 讓她老人家更多法佈施，而不是財佈
施！
真心感謝王導師！
導師對最近數月在上海華東師大和杭州浙大講座及其後學員的迴響印象深刻，與內地班
長們談起，都深感明年三月"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舉辦後，有必要儘快在內地或香港舉辦
一連數天課程密集的"慈氏學師資培訓營/進修營"以滿足各地學員的求法熱忱。
慈氏文教基金到時將提供旅費津貼、食宿學費全免，為大乘佛教慈氏宗學培訓儲備甄選
弘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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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前正覺山龍洞參觀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visit Zhengjue interest on
Oct. 3rd 2015
2015年10月3日週六上午導師一行前
往悉達多太子當年修苦行的苦行林附近的
前正覺山龍洞參觀，傳說悉達多太子曾在
龍洞禪修，玄奘大師遊印時亦曾來瞻禮。
導師就在龍洞外為特訓班學員繼續講
解《八識規矩頌》第七識頌文,說明俱生我
執的根源，正吻合當年苦行林中一幹外道
以苦行為解脫自我的偏執。
學員飽嘗法味後，再到尼連禪河參觀
牧羊女蘇嘉多所住村落及阿育王為她建造
的紀念塔，然後再前往蘇嘉多當年供養悉
達多太子乳糜處參觀。
傍晚時分再回正覺塔參觀佛陀成道期
間七周禪修處，尤其對佛陀攝受兩名商人
為在家弟子，再去度化五比丘的處所印象
深刻。
是日晚上在菩提伽耶帝國酒店為慈氏
學師資特訓班今年底前生日的學員舉行慶
生會，有適逢十月三號正日生日的許小冬
教授、十月下旬生日的杭州高潔班長、十
一、十二月生日的北京王小根班長和劉天
雪班長，大家對能在佛陀成道的市鎮慶生，
均感因緣殊勝，不可思議。
眾學員一起暢聚至深夜，圓滿了印度
之旅第三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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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那爛陀大學講學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lecture on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 in Nalanda
University India on Oct. 5th 2015.
2015年10月5日週一上午導師在香港護法林向琴女士陪同下到達此次踏著玄奘大師足跡印度
佛教文化之旅的最重要時刻 - 那爛陀大學講學。
精通巴利文與阿毗達摩佛學的那爛陀大學校長潘德 Panth 教授親自在大學行政大樓正門迎
接導師，並在三樓為導師特別安排了一個有關玄奘大師印度參學之旅的板展，然後再到二樓可
容百人的講室由導師以英文夾雜梵文專有名詞作題目:瑜伽行派 - 從古印度到現代中國- 瑜伽
行 派 歷 史 發 展 與 當 代 弘 揚 的 回 顧 的 專 題 報 告 。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 - from Ancient
India to Modern China - A review of Yogācār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promotion
導師特別強調了玄奘大師與那爛陀寺的關係，從印度傳承說到中國唐代與近代傳承，尤其
是香港羅時憲宗師集近代歐陽竟無大師、太虛大師、韓清淨老人專長於一身，而由導師創立慈
氏學會(香港) 、慈氏文教基金在出版、講學、辦班、建立圖書館、培養人才方面繼肆弘揚。
導師亦專門提到玄奘大師去印度求學的原因與地論、攝論二宗舊譯缺失、義理混亂，無法
合理解釋一切有情眾生是否都必當成佛的時代背景，從而傳入印度護法論師正義，本有/新熏種
子學說。
玄奘大師更揉譯十大論師注釋世親菩薩的《唯識三十頌》而成《成唯識論》，此書並無梵
本，西藏亦無傳本。玄奘大師將護法論師"四分說"傳入中國，更進一步發展為"三類境說"，對
佛教認識論有推陳出新的貢獻，此點超越前人，亦為現時印藏佛學中所未有。
導師再次強調近代知識份子尊崇復興慈氏(彌勒)、玄奘之學就是為了提煉東方文化的精粹
抗衡西方文化。隨著慈氏(彌勒)人間淨土與玄奘精神的弘揚，源自那爛那寺的瑜伽行派傳統必
能達到淨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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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社會的功效。潘德校長對導師歷時一
個半小時一氣呵成的演說用了熱情揚溢、
令人振奮的褒詞形容，對導師涵蓋印中歷
史文化、深入瑜伽行派義理舉重若輕、揮
灑自如的演說，尤其對一位銀行家能夠以
業務時間培養這麼多各行各業精英學佛，
大表嘆服。這次演說相信是自玄奘留學印
度以後第一次由中國人將玄奘大師的精神
與佛學成就如此深度回饋1951年重建的那

圖書館中珍藏典籍，其中以《八千頌般若

爛陀大學。

經》梵本及中國周恩來總理送贈的《清藏

聽眾中不少學習漢語的印度當地學生
送上集體中文作品給導師留念，導師與潘
德校長亦互相交換紀念品留念。
潘德校長更親自陪同導師參觀了大學

經》最為珍貴。
最後，潘德校長承諾在主圖書館範圍
內撥出專室成立“慈氏圖書館”。至此圓
滿了印度文化之旅第五天上午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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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那爛陀寺遺址憑弔當年玄奘大師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the Nalanda Temple site where Master Xuanzang
stayed on Oct. 5th 2015.
2015年10月5日週一下午導師一行先到古印
度那爛陀寺遺址恁弔當年玄奘大師留學之後約
500年被異教徒入侵摧毀這古印度最高學府的遺
址。
同時溜覽了佛陀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
利弗尊者 (即《心經》的當機者舍利子) 的舍
利塔遺址和玄奘大師當年住宿方位後，怱怱趕
到玄奘大師紀念館。
潘德校長早已在紀念館大開中門等候多時，據悉潘德校長極少主動提出陪客人參觀與大
學有一定距離的紀念館，而該館中門亦極少為來訪者開放。
潘德校長先陪同導師撞鐘祈求世界平安、社會和諧、人類幸福。鐘上刻有玄奘大師譯傳
《心經》梵漢文字，甚有意義。
據悉興建紀念館的構思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先生在1957年送贈印度第
一任總理尼赫魯先生玄奘大師靈骨舍利，而1957年正是導師的出生年份。其後幾經拖延至
2000年，潘德教授出任專案總監才正式啟動興建工程，而2007年完成時與原來立項興建已事
隔五十年。
潘德校長介紹了館內由中國贈送的玄奘大師銅像，背後的天冠慈氏(彌勒)如來石刻，奘
師面朝高曇大門之上的釋迦如來石刻，像旁根據傳記製成有關奘師生平的璧畫，連近年被炮
火摧毀的巴米揚大佛亦在畫上出現。
館後有奘師入印路線圖，花園中有奘師傳記中提及有關當時印度天文地理生活習慣知識
的印文翻譯銅片，讓印度青年一代緬懷歷史知識。
導師在紀念館內當場簽署邀請潘德校長出席明年三月在港舉行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的函件，潘德校長亦表示希望早日收到在那爛陀大學建立印度第一所慈氏圖書館的合作協定。
最後在玄奘大師紀念碑前留影後，依依惜別，圓滿結束了連續五天追思矢志追求真理的
千古完人玄奘大師印度佛教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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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那爛陀大學演講餘韻
Reports of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s lecture in
Nalanda University
香港護法林向琴女士來訊：
特大喜訊！
今收到那天導師在那爛陀大學演講的報章
導師一定歡喜
登在比哈爾邦邦報紙
是公開(發售)的
導師，您的演講很成功，深深打動校長，他給足面子，我們
以您為豪

導師在烏魯木齊考察并造訪交河故城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visits the “Jiaohe Old City” in Wulumuqi On Oct. 9th
2015
2015年10月9日週五上午導師乘到烏魯木齊考察之便，造訪了杜魯番地區的 "交河故
城"，赫然發現它與"高昌故城"同屬唐代高昌國屬地。
當年"交河故城" 三分之二是寺院僧舍，還有據說是玄奘大師受高昌王鞠文泰禮請在
大佛塔前說法的講經臺。導師繞塔三匝，緬懷奘師，見到大佛塔側面頂部佛翕殘缺佛像
歷時一千三百年猶存，真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土城建築。
導師印度那爛陀大學講學歸來後，緊接著竟無意中到了當年奘師答允取經回來留下
說法三年、後因鞠文泰病逝、高昌變為唐“安西都護府” 而令奘師無法履約的高昌“交
河故城”遺址，仿如代奘師去恁弔故人，何其巧合！(當地友好本來安排去附近大峽穀遊
覽，因導師已曾到過美國大峽谷而更改行程去"交河故城"。)
當晚在烏魯木齊市區內欣賞新創大型歷史舞臺劇，竟又有奘師取經片段，可見奘師
事蹟早已深入民心，與絲路懷古有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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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出席紹興會稽山兜率天宮開幕典禮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attends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Kuaiji
Mountain Tuṣita Palace on Dec. 26th 2015.
2015年12月26日週六上午導師應邀出席紹興會稽山兜率天宮開幕典禮，
當龍華寺住持湛如法師致詞時，高度評價導師對龍華寺/ 兜率天宮的貢獻，
捐建內地最莊嚴的龍華寺慈氏圖書館珍貴藏經，多次前來弘揚慈宗學說，包
括年前龍華寺開光典禮時，用整個下午講演唐代玄奘大師新譯的：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要義
又在以魏晉南北朝佛學尤其是支道林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上對與會者
提交論文及討論內容發表重要評論，以至率領慈氏學師資 (遠端) 進修班北
京學員在山上舉行講座，講解古印度無著菩薩《六門教授習定論》及唐代窺
基大師《大乘法苑義林章唯識章》"五重唯識觀"部分，並舉行有關近代中國
佛教與台日佛教以至基督教/ 摩門教改革的比較及太虛大師改革佛教失敗原
因的研討。
這次典禮重點是高達三十三米天冠彌勒像開光儀式，此尊聖像是導師
約十年前在北京接見宴請當時紹興縣馬芳妹副縣長答應出任會稽山彌勒淨土
第一位義務顧問時被問及景區應如何與奉化雪竇山景區區別時，導師認為會
稽山景區應以龍門、雲崗中的天冠彌勒為主題，以區別于唐末五代才流行的
布袋彌勒信仰，但此後導師並未實際參與兜率天宮內佛像建造的諮詢工作，
所以當導師看到開光時的天冠彌勒像並非結“說法印”，而是右手結“施無
畏印”，左手放在聖像膝上，又非正式的“降魔印”，不免詫異。深知這絕
非對印度石窟造像深有研究的湛如法師所設計，因為湛如法師也是後來在導
師極力推薦下才接任的，當時兜率天宮設計早已完成並在建造中了。
在開幕典禮前一晚的歡迎晚宴上與湖北黃梅五祖寺住持正慈法師暢談前往該寺弘揚慈宗學說及合作
設立湖北省第一間慈氏圖書館，另外又與陜師大呂建福教授初步約定2016年7月中旬在陜西師範大學開辦
慈氏學師資培訓班，由慈氏文教基金出資提供 50-100位各地學員食宿甚至交通津貼，導師並對同桌的紹
興佛協潘建國會長坦言由於現在兜率天宮未有大量年青學生的住宿地方，故導師暫未擬在會稽山舉辦慈
氏學師資培訓班。
導師對大會提供的義工司機蔡國強君尊師盡責十分欣賞，蔡君並非佛教徒，純以當地獅子會大隊長
身份參與幫忙。紹興市政府開幕典禮當天上午限制義工上山照顧貴賓，比起剛在無錫舉行的第四屆世界
佛教論壇能安排義工全程貼身照顧貴賓，顯有不足。
總體而言，整個開幕典禮在湛如法師善緣感召下，內地與香港名僧大德雲集，共主開光法會，備極
莊嚴，給來自各方的與會人士留下深刻印象，法喜充滿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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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于陝西師範大學主持
"慈宗般若學" 專題講座
共23人外，還有外界人士包括 :
1· 韋賓 (陜師大美術學院副院長)
2· 馬寶明 (陜西省政協委員)
3· 姚曉倩 (陝西金融控股集團)
4· 于國夫（西安供電局）
5· 范麗娜 (西安阿諾肯科技)
6· 岳鈺教授 (西北大學美術系教授)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on Sep. 25th
2015.
2015年9月25日週五下午導師以客座
教授身份應邀在陝西師範大學主持"慈宗般
若學" 專題講座，講題為 :
唐大慈恩寺窺基大師《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幽贊》要義
除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呂建福教授及二三十

導師介紹《般若心經》以唐玄奘三藏所
譯 “略本”譯文最為嚴謹、流通最為廣泛，最
為深入人心。歷代各種高僧大德注釋中又以玄
奘三藏門下高徒大慈恩寺窺基大師 (後世尊稱
為“慈恩大師”，是“慈恩宗”的真正創立者，
近代“慈宗”既是“慈氏宗”、也是“慈恩宗
”簡稱，但涵蓋範圍更廣。) 所撰《心經幽贊》
直探玄奘三藏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奧義，

位畢業及在讀研究生包括 :

又能融會空有，以《解深密經》第三時中道了

一年級（9人）：

義教，闡揚兼包“圓實”、“依他”之旨，文

碩士：左金眾，韓綠，陳萌，蘇思銘，

深義廣，前無古人。有志研求《般若心經》奧

禹春暉，楊力，王文娟
博士：韓瑞，馬金虎
二年級（7人）：
碩士：王小蕾，成瑤瑤，吳嬌，李豔，
劉群，劉小兵

義者，捨《幽贊》無由。

然後根據《幽贊》

原文詳解基師引用《辯中邊論 · 辯相品》偈頌
虛妄分別有
於此二都無
此中唯有空

博士：王航

于彼亦有此

三年級（7人）

故說一切法

碩士：李亮，顧旭恒，張興，孟依莎，
伊家慧，蒙芳馨
博士：許瀟

非空非不空
有無及有故

91

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以三個小時，一氣呵成，闡釋《幽贊》
要義，讓原來聽過導師依"三性說"及"四重二諦
"講解《心經》的研究生們對《心經》奧義有
了更深入認識。
參聽講座的各界友好亦紛紛讚歎如下 :
西安供電局于國夫仁者 :
導師揮灑自如，中西貫通，舉座嘆服！陝西
師範大學書賓副院長 :
“聽《心經幽贊》”
聯章導師弘揚慈宗，不遺餘力，謂

是則契中道說明空性實有、假我假法幻有，

學佛當重智慧，無拘形跡。餘坐下聽法，收穫

實我實法全無一切空有/存在與不存在的關

良多。今日講《心經幽贊》，謂不當執著於空

係，現象的實體不存在、形相/功用相對存

有，餘謂此中庸義也； 又言禪定，餘謂此所

在，宇宙本體 - 空性與唯識所現的現象如水

謂敬也，其義頗有通於儒者。昔宗少文謂三教

與波非即非離，猶如一體的兩面，可從不同

同途，儒釋相通，不虛也。

角度認識，同時並存，不應偏空或偏有，從

內學善教妄心安，儒釋相通豈漫言

而顯示"非空非有唯識中道義"。

律戒應隨時代改，禪觀亦有異端傳

再從基師原文 "但言觀音，詞義俱失"，說
明《心經》中"觀慧自在菩薩"，是泛指位登
八地菩薩，並非《法華經》及淨土系《觀無
量壽經》中專指的"觀世音菩薩"。
導師再根據基師原文"空有齊照"及有關從
初地至八地"無漏無分別根本智"、"無漏有分

兩端相叩通空有，名相滌除見正詮
無恨色身為物累，八識遍照證十禪
韋賓
西北大學岳鈺教授 :
今日聆聽弘法演講，獲益匪淺，十分感謝！

別後得智"先後生起、間歇並起以至恒時並

西安阿諾肯科技

起 (又分七地"有功用行"與八地"無功用行")

範麗娜仁者 :

的文字 說明"觀慧自在菩薩"得名由來與地上
菩薩修道過程。
導師又介紹了基師原文中極力推介的"五
重唯識觀"作為觀空去執的方便以至除"般若
波羅密"外，其餘五度的文字。同時對《幽
贊》中廣引《大般若》、《華嚴》、《深
密》、《無垢稱》諸經、《辯中邊》、《二
十論》、《三十頌》諸論的名義，從而說明
《心經》內容實在是兼苞空有，《幽贊》更
是旁徵博引、文深義廣。

92

導師語語驚人，令人尋味，行之有道，方為
因果。感恩。
研究生們更以精選鮮花敬獻導師，祝賀中秋，
圓滿結束是次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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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聯章導師出席清華大學李兆基科技大樓
開幕典禮並於翌日參觀北京大學李兆基
人文學院及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
Professor Andrew L.C. is invited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Li Zhaoji
building in Pecking University.
2015年10月15日週四下午王導師陪同長輩李兆基先生出席四叔捐款三億元人民幣興
建的清華大學李兆基科技大樓開幕典禮，並與劉延東副總理親切會面。
這段殊勝因緣是由王導師在
原清華大學陳希書記上任後，導
師安排他在香港與四叔見面，其
後安排四叔訪問清華大學，接受
第一位清華大學名譽校董而起。
李兆基科技大樓將提供場地
供清華師生研究尖端科技、節能
減排、飛機外殼製造等，為科教
興國作出貢獻。
導師陪同李兆基先生及其家人出席李兆基科技大樓開幕典禮時，受到清華大學陳旭
書記、邱勇校長、楊斌副校長的熱烈歡迎。尤其是陳旭書記喜見科技大樓經歷陳希書記、
胡和平書記到她任內圓滿落成，對王導師的引介聯系促成表示深切謝意。
翌日，2015年10月16日週五上午導師陪同李兆基先生參觀了由他老人家先後捐款二
億多元人民幣於四年前落成使用的李兆基人文學院和去年落成使用、今年首次舉辦李兆
基世界領䄂論壇的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受到北京大學林建華校長的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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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出席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
學術研究所成立三十五周年慶典
Professor Andrew L.C. is invited to
attend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Institute of
Taoism and Religious Studies in Sichuan
University on Oct. 21st 2015.
2015年10月21日週三上午導師以重要
嘉賓身份出席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學術研究
所在成都隆重舉行成立三十五周年慶典，導
師獲邀發言時憶述與川大道研所合作關係，
從建立四川第一間慈氏圖書館，定期前來川
大講學 - 涵蓋慈宗基本義理以至慈宗重要經
論解題，提供獎學金予王雪梅、王大偉兩位
博士後撰寫佛學論文，以至從今年開始連續
五年每年贊助人民幣十萬元支持《儒釋道博
士論文叢書》繼續出版，不致中斷，希望以
後繼續與川大合作，延續古代玄奘大師在成
都受戒研修，近代支那內學院王恩洋先生在
四川講學授徒 - 隆蓮長老尼、唐仲容老人父
子的慈宗傳承。受到與會人士熱烈鼓掌，高
度評價。

"延续近代支那內學院王恩洋先生在四川講學授徒 - 隆蓮長老尼、唐仲容老人父子的慈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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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四川尼眾佛學院講解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贊》
結導師分從四個重點引導尼眾營員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lecture on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研讀《心經幽贊》原文，包括：
1、文中廣引《華嚴》、《般若》、

at Sichuan Buddhist Academy for Nuns
on Oct. 21st 2015
2015年10月21日週三下午導師在原

《深密》、《維摩》諸經，《二十》、
《三十》、《中邊》、《瑜伽》等論。

籍四川的義務行政助理北京繆繪班代陪同

2、其次，依基師原文說明“觀世

下前往四川尼眾佛學院講解歷代最精深的

音”與“觀自在”名義的不同，“但言觀

《心經》注釋-唐代窺基大師撰述的《般

音，詞義俱失”，及《心經》當機者實為

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贊》,參聽尼眾營員多

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而不是觀世

達百人。

音。

開始講課前傳印副院長代表營員們

3、其三 ，說明《心經》 出處實為

致贈佛學院教授書法老師書寫字體端正的

《大般若經》精要部分，而非釋尊獨立宣

《歸依三寶贊》作為補祝導師農曆七月生

說的經典。 （轉下頁）

日的賀禮，導師欣然接受，不勝歡喜。
本擬在介紹導師開講後，率領兩名
營員前往成都寶光寺參加講經交流活動的
傳印副院長，為導師精彩的演說吸引而留
下來聽畢兩個小時一氣呵成的講解，並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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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4、其四，依基師贊文說明“觀慧自在”的“菩薩摩訶薩”般若智生起時無有間斷，
同時觀照勝義諦（真諦、空性）的無漏無分別“根本智”，和觀照世俗諦（俗諦、依他起
性）的無漏有分別“後得智”，所以才能“空有齊照”。
近百名尼眾營員在導師連續兩小時不喝一口自備參茶的講課中，全神貫注，端坐不動，
靜心諦聽，尤其聽到有關導師作為首位華人以英語在印度那爛陀大學弘揚玄奘大師回國精
心提煉護法菩薩“四分說”而成“三類境說”等影響深遠的弘法事蹟時，出自真誠地熱烈
鼓掌，令導師深受感動。
導師勉勵尼眾營員精進學習，除已選出部分營員明年三月赴港參加“第一届慈宗青年
文化節”書法繪畫經律論講解交流外,導師更邀請大家努力學習寫作投稿在2016/2017年刊
的《慈氏學研究》，將有機會獲邀參加擬於2018年在港舉行的“第一届慈宗青年論壇”。
導師並宣佈將與內地著名大學如陜西師範大學等合作籌辦“慈氏學師資培訓/進修營”，使
營員們能繼續深入慈宗，弘揚慈氏學說，得到營員們的熱烈回應。
參聽講座的尼眾營員除一開始獲贈導師撰述的《佛學講話》簡體字版外，講座圓滿時
再獲贈導師自印度王舍城千里迢迢帶來的小根木刻阿育王柱作為紀念品，藉以勉勵營員時
時刻刻以“弘護般若/唯識，空有兩輪正法，仿效印度君王，四方傳播聖教”為己任，營員
們深受鼓舞，熱烈鼓掌歡送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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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
契理與契機佛教弘法論壇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to attend the fourth Global Buddhist Forum
on Oct. 24th 2015.
2015年10月24日週六下午王導師參加
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 - 契理與契機佛教弘法
論壇，發表重要論文:
《太虛大師弘揚慈宗實為溝通漢藏南北傳
佛教契理契機之必須》
導師表示很高興聽到早上中央統戰部孫春
蘭部長演說時用了類似導師論文題目認為世
界佛教論壇可以溝通漢藏南北傳佛教的用
語。導師的發言引起與會人士高度重視，引發整個下午熱烈討論。
1.主持論壇的杭州佛教協會會長、靈隱寺方丈、杭州佛學院院長光泉法師詢問導師當今
內佛教面對基督教強勢傳教的壓力應如何應對，導師就以慈氏文教基金為例，在內地著名大
學、重點寺院已建設了二十多家慈氏圖書館，築巢引鳳，吸引更多知識份子、青年學子閱讀
佛書，探求佛理。另外就是培養人才方面，多年前導師與香港關心內地佛教的朋友曾向時任
國家宗教局局長的葉小文先生建言 : 出家僧人必須通過辯經才能當寺院住持，之後，在國家
宗教局的提倡下，全國各地漸有出家僧人講經交流的活動舉辦。
導師在論壇中特別強調基督教傳教成功的原因是全民皆兵，不光是牧師傳道，每一個教徒
都有責任義務傳道，在內地更釆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向農村滲透，所以福建寧德等地區有
整個村都信基督教的情況出現。導師又舉台灣佛光山的檀講師制度為例，認為佛教不應局限
出家僧人或像導師這樣的學者教授才能講解佛法，應該培養更多的在家學佛人士有能力為人
講解佛法。
2.對於靜波法師等提出內地有在家人主持念佛組織、不需要出家人領導，致出現二寶居
士的現象，導師指出就是因為西方淨土法門門檻太低，只需會唸阿彌陀佛，致使誰都能組織，
不需靠出家僧人。如果恢復弘揚重視經教義理的宗派，提高門檻，就不容易讓人混入，導師
順帶批評在座部分學者和藏傳佛教僧人有關佛教不應分宗派、應弘揚佛陀根本道理的說法，
應為那是不願深入佛法的藉口，依宗派學習不是鼓勵諍鬥，是方便有系統分門別類的深入研
究義理，使學有專精。導師更舉韓國、日本的宗派林立反而成為佛教地位鞏固、不易為西方
宗教滲透的原因。
3.對於光泉法師等認為由於受宗教條例限制，出家僧人不能跨境講經說法，支援農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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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導師則認為佛教弘法在今日應懂靈活變通，可以釆用基督教家庭聚會、讀經會、甚
至禪茶一味的茶話會形式，都可以傳播佛陀教育。
4·對於臺灣慈濟大學一位比丘尼指出導師論文中提及 : 臺北法鼓山、花蓮慈濟功德會、
高雄佛光山都可說是太虛大師徒孫輩建立的，而太虛大師重視現實人生的人生佛教被印
順長老改名為人間佛教，易給人誤解只重人間的硬體建設。
該比丘尼竟說出證嚴法師的師尊是印順長老，但印順長老與太虛大師不是正式的師
徒關係，只是印順長老當年仰慕太虛大師而已的話，令人十分驚訝。這與數月前導師到
臺北為工商專業人士講課前夕晚宴上遇到一位據稱是聖嚴長老得意在家弟子，經常為法
鼓山籌得鉅款的商界人士聽得聖嚴長老是太虛大師徒孫的說法時，竟然胡言亂語說 : 聖
嚴長老過去世可能是太虛大師師父一樣令人覺得台灣佛教界真是不可思議，只知有師父，
不知有祖師，這點還遠不如內地和香港佛教界。
導師在論壇當場直斥該台灣比丘尼之非，指出印順長老在自傳中坦言當年寫作如
《唯識源流》等書，書成後必先呈獻太虛大師指正，太虛大師認為該書到此止，不必再
寫下去，他就不再寫有關唯識的書了。又太虛大師逝世後，眾弟子公推印順長老編纂
《太虛大師全書》，若非首座弟子，何能膺此重任？太虛、印順師徒關係是有目共睹，
眾所周知的。所謂一日為師，終生為師，後人豈可否認事實。
整個論壇在王導師積極發言參與下，氣氛熱烈，超時討論到下午六點才結束。會後
不少在家學者、藏傳僧人、甚至龍泉寺年輕比丘都讚歎導師學問淵博、識見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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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生的財富觀
——宜信高端財富客戶分享會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dharma lecture about how to live a wise
life through Maitreya’s teaching for Yixin company on Oct. 23rd 2015.
2015年10月23日，北京京城
俱樂部舉辦了一場面向40位宜信
高端財富客戶的閉門分享。主講
人是中信銀行獨立董事兼提名與
薪酬委員會主席王聯章導師——
來自香港的資深銀行家，也是自
十五歲開始，以業餘時間深入研
究佛學中最為精深的唯識學達四
十多年的著名學者。
話題當然離不開財富。但在談論財富之前，王聯章導師更多談論的是佛學。這是為什麼？
往下看: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跟大家在這裡結緣。我知道大家都是宜信的高端客戶，不光是很有能力，很
有創意，還都很有智慧，很有知識。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智慧人生的財富觀，這個題目，
我在中信杭州分行，也給高端客戶介紹過，在中信銀行深圳信用卡中心也給經理級員工介紹
過。很高興今天和大家一起談談。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在儒釋道三家。儒家重視的是敦倫盡份的入世倫理，這個 “敦” 就
是鼓勵、重視、督促的意思，就是督促大家，鼓勵大家，要重視人倫道德，你所應該做的本
份，人倫在古代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倫，你是臣子就盡臣子的本分，你是
兒子就盡兒子的本分，你是丈夫就盡丈夫的本分，你是哥哥就盡哥哥的本分。什麼叫入世，
就是深入社會，很重視現實社會，現實人生的。道家重視的是清靜無為的出世修煉，懷著仁
慈的心，不與世間爭。佛教三寶是佛、法、僧，道家三寶是慈悲的"慈"，第二是"儉" - 節省，
不浪費，不亂花錢，三是 "不為天下先"，所以叫清靜無為出世修煉，這是道家的最高境界。
佛教其實是兩者兼包。佛教不是宗教，是指佛陀的教育。談到"宗教"的定義，"宗教" religion
是西方的名詞，這是什麼意思呢？你查查牛津字典，"宗教"這個名詞是人跟神之間的橋樑，
人對上帝信(仰）、(仰)望和愛的表達叫"宗教"。佛教是無神論，佛教比道教更無神論，因為釋
迦牟尼是佛，是覺悟的人，人人都可以覺悟。
另外我們說到彌勒，玄奘大師譯做"慈氏"，藏傳佛教叫"強巴佛"，即未來佛。你們在座
的各位都有可能成為未來佛。佛教重視未來，我們人人都要追求智慧人生，人人都有美好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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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機會成佛，並沒有獨一無二的佛，並不像基督教、伊斯蘭教一樣。只有獨
一無二的上帝、真主。佛教是人本主義，重視東方智慧的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
種教育，所以大家就應該知道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佛教的思想兼包兩者，什
麼意思？又出世又入世，出世叫你遠離煩惱執著，活得灑脫自在，佛教喜歡用一個
比喻，用蓮花做比喻，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最了不起的在污泥裡面，保持清高潔淨。
在這個渾濁、充滿煩惱的世界裡面，花花世界裡面，你能保持內心清靜，這需要很
高的修養。
不為外面的東西擾亂，又清楚你的人生目標，你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
不光為了自己家庭，家族的財富幸福，你會兼顧社會的和諧，個人在社會裡面應盡
的責任，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精神。所以佛教的精神是更偉
大，既不純入世，也不純出世。所以我說佛教的本質不是宗教。
原來釋迦牟尼佛的時代是沒有音樂的儀式，沒有敲鐘，打木魚，沒有唱念的，
這些東西全沒有，釋迦牟尼佛不搞這套，這是後人搞出來的，為了增加氣氛，把當
地的文化加進佛陀教育裡面，根本佛教原來沒這些東西。後來這些東西反而變成最
重要的，很多人說捐錢做法事，在寺廟裡面有什麼慶祝的活動，有先人過世都要去
找僧人唱念要去花很多錢，這些都是後來搞出來的。你真的誠心的，你就在家裡好
好念一段經，已經能給先人超度或給在生的家人增添福報了，你想他往生好的地方，
不一定花好多錢，把錢捐去做文化，捐去做教育，捐給窮人，可能功效更大，不一
定拿到寺廟去，因為這些東西不是滿足佛陀，佛陀根本不搞這些東西。是滿足自己
的心，說你盡了孝道，請一大批出家人來唱唱念念，你好像很孝順，這是滿足在生
人的心理。其實滿足分很多種，你把這些錢拿去做善事，拿這些錢出本書，說這本
書紀念自己的先人，也是大功德，不一定要到寺廟做什麼事情。
所以被附上各種儀式，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類需求保護的心理。宗教的形式具
有兩面性，用得好可以安撫人的心靈，和諧社會，但是用之不善，導人迷信，引發
衝突。比如說美國跟中東，跟俄羅斯這些國家，在爭奪中東的石油資源，都是為了
國家利益，如果大家都是基督教國家，就可能沒有爭奪的問題，大家就可以共同開
發了。因為它是回教國家你才要爭奪，很多時候，很多很多人世間的矛盾其實最後
跟信仰有關，因為信仰不一樣，你覺得不是跟我信仰的人，非我族類，我就不願意
跟他分享。
信仰同一個祖先也是信仰，我們是同一個黃帝的子孫，就是信仰，或者同一個
村，同一個姓都是信仰，你姓李，你是姓李的子孫，我就跟你共用資源，不同姓、
不同祖，不同家就容易變成各有私心，人類的糾紛甚至戰爭就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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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不善，則宣導迷信，引發衝突，這是信仰上帝或真主的神本主義，上帝要
人都信基督教，真主要人都信伊斯蘭教，你不信我就來征服你。我帶了十幾個學生
去印度，到一個大學去交流，是唐玄奘大師當時最主要學習的地方，當時的寺廟就
是大學，是佛教的大學，當時有很多出家人在那裡，玄奘大師接受了很高的待遇，
是最高的研究員。現在已經毀壞了，就是回教徒打進印度，回教徒說你不信我就把
它滅了。佛教徒現在的比例很少，印度只有不到1%的人信佛教。 所以必須要認識佛
教的真面目，體察到不是神教，不是以神，以上帝或真主為中心的宗教，是以覺悟
者為中心，以智慧為中心的一種教育，才能啟發體悟宇宙實相的覺性，真正達到恒
久和樂。
為什麼宗教與宗教會發生戰爭，人與人會有這麼多矛盾，眼紅，心理不平衡，
不願意跟人家分享，所以你有錢，人家看著你有錢眼紅你，甚至欺騙你，甚至於想
搶奪你的錢。你老為這個煩惱，你的理念跟我的國家不一樣，我搶奪你的資源，搶
奪你的石油，搶奪你的能源，這樣那樣的就發生戰爭，發生糾紛，人類就產生這麼
多煩惱了。所以要真真正正永恆長久的和平快樂，一定要有智慧，一定知道大家共
同開發，大家共同分享資源，大家得到最大的利益，人家的東西不要無緣無故去爭
奪，不義之財不應該去搶奪，這個世界才能和諧，大家才能安心的，心安理得的去
發展自己的家業事業，創造財富。如果這個社會不和諧，你就不敢在這個時候發展
事業了，發了財也趕緊移民，趕緊跑掉，這個社會不太平，因為你保護不了你的財
富。所以社會和諧，人能繼續發財，繼續能夠養大你的孩子，養大你的子孫，你們
不和諧，這個社會就會發生很多問題，你的財富也保不住。
生于浙江海寧的近代佛教改革派領袖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就是要人強調
观察人生，臺灣今日的四大山頭有三個 : 高雄佛光山的星雲法師，臺北法鼓山的聖
嚴法師(已經過世了)，還有花蓮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除了中台禪寺之外，這三大
山頭都是太虛大師的徒孫創立的，我也是太虛大師的徒孫。後來到了臺灣，人生佛
教就變成人間佛教，為什麼他提倡人生佛教呢，因為當時清朝末年，佛教只有一個
功能就是為死人超度，你家裡沒有死人不會進寺廟，當時是人死佛教。出生于浙江
海寧的近代佛教改革派領袖太虛大師看了很心痛，就開始提倡人生佛教，後來臺灣
的人間佛教也是由此一脈相承的。
這個人生佛教講，真正的佛教分三個層次，一個是五乘，五種交通工具，人乘、
天乘，修羅漢的，修菩薩的，修成佛的，這裡面人乘天乘是最基礎，你先學做人再
學做佛，很多好高騖遠，每天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在人生裡面，你對你的家庭，
對你的子女，對你的下屬，對你的朋友，對你的政府，都沒有盡責任，你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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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完成，你有什麼資格去做佛，做菩薩，所以人乘最重要。
什麼叫天乘？享受極豐富的物質享受，好像天堂一樣，比如你住很大的房子，
有很大的游泳池，裡面很多人服侍你，你進出都有很好的交通工具，生活的非常美
好，沒有缺任何物資，身體很好，有很好的醫生照顧你，你生活的非常美好，不缺
什麼，就是天乘。剩下三乘就是羅漢、菩薩、佛，大乘是修佛的，三乘是修解脫的，
處理世間煩惱的，五乘要兼人倫，要兼顧幸福社會，人就是人間社會，人間社會有
奮鬥，有爭取，有煩惱要對治，有困難要克服，這是人間。天界就是極度幸福的社
會，極度和諧的社會，什麼都不缺。我有一個朋友，香港很有錢，做房地產的女性
長輩，她一個女兒，嫁了個義大利人，那義大利女婿跟我說在義大利郵局工作，40
歲就可以退休，退休金很豐厚，根本不缺什麼，不愁吃不愁穿。資源太豐富，不用
吃苦，一般的社會人家有苦有樂，太舒服會讓人懶惰，懶散，確實有一些地方生活
好的很，你不用怎麼工作，就什麼都有。比如家族很好，這是天界，真正的修行是
修羅漢，或者修菩薩，或者修到成佛的境界，才是真正的修行。 我們修行歸修行，
但是不能放棄，或者不能忽略人天乘，我們為人創造奮鬥的目標，為人創造幸福的
社會還是同樣重要的，不能只顧著修行，脫離這個世界。所以叫五乘佛法，重視世
間的因果福報，做善事會得到快樂的福報，做壞事會得到痛苦的結果。這是入世的
行為標準，在世間人士的標準，其中包括對如何求取正當的財富，保存財富，運用
財富的指引，裡面佛教也有提及。三乘共法是出世善事，著重出世解脫煩惱，獲取
身心清靜的修道準則，南傳佛教著重自我解脫，大乘不共法是偉大的菩薩行為，以
出世的精神，好像蓮花一樣，出污泥而不染，出世就是努力奮鬥，在社會上得到財
富，你不是為了積極享受，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得到好處，很有名的約伯斯，大家都
知道他，約伯斯的家，約伯斯的辦公室，好像禪堂一樣，他經常跑到韓國日本去修
禪，他幾乎可以說家徒四壁，他很名貴的傢俱都沒幾件，很大的空間是要他從心靈
得到安靜，思考問題。
巴菲特是美國的第二有錢人，最會投資的，他把85%的財富都捐給蓋茨，跟蓋
茨合作一個慈善基金，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非洲做很多慈善，蓋醫院，治病人，辦教
育等等，做很多慈善事業，這就是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在社會做很多事情，
但是又有灑脫超脫的心情，你求財，但是你不是為了享受，你是為了幫助更多人，
你自然也會得到財富，自然會得到名譽、地位，這是自然而來的，因為你付出了，
所以你會得到，這是因果規律。但是你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你一個人能吃多少，
你一個人能住多大的房子，能睡多大的床。所以要努力幫助他人達到智慧人生，社
會和樂的方式，智慧人生是最重要的。據佛陀在原始佛教《雜阿含經》中說，佛陀
教育的奉行者為了發家致富、現世安樂，這是合理的，佛教並不是不允許人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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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了，四大皆空，就要貧窮着，佛教從來沒說這個，這個是對佛教的誤解。你不
要貪欲，不要貪著享受，但是貪圖享受跟創造財富是兩個世界，李兆基先生在中國
捐15-6億，我上個禮拜跟他到清華大學去，他生活非常樸素，吃的非常清淡，跟我
們吃的差不多，他請客很大方，最好的東西拿出來請客，但是他個人吃的簡單很清
淡的東西，他是香港幾千億的富豪。所以應當實行四種方法，方便具足，守護具足，
善知識具足，正命具足。
首先说方便具足。具足是具備這個條件，方便就是方法，便是便利，方法便利，
就是你具備什麼方法，用什麼方法才能得到財富，非常重要，你沒有方法不會發展
的。能夠學習擁有謀生的知識和技能，你總有一個方法，你連想有錢的方法都不懂，
最少你要懂得去問，所以你要有個專業，你當醫生，當律師，你去做投資，創立一
個公司，你都有一個方法，你沒有方法，除這個方法還有知識、技能，你搞一個財
富公司，金融集團，你就很專業。
你搞一個高科技公司，互聯網公司，你就很專業，這個要專業知識。你搞農業
的，相對可能不需要這麼專業，但是現在要求你越來越專業了，你搞種田的，水果
要簡單一點。所以不同的事業，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識。
還有怎麼安身立命，怎麼做人，怎麼保護自己，如果你會賺錢，你得罪全世界
的人，你這個錢也不會維持很久，也會產生很多糾紛，很多問題，很多是非，打官
司，這樣那樣的，所以安身立命，要低調。廣結善緣，你對手下越好，手下越能去
回報你，手下越賣命，越忠心，你的財富越滾滾增加，這非常重要，這是方便具足。
第二個叫守護具足，怎麼去維持，保護，怎麼看住你的財富，保護你的財富，
具備充分的條件，保護你的財富，節約用度不能揮霍，平常一天吃個一兩百塊的飯
菜，在家裡煮飯，你非要每天買一兩千的飯菜，甚至非要出去吃很貴的菜，揮霍無
度就會出問題。進而具備福報聰慧，因為你很多壞習慣，會錯誤引導你的孩子，你
的孩子得到壞習慣，就會把你的家業敗壞掉。
懂得投資保值，不讓財富虧損，你自己懂得投資，應該買什麼股票，買什麼債
券，買什麼東西，你有智慧就可以投資，你沒有智慧，可以找一個可靠的公司，這
個公司可以給你投資保值，給你管理財富，這麼多的公司，可能有些公司是坑人騙
人的，有些公司是信譽很好的，你要去選擇，這要靠你的聰明才智，你沒有聰明才
智，找人管理都會找錯人，會得到虧損，自己投資都會投資錯誤。
第三個條件善知識具足，佛教的標準，有些人說你信我這個，你就善，你不信，
你就惡，佛教說你做對人有好處，能夠為別人帶來快樂的事情是善，最後你自己也
會快樂，你讓人家痛苦的事情，最後也會讓你自己痛苦叫惡，這是很偉大的一個定
律。在世間很好的工作經驗，很好的謀生，你可以得到學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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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親近良師益友，碰到很好的老師長輩，很好的朋友，叫你怎麼去做生意，怎麼
去工作，怎麼去謀生，怎麼去投資，怎麼去挑選好的金融機構，學習世出世間知識，
怎麼在世間奮鬥，怎麼調養身心，要輕鬆自己，去旅遊一下，去一個研修中心，或
者道觀寺廟，去放鬆自己，去參加國學班，去追求人生智慧等等，這就是出世間的
知識，不能光賺錢，不能光追求社會人生的物質享受，要平衡一下，這叫世出世間。
懂得積德行善，有錢以後，要幫助別人，讓別人脫離痛苦，得到和諧快樂的生活。
通曉社會民生經濟，很多人他越來越有財富，他做善事越來越多，智慧越來越多，
對社會、民生、經濟、政治很多東西，他忽然間通曉，通透了，很奇怪，因為他關
心別人了，他經常關心別人，且幫助別人解決痛苦，他經濟就會多留心，多留心，
就會變聰明，瞭解的事情就多了。進而得到貴人的提攜接引，你廣結善緣，很多人
就願意跟你交朋友。
第四個正命具足，正當的謀生活命方法，什麼是正當的工作，從事合法合規的
工作，能讓自己心安理得的謀生方法，你不要做犯法的事情，如果有不清楚的要弄
清楚，投機取巧、偷雞摸狗，你賺到了錢都不能很好的享受，因為害人不能做，觸
犯刑法很多事情，假奶粉，害的大家跑到香港去買奶粉。他大富大貴的時候你很羡
慕他，他鋃鐺入獄的時候就很悲慘，有的貪官就是這樣子。你心安理得，半夜敲門
也不驚，你的財富會留給下一代，如果你做事不正當，不合法，你就傳不下去。何
必貪圖一時的快感，貪圖一時的滿足而違法呢，這個要小心。投資也是，地下錢莊
有高利息，你不要亂放，放在那裡，借給人家，到時候公司倒閉了收不回來。你給
大的金融機構，大的銀行去存款，去給你理財，你就安全了很多。雖然沒有地下錢
莊的回報率這麼高，但是你因為心安理得，如果不是，人家給你說回報很高，你拿
到一兩次回報以後就沒有了，你本都虧了，所以這個非常重要。不用擔心觸犯法紀，
而被罰款受刑甚至坐牢，無災無難安享富足。你一旦有了錢你就會非常珍惜得來的
財富，你不想失去，不想失掉，所以一定要用合理合法的方法去謀求財富，保護你
的財富，這是第四點。
當你現在和過去有很多正確的行為，創造財富了，變成自己的財神了，你怎麼
運用你的財富呢，將來承繼釋迦牟尼佛在人間成為覺者的慈氏菩薩在100卷的佛教百
科全書《瑜珈師地論.菩薩地》中宣示，應該實踐三種行為：施所成福，戒所成福，
修所成福。
什麼叫施所成福？第一種叫財施，以自己的能力，包括財富，包括體力，你說
我沒有錢，我可以做義工，用體力，用時間，甚至說我用我的器官，去移植捐贈給
人家，這個都叫財施，這個不一定要花錢，如果說必須要花錢是一定不對的，體力
時間就是財富，器官也是你的財物。有需要的困苦人士，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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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方面的捐贈，讓人家身心得到健康，醫療可以讓人身體健康，教育文化讓人心靈
健康，可以改善人類身心的狀況，幫助他人獲得智慧的人生。像微軟的老闆蓋茨，他把
他的財富跟巴菲特的財富結合起來，就專門在非洲救助窮人，很多藥都給發明瞭。我們
中國有很多窮人，我們也可以去幫助他們。我在幾年前就替李兆基先生，在汶川地震，
在四川廣元武則天的故鄉，蓋了一個三甲醫院，非常漂亮的醫院。到四川另外一個地方，
雅安發生地震的時候，我們那個醫院紋風不動，大堂裡面都沒有搖過，我親眼監督看地
基怎麼打樁。你不光要捐錢，還要出力，我的長輩出錢，我出力。醫院牢牢靠靠的，四
川再地震，它搖也不摇，動也不動，安安穩穩在那裡，所以有智慧的財施非常重要。
第二戒所成福。在整個國家叫法律，在你的小社會家庭甚至家族就是家裡的規矩，
在一個專業團體，叫專業的守則，律師有律師的守則，你是會計師，會計師有會計師的
守則，你是醫生，醫生有醫生的守則，你是金融分析師，你是銀行家，有銀行家的守則，
不可以亂來，不可以亂推銷產品，不可以誤導人家。所以戒所成福是遵守國家法律、專
業守則、個人的行為規範，達到社會和睦，家庭和睦，群體和樂，社會和諧，如果不守
規矩，每一個人都亂來的話，你有財富你就不能保存下去，那個地方你有錢也不敢住下
去。
第三叫修所成福，修行不一定要出家，大部分修行的人不一定是出家的。宗教局長
葉小文他當時是副部級，現在做了中央委員，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多年前有一次跟我討
論什麼叫菩薩，我說葉局長，他當時是副部級宗教局的局長。學術研究的考證，講幾天
都講不完，我跟你講簡單的，中國四大名山你去過嗎，他說都去過，四大名山裡面除了
九華山的地藏菩薩是光頭的以外，其他三大名山，普陀山的觀音菩薩有頭髮，五臺山的
文殊菩薩有頭髮，峨嵋山的普賢菩薩也有頭髮，而且不僅有頭髮，都穿袍衣，不是袈裟，
都戴瓔珞，這個不是佛珠，是印度古代海底動物，貝殼類，就是今天的珠寶首飾，好像
鑽石項鍊，珍珠項鍊一樣，這些都是貴族，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當菩薩。為什麼？因
為出家人都是討飯的，討飯的不能有錢的。印度古代有一條戒律，就是你拿缽去討飯，
討了一羹鹽，兩千六百年前鹽是很值錢的，中國政府專門成立鹽鐵司，鐵器可以造兵器
造反的，鐵要管，鹽影響民生，也要管。清朝的時候，到乾隆皇帝時代，還不能販賣私
鹽，有套劇集叫大清鹽商，就是講這個故事。在印度古代一羹鹽給你，很多時候討飯討
不到鹽，沒有鹽還是這麼吃下去的，三淨肉也吃。我們今天這麼幸福，各種各樣的調味
料都有。但是根據佛教出家人的規律，如果你討到一羹鹽你這頓飯要把它吃掉，你跟其
他人分這鹽，不能把鹽留著過夜，你假如留鹽在缽中過夜，就守戒不清淨，這條戒叫角
鹽淨，不留鹽過夜才叫守戒，鹽都不能留過夜，何況錢，出家人是不能碰錢的。物資可
以送給他，毛巾、牙刷，都可以送，肥皂也可以，送藥都可以，但是不可以送錢，送錢
是違反戒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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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所成福，是通過身心修養，培養對文化哲理的興趣，時常靜思人生得失的因果關
係，不生貪心。
現在的社會跟以前不一樣，要過幸福的人生，智慧的人生，各種各樣的知識，才能
思考各種各樣的問題。啟發洞察事理的智慧，世事洞察皆學問，真正有學問，不是你拿
什麼學歷，是你明白世間的規則規律，怎麼做人，怎麼處理人生的事情，你如果不懂得
處理事情也沒有用，你只能躲在象牙塔里面與世脫節。能夠知所進退，利己利人，提升
自身以及改善社群素質，改善你那個家族，改善你那個群體。所以外國人統計過，有信
仰追求智慧的大家族，都能有十幾代，沒有信仰，不追求智慧學問的可能兩三代就完蛋，
不能延續下去，這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人富不過三代，怎麼能過三代，就靠你的智慧，
不是靠你的財富讓家族延伸超過三代。我很多有錢的朋友，富二代好一點的搞音樂藝術，
這是好一點的，不好的就亂花錢，因為他們沒有教育，沒有信仰，有些家族有信仰，還
能維持。
改善你的社群素質，這非常重要，每個人都能改善他的的家族，改善他周圍的朋友
下屬，讓這個社會集合起來，就會更趨和樂，人才會在安定環境裡面享受美好成果。如
果就你自己這個家庭幸福，所有旁邊的家庭都不幸福，就你這個公司賺錢，所有全社會，
全世界的都虧錢，你那個公司賺錢也不會長久，也不可能賺錢，就你這個國家興旺賺錢，
其他國家都貧窮的，你這個錢也賺不了很久，我們靠出口去賺錢，人家沒有錢買你的東
西，你這國家也不會有錢。所以大家記住，一定要大家好，你才會更好，這個原理大家
知道，怎麼樣讓大家好呢，就是大家都有智慧，大家都知道怎麼處理各種社會人生的問
題，所以說來說去，我們一定要有智慧人生，才能維持保護增長我們的財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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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于東明禪寺開講
依"慈氏學"解讀王陽明"四句教"
教"宣示錢王二高徒以至嚴灘 (嚴陵瀨) 送別
後教誨弟子的心得。
導師更闡明表面上陽明的心學雖受禪宗影
響甚深，但實際上宋代以後禪宗已吸納唯識
學說，例如《六祖壇經 (法寶本) · 機緣品》
中以"轉識成智"說明佛果，此為《敦煌本》
中"頓悟成佛"說所無。
故陽明“四句教”中第一句“無善無惡心
Professor Andrew L.C. gives a lecture
on how to explain four-sentence doctrine
by Vijñaptimātra Buddhism on Nov. 4th
2015.
2015年11月4日週三上午王導師受邀
在浙江余姚東明禪寺開講 :
依"慈氏學"解讀王陽明"四句教"

之體"，實不應以《壇經》"不思善、不思惡"
之說解釋，而實指慈宗"三性說"中的"圓成實
性"，即《唯識三十頌》中的"唯識性"，亦即
《大般若經》、《心經》中"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空性"。"心之體"中的
心，實非第六意識，而是第八阿賴耶識的"

(導師于11月3日週二晚入住東明禪寺特別安

集起心"。賴耶之體即是"空性"，如水與波非

排的四明湖渡假村，並接受當地企業家孫漢

即非離。

濤仁者宴請。)
導師首先介紹了古印度瑜伽行派、唐代
慈恩宗 (法相宗、唯識宗)、近代慈氏宗、慈
氏學得名由來和義理特質，繼而介紹導師三
十多年前大學時期撰寫《佛教對中國學術的
影響》一文 (已作為《佛學講話》一書附錄
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刊行簡體字版)，內裡探討
了佛教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朱陸異同以至陽

“有善有惡意之動”，應指第八識中有漏
善及惡法種子的現行活動，經由第六識相應
思心所的審慮、決定、發動而作出善、惡身、
語行為，熏成業種子，感受異熟果報。
“知善知惡是良知”，說明由聞、思、修
培養有漏慧，最終引發無漏般若慧，抉擇是
非邪正，遠離顛倒妄想。

明心學的發展過程，王陽明一生出入佛寺八

“為善去惡是格物”，說明整個修行過程

十餘所，逗留數天以至大半年的事蹟，王陽

是培養增強有漏善種子，壓伏惡法種子，最

明是禪師轉世以在家身利國利民的傳說，陽

終引發清淨無漏種子，廣行六度四攝等菩薩

明初學朱熹格物窮理以至格竹七日的記載，

淨行，壓伏一切煩惱執著，成就正覺。

被貶貴州龍場驛體悟陸九淵心學精要的成就，
五十六歲臨去兩廣剿匪前在天泉橋以"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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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一代大儒王陽明的出生地以"慈氏學"解釋"四句教"，相信是前無古人之舉，數
十名來自浙江各地的聽眾在兩個小時一氣呵成的講解中全神貫注、專心致志聽講、勤寫
筆記，事後對導師這次生動活潑、鞭辟入裡的講解均讚歎不已，有個別學員如來自寧波
的企業家鮑盛仁者甚至追隨導師前往杭州繼續參加11月5日週四上午的《心經》要義講座。
在東明禪寺接受住持有雲法師豐盛素筵宴請後，導師引領法師和數位信眾前往紹興會
稽山龍華寺參觀目前中國最莊嚴的慈氏圖書館。上山時雨霧鎖山，不見對面山頂兜率天
宮，參觀完圖書館中由慈氏文教基金捐贈的多種藏經下來，對山竟然迅速雲開霧散，兜
率天宮頂上金蓮乍現，一眾緇素都歎為奇觀。導師憶及多年前一個大年初三在成都大慈
寺大恩方丈、四川尼眾佛學院如意院長、成都宗教局趙文副局長陪同下登上峨嵋山禮佛，
連續兩天大年初一、初二在當時省委書記、省長分別登臨時都雲霧蔽山的峨嵋金頂，竟
然在導師一行上山時雲開霧散，真是不可思議。
與紹興佛協潘建國會長在龍華寺茶聚，觀賞製作精嚴的短片，聽取潘會長介紹即將在
十二月開幕的兜率天宮籌建過程，與湛如方丈合作弘揚佛教文化的理念後，導師由有雲
法師、莊宇、余岑、張傑等仁者親自送到杭州香格里拉酒店，法師一再表示希望導師日
後能再到余姚弘揚慈氏學，互道珍重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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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主持"慈宗般若學"
專題講座《般若心經》要義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dharma lecture of
essence of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in Hangzhou
on Nov. 5th 2015
2015年11月5日週四上午導師在杭州福泉書院主持“
慈宗般若學”專題講座，開講:
《般若心經》要義
由於是上班時間，聽眾雖只三數十人，但來自浙江各
地，包括杭州、寧波、溫州、紹興、余姚、安吉、台州，
足見熱誠求法，甚難稀有。
繼王導師月前在浙江大學開講"《般若心經》解題"
後，今次繼續以慈宗家法分八方面深入探討《心經》要
義。

1.玄奘大師譯傳的《般若心經》略本是古印度弘法聖者撮錄自《大般若經 · 學
觀品》，並非釋尊單獨演說。
2.《般若心經》中"觀自在菩薩"是泛指位登八地、永不退轉、觀慧自在、能同時
並觀空有的菩薩摩訶薩，與《法華經》中專指的"觀世音菩薩"不能同論。
3.《般若心經》中當機聽法者是十大弟子中的"舍利弗多羅 (子)"，並非後來添加
情節廣本中的 "觀世音菩薩"。
4.《般若心經》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段文字說明宇宙現象的最後本體即是
空性，空性與現象有非即非離的關係。
5.“不生不滅 …………”等三對六不，正是說明絕對的宇宙本體 - “空性” 的
特

質

。

6.修學大乘者應根據《般若心經》修觀悟道，明白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諦、
十二因緣、能證的般若智與所證得的空性都是幫助有情眾生悟道的工具，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真正悟道時，法執亦須放下。
7.《般若心經》內容處處宣說空義，但最後又說依此法門能夠成就圓滿正覺，因
為深入體悟一切皆空，就能去除一切煩惱執著，有情眾生本具及歷劫修行積聚的清淨
無漏功德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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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再有任何障礙，全體顯現，大用流行，
故能成就無上莊嚴佛果。
8.空海大師說整部《般若心經》都是密
咒，而《心經》最後部分確附有密呪，其
實《心經》確是具備四種陀羅尼作用 :
以260字少文而攝 600卷《大般若經》連篇
巨軸，- 以闡揚空義而攝三藏十二部要義，
- 以般若法門而攝一切菩薩修行要訣，
- 以末後咒語而攝本經一切功德，使受持
讀誦、究竟通利、廣為他說者，速證無上
菩提。不少學員聽畢導師連續三小時一氣
呵成、鞭辟入裡的《心經》要義，讚歎不
已，發心繼續深入探討慈氏宗學，參加讀
經班，擔任"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籌委
會和第二期《慈音》電子雜誌編委會義工，
更有發心在寧波創立素食文化會所，恭請
導師日後前往弘演慈宗的。
導師深感浙江學員善根深厚，在陳金
蓮、高潔兩位班長帶領下熱心學習、只聽
一兩次課，就無條件地擔任義工，行菩薩
道，極為難得，足為內地很多地方學員典
範，欣然答應不久再來杭州講解"《心經》
句義"，圓滿此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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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主持"慈宗唯識學"專題講座
《唯識三十頌》第一講
"戒律學"說明自乘自宗的菩薩戒，兼苞"六
度""四攝"。"禪定學"源自大乘契經《解深密》，
又有慈尊、無著分別在《瑜伽師地》、《六門教
授》、窺基《法苑義林》、宗喀巴《菩提道次第》
等論中詳釋。所以慈宗之學，戒定慧、境行果次
第井然，為大乘極峰。故研習唯識是修學大乘，
尤其是慈氏之學所必須。如此，修行才有可靠的
經論根據，修證才有堅實的覺慧基礎。
導師又追溯歷史源流，說明"原始佛教"以至"
部派佛教"時代只談"六識"，
存業力的依據，但有"五無心位"的缺失，理難成
立。只有佛滅後八、九百年興起的"瑜伽行派"，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the
first dharma lecture on Triṃś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in Shenzhen and Macao on Nov. 14th
2015
2015年11月14日週六下午和11月30日週一

弘演 "八識"，尤其以"阿賴耶識"作為"受熏持種"、
"作業感果"的"根本識" (精神力量載體)，千百年
來佛家"無我而有業果輪回"的疑難才得以疏解 ;
歷劫修行、累積福慧才能功不唐捐、因果不昧。

晚上王導師分別在深圳和澳門主持“慈宗唯識學
”專題講座- 《唯識三十頌》（第一講）
導師首先介紹慈氏宗、慈氏學得名由來，
繼而說明"慈宗五學"與玄奘大師傳譯古印度那爛

深圳與澳門兩地不少學員聽畢，都讚歎"慈
宗唯識學"對大乘佛教的偉大貢獻，發心追隨導
師認真研習。

陀大學"六科"經論的關係。
接著闡述為什麼大乘佛教學人必須研習唯識
學，其中與修行關係最為密切，否則無從解釋凡
夫既不能一生成就圓滿正覺(禪宗的"頓悟成佛"、
密宗的"即身成佛"，都不是釋迦世尊具備"三身
""四智"的圓滿成佛)，但又不承認有永恆不變的
"實我"轉生，如何能生生世世憶持經教、累積功
德，曆三大阿僧祇劫直至圓滿正覺？
導師又鄭重澄清了一般學佛人士對唯識學的
誤解，認為只重文字義理不重修行，其實唯識義
理正是淵源自古印度大乘瑜伽師的修證所得，並
得未來佛等覺慈尊印可。
慈宗五學的"般若學" 與 "唯識學"兼顧空有
兩輪 "慧學"，唯識談存在現象也是不離空而說
有，故全稱應名"唯識無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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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多倫多安省法相學會
主持"慈宗般若學" 專題講座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dharma lecture in Toronto Canada on Nov.
21st 2015.
2015年11月21日週六上午，導師應邀
在多倫多安省法相學會主持"慈宗般若學"
專題講座，講題為：
《唐大慈恩寺窺基大師<般若波羅密多
心經幽贊>要義》
除安省法相學會會員外，還有來自多
倫多多個佛教道場和團體的負責人和信眾。
部分學員已曾在導師上次來加時參聽過連續
兩個下午的"《般若心經》要義"講座，對導
師以慈宗家法演繹般若奧義，已有一定認識
基礎。
加拿大多倫多安省法相學會25年前由
香港羅時憲宗師創立，羅公之後，名義上繼
任者是羅公早期門人香港葉文意老居士，現
任會長為羅公晚期學生移居加拿大多年的潘
雪芬居士，是次講座由潘雪芬會長親自介紹
導師的學養與貢獻。

導師一開講便闡述《般若心經》以唐玄
奘三藏所譯 "略本"譯文最為嚴謹、流通最為
廣泛，最為深入人心。歷代各種高僧大德注釋
中又以玄奘三藏門下高徒大慈恩寺窺基大師
(後世尊稱為"慈恩大師"，是"慈恩宗"的真正
創立者，近代"慈宗"既是"慈氏宗"、也是"慈
恩宗"簡稱，但涵蓋範圍更廣。) 所撰《心經
幽贊》直探玄奘三藏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
奧義，又能融會空有，以《解深密經》第三時
中道了義教，闡揚兼包"圓實"、"依他"之旨，
文深義廣，前無古人。有志研求《般若心經》
奧義者，捨《幽贊》無由。
然後根據《幽贊》原文詳解基師引用《辯中
邊論 · 辯相品》偈頌：
虛妄分別有
於此二都無
此中唯有空
於彼亦有此
故說一切法
非空非不空
有無及有故
是則契中道
說明空性實有、假我假法幻有，實我實法全無，
一切空有/存在與不存在的關係，現象的實體
不存在、形相/功用相對存在，宇宙本體 - 空
性與唯識所現的現象如水與波非即非離，猶如
一體的兩面，可從不同角度認識，同時並存，
不應偏空或偏有，從而顯示"非空非有唯識中
道義"。再從基師原文 "但言觀音，詞義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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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說明《心經》中"觀慧自在菩薩"，是泛指位登八地菩薩，並非《法華經》及淨土
系《觀無量壽經》中專指的"觀世音菩薩"。
導師再根據基師原文"空有齊照"及有關從初地至八地"無漏無分別根本智"、"無漏
有分別後得智"先後生起、間歇並起以至恒時並起 (又分七地"有功用行"與八地"無功用
行") 的文字 說明"觀慧自在菩薩"得名由來與地上菩薩修道過程。
導師又介紹了基師原文中極力推介的"五重唯識觀"作為觀空去執的方便以至除"般若
波羅密"外，其餘五度的文字。
導師還特別闡揚基師原文中有關大乘登地菩薩隨修道階位晉升而以在家菩薩身份示
現"十王大業"的深意同時對《幽贊》中廣引《大般若》、《能斷金剛》、《華嚴》、
《解深密》、《無垢稱》、《金光明》諸經、《辯中邊》、《二十論》、《三十頌》
諸論的名義，從而說明《心經》內容實在是兼苞空有，《幽贊》更是旁徵博引、文深
義廣。導師以兩個多小時，一氣呵成，闡釋《幽贊》要義，讓原來聽過導師依"三性說
"及"四重二諦"講解《心經》的聽眾對《心經》奧義有了更深入認識。
全場座無虛設，導師講畢後不少聽眾紛紛要求加入"慈宗楓葉勝緣"微信群繼續遙距
追隨導師學習，更希望導師經常來多倫多弘演慈宗要義。導師亦鄭重介紹了明年三月
下旬在港舉行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歡迎多倫多學員有便來港參加盛會，然後與
學員們揮手話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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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2015 年（馬來西亞、杭州）

導師宴請馬來西亞佛教居士林
原祕書長王書優博士一行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hosts lunch for Secretary-General of
Malaysia Kulapati Buddhists Association and other Malaysia friends in Hong
Kong on Dec. 6th 2015
2015年12月6日周日中午導師宴請了剛在香港喜獲麟兒的馬來西亞佛教居士林原
祕書長王書優博士和他的小千金、來自印度、臺灣等地的白教喇嘛和王博士在英國曼
徹斯特篤信藏傳佛教的學妹溫淨喬女士，誠邀王導師出席將于12月19日在檳城舉行的
梹城佛教居士林成立45周年慶典和在12月20日舉行的"佛教生死觀"研討會

發表題為"慈宗生死觀"的論文，並安排導師于12月18日在檳城佛教團體舉行慈氏
學專題講座。
明年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王書優博士將陪同馬來西亞居士林會長蔡明田老居士
(歷史上第一家佛教大學 - 台灣華梵大學創辦人著名佛教藝術家曉雲長老尼師的皈依
弟子) 、兩位參展的馬來西亞佛教書畫家和 10位自費來港的馬來西亞佛教歌手的細節
安排事宜，賓主暢談甚歡，相約12月在檳城和明年3月在香港再暢聚。

马
来
西
亚
佛
教
居
士
林

114

講學報導
Reports

導師接受浙大儒商及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宴請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s invited by businessman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in Hangzhou on Dec. 7th 2015.
2015年12月7日週一晚上導師在杭州靈峰山莊酒店接受浙大儒商及東亞文明研
究中心周生春教授、吳靈燕助理以精美素食宴請，並引見浙大人文學院黃華新院長，
佛學文化研究中心董平主任、張家成教授，陪同導師出席晚宴的是杭州高潔、陳金
蓮兩位班長。導師與浙大一行 7:30半前抵達講課教室，舉行簡單而隆重的簽約儀式，
由導師與董平教授簽訂將在浙江大學成立浙江省高等院校第一間慈氏圖書館的協議，
黃華新院長等都希望藉此提升浙江大學佛學研究風氣，與香港慈氏文教基金進一步
加強合作。
導師與浙大一行 7:30半前抵達講課教室，舉行簡單而隆重的簽約儀式，由導
師與董平教授簽訂將在浙江大學成立浙江省高等院校第一間慈氏圖書館的協議，黃
華新院長等都希望藉此提升浙江大學佛學研究風氣，與香港慈氏文教基金進一步加
強合作。
導師隨即開講"《般若心經》句解"，除複述經題外，導師對經文中下列關鍵名
詞予以清晰的現代語詮釋，包括觀慧自在、根本智、後得智、勝義諦、世俗諦、菩
薩摩訶萨、初發菩提心至初地/ 初地至八地/ 八地至佛地等三大阿僧祇劫，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覺/ 妙覺等五十二位，伏斷俱生二執/ 永不退轉、
五蘊/ 十二處/ 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聖諦，空性，有為法、無為法、究竟涅槃、
無上菩提、四種陀羅尼等。最後將《心經》最後的咒語譯成白話，祝願回向大家早
成正覺。
聽眾法喜充滿，紛紛與導師合影留念，建立微信聯繫。周生春教授全場參聽，
盛讚導師根據玄奘三藏門下多位唐代高僧注解演繹《心經》的方式非常適合年青知
識份子，希望導師以後每年都來為該中心的青年領袖培訓課程學員講解《心經》，
導師欣然答應。導師亦承諾以後周教授率領青年領䄂培訓課程學員來港訪問時，略
盡地主之誼，與學員交流，大家互相預祝新年愉快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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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馬來西亞檳城高淵
佛教居士林主持慈氏學講座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gives
a dharma lecture in Malaysia on Dec.
18th 2015.
2015年12月18日週五晚上，導師應
邀在馬來西亞檳城高淵佛教居士林主持
慈氏學專題講座，題目為 :
《彌勒信仰的源流與現代意義》(普
通話講授)。
導師從華人社會以農曆大年初一為
慈氏彌勒世尊聖誕追溯到古印度大乘佛
教未流行前、小乘部派佛教初期只接受
過去生仍在因地修行的釋迦世尊和未來
佛慈氏彌勒世尊為具體的菩薩人物。
玄奘三藏傳記中記載當他西遊印度
求學時，慈氏彌勒世尊信仰的盛行以致
中國魏晉南北朝時石窟造像以釋迦世尊
和慈氏彌勒世尊為主，鮮有彌陀造像。
導師將再從語源學審視來自吐火羅
文的彌勒 Metrak 與來自印度的梅坦利
耶(在現代可音譯為彌帝利雅) Maitreya
以至玄奘三藏只意譯為 "慈氏" 等音譯
與意譯的不同及語根的含義。古印度瑜
伽行派興起與慈氏彌勒信仰的關係，慈
氏五論對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影響。
古代中國從梁朝傅大士、唐代慈恩窺基大士、唐末五代布袋和尚長汀子契此以至近
代虛雲老人經歷雲門事變的傳說，說明慈氏彌勒信仰影響的廣泛。
再深入探討古印度瑜伽行派那爛陀寺傳氶慈氏彌勒思想、中國唐代大慈恩寺一系譯
傳慈氏彌勒學說、近代"南歐北韓" – 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大師、三時學會韓清淨老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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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页）人、武昌佛學院/ 漢藏教理院/ 閩南佛學院太
虛大師等弘揚慈氏彌勒論典以至"慈宗三要"。
影響所及，臺灣四大山頭中有臺北法鼓山、花蓮慈濟功
德會、高雄佛光山都可說是慈宗餘緒，慈氏彌勒世尊當來下生
時龍華三會的人間淨土，啟發了近代太虛大師"人生佛教"、台
灣印順長老"人間佛教"、臺北聖嚴長老"心靈環保"/ "人間淨
土"理念的提倡。
這是導師第一次在檳城弘演慈宗，因緣殊勝，機會難
得，高淵地區不少信眾均出席參聽，尤其該會創辦人徐鼠章老
居士的小公子志堅仁者，更早已透過網上資料涉獵《瑜伽師地

韓清淨老人

論》內容有年，對慈宗義理傾慕已久，今次幸逢導師在開講前
後毫不放過求教釋疑機會，至深夜方送導師回歸酒店，徐氏父
子與高淵佛教居士林更合捐 500元馬幣贊助《習定管窺》簡體
字版的刊印。
2015年12月19日週六上午導師應邀出席檳城佛教居士林
會所開幕典禮，檳城佛教居士林已有45年歷史，該會所為新落
成建築物，樓高四層，連地下施診室/ 食堂共五層，設施齊
備，兼具禮佛講學閱讀等弘法與贈醫施藥的慈善功能。據悉全
馬有三百多個這種居士組織，除設于古晉的西馬佛教居士總會
外，亦將在吉隆玻設立東馬佛教居士總會，每三個月在各地輪

太虛 大師

流舉行研討會等活動，加強聯絡。
古晉佛教居士總會蔡明田會長、原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
會會長王書優博士與導師在檳城喜相逢，他們對明年三月下旬
在港舉辦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籌備工作十分關心，並
已向籌委會執行祕書處回覆兩位團長將率兩位華裔藝術家來港
參展，更為難得的是將安排十位佛教歌手自費來港參加義演，
導師一再表示感謝。並對檳城佛教居士林告示板上已貼了"第
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海報及導師獲"世界佛教傑出領䄂獎"的
報導，深感鼓舞，證明"慈宗青年文化節"在馬來西亞佛教界已
受到相當重視。
導師更對馬來西亞佛教朋友坦言:原來在檳城弘法甚力的

台灣印順長老

竺摩長老就是太虛大師的門人，香港羅時憲宗師當年在廣州受
太虛大師"慈宗皈依"時，竺摩法師尚為捧具的小沙彌，馬來西
亞尤其是檳城佛教界確是與慈宗早有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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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出席馬來西亞檳城佛教居士林主辦
"佛教生死的智慧"研討會
去生累積的"業種子"異熟感果所生，佛教認
為每期生命只是一條直綫的A---B段，A的起
點前面及B的終點後面還有不可見(invisible)
的直綫，無始無終，亦如螺旋形的圓圈周而
復始的向上或向下，不能推究最初一生。佛
教不承認古代婆羅門教以及西方宗教"造物主
" 創造人類以至一切生物的說法，人生的苦
惱是因為無始以來無明妄執所招致，不是因
為違逆"造物主"的意旨而招致"原罪"。
2.從此生開始至老死的存在狀態和如何引發
下一期生命？
今期生命因"愛"、"取"、"有"推動，透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attends
the forum of “wisdom of reincarnation of life
and death in Buddhism” in Malaysia on Dec.
20th 2015.
2015年12月20日周日，導師應邀出席馬
來西亞佛教居士總會主催檳城佛教居士林為
慶祝成立45周年紀念主辦的"佛教生死的智慧
"研討會，並以《慈宗生死觀》為題發表論文
擇要。
導師首先介紹了論文題目。"慈宗"
是古印度"慈氏宗"和中國唐代"慈恩宗"的簡
稱。導師再介紹了自己在"第一屆 (2013年)
慈宗國際學術論壇"依唐代玄奘大師譯傳古印
度那爛陀寺六科佛學抉擇出的"慈宗五學" :
慈宗般若學、慈宗唯識學、慈宗戒律學、慈
宗禪定學、慈宗因明學。再分別從四個角度/
階段探討"生死"一詞。
1.此生何來？
此生之前又何來？若有過去生，有情眾
生有沒有最初的一生？今生果報身體是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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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潤生煩惱"。所以來世人生的趣向，不能
光靠臨終心念，但臨終心念卻有一定輔助作
用，且臨終何種心念出現，也有賴於畢生同
類心念長期累積而自然形成。
4.此生死後與來生出現前的"中有"或"中
陰"階段
"中有"即是前後兩期生命中必經階段的
五蘊生命 (但色蘊甚為稀薄)，一樣是無常無
"業種子" (行為的功能)貯存于第八"阿賴耶
識"中，引發與行為特性有關的生命現象功能
("名言種子")，《俱舍論》稱為"引業"、"滿
業"，蘊積而成"異時而熟"、"異類而熟"、"
變熟而熟"的下一期生命。
而今期生命不過是第八"阿賴耶識"無量
無邊功能大海的一次波濤顯現。在這期生命
中，八識"心王"與各自附屬的 "心所有法"潛
在功能 ("種子") 與現象呈現 ("現行") 每
一刹那生滅同時，無常而住，種子與種子間
又連綿不絕，猶如瀑流，毫無間隙。故此每
一刹那已是一次生死，名為"刹那輾轉流轉"
("流轉"即是"輪回"的學術名稱，《阿含經》
則簡言之為"人命在呼吸之間")，累積無數"
刹那生死"，而成一期生命的"生老病死"，名
為"生身輾轉流轉"，所以慈宗認為我們生命
的存在價值就是利用每分每秒去引導有情眾
生趣向真理，轉迷成覺，轉染成淨，開展智
慧人生。

我，並非古印度婆羅門教的"神我" (阿特曼
atman) 或西方宗教的"靈魂"，絕不是永恆不
變獨立自存的實體。
導師最後更說明佛家對以自殺方式結束
生命的反對及對這種現象構成原因與影響的
分析。導師又說明了死亡與成就圓滿佛果的"
無上大涅槃"大異其趣，大乘佛教最偉大之處
就是"無住涅槃"、是盡未來普渡有情眾生祟
高理念的實踐。
導師的演說受到現場學者嘉賓僧俗二眾
的熱烈回應,掌聲雷動。導師隨即趕往檳城機
場，乘機返港。
事後導師從原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會
長王書優博士得悉，同場講者泰國國際佛教
大學創辦人唯悟法師對導師十分佩服，希望
邀請導師有便時訪問該大學，與學員分享慈
宗心要及希望能幫助該大學在泰國東北部
Korat的校區設立泰國第一所"慈氏圖書館"，
導師欣然答應。

3.死亡時有何關鍵點需要注意？
支持今期生命活動的"業種子"勢力殆盡，
就導致有情眾生身體心力的衰壞死亡，今生
累積的"業種子"屬性強弱決定下一期甚至以
後多生多世生命的趣向，而臨終心念活動的
屬性正是引發一生同類"業種子"的藥引，小
乘稱為(對生命延續的)"渴愛"，大乘慈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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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15年（深圳、澳門 ）

導師在澳門、深圳主持
慈宗唯識學講座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holds dharma lectures on Triṃś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in Shenzhen and Macao on Dec. 12th 2015.
2015年12月12日週六 下午和12月27日周日下午導師分別在深圳和澳門以普通話和
廣東話主持"慈宗唯識學講座"之《唯識三十頌》第二講，並在深圳講演《佛學講話》
第二講"佛教世界觀指要"。
導師引導學員"正報"與"依報"、"有情世間"與"器世間"、"三界"、"九地"與"六趣
"、"四生"、"無始以來"、"三千大千世界"、"刹那"與 "劫"等基本概念。

在《唯識三十頌》第二講中，導師講解了偈頌與長行的區別，經律論三藏的含
義，玄奘大師在唐代兩位君主支持下譯經的嚴謹，古印度世親菩薩造《唯識三十頌》
及門下十大論師作釋以至唐代玄奘大師攜回梵本、以護法菩薩釋義為主揉譯成《成唯
識論》的過程。
再根據清末韓清淨老人《唯識三十頌詮句》逐句講解內容，說明原始佛教和部派
佛教“六識說”與大乘瑜伽行派“八識說”的區別，“八識”的名義、根境識的關
係，尤其著重介紹“第七識”得名的經過，由“無間滅意”、“染污意”以至只用音
譯“末那”，“第七思量識”與“第六意識”同以意為名但分成二識的原因，“末那
”既為“第六意識”的根，亦是"第八阿賴耶識"的根，又與"第八阿賴耶"倚互為根，
三者之間的關係，最後說明"第八阿賴耶識"以種子、根身、器界為所緣的結構。
聽眾們對大乘"八識說"嚴密的架構、複雜的關係在導師深入淺出的解說下，有了
初步的認識，大為嘆服，都希望儘快能上第三課，繼續進一步瞭解唯識深邃的義理、
精妙的學說。

120

慈氏文教基金捐赠慈氏圖書館
Maitreya library donated by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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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文教基金捐贈海內外慈氏圖書館
（连同协商中共32家）
Maitreya library donated by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序號

單位

負責人/連絡人

備註

01

成都大慈寺

大恩法師

02

西安(大慈恩寺)佛教文化中心

增勤法師

03

廣州光孝寺

明生法師

04

上海南翔雲翔寺 (又名 : 留雲禪寺)

慧禪法師

05

四川大學 - 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蓋建民所長

06

四川尼眾佛學院

如意院長/傳印副院長

07

廣東韶關雲門寺

明向法師

08

大連橫山寺

湛如法師

09

南京大學

賴永海院長

10

漢堡大學

Professor Zimmermann

11

陝西師範大學

呂建福教授

12

清華大學

李強院長

13

山東大學

陳堅教授

14

四川南充西華師範大學

王雪梅副院長

15

洞林寺 (鄭州市區)

延若法師

16

北京優曇蓮舍

楊玲堂主

17

揚州大學

徐麗玲女士

18

澳門佛教中心協會

戒晟法師

19

陝西咸陽西藏民族大學

索南才讓院長

20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張曉林教授

21

武漢慈氏文化傳播中心

圓悟法師/唯觀法師

22

浙江紹興縣龍華寺

湛如法師

23

深圳福順堂

劉穎堂主

24

杭州明月清風兩岸四地文化交流中心

王明青博士

25

鄭州洞林寺 (本寺)

延若法師

已送部分藏經叢書，尚待掛牌

26

浙江紹興會稽山兜率天宮

潘建國會長

已送部分藏經叢書，尚待掛牌

27

四川西昌慈氏內學書院

隆藏院長

已送部分藏經叢書，尚待掛牌

28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

白志強書記

已送部分藏經叢書，尚待掛牌

29

英國劍橋大學

湛如法師

協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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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圖書館建設
Maitreya library

相關報導

陕西师大宗教研究中心举行
“慈氏图书馆”揭牌暨图书捐赠仪式
内容来源：陕西师范大学网站 编辑： 李国华 发布时间：2015-04-29 15:41:44 作者：李亮

4月27日下午，我校宗教研究中心在文科科研楼举行
了“慈氏图书馆”揭牌暨图书捐赠仪式。 慈氏文教基金
有限公司董事长、慈氏学会（香港）导师、陕西省政协委
员、我校客座教授、著名法相唯识学专家王联章先生；陕
西省政协秘书长姚增战，陕西省政协联络处处长张丽娟，
陕西省委统战部李军峰以及铜川市慈善协会会长郭平安等
嘉宾；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涛
，统战部部长王永安，图书馆馆长李永明，学校办公室副
主任刘建斌出席揭牌仪式，宗教研究中心师生等40余人参加仪式。
揭牌仪式由我校宗教研究中心吕建福教授主持。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王联章先生、我校党
委副书记王涛教授共同为“慈氏图书馆”揭牌并先后致辞。
王联章先生表示，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捐赠慈氏图书馆的目的就在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借鉴佛陀的智慧和教育理念，向佛教专业人才提供佛教经典和研究资料，为国家培养更多
的优秀人才。
王涛副书记代表学校对慈氏文教基金会捐赠图书表示衷心感谢，赞扬王联章先生支持我校
教育事业的义举。指出我校是西北地区唯一拥有宗教学博士点的单位，慈氏图书馆的落成，必
将对我校宗教学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姚增战秘书长指出，宗教学研究与政协民族宗教工作关系密切，西安作为佛教六大祖庭之
地应该重视佛教文化研究，希望陕西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王联章先生此次捐赠的图书共计1672册，包括《赵城金藏》、《永乐北藏》、《乾隆大藏
经》、《宋藏遗珍》、《積砂藏》、《频伽藏》、《嘉兴藏》、《新纂卍续藏》、《大正藏》
、《藏要》、《大藏经补编》、《普慧藏》等珍贵大藏经和大型丛书《唯识文献全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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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佛學問答錄
Selection of Q&A about Maitreya Studies
以問答方式，解惑釋疑，增長智慧，是
人類思想發展的共有方法。

世界三大思想體系：中、西、印。三者
均以問答方式創始並傳承思想。中國之
《論語》是學生問道于孔子的紀錄；西
方之《柏拉圖對話錄》系對蘇格拉底與
雅典青年思辨交鋒的回憶；印度之《佛
經》是諸尊者向佛陀提問答覆的結集。

佛陀據世間眾人的根器，應機說法。眾
人在“聞、思、修”過程中提出問題，
而不妄信，更不迷信，乃因思而信。思
考愈問愈深入，思想愈辯愈顯明。

王導師聯章先生在闡揚慈氏學過程中，
有諸多學子提出問題，導師耐心答疑釋
惑。茲選部分對話，以顯家法師承之魅
力，以記當代慈宗薪火相傳之故實，以
彰導師孳孳汲汲高风亮节之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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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佛學問答錄

慈宗學人“聞、思、修”中的問題
questions about Maitreya Studies by students

2015年度

劉天雪

修學"感應"的相關問題

劉天雪

《唯識二十論》中以地獄獄卒、淨土禽鳥論證"唯識無境說"

劉天雪

《唯識三十頌》中第七"末那識"部分與修學相關心所的問题

劉天雪

對佛教是否"定命論"及"修行"真正涵義的問题

劉天雪

"化土"與"報土"的相關問題

劉天雪

《唯識二十論)中天人鬼畜所見不同的問题

繆繪

《唯識二十論》要義

王小根

課程"《心經》解讀"相關問題

王小根

如來 (廣義) 法身示現有情無情類利益有情眾生相關問題

王小根

《唯識論》感悟

王小根

《心經》中蘊、處、界名稱的問题

王小根

慈宗禪修境界問題

許小冬

"有神論"批判的相關問題

許小冬

科學家"有神論"之評議

李陽泉

《心經》出處探究的相關問題

李陽泉

針對古那爛陀寺被毀的評論

劉璐珈

"我執"的問題

楊玲

"菩提心"和 "不二"的相關問題

李宏仁

《壇經》性質的問題

陳學偉

"無始以來"的問题

麥慧芳

"念力"（無形的"增上緣"）的問题

麥慧芳

"皈依"的問题

魏麗君

《能斷金剛經》中"非法相轉，應有我執"經文的問题

彭琳

秦譯《金剛經》偈頌的問题

賈佳

"四食"定義

曹嵐

"中觀"、"唯識"異同的問题

衍希比丘尼師 "彌勒淨土"性質的問题
劉鵬翔

《心經》中觀自在菩薩與《法華經》中觀世音菩薩關係的問题

张晓亮

唯识学回忆理论

吳桂蘭

佛教商業化

祝瑩

唯識修習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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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問答交流
Q&A about Maitreya Studies

1. 導師在世界佛教居士論壇
回應佛教在線安虎生幹事所寫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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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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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
詩
覆
安
總
如
下
：

安總回應 :謝謝先生，先生加被，定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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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問答交流
Q&A about Maitreya Studies

2. 導師在華東師大唯識論研習班
回覆張曉亮學員所提若干問題


華東師大唯識經論研習班學員（原就讀貴州大學）張曉亮日前來問如下 :
唯識學回憶理論的若干問題探討
摘要：唯識學關於回憶的理論，在諸法無我的前提下如何能回憶歸結於熏習，在過未無

體的時間預設下現在與過去的因果關聯通過種子來實現，回憶活動本身及回憶的物件皆屬現
在。本文在此基礎上，著重理清回憶理論的兩個問題：第一，回憶的相分屬於帶質境還是獨
影境。第二，回憶和時間的關係。以此回應現象學家耿寧對唯識學回憶理論的詰難。
導師：目前自己在完成回憶理論的幾個問題思考，尚未成形。導師有何建議，因為回憶
問題的基礎是熏習，牽涉問題太大，導師不知有何建議？自己選了兩個重點：
1、回憶的相分是帶質境還是獨影境的釐清。
2、俱時因果和同時因果的問題。


導師回覆如下 :
終於從印度、新疆回來了！您的研究問題甚好，宜寫成論文，歡迎在《慈氏學研究》發

表。
可分三個層面探討 :
1）意識相應心所 - 尤其是想心所與念心所的作用
2）現行種子熏習與等流種子相續的關係探討是什麼因果關係也可從此得到啟發
3）相分境類可從有質獨影入手
此外，西方認知心理學的理論也可作為參考，當然與唯識學思路會有所不同。

3. 導師回覆廈門大學教職員吳桂蘭女士
關於"佛教商業化"的問題


曾安排導師在廈大圖書館和廈門鳳凰網講課的原廈大教職員吳桂蘭仁者來問 :
導師，如今中國有個擔憂：佛教商業化如何破解？



導師回覆如下 :
問得好！
建立: 專業知識

社會精英

深通佛理

在家菩薩

堅強團隊

堅持: 不建寺廟

不可斂財

機動靈活

猶如外教

流動教會

團契組織

宣揚正法

做人模範

正教復興

方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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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問答交流
Q&A about Maitreya Studies



桂蘭感歎 : 一人之力，難為；



導師勉勵 : 佛陀當年
神教興盛

一方之力，有限。

亦復如是 梵天勢大
正法清流

涓涓不塞

漸成大海

 原中佛協會長傳印長老弟子、北京同願李陽泉堂主回應如下 :
不建寺廟，不可斂財。好！沒有正法，建廟何益？
幾乎所有寺廟建設，都存在鋪張的現象。很多僧人，不通佛法，卻把享受放在前面，
睡高廣大床，用紅木桌椅，看著心疼。

 導師回應李陽泉居士如下 :
說得好！占地極大，僧人極少，不興教化，浪費資源！

4. 導師回覆杭州學員祝瑩關於"唯識修習次第"的問題



在浙大聽過導師"《心經》解題" 即報名當《慈音》電子雜誌義工編委的杭州學員祝瑩

仁者來問 :
導師，請問該如何尋找修行的次第呢?我已開始看《瑜伽師地論》是跟慈宗相應的吧？



導師回應如下 :
依慈宗課程最好組織共修讀書會,先從《瑜伽師地論 · 菩薩地 · 種姓品》開始。



祝瑩回覆 :
我流覽到第三卷了，為什麼從菩薩地開始？而不是從第一卷呢？



導師再復 :
部頭太大，從第一卷開始，易生怯退，《菩薩地》最為精華。



祝瑩回覆 :原來如此，受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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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問答交流
Q&A about Maitreya Studies

5. 導師在印度文化之旅中針對古那爛陀寺被毀的評論之一



導師評論之一
古那爛陀寺的被毀，證明深邃的文化還必須有強大的國力做後盾，才能弘傳久遠！
亦證明佛陀教育的本質不是以無所不能自居、迷信神權的宗教，而是崇尚和平，提倡

以智慧解決人生問題的生命教育。
其實神教也從來不能保證它們的聖地永不被侵撓，往往只會以野蠻暴力達到其宗教目
的。
結果是神教與神教間互相仇殺，永無寧日，這是為佛菩薩等智人所不取的。
此外，早在那爛那寺被毀前五百年，玄奘大師已將其所傳播的文化精粹譯傳華夏，甚
至遠播日韓，流傳至今，必將更茁壯成長，饶益有情。

6. 導師回覆北京學院繆繪仁者
在“《唯識二十論》要義”的課後補充討論中所提問題
有關導師遠程教授"《唯識二十論》要義"的課後補充討論


導師回覆北京學員繆繪仁者問題如下 :
依仁者問題，在飛機上略作修正如下 :
我們每個人都有阿賴耶識的種子，不是遍佈每一個地方，而是能現起每一個地方，包

括凡夫的三界六道以至聖人的淨土。
但是從"似外境" (賴耶"相分"，又名"本質種子"所現影像，是"疏所緣緣")到內境(六
識"相分"，六識"自證分種子"所現影像，是"親所緣緣")，都要通過我們的前六識"作意"和"
觸"，通過第八阿賴耶識的"色法種子" (即物理現象功能) 所現行的"境"，給我們的感官"托
質變相"，從而引發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識，這六識的認識過程就是分為"見"、"相"二分，
即"能認的力量"和"所認識的影像"，而最後呈現到我們六識前的影像，就是六識的"相分"
("親所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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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請天雪畫圖顯示)
能藏 - 指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 (例如電子郵箱的容納量)能裝載一切呈現染污

有漏現象的功能(種子、例如訊息)。
所藏 - 指第八識(例如電子郵箱)是一切種子(例如訊息)所貯存的地方(例如資料庫，
包括清淨無漏種子寄存第八識"見分")。
執藏 - 指第八識的“見分”(例如電子郵箱號)因為具備攝持(涵蓋、貯存、收藏、
持有) “相分”。
種子和現行 (例如訊息)的作用，被第七末那識(下意識)堅執為真"實"自"我"。
轉自《唯識文獻全編》執行編輯北京孟亮仁者。(《唯識文獻全編》堪稱當代“唯
識藏”，王導師是該72冊叢書的主編)。


導師評論如下 :
源出古印度"瑜伽行派"、中國唐代"唯識學派"重點依據典籍

-《解深密經》記述

的"三時判教"是佛教大乘各宗派中最合乎歷史事實的判教思想。
第一期"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依據的《阿含經》、《大毗婆娑論》等典籍，被
判為"小乘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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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大乘佛教肇始期"中觀學派"依據的《般若經》、《中觀論頌》等典籍，被判
為"大乘空教";
第三期大乘佛教成熟期“瑜伽行派”依據的《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等典籍，
被判為“非空非有唯識中道教”。
故今日學習佛陀教育大乘思想者，應從源自瑜伽唯識的"慈氏學"一門深入，可以免
走歪路，速獲正見，最為善巧！
修學方面，不一定回報在世俗福報方面，能確保持有相當安定環境學習、良師益友
研討，已是很大的福報。
世間的榮華財祿，少至親屬關係，則是過去世和現在世修佈施(包括財、力、無畏)、
安忍等得來的。
除非行者懇切發願，把所得財祿悉數捐贈，或只留極少比例作生活費不超過15%，
還要視乎修學的專精，才易有"感應"。
人一生的福報有個定數，今生修的，少年時不懂得修，中年以後才修，要晚年甚至
來生才見效。
如果不是極度精進，更可能在再下一生或下下生才見效，因為以前積壓業因太多了。
例如美國聯儲會加息半厘，最快也要18個月才見效，所以這麼多人求速成，但世間
那有速成法？
所謂禪、密、淨的速成，都是要行者全副精力投入，不許有絲毫空隙，讓宿業無機
可乘，猶如絕緣一般，而且還是"出世間法"相關的果報，不一定是回報在"世間法"的榮
華財祿。
所以剛有別的群友問導師，早已會背誦《心經》，怎麼還會經常憂心、徬徨、迷茫?
因為該群友平時事業太忙，從未有機會、有師承認真聽聞閱讀理解過《心經》經文
內容、 更不用說依教修行了，怎會這麼容易有"感應"呢？
一生人的福報有固定的呈現範圍，但必有得有失，除非福報極大，所謂"五福俱全"
的人，那肯定不止一世修來的。例如道教說玉皇大帝要修多少千萬世，才得享天福。福
報是可以透過修學調整的，例如有財祿的人，可能短命或最少健康不佳，因拼命賺錢，
百病纏身，家庭不幸福，父母子女經常煩心。
修學後健康、家庭、親屬關係都好轉了，但所得的財祿卻減少了，因為那個今生福
報總量是有一個定數的，有得必有失，其實可能總量已經因修學增加了，但表面財祿好
像減少了，其他方面的福報卻大大增加改善了。

131

佛學問答交流
Q&A about Maitreya Studies

7. 導師回覆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劉天雪
關於修學"感應"的相關問題
慈宗有關修學"感應"的問答釋疑，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劉天雪班長對導師
有關《心經》經文解答回應如下:
讚歎導師開示的角度和方法！
昨天還在和紹建教授讚歎導師的情懷，對學生一等一的好。
我覺得得謝謝小根師兄問優秀的問題。



導師回應如下:
天雪太客氣了！
是對您們精進應有的回應！"感而遂通"，功不唐捐！



北京王小根班長回應如下:
剛想到"感而遂痛"，導師就已經發出來了，真是"感而遂通"！
頂禮導師！



導師再回應如下:
但一點很重要的是不能把“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感應混為一談，修學的“感應

”還是在修學。

是的！ 這個也是我最近思考 "感應"這件事的結論。回過來看導師以前說的很多
話都特別精准，不能著相。而且要特別需要理性的抉擇判斷！


導師回覆如下:
就是知道天雪最近在思考這問題，又剛被另外一位群友問到:已會背誦《心經》，

仍然為世事煩惱的問題，所以特別作出上述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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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導師回覆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王小根班长
關於課程"《心經》解讀"相關問題
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王小根班長對導師有關《心經》菩薩 "心無掛礙、無
有恐怖" 以至"究竟涅槃"的解釋回應如下:
頂禮導師！
昨天聽導師的錄音，在講到初地菩薩初悟道的過程時，我忽然覺得我找到了"菩提
薩埵"所"掛礙"和所感"恐怖"之事：
用第六意識之“世第一法”把第七識之“執藏”打掉這個過程，即從凡夫成為初地
菩薩的瞬間，如“百尺竿頭，還需更進一步”，這時候的“恐怖”狀態，也許會飛升悟
道，也許會粉身碎骨。只有依“般若波羅蜜多”，以“加行慧”認知“我、法”二執之
根源，才能“心”無掛礙，此時之心乃第六識之心王，還只是理論上的認知，不過這樣
的認知足以促使第六識心王打破恐怖的幻覺，於第七識心王一起“浴火重生”。第八識
無漏清淨的種子生起現行，即根本智起。
證得遠離一切語言文字所能描述的空性狀態，而後無漏的第七和第六識之"後得智"
生起，一方面體會空性，另一方面對體察世間一切現象皆因緣和合，眾生平等，如幻如
畫，才知以前所做所為皆是"顛倒夢想"，此後精進次第修行，位登八地菩薩，根本智與
後得智任運無礙，進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之"究竟涅槃"的境界。
以上是我聽導師錄音的體會，是否妥當請導師指正！
還是導師對"掛礙"和"恐怖"之解釋更好！我的理解有杜撰之嫌！


導師回應如下:
只要想想世親菩薩位登"明德"，初入"加行"，智慧已如此深邃，學識已如此淵博。

玄奘大師甚至未入"加行"，只算高級"資糧位"行人，信心已如此堅定，願行已如此篤實。
初"見道"將是何等篤定的境界！
可以找找導師發過夢參老和尚"明心見性絕不等同於成佛"的鏈接，夢老專弘華嚴，
他認為禪宗的"明心見性"只是"十信位"圓滿，離初"見道"還十分遙遠。
由此可見，"十信" 圓滿已可開宗立派、成為一代宗師了！
佛法真實不虛，菩提道雖遠，但一步一腳印，步步生蓮花功德不唐捐。
夢老認為參禪靠自力，念佛靠他力，其實念佛也是靠自力，沒有自力專注佛名號、
佛相好、佛功德 (其實都是在修"止")何來他力加持，夢老不懂唯識，百密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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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導師回覆北京優曇蓮社楊玲
關於"菩提心"和 "不二"的相關問題


北京優曇蓮社楊玲堂主來問:
導師早！您曾經也和我說過"菩提心"，如何更好的理解宗薩仁波切對"菩提心""不

二"的表述？



導師簡複如下:
仁者問題甚好！
宗薩鏈接中的"不二"，即《維摩經》中的"不二法門"，用現代表達，即唯一、絕對

的理體，用佛教術語，即"真如"、"空性" 。
整個鏈接要說明的就是導師在《佛學講話》第七講中說的"菩提心"可分三個層次、
階段:
"願菩薩心"- 發"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大願，"行菩提心" - 實踐"六波羅密"、
"四攝法"，"勝義菩提心"- 位登"初地"、證得 "空性"後，以無漏"後得智"繼續發願、
實踐"六度"、"四攝"。
修學菩薩道，就是希望獲得解脫煩惱、執著的"空性"智慧，未"見道"前，就應以
《能斷金剛經》中所強調的 "無所得心"，即不執著有實踐"佈施"以至"六度"、"四攝"
這回事和行者、受者，不為名譽地位財富、純粹出於自然而實踐菩薩道，最終目的也不
為獲得人天福報，只為成就"不二"的"空性"智慧以至成佛，甚至連成佛這回事也不執著，
只是努力自利利他、自度度他，一切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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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導師回覆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劉天雪
關於化土"與"報土"的相關問題
慈宗有關"化土"穢淨和往生"報土"的問答釋疑



慈氏學師資 (遠程) 進修班劉天雪班長來問如下:
頂禮導師，上次小根師兄的關於"佛化現，眾生自識和佛的四智之間的相互作用"的

問題，從"淨土"的角度來講，有佛住世，可以說是"五乘穢土" 的 "應化土"嗎？



導師簡答如下:
是的，但"化土"是眾生有漏"共業所感"，佛只能"示現"，不參加"共變"，與"淨土"

不同。



天雪班長回應:
謝謝導師！所以"彌勒淨土"是"淨土"，釋迦牟尼佛是"應化土"的"穢土"?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五乘共"，很不容易。阿彌陀佛的"淨土"不就是"一乘"的麼？



導師綜合解答如下:
豪班長解釋得甚為接近！釋迦2500年前示現人間的"化土"- 穢土，因眾生壽短、形

劣、障重 、福薄之故。慈尊56億7千萬年後示現的"人間淨土"- 時人仿似享受天福。所
以慈氏彌勒信仰更重視建設"人間淨土"。
釋尊未成佛時所居、慈尊現時所居的"兜率內院"，為"最後身菩薩 "/ "等覺大士"
的"依報世界"，自然備極莊嚴，必須具備天福與慧根者才可得生。
彌陀的"極樂國土"、毗盧(釋尊報身)的"密嚴國土"、以至慈尊未來成佛時"平等性
智"所顯現、唯"地上菩薩"淨識淨種得以"托質變相"的無漏"報土"，才是無漏"有為法
"/"清淨依他"中的相對真實"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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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豪班長回應:
頂禮導師，所以"兜率內院"未見道者亦能得生，只要具備生欲界天條件者發願亦能得

生。



導師回應如下 :
是的，但必須有助佛弘化的大願力，不是自私自利、只求得享天福之徒。但也不一定

信仰慈尊，念彌陀、蓮師也可得生。
唐賢記載寫《淨土十疑論》、弘揚"彌陀淨土"的天臺智者就往生"兜率內院"，其門人
章安灌頂後來也往生內院。
此土行人必都與"賢劫千佛"最為有緣，精進修行者也有機會成為"賢劫千佛"之一，慈
氏彌勒不過是"賢劫千佛"的第五位。
釋尊付託慈尊，一切顯密各宗各派行者都為慈尊攝受。



天雪班長回應如下 :
原來無漏"報土"也是"托質變相"的！我看韓清淨先生注《三十頌》說前五識在成佛之

前都有，是否因為第八識"轉染成淨"後，前五識才變"成所作智"，成佛之前沒有，所以"彌
陀報土"境界的菩薩也必須有前五識的"相分"、"見分"工作才可以？



導師再複如下 :
是的，"五八六七果因轉"，"轉依"後前五識才成"成作所智"。
"後得智"必有"相"、"見"二分，"地上菩薩"往生"淨土"是入觀以"後得智"潤生。
生"報土"時則以淨識淨種"托質變相"現起依報莊嚴的器界。
所以未見道者念佛往生"報土"只是"別時意趣"，勉勵之詞。



楊豪班長補充 :
天雪，由"初見道"到成佛尚有"兩大阿僧祇劫"，不托"報身佛"的質哪能憑自己有限的"

無漏種子"見"報土"？


北京王小根班長回應 :
謝謝天雪班長(提問)[愉快]頂禮導師！感恩各位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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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慈宗有關如來(廣義)法身示現
無情類利益有情眾生問答釋疑


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王小根班長日前來問如下:
頂禮導師，請問：
有情眾生的"根身"及"器世界" 為我們自己的第八識種子的顯現 。
另一方面在講"法身"的時候說到佛陀之"變化身"分為兩類："有情(眾生)類"即示現

六道有情眾生；"無情類"即示現山林川源，河池泉井等。那麼我們的"根身"及所看到的
萬千世界究竟是佛的變化是還是我們自身第八識種子的顯現？
謝謝導師！


因導師剛從臺北回港事忙，小根班長 28/2/2015自答如下:
對自己所提問題，對照導師的《佛學講話》深感學的太不紮實了！
提出一個這麼直白的問題。
所謂佛之"變化身"所示現"有情"及"無情類"，乃接引有情眾生之方便，"根身"及"

器世界"乃眾生各自第八識種子所變現。


北京劉天雪班長試補充如下:
《唯識二十論》裏有“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回答"若諸有情，由自相續轉

變差別，似境識起，不由外境為所緣生。彼諸有情，近善惡友聞正邪法，二識決定。既
無友教此云何成？"的問題。
辨二識展轉決定成立唯識：外人難曰：假如不承認有心外實境，那麼，親近善友聽
聞正法，生起正見；與親近惡友聽聞邪法，產生邪見，應該如何理解呢？
論主答曰：
說法聞法是由"能教"與"受教"二者心識的"增上緣"力構成的，由"受教者"為"增上
緣"，"能教者"自識上法義相現，形成說法；反之，因"能教者"說法為“增上緣”。
"受教者"識上法義相現，成為聞法，由所聞正法邪法都是聞者自識變現，是為"唯
識"。
唯識以十方世界無量有情，各各皆有自己受用"根身""器界"，以自所變為自"親所
緣緣"，
他所變者為"疏所緣緣"，彼此所現境界但能相互影響，決不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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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28/2/2015深夜先簡復如下:
小根班長這種自問自答的方式很好。
天雪班長引《二十論》"能教"、"受教"之例，與小根問題略有不同，是"受(他)教"

有外在"增上緣" 可供前六識尤其眼、耳、意識的"托質變相" 與無"增上緣"自變"根身"、
"器界" ("器界"也可說是共變的)。
其實小根問的"法身"示現"無情類"利益有情是上述兩種情況外的第三種情況，大家
試猜猜。


澳門《般若心經》研習班學員黃健龍醫生(向瑞萍班長丈夫)試答如下:
同一界趣的有情眾生,彼此的"器世界",的確是"二識成決定"。而佛以"應化身"度化

眾生，是佛智的顯現,"成所作智"的功能。
學生所學尚淺，懇請導師指引。


澳門向瑞萍班長試答如下:
我還是理解成"自識顯現"，隨各自業力而有各自不同！



導師1/3/2015 淩晨綜合解答如下:
答案的關鍵是:"利益眾生"的"無情類"。
換言之，若與"利生"無關的"無情類"，即"器世間"，是如瑞萍這句的解釋:
我還是理解成"自識顯現"，隨各自業力而有各自不同！



導師續釋如下:
佛的淨識平時不需變現眾生的有漏"器世間"，最多只變現無漏"淨土"。但要"利益

眾生"時，則如健龍所說:(健龍這句答得甚好)是佛智的顯現，"成所作智"的功能。
例如:玄奘大師西行時多日在沙漠中找不到水源，祈求佛力加被，結果在幾乎絕望
時，佛的"大圓鏡智"呈現奘師困境，
"平等性智"悲湣其求法勞苦,"妙觀察智"觀察其需要水源,"成所作智"加持其前五識，
令奘師前五識"托質變相"，變現自識綠洲種子，終於死裏逃生，得解困厄。
其實導師在京港授課時，也曾講及，不過大家未必一定留意到其中奧妙。所以豪、
萍、龍都答對了一部分，更足見小根的細心。所以熟讀《佛學講話》非常重要，因此導
師的老朋友北京古藏文專家王堯老教授評《佛學講話》一書是最佳的"唯識學"入門書。
這書的特點是不一定句句"唯識"，但引導大家最終不得不以"唯識"解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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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龍仁者回應如下:
感恩導師!
導師是明燈！
今天收穫良多，一定繼續加油。
感恩佛菩薩，感恩導師！



向瑞萍班長回應如下:
謝謝導師指導！
導師這例子，一看就明白了。



楊豪班長回應如下:
一針見血是很難的，我們都把這問題拆爛還是搔不著癢處，多謝導師！



劉天雪班長1/3/2015上午回應如下:
早上醒了有這麼精彩的討論和開示看，太棒了！[鼓掌][鼓掌][鼓掌]



王小根班長1/3/2015早上回應如下:
頂禮導師！
感謝各位班長，一早醒來能看到如此精妙的解答，真是幸福！[愉快]
導師對問題的解答都是直擊核心要害，謝謝導師！

尤其是“托質變相”乃是眾生自身第八識本質種子，變現為有益自身之“無情類”
和“有情類”。如果釋迦族人當時都能發大菩提心，勤於六度修行。
沒准"被滅"之因果可以改變！
"唯識學"真是精准、精妙、精微！
一字之差，千裡之別！深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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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導師與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王小根
讨論學《唯識論》感悟
昨天晚上聽導師講唯識論感悟，請導師及各位班長指正：
自身乃一個小宇宙，一念之間地獄，也可一念之間淨土，皆因緣和合，生滅變化而
不實，我們永遠看不到對方眼裏和心裏的世界，皆由自第八識種子因緣聚合之變現。
所以這個世界是無量無數眾生世界之疊加，猶如同處一室之無量無數之燈光，互
相疊加，此室之明暗變化，乃此室眾生之共業。
業力不可違，但可以改變。此乃修行之意義所在！

13. 導師回覆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學員許小冬
關於"有神論"批判的相關問題
科學家"有神論"之批判
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學員許小冬仁者在朋友圈轉發西方上一代科學家迷信
"上帝" 存在的鏈接，並評論他們思維的局限性。
佛教否定"第一因"(the first cause)、"最初開始"(the very beginnning )的用
詞，但不是否定有階段性的開始與結束，例如一條劃出來的直線，可叫由A至B，但A不
是真正開始，前面還有未劃出來的直線，直至無限遠，同理B也不是最終的結束。
因為所有一段時間的開始，都是另一段時間的結束，宇宙本然而有，無需任何神祇
創造，如有"創造主"創造宇宙,這"創造主"又是誰創造呢？這在古印度邏輯-"因明學"上
叫"無窮過"。
但最初開始雖說無法推究出來，不等於沒有一段段時間的開始與結束，好像直線
的AB段、BC段、CD段等，即眾生的過去世，所以眾生還是有從過去多生多世"以來"累積
的"業種子"、"習氣"，而這些"業種"、"習氣"是可以透過修道轉化染汙而成清淨的。
從前不少科學家如牛頓等基於對自己能力及當時實驗條件的局限性、或需要一個感
性信仰的生活方式平衡枯燥的理性研究工作，以"有神論"來自圓其說，不過他們心目中
的"神"已經是較理性化、偏向一種創造力而不是舊約《聖經》內人格化、有喜有怒有賞
有罰的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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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當代的霍金及"量子論"建立者等科學家，能公然公開否上帝存在，是一大進
步，也是其科研成就能超越前人的因。要之，執著神或物質自體的存在都是"法執"，執
著"大梵"、 "上帝"這種"大我"更是個人"我執"的蔓延。科學家一天有這種執著，其智
慧一定有所局限，其成就最多也就是"道理世俗"、"證得世俗"之間，不能真正超越。
至於"有神論"科學家強調宇宙的規律與秩序，這就是有情眾生共業所感"依報 器世間"的佛學入門理論。好像人類應感受汔車便利的福報時，就透過"質料因"的進化
與"造作因" 的技術提升，由木頭車經過千百年而改進成今天的汽車,"上帝"為什麼不一
開始為人類準備好汔車？
尤有甚者，人類歷史上以至個人一生中面臨的天災人禍挫折困苦，除了佛家"自作
因、自受果"貫通三世的因果理論外，沒有更合理的解釋。如果真有全知、全能、全善
的"上帝"，為什麼明知亞當、夏娃會犯禁，還容許他倆、同時也無力制止背叛上帝的天
使變成魔鬼去加以引誘，形成人類的"原罪"而令後代子孫承受苦果，綿綿不絕？所以只
試圖以"有神論"解釋宇宙的開始而忽視其引發人類災難性後果的說法是掩耳盜鈴，不能
自圓其說的。這種妄見連小乘佛教理論都不如，更不能與大乘佛教 "緣起性空"、"萬法
唯識"的理論相比了。
慈宗學人在弘揚純正的佛陀教育，評破西方宗教謬解，抗衡"神本主義宗教"在內
地的氾濫時，宜加注意釆用，以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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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慈宗有關"我執"的問答釋疑


北京學員劉璐珈仁者來問 :
導師您好！對於"我執"的概念有一個小問題想請教您。我們在討論要斷"我執"，對

色聲香味觸法的"我執"要斷，就感覺世間一切都不能執著。
可是，比如說，一朵花開在那裡好看，有的人看到就去摘了它。而有的人看到則不
會摘只是遠遠地欣賞，順便為它澆一下水。這個故事在我看來摘花的人是"我執"，而欣
賞並澆花的人並沒有"我執"。
導師，學生愚笨。
不知道能否以這個故事的角度，這樣的去理解"我執"呢？



慈宗導師回覆如下 :
璐珈仁者，問題甚好
簡答如下 :
1）我執也有輕重，貪愛是重，"愛"而必"取"，可能計謀巧取，也可能暴力奪取，

過程中甚至傷生害命，如花癡爭奪異卉名花。
2）我執輕者、情操高者、能理智思考取捨得失者，只欣賞而不佔有，"愛"而不"取
"，如只欣賞花而不摘取。
3）小乘初果或以上聖者入"人空觀"時能控制我執，對花不起貪愛或欣賞，但仍執
花實有自性（體）。
4）大乘初地或以上聖者入"法空觀"時對花不起貪愛或欣賞，亦不執花實有自性
（體）。
觀察自身是精神（受、想、行、識等四蘊）、物質（色蘊）和合而成，無常變幻，
並無真實自我，名"人空觀"。
觀察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各種因素、條件湊合而成，變幻不定，任何事物都沒有永
恆不變的真實自體，名"法空觀"。



璐珈仁者再問 :
昨天有位老師提出一個問題，問我們為什麼要修證"大菩提"，如果是一切"我"都破

除了，就不好玩了。
導師，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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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回應如下：
"有一得必有一失"，"有時候"甚至"今生""好玩"，是付出"很多時候"甚至"整個來

生""不好玩"作為代價換回來的。
也可能是"上半生""好玩"，"下半生"很"不好玩"，都是由"我執"而起。
當然，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多，所以為什麼"不能解脫"的如"恒河沙數"，"能解脫"
的如"鳳毛麟角"了。
您們能學到大乘空有兩輪正法，也已是極少數幸福的一群了



璐珈仁者回應：
哇,導師您這個解釋讓我很感動，
"有一得必有一失"真是一句真理名言啊！
一下子打開了學生的眼界，就好像那天那位師姐給我們看到的三千大千世界圖集

一樣，很感謝導師您啊！

15. 慈宗有關《壇經》性質的問答釋疑


北京"優曇蓮舍"高級文化會所 "《般若心經》研習班" 學員李宏仁者來問如下 :
導師，求教《壇經》與大乘經典有何聯繫，是否可視為"論"，"論"一類如何研習契

入？


導師先引 28/1/2015 微信如下 :
香港禪宗叢林寶蓮禪宗前任方丈、寶林禪寺創辦人聖一老和尚弟子愆希比丘尼師在

朋友圈引《壇經》感念臘八節如下 :
十二初八結束前最後一著：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
定！噫，會也麼？


導師回應衍希尼師如下 :
《六祖壇經 (流通本) 機緣品》這偈為"敦煌本"所無，有可能是六祖後人精通唯識

者所加。
主張頓悟即生成佛的六祖及其門人，如何能說明經三大阿僧祇劫漸修成佛的圓滿佛
果內容？
故必須借助唯識"三身四智"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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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希尼師回應 :
謝謝謝謝！
感謝導師的指導，無限感激！



導師回覆李宏仁者如下 :
仁者問得好！
《壇經》嚴格來說連"論"都說不上，只是慧能禪師的開示紀錄。
因六祖不傳衣缽，但又枝葉繁衍，不同派系門人每以手持《壇經》的不同版本作

為得六祖真傳的證明。
唐中葉以後至宋代，《壇經》內容不斷變化，比《敦煌本》豐富很多，彙集了六
祖門下不同派系修學者的心得及大乘不同宗派的思想精華，上述與衍希尼師對話就是
其中一例。
所以《壇經》儼然已成為代表禪宗一個時期的思想結集，不過全托六祖之名出之
而已。


李宏仁者再問 :
導師教言如投火於壑，心中敞亮些了。
靜慮中思之，六祖、蓮師 、龍樹等大德有言教的 、 有注書論的，均從不同其

自身體認及當機機緣而發，多又後人加入點綴之言論，時也、緣也、世也均非當下之
機！
然求教導師如何面書研磨己識，去妄而見其論者主幹，而能巡幹自我體認呢？
如教練教跳高要領，我們如何形成心路或擬稱心法呢？
求您詳細開示。


導師再複如下 :
每人根器、際遇、因緣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
禪密師徒或有特殊契合點撥，但也是個別情況。教下諸家還是從多聞多思循序漸

進，最為穩當。
有個真人真事，以前溫哥華有個馮馮，無師自悟，略有神通，生活清苦，奉母至
孝，經常在香港《內明雜誌》發表些個人感應事蹟文章，轟動一時，不少港臺善信專
程去求他指點迷津，解決疑難。
後來認識皈依了臺灣慈濟功德會的證嚴上人 (是一位非常平實、 不是弘揚專宗
經論、不是專門教授禪修，主力慈善救災的比丘尼師) 後，從此不再談什麼神通禪定、
也不再發表文章，閉門謝客，老實修行，消聲匿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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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補充一段 :
仁者發心，問及如何由"論"研習契入。
讀"經"必須先讀"論"，否則易望文生義或斷章取義。
讀"論"必須師承。
"論"即古印度菩薩對佛經的解釋，有逐段逐句解釋的，也有以辯論形式闡揚經中奧
義的 。
小乘以奘譯二百卷《大毗婆娑論》為其要籍，但只闡述"說一切有部"一家之說，且
後為世親論師《俱舍論》所破，《俱舍》以"經部" 義補"有部" 不足，可作唯識入門之
書，唐初以前還曾獨立成宗。
奘公重譯後門下弟子注釋頗多，近代出家僧侶中偶有研究者。
大乘"中觀"、"瑜伽"各有論典，龍樹、提婆師徒《中》、《百》、《十二門論》在
隋唐形成"三論宗"，中土嘉祥吉祥注述頗豐，近代研究者未成風氣。
其中以什譯《大智度論》百卷券帙最豐，但作者是否龍樹，近人有不同意見，且為
《大品般若》之注釋書，不類中觀家法。
瑜伽唯識論著最多，無著、世親昆仲直承慈氏彌勒，除所謂 "一本" (以奘譯百卷
《瑜伽師地論》為根本論著) "十支"，更有"因明"、"量論"，複有闡揚般若空義論著，
故近代太虛大師認為應稱為"慈氏之宗" (簡稱"慈宗") 。
中土唐代慈恩門下龍象輩出，譯釋俱豐，近代"南歐北韓中太虛"，蔚然成風，其中
尤以 "支那內學院"獨樹一幟，起沉璧於千載。
導師於"第一屆 (2013) 慈宗國際學術論壇"中 更進一步依古印度那爛陀寺"六科"
，分為"五學"，即""慈宗般若學"、"慈宗唯識學" 、"慈宗戒律學"、"慈宗止觀學"、"
慈宗因明學"。從此慈宗眉目更為清晰。
仁者等所參聽的《般若心經》講座，正是此宗入門之初階，已足見慈宗義海汪洋，
解行並重，空有互顯，假以時日，深入堂奧，大乘佛法，更無餘蘊，自利利他，亦不待
言 。
今附"慈氏學師資遠程培訓班/ 進修班"有關"慈宗戒宗慧學 - 經律論選讀"和"慈宗
十三經 (論) 要義"課程錶鏈接，讓仁者等略窺門徑，以為南針。
所以結論是慈宗沒有促成心法，其實不論大小乘都沒有促成心法 。
說有的，客氣些，就是方便說。不客氣的，不必贅言。但依慈宗家法，循序漸進，
必有所成。
北京大學博士、清華大學教授陳紹建仁者和應如下 :
一番宏論縱橫兩千年，醍醐灌頂！佩服！佩服！相信李宏仁者必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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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慈宗有關"無始以來"的問答釋疑


溫哥華陳學偉仁者來問：
導師，想請教您：
"無始以來"是什麼概念？既然"無始"，何來"以來"？



導師回覆如下：
此問題甚好，有邏輯性!
"無始"是否定"第一因"（the first cause）、"最初開始"(the very

beginning )的用詞，但不是否定有階段性的開始與結束，
例如一條劃出來的直線，可叫由A 至 B，
但A不是真正開始，前面還有未劃出來的直線，直至無限遠，同理B 也不是最終
的結束。
因為所有一段時間的開始，都是另一段時間的結束，宇宙本然而有，無需任何
神祇創造，如有創造主創造宇宙，這創造主又是誰創造呢？
這在古印度邏輯——"因明學"上叫"無窮過"。
但最初開始雖說無法推究出來，不等於沒有一段段時間的開始與結束，好像直
線的 AB段、 BC段、CD段等。
即眾生的過去世，所以眾生還是有從過去多生多世"以來"累積的"業種子"、"習
氣"，而這些"業種"、"習氣"是可以透過修道轉化染汙而成清淨的。



陳學偉仁者再問如下 :
若我們于禪修中以證實"無始以來"（看到無限前生，瞭解到未來生也是無限大）

這個概念作為其中的目標，這是否對於修行者有宜呢？



導師回覆如下：
問題甚好！
古印度外道有"四無色定"，即 "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 "非

想非非想處"，為佛陀所不取 。
所以羅漢、菩薩悟道都是在"四禪"基礎上引發"無漏慧"，不入"四無色定"，常修
"四無色定"，死後只會生"無色界天"，猶如動物進入長期冬眠，再無長進，又無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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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時觀想過去與未來的無限，正足以落入 "四無色定"的窠臼，實不足取！
不符合大乘 "緣起空觀"或"唯識空觀"的正道。

學偉仁者回應 :
導師您說的太透徹了！
小陳受教！
謝謝導師！

17、 慈宗有關"皈依"的問答釋疑


加拿大多倫多安省法相學會麥慧芳仁者來問 :
導師，請問作為佛弟子是否 “一定”要皈依受戒？
我的看法是遇到相應的皈依師，有因緣，能受戒就最好。否則，皈依禮只是世間

法；最重要是自己的心，自己守戒。
另外，受瑜伽菩薩戒是否表示入了唯識宗一脈？



導師回覆 :
問題甚好，甚有體會！
"皈依"是原始佛教時代立志接受佛陀教育的一種入學方式，不過當時並未有正式

的學校硬體，佛陀是不鼓勵出家眾長時間居住僧坊的。
當時有佛住世、親自說法、證道的賢聖僧團，現代上述三寶中只餘經教"法寶"住
世，出家眾不過是在家眾進入佛門的見證人，但不少將在家信眾據為己有，儼然私產，
不許皈依信眾追隨其他出家、在家大德學習，最少會表示不高興，讓信眾知所顧忌，
專心只跟從皈依師，這種想法、做法有違佛教精神，殊不可取。
若有不作此想的出家眾，甚至鼓勵信眾以至出家弟子跟在家大德學習的，簡直是
甚難稀有，是了不起的(品德)高(尚)僧了。
大乘真正講究的是"發無上菩提心"，而且是真心誠意，為弘揚衰落的正法、為哀
湣受苦的有情眾生而發心，而且要日日發、時時發，不是尋常皈依時隨著念幾句"四宏
誓願"就算。(參看《瑜伽菩薩地 . 發心品》)
所以導師很少問人是否已皈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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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方自稱修學佛法，則會問他是否已"發大菩提心" ？
是否經常發 ？菩提心包括 "願菩提心"、 "行菩提心 "，真正發心的必須願行具
足。明白唯識義理的都知道，真正作善業、感樂果必須由意識相應思心所經審慮、決
定而發動身、語 行為，何況成佛大業 ？
所以任何不經聞思勝解而參與的儀式，不能熏習強而有力的種子，感召異熟福報。
很多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護持佛教事業、推廣佛陀佛育，不遺餘力，他們並未正
式參加皈依儀式，但所作所為，完全合乎大乘菩薩的願行，可敬可佩 ！
"瑜伽菩薩戒"應正名"瑜伽菩薩學處"，是慈氏世尊為方便在家、出家四眾修習六
度、四攝而制定的修學方法。
這源出古印度的"菩薩學處"，歷久常新，靈活可行。
因為源出《瑜伽師地論 . 菩薩地 . 戒品》，又由唐代玄奘大師重新譯傳中土，
大肆弘揚，大家誤以為必須學瑜伽唯識的學人才能遵守，其實這是真正在印度結集的
"大乘菩薩學處"，是未來佛秉承佛說所教授教誡，各宗學人都應奉行 。
學者以為，在中國結集的"梵網戒"，揉合儒家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更為保守嚴峻，
對現代社會的在家信眾束縛過甚，易與社會脫節，恐窒礙難行。
未來佛秉承佛說所教授教誡，各宗學人都應奉行 。
學者以為，在中國結集的"梵網戒"，揉合儒家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更為保守嚴峻，
對現代社會的在家信眾束縛過甚，易與社會脫節，恐窒礙難行。

18. 能斷金剛經中"非法相轉，應有我執"經文的問答釋疑


加拿大多倫多安省法相學會學員兼普通話義務翻譯魏麗君仁者來問：
導師您好，《金剛經》第六品"正信稀有分"，"是諸眾生，不如看羅時憲宗師依

"世親菩薩二十七疑"層層遞進，解玄奘本的六個金剛經版本對照的《能斷金剛般若波
羅密經纂釋》。每個字都有出處說法。
昭明太子可憐沒有玄奘譯本可以學習，不如我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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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簡如下 :
轉–> 轉變–> 變現–> 現起–> 生起
非法——不是實法
想——取像，
指執取"非法"也是真實的，就是小根說的執著空也是真實的。
注意：執空並不等於證空。古印度外道的斷見，也是其中一種執空者。

兩譯的關鍵差異在於：
什譯：即著
奘譯 : 彼亦應有
執空是一種"法執"，不等於即有"我執"，所以什譯有問題。
"法執"包括"我執"，羅漢執"人空法有"，"法執"起時沒有"我執"。
但凡夫外道，有“法執”時，亦 “應有”“我執”，因其執空時，隨之會引發
“我執”，認為自己的見解非常正確，下意識就執著有個真實的“我”去認識這種“
空見”、“斷見”。這就是《瑜伽師地論》所批判的“惡取空者”。“應有”兩字，
譯得妙極了！



多倫多麥慧芳仁者回應 :
兩譯中"相"及"想"字：想字較好，不單說外相還有心，玄奘大師高妙！



麗君仁者回應 :
（導師）如此解釋甚好，疑惑頓消！
謝謝天雪班長推薦，去法相時借本（奘譯）來讀一讀。多謝導師！多謝小根班

長的解答、Claudia 的幫助！非常的慚愧，大家一起把握機會，好好努力啊！是日已
過，如少水魚……



天雪班長回應 :
好好學精進啊！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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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心經中蘊、處、界名稱的問答釋疑


慈氏學師資 (遠程) 進修班北京王小根班長 :
頂禮導師！
今天重新溫習導師所講《心經》，對"十二處"有些疑問，我看《佛學講話》裡所
說所說"十二處"沒有標明是"眼根處"，"色境處"等，而"十八界"都標示的很清晰，
有什麼區別嗎？
"意根處"是指腦細胞神經組織還是"第七末那識"？ 對應的"法境處 "是什麼？謝
謝導師 ！另外小乘只講六個識，這六個識和十二個生長門是怎樣的對應關係？
謝謝導師！



導師回覆如下 :
小根班長問題甚好，足見細心！
"十八界"標明就是要特別區分"眼根"與"眼識"以至"意根"與"意識"。如只談"根"、
"境"，如"眼"、"色"，名詞截然不同，不要說"處"字，連"根"、"境"都不用加了。
習慣上也是較少人這麼深入談到"十八界"，只談"六根"、"六境"者多。"六根"
是"六識"的"增上緣"，"六識種子"才是"親因緣"，"前念六識"是"等無間緣"，嚴格
來說，"六境"(相分)才是"六識"(見分)的"所緣緣"，世俗多以"六境"是"六根"的"所
緣緣"。
今月下旬來京講《觀所緣緣論》時當可深入探討。小乘初以"胸中色物"為"意根
"，後覺察到"法境"應屬"心法"，對應之"根"亦應"心法"，故立"無間滅滅意"為"意
根"，但"無間滅意"已滅，如何能為 "根"？
大乘"瑜伽行派"立恒審思量之 "染汙意"即"末那"為"根"，同時解決了"我執"來
源和何謂"意根 "的問題。
大腦神經不別立，可能有下列二因 : 當時古印度對腦科醫學未有研究，不立以
免"世間相違"。

五根中的"淨色根"即為神經組織，統攝於"大腦神經"，包括全身神經 (總匯於大腦，
猶如全屋電線總開關)，不別立以免與"五根 - 淨色根"(各處插座)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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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有關《心經》的討論請各位班長結集起來，加入《心經》講錄中間或作為附
錄。
網上有些出家比丘講解佛法時，望文生義，亂解“意根”一詞，毫無家法，簡直
不忍卒睹。
“法境處”是指“概念”，是“意識”所接觸的對象。“六根”、“六境”為緣
(“增上緣”和“所緣緣”)，再加上前念六識 (“等無間緣”)，六識的種子 (“因緣
”) 才能生起現行。



小根班長回應 :
是的！
(大小乘) 不同的層次理解各異。



加拿大多倫多安省法相學會學員李松仁者跟進提問 :
並請教導師，法境處是否包括前五識之見分呢？
另，能利法師的故事，是否旨在詮釋功夫成片方能了脫生死，鞭策佛子勇猛精進？



導師回覆 :
此問題甚好！
"十八界"為部派佛教理論，當時並未有"見分"、"相分"、"自體分"的說法，待唯

識家提出"二分說"、"三分說"時,"阿賴耶識說"早已流行，"見分"即"自體分"種子應為
"賴耶"所攝。
了脫生死談何容易？
小乘需證阿羅漢果，大乘八地以前仍故留煩惱、輪回度生。
死後能隨願往生有佛法的地方、下一生能再繼續修學，或以其他身份貢獻社會、
利益世人，已需要定慧願行、功夫成片 。
導師以前轉發過一個"開門即是閉門人"的連結，說禪僧坐化後轉世做王陽明。
這兩天又轉發過一個祝賀普賢菩薩誕的連結，說不少僧侶死後輪回墮落畜道。
不論是否神話？都值得修道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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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
轉自武漢能利法師:
歐陽修遊嵩山，見寺中一老僧，與語不盡顧答，異之，拜而問曰：“道人住山久
如？”
答：“甚久。”
問：“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皆談笑脫去，何能致之耶？"
答：“定慧力耳。”
又問：“今乃寥寥無有，何哉 ？”
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 ？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
安得定 ？”
歐陽修服膺。

附二 :
轉自武漢歸元寺能利法師
作為對導師上述輪回記憶轉載和評論的回應。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即是閉門人！



導師評論如下 :
@歸元

能利

轉世為利益世人的官員、學者，為菩薩願行，與轉世為縱欲享樂的官二代、富二
代，大不相同。



導師再評 :
假設王守仁的轉世故事是真的，今世能平宸濠之亂、保國安民 ; 提倡知行合一，

成一代大儒，他過去世出家時應必曾勤修戒 、定、慧的高僧，非一般只知修福的凡
僧。
這也說明這位高僧並未選擇往生淨土，而是再來人間行菩薩道。
更重要的是他今生並不是再現出家身份，而是轉世為既能統兵平亂的文官、又能
著書立說的學者王守仁。
不論大家是否接受這轉世故事，都值得參究其中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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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慈宗禪修境界問題討論一組


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班北京王小根班長來問 :

導師您好！請問"初禪"、"二禪"的境界和"初地"乃至"十地" 菩薩的境界，這是依據什
麼標準來判斷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謝謝導師！



導師簡答如下 :

"四禪"指定境，通外道、五乘；
"十地"指菩薩階位，唯大乘；
"四向四果"，唯小乘；
大小乘見道都在“四禪”基礎上,小乘預流證“人空真如”，從“四諦十六行”觀“苦
”、“無常”、“無我”而悟入。
大乘初地證"二空真如"，觀心境皆空，空亦是空，斷"分別二執(我執法執)"，然"俱生
二執(我執法執)"八地才斷，故留煩惱，輪回度生，直至捨藏，起變化身，隨緣示現，
不受後有，相同羅漢。



王小根班長再問 :

感恩導師！
是否說無論大乘小乘都首先要修禪定，達到 "四禪"的境地才"見道"？他們修禪定的方
法差異在哪兒？修"觀"是在什麼時候？是"五重唯識觀"的修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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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回覆如下 :
小根仁者的問題得好！
"四禪"指定境的層次，尤其是以不同層次的禪悅感受來顯示定境的高下，故分
離生喜樂
定生喜樂
離喜妙樂
舍念清淨，
不是指觀想方法。
小乘觀想由"四念住"入手，較完整的說法是部派佛教的"五停心觀 "。
小乘見道前 "四加行位"是觀察"四諦十六行相"，佛陀在鹿野苑初次三轉"四諦"法
輪讓五比丘全證"阿羅漢果"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大乘"中觀學派"不講次第，沒嚴格分開"止觀"，由始至終觀"緣起性空"，但定境
層次仍不離"四禪"。
只有"瑜伽行派"最有次第，但基礎還是與部派佛教的"五停心觀"相通 ("五停心觀
"的"界差別觀" 後來更轉化為觀想佛像，宗喀巴在《廣論》中特別推薦，導師在
《習定管窺》一書中亦有說明)。
大乘有輪"四加行位"早期以《真實義品》中 "四尋思"、"四如實智" 為基礎，後
期傳到中國則可以"五重唯識觀"為代表，但修"唯識觀"是可從"資糧位"通達"加行
位 "，"遣相證性"就是 "加行位"上的觀法。



王小根班長回應 :
謝謝導師精彩的解答！



北京劉天雪班長讚歎 :
感謝小根班長問這麼好的問題，引出導師這麼精彩的回覆。我看好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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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天雪班長並引用導師最近回答學界朋友問題的回覆以供參加討論的幾位班長參考:
1）我 (導師) 寧說"不(應)入""四無色定 "，而不是"不住"，是基於師說。
年輕時初聽羅時憲宗師講及 “四禪”“四無色定”，已聞“不應入四無色定”
說法。當時想到羅公是注重實修，勤於"止觀"，當有根據。

2）後涉獵漸多，深覺師說實有道理。首先得悉"四禪""四無色定" 等，實出於外道
(仙人) (見《佛本行集經》等)。據木村泰賢考證，"四無色定" 甚至出於不同外道(仙
人):相傳第三之"無所有定"，乃學自阿邏羅迦羅摩。
第四之 "非非想定 "，則學自鬱陀迦羅摩子。(見《原始佛教思想論》歐陽翰存譯本)

3）"四禪"說明從離欲到得到平等不動心境的過程，猶可說通乎外道、佛子。
"四無色定"涉及觀法，執無邊心識、虛空為實有，與後來大乘"法空觀"有所不同。
當時我就產生各種疑問 :修"四無色定"是為了進入"滅盡定"嗎？
為什麼不能由"四禪"直接進入"滅盡定"？
若佛陀是在"四禪"成道和入涅槃，為什麼仍然要修"滅盡定"？

4）在後來的研究中，發現不少學者的觀點，建立"滅盡定" 是為了在當時流行的、
源自外道的 "四禪八定"上加上一種不共外道的佛家禪定。
(見拙著《習定管窺 . 自序》)
但回顧當初我撰寫《大乘成業論》論文時，對從"非想非非處" 入 "滅盡定"，但卻
需從"無所有處" 出定，從而引起世親與部派諸師的論辨，可想見 "四無色定" 與 "滅盡
定"之間關係的不易理清。
(見拙著《大乘成業論導讀》)

5）竊以為在初期結集的《阿含經》中，將 "四無色定" 編入"九次第定" 中，可能
是佛陀有方便接引當時外道之意。
這與初期"瑜伽行派" 典籍中用了不少與"說一切有部"相近的名詞，情況相似 。
據木村泰賢的評論: …… "四禪""四無色定"，初以適應於各別方式。佛陀雖亦於種
種場合，嘗分之為二，謂此兩者無關係，然其合為一系列，由"四禪"進而說"四無色"之
處，亦殊不少。
如《中阿含》卷四十二《分別觀法經》，即其一例也。(見《原始佛教思想論》歐陽
瀚存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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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但在部派後期 "說一切有部" 禪修過程中已在"四禪"後加入"煖、頂、 忍、
世第一法"等四加行位"，而"見道" 前所修的是"四諦十六行觀"，再不提 "滅盡定"前
的"四無色定"了。

7）其後，"瑜伽行派"照樣釆納有部"四加行位"的名稱，以"明增定、明得定、印
順定、無間定"配合" 煖、頂、忍、世第一法"說明《瑜伽菩薩地·真實義品》中的"
四尋思"、"四如實智"的修習過程。"四無色定"的名目更不復為人提起了！

8）生前修習何業，死後得生何趣？
是合乎唯識家種子熏習，異熟感果的原理
在中國慈恩師資的傳說中，就有窺基在過去迦葉佛時曾為梵志，後入"滅盡定"留
下色身欲面見釋迦佛成道，豈知出定時間不對，錯過了。
但巧遇西行的玄奘，梵志欲再入定以待彌勒，被玄奘勸其投生東土，等取經東歸，
作自己弟子，師徒共同努力弘揚慈氏之學，作為往生兜率、面見彌勒、將來隨從下生
成佛的資糧 。
不論傳說是否屬實，說明入"滅盡定" 已不及往生兜率靠譜，證明"滅盡定"的重
要性已大不如在《阿含經》時代了。

9）唐末以後流傳的《慈悲三昧水懺》中更提出外道鬱頭藍弗修深定而得生"非
非想處天"，天壽極長，但福盡還作牛領(脖子)中(寄生)蟲，可悲之極。
"四無色定"被貶低到什麼程度 ？

10）有傳統說法指"四禪"是定慧均等，"四無色定"則是定多慧少。
羅時憲宗師基於"瑜伽菩薩戒" 不入深定的精神，及認為初"見道"的"無漏慧"及
各種神通都在 "四禪"基礎上發起，故提倡今日學佛者無需修習入住"四無色定"，良
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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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楊豪班長問:
"慧解脫"的修行途徑是否應該有另一套觀法？


導師回覆如下 :
"慧解脫"是純以觀慧抉擇理解佛法，不透過先修"止"，待"止"成就再修"觀"的傳

統方式去修禪定，也不講究坐姿。"慧解脫"者"見道"證果時同時引發"四禪"定境，但
其定境往往易隨"無漏觀慧"不再現行而退失。不似先 "止"後"觀"者，不一定能引發"
無漏觀慧"，但能安住定境。天臺智者讀《法華經》入定見靈山一會宛然未散，太虛
大師閱《大般若經》入定體悟因緣和合綿延法界的道理，雖非"無漏觀慧"現行，都是
由慧解引發定境的很好例子。其實"大乘空宗"直觀緣起、"大乘有宗"修"唯識觀" 都
有"慧解脫"的味道！


楊豪班長再問 :
"十信"、"十行"、"十回向"、"十地"、成佛，"四禪"大概應在那一階段，而且還

有"不修禪定、不斷煩惱" 的 "慧解脫"是不會有 "四禪"境界，不修禪定故？


導師回覆如下:
《華嚴經》的"四十一位"甚至後來發展出來的 "五十二位"，即"十信"、 "十住"、

"十行"、"十回向 "、"十地"、"等覺"、"妙覺"更重視由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修六
波羅密"信願法門"角度去劃分，而不是由"止觀"、"定慧"的修持的角度去區分。
反而小乘"說一切有部" 提出專重視"止觀雙運"的"四加行位"，"瑜伽行派"繼承
其說，但由觀"四諦" 改為觀"假名緣起無實"以至更進一步的"一切唯識無境 "，內容
大大不同。而後來的"唯識五位"更清晰凸顯"加行位"如啞鈴中部銜接兩端修"福慧資
糧"及以空慧修"六度萬行" 中間必須勤修"止觀"，以便安住"四禪 "，引發"無漏觀慧
"的重要性。
故可以說，行者在"資糧位" 時，可以但不一定經常出入"四禪"，但在"加行位"
必須常曆"四禪 "，"止觀雙運"，以便早日"見道"，"初地" 開始就更不用說了 。另
外，如《上生經》中小乘聲聞弟子以"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質疑釋尊為何授記慈氏當
來成佛？ "不修禪定"是指不入"滅盡定 "，"不斷煩惱"是指不證"阿羅漢果"、不入"
無餘涅槃"，而並不能表示慈氏達不到"四禪"境界，"加行位 "已能經常出入"四禪"，
何況 "一生補處"位居"等覺" 的慈尊？
楊豪班長此問甚好，可解無數學人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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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豪班長回應 :
讚歎，頂禮導師！



劉天雪班長贊歎 :
我們問答的品質，可比禪宗公案有條理多了。



楊豪班長贊歎 :
也是靠導師的學問既博又深，提問題易，找答案難啊！
人生無常，所以且學且珍惜！



王小根班長贊歎 :
是的！有導師在，真是我們的福德！感恩導師！

158

佛學問答交流
Q&A about Maitreya Studies

21. 有關秦譯金剛經偈頌的問答釋疑


多倫多佛光山信眾彭琳仁者來問 :

王導師好！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應該如何理解?



導師簡復如下 :
秦譯《金剛經》中這首偈是說明學佛應以追求究極真理 (佛的"法身") 為目標，不
應只執著表面形相 ( "應化佛"的色身包括"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

色、聲——
指示現人間的"應化佛"物質身體以及示現說法的聲音。
行邪道——
執著形相是偏離真理的正道。
見如來——
證悟真理
相對真理 (清淨"依他"、無漏 "有為")——
佛的經教
絕對真理——
"空性"、又名"無為法"、又名"圓成實性"，即"法身如來"。



彭琳仁者回應 :

非常感謝導師您的解答。
非常清晰地理解了四句經文，以後學習佛經還請導師多指教。

22. 慈宗有關"四食"定義的問答釋疑


北京學員賈佳仁者來問何謂"四食"？



導師回覆：

仁者好學，簡複如下："四食"即是四種滋養身心的糧食或養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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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食 ：
平日分段的飲食，又稱"摶食"，因古代印度人以手取食。
二、觸食：
藝術、音樂、香熏、娛樂等可以滋潤身心的養份。
三、思食：
生存的意志力。
四、識食：
原始佛教典籍作"壽暖識"。"壽"為壽命，指生命；"暖"為溫暖，指肉體；"識"為
心識，指精神。

三者之關係，據《雜阿含經》卷十、《中阿含經》卷五十八等記載，此三者須互
相依持，生命方得以持續；恰如油、炷、燈火，三者缺一不可。

大乘瑜伽行派唯識學有更透徹的解釋：
過去世業力（種子）累積決定今生的壽元，在一期生命中，來自第八"阿賴耶識"
中的種子（功能）支持這期生命活動，直至壽終。



賈佳仁者再問：
導師，那麼"段食"對應的是"六根"中的舌根、觸食對應的是其他五根，這樣理解

對嗎？
段食 --> 舌根--> 味境--> 舌識
觸食 --> 眼根--> 色境--> 眼識
耳根 --> 聲境 --> 耳識
鼻根 --> 香境 --> 鼻識
身根 --> 觸境 --> 身識
意根 --> 法境 --> 意識
思食 --> 意根--> 法境--> 意識
識食 -->"壽暖識"--> 宿世業種子 --> 第八"阿賴耶識"



導師回覆：
仁者有悟性，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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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慈宗有關"中觀"、"唯識"異同的問答釋疑


北京學員曹嵐編輯仁者來問：

1、"唯識"和"中觀"均屬菩薩乘（九乘中的因三乘），二者在見、果上的差別是什麼？
2、不論"唯識"還是"中觀"，入菩薩乘都需受菩薩戒。而在見解上二者存在著差異，"唯
識"已經證得"所取""能取"，但是未究竟，因承許自明心識本體不空？
這句話我很迷惑不解，請導師幫助。
3、"唯識"果位：暫時第十地，究竟第十一普光地（佛果）。為何還有個暫時？
我在讀一些相關資料時看到，在細微處還未究竟而感困惑。
請導師開示，願能開顯唯識正理！



劉禮彬仁者評論：

發現藏密很多內容與"唯識"同源，但是卻不似同解，兩者交叉看，很是增添混亂！



曹嵐仁者回應劉禮彬仁者：

不聽一家之言，交叉看好似觀古代聖者精彩辯論探求真理，在聖者們尖銳觀點面前只有
讚歎驚豔。



慈宗導師回覆如下：

1、"九乘"是密乘的判攝，尤如中土"天臺"、"華嚴"的判教，只把自乘判為最高，亦沒
有契經作根據。
唯識家只承認《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
判教要合乎歷史事實，不能單憑一家之言，拱抬自宗，這都是"我執"的表現，不是智者
所為，由此可見這些漢藏宗師都未"見道"。
龍樹、無著是古印度公認的"地上菩薩"，龍樹學說在大乘佛教出現得最早，不需判教；
"瑜伽行派"只依契經說"三時教"，最為可靠：

第一時"小乘有教"-《阿含經》
第二時"大乘空教"-《般若經》
第三時"非空非有唯識中道教"-《解深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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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學者考證，"三時教"完全合乎印度佛教思想發展及大乘佛典流傳時間，這才是
最忠實的判教。

2、唯識家只講"十地"，之後是"佛地"，沒有第十一地的說法，亦可參考《華嚴經》
五十一、五十二位的說法，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

3、說"唯識"不究竟的人，肯定連最根本要籍如：慈氏世尊講授、無著菩薩傳述、
玄奘大師漢譯的《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真實義品》和世親菩薩造頌、護法等十大論師
注釋、玄奘大師糅譯的《成唯識論》都未讀過。
大乘"四加行位"中第三"忍位"即"印順定"，已觀"能取"、"所取"皆空。
第四"世第一法位"，即"無間定"，則觀空亦是空。
《真實義品》說明"四加行位"中須修"四尋思四如實智"就是觀"假相"、"假名"、"
能取"、"所取"皆非實有，次第證入"空性"的觀法。
《唯識三十頌》中名句：
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
已有所得故，未實住"唯識"。
說明“真見道”時連“空性”的概念都不可以執取。所以說“唯識”已經證得“所
取”、“能取”，但是未究竟，是無知之談、門外之見。

4、其實曹嵐仁者的問題都很好，藏傳佛教只有格魯派（黃教）對"唯識"較清楚，
但也可能限於宗喀巴大師等少數宗匠，有些人為顯自乘優勝，故意將"唯識"義理歪曲了！
仁者這樣一問，確實讓導師為大家澄清不少誤解，值得表揚！
要知西藏像玄奘大師這樣留印十七年，親承戒賢論師、勝軍居士等龍象法乳的幾乎
無一人，尤其西藏傳承是安慧的“無相唯識學”，屬前期偏向中觀學說、與漢地弘揚的
護法“有相唯識學”時間稍後，但是契合最原始的“唯識”古義有所不同（參看呂澄先
生觀點）。
所以藏人每每以"中觀"義來評點唯識，自然有偏差。

5、"中觀"與"唯識"最大不同是"唯識"談"三性"，除"中觀"談的"空性"（圓成實性）
外及"我執"、"法執"（偏計所執性）外，肯定不離"空性"的八識活動存在（即"依他起
性"），若無"依他"，就沒有因果、沒有輪迴、沒有菩薩十地，修行豈非全無意義，故
以"唯識"學說最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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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依他起性"，即是龍樹的"緣生法"，但龍樹太重視破執，針對"小乘說一切有
部"破而不立，故意不多談"緣生法"的內容，到了他的徒子徒孫就變成"惡取空"、墮入
虛無，由是無著、世親、護法等菩薩起而救之。



北京慈氏學師資 (遠端) 進修班劉天雪班長評論：
藏傳佛教對"四部宗義"（有部、經部、瑜伽、中觀）中瑜伽的解讀，是從《宗義寶

鬘》中做的判斷，這個由於年代的原因，並未包括玄奘大師及以後的"唯識"發展和高度，
打個比方，有點像現在的windows8批評蘋果的iOS 3，可是現在蘋果已經發展到 iOS7
了，所以當時的看法不一定適用。
所以導師說得特別清楚，也彰顯了"瑜伽行派"家法：每件事都從源流（因、緣）、
定義、"體"、"用"角度理解和說明，有次第有傳承，自己和別人就容易明白。
所以還是回到看書次第的問題：從上次導師推薦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書籍開始，特
別有幫助。



清華大學陳紹建教授評論：
先生解釋清晰，唯有"唯識"學說符合理性修佛者學習，以免大家墮入迷信的歧途！

先生講佛使我受益匪淺！



北京學員葉梅博士評論 :
我是一個剛剛接觸佛學的初學者，有幸在發心學習初始就聽到導師講的"唯識"學派，

折服于"唯識"邏輯性強，探究竟、不蒙紗的清明，故堅定信心跟隨導師學下去。
各位師兄師姐所學淵博，涉獵廣泛，有比較發現差異故生疑惑，而我，對其他學派、
宗派不瞭解，無從比較，沒有資格評判。
現階段的我，踏實學習善知識，以正道佛學打好基礎，才能有甄別能思辨。
在此，唯有端正內心，好好向導師和同修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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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慈宗有關"彌勒淨土"性質的問答釋疑


香港唯一叢林寶蓮禪寺已故方丈聖一老和尚弟子衍希比丘尼師在"慈宗華南勝
緣" 群中請問 :

導師，我有以下疑問？
(海濤法師講經時說) 彌勒淨土還有一夫一妻制，有這說法嗎？


導師簡複如下 :

他說的是欲界天，內院不是。
這是一知半解的說法。
他可能看了演培法師的《俱舍論頌講記》，說兜率天人怎樣怎樣？
那是純享天福的外眾，不是生到善法堂聽經的內眾。
所以我們回向時說明上生兜率要當內眾，慈氏學會 (香港) 印的每本書前都有。
請參考禮贊慈氏如來及歷代祖師偈頌：
南無慈氏如來大悲攝持
願資現身修增福智
南無慈氏如來應正等覺
願與含識速奉慈顏
南無慈氏如來所居內眾
願捨命時得生其中
慈氏甚深微妙法，佛滅八百現天竺，
無著師資演妙義，唐初奘公傳中土，
沉璧千載現金陵，仁老刻經傳法寶，
南歐北韓中太虛，彙聚香江時憲師，
慈氏學會奉珠還，神州重光慈宗學。
禮贊慈氏世尊文是玄奘大師撰的。
歷代祖師頌是近日導師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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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這位臺灣比丘讀書不仔細，沒有抉擇力，難道玄奘大師到了兜率天還要……
您比這位臺灣比丘有智慧！

生極樂世界也有邊地疑城，因為信心不夠生錯了地方，更慘，見不到阿彌陀佛。
還是兜率安全，如布達拉宮在拉薩，布宮是內，拉薩是外，還是可以入去的。



衍希尼師回應 :
這個論點很重要，一定要讓別人知，增強信心！幸好能有這平臺請問佛法！感恩！



導師回應 :
導師當然要全力支持法師您弘揚彌勒淨土！



澳門向瑞萍班長回應 :
謝導師開示！最近收到本海濤法師的作品！



導師回應 :
您們明白以後要小心審閱他的東西了。



深圳周藝班長回應 :
恩謝導師賜學生正見！這是何等的福報。頂禮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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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關《心經》中觀自在菩薩與《法華經》中觀世音菩
薩關係的問答釋疑



深圳福順堂《般若心經》研習班學員劉鵬翔仁者問 :
導師，您今日在課堂上講到，觀世音菩薩是已成佛陀之後幫助釋迦牟尼弘揚佛法，

而觀自在菩薩是一種修行的境界，人人都可以成為觀自在菩薩，
可不可以理解成："觀自在菩薩"是真空，我們應當學習其功能、形式，而"觀世
音菩薩 "是幻有，我們應當學習他的什麼？
另外復旦大學錢文忠教授在玄奘講座中講觀自在菩薩和觀世音菩薩之區別，他說
觀世音比觀自在範圍更小，觀世音只是觀自在的一部分，翻譯成觀世音菩薩不夠全面，
雖然他也說觀自在更為準確，單在提及二者區別時與導師的講授不同，請導師指點。



導師回覆如下 :
難得好學！
錢文忠自詡是季老關門弟子，其實很多北大學生都不認同，認為只是季老末期學

生，其實季老只是語文學家，連季老對佛學都不精通，何況錢文忠？更是外行。
在《心經》中"觀自在"是"泛指"，在《法華經》中"觀世音"是"專指"。"觀自在"
是位登八地、根本後得二智任運並起、並觀真空幻有、能示現化身、不再生死輪回、
永不退轉的菩薩摩訶薩，所以是"泛指"。
"觀世音"是過去"正法明如來"，古佛再來、與娑婆眾生有緣、 在釋尊涅槃、慈
尊未生前，在人間聞聲救苦的"法身大士"，所以是"專指"。
所以"觀世音""法身大士"，必能"觀慧自在"。
但"觀慧自在"菩薩並不等於是"古佛再來"的"觀世音大士"。
至於二者梵文的差異，下一次講課時，請李憬、常琳娜兩位班長替我續講，其實
今天派發的筆記中亦已有說明。



鵬翔仁者回應 :
困惑多時的問題，今日在導師這裡得到答案，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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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學員張建興仁者續問如下 :
那是不是說觀自在菩薩有"特指"和"泛指"。在那個場景就可"特指"，因為他是對

舍利子說？



導師回覆如下 :
如導師宣示，《心經》不是觀自在說的，是釋迦佛在《大品般若·習應品》或

《大般若經·學觀品》中說的 。
《心經》的"觀自在"既是"泛指"，不是"專指"，也自然不是 "當機者"。
"當機者"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多羅 (音意並譯"舍利子")。

26. 有關《唯識二十論》中以地獄獄卒、淨土禽鳥論證
“唯識無境說”的問答釋疑


慈氏學師資（遠端）培訓班北京劉天雪班長來問如下：
頂禮導師！
問一個問題，關於《二十論》裡地獄的獄卒和淨土的鳥類。
地獄有情，從定義上來講，是業種子化現出地獄有情的根身和地獄器世間的苦報。

那麼就是只有地獄有情的宇宙才是地獄。
而獄卒，按定義，不是自己的正報為地獄眾生的這個"道"，所以，雖然現逼迫相，
但是，不真實存在這個獄卒阿賴耶識，對地獄眾生來說，是自己阿賴耶識種子變現，
而非另外有個獄卒阿賴耶識的疎所緣緣，對嗎？
另外，淨土中講經的鳥類，是否也同理，是依報，環境的一部分？



導師回覆如下:
天雪理解得甚好！
《唯識二十論》獄卒一例是最引起後世爭議的，依小乘說，獄卒是實有，所以有

閻羅王也要受半天苦刑之說。
依唯識，地獄中無不受苦之有情，故名地獄。故無不受苦之真實獄卒，是受報有
情自識所變，沒有識外之境。
如有人夢中給別人虐待追殺一樣，自夢所現，實無別人，所以不是不同的阿賴耶
識所現有情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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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土不同欲界天，無金翅鳥等靈禽，故唯是諸報身佛"成作智相應心品"加持往生
的地上菩薩前五識"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語出《阿彌陀經》）
所以不是有眾生墮落畜道生到淨土當禽鳥。
這些例子初學者在沒有"共許"基礎上實在難以明白，所以導師改而選擇《觀所緣
緣論》來宣揚"唯識無境說"。
導師甚至認為將來講學次第如不依作者年代，應該是《觀所緣緣論》、《唯識三
十論頌》、《唯識二十論》。《觀所緣緣論》也是破邪兼顯正，北京進修班學員和陜
師大研究生有福報得以聽聞導師講解此論要義。
而且《觀論》理據比《二十論》更有邏輯性，較客觀。《二十論》較宗教性，不
是教內人士較難接受其理據，如上述對地獄獄、淨土禽鳥的辯論，如對六道輪回都將
信將疑的人，就較難接受。甚至有些人接受人會輪回，但不一定接受見不到的其餘幾
個趣別。
《觀論》完全避開這些討論，只針對前五識所緣色法（物理現象），已盡破小乘，
精釆之極！
所以導師今年上半年在陝師大碩士生學分課上先講《唯識三十論》頌文，再講
《觀所緣緣論》頌文長行，包括呂建福教授在內的聽眾都一時稱快。
《觀論》作者陳那論師甚至被當時印度人傳說為"賢劫千佛"之一，其受尊崇程度
可知。
其弟子法稱量論著作，風靡古代藏傳佛教和近代歐洲學界。



天雪班長回應如下 :
"墮落到淨土當寵物" 哈哈哈哈，這個也是夠有想像力的。是的《觀所緣緣論》清

楚多了。
讚歎一下導師，把微信變"他受用報土"啦，手機都可以給我們說法，香港楊豪班
長隨喜讚歎。



北京王小根班長讚歎 :
讀導師和天雪師兄精彩的問答，受用無窮！感恩導師！謝謝精彩的問題。
世親菩薩：
（Vasubandhu，約西元4至5世紀）印度唯識學派的奠基者之一，無著菩薩之弟，

兼通大小乘佛學，《俱舍論》、《大乘成業論》、《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
等论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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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唯識三十頌》中第七"末那識"部分與修學相
關心所的問答釋疑


慈氏學師資（遠端）進修班北京劉天雪班長來問如下 :
頂禮導師！
關於末那識，"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在根本智出現的初地菩薩，末那識

是還在出現嗎？直到八地菩薩真正去掉？



導師回覆如下 :
天雪問得好！
初地菩薩無漏根本、後得二智現行時，"末那"暫伏，出定後，二智不現行，"末

那"恢復現行。
八地菩薩無漏二智恒時並起，"末那"永不現行，是名永伏或伏斷，非斷"末那"種
子，斷其現行，"末那"種子既永不現行，有等如無，故可名"斷"。
究竟轉依成佛前入"金剛喻定"，起極強大勢用的無漏"金剛心"、又名"金剛智"，
摧毀一切我執、法執二障種子。



天雪回應如下 :
謝謝導師！
看來還得到八地菩薩才真正靠譜。。。祈請傳承祖師們加持菩提心不退轉！
所以八地的第八識，在"末那識"不現行的時候，可以叫清淨第八識，到成佛才是

大圓鏡智？



導師再複如下 :
是啊！
所以"觀慧自在"是大乘菩薩修道的最重要轉捩點，佛在大乘經如《法華經》中授

記必當成佛的物件也是八地菩薩，回小向大的羅漢站在永伏我執、不再生死輪回的角
度來說，也是"相同八地"。
八地心識還不是徹底清淨，所以《八識規矩頌》說 :
"不動地前才舍藏，金剛道後異熟空。"
八地二障永不現行、行者永不退轉，故名"不動地"，由八地開始不名"賴耶"，只
能稱"種子識"，因為"末那識"永伏，不再"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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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微細我執、法執種子未除，所以異熟識的染汙性未清空，要到"轉識成智"
時才名"無垢淨識"或"四智相應心品相應淨識"。
七地需由"功用"，無漏二智才能恒時並起，八地開始不由"功用"，無漏二智亦可
恒時並起。
所以《八識規矩頌》又有: "無功用行我恒摧"之語。
"菩薩摩訶薩"自八地開始，不需再入輪回度生，可分身示現，隨緣濟渡，純乎利
他，再經一大阿僧祇劫，覺智與悲行圓滿，究竟成佛。



天雪再問如下 :
那麼，八地菩薩聽上去已經有了"成所作智"的雛形？這個階段和佛果位的差別體

現在那裡呢？如果都是根本智後得智並行現起，並且可以有化身？



導師再複如下 :
"雛形"二字用得好，還要成形、成大勢用、覺智與悲行究竟圓滿才成佛。
就以悲行來說，八地分身示現的數量必不如九地、猶如剛成立的電訊公司網路涵

蓋範圍仍不夠廣，九地必不如十地、十地不如佛的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以至十方世界"
無刹不現身"，這也是顯現清淨無漏的"盡所有性"。
覺智亦複如是，一類大乘經如《華嚴經•十地品》便是探討這方面的殊勝分別。


天雪回應如下 :
啊，導師這樣一講，誦本的儀軌贊辭也清楚了！否則光只是照著念文字，不懂深

意！


導師回應如下 :
是啊！大部分信眾甚至部分出家僧眾只知唱誦，不解文意，更不懂依文義觀想，
何來相應？
那些所謂上師真正明白的也沒有幾個。


天雪再問 :
只知唱誦的應該去天主教。
導師我還有問題：
別境心所，"所緣事不同"，我看李潤生教授解釋這個說的。所以"別境"，是指所
抓取的物件是不同的，然後形成等流果。所以您講課說：修行就是修這幾個心所，對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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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回覆如下 :
"別"有二義，
一、個別，某個心所專負責某一類對象。
二、特別，這也正是某心所獨特之處。還有更深層意義 : 這組心所在特殊環境
如研究學術、探索真理等特殊情況才出現。
解"別境"、解"所緣事不同"，需要解出第二層更重要意義。導師是指佛家修行經
常用到這五個心所。其實外道也可以，所以有邪定、邪慧，如肖平實之流。閒話一句，
有些邪師的相貌真像鬼道眾生，真正學佛者宜遠離之。


天雪再問如下 :
所以"別境心所"，要與"善心所"相應，成就無漏的境界，對嗎？



導師回覆如下 :
是的，先有漏善，最終無漏善。
上面以邪師舉例，說明"別境"為什麼不屬"善心所"而是在修學正道時才與"善心
所"相應。


香港楊豪班長回應 :
別境心所-好像是入觀的節奏。



導師回覆如下 :
所以導師常說"別境心所"與修行最相關。
探求正法者發"大菩提心"是 "別境"中的"欲心所"，邪師為求名聞利養、蠱惑人
心是"貪心所"，完全不同。
般若智的出現就是無漏意識相應"別境 - 慧心所"現行。邪師永不得般若智，因
為執著"如來藏"是"真我"、"實我"，違反佛陀"諸法無我"的基本原理，永不能體證"空
性"，其有漏意識相應"別境- 慧心所"與"惡見心所"、煩惱心所中的"貪"、"癡"、"慢"、
"無慚"、"無愧"心所同時並起而成邪觀、邪慧。


北京王小根班長來問 :
正在结合導師的回答看羅時憲宗師的《唯識方隅》。真是精彩導師您好！在《方
隅》書中談到"末那"時候說"賴耶以第七末那識為所依根"。有點不理解！
請導師予以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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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回覆如下 :
"賴耶"與"末那"互為所依，"末那"執我，但"未那"種子來自"賴耶"，故"賴耶"為
其所依。凡識必有所依，"賴耶"是前七識根本所依。"賴耶"不能無所依，否則與識皆
有所依的特質相違，而最貼近"賴耶"是"末那"，以同為隱藏的深層心識活動為所依較
合理。
其次，前五識統攝於第六意識，意識以"末那"為"意根"，"賴耶"以"末那"為根，
正好連接前六識，完成作業感果的關係，故"末那"猶如啞鈴之中間手握部分，而前六
識與"賴耶"為其兩端圓球體。其三，"賴耶 - 相分"為一切有漏種子及其現行色法，靠
其"見分"攝持，此"見分"又為"末那"執持為一個完整實體，"賴耶"與"末那"關係之密
切，由此可見。


小根回應如下:
感恩導師！將第七"末那識"之特點做了更深入的闡述！謝謝導師！辛苦了！

28. 有關慈宗對佛教是否"定命論"及"修行"真正涵義的
問答釋疑


慈氏學師資（遠端）進修班北京劉天雪班長來問 :
頂禮導師！
有個關於"唯識無境"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異熟果，只包括根身和器世界，那麼每一世中，很大的不確定部分，

就是其他人對我們"增上緣"的作用，自己的種子沒有辦法完全預判到遇到誰，對嗎？
所以這裡是佛教與順世外道的"定命論"的不同？
修行，就是培養"慧心所"，與"善心所"一起出現，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善友、損友，
都知道自己有按照真理抉擇的機會，不盲從於自己的非理性衝動，對嗎？



導師回覆如下 :
天雪的問題和理解好極了！
今生中遇到的有情眾生，如種子一樣有本有，亦有新熏。
有些過去世已結過緣，不論善緣惡緣，也可能有從未結過的新緣。
而今生的命運，除了過去業種子依強弱先後為宿因外，也有今生所作的新業為緣，

這種業緣一定程度上與今生遇到不同有情眾生的互動有關，對方的回應非自身所能完
全掌控，所以增加了命運的變數，所以佛陀教育確不主張 "定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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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說:
修行最終的目的是引發意識相應的"慧心所"，從有漏慧到無漏慧，從間斷出現到
恒常出現。
有漏慧的啟發與培養確需要"別境心所"中的欲、勝解、念、定，"善心所" 中的
信、 慚、愧、精進、無癡、不放逸、行舍等，甚至"不定心所"中的尋、伺等相應與互
相增上。



北京劉天雪班長再來問如下 :
頂禮導師！端午快樂！
接著昨天繼續問問題:
昨天您說和其他有情的"緣"，有的是前世結的緣，如本有和新熏種子。
這個過去世的緣，是以什麼形式延續到今生呢？
形成不同阿賴耶識之間的繼續互相影響？



導師回覆如下 :
天雪問得好！
當過去世接觸其他人時，其第八識活動是增上緣，引發自（八）識的本質種，此

本質種與對方活動幾乎如3D打印或衛星現場轉播、電腦/手機當面視頻一樣，極之相似，
前六識再藉此賴耶本質影像托質變相，呈現親所緣相分，其本質影像和前六識相分熏
成名言種子，等流無間相續，對方亦複如是。
後世雙方因緣成熟便可互相牽引複現，再次相遇，或成眷屬師生親友、或成怨敵，
或只成偶遇路人。



天雪回應如下 :
啊，"前世記憶"原來是這麼來的！還有"共業"形成"集體潛意識"！
這就解釋清楚了。
我們好幸福，榮格都沒遇到這麼好的傳承老師。
強緣熏弱種啊！
以前看舍爾巴茨基的《佛教邏輯》，說到這裡的時候就設問"如果業力註定今生

果報，為什麼有修行的自由空間？難道修不修行不是業力註定的嘛?"作者就把自己給
繞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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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小根班長回應 :
真是精彩！



導師補充如下 :
還有一重點補充 :
這外在的增上緣可以是有形或無形，有形就是對方的身、語二業，無形是對方的

意念影響力、甚至佛菩薩加持力。
例如慈宗學人深入研習《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等經論，就獲得釋尊
（《瑜伽師地論》中收錄有《雜阿含經》及其注釋和釋尊隨機散說的菩薩戒）、兜率
淨土現在說法的慈尊、古印度無著、世親、陳那、護法等菩薩，唐代奘公、基師、圓
測、慧沼、智周，近代歐陽公、韓老、虛師、羅公等譯著的加持力，
上述祖師都是震古鑠今的偉人，其加持力非任何宗派可以比擬。上述釋尊、慈尊
等加持力就是《攝大乘論》中所說的"清淨法界等流"。



香港楊豪班長回應 :
就如導師說像太陽沒有一天不照地球，但如果你不讓照也是與陽光無緣，這是自

己的問題而非太陽的問題。



導師回應 :
這又回到天雪原來問題的第二部份，修行過程中發心（欲、深入理解（勝解）、

接受真理（信）、明記不忘（念）、專注宗義（定）、抉擇邪正內外大小了義不了義
（慧）都非常重要，才堪受慈宗歷代祖師的加持力。



楊豪回應 :
這樣才能正確抉擇。



北京王小根班長回應 :
修持方法清晰明瞭！
謝謝導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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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雪再問 :
頂禮導師！
"清淨法界等流"，是否與《能斷金剛經》裡的"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

非所識 故彼不能了" 這句有關係呢？
還是加持力與佛的報身更有關係呢？



導師回覆如下 :
所謂"清淨法界等流"即從"清淨法界" - "空性"平等流出，意即"無漏種子"，是

佛的廣義"法身"，亦即"四智相應淨識"。
"導師法身"，狹義即指"空性"，佛的"自性身"，廣義，指四智相應淨識，佛的"
他受用身"、"變化身"。
世間有情眾生不了化佛示現之理，執以為實，依"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去追求，
誤入歧途。



天雪回應 :
怪不得以前佛陀講經一個題目得說好幾天，各種角度問！
這下就把"法身"和"四智"聯繫起來了，從終極存在變成一下子可以接觸到！怪不

得菩薩們"不住涅槃"，否則沒辦法熏習我們的出世種子了。



導師回應 :
何止幾天，累月經年討論下去都可以，否則何來六百卷《大般若經》？
完全正確！
仁者聰慧好學，深思善問，悟解迅捷，難得之至！



天雪祈請 :
請導師繼續"清淨法界等流"加持！



導師回應 :
大家如此好學，一定能好好傳承發揚慈氏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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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慈宗有關"念力"（無形的"增上緣"）問答釋疑



多倫多法相學會麥慧芳仁者來問 :
慈宗王導師，求教 :
有關“念力”（無形的“增上緣”）問題，為何“念力”能產生作用？唯識理論

可以解釋到嗎？
雖然宇宙萬象唯識所現，但每一有情各自有其阿賴耶識，個人的念力／祖師的加
持力，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心識想法嗎？
正如楊豪班長說 ："如果你不讓照與太陽無緣，那太陽的力量還能生效？



導師回覆如下 :
"念力"問題，基本上是"念力"強者與受影響者就有緣，即過去生有一定程度的接

觸，或對受影響的事相關種子本就因緣成熟，待緣而發。今生因緣成熟，再次互相接
觸，才受對方念力引發種子現行而已。
試舉一例說明緣與"念力"必須結合，善說經論的明師、開壇灌頂的上師都想多度
些人，但不可能所有人都跑去聽經灌頂。



慧芳仁者回應 :
謝謝導師指教。
"念力"是頗有趣的題目。但弄不好很易變成迷信。謝謝！



次日，多倫多麥慧芳仁者接上回問答再問如下 :
導師（是否）想說，要"念力"有效需有緣助？
如講經者欲多度人，有了"念力"，自然會精進充實自己、找適合的場所、廣為宣

傳讓多些人知道有聽經的機會 …… 等製造增上緣，讓自己的"念"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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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像沒有助緣，"念力"也生效如我試過擔心一個人，竟然在街上碰見。
有一次我們聚餐，一桌十人，九人都抽到獎，到最後一個抽獎機會，全桌的人都衷心
的希望剩下的一個可以抽到，都為他而叫最後――成功了！
一整桌的人都有獎。這是"念力"的作用嗎？

導師回覆如下 :
導師要說的是 :
一個人或一群人對某事念念不忘，從而產生一定的專注力，不但引發活躍自己第八識
相關的精神力量，同時也會引起有相似潛在傾向的人的共鳴、靠攏。
但如沒有相似潛伏傾向甚至有相反潛伏傾向，則不會產生共鳴甚至抗拒。
這就是或順或逆的"增上緣"。
但如念念不忘獲得某種物質回報，例如獲獎或找得想要的物資，則不一定需要與別人
的精神活動交涉，可以單純看自己是否具備這種條件或機會，
這就是佛家所講的"福緣 " 或"福報"。
眾人希望某人獲獎，結果某人不獲獎的事，或念念不忘想見某人，某人始終沒出現，
也時有發生。
"念力"/"意志力" 強的人易影響 "念力"/"意志力"弱的人，但不容易影響"念力"/"意
志力"和自己一樣強甚至比自己強而理念不一樣的人。
導師補充說明如下 :
"意志力"是"思" 心所，意識相應五遍行心所之一，"念"心所是與意識相應別境心所
之一，"念" 心所可以引發 "定"心所 （專注力）、"慧"心所 （抉擇力，不同理念也
就是不同抉擇，相似理念就是相似抉擇，這種抉擇可以先前已形成，視其性質不同，
與善心所中的"信"心所或煩惱心所中的"惡見"心所可以同時並起。）
所以沒有單純的東西叫"念力"，也沒有單獨生起的"念"心所，如楊豪班長說 : 明記
不忘是"念"心所，不等於"念力"。

北京劉天雪班長亦補充如下:
現代漢語的"念力"，the power of our thought，應該是"思"心所（意志力）、"欲"
心所（希求心）、加上"精進"啦"不害"啦等善心所現行的組合，從而產生影響物理現
象的效果。不是佛學裡"念"心所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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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回應如下 :
天雪說明善的 "念力"的組合，當然可以包括別境中的"念" 心所，但不是以 "念

"心所為主體。
也可以有惡的 "念力"，如降頭師、心術不正的催眠師，也就是"思"心所與部分
根本煩惱如"惡見"、隨煩惱如"恨"，再加上"念"心所的組合。
但是否產生效用，如上所說，視乎個別情況及不同物件而定。
現在坊間很多書包括佛書談"念力"，甚至誇大其詞，就是慧芳仁者先前所說的很
易流於迷信，但少有分析"念力"的結構。
所以天雪即將進行的"西方心理學與唯識學的比較研究"，十分重要。

30. 有關《唯識二十論)中天人鬼畜所見不同的問答釋疑



慈氏學師資（遠端）進修班劉天雪班長來問如下 :
頂禮導師！
有一個關於"一境四心"的問題（不好意思這段特別長！）：
有一個流傳甚廣的俗語："一境四心"，一般網上是這麼解釋的："一境四心，又

作一水四見。譬如一水，本無有異，蓋因天、人、餓鬼、畜生果報不同，故于一水而
見有四相分別之異。四者即：
(1) 天見是寶嚴地，謂諸天福德殊勝，其所見水，悉成琉璃眾寶莊嚴之地。
(2) 人見是水，謂世間之人所見之水，清濁雖異，而皆是水。
(3) 餓鬼見是膿血，謂由宿世慳貪，罪障深重，墮餓鬼中，長劫不聞漿水之名，
既因饑渴所逼，望見河水，意欲飲之，速趨岸傍，皆是膿血。
(4)魚見是住處，住處，即窟宅。謂魚以水而為住處，潛躍游泳，不見水相。
[攝大乘論釋卷四（玄奘譯）、大明三藏法數卷十八]"
但是從"唯識無境"的角度來講，這種器世間的外境，純是自己第八識種子變現的
相分，即使有"共業"，也只是相似種子，不應該有"譬如一水，本無有異" 的前提。
這就是把外境坐為實有了，對嗎？
然後我好奇去查《攝大乘論釋》，玄奘大師翻譯了兩部《攝大乘論釋》，分別是
世親菩薩著（CBETA 1597)和無性菩薩著（CBETA 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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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版本裡壓根沒有這個比喻。無性菩薩的版本裡有比喻，但是沒有"一水"的前
提，是這麼說的：
"謂於餓鬼自業變異增上力故。
所見江河皆悉充滿膿血等處。
魚等傍生即見舍宅遊從道路。
天見種種寶莊嚴地。
人見是處有清冷水波浪湍洄。
若入虛空無邊處定。
即於是處唯見虛空。
一物實有為互相違。
非一品類智生因性不應道理。
云何於此一江河中。
已有膿血屎尿充滿。
持刀杖人兩岸防守。
復有種種香潔舍宅。
清淨街衢眾寶嚴地。
清冷美水波浪湍洄。
虛空定境。
若許外物。
都無實性。
一切皆從內心變現。
眾事皆成。"
這樣好像是很符合"唯識無境"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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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攝大乘論釋》另外的版本，陳真諦的譯本（CBETA1595）"餓鬼畜生人
諸天等如應：一境心異故許彼境界成 [0244a29]
釋曰。
譬如一江約四眾生分別則成四境。
餓鬼謂為膿血。
魚等畜生謂為住處人謂為水。
天謂是地。
隨所分別各成一境。
若境是實應互相妨。
不應一處一時並成四境。
當知皆是意識分別所作。
若汝許四識並緣。
識不離境。
汝亦應許一時一處並有四境。
若許並有四境。
則應信一切分別皆非實有。
若無實境識應自生不緣境起。
若爾唯識中。
四難還成。
四義不成。
此難如彼論釋。
有識無境。
斯有何失。"
這裡面，我覺得"譬如一江"是與"唯識無境"相違背的？
而《攝大乘論》本論裡有“
鬼畜人天等
各隨其所應
一切意有異
故知義不成"。
"一知相違識相。
如餓鬼畜生人天同於一物。
識體見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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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問題是：這裡的"同於一物"，不應該當"不同的阿賴耶識，去認識同樣一個
實有的外境"來解釋，對嗎？
因為這裡的"一物"，完全是見分疏所緣緣八識種子相分，而且並非外部有增上緣？



導師回覆如下 :
其實這全是部派法執，執實有外境如河，唯識家為方便討論，加以引導，最後破

斥，假作共許，以此為例。
人、鬼、魚，可以同居一土，好像同見一河，但其相有異。
天人來到人間，見到人間的河猶如寶池。
正如《觀所緣緣論》，開始時並不否定"極微"一樣，以"極微"為例，逐步破斥小
乘。
天雪說得對，在唯識家立場，並不認有離識外境，所以上述例子以彼所執，先達
到說明"唯識"，但未能證明"無外境"，再以夢例，說明 "無外境"。
相對之下，不若《觀所緣緣論》直接了當。
世親菩薩當時唯識初興，可能小乘人較易接受分兩步來理解"唯識無外境"之說，
陳那論師時代，唯識學說已較普及，故能直斥部派之非。

天雪之疑，證明能嚴守家法，可喜可賀！
王恩洋先生與呂澄先生同是歐陽大師門人，最大差異就是對部派佛教認識深度有
異，但在修行方面，恩洋先生似較投入。
羅時憲宗師雖為歐陽大師私塾門人，未有親到南京學習，但兼得王、呂之長，修
行方面更有過之。



天雪回應如下 :
感恩導師！
您這個"同居一土"特別好！就和會了眾家的說法。
我是看到一篇對比印順長老和王恩洋先生《攝大乘論釋》的解釋，王恩洋先生就

不說"一境四心"這個比喻，印順長老就會用。然後發現玄奘大師兩個譯本也不同，真
是家學太重要了，否則就沒法抉擇。
另外發現明朝那個《三藏法數》作為佛教詞典，太不可靠了···
這個例子真是讓人深刻地體會到了傳承、祖師、導師，對正法流傳的重要性啊！
我抽空改改度娘去，這個詞條明顯文獻引用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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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再複如下 :
所以說明王恩洋先生家法正宗，印順長老的《攝論講記》就不純粹，
且夾雜自己或日本學者的臆測。
太虛大師當年當面提醒羅時憲宗師，學習唯識必須依唐疏，不能依賴明代注釋，

原因是明朝那些所謂高僧大師 : 唐疏未窺，義解未周。
《唯識述記》等書可能在宋、元之間，甚至更早已失傳。
至於百度中佛教資料，大多不可靠，誤人不淺。



天雪回應如下 :
哎，我實在是太感謝楊仁山先生了，真是功德無量！



北京王小根班長回應 :
慈宗家法嚴謹如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讚歎天雪上下求索之精神！讚歎導師

解答之清晰可解！

182

1

慈宗青年文化節
Maitreya Youth Cultural Festival

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
First Maitreya Youth Cultural Festival 25-28/3/2016
順祝近代慈宗祖庭——南京金陵刻經處成立150周年紀念
主辦單位：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學會（香港）
協辦單位：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
地 點：香港柴灣青年廣場Y藝綜藝館
時 間：2016年3月26日（星期六）上午10:00
榮譽顧問名單：
1）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
2）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書記、原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先生
3）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僑聯副主席王永樂先生
4）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原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5）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秘書長鄭鋼淼先生
6）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部長沈沖先生
7）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先生
8）國家宗教局副局長、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蔣堅永先生
9）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首席召集人、原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林煥光先生
10）全國人大代表、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先生
11）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兼校董、恒基兆業地產集團高級總經理李佩雯女士
12）原全國政協常委郭炳湘夫人、生命熱線名譽贊助人暨執行委員會主席郭李天穎女士
13）原全國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恒通資源集團主席施子清先生
14）原全國人大代表、原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15）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
16）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先生
17）西安美術學院書記、原陝西省統戰部副部長王家春先生
18）四川省人大常委兼民宗委主任、原四川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兼宗教局局長王增建先生
19）成都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原成都市委常委兼統戰部部長何紹華先生
20）原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原南京金陵刻經處主任宗家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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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宗經律論序贊書法展／慈宗歷代菩薩祖師國畫油畫展
時 間：2016年3月25日－28日
地 點：香港柴灣青年廣場Y劇場
•

慈宗經、律、論、序、讃書法交流
Calligraphy on Maitreya Studies sutras，sastras，preface and praises

•

慈宗歷代祖師人物畫作品交流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on great masters of Yogācāra Tradition

•

西安美術學院黨委書記、中國哲理畫創始人王家春先生哲理畫展
Exhibition of philosophical paintings by Mr. Wang Jiachun

•

著名書法家宗家順先生書法展
Exhibition of Calligraphy by Mr. Zong Jiashun
二、慈宗經、律、論講解交流
Lecture exchanges on Maitreya Studies Sutras sila and sastras
（國Mandarin/粵Cantonese/英語English）
特邀學者專題報告：奧地利維也納大學Mathes教授藏文《般若心經》解讀；印度德里大學

Sarao教授梵文／《唯識三十頌》解讀《般若心經》／《唯識三十頌》／《瑜伽菩薩戒略攝頌》
地點：香港柴灣青年廣場Y綜藝館
三、慈宗經論朗誦交流（梵漢、藏漢、蒙漢、英漢對讀）
Gathas readings on sutras & sastras of Yogācāra Tradition（Sanskrit-Chinese/TibeanChinese/Mongolian-Chinese /English-Chinese）
四、免費現場抄寫《般若心經》《唯識三十頌》
地點：香港柴灣青年廣場舞蹈劇場
五、重印雞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
Reprinting of Mahaprajnaparamitasutra，Kai Yuan Buddhist Printing House Edi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活動地點：香港東區青年廣場
舉辦日期：2016年3月25日至28日
敬請關注：
香港柴灣青年廣場：http://www.youthsquare.hk/eng/home/
慈氏學會（香港）www.inst-maitreya.org
聯絡電郵：cizong@ciz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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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A）慈宗經、律、論、序、贊書法交流

1）《般若心經》唐玄奘大師譯
2）《唯識三十頌》唐玄奘大師譯
3）《瑜伽菩薩戒略攝頌》
4）《大般若經初會序》唐玄奘大師撰
5）《大唐三藏聖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
6）《歸依三寶贊》宋王安石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川尼眾佛學院、杭州佛學院、成都書畫代表團、陝西省書法家
協會、廣州暨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上海龍華寺、福州圓瑛研究會、馬來西亞佛教
居士林、香港無名堂等機構應邀派員出席參加上述交流。

B）慈宗經、律、論講解交流(國/粵/英語)

示範:王導師講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句經文20分鐘。
以此為例，把下列三種典籍分成若干經句/偈頌，讓參加者講解。
範圍:
一、慈宗般若學-《般若心經》唐玄奘三藏譯梵為漢
1· "觀自在菩薩……，度一切苦厄。"
2· "舍利子，色不異空…………，不增不減。"
3· "是故空中無色 ……，乃至無意識界。
4· "無無明 …………，亦無老死盡。"
5· "無苦集滅道，…………，以無所得故。"
6· "菩提薩埵…………，菩提薩婆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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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宗唯識學-《唯識三十頌》世親菩薩造頌
唐玄奘三藏譯梵為漢
1· "由假說我法，……及了別境識。"
2· "初阿賴耶識，……阿羅漢位舍。"
3· "次第二能變，……出世道無有。"
4· "次第三能變，……睡眠與悶絕。"
5· "是諸識轉變，……複生餘異熟。"
6· "由彼彼遍計，……所執我法性。"
7· "此諸法勝義，……大牟尼名法。"

三、慈宗戒律學-《瑜伽菩薩戒略攝頌》
1· "菩薩淨律儀，……況犯於一切。"
2· "四十三輕者，……此七障佈施。"
3· "別解脫戒中，……生起多功德。"
4· "如見賊作惡，……是乃得為耳。"
5· "第三邪命法，……障淨戒應知。"
6· "障忍有四種，……於定深味著。"
7· "障慧共八種，……障攝善法戒。"
8· "複有十一種，……一切應遠離。"
9· "以上一切戒，……無犯成功德。"

四川尼眾佛學院、四川峨嵋山佛學院、北京慈氏學師資(遠端)進修班、香港佛教法相
學會、慈氏學會(香港)、香港佛教孔先洲紀念中學宗教部應邀派出代表參加上述交流

C）慈宗梵、藏、蒙文與漢文經、論朗誦對讀交流

範圍:
1·《般若心經》
2·《唯識三十頌》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法鼓佛教學校將應邀派員參加上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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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慈宗歷代祖師人物畫作品交流
創作物件:
慈氏（彌勒）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玄奘大師、窺基大師、歐陽竟無大師、太虛大
師、羅時憲宗師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杭州佛學院、成都書畫代表團、馬來西亞佛教居士林、深圳戴培仁老師
等已應邀派員參加上述歷代祖師人物畫展

E）王家春先生哲理畫展
家春先生是陝西省著名哲理畫家，畫風與近代名家豐子愷相近，較之更能切合現代社會需
要，對當代青少年能起啟迪教化作用，籌委會特蒙應允首次在港展出其作品，以饒益本港
青少年。

F）宗家順先生書法展
著名書法家宗家順先生，師從趙樸初、劉炳
森、王任諸先生，風格與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趙樸初老居士相近。佛法的空靈，給予他極大的啟迪，以至人品與書品皆臻上乘。

G）重印清末揚州雞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
般若乃諸佛之母，唐玄奘三藏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堪稱大乘佛典之至要，揚州雞園刻
經處版更是近代珍貴之刊本。

王導師中學時因讀揚州雞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赫然發現自己名字竟然出現在玄奘大
師《大般若經初會序》："一言可蔽，而雅頌之作聯章" 一句中，深感因緣殊勝，遂毅然發
願弘揚奘公自印度傳來慈氏宗學。當日版本在港刊印，已近一甲子，教界已無此精良刊本
流通，以供行者讀誦受持，藉慶祝"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舉辦之因緣，暨"金陵刻經處"
成立150周年紀念之際，重印流通，正其時矣！

注：活動雖未廣泛宣傳，善款自去年春節以來已達港幣2,2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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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王導師聯章先生發起的“慈氏文教基金”，本著
“自覺、覺他”的學佛弘法理念，由王導師個人率先把每
年相當部分收入拔捐基金。慈氏文教基金在2013年成功舉
辦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第一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後，
再行舉辦史上“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通過設定年度
文化節的儀方式，將慈宗精神与学问傳播與傳承。

感召：王導師個人及家人為本次文化節合計捐贈40萬港元。
在王導師的感召下，更多有心向佛、弘揚慈宗的覺者，贊
助本次文化節。通過個人的聞、思、修學佛，是达到“自
覺”的層次；通過捐資文化節，向世人尤其是年輕人弘法，
是达到“覺他”的階梯。從“自覺”到“覺他”才能成為
真正的覺者。

七級贊助 ：本次贊助設立猶如為自己在人間建造七層佛
塔，為往生淨土建造七寶蓮池，為未來成就正覺興築七色
金台，功德巍巍 難可思議。

回向：凡於31/10/2015以前捐助功德芳名，除將在“第一
屆慈宗青年文化節”場刊登載外，亦將恭錄于擬重印的清
末雞園刻經處版《大般若經》書後，以昭盛德，以申回向。

王導師承諾：此次活動經費不足之數，將由王導師伉儷以
親人名義捐資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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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榮譽

贊助人
王聯章導師、鄭苑嫻大德伉儷(香港)

一級

金剛石贊助人
(HK$300,000元)

何青諺、何全祐、何星謁大德(香港)
中國安芯控股公司、中國華泰瑞銀控股公司、陳洪大德
(香港)

二級

翡翠贊助人
(HK$200,000元)

三級

珍珠贊助人
(HK$100,000元)

四級

珊瑚贊助人

吳蓉暉大德(美國羅省)
周敏峰大德(寧波)

施麗卿大德(加拿大多倫多)(王導師代母親捐款)
方國洪大德(香港)
熊續強大德(寧波)

紹興縣龍華寺(宋沁玲大德代籌)

(HK$50,000元)

五級

琥珀贊助人
(HK$30,000元)

黃瑞媚大德(香港)
吳志其、吳定賢、吳愷珈大德(香港)
方偉康大德(香港)
楊豪大德(香港)
李英大德(香港)
梁國棟/黃群英大德伉儷 (香港)
香港易醫學會(田悅榮大德代籌)

瑪瑙贊助人
六級

(HK$10,000元)
瑪瑙贊助人
(HK$10,000元)

香港維工佛學同學會(梁國棟大德代籌)
洪志挺大德(廈門)
劉天雪大德(北京)
李洋大德(北京)
王小根大德(北京)
葉青、葉梅大德(北京)
鄭焱大德(北京)
周藝大德(深圳)
黃銳大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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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榮譽

贊助人
莊國泉、湯小華、莊晨大德(香港)
施寧大德(重慶)
方國強大德(香港)
金德珠、夏令武大德（安徽）
李娟大德(香港)
賴柏霖大德(香港)
李憬大德(深圳)
莊悅大德(深圳)
黃偉賢大德(香港)
吳瑞花大德(香港)

瑪瑙贊助人
六級

(HK$10,000元)

薛振威大德(香港)
劉義林大德（深圳）

瑪瑙贊助人

吳瑞花大德(香港)

(HK$10,000元)

薛振威大德(香港)
劉義林大德（深圳）
宜信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呂海燕大德代籌）
王經法，陳振清大德 (河南)
郭薇，王可昕，王觀大德 (北京)
劉莉麗大德 (北京)
喬愛蘭、胡少楠 (內蒙古)
方康瑉大德（香港）
方森怡大德（香港）
陳建湘大德（深圳）
範佐華大德(香港)
陳金城大德(香港)

琉璃贊助人
七級

(HK$5,000元)
琉璃贊助人
(HK$5,000元)

黃文華大德(香港)
聶麗華大德(香港)
高潔大德(杭州)
郭菲大德(北京)
李德會大德(臺北)
劉禮彬大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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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

級

贊助人

李允大德(北京)
繆繪、龐書雷、常院良大德(北京)
許小冬、李佳霓（北京）、李維大德（成都）
王艷、趙茂林（北京）、王曉琳大德（成都）
王德仁、趙月、王則然大德(北京)
黃卓駿大德(香港)
李永勤大德(重慶)
劉宏忠、黃征、唐世標大德(深圳)
高佩華大德(香港)
蘇語琦大德(香港)
孫鑒明、莫惠娟、楊杏英大德(多倫多)
王雪珠、王雪欽、謝天成大德(多倫多)
陳紹建大德(北京/寧波)
琉璃贊助人
七級

(HK$5,000元)
琉璃贊助人
(HK$5,000元)

殷豔紅大德(天津)
陳雁姿大德(香港)
廖恩平大德(香港)
李明磊、張湉湉大德(西安)
劉潞葭、劉和平、劉耀民大德(北京)
范麗娜、梁筱崴大德(西安)
郭玉霜、張美金、李鳳冰大德(香港)
陳志敏大德 (北京)
閆晉、郭慶蓮、閆佳昕大德(深圳)
徐港大德(寧波)
周娟大德(深圳)
澳門佛教中心協會（澳門）
葉修東、葉為勝大德（天津）
羅克大德（成都）
周鎮、李輝亮、章斌大德（浙江安吉）
林向琴大德（福州）
鄭銳、陳雅大德（杭州）

192

功德名錄
Merit list

《習定管窺》功德名錄
Merit list
導師撰述的《習定管窺》是根據西藏格
魯派 (黃教) 始祖宗喀巴大師《菩提道
次第廣論·奢摩他章》撰述而成。該章
乃宗喀巴大師取材自《解深密經 . 慈氏
菩薩章》(《分別瑜伽品》)、《瑜伽師
地論》、《六門教授習定論》等慈宗要
籍編撰而成。

王導師此書經香港羅時憲宗師鑒定，並
指定為不可多得的慈宗修習止觀入門書
籍。繁體字版早已流通多年，被不少修
習止觀者甚至禪修班奉為圭臬。本書簡
體字版由北京學員張娜仁者統籌，將由
中國文史出版社印行，嘉惠內地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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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導師早年撰述《習定管窺》簡體字版最新功德名錄
Latest Merit list
捐资個人\機構

捐资金額

慈氏文教基金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香港方國洪大德

HK$50,000元

宜興方國強大德 (方國洪大德胞弟)
香港方偉康大德 (方國洪大德公子)

合捐 HK$30,000元

北京王小根大德班長
2015年
宜信控股 (香港) 有限公司
除夕以前
功德錄 深圳關櫻大德
深圳董慧大德
深圳學員林鳳珠大德
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郭璽大德
杭州陳金蓮大德班長
杭州學員黃桂悅仁者母親陳水珍大德
北京劉㻛大德

￥5,000元
HK$2,200元

2016年 寧波諸佳峰、葉禹思、沈調琴大德
元月助印 深圳學員獅子會劉義林大德

￥1,000元

深圳學員李幹春大德
2015年 北京班務委員陳志敏大夫
除夕功德 慈氏學會 (香港) 黃偉賢班長
錄
慈氏文教基金諮詢委員香港梁國棟大德捐資

HK$400元
￥500元
HK$3,000元
HK$5,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HK$1,000元
HK$1,000元
￥1,000元

HK$5,000元

慈氏文教基金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香港方國洪大德
宜興方國強大德 (方國洪大德胞弟)
香港方偉康大德 (方國洪大德公子)
北京王小根大德班長
宜信控股 (香港) 有限公司

HK$50,000元

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郭璽大德

￥500元

杭州陳金蓮大德班長

HK$1,000元

杭州學員黃桂悅仁者母親陳水珍大德

HK$1,000元

2015年除
夕以前功 深圳關櫻大德
深圳董慧大德
德錄
深圳學員林鳳珠大德

合捐HK$30,000元
￥5,000元
HK$2,2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備註 :2016年春節後出版，屆時歡迎慈宗學人免費索閱。 在沒有公開宣傳下，以上捐款已累積至
HK$92,200元及￥9,000元，共約 HK$10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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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for ‘’ Maitreya Studies “

近年来，研究慈氏學已成為學界
風潮。继王導師领导的“慈氏文
教基金會”舉辦2013年香港“第
一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出版
《慈氏学研究》（2014/2015）
年刊后，将于2018年举办“第一
屆慈宗青年論壇”暨“第二屆慈
宗國際學術論壇”并出版《慈氏
学研究》（2017/2018）年刊。
本期《慈音》先发表几篇慈氏学
研究论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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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ogācāra Tradition –
from Ancient India to Modern China
--- a Review of Yogācār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Promotion

1. Master Xuanzang and Nālandā Monastery

THE key figur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Yogācāra from India
to China is Master Xuanzang，who received the lineage of
Dharmapāla at Nālandā Monastery during his years in India
between the age of 32 and 42 ， and later founded the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 唯 識 宗 ) in China· Master
Xuanzang's whole life has been a role model of truth seeking
and dharma promotion·

In Tang Dynasty，to enter a monastery，one had to take a
qualification test·Master Xuanzang took the test when he was
quite under age·When asked about his motivation for such

Master Xuanzang 玄奘法師

endeavor，his answer so impressed the governing officials in
charge that he was admitted as an exception·His vision? "I'll
devote myself to uphold the teachings of Sakyamuni Buddha，
and promote dharma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His ardent study covered almost all influential lineages and their best achievers at the time，but
still his major questions remained unanswered·Gradually he realized the vital issues hampering
Buddhism in China:

1). Inadequat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s: before Master Xuangzang's time，most translators
were from India· Their translated works differed with the then-used Chinese language in
pronunciation，meaning and usage·It was obvious that the classic literature，especially those of
Yogācāra School，were not completely introduced，except for selected chapters and excer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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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rplexing doctrines：based on incomplete literatures，theories for the basis of becoming
enlightened were incoherent and contradicting: Di Lun Zong (地論宗，An early Chinese Buddhist
School with《 十 地 經 》(Daśabhūmi-vyākhyāna) as root literature) explained the worldly
manifestation of Bhūtatathatā interdependent with Dharmadhātu; while She Lun Zong (攝論宗，
An early Chinese Buddhist School with the first translation edition of《攝大乘論》Mahāyānasamgraha-śāstra·) argued that the true existence of sentient beings was the ninth Amala
Consciousness，which was uncontaminated and constant by itself·Master Xuangzang felt that
none of the existing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 was convincing enough as a basis on which dharma
students could develop solid rational 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Master Xuanzang heard of the existence of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not yet
introduced to China but supposedly able to clear his doubts· With earnest determination of
learning this classic interpretation，he started his journey to India in 629·In 632 he arrived at
Nālandā and was accepted by the Abbot of the monastery，the 106-year-old Ven·Śīlabhadra· He
also befriended Xuanjian(玄鑒)，a lay Buddhist，who gifted Xuanzang the only copy of
Dharmapāla’s

commentary

of

The

Thirty

Verses

of

Consciousness

Only

(Triṃś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His study was not limited to Nālandā – between 637 and 641 he
left the monastery to study from various other lineages including Abhidamma śastras· But most
importantly to cover the complete thought of Dharmapāla ， he studied 唯 識 抉 擇 論
(Discriminationn of Vijñaptimātra) from Jayasena，a disciple of Sthiramati·Later requested by
Śīlabhadra，Master Xuanzang lectured Mahāyānasaṃgraha-śāstra (攝大乘論) and Discrimination
of Vijñaptimātra (唯識抉擇論) at Nālandā·

Maitreya

Bodhisattva

is

commonly

acknowledged

to

be

the

origin

of

Yogācāra

Tradition·According modern scholars such as Ui Hakuju (宇井伯壽)，Prof·Sze-hin Lo (羅時憲)
and Ven·Yinshun (印順)，there were masters named Maitreya active in India between the 4th and
5th century ·They advocated Vijñaptimātra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to reconcile all Buddhist
schools·These masters influenced Asaṅga，who studied from them and later in deep meditation，
confirmed his learning with Maitreya Buddha，and thus founded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
According to From Hirakawa Akira (平川彰)， from Maitreya Bodhisattva/Asaṅga to Xuanzang，
the lineage of Indian Yogācāra tradition is as follo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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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akawa Akira 平川彰: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Tokyo: 1979·

In addition，referencing Chinese Tang sources，here’s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羅時憲《唯識方隅》Introduction to Vijñaptimātra，Prof·Lo Sze-hin

198

《慈氏學研究》論文
Papers

2. Interpretation of Vijñaptimātra by
Dharmapāla
Dharmapāla inherited Dignāga’s thought of
sākāra-vijñāna-vāda

(the

teaching

of

consciousness with form, 有 相 唯 識 說 ) ，
stating "the object (ālambana，境) does not
depart consciousness(vijnana)" ( 境 不 離
識 )· In addition ， according to Ghanavyūha-sūtra ( 密 嚴 經 ) ， Dharmapāla
categorized the faculty of cognition into
four aspects

(bhāga):

nimitta-bhāga 相

分,(the object of cognition)，darśana-bhāga
見 分 (the subjective part perceiving the
object

) ， svasaṃvitti

自 證 分 (self-

witnessing，the reflexive part，which can

Master Kuiji

step back and observe and reflect on the
darśana-bhāga)，and the svasaṃvitti-saṃvitti證自證分(witnessing -self-witnessing，which
can step back from the self-reflection of the svasaṃvitti and observe it introspectively)·Per
Dharmapāla，svasaṃvitti is characterized as subject (能，perceiving) and object (所，the
perceived); svasaṃvitti can be acknowledged by svasaṃvitti-saṃvitti·Dharmapāla also
reconciled the conflict between "intrinsic seeds"(本有種子),and "cultivated seeds" (新熏種子)，
by proposing that "seeds" (bīja) not only exist in their original form but can be newly motivated
( vāsanās 熏習)，thus ending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ālaya vijñāna
interdependent arising (賴耶緣起)·-- In contrast，Sthiramati (安慧) upheld the doctrine of
"consciousness has no form" (nirākāra-vijñānavāda 無 相 唯 識 說 )· He only took the
svasaṃvitti-bhāga (self-evidencing) 自證分 as real，by arguing that darśana-bhāga 見分 and
nimitta-bhāga 相分 are both illusory imagination (parikalpitah-svabhāva 遍計所執性)·While
Dharmapāla proposed that they’re both of the nature of interdependent existence (paratantrasvabhāva 依他起性)，i·e·they are relatively real·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CBETA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五十冊 No·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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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uanzang’s Development of Vijñapti-mātra and Promotion of Prajñāpāramitā
Master Xuanzang summarized the dispute of Indian Yogācāra teaching regarding nimitta bhāga
相分and darśana bhāga 見分by concluding that it’s contingent of the seed it originates: whether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ame seed or as a copy a different seed·Xuanzang stated that objects
of consciousnes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They are:
a) 性 境 Object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 These are images manifested through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raw substance，and are correct objects of cognition·They are truly
manifested from ālaya seeds;
b)獨影境Image-only objects: Objects arbitrarily manifested from a subjective view·These
are objects that exist purely in the mind and have no relationship to any raw substance·and
c)帶質境，Objects that derive from raw substance but which are mistakenly perceived·-the substance belongs to a different seed but the perceived (misconstrued) copy is from the
same seed as the perceiving function·

Prof·Sze-hin Lo (羅時憲)，Introduction to Vijñaptimātra Buddhism《唯識方隅》
Instititu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香港慈氏學會2013 Edition，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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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Yogācāra tradition，Master Xuanzang is often mistaken
as a scholar of Vijñaptimātra only·Nothing can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His famous debate
with Siṃhaprabha ( 師 子 光 ) and his 3000-versed 會 宗 論 (Commentary Reconciling
Madhyamaka and Yogācāra) demonstrated his depth of prajñāpāramitā· One of his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was the triumph of Kanyakubja (曲女城) debate: attended by eighteen
kings in India and thousands of monks and scholars，he upheld the Mahāyāna doctrines over
Theravadin and Brahmanic opponents·He was famed throughout India by Theravadins as
mokṣadeva (解脫天) and Mahāyanadeva (大乘天) by Mahayana Buddhist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Master Xuanzang translated 1335 scrolls of Buddhist sutras and
commentaries，covering various schools and lineages of Mahāyāna and Theravada，in which
600 scrolls are the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and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consists of 100
scrolls· Among four most significant Buddhist translators in China’s history ， Master
Xuanzang contributed more than the other three added together，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Upon the suggestion of Master Kuiji (窺基)，his chief disciple，Master Xuanzang composed
Cheng Wei Shi Lun (成唯識論)，the Treatise on the Thirty Verses of ConsciousnessOnly·With Dharmapāla’s interpretation as the orthodox exposition，the book is an excellent
synthesis of commentaries by the ten great ś astra-masters in India for Vasubandhu’s last and
fundamental work·

While Master Xuanzang mainly focused on translation，his disciples，mainly Master Kuiji，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Yogācāra School，which，after the book of Cheng Wei Shi Lun，is
also called Wei Shi Zong (唯識宗)·Another name is Ci’En Zong (慈恩宗)，named after Da Ci
En Monastery ( 大 慈 恩 寺 ) ， where most of the translations took place· The modern
abbreviation is Ci Zong (慈宗)·

Dojeung (道證)，a disciple of Master Xuanzang’s student，transmitted the lineage to Korea，
as the Korean Wei Shi Zong· Dōshō (道昭) brought Vijñapti-mātra teachings to Japan，
followed by Gembō (玄昉)，who brought vast amount of literature to Japan and established
Japanese Dharmalakṣaṇa School·Such was the influence of Ci Z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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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Yogācāra requires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o thrive:
1) A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2) Sufficient literature
3) Excellent mentors
4) Amp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the study
5) A rational，perspicuous mind·
Such supporting conditions were a rare existe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Thence，after Master
Xuanzang，Ci Zong experienced only four generations of masters: Kuiji (窺基)，Hui Zhao
(慧沼)，Zhi Zhou (智周)·Frequent wars and destruction of classics brought the lineage into
obscurity·
4. The Revival of Yogācāra Tradition in Recent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Upāsaka Yang Renshan (楊仁山)，an diplomat and lay Buddhist，
recollected lost classics from Japan，founded of Jinling Buddhist Publishing House (金陵刻經
處) and reprinted the works of Tang Dynasty masters·Realizing the flaws of the Japanese
reprint edition of Expanded Buddhist Tripitaka卍續藏經，Yang Renshan organized an
editorial committee，with careful selection and strict collation of texts，they produced the
Compilation of Essential Works of the Tripitaka (大藏輯要)·This work included entries for
460 essential texts from the Tripitaka，a total of more than 3300 scrolls·

Upāsaka Yang Renshan (楊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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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Renshan also founded Jetavana Vihāra Academy (祇洹精舍)，hosting lectures of
Buddhism·Despite its brief existence，the academy cultivated many talents，including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of Chinese Buddhism，such as Master Taixu (太虛) and Master Ouyang
Jingwu (歐陽竟無)·These masters，in turn，carried on the mission of Buddha’s education:
Master Taixu founded Wuchang Buddhist Academy ( 武 昌 佛 學 院 ) ， Chinese-Tibetan
Dialectical School (漢藏教理院)，South Potalaka Buddhist Acacemy in South Xiamen (閩南
南普陀佛學院); Master Ouyang Jingwu founded China Inner Academy (支那內學院)/
Dharmalakṣaṇa University (法相大學)·

Master Ouyang Jingwu (歐陽竟無)·

China was experiencing a very turbulent time – repeated defeats in wars against Western
countries invoked serious reflection of intellectuals on the def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country direly needed a rational，logical and advanced philosophy to compete
with Western cultures· Vijñapti-mātra was widely studied because of its rigorous logic，
profound explanation of the cosmology and ontology·This started the revival of Yogācāra
Buddhism in recent China·Master Taixu (太虛) renamed the school as Ci Zong (Maitreya
Schooltudies，(慈宗)，to emphasize that it’s not only vijñaptimātra but also prajñāpāramitā，
a complete Mahayana vehicle with the two wheels of śūnyatā，and interdependent a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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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ṣ ita pureland is a manifest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spective needs and capacities of
sentient beings (nirmāṇakṣetra應化土)·It’s contingent with the effort of all participants as a
collectively shared karmic result (sādhāraṇa-karman共業)· It is upon every citizen，every
bodhisattva on the path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nd thus made the pureland possible for
all·Buddhism，ultimately，is a teaching toward enlightenment，an education of the highest
form，not a blind faith or mere religious ritual·

5·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My great teacher，Prof·Sze-hin Lo (羅時憲)，took refuge with Master Taixu in his early
years，from whom he received the learning path to obtain the essence of Tang masters’
teachings·Personally he also revered Master Ouyang Jingwu and attained profound erudition
from China Academy of Inner Studies (支那內學院)·His meticulous presentations of tenets
demonstrate both mastery over ancient texts and an unmistakable influence of Mr· Han
Qingjing’s composing style·Prof·Lo was a teacher with great vision，ardent motivation and
unreserved devotion to promote Maitreya Studies·Through lecturing and writing，he made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revival of Maitreya’s Studies in South China·

Prof·Sze-hin Lo (羅時憲)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was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dharma followers
aiming to promote the lineage in 2003，with me as the Principal and Mentor·In 2009，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was also established to fund promotional effort of
Maitreya Studies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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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treya Studies lineage: From Master Xuanzang to the current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Taking up previous modern master’s understanding of Ci Zong as a combination of śūnyatā and
vijñaptimātra，based on the categories of Master Xuanzang’s learnings and translations，I
further clarified following five aspects of complete Maitreya Studies:
1) Prajñāpāramitā
2) Vijñaptimātra
3) Hetuvidyā
4) Meditation
5) Precepts
The above five aspects are now the backbone structure of our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s·
The following list is a brief review of the emphasis of our activities:

1) Maitreya Studies Libraries (慈氏圖書館): 26 libraries (see Appendix C for full list) are
donated and set up in Mainland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2) Maitreya Library Series: 10 books，including rare classics of Maitreya Studies，were
published in 2013 (慈氏學叢書)·(see Appendix D for full list)
3)· Daily practice Manuals: 3 manuals of precepts，repentance and recital were published in
2013·(慈宗修學系)·(see Appendix D for full list)

The six categories of Master Xuanzang’s translations are: Prajñāpāramitā，Vijñaptimātra，Hetuvidyā，

1

Precepts，Meditation，Abhid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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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Vijñaptimātra Literature (《唯識文獻全編》): published in
2013·I served as the Chief Editor·It has 72 volumes and has collected all Chinese literature on
vijñaptimātra before 1949·
5)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aitreya Studies Academic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hosted in Aug
2013，with 57 universities，Buddhist academies and institutes participating，and 67 papers
published·It was the largest Maitreya Studies academic conference in Hong Kong’s history·
6)Collection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 (儒道釋博士
論文叢書): we wponsored PostDo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essential Chinese Culture in
Sichuan University，this year this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as part of the research result·(Photos
attached·Ask Prof·Wong)·
7)Modern Textbook for Chinese Tripitaka project: Initiated in 2014，it’s an open online
public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of the best editions，with modern Chinese illustration and
commentaries·My student，Ms·Michelle Liu，serves as the Executive Editor·
8)The First Youth Maitreya Cultural Festival: To be hosted in Hong Kong in March 2016，it’s
a platform for young people to exchange and communicate with dharma lectures，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various forms of art·My student as Michelle Liu as the executive editor·
9)A cross-disciplinary vijñaptimātra –psychology Ph·D·Program: we initiated this research
area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Dept·of Psychology·
9)Maitreya Studies Dharma Teacher Distant Study Program in Beijing (慈氏學師資遠程進修
班 )·
10)Heart Sutra Study Program in Shenzhen (般若心經研習班)
11)Maitreya Studies Advanced Class of Classic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慈宗經論專修班)·
12) Dharma lectures: as visiting professor of various universities，I give dharma lectures about
Maitreya/Mahayana Buddhism several times each week in different cities in China，Hong
Kong ， Macao,Shenzhen ， Taiwan ， at universities ， Buddhist academ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Buddhism in China is developing very fast，with a pressing need of dharma teachers of a pure
lineage，to rectify all sorts of misleading ideas populating through information channels in
today’s society (internet，mobile social media，"new age movements" under the name of
Buddha’s teachings，etc·)·We can’t afford a decade to have qualified dharma teachers trained
enough to go out and "preach"·What’s the most effective approach of teaching then?

206

《慈氏學研究》論文
Papers
Our training courses started with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Buddhism，then it covered the
major prajñāpāramitā and vijñaptimātra sūtras and śastras (the Diamond Cutter Sutra and the
Thirty Verses of Consciousness-Only) ， meditation (Treatise of Six Gate Teachings on
Meditation Practice，Sastra by Bodhisattva Asa ṅga，Commentary by Bodhisattva) and
precepts (Boddhisattva’s Precepts in Yogācāra Tradition，from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BHS)，
Śīla Chapter，combined with excerpts from Master Tsong-kha-pa 宗喀巴’s commentary on
precepts in his Lamrim Chenmo 菩提道次第廣論A Grand Presentation of the Graded Stages
of the Path，which is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Śīla Chapter in BHS) and commentaries
by，Upāsaka Tang Xiangming (湯薌銘)·Combined with the Repentance Manual of Water
Purification Empowered by Compassion and Concentration through Meditation (慈悲三昧水
懺 精校本)，our students are well equipped with adequat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Right
View"，daily practice guidance，and principles of conduct at work and home·
Our advanced courses include thirteen fundamental sūtras and śastras of Maitreya Studies，
balanced between Madhyamaka and Yogācāra origins (see the full list in Appendix B)，each of
which a comprehensive Mahayana teaching by itself·Within very limited time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literature is introduced systematically to students ， with the best selection of
commentaries and introductions by Tang masters and modern scholars·Such an educational
approach requires full mastery of the literature and years of experience of teaching，but is no
doubt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our first group of young dharma teachers，
whom，being busy professionals，have very sharp minds but also limited time·

During this course，students also start to practice lecturing on various topics they have
learned·From now on，our students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our dharma promoting projects
and efforts，making their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Recent Chinese official media has expressed an understanding that "Buddhism itself is not a
religion but education"，and a key part our traditional culture·Through our publications，
lecturing and dharma teacher training，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as
been more and more recognized·The Buddha always taught in accordance with time and
audience·We hope that the continuance and growth of Maitreya Studies will be the best vehicle
to advocate dharma in modern China，and thus，revive the pure Yogācāra tradition from
Nāland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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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新十善法
新十善法
The Modern Ten Principles of Buddhist Ethics
01）不貪求不止而無厭足 （ 不貪婪）
Abstain from greed and insatiable sensual desires (renounce greed)
02）不憤恨嗔怒懷怨不舍 （不嗔恨）
Abstain from hatred，wrath，resentment and ill-will (renounce hatred)
03）不執迷不悟喪失理智（不癡迷）
Abstain from delusion and irrationality (renounce ignorance)
04）不蓄意傷害動物身體（不傷生）
Abstain from deliberate physical harm to living beings (renounce harming)
05）不為己利行欺詐盜竊（不詐竊）
Abstain from fraudulence and stealing for personal gains (renounce stealing)
06）不縱欲暴虐騙取感情（不縱欲）
Abstain from indulgence in sexual activities or dishonesty in sexual relationships (renounce lust)
07）不服食過量麻醉藥品（不濫藥）
Abstain from abusive usage of intoxicants (renounce drug abuse)
08）不捏造歪曲違背事實（不造假）
Abstain from untruthful words or fabrication of facts (renounce dishonesty)
09）不挑撥離間引發糾紛 （不離間）
Abstain from alienating and divisive speech (renounce estrangement)
10）不粗言穢語咒駡羞辱（不惡口）
Abstain from verbal violence and harsh language (renounce verbal violence)
慈氏學會（香港）根據《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戒品》內容，結合原有"五戒"、"十善法"，
試編"新十善法"如上，以供學員參考奉行，冀符制戒精神，又合時代需要，俾作往生內院資糧。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based on the Sila Chapter，Bodhisattva Bhumi，
Yogācārabhūmisastra and 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Five Precepts and Ten Wholesome Conducts，
has drafted the Modern Ten Principles of Buddhist Ethics for our students·These principles reflect
the underlying spirit of precepts and cater for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thus serve to adequately
equip one’s aspiration to be reborn in the inner-compound of Tu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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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List of Dharma Teachers’ Training Course
by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1.

Beginner’s Course: Lectures of Buddhism《佛學講話》Textbook by Prof·Andrew Luencheung Wong·

•

Precepts，Meditation & Wisdom: the Maitreya Studies Foundation
•

The Heart Sutra (Hṛdaya Sūtra)· Reference: Prof·Sze-hin Lo's commentary，Kui Ji's
commentaryproposal of，focused on the three natures and 四重二諦 Four Levels of the
Two Truths，圓測，靖邁’s commentaries·

•

Thirty Verses of Consciousness-Only《唯識三十頌》·Reference: A Brief Explanation of
Triṃś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唯識三十論略解》）by Upāsaka Han Qingjing (韓清
淨)， An Explanation of the Verses Delineating the Eight Consciousnesses (《八識規矩
頌釋論》) by Upāsaka Wang Enyang (王恩洋)，Lectures on Vijñaptimātra Buddhism
(《唯識講義》by Upāsaka Ouyang Jingwu 歐陽竟無·

① The Summary Verses of Yogâcāra Bodhisattva's Precepts《 瑜 伽 菩 薩 戒 本 略 攝
頌》·Reference: Book of Precepts (戒本) translated by Master Xuanzang，textbook is
The Compilation and Exposition of the Śīla Chapter of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瑜伽菩薩戒
品詮釋 by Upāsaka Tang Xiangming (湯薌銘)，compiling and commenting between on
Tsong kha pa's Grand Commentary precepts sections (Tsong kha pa’s composition was
based on YBS)，Śīla Chapter of Yogācārabhūmi and Chinese related commentaries，
between Sanskrit，Tibetan and Chinese·
② Selection of Śamatha Chapter of Lam rim chen mo (菩提道次第廣論止觀章) by Master
Tsong kha pa ， with Selections of Wŏnch’ŭk’s Commentary on the Śamatha and
Vipaśyanā Chapter of Saṃdhinirmocanasūtra，Commentaries by Wǒnch’ǔk (圓測)，
Selected by Professsor Sze-hin Lo·
③ Asaṅga's Treatise of Six Gate Teachings on Meditation Practice《六門教授習定論》
With commentary by Vasubandhu，Title Explanation and Commentaries by Prof· Lü
Cheng (呂澄)·
•

Five Contemplations of Consciousness-only 五重唯識觀· Textbook: Reference of the
Explanations of Kuiji’s Fayuan Yilin Vijñaptimātra Chapter

(Selection on the Five

Contemplations of Consciousness-only《法苑義林章唯識章註》節要（五重唯識觀部
分），by Kuiji，explanations by Upāsaka Mei Guangyi 梅光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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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irteen Fundamental Sūtras and Ś astras of Maitreya Studies:
• Essentials of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 能 斷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要
義 ·Reference: Prof·Sze-hin Lo's commentary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Upāsaka Han
Qingjing

韓 清 淨 's

了 義 疏

Commentary

on

the

Essential

Doctrines

of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①Essentials of Saṃdhinirmocanasūtra (解深密經要義)·Textbook: Selec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Wŏnch’ŭk’s Commentary 圓測解深密經疏節要 by Professsor Sze-hin Lo·)
• Essentials of Bodhisattva-bhūmi in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要義·Reference:
Yogācārabhūmī Bodhisattvabhūmi 菩 薩 地 Yogācārabhūmī Tattvārthapaṭala 真 實 義 品 ，
Gotrapaṭala 種 姓 品 ， Cittôtpādapaṭala 發 心 品 ， structural analysis 瑜 伽 師 地 論 表 解 by
Prof·Qiang Fanchang 強梵暢·
• Essentials of Madhyāntavibhāga《辯中邊論》要義·Reference: Prof·Andrew Luen-Cheung
Wong’s Interpretation and Categorization，Illustrative Categorization by Vajracharya Liu Ruizhi
(劉銳之)，both in accordance to Master Kuiji’s Commentary(辯中邊論述記)·
①Essentials of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kārikā《大乘莊嚴經論》·References:，Introduction by
Ven·Huimin (惠敏)’s《大乘止觀導論 Introduction to Mahāyāna Ś amatha and Vipaśyanā》，
Article Prof·Chan Ngan Chi 陳燕姿’s Interpretation of Ū payopasa ṁ hitakarma業伴品，with
selected Chapter from Zang Yao Edition (藏要版 edited by Prof·Lv Cheng 呂澄)·
• Essentials of Abhisamayālamkāra《現觀莊嚴論》·Reference: Ven·Fa Zun (法尊)’s translation，
Ven· Rushi如石’s Introduction to Abhisamayālamkāra《現觀莊嚴論初探》and excerpts of
Ven·Fa Zun (法尊)’s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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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蓮淨苑叢書
1.

Essentials of Mahāyānasaṃgraha《攝大乘論》·Reference: categorization and explanation notes
by Ven·Long Lian (隆蓮)，selected interpretation from Journal of Minnan Buddhist Academy
(《閩南佛學》)

•

Essentials of Karmasiddhiprakaraṇa《大乘成業論》· Reference: Prof· Andrew Luen-Cheung
Wong’s "Introduction to Karmasiddhiprakaraṇa" 大乘成業論導讀·

•

Viṃśat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唯識二十論頌》· Reference: Commentary by Master Kuiji 窺
基二十論述記，Commentary by，Upāsaka Wang Enyang·王恩洋述記·

•

Essentials of Cheng Wei Shi Lun《成唯識論》: Reference: Upāsaka Han Qingjing 韓清淨 An
Interpretation of Triṃś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三十論解》，Wei Tat(韋達)’s Translation of
Cheng Wei Shi Lun·

•

Essentials of Abhidharmasamuccaya· Reference: Sthiramati's commentary to Asaṅga's
Abhidharmasamuccaya 《阿毗達摩雜集論》，Analysis by Upāsaka Wang Enyang王恩洋《疏
析》,呂澄(?待考 )

•

Essentials of Ālambanaparīkṣā《觀所緣緣論》·Reference: commentaries by Prof·Lü Cheng，
呂澄論奘譯觀所緣釋論之特徵，Dissertation by Prof·Chan Ngan Chi陳燕姿·，and Ven·Long
Zang (隆藏)

•

Essentials of Nyāyapraveśa《因明入正理論》· Reference: Prof· Sze-hin Lo’s Introduction to
Vijñaptimātra Buddhism 唯識方隅，Prof·Yunsang Lee (李潤生)’s A Study Guide to yaprave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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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在當代的弘揚與修學
作者 : 慈氏文教基金 董事長

慈氏學會 (香港) 導師 王聯章 先生

中國"慈宗"的創始人是玄奘大師。玄奘大師小時候參加出家人考試，因為年紀不
夠，開始不被允許參加。當主考官問他為什麼來出家的時候，玄奘大師的回答是： "遠
紹如來，近光遺法"。 主試稱奇，於是允許他參加考試。 當時中國的佛經翻譯並不完
整，並且因為譯經者的見解不同，經典內容"隱顯有異"，令人"莫知適從"，於是負笈西
遊，傳承了世親->護法-> 戒賢一系的"瑜伽行派"精髓，對大乘小乘、空有兩宗都有極
高的見解和成就，被印度各地稱為"大乘天"，"扇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仁于五印之間",
梁啟超先生讚歎為"中國留學生的楷模"。玄奘大師歸國之後翻譯佛經一千三百多卷。中
國歷史上佛經的翻譯有四大譯師，玄奘大師一人主持的翻譯量比其他三個譯師加起來還
要多一倍。中國的佛經翻譯，至此可說燦然大備。門下的窺基大師，把玄奘大師的思想
弘揚光大，中國的"瑜伽行派"於是成宗。因為玄奘大師住持和譯場在大慈恩寺，所以中
國的"瑜伽行派"又稱為"慈恩宗"，近代簡稱"慈宗"。又因為玄奘大師的著作《成唯識
論》，又稱為"唯識宗"。
唯識的弘揚和學習，必須具足五個條件：
1、 安定的社會和良好的學習環境；
2、 充足的經典；
3、優秀的導師；
4、有足夠時間可以專注學習；
5、具有善於思辨的頭腦。

玄奘西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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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條件中國歷史上經常是不具足的，武宗滅佛，戰亂頻仍，經典散佚，都是令唐
代教下諸家包括慈恩宗衰落的原因。玄奘大師的傳承在中國本土中斷了將近一千年。到
了清末，楊仁山居士從日本取回失落的唯識要籍，成立金陵刻經處，創立祗洹精舍。門
下有歐陽竟無、太虛等大師，盛弘唯識，為近代佛學復興奠定基礎。其後太虛大師創立
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廈門南普陀佛學院等，歐陽竟無大師創立支那內學院，培養
了大批優秀的佛學精英。當時西風東漸，中國知識界發掘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精華，藉與
西方思潮抗衡，唯識之學因兼具完整嚴密的系統邏輯、哲學思想、宇宙現象以及本體理
論而備受推崇和重視，由是唯識宗在沉寂千年後復興。
太虛大師起先提倡八宗平等，最後指歸"慈宗"，認為慈氏之學兼具般若的"空"和"
唯識"的"有"，不應只稱"唯識宗"，應稱為"慈宗"，"慈宗"既有印度"慈氏（彌勒）宗"
的傳承用意，亦有中國"慈恩宗"簡稱的含義，這是"慈宗"之名的由來。其門人，本人的
老師——羅時憲宗師，集太虛大師、歐陽竟無大師、韓清淨老居士近代慈氏學三大宗師
的大成，在香港弘揚慈氏學近五十年。我們慈氏學會（香港），以及慈氏文教基金，就
是為了繼承玄奘大師"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宏願。"慈宗"復興不易，當代社會又具足
傳播慈氏學、弘法利生的條件：慈氏學符合社會人群對幸福生活的增進心，在淨化人心、
和諧社會、提升精神品質、促進倫理道德等方面應當發揮最大的積極作用。慈氏學會成
立11年來，已在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大學、佛學院、寺廟捐贈"慈氏圖書館"23間，出
版"慈宗"要籍及日常修習戒本、懺本、誦本等16種，去年更由本人主編了72卷的《中國
唯識文獻全集》，收錄1949年以來所有唯識相關典籍。去年8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一屆慈
宗國際學術研討會"，協辦單位有57家大學、佛學院、機構等，出版論文67篇。今年又
啟動《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的出版專案，旨在整理出歷史上較完善的佛典，並將收錄
有漢譯以來的重要佛學著述，並提供現代語譯、注釋，在網上公開利益大眾。
慈氏學會不僅在香港弘法多年，從今年初開始，成立了慈氏學師資（遠程）培訓班
及進修班，旨在培養內地弘法的人才，從而最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最大的影
響力。師資（遠程）培訓班、進修班的課程設置，就充分體現了"慈宗"的解行並重特色，
是從"境" 、"行"、"果"的學習，來指導"戒"、"定"、"慧"的實現。
"慈宗"的修持，必須要以紮實的聞思基礎為前提，"慈宗"的聞思分為五個方面：唯
識、般若、戒律、禪定、因明。課程設置方面，則是循序漸進，先將"慈宗"傳承中抉擇
的精要為初學者理出，用本人編撰的教材《佛學講話》，把大乘佛教的要點定義清楚，
奠定堅實的義理基礎後，講解上面所說的五方面的入門經論，如空有兩宗的代表作《心
經》和《唯識三十頌》解讀，戒律方面的《瑜伽菩薩戒略攝頌》，在有了基本知識的基
礎上，介紹禪定，從容易理解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奢摩他章》，回溯到《六門教授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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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論》、《大乘法苑義林章唯識章》。介紹的角度，是忠實于印度原典，採用唐疏與近
代慈宗大家精華，如以窺基大師的“四重二諦”解《心經》，韓清淨老居士、王恩洋先
生等的《唯識三十頌》及《唯識二十論》注釋，湯薌銘先生的《瑜伽菩薩戒品詮釋》。
禪定方面，從無著菩薩造頌，世親菩薩釋論的《六門教授習定論》、到唐圓測法師的
《解深密經疏-分別瑜伽品》、梅光羲先生的《法苑義林章唯識章注》，節要出科判、表
解，便於學生在最短時間抓重點，從義理聞思之上到止觀修持。這個時候，師資培訓班、
進修班的學生們，不僅可以出去開始對大眾解釋佛法的基本內容，並且開始在導師指導
下實修，開始受用佛陀教育的益處，佛堂內修止觀，佛堂外的工作和學習中持《新十善
法》、《瑜伽菩薩戒》，並輔以《慈悲三昧水懺》精校本，作為"慈宗"學人完整的懺法
儀軌。
在初步入門之後，逐步深入，舉辦師資進修班，講解大乘"空"、"有"兩輪經典要義，
仿唐代儒家《十三經注疏》，依"慈宗"家法，介紹"慈宗"最重要的十三經(論)要義，順
序依次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 本地分· 菩
薩地》、《辯中邊論》，《大乘莊嚴經論》、《現觀莊嚴論》、《攝大乘論》、《大乘
成業論》、《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阿毗達摩雜集論》、《觀所緣緣論》、
《因明入正理論》，教材多為玄奘大師的譯本、相應的唐疏、近代大家的心得、講解科
判，把對現代讀者來講，極其艱深的唐疏、抉擇重點加以表解，在有限的時間內，採擷
整部經論的重點精華，比如《辯中邊論》，其精華的《辯相品》，把窺基大師的《辯中
邊論述記》，加以表解，中間引用因明論式，供學員參考導讀。這種講解難度非常高，
但確是對現代社會最適合的教學的辦法。內地師資班學員都是在家專業人士，比起寺院
學僧和大學學生，時間有限，學員們善於思辨，自學能力強，舉一反三。而中國現在社
會，佛陀教育被政府重視為中華傳統文化中重要組成部分，但社會上對佛教的誤解不少，
急需弘揚純正佛法的老師，如果十年二十年才可以培養出來，顯然是不能滿足目前對正
宗佛法撥亂反正的要求。慈氏學會這種"速成"的方法，對學員本身可以說是最高效率地
實現空有結合、解行合一，對社會也是最快、低成本、高效率的弘法貢獻。
慈氏學會的香港和北京的學員，經過以上的課程，不僅培養對佛法的正見，而且已
經開始大力參與弘法工作，包括幫助編輯《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編輯《慈音雜誌》
電子版、參與2016年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普通話、英語講經交流環節。
這些學員，結合我在全國各大學、佛學院、寺廟等地的弘法中合作的學者、法師、居士，
已經初步形成玄奘大師以降，清末大德之後，慈氏學再一次在中國復興的基礎，玄奘大
師"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志願，也希望由此開始，傳慧炬於現在和後世的有志之士，
實現佛陀教育在神州大地的弘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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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弘揚慈宗實為溝通漢藏
南北傳佛教契理契機之必須
作者 : 王聯章 導師
摘要：慈宗來源於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經唐代玄奘大師翻譯經典、弘揚之後，

在中國成立 “慈恩宗”，又稱“唯識宗”、“法相宗”，近代太虛大師改稱為“慈宗
”。自原始佛教到大乘空宗，“無我而有業感緣起”一直是佛學義理上懸而未決的問題，
到瑜伽行派的世親會通小乘有部、經部理論加上大乘佛教“賴耶緣起”說，由此完善了
佛家業感流轉之說。 玄奘、窺基更在“三類境”、“五重唯識觀”的理論與修行實踐
方面對瑜伽行派均有發展。唐代之後中國佛教典籍散佚，自楊仁山居士從東瀛取回藏經
要籍後，慈宗在神州復興，近代中國佛教的領袖人物太虛大師更在一生的思想發展歷程
中，從虛標“八宗平等”，到獨尊慈氏，認為慈宗的研習，即包攝各宗精要，也只有慈
宗才可擔當溝通漢藏南北傳佛教的重任。
Abstract:The term “Ci Zong” originated from Indian Yogācāra tradition·The founding of Ci‘en
Zong dated back in Tang Dynasty after the translaton by Master Xuanzang and the promotion
of Yogācāra lineage··In China it also has been called Weishi Zong，Faxiang (dharmalakṣaṇa)
Zong，and since last century，Master Taixu named it Ci Zong·From Original Buddhism to
Mahāyāna Madhyamaka Buddhism，the mechanism of “karmic causality” remained as a topic
frequently debated and yet not fully answered·The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ālaya consciousness
was by Vasubandhu，who corrected theories of Sarvāstivada and Sautrāntika and incorporated
them into Yogācāra system ， completing the Buddhi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karmic
causality· Xuanzang and Kuiji，on top of the transmission of Yogācāra into China，also
developed “three kinds of objects of cognition” and “five stages of consciousness-only
meditation”，pushing Yogācārian theories and practice to its peak· After Tang Dynasty，
Buddhist literatures were lost for a millennium before it was re-introduced by Upāsaka Yang
Renshan，marking Ci Zong’s revival in modern.China·Master Taixu，as the most influential
Buddhist leader in recent Chinesehistory，evolved his emphasis from "equally promoting eight
sects" to "upholding Ci Zong exclusively" as the ultimate solution he could see to inheri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Buddhism·And only via Ci Zong，Master Taixu concluded，could we
find a meeting point between Mahāyāna and śrāvakayānika，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Buddhism·
關鍵字：慈氏學，慈宗，瑜伽行派，緣起，賴耶緣起，大乘成業論，唯識三十頌，三類
境，五重唯識觀，世親，玄奘，窺基，太虛，羅時憲，慈氏學會（香港）
Keywords: Maitreya Studies ， Ci Zong ， Yogācāra ， Causality ， Vasubandhu ， Ālaya
consciousness，Karmasiddhiprakaraṇa，Triṃś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Xuanzang，Kuiji，
Taixu，Sze-hin Lo，Institutu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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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印度瑜伽行派到中國的慈宗

慈宗”，即“弘揚慈氏學的宗派傳承”。 “慈氏

“

”即“彌勒”，梵文Maitreya。 Maitreya的詞源，據
季羨林教授認為，是出自吐火羅文經西域傳來的短音
Metrak，長音應該是“梅怛利耶”或“彌帝利雅”。
Maitreya的語根Maitria是“慈”的意思，故
Maitreya唐代玄奘三藏的譯典中都意譯作“慈氏”，
不音譯作“彌勒”。
“彌勒”本是未來佛的名稱，即娑婆世界的未來教主。
而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宇井伯壽教授、香港佛學宗師羅
時憲先生、臺灣印順長老等海內外多位專家學者，則
考證除佛教經典中的未來佛外，古印度史上確有以”

彌勒菩薩像

彌勒“為名的瑜伽師，可能還不止一人。 這些古印度
瑜伽師活躍於西元四、五世紀間，以唯識思想貫通佛
家各種修道次第，無著論師得其傳承，修習禪觀有成，
與兜率內院一生補處當來下生慈氏世尊感通而獲印證，
深入大乘空觀，位登初地 (藏傳說三地)，再傳其弟世
親論師。世親論師門下，龍象輩出，有所謂十大論師
弘揚師說，其學說風行印度，時人稱之為瑜伽行派。
因為源自人間以”彌勒“為名的瑜伽師及在禪定中獲
得慈氏（彌勒）世尊的印證，故近代被稱“慈氏宗”、
“慈氏學”，簡稱“慈宗”。
印顺法师

二、從部派佛教到瑜伽行派的緣起觀
印度瑜伽行派的奠基人之一世親（Vasubandhu），西
元五世紀人，早期師從說一切有部出家，叡智多聞，
戒行清高（傳說新日王從世親受戒），並且辯才無礙，
曾造《七十真實論》，破數論派（Saṃkya）論師的
《僧佉論》。又精通《大毗婆沙論》，作《阿毘達磨
俱舍論》，含攝《發智論》、《六足論》、《大毗婆
沙論》要義，在說一切有部有缺點的地方，以經量部
的義理破之，"理奧文華，西域學徒莫不讚仰"，至今
仍是各個宗派中必須研習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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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觸兄長無著所傳的大乘瑜伽行派後，世親"悟知大乘理。應過小乘"，轉而學
習與弘揚瑜伽行派的義理，有"千部論師"之譽。 "凡是法師所造。文義精妙有見
聞者靡不信求。故天竺及餘邊土學大小乘人。悉以法師所造為學本。異部及外道
論師聞法師名莫不畏伏。"
世親論師所處的時代，正當大乘思想在印度發揚的初期，而他一生的思想演變過
程，亦反映了佛學在說明"業感緣起"的問題上的關鍵進展。他的後半生更與那爛
陀寺有甚深的淵源，史料記載那爛陀寺在世親一系的論師手中得到了擴建與發展。
原始佛教時期，佛陀在阿含聖典中的說教，以解脫為重點，提出"無我"的真理，
反對"一、常、主宰"、的"神我" （阿特曼ātman）的存在。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
不主張過多討論"宇宙由來"等形而上的問題。
在"無我"的前提下，"五蘊"並不是簡單元素的積聚，而是通過"十二因緣"，解
釋了"輪回"的現象，"諸行無常"的特徵，以及"業"在眾生生命存在中的作用。這
種"業感緣起"的機制並不需要外道的"神我"，像靈魂一樣在不同生命中流轉。
佛陀入滅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到了部派佛教與大乘空宗，一直在討論而沒有直
接解決的問題是：
一是五蘊假體，如何在不同期生命中作為感果的憑籍？
二是五蘊所作的業果，今生之後如何聚而不散，導致來生受報？
三是刹那生滅的五蘊假體，如何保證業果自作自受，而非自作他受、他做自受、
共作自受、自作共受？
世親，作為瑜伽行派的奠基人之一，主要的貢獻便是用"賴耶緣起"與"種子說"，
圓滿地解決了以上的問題。不僅"承前"，是有部、經部的集大成者，並且"啟後"，
在般若、唯識、禪定方面都有極大建樹與影響，而弟子安慧與護法，又直接影響
了玄奘大師對瑜伽行派的繼承與發揚。
由此，經歷千年的關於"無我"如何成立"業感流轉"的討論分歧，在《成業論》中
被精密、完整、完備地分析與解釋。但此論旨在檢討部派佛教的得失，指出唯有
賴耶緣起說才可彌補其業力說的不足，但並未系統地建立唯識的完整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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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一生的思想發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部派佛學時期、與大乘佛學時期。這裡
篇幅所限，謹抽取其代表性作品：剛趣入大乘時的《（大乘）成業論》與後期《唯
識三十頌》作為本次討論的示例――前者突破《俱舍論•分別業品》的局限，採用
《攝大乘論•所知依品》中"賴耶受熏說"的角度，補足部派佛教"業感緣起"義理的缺
失；後者則作為大乘佛教的總攝，闡明"唯識三性"基礎上的"境、行、果"。

在《（大乘）成業論》中，世親對部派佛教業果說中做了如下歸類於檢討：

①針對"無表色"說（三世實有論）、"無表業"說等，將類似說法總結為：業為經部
的"思"種子相續、轉變、差別，從而有作業感果的可能：種子相續中前後相異、三
世中相續不斷、無間生果。

②指出經部種子說的欠缺："滅定無心說"不能解釋的"無心定"和"無想天"中，心識
不活動而種子如何相續的問題；用"色心互持說"解釋無間滅意出定時意識被色根所
引出則犯二因生一果的過失；"滅定有細心說"更是割離了心與心所的同時現行，"異
熟生心"也犯了邏輯上的過失，而此基礎上構建的修行境界亦頗有可進一步探討之處，
不足以為定論。

③在檢視批評有部等宗之上，世親由借助經部“種子說”，自然地發展為探討其“
種子說”的不足，引入大乘瑜伽行派的、修正的“種子說”的主張：會通部派佛教
中，上座赤銅鍱部派"有分識"、 大眾部"根本識"、 化地部"窮生死蘊"的本識思想，
立足於原始佛教緣起論，依《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根據《攝大乘論•所知依
品》，提出"阿賴耶識受熏說"，來圓滿完整地回答上述三個業感流轉的疑問。

④建立阿賴耶識作為根本識的作用：具備執持根身、含攝色心法種子的作用；引生
果報異熟、"集起心"的功能；為一切種子功能的集合體。

⑤提出"業即思"：身業、語業、意業，都是內在意識中"思心所"的種子現行而成，
現行的種子又再熏習新的業種子。如此輾轉相熏，相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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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這個任務的，是世親晚年所作的《唯識三
十頌》，詳細由八識的功能、八識之間的關係、
心所的定義，論證"一切諸法皆不離識"、"唯識
無境"而輾轉增上造成現象界的種種遷流變化；
之後建立唯識三性說：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
圓成實性；對應"三無性"，說明唯識實性等於
空性、真如、法界；之後標明修行次第的"唯識
五位"，由資糧位—加行位—通達位—修習位—
究竟位，逐步去"分別我執、法執"、"俱生我執、
法執"，達到"轉識成智"的無上正等正覺的覺者
果位。

《唯識三十頌》提綱挈領，統攝大乘有宗的三

世親晚年所作的《唯識三十頌》

時教義，不僅去外道小乘執有，也糾正空宗末
流的惡趣空，從而闡明大乘中道之教。在佛教
思想史上，《三十頌》不僅綜述總結了彌勒、
無著、世親時代的唯識學理，並且啟發後世論
師更深入的探索，包括安慧、難陀、陳那、護
法在"識之認識功能"方面的一分說、二分說、
三分說、四分說，以及種子的本有、新熏說。

三、從印度瑜伽行派到慈恩宗：玄奘與
窺基
世親作《唯識三十頌》，在頌文之外，並未造
釋論而辭世，門下十大論師紛紛為論頌作釋。
玄奘大師揉譯十家論師之作，造《成唯識論》，
中國瑜伽行派又名"唯識宗"即以此而來，又因
玄奘大師譯場在大慈恩寺，又名"慈恩宗"。
玄奘大師揉譯十家論師之作造《成唯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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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瑜伽行派"的傳入，從北魏菩提流支翻譯的《十地經論》、南朝真諦翻譯
《攝大乘論》已有。但文獻翻譯不完備、語義有差訛，導致當時的地論宗與攝論
宗，依據經典，在成佛的義理上，分持"法界依持真如生起萬法之說"、"阿摩羅識
為真常淨識是有情真體之說"，出現重大的邏輯矛盾。玄奘大師於是負笈西遊，尋
求答案。

玄奘大師在印度留學期間，不僅在與小乘和外道的辯論中用《制惡見論》駁斥謬
解，並且在與中觀系師子覺論師的辯論中，著有《會宗論》，闡述對般若的見地，
令對手自愧不如。對小乘、大乘 、"空"、"有"兩宗，都可稱為當時的集大成者。
五印度的小乘佛教徒尊稱玄奘大師為"解脫天"，大乘佛教則尊為"大乘天"。梁啟
超先生讚歎為"啟中國千古留學生的楷模"。玄奘大師歸國後，主持翻譯佛經一千
三百多卷，比起中國歷史上其他三個最著名的譯師加起來還要多一倍，而且品質
最優秀，包括：般若、唯識、因明、禪定、戒律、阿毗達摩六類大小乘三藏。

在瑜伽行派的唯識義理上，玄奘大師建立了"三類境"（獨影境、性境、帶質境）
的理論，更清晰地說明了"四分說"。 而窺基大師則將中觀二諦、唯識三性總結為
"四重二諦"，修習方法則提出"五重唯識觀"。至此，瑜伽行派的理論可謂粲然大
備，實踐指導亦可稱次第井然。

三、近代慈宗復興：太虛大師
唐武宗滅佛後，中國戰亂頻仍，經典散佚，直至近代，楊仁山老居士在日本友人
南條文雄幫助下，尋得包含窺基大師所撰二十卷本《成唯識論述記》在內的三百
多種唯識要籍，成立"金陵刻經處"，創立"祗洹精舍"，親自教授講學。門下歐陽
竟無、太虛等人，盛弘唯識，為近代佛學復興奠定基礎。其後歐陽竟無大師創立
支那內學院，與北京三時學會的韓清淨老居士皆專宗慈氏，世稱"南歐北韓"。當
時西風東漸，中國知識界發掘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精華藉與西方思潮抗衡，慈氏之
學因兼具完整嚴密的系統邏輯、哲學思想、宇宙現象以及本體理論，備受推崇和
重視，學界精英如章太炎、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等紛紛深研於此。由是，慈
宗在沉寂千年後開始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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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近代中國佛學弘揚與改革的關鍵人物，太虛大師一生，思想與修證的演變頗
為顯著，從禪宗、楞嚴、起信發展到唯識的因果法相研究，自述相應的定境也從"
一切法不可得"、" 沒有物我內外"，到學習《成唯識論述記》之後"見到因緣生法
有很深的條理，秩然絲毫不亂。"的定心現觀。"從此於思想文字等都有改變，從
前是空靈活潑的，以後則轉入條理深細緊密的一途；在此時所寫出的文章不同，
亦看得出。"

與之相應，太虛大師弘法從虛標"八宗平等"，到獨尊慈氏，以《瑜伽師地論•真實
義品》（境）、《瑜伽菩薩戒本》（行）、《佛說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果）
為"慈宗三要"，弘揚兜率淨土法門。

兜率淨土是五乘應化土，眾生共業，兜率內院為一生補處的未來佛依止及說法的
地方，從《正法念處經》到《彌勒下生經》，為聲聞與大乘行者共同仰望的理想
境界。而大乘的淨土觀，不僅滿足于聲聞的少欲知足，更注重對自然界、眾生界
的淨化與莊嚴。慈氏未來佛下生，實現的是"人間淨土"，將我們所處的環境、人
群，影響建立成所有眾生離苦得樂之處；大乘行者發願與慈氏菩薩一起下生，也
是為在淨土的建立中得到最究竟的解脫，是真正的"菩薩道"。淨土並非如後來佛
教衰落後被曲解的類似基督教"天堂"的地方。大乘佛教徒躲入淨土，以為學佛是
求得這種人天乘福報，更是南轅北轍，與成佛"自覺覺他"的精神相去千里！

針對當時出家人只著重臨終念佛、死後法事的後"人死佛教"，太虛大師特別提出"
人生佛教"，宣導深入社會，實現佛陀"覺者教育"，"自覺覺他"的精神，而非強調
宗教儀軌、強調來世；杜絕盲信他力、提倡智信。宣導從自身覺悟做起，建設如
慈氏（彌勒）世尊當來成佛時的"人間淨土"。

八宗：性、相、台、賢、禪、律、密、淨
太虛《聞思修證一生的切身體會》
印順《淨土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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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弘揚兜率淨土的成就，也包括會通漢藏慈氏學的
努力。慈氏五論，在漢譯中有《瑜伽師地論》、《大乘莊
嚴經論頌》、《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辨中邊論
頌》、《分別瑜伽論》（失傳）；在藏譯中則為《辨法法
性論》、《辨中邊論頌》、《究竟一乘寶性論》、《現觀
莊嚴論》、《大乘莊嚴經論頌》。太虛大師在四川主辦“
漢藏教理院”，培養優秀藏文經典漢譯的人才。其中法尊
法師即為近代藏文漢譯的重要人物之一，翻譯《現觀莊嚴
論》、《辨法法性論》，補充漢譯之不足。太虛大師為作"
現觀莊嚴論序"，"慈氏五論頌合刊序"，闡明慈氏之學，兼

法尊法師

具"般若"的"空"和"唯識"的"有"。不應只稱"唯識宗"，應稱
為"慈宗"，"慈宗"之名由是大行於中國。今日盛行於臺灣
的佛光山、法鼓山、慈濟功德會等組織皆在一定程度上受
太虛大師"慈宗"學說的影響，其創辦人星雲法師曾親近過
的慈航法師；聖嚴法師的師尊東初老人；證嚴法師依止的
印順長老，皆為太虛大師門人。內地德高望重的惟賢長老
亦為太虛大師門人。可見大師"人生佛教"影響之廣之深。

五、當代慈宗的弘揚：慈氏學會（香港）
香港羅時憲宗師，年青時在廣州中山大學參聽太虛大師講
座，接受"慈宗皈依"，後來更親蒙太虛大師指導研究慈宗
唐代註疏的方法。 羅先生亦是歐陽竟無大師的私淑門人，
註解佛經的方法則效法韓清淨老居士，可說是集近代慈氏

2013年慈氏學會（香港）舉辦頗有
影響的第一屆慈宗國際學術論壇

學三大宗師的大成。移居香港後。羅時憲宗師弘揚慈氏學
近五十年，為法忘軀，辛勤不輟。

繼羅公之後，我們一些旨在弘揚“慈氏學”的同仁，在2003
年成立慈氏學會（香港），2009年再成立 “慈氏文教基金”，
作者本人把每年相當部分收入撥作弘揚慈宗文化使用。慈
氏學會（香港）成立12年來，主要成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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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大學、佛學院、寺廟、文化會所捐書成立"慈氏圖書館" 28
間；

贊助內地大學博士後研究、出版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書刊，包括今年四川大學
的《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出版。

出版"慈宗"要籍及日常修習戒本、懺本、誦本等16種；2013年更由作者本人主編了
72卷的《唯識文獻全集》，收錄1949年以前所有漢文唯識相關典籍。

2013年8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一屆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協辦單位有57家大學、佛
學院、學術文化機構等，出版《慈氏學研究》收集論文67 篇。

去年又啟動《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的出版專案，旨在整理出歷史上較完善的佛
典，並將收錄有漢譯以來的重要佛學著述，並提供現代語譯、注釋，在網上公開
利益大眾。

2016年擬在港舉辦"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廣邀內地與亞洲高等院校、藝術團體
青年來港作文化交流。

又擬與清華大學合作設立"唯識學與西方心理學比較研究博士課程"，結合現代心理
學、腦科學的研究，深入對比研究唯識義理，接引現代有識之士，匡扶人心。

在培養人才方面，除在香港辦“慈氏學專修班”外，自2012年初開始到現在，在北
京、澳門、深圳等地成立了“慈氏學師資（遠程）培訓班及進修班”、“般若心經研
習班”等，旨在培養下一代弘法的講師。課程設置，以作者本人編撰的教材《佛學
講話》為大乘佛教的義理入門，之後開始空有兩宗的代表作《心經》和《唯識三
十頌》解讀，作為慧學方面的教材，戒律方面的《瑜伽菩薩戒略攝頌》，並輔以
《慈悲三昧水懺》精校本，作為"慈宗"學人完整的懺法儀軌。之後講解禪定，從容
易理解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奢摩他章》，回溯到《六門教授習定論》、《大乘法
苑義林章•唯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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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入門之後，舉辦師資進修班，一方面借鑒唐代"複講師"制度，令學員複講
《佛學講話》基礎內容，一方面逐步深入，講解大乘"空"、"有"兩輪經典要義，仿
唐代儒家《十三經注疏》，依"慈宗"家法，介紹"慈宗"最重要的"十三經(論)要義"，
順序依次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菩薩地》、《辯中邊論》，《大乘莊嚴經論》、《現觀莊嚴論》、《攝大乘論》、
《大乘成業論》、《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阿毗達摩雜集論》、《觀所
緣緣論》、《因明入正理論》，教材多為玄奘大師的譯本、相應的唐疏、近代大家
的心得、講解科判，把對現代讀者來講，極其艱深的唐疏、抉擇重點加以表解，在
有限的時間內，採擷整部經論的重點精華，比如《辯中邊論》，其精華的《辯相
品》，根據窺基大師的《辯中邊論述記》，加以表解，中間引用因明論式，供學員
參考導讀。

“第一屆（2013）慈宗國際學術論壇”在香港舉行時，本文作者根據唐代玄奘大師
譯傳古印度那爛陀寺六科內容，進一步充實太虛大師“慈宗”的涵蓋範圍，提出“
慈宗五學”：慈宗般若學、慈宗唯識學、慈宗禪定學、慈宗戒律學、慈宗因明學。
說明對大乘佛學涵蓋之精深完整，莫過於"慈宗"。

據香港羅時憲宗師當年與太虛大師討論的心得：北傳（漢傳）佛教大乘八宗之中，
禪、淨、律、密，屬於修行方法，各宗皆有採用，並不需獨立成宗。

其餘重視義學研究的四大宗派，"華嚴"與"唯識"是同一系統，屬於"大乘有輪"、"唯
識宗"的"三界唯心，一切唯識"、菩薩修道德目包括十地的名目即淵源自《華嚴經》。
故《華嚴經》被唐代唯識學人作為立宗依據的《六經十一論》之一。
"三論"與"天臺"皆在不同程度上淵源自"龍樹學"，屬於"大乘空論"。故大乘八宗實
質不外"空"、"有"兩論。除奘師譯傳的《辯中邊論》、舊譯的《金剛般若論》，以
至太虛大師命門人法尊新譯的《現觀莊嚴論》，皆為"空"論要籍。證明"慈氏學"對
般若、唯識，皆有專門論著，兼包"空"、"有"兩輪 。

研究"慈氏學"，即涵蓋了對大乘八宗精粹的研究，亦即涵蓋了北傳（漢傳）佛教精
華的研究。而藏傳佛教中影響力最大的"格魯派"，更將"慈氏(彌勒)五論"作為學人
必修課程。漢藏佛教在弘揚"慈氏"心要方面，相通無礙、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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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上文所述，世親在建立大乘"瑜伽行派"的過程中，抉擇部派佛教中"說一切有部"、
"經量部"的理論而加以修正，使其更精確完整，故此現存南傳佛教最根本的理論也被
包含在"慈宗唯識學"中。

故此，太虛大師提倡研究弘揚"慈宗"，實為溝通南北漢藏佛教最究竟的方法；而現存
佛教各宗派中，也只有"慈宗"可以擔此重任。

太虛大師從"八宗平等"到"獨尊慈宗"，實為其畢生研究弘揚佛法的深刻體會與圓滿總
結，用意深遠，應該受到今日佛教學人的重視與追隨。

中國現在社會，佛陀教育被政府重視為中華傳統文化中重要組成部分，但社會上對佛
教的誤解不少，急需弘揚純正佛法的老師。慈氏學會的教學方式，一方面嚴守印度、
唐代慈宗家法，另一方面繼承太虛大師武昌佛學院的特色，不僅是學習佛學知識的佛
學院，也不是專為培育經師論師的僧學堂，而是造就"行解相應"，立志"弘法利世"，
契合現代社會的佛教人才。

目前慈氏學會的教學初有成效：香港和北京的學員已開始大力參與弘法工作，包括協
助編輯《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編輯《慈音雜誌》電子版、參與2016年在香港舉行
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普通話、廣東話、英語講經交流環節。這些學員，結合作
者本人在全國、港臺各大學 、佛學院、寺廟、文化會所等地的弘法中合作的學者、
法師、居士，互相借鑒、交流，已經初步形成玄奘大師以來、清末大德之後，慈氏學
再一次在中國復興的基礎，也希望由此開始，傳慧炬於現在和後世的有志之士，實現
佛陀教育在神州大地的弘揚發展。

參考資料：
陳真諦《婆藪槃豆法師傳》
唐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李潤生《唯識三十頌導讀》
王聯章《大乘成業論導讀》
王聯章《佛學講話》
太虛《聞思修證一生的切身體會》
印順《淨土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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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思想發展簡介
作者：王聯章 導師

"

我是誰"？"我為什麼存在"？"世界是怎麼產生的"？"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我作為

‘我’存在之前，以及停止存在之後，是什麼樣的狀態"？

每個人從古到今，或多或少，都會思考過這幾個問題。從古至今的人們，也努力地通
過思考、討論、學習、修證，得到最滿意的答案，由此產生了不同的哲學理論和宗教
上的信仰流派。

在古代印度，各種哲學思想非常活躍，人們對於上述問題，也形成了多種解答，各種
看法形成了百舸爭流、互相競爭、互相影響的局面；佛教的出現，也是在這個背景下，
為得到這些問題的終極答案從而產生。

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從三個層次來分析思考：
1·目前的狀況是什麼樣的？為什麼會出現我們看到的宇宙人生的現象（境）？
2·我們為了得到快樂，避免痛苦，實現存在的意義，應該如何去做（行）？
3· 我們不同的行為，會造成什麼 樣不同的後果？ 堅持我們認定的行為準則，可以達
到的成就是什麼樣的果？

對宇宙人生的"境、行、果"的認識和回答，不同的思想和信仰體系，又分為"有因"和"
無因"兩種態度，即：是否有某種不變的規律，一切事物隨之運行變化？這種規律，通
常稱之為"因果"的法則。而這種形成因果的行為的力量，則稱之為"業力"。

古印度主張"無因果"的宗派，包括唯物主義和不可知論等。對因果規律的否定，直接
導致行為上"道德無用"的推論，即：無論行善或作惡，都不產生影響"後果"的"因"，即
對我們之後的生活沒有影響。於是，人生除了感官的暫時滿足和享樂之外，變得毫無
意義。同時，"有因果"的宗派，也認為這種態度與生活中觀察到的現實產生了矛盾，
不足以解決我們面對的起伏苦樂等具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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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果"的信仰和哲學，包括古印度婆羅門教等，主張任何行為和現象，一定會
產生與之相應的後果或影響。但因為此生中的我們看到的現象有限，如果將"出生"
做為始點，則無法圓滿地解釋業力的運作，必須建立"輪回"的觀念才可以：即我們
的存在包括我們看得到的現世，也包括出生之前和死後 – 這種跨越不同身體的存在
現象稱為"輪回"。 只有承認輪回的現象，才可以徹底地解釋因果和業力的作用。
（輪回不僅是宗教上的概念，近年科學界的相關研究，如美國維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史雲遜 (Ian Stevenson )教授幾十年對印度地區為主的"轉世"
的研究，以及心理學界"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的研究分支，都將輪回作為客
觀現象加以分析。

然而佛教出現前的因果說，都主張有實在不變的輪回的主體，即"我" (Ātman)。這
個我的特徵是"唯一的、恒常不變的、不需要其他條件可以獨立存在的"。傳統的有
神論如婆羅門教認為"我"經過轉化，最後與宇宙的創造者"梵天(Brahma)"合為一體。
這種對"業力"的解釋上犯了"無因便有果"的錯誤，無法合理說明"開始"是如何開始的？
也就不能滿足人們在真理探求上的詰問。 佛教則通過對宇宙人生真相的究竟智慧的
實現，指出"我"是不實際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因緣和合、所有事物是互相依賴而產
生和變化；世界的形成不需要造物主，只有緣起。

佛，梵文是Buddha，其詞根"Budh"意思是"覺悟"，Buddha，就是"覺悟者"，漢語
音譯為"佛陀"。 佛教，即"佛陀的教導"。 佛法，即"成佛的方法、成為覺悟者的方法
"。從而可見，"佛"並不是神，而是導師；佛也不是只有一位，任何覺悟到宇宙人生
真理、不僅自覺並且覺他的覺者，都稱之為佛。

我們一般說的佛陀，狹義地指釋迦牟尼佛，即目前佛教的創立者。 最初的佛教形
成為西元前530-370間，又稱為原始佛教時期。 釋迦牟尼出生時是恒河支流以北一
個叫毗羅衛城的國王的太子，雖然成長過程中環境極其優渥，卻在接觸了人世間"生、
老、病、死"後被深深地震撼，發誓要找出解脫煩惱和痛苦的究竟答案。從傳統的婆
羅門教到當時流行的沙門修行團體，釋迦牟尼嘗試和經歷了很多"有因果"的宗派，
並達到了這些宗派中禪定的最高境界；但儘管如此，還是認為這些修行都不夠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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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永久脫離煩惱的束縛，於是開始了自己的靜坐思維，終於證悟了"緣起"的道理，
獲得究竟的真理，成為了"覺者"。 之後四十五年，遊行于各地教化眾生，裡外無遺地
說法，並在圓寂之前留下"導師雖然不再，但追隨我學習的人，見我的教法和戒律，
如同見到導師"的遺囑。

佛教所主張的緣起，與他宗不同的是“我”的觀念，

認為執著於“我”的存在才帶來了

各種痛苦和束縛，但其實“我”是“假有”— 佛家將有情眾生的個體，分析為“五蘊”。 蘊
( Skandha)，是聚集的意思。五蘊，分別是色、受、想、行、識。
色蘊：指我們所認知的世界的物質現象，包括我們自己的身體。又叫色法。"法"，這
裡是廣義的定義，做"東西"解。

受蘊：感受作用，包括苦、樂、舍（即不苦不樂）的感受。

想蘊：取像的作用，產生對事物的直觀印象、概念等。

行蘊： 意志及其他方面的心理活動。

識蘊： 瞭解辨別的心理功能。 以上四蘊成為"心法"，注重說明心理狀態和精神活動。

而這個五蘊和合的"假我"，如何造成了輪回不已的現象，則從"四聖諦"和"十二因緣"
兩個角度分析：（"諦"-- 真實不虛的意思）

四聖諦：
苦諦：被煩惱束縛不自在的狀態（果）； 集諦：被煩惱束縛不自在的原因；

滅諦：徹底消除煩惱的快樂的狀態；道諦：徹底消除煩惱的道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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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苦，是在普世承認的人類社會生理、心理痛苦之上，特別指出： 生活中的現象，
都是隨著無常而變壞的，整個宇宙都具有"成住壞空"的變遷的狀態，而眾生在隨時變化
的客觀事實中仍然期待常住、執著於並不存在的"我"，這構成了各種苦的感受。 所以四
諦在人生實踐中的意義，就是"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

十二因緣，則旨在說明眾生之所以有老、死，是因為有"生"，而"生"的由來，是以貪戀
（愛）和執著（取）為根源的。具體來說：無明-行（業力）-識（認知能力）-名、色
（心法和色法）-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種感官）-觸-受-愛-取-有（生成）-生-老死，十二
個相互作用相互引發的環節。
四聖諦、十二緣起、五蘊，代表了原始
佛教理性的、以人生現象為重點的基本
教義，重點解決人生問題，不主張空談
或時間花在與解脫無關的事情上。而在
之後的部派佛教（西元前370年到西元
150年）中，隨著社會和人類認識的發展，
大家對"無我"的討論逐漸從人生推廣到
整個宇宙的時空本質。而隨著討論，佛
教的僧團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見解。另外，
社會的發展導致僧團內對戒律的是否要
有彈性地執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由此，
佛教進入部派佛教時
期，最開始分為上座部（保守態度的長老）和大眾部（年輕僧眾代表的、不認同嚴格執
行的態度），之後發展成多至十八到二十個部派，在此不一一贅述。 部派間的不同看法，
主要是關於五蘊假我所作的業力，如何在輪回中主宰"本人"後世受業果？ 而不是散壞或
分散在多人的五蘊上？

這時候的“境”，從人生和人身，推廣到“三科”：五蘊、十八界、十二處。十八界是指六根
（略可以解釋為眼耳鼻舌身意的感知器官）、六識（眼耳鼻舌身意六種了知辨別能力）、
六境（眼耳鼻舌身意所對應的境界，認知的物件）。 部派佛教中，對後期佛教影響具有
較大影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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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有部系：認為五蘊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三世，
是實在存在的；一切法都有實在的自性，是一種實在的
有。這樣才可以說明五蘊持續承載固定的業報的原因。
後來進一步把"法"分為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應
行、無為法，由此構成複合的法，造成種種現象。
•犢子部系（後發展為正量部）：主張有離開五蘊而存在
的"補特伽羅"(Pudgala，"人"、"眾生")的意思，實際上又
建立了一個實在的"我"，類似靈魂，作為業報的承載主
體。 另外認為"色法"在"心法"之外獨立存在。
•經部：用"種子(bīja)"的概念來說明心的相續—過去的業
力能量儲存在種子中，作為引發現世後世的功能。並詳
細解釋了其心法如何緣境，即如何對面前的境界產生認
識。
•部派佛教與原始佛教，構成了佛教“小行大隱”的時期：
即小乘佛教盛行，大乘佛教處於隱沒未發的階段。從西
元前100年開始，隨著《般若經》的流出，佛教逐漸進入
“大乘”。
•“大乘”：梵文yāna，“車”的意思，形容渡過煩惱迷惑
苦海的交通工具。小乘hīnayāna 指“小車或次等的車乘”，
是大乘佛教對部派佛教的稱呼，有貶義，指出這些修行

《大般若經》

者只顧自己的解脫；現在一般稱為“南傳佛教”。大乘
mahāyāna，意思是“大車”，指自利利他、自度度他的義
理和修行方式，承載所有眾生趣向解脫。
•般若經：prajñāpāramitā sutra 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
蜜的意思是渡過彼岸的、超越的智慧，擺脫煩惱，到達
自在的彼岸。
•主小從"時期：大乘佛教變成思想界的主體，同時與部派
佛教並存，並在與部派佛教的不斷辯論中完善發展。
大乘佛教理論體系的完備，以龍樹(Nāgārjuna，西元
150年左右) 為標誌，駁斥部派佛教與外道的謬誤之處，
提出諸法"性空幻有"的空性說，符合般若經"空性"的精神，
論證不僅"人無我"，而且"法無我"，即各種事物都沒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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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性質，只有"空"的特徵。同時，強調幻有並非憑空而
有，或完全沒有的虛無主義，而是"緣起性空"，因緣聚合
的結果，"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去不來"，
不犯執著實有的錯誤，也不落入虛無主義，而是不落兩
邊、行于中道，後稱為"中觀"派。中觀把事物分成兩個層
次：世俗諦與勝義諦，世俗諦是表面看到的遷流輾轉的
現象，而勝義諦是究竟徹底的真理上的實義。

龍樹之後，中觀末流錯誤地理解空性，甚至到了不承認
因果，於是瑜伽行派建立，創始人是無著、世親兄弟(西
元四、五世紀)，建立"唯識三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
性、圓成實性。 遍計所執是指純粹妄想分別的情況，如
同人在暗室見麻繩以為是蛇；依他起性，指一切法由於
因緣而形成目前的狀態，如同人看到麻繩是麻編制成為
的繩子；圓成實性，指事物本身最究竟的實在狀態，如
同麻繩的本質分解下去，是一絲絲的麻構成，並沒有"繩

日本藏無著菩薩像

子"的實體。與中觀注重"本體"的揭示不同，瑜伽行派注
重剖析現象界如何成立和變遷的深入探究，"以分析名相
始，以排遣名相終"。

另外，瑜伽行派完善了"種子說"，辨釋作業感果的原理。
因為善、惡性質的業力，都是通過同樣性質的念頭和意
志，即"思"，的醞釀和發動的，然後表現為身、語、意
的行為。發動的念頭，產生作用之後，熏習成不同的種
子，作為潛在功能，貯藏在我們心識（主要是阿賴耶識，
第八識）之中，刹那生滅，相續不斷，相互引發，造成
一種決定性的勢力，在一期生命結束後，引發後續果報
的蘊體。
日本藏世親菩薩

中觀和瑜伽，又稱"空"、"有"兩輪，說明緣起性空的不可
分的兩面。兩輪並舉，大乘（大車）佛教才可以平衡地
前進，互相印證補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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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在修行上，注重"菩薩行"，通過佈施、
持戒、精進、安忍、禪定、智慧的"六度"和愛
語、同事、佈施、利生的"四攝"，不僅度己，
並且自他無分別地，力求所有有情眾生得到解
脫。這種慈悲心的動機，稱為"菩提心"，與"
緣起性空"的見解一併作為得到大乘最終佛的
成就的前提條件。

之後瑜伽和中觀，互相辯論又互相融合，大乘
佛教顯宗隨之發展至巔峰。 到了西元八世紀
至十三世紀，佛教進入“密主顯從”的時代。 來
源於婆羅門教的印度教復興，在民間其諸神崇
拜具有強大的基礎；佛教則順應民俗，將諸神
納入修行的義理和儀軌中，形成密教，也稱密
宗。 密宗是大乘佛教的一個分支，對應顯宗，
而並非大乘小乘之外另外一乘。
這個時期，阿富汗的回教勢力侵入印度，在伊斯蘭教的排斥下，佛教的教學環境、
經典和人才，都受到嚴重破壞，由此佛教在印度逐漸消亡。 而在印度以外的國家，"佛
陀的教導"經過弘揚傳播，逐漸成為亞洲的主流價值觀之一。到今天，科學的發展，逐步
地證明佛教"與真理相應"的特性，而近代"人間佛教"的提倡，也給社會愈來愈多地貢獻著
正能量。 筆者抛磚引玉，如能引起年輕讀者對真理的探索、思考、學習，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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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慈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Today's Maitreya Studies: A Review and Prospect
作者：王聯章 導師

摘要："慈氏學"來源於印度大乘佛教 "空"、"有"兩宗之一的"有宗" -"瑜伽行派"，經唐代玄奘大
師翻譯經典、弘揚之後，在中國成立 "慈恩宗"，又稱"唯識宗"、"法相宗"，近代稱為 "慈宗" 或"
慈氏學" 。本文旨在扼要介紹"慈氏學" 歷史與近代、當代的義理研究，玄奘大師 、 窺基大師以
降，至楊仁山老居士、歐陽竟無大師、 太虛大師 、羅時憲宗師的家法淵源，以及慈氏學會 (香港)
近年弘法修學的傳播心得 。
關鍵字：慈氏學，慈宗，瑜伽行派，玄奘，楊仁山，歐陽竟無，支那內學院，太虛大師，羅時憲，
慈氏學會 (香港)，唯識文獻全編。

Abstract ： The term "Maitreya Studies" originated from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together with
Madyamaka，is one of the two pillars of Mahāyāna Buddhism·The founding of Ci'en Zong dated back in
Tang Dynasty after the translaton by Master Xuanzang and the promotion of Yogācāra lineage·In China it
also has been called Weishi Zong，Faxiang (dharmalakṣaṇa) Zong，and since last century，Ci Zong or Ci
Shi Xue (Maitreya Studies)· This paper briefly lists the main development of Maitreya Studies during
history，the lineage from Master Xuanzang，Master Kuiji，descending to Upāsaka Yang Renshan，
Master· Ouyang Jingwu，Master Taixu，Prof· Sze-hin Lo，as well as major contributions by the above
masters· Also included are the major achievements by Institutu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in
recent years·

Keywords Maitreya Studies， Ci Zong， Yogācāra，Xuanzang，Yang Renshan，Ouyang Jingwu，China
Inner Studies Academy，Taixu，Sze-hin Lo，Institutu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Complete
Collection of Vijñaptimātra Literature·

"慈氏學"名稱來自"彌勒"，梵文 maitreya 經西域傳來的短音 metrak (季羨林教授認為是出
自吐火羅文 )，長音應該是"梅怛利耶" 或 "彌帝利雅"，語根 matri 是 "慈"的意思，故 maitreya
意譯 "慈氏"。在唐代玄奘三藏的譯典中都譯作"慈氏"，不音譯作"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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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本是未來佛的名稱，即娑婆世界的未來教主 ；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宇井伯壽 、香港佛
學宗師羅時憲先生、臺灣印順長老等海內外多位專家學者，則考證除佛教經典中的未來佛
外，古印度史上確有以彌勒為名的瑜伽師，可能還不止一人 。

這些古印度瑜伽師活躍於西元四 、五世紀間，以唯識思想貫通佛家各種修道次第，無著論
師得其傳承，修習禪觀有成，與兜率內院一生補處當來下生慈氏世尊感通而獲印證，深入
大乘空觀，位登初地 (藏傳說三地)，再傳其弟世親論師。
世親論師門下，龍象輩出，有所謂十大論師弘揚師說，其學說風行印度，時人稱之為"瑜伽
行派"，因為源自人間以"彌勒"為名的瑜伽師及在禪定中獲得慈氏 (彌勒) 世尊的印證，故近
代被稱為 "慈氏宗" 、"慈氏學"。
近代“慈宗”一名可以說是古印度 “瑜伽行派” (即 “慈氏 (彌勒) 宗學”) (不稱為“彌勒宗”是避免
跟民間宗教的“一貫道”、“天道”混同) 的簡稱、也可以說是唐代玄奘大師創立的“慈恩宗” 的
簡稱。

依《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 說，釋迦牟尼世尊初轉法輪，為發趣聲聞乘者，說"四聖諦 "、
"十二因緣"，反對 "一 、 常、主宰" 的 "神我" (阿特曼 atman) 的存在，指出一切現象是 "無
我"不實的，一切人生現象皆為"苦諦"、 "集諦 " 的真相，提出解脫的實質與方法 "滅諦" 、"
道諦"，成立原始佛教的義理基礎。

第二時說教，將"人空法有"擴展到"一切法空"，提出一切事物都是緣起，無自性，從"勝義
諦"上來說，即是"空"；而從 "世俗諦"來說，則是"幻有 " 、"假名有"。
第二時說教的思想奠定了大乘佛教的義理基礎，但還未直接解決部派佛教中主要討論的以
下三個問題 ：
一、 五蘊假體，如何在不同期生命中作為感果的憑籍？
二、 五蘊所作的業果，今生之後如何聚而不散，導致來生受報？
三、刹那生滅的五蘊假體，如何保證業果自作自受，而非自作他受 、他做自受、 共作自受 、
自作共受？

第三時說教，則把“勝義”、“世俗”二諦，進一步開展為"遍計所執" 、"依他起性"、"圓成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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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解釋了諸法在勝義層面平等無自性、而在現象的層面相互作用增上而產生種種分別
的原因。在正面解答部派佛教遺留的問題之外，不但去除了小乘和外道實執之有，也矯
正了空宗末流的"惡趣空"趨向，提出"賴耶緣起"的業感流轉說，解決了自原始佛教以來
經近千年懸而未決的"無我"而有業果輪回的疑難。
唐代窺基大師總結為： “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實。晦斯空
有，長溺二邊；悟彼有空，高履中道。"
第二時教的般若思想，即大乘佛教的"空宗"，亦即"中觀學派 "，在論典上以龍樹為奠基
人。
第三時教的思想稱為"瑜伽行派"，即大乘佛教的"有宗"。 這學派的根本論典《瑜伽師地
論》中更具備基於不離性空而說有、次第井然的詳盡修道階梯。
有了“空”、“有”兩輪並舉，“大乘” 佛教的“大車” Mahāyāna ( “the great vehicle”)，才能義
理周全 、解行並重、安穩地邁向菩提大道 。
從論典文獻來講，署明"彌勒"作者的，由於翻譯及歷史傳承原因，在中國漢傳佛教中有
《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頌》、《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辨中邊論
頌》；藏傳佛教中則為《辨法法性論》、《辨中邊論頌》、《究竟一乘寶性論》、《現
觀莊嚴論》、《大乘莊嚴經論頌》。
”瑜伽行派”在中國的傳入從北魏菩提流支翻譯的《十地經論》、南朝真諦翻譯《攝大乘
論》已經開始，其發揚光大、到達巔峰則在唐朝的玄奘大師和窺基大師時代 。
玄奘大師早年在各處求學，對各方面有心得的僧人和論師，”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
解。” 但在學習中，發現幾個非常大的問題 ： 以前大部分譯師是印度人來華翻譯，音
訓、語義都不免有差訛 ； 所採用的語言也已經與當時社會產生隔膜；最主要的，是佛
教經典翻譯得明顯不完備，尤其是瑜伽宗的經論，除先後譯出《善戒》、《地持》即
《菩薩地》的部分內容外，大部都未有譯傳 。
於是在修行成佛的義理依據上，不同主張之間產生了重大的邏輯矛盾，"地論宗" 有法界
依持真如生起萬法之說，"攝論宗"則有第九阿摩羅識為真常淨識是有情真體之說，令人"
莫知適從"。
為尋求最究竟的答案，玄奘大師負笈西遊，傳承了世親->護法-> 戒賢一系的瑜伽行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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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對小乘、大乘 、"空"、 "有" 兩宗，都可稱為當時的集大成者 。 五印度的小乘佛
教徒尊稱玄奘大師為"解脫天"，大乘佛教則尊為 "大乘天"。在印度留學期間，不僅在與
小乘和外道的辯論中用《制惡見論》駁斥謬解，並且在與中觀系師子覺論師的辯論中，
著有《會宗論》，闡述對般若的見地，令對手自愧不如。梁啟超先生讚歎為 “中國千古
留學生的楷模” 。 玄奘大師歸國後，主持翻譯佛經一千三百多卷，比起中國歷史上其他
三個最著名的譯師加起來還要多一倍，而且品質最優秀。中國的佛典翻譯，至此可說燦
然大備。
玄奘大師歸國後，與門下窺基大師，揉合眾家之長譯出《成唯識論》，於是"瑜伽行派"
在中國又稱為"唯識宗"；而因為玄奘大師長期住持和以大慈恩寺為譯場，所以中國的"瑜
伽行派" 又被稱為 "慈恩宗"，近代簡稱"慈宗"。
"瑜伽行派"在中國的傳入從北魏菩提流支翻譯的《十地經論》、南朝真諦翻譯《攝大乘
論》已經開始，其發揚光大、到達巔峰則在唐朝的玄奘大師和窺基大師時代 。
玄奘大師早年在各處求學，對各方面有心得的僧人和論師，"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
" 但在學習中，發現幾個非常大的問題 ： 以前大部分譯師是印度人來華翻譯，玄奘大師
再傳弟子道證等將唯識學傳至新羅，建立新羅"唯識宗"； 親承玄奘大師教誨的道昭將唯
識學傳入日本，其後又有玄昉等學僧來華，帶回大量經論，建立日本"法相宗"，傳承至
今。"慈宗"對東亞佛教發展影響之巨大，由此可見一斑。唯識學的弘揚和學習，必須具
足五個條件：
1·安定的社會和良好的學習環境；
2·充足的經典；
3·優秀的導師；
4·有足夠時間可以專注學習；
5·具有善於思辨的頭腦。
這些條件中國歷史上經常是不具足的，武宗滅佛，戰亂頻仍，經典散佚，自玄奘大師以
降，僅歷窺基、慧沼、智週四代傳承而未能延續 。
反觀日本歷史上雖亦戰亂不已，但各地諸侯武士大多篤信佛教，對佛寺及經典的保存不
敢怠慢。 時至近代，楊仁山老居士在日本友人南條文雄幫助下，尋得包含窺基大師所撰
二十卷本《成唯識論述記》在內的三百多種唯識要籍，成立"金陵刻經處"，創立"祗洹精
舍"。 門下有歐陽竟無、太虛等大師，盛弘唯識，為近代佛學復興奠定基礎。
其後太虛大師創立"武昌佛學院" 、 "漢藏教理院"、廈門"南普陀佛學院"等，歐陽竟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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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創立"支那內學院"，培養了大批優秀的佛學精英 。當時西風東漸，中國知識界發掘中
國傳統思想中的精華，藉與西方思潮抗衡，唯識之學因兼具完整嚴密的系統邏輯、哲學
思想、宇宙現象以及本體理論而備受推崇和重視，由是 "慈恩宗" 在沉寂千年後復興。 太
虛大師將"慈恩宗"更新為"慈宗"，以正本清源。
慈氏之學不僅只有唯識一學，而是包括般若 、禪定、戒律、因明的完整的系統和傳承，
不能以"唯識宗"概之；
慈氏之學弘揚的是古印度以彌勒為名的瑜伽師結合兜率天當來下生慈氏 (彌勒) 世尊信仰
而形成的論典義理，彌勒菩薩是未來佛，並非民間所傳的"大肚彌勒"，"慈宗"是正宗的
印度佛教源流，有別於中國歷史民俗中的彌勒信仰；
慈氏彌勒淨土，是賢劫千佛在補處大士位上攝化有緣的臨時淨土 。 在由居士沮渠京聲
譯傳的《觀彌勒菩薩下生經》中，是五乘應化土，眾生共業，以自己的福德智慧，與等
覺大士一起輾轉增上、實現淨土。特別強調菩薩入世 度生、匡扶人心、共同建設的態
度。
針對當時出家人只著重臨終念佛、 死後法事的 "人死佛教"，太虛大師特別提出"人生佛
教 "，宣導深入社會，實現佛陀"覺者教育"，自覺覺他的精神，而非強調宗教儀軌、強調
來世，杜絕盲信他力、提倡智信，故將"唯識宗" 的名稱更新為"慈宗"，更在虛標"八宗平
等"之後，晚年特別強調弘揚 "慈氏學"，宣導從自身覺悟做起，建設如慈氏 (彌勒) 世尊
當來成佛時的"人間淨土"。
太虛大師門人，作者本人的老師 —— 羅時憲宗師，集歐陽竟無大師、太虛大師、 韓清
淨老居士近代"慈氏學"三大宗匠的大成，在香港弘揚慈氏學近五十年。繼羅公之後，我
們一些旨在弘揚"慈氏學"的同仁，在2003年成立慈氏學會（香港），2009年再成立 "慈
氏文教基金 "，作者本人把每年相當部分收入撥作弘揚慈宗文化使用。慈氏學會 (香港)
成立11年來，主要成就包括：
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大學、佛學院、寺廟 、文化會所捐書成立 "慈氏圖書館" 28間；
贊助內地大學博士後研究、出版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書刊，包括今年四川大學的《儒
道釋博士論文叢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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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慈宗"要籍及日常修習戒本 、懺本、誦本等16種；2013年更由作者本人主編了72卷
的《唯識文獻全集》，收錄1949年以來所有漢文唯識相關典籍。

2013年年8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一屆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協辦單位有57家大學、佛學
院 、學術文化機構等，出版《慈氏學研究》收集論文67 篇。

去年又啟動《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的出版專案，旨在整理出歷史上較完善的佛典，並
將收錄有漢譯以來的重要佛學著述，並提供現代語譯、注釋，在網上公開利益大眾。

2016年擬在港舉辦"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廣邀內地與亞洲高等院校、藝術團體青年
來港作文化交流。

又擬與清華大學合作設立"唯識學與西方心理學比較研究博士課程 "，結合現代心理學、
腦科學的研究，深入對比研究唯識義理，接引現代有識之士，匡扶人心。

在培養人才方面，除在香港辦"慈氏學專修班" 外，自 2012年初開始到現在，在北京、澳
門、 深圳等地成立了"慈氏學師資（遠程） 培訓班及進修班"、"般若心經研習班"等，
旨在培養下一代弘法的人才，從而最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最大的影響力。師
資（遠程） 培訓班、進修班的課程設置，就充分體現了 "慈宗"的解行並重特色，是從 "
境" 、"行" 、 "果"的學習，來指導 "戒"、 "定"、"慧"的實踐。

"慈宗"的修持，必須要以扎實的聞思基礎為前提，"慈宗"的聞思分為五個方面：唯識、般
若 、戒律、禪定、因明。課程設置方面，則是循序漸進，先將"慈宗" 傳承中抉擇的精要
為初學者理出，用作者本人編撰的教材《佛學講話》，把大乘佛教的要點定義清楚，奠
定堅實的義理基礎。

然後講解上面所說的五方面入門經論，如空有兩宗的代表作《心經》和《唯識三十頌》
解讀，戒律方面的《瑜伽菩薩戒略攝頌》，在有了基本知識的基礎上，介紹禪定，從容
易理解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奢摩他章》，回溯到《六門教授習定論》、《大乘法苑義林
章唯識章》。介紹的角度，是忠實于印度原典，採用唐疏與近代慈宗大家注解，如以窺
基大師的"四重二諦"解《心經》，韓清淨老居士 、王恩洋先生等的《唯識三十頌》及
《唯識二十論》注釋，湯薌銘先生的《瑜伽菩薩戒品纂釋》。禪定方面，從無著菩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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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世親菩薩釋論的《六門教授習定論》、到唐圓測法師的《解深密經疏-分別瑜伽品》、
梅光羲先生的《大乘法苑義林章唯識章注》，節要出科判、 表解，便於學生在最短時間
抓重點，從義理聞思之上到止觀修持。
這個時候，師資培訓班、進修班的學生們，不僅可以出去開始對大眾解釋佛法的基本內
容，並且開始在導師指導下實修，開始受用佛陀教育的益處，佛堂內修止觀，佛堂外的
工作和學習中持《新十善法》、《瑜伽菩薩戒》，並輔以《慈悲三昧水懺》精校本，作
為"慈宗"學人完整的懺法儀軌。

在初步入門之後，舉辦師資進修班，一方面借鑒唐代"複講師"制度，令學員複講《佛學
講話》基礎內容，一方面逐步深入，講解大乘 "空" 、"有"兩輪經典要義，仿唐代儒家
《十三經注疏》，依"慈宗"家法，介紹"慈宗"最重要的"十三經(論)要義"，順序依次為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 本地分· 菩薩地》、《辯
中邊論》，《大乘莊嚴經論》、《現觀莊嚴論》、《攝大乘論》、《大乘成業論》、
《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阿毗達摩雜集論》、《觀所緣緣論》、《因明入正
理論》，教材多為玄奘大師的譯本、相應的唐疏、近代大家的心得、講解科判，把對現
代讀者來講，極其艱深的唐疏 、抉擇重點加以表解，在有限的時間內，採擷整部經論的
重點精華，比如《辯中邊論》，其精華的《辯相品》，把窺基大師的《辯中邊論述記》，
加以表解，中間引用因明論式，供學員參考導讀。

這種講解難度非常高，但確是對現代社會最適合的教學的辦法。 內地師資班學員都是在
家專業人士，比起寺院學僧和大學學生，時間有限，但這些身為專業人士的學員們善於
思辨，自學能力強，能舉一反三 。 而中國現在社會，佛陀教育被政府重視為中華傳統文
化中重要組成部分，但社會上對佛教的誤解不少，急需弘揚純正佛法的老師，如果十年
二十年才可以培養出來，顯然是不能滿足目前對正宗佛法撥亂反正的要求 。慈氏學會這
種"速成" 的方法，對學員本身可以說是最高效率地實現空有結合、解行合一，對社會也
是最快、低成本 、高效率的弘法貢獻。

慈氏學會的香港和北京的學員，經過以上的課程，不僅培養對佛法的正見，而且已經開
始大力參與弘法工作，包括協助編輯《漢文大藏經教材選編》、編輯《慈音雜誌》電子
版、 參與2016年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普通話、廣東話、英語講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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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 這些學員，結合作者本人在全國、港臺各大學 、佛學院、寺廟、文化會所等地的
弘法中合作的學者、法師、居士，互相借鑒、交流，已經初步形成玄奘大師以降，清末
大德之後，慈氏學再一次在中國復興的基礎，也希望由此開始，傳慧炬於現在和後世的
有志之士，實現佛陀教育在神州大地的弘揚發展。

附：新十善法

一）不貪求不止而無厭足 （不貪婪）
二）不憤恨嗔怒懷怨不舍 （不嗔恨）
三）不執迷不悟喪失理智 （不癡迷）
四）不蓄意傷害動物身體 （不傷生）
五）不為己利行欺詐盜竊 （不詐竊）
六）不縱欲暴虐騙取感情 （不縱欲）
七）不服食過量麻醉藥品 （不濫藥）
八）不捏造歪曲違背事實 （不造假）
九）不挑撥離間引發糾紛 （不離間）
十）不粗言穢語咒駡羞辱 （不惡口）

注 : 慈氏學會 (香港) 根據"瑜伽菩薩戒"精神及內容，揉合原有"五戒 "與"十善"，適應時代需要和
標準，制定"新十善法"，以供慈宗學人奉行，俾作往生內院、建設人間淨土的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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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的生死觀
王聯章導師

2015年12月20日發表於馬來西亞檳城

自古以來，所有宗教甚至哲學，都在回答“生從何來、死往何處”的問題。人為什麼有
生命？為什麼每個人的出生、 生命的成長都不一樣？ 死後是否有另外的世界的存在？ 如
何處理死亡的問題？

一． 生從何來？生命是否有最初的開始？

佛教認為，因為過去生的業力，才會有這一期的生命。

“業”（karma）有“造作”之意，即我們行為的力量。引起不同感受上的果報，可分為
三類 ：善業、惡業、無記 (非善非惡) 業。 善業引起樂果 (令人愉悅的果報)，惡業引起苦
果 (身心逼惱不愉悅的果報)，無記業的果報則是不苦不樂的 。

“業力”的表現有不同方面，主要的框架/ 輪廓/ 生命活動範圍 (引業)，是我們生為人或動
物等不同趣向，具體的細節 (滿業)，包括身體是否美麗、 有沒有殘缺、出生和成長在什麼
地方、環境和社會是否安全 、富足、潔淨？

業力的作用，造成我們這一期生命的樣子，這期生命中所造的業力，又會造成下一世以至
未來世的果報。 因果規律中，沒有造物主的位置，也並不是因為造物主而存在，佛教並
不承認有全能絕對主宰宇宙生命的上帝。

按照輪回的觀念，如果往前推算，過去一生的過去，仍然有過去一生，並沒有一個最初的
起點。 我們看到的一期生命，只是如A點到B點的線段，而我們的存在本身，像一條直線，
無始無終，又像一個圓圈，周而復始。

二． 前一期生命如何引發後一期的生命？是否有永恆不變的 “靈魂”、“實我”在輪回
流轉？

佛教興起前，印度社會流行的婆羅門教主張有“神我” (阿特曼 Atman) 的觀念：認為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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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不變猶如"靈魂"的“實我”的存在，這個“神我”脫離一個身體之後，遷入另外一
個身體，構成前世和後世。
佛陀則提出“無我”的主張：這裡的“我”，梵文ātman，定義是“一、常、主宰”：
不可分割 、永恆不變、不依賴其他條件而存在、可以自在地支配自己的存在狀態。佛教
認為，世間並不存在“不需要憑藉各種條件、因素而能獨立存在、永恆不變的個體”，
即 “諸法無我”。
原始佛教時期，佛教的教義，注重個體的解脫，主要從 “去我執”的角度，解說“無我”
的思想。將有情眾生體驗到的物理現象與精神現象，分為 “五蘊”的聚合，“蘊”
(skandha) 是“積聚”之義 。 “五蘊”，即“色蘊、受蘊 、想蘊、行蘊、識蘊”。
“色蘊” 代表物理現象； 受、 想、 行、識蘊，則代表精神現象。
“五蘊”所組成的人，在空間上是個和合體；而在時間上，是每刹那細微的生滅，積聚
成為一期期不同的生命過程。
原始佛教又將每期生命的生滅，分解為“十二因緣”。無始以來，人們由於"無明"的推
動，作種種善或不善的業，起種種 “愛”、 “取” 的煩惱，招來不自在的人生；老死
之後，業感流轉，繼續產生下一世的"生"直至"老死"，周而復始地經歷三界，往復不已。
三． 既然無我，生命如何存在？
“無我”的“五蘊”假體，如何建立從前一世到下一世的業果流轉、有六趣的差別？刹
那生滅的五蘊假體，如何保證業果自作自受，而非自作他受 、他作自受、 共作自受 、
自作共受？
原始佛教注重現實人生煩惱的解脫，較少討論宇宙人生來源的問題。部派時期的學說，
則被後來的大乘學者深入批評 ： 認為有部的“無表色”並不能解答無色界五蘊散去後
業力持續不斷的問題；而經部的“色心互持種子受熏說”的“心相續” 論，也不能避免
邏輯上“二種生一果”的第六意識如何相續感果的疑難。
龍樹建立大乘的中觀學說，著重關注“證入諸法實相”的問題，從而破斥任何對“自相
實有” 的迷執，並不建立理論來解決 “輪回主體的困難”或“感果功能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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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無著、世親諸大論師建立大乘瑜伽行派，在發揮龍樹“緣起性空”思想的同時，借助部
派佛教對諸法的嚴密分析，參考並修正其 “種子熏習說”、“細意識說”等理論，臻於圓
善，發展出以種子說為基礎的“賴耶緣起論 ”，最終解決了無我而有輪回的問題，建立了
大乘佛教境、 行 、果相應的“緣起觀”。
造業感果的眾生 (sattva)，玄奘大師譯為“有情”：意指有情執、有情識的生命體，說明
造業感果的原因及載體。“業”是感果的根本原因和功能，“果” 則是業的現行與顯現。
瑜伽行派將造業感果的功能，譬喻成植物的種子，取其生髮的能力，如稻麥之種，遇陽光
雨露等眾緣，則生芽葉，條件具足時收穫稻麥。 種子是心識含藏的具體功能。一切有情具
有八種識：
前五識：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作用是直觀地瞭解辨別物理現象。“眼識者於
眼根了別青黃等顏色，名為眼識”；“耳識者於耳根了別鼓貝等聲，名為耳識”；“鼻識
者於鼻根了別香臭好惡等香，名為鼻識”； “舌識者於舌根了別苦辣醋等味，名為舌識”；
“身識者於身根了別輕重軟硬冷暖等觸覺，名為身識”。 前五識的認知，都是現量。
意識，也稱為“第六識”，即可用來瞭解辨別物理現象的概念與共性，又可瞭解自身內部
的念頭，“意識者於意根了別色心等法，名為意識”。第六識的功能，包括將前五識的了
別結果彙聚在一起，結合自己以前的記憶與經驗、未來的計畫，牽引前念、引發後念。但
意識不是永恆相續不斷的，在無心睡眠、悶絕等位，意識並不現行。
第七識，又名"末那識"，作用是不斷地思考量度，攀緣執著于"阿賴耶識"含藏種子的一切功
能作用，產生的精神活動 、以為有實在的“我”存在，產生對 “我”的貪愛，從而驅使
產生有情的執著、造業。第七識恒審思量，永恆不斷地在工作。
第八識：又名"阿賴耶 (ālaya) 識"，"藏識"。藏指貯藏，有三義 ：能藏 : 能夠容納、儲存所
有精神活動的功能；所藏 : 這些精神活動功能所貯藏之地 ； 執藏：被第七識執為內在有的
自我。
八識不僅有認知、了別的功能，也有顯現出自己所了別的現象的功能。這種了別、顯現的
功能，在古代大乘瑜伽師修習止觀時，觀察到八識並非單一的整體。每個識都是由一個心
王和多個心所有法 (簡稱心所) 構成。對任何我們認知的事物，心王取其總像，如畫師畫其
輪廓；心所則負責了別其細節，如同在輪廓中填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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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根據造業的功能不同，分為六類。其中造業感果的主要原因，是根本煩惱的 “貪” 、
“嗔"、“癡”，以及衍生而來的 “隨煩惱心所”的表現，如由 “嗔”衍生而來的 “忿” 、
“恨” 、 “惱”，是具體生活情境中的“懷忿不舍”。

解脫的業力，則來源於善心所

引發相應的心所現行，比如“信” (建立在清楚瞭解上的沒有疑惑的信心) 、 “慚” (自發
的，自我的廉恥心，從而拒絕惡事)、愧 (迫於外界壓力，拒絕做惡事)、“無貪” (抗拒、
壓制貪念的生起)、“精進” (正確方向的精勤進取)。

這六類五十一個心所，互相組合和對治，形成我們所有的心理活動。所有物理現象與精神
現象，都是“假有”：即不同心所在時間、空間上的不同組合 、相互引發而成的現象，不
是獨立實際的存在。

四． 為什麼生命的開始與成長有差異？

從心所的深入分析，一切有情的念頭與行為，都是在擊發和牽引相應性質的種子的產生、
現行、生滅。無著論師在《攝大乘論》中，將種子的特性總結為如下六種：

1） 刹那滅：每個種子的作用，只有刹那 (假設時間最少的單位，有些部派學者認為一剎那
約為一彈指的六十分之一的時間)，並非常住。

2） 果俱有：種子與現行，並非種子先滅而後生現行，而是種子與現行同時存在，才生即
滅。

3） 恒隨轉：前一種子滅、後一種子生，中間無有間隔。

4） 性決定：某一類心所性質的種子，只引發同類心所的種子現行。善種子決定起善類現
行；惡種子決定起惡現行；無記亦然。

5） 引自果：每類種子引生自類的現行，各個不亂，如同豆類種子不生麻、麥，每類心所
的種子，也只能擊發引生同類性質的現行。

6） 待眾緣：種子要待眾緣和合，才可生起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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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種子的現行，需要"因緣" 、"增上緣"、"所緣緣"、 "等無間緣"等四緣的和合，其所現
行而表現成為的業果，又稱為 “異熟果” ：即"異時而熟"，"異類而熟"，"變異而熟"之意。
果報包括現世與後世、來世等不同時段。業果並非機械的現象的複製：見人落水，自己入
水救助，得到的果報並非一定是自己下一生會落水而被人救起。

業感即是“異熟”，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 此生的
開始，是前一世、甚至前幾世業力的異熟。由於人與人的業力各異，出生的異熟果不同；
前世與今生熏習種子各異，生命的成長也會呈現出區別。

"阿賴耶識"又叫“異熟識”，如大海，每期生命如波，前後影響 、前後相續，都是"阿賴耶
識"內部的功能，而並沒有一個實在的靈魂在不同身體裡流轉。

生命猶如瀑流，無常、無我的生命，在呼吸間，業果種子已經刹那生滅。

五． 生命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佛教中，無始無終的生命，並不是周而復始、迴圈不止的一個封閉式圓環，而是可以上升
或下落的螺旋形圓圈。我們的一生，既可以由貪嗔癡的煩惱種子造業，也可以培養善種子，
利用每個刹那，來淨化我們的生命。

生命淨化的最終，是成佛，即是心識的“轉染成淨”、“轉識成智”。而生命的意義，就
是眾善奉行，多多熏習擊發善種子現行，讓已生的善種子繼續引發新種；諸惡莫作，不給
惡種子現行製造增上緣，未生的令其不生。對自身生命的淨化，幫助別人的淨化、幫助社
會的淨化，就是這期生命的意義。

慈宗在戒、定、慧三個方面提供切實可行的實踐方法。

戒學： 《瑜伽師地論 . 戒品》衍生出獨立成冊的《瑜伽菩薩戒本》分別詳列四重戒、四
十三輕戒包含六度、四攝的具體實踐方式；

定學：《六門教授習定論》、《菩提道次第廣論 . 奢摩他章》、《解深密經 . 分別瑜伽品》
《大乘法苑義林唯識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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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學：《大般若經》(包括《能斷金剛經》、《心經》等)，《解深密經》、《瑜伽師地
論》、《攝大乘論》、《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即《唯識三十頌》古印度十大論師
注釋的揉譯) 等。

六． 應該如何對待死亡和自殺？

既然死後有下一期生命，那麼如何處理自己與他人的死亡？

一期生命的結束，表面上是五蘊散盡衰壞，一般情況下會進入一個稱為 “中有”或“中陰”
的階段，即是一期生命結束、下一期生命呈現之間的五蘊假體，在色界與欲界，色蘊變得
非常稀薄。 這時候，臨終者需要引導去度過臨終以至"中有"階段的迷惑，往生善趣 。

這就是臨終關懷的重要性。

下一世投身善趣果報，是今生死亡前做的"引業"。"引業"又分兩種：一種是我們在世作業的
總體傾向，類似炸彈中的火藥，另一種，是臨終的業力，又稱為"潤 (澤下一期) 生 (命) 業"，
像導火線。臨終關懷 、超度"中有"，就是激發起"引業"變為"異熟果"的導火線。包括臨終助
念佛號經文咒語、善言安慰開解，減輕臨終者的身體痛苦與心靈恐懼等等。傳統上，佛教
在臨終關懷的部分做得並不夠，超度 "中有"又流於商業化、世俗化，遺屬花錢請僧人虛應
故事，缺乏真心實意參與及真正有意義的佈施回向，故需要加入現代社會的手法，賦予真
正佛教內涵，來使亡者的往生更有意義，減少臨終的恐懼與中陰階段的迷惘。臨終關懷是
很大功德的佈施――無畏佈施，超度"中有"也不應只是請僧人做法事，而應該以財物佈施
貧苦 、直接間接佛法佈施，回向亡者。

選擇死亡最不智的一種方式，是自殺。

自殺的想法，歸根結底是源於對因果的不瞭解，認為結束這一期生命，是結束目前痛苦的
解脫方法。這種“退場”方式並不能真正地解決痛苦的問題，而會把問題繼續帶到來世 。
自殺者經常帶著強烈的負面情緒往生，比如慘痛、悔恨 、怨憤、報復等，這些臨終的惡念，
會引發下世的苦果，或往生惡道、或召致來生身心長期不安樂。

慈宗學人認為，一方面，要給有自殺想法的人，疏解與改變觀念的機會，比如建立防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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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熱線等；另一方面，對於已經輕生的亡者，一味責備，只能增加遺屬的悲慟，並沒有特
別積極的作用，而是應該撫恤安慰 、鼓勵遺屬以亡者的名義佈施行善，把功德廻向給亡者
往生善道。例如以體力財力幫助老病孤苦，或為亡者抄經 、誦經、印經，願他們早日脫離
輪回惡道之苦。

七． 死亡與涅槃的區別是什麼？

我們的生命是無始無終的。通過每一期生命的淨化，去掉 "人我執"、"法我執"，達到完全
淨化的生命狀態，就是涅槃。涅槃不是死亡，而是完全自在脫離煩惱的境地。

小乘的羅漢證得"人空無漏智"，進入 “無餘涅槃”，一切苦因苦果永滅、超出輪回。

大乘的圓滿覺者，則兼具"人空"與"法空"的"般若智"，證得 "無住涅槃"的境界：由於徹底證
得"人空"，能夠超脫煩惱，不再生死輪回 ; 由於徹底證得"法空"，不執著生死實有，以大悲
心示現入世度生，永不疲厭，同時又能不執著涅槃實有，以大智慧不耽於寂滅之樂。所以
大乘的"無住涅槃"，本體雖然寂靜，大用卻能無邊，所以能夠盡未來際，利樂群生。

所以與世俗凡夫一期生命的死亡，不可相提並論。

大乘"無住涅槃"的觀念，可視為佛家最崇高偉大的理想，故被稱為“無上大涅槃”。

證得"無上大涅槃"的圓滿覺者，從"無為"的解脫角度講，本質是"真如法身"，稱為“斷德”；
從"有為"的功德角度講，是廣度一切有情的覺智，即“大菩提”，稱為“智德” 。

雖然諸佛菩薩的崇高境界，並不容易從現實的經驗中考察得到，但一個初習大乘佛法的行
者所應重視的是其究竟的精神，及其理想對現實人生的價值 。通過循序漸進的思想探求，
從現實人生的立場來實踐佛法，使佛法中悲智雙運、真俗相融的特質與時代相應，實現慈
悲智慧圓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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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ist Approach to Cultural Ecology
Professor Andrew Luen-cheung Wong

Among

my many Buddhist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some

majored in psychology. And among them ， some practice hypnosis. Usually their
purpose is to help their “visitors” realize tw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they
areabsolutely capableto become who they want to be (self-actualization)，and they ar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whatever they have done.
So these hypnotists came up with a trick – close your eyes，imagine there’s a beautiful
garden in front of you，with all the flowers you love，golden sunshine，beautiful
butterflies，chirping birds… And you know what? You are the gardener，and at any
moment，you are planting the seeds into your garden. When the time is right，your
planted seeds will come out and blossom. Your world is the garden in your mind，and
you，are the gardener.
From a Yogâcāra perspective，the conclusion sounds kind of in line with our doctrines –
our world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eeds we “planted” before ， in our ālaya
consciousness: maybe in past lives，maybe one minute ago. And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the seeds wake up and bud，forming the phenomena in front of our eyes，
while influencing our thoughts，actions，which again “plant” or affects seeds into
ourālayaagain.
But how，in a karmic way，does every individuals’ “seeds” affect our environment? And
knowing the karmic cause，what，from a dharma perspective，shall we do，to make
our environments better?
Vasubandhu opens his “Thirty Verses of Consciousness-Only Treatise” by describing
how our mind works: “The phenomena of so-called Self and things (Atman) and Things
(dharmas) are all based on mental manifes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s，and this capacity
of manifestation i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being the ālaya，our
storehouse consciousness，whose fruits matures at varying times. The second being
manas ， or the seventh consciousness ， that deliberates and cogitates. The third
beingthe first six consciousnesses，that perceive and discriminate our surroundings
and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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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ubandhu spared no effort to illustrate that the objects of such perception and
deliberation，those we usually hold for real，are，in fact，nothing more than our own
mental manifestation，namely，by ourālaya consciousness.
Alaya，or “storage”，has several meanings in its name: it is an active “storage”，
containing “seeds” (bīja). The stored seeds，being passive like hidden energy，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charged” and activated by the current manifested dharmas. This
“influencing and activation”，āvāsana，in Chinese,熏習，usually translated in English
as “perfuming”，actually means “hitting to activate”,擊發. These seeds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s an “imprint”，created by the active dharma at the moment (saṃskāra).
Seeds shar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they are momentary. Each seed lasts only for about 1/60 of a snap of fingers ( a
kṣaṇa刹那 )，after they are activated. After that，their function ends… their energy is
spent.
Secondly，the seeds，however momentary each，form a continuous series. They are
like a waterfall: at the first glance it’s continuous，but when carefully examined，there’s
no such thing as “waterfall” – it’s a phenomenon created by many drops of water，one
after another. Though one seeds doesn’t live more than a kṣaṇa ， their energy
influences other seeds，activating them to arise，or suppressing them to be dormant，
instead of fruition.
This is because of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s: the seeds depends on the right conditions to
arise into an active dharma. Without their required conditions，the seeds stay dormant
in the storage.
The above two characteristics form the fourth: seeds are concurrent with their fruit，
they are the same as the phenomena created by itself，by its energy.
The fifth characteristic: the seeds each belong to a moral nature – either wholesome，
unwholesome，or no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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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mmary，we categorize seeds into two types: karmic seeds，and semantic seeds.
Semantic Seeds are those activated and permeated by concepts，notions，sentences，
or specific scenes connected with a certain time and place. Since we use notions to
form our own mental presentation，discriminat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henomena，
these seeds directly are the cause of manifestation of our mental factors: wholesome，
unwholesome，or indeterminate. The last type，“indeterminate” semantic seeds，must
be joined by strong moral-quality natured seeds，what we call karmic seeds，to
manifest. The indeterminate seeds are principally the seeds of the physical body and
the material world. Karma，which is generated through the mental attribute of notions
(思 cetanā)，functioning with the sixth consciousness，produces the activity-seeds
which，according to their good or evil nature，will result in pleasant or unpleasant
manifestations of the body and physical world. In this way karma determines our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existence.
Our existence are categorized by two types of karmic energy，or karmic cause and
effect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directive karma . This karma determines which gati
(species) one is born into. For example: my directive karma determined that I was born
as a human. Accordingly，this karmic fruition is called “general reward” or “species
retribution”. In addition ， another type of karma is called particularizing karma ，
supplementing the general reward – in my case，whether I’m born as a male or female，
whether I’m born in a rich family in Hong Kong，or a poverty-ridden area in Africa，
whether I’m born good-looking，with a strong healthy body，whether I’m very intelligent
and with special gift for golfing. Accordingly，this karmic fruition is called “species
retribution”.
As you can see – the karmic fruition，or retribution，manifesting into our world and
universe，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is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By “sattva”，sentient
beings the Yogâcāra tradition defines as “those lives that have desires and possess the
capacity to perceive and discriminate” – because only those who are attached to
unwholesome desires would participate in saṃsāra，and their capacity to perceive and
discriminate give them a chance to hear the dharma，contemplate，form the “right
view”，and act accordingly，embarking on the path of enlightenment. Only lives with
such potential we define as “sentient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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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part of our world is what we call “receptacle world” or “container world”，which
sentient beings engage，perceive and grasp. We easily define it as the “physical” part
of the world，but，mind you – this is by nature initiated by the perceiver and the
grasper. Asanga gave a perfect illustration in his masterpiece Mahāyāna-samgraha (攝
大乘論) by a story: A human，a deva，a hungry ghost and a fish come to the same
river，but what they see is dramatically different. The hungry ghost sees blood and pus;
the deva sees beautiful sceneries; the fish sees his living surroundings – spaces of
navigation and accommodation，while the human sees a river full of clear water and
waves. If the human is in Arupya dhatu (無色界)，in “limitless space” realm (空無邊處)
meditating，he would see nothing but empty space. This is how ourālaya works as
manifesting our own world to perceive and then grasp. In the process of perceiving and
grasping，we either reinforce our existing continuous karmic energy，or catch the
opportunity to break away from old bad habits and cultivate new，more wholesome
ways for our mind to work in. And in purifying our mind，we gradually enhance our own
existence，and well as our “container” world.
These days，when we look around us，wesee rivers full of pollution like blood and pus，
and often wonder if we’re already hungry ghosts... Let’s step back fromabstract dharma
doctrines and take a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us in theconventional world –
and as its gardener，what a job we have done for ourselves:
Air quality problem. I frequently travel to Beijing. When the air pollution gets really bad
– it’s worse than blood and pus! China has been known for its rapid economy
development – but at a high price to pay: the almost irreversible damage to our
environment.
Not only wat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reaten every aspect of our life: because of
water pollution issues we don’t trust water directly out of tap，and have to buy water
delivered to our home，or at least install some filtering system; because of food safety
issues we don’t trust food from markets and stores，wealthier families grow their own
vegetables and fruits in the suburb; because of recent milk industry scandals，Hong
Kong government put on a limit as how many cans of infant formula Chinese tourists
are allow to bring home. All these seem very ridiculous to me，because – it doesn’t
have to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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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 talk about cause and effect ， these are extreme cases caused by
irresponsibility，sometimes out of ignorance，sometimes out of greed，sometimes the
two working together，for short term gains people turn a blind eye to what’s gonna
happen in the long run.
How do we prevent such things from happening? The Buddhist answer is: to establish
the right view，and to enforce，from behaviors，accountability. Let’s take the fishing
industry for an example here.
If you are a fisherman，you would want to catch the most fish in the shortest time，to
increase your own income. You wouldn’t care about extinction of species – you would
think: “I’m only one individual and my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would not be so
visible. “ Well，guess what happens wheneveryone is thinking along the same line?
Everyone knows，theoretically，if there’s no fish in the ocean，everyone loses their
own income. But nobody would self-regulate because everybody’s interest is only in
the short term gain.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any particular group，or any particular country. If only
grasping external，short term gains，everyone tends to deplete our resources without
much regard to the future we’re creating for ourselves.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our environmental issues，is to strike this balance，
between short term needs and long term preservation，between economic gains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o promote the common good ，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usually it takes a joined cooperation – each participating party claim their
awareness of the crisis，and make a commitment of their own accountability. This is
what we can call “enforced self-regulation”.
A more first-hand and fundamental self-regulation，in our Buddhist teachings，comes
directly from our precepts，which we choose to take on，to form our own responsible
behavior.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Theravadin precepts and Mahayana precepts ， or
Bodhisattva’s precepts. In China the most prevalent one being the Brahmajala Sutra，
but the most authentic according to the Yogâcāra lineage would be the Bodhisat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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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ept in Yogâcāra Tradition (瑜伽菩薩戒)，cultivating the arising of 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For common lay dharma followers there are the Ten Wholesome

Conducts (十善法)，traditionally.
However，we all know that the Buddha teaches in accordance of time and society. In
our society now，the original Ten Wholesome Conducts，are either already regulated
by secular law – such as no-killing，stealing – or seen as “hypocritical” by young
people these days ， such as sex before marriage – would that be judged as
“misconduct”?
To make our precepts more practical，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in recently
years integrated the Five Precepts and Ten Wholesome Conducts，and came up with
the Modern Ten Principles of Buddhist Ethics (新十善法):
01）不貪求不止而無厭足 （ 不貪婪）
Abstain from greed and insatiable sensual desires (renounce greed)
02）不憤恨嗔怒懷怨不舍 （不嗔恨）
Abstain from hatred，wrath，resentment and ill-will (renounce hatred)
03）不執迷不悟喪失理智（不癡迷）
Abstain from delusion and irrationality (renounce ignorance)
04）不蓄意傷害動物身體（不傷生）
Abstain from deliberate physical harm to living beings (renounce harming)
05）不為己利行欺詐盜竊（不詐竊）
Abstain from fraudulence and stealing for personal gains (renounce stealing)
06）不縱欲暴虐騙取感情（不縱欲）
Abstain from indulgence in sexual activities or dishonesty in sexual relationships
(renounce lust)
07）不服食過量麻醉藥品（不濫藥）
Abstain from abusive usage of intoxicants (renounce drug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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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不捏造歪曲違背事實（不造假）
Abstain from untruthful words or fabrication of facts (renounce dishonesty)
09）不挑撥離間引發糾紛 （不離間）
Abstain from alienating and divisive speech (renounce estrangement)
10）不粗言穢語咒駡羞辱（不惡口）
Abstain from verbal violence and harsh language (renounce verbal violence)
The above Ten Principles reflect the underlying spirit of precepts and meet the need of
our modern society. This is what we can use as our Buddhist approach of selfregulation.
In addition to self-regulation，Bodhisattvas Precepts call for a maximized effort and
effect to influence the world (both sentient beings and physical world) in the positive
way，and this is usually reflected in the Six Paramitas (六度) and the Four All –
Embracing Virtues (四攝).
Most of us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Six Paramitas: Giving (佈施)，Endurance (安
忍)，Diligence (精進)，Precepts (持戒)，Meditation (禪定) and Paramita (智慧). The
Four All-Embracing Virtues being: Giving (佈施)，Kind Words (愛語)，Acting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利行)，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Others and Leading them toward
the Truth(同事).
Here I want to emphasize on the Yogâcāra tradition as how it applies to influencing
others:
In Giving: one type of giving offerings is to enable the recipient with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o his work and life can benefit. This is called offerings of courage (無畏佈施)，
or “fearless offering”，because fear usually comes from ignorance，and the right
knowledge drives fear away and gives courage. A Bodhisattva is never passes any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 right knowledge. He never says “no” to anyone who needs
such knowledge. If we know how to make our environment better，inform others –
especially those making policies，those involved in environment-impact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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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f course，everyone around us. We’re all shapers of our own environment.
In Endurance: Yogâcāra tradition often emphasize to clarify on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Buddhists are NOT supposed to “suck up” with wrong doings in
front of our eyes. Endurance means not subjecting to anger when in distress，and
when doing the right things，sometimes it takes a little bit insistence，tenacity，to see
the right solution come through. Endurance is not getting disturbed internally，by
external turbulences. Endurance，Giving and Wisdom require the bodhisattva not to
take “enemies” as “someone who hurt me” and thus gets angry but “someone who
needs help” and become patient，skillful and kind.
In Precepts: besides other common disciplines，Bodhisattvas are required to clarify
any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misleading information
that would smear people’s reputation or give people wrong perception of a situation.
Bodhisattvas are required to correct those. In addition ， to the wrong-doers ，
bodhisattvas are required to give punishment，instead of indulgence out of “blind love”.
Such is not true compassion. A better protection is to let one know what’s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behavior.
In Diligence: Bodhisattvas，being leaders of organizations，doesn’t lead via his own
greed for better reputation，worldly popularity or monetary gains. He guides others
with the honest attitude of the truth.
In Meditation: Bodhisattvas are required to not to indulge in the pleasure of deep，
advanced meditation lest they abandon worldly deeds to benefit others. Boddhisattvas
“engage” with other sentient beings，and through the work with them and for them，
bodhisattvas pave their way toward enlightenment.
In Wisdom: Bodhisattvas，though often experts of worldly science，engineering and
other areas of knowledge，are required not to replace Buddhism with conventional
learnings.
Conventional knowledge，applied rightfully，can be our sharp equipment on our path
toward the truth，but they are not the path itself. That we need to keep at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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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x Paramitas and Four All-Embracing Virtues laid the ground of actions – their
motivation，in Mahayana，is the Bodhicitta. As beautifully said by Candrakīrti (月稱) in
his Madhyamakāvatāra (《入中論》):
Shravakas and pratyekabuddhas are born from the Muni king;
Buddhas are born from bodhisattvas;
And，from the mind of compassion，non-duality and
Bodhicitta is born the bodhisattva.
Characteristics of Bodhicitta are often summarized by the Four Immeasurables:
May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happiness and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May all sentient beings be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May all sentient beings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the happiness that knows no suffering;
May all sentient beings live in equanimity，free from attachment and aversion.
With the Bodhicitta，the “awakened heart”，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lead our own way
out of this pain of ignorance and habitual continuance of karma，and cultivate a more
purified mind and thus a better，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s “all external phenomena perceived by our mind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ame
mind” according to the Yogâcāra doctrines，is the becoming of the world，the world is
ultimately our own creation. On one hand，we are the gardener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our own garden – every seed we sow and water counts; on the other hand，we are
also other people’s environment – bodhisattvas，helping spread the “right view”，
should be role models in modern society，work together with all，to form a better，
more livable planet we all exis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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